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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平面连通巷道的分层建模解决方案：对巷道中心线进行求交点、打断操作，建立结点路径网络

拓扑图；根据外层路径优先搜索原则，提取图中所有的“闭环”，获取各中心线断面数据；对闭环的边界路径进

行偏移、连接操作，生成分层轮廓线；对相邻轮廓线和顶、底轮廓线分别实现巷道体的网格三角化。实验结果

表明，该算法充分利用结点路径的拓扑关系以及各中心线的断面信息，实现简单，适用于同一中段中心线任

意复杂情况下的连通巷道实体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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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巷道系统是矿山三维虚拟场景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构建数字矿山的基础。数字化矿山系统多

采用参数曲线表示各类图元（直线、多段线、圆、

ＮＵＲＢＳ曲线等）
［１］。对巷道的建模研究主要集

中在对单一巷道体和巷道结点的分别建模，以表

达巷道体的连通关系［２５］。单一巷道体的建模均

采用中心线“加载”断面的方法。巷道结点的建模

方法可分为两类：① 在各个结点处搜索有关巷

道，提取这些巷道的断面数据，在结点处采用曲线

插值的方法建立三维结点模型。② 以人机交互

方式对交叉的两巷道体采用布尔运算实现巷道体

之间的贯通。第一类方法结点处交接拼合计算困

难，易出现扭曲现象；第二类方法操作复杂，当两

巷道体共底板时布尔运算容易出错。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连通巷道实体的表面模

型自动建模方法，该方法采用分层建模的思想，充

分利用建立的结点路径拓扑图和各中心线断面

属性信息，构造巷道实体的分层轮廓线，然后对相

邻的轮廓线和顶、底轮廓线分别实现巷道体的网

格三角化。该算法实现简单，适用于中心线任意

复杂情况下不同断面形状的连通、非连通巷道的

实体建模。

１　分层建模的基本思想

巷道体可抽象为巷道中线、巷道断面和巷道

三角网格，巷道中线用来描述巷道网络拓扑结构，

断面用来描述巷道截面的形状和尺寸，三角网格

用来描述巷道体。

为了形象表示分层建模的思想，假设已存在

某中段巷道实体，其断面为常见的三心拱断面。

用一系列的水平平面（位置根据断面的特征点确

定）切割该中段的巷道实体，形成一系列的分层轮

廓线。各轮廓线的边界为双线巷道，双线巷道在

中心线相交处贯通，其宽度和高度由对应的断面

特征点决定。分层建模的关键就是根据中心线和

中线的断面特征点建立分层的双线巷道，这些双

线巷道构成巷道实体的轮廓线，对相邻的轮廓线

采用“基于轮廓线的三维重构”算法和对顶、底轮

廓线采用“多边形区域三角化”算法，从而实现巷

道体的网格三角化。由于构造的巷道轮廓线在中

心线相交点处是贯通的，决定了对轮廓线进行三

维重构生成的巷道实体是连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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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构造巷道实体的分层轮廓线

２．１　基于中心线的结点路径网络拓扑图

定义１　结点路径网络图。对表示中心线

的参数曲线集进行求交点操作，在交点处对两中

心线各自打断，生成结点和路径。图１中定义结

点犆犻（犻＝０，１，２，…，１６）和路径犘犽（犽＝０，１，２，…，

１７），并为每一条路径犘犽生成对应的反向路径犘′犽

（犘犽和犘′犽相互重合，方向相反）。

定义２　关联路径。以结点为起点的路径或

反向路径称该结点的关联路径。图１中结点犆０

的关联路径为犘６～犘４和犘′３～犘′１，它们的起点都

为犆０，并指向其他结点。

定义３　进入路径。当前结点沿某路径进入

另一结点，称该路径相对另一结点为进入路径。

如当从犆０沿犘′１搜索到犆１５，称犘′１为犆１５的进入路

径。

定义４　当前路径。从当前结点沿某一关联

路径到达下一结点，称该关联路径为当前结点的

当前路径。如果犆０沿犘′２搜索到犆１，称犘′２为犆０的

当前路径，犘′２为犆１的进入路径。

定义５　结点的度。结点所拥有的关联路径

的个数称为该结点的度。如犆０的度为６，犆１的度

为１。

定义６　叶子结点。当某结点的度为１时，

该结点称为叶子结点。图１中犆１、犆１６等为叶子

结点。

２．２　搜索原则及闭环的提取

生成双线巷道的关键是提取结点路径网路图

中的闭环。在搜索过程中必须恪守优先沿外层路

径搜索原则。所谓路径的内外层概念，可描述为以

进入路径为始边，绕结点逆时针旋转一周，依次经

过的路径便是从外层到内层依次排列的路径。特

别地，当结点为叶子结点时，其搜索路径是唯一的，

即沿进入路径的反向路径搜索至下一结点。

在图１中，当犆１５沿犘１搜索到犆０，现要寻找

下一结点犆犻。从犆０出发的路径从外层到内层依

次是犘′２、犘′３、犘４、犘５和犘６。根据外层路径优先搜

索的原则，首先应该检查最外层的犘′２，沿犘′２搜索

结点犆１，犆１为叶子结点，沿其唯一的关联路径犘２

搜索到下一结点犆０，按照外层路径优先查找原

则，下一搜索路径为犘′３，…，直至出现重复的路

径，形成一个闭环。提取该闭环的遍历路径，并删

除各结点中构成闭环边界的关联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初始化时可选任一犆犻作为当

前结点，且该结点进入路径为空时，可选择其任一

关联路径作为当前路径。

根据上述搜索算法，从结点路径网络图任一

结点开始搜索，均能够完整提取该网络图中的所

有闭环。图１闭环提取结果见图２，虚线箭头表

示闭环边界路径的方向。

　
图１　结点路径网络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ｏｄｅＰａｔｈ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２　提取结点网络图的“闭环”

Ｆｉｇ．２　Ｐｉｃｋｉｎｇｕｐａ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２．３　闭环边界的偏移、连接操作

由于搜索算法采用逆时针搜索原则，则采用

右偏移方式生成双线巷道。根据同一中段断面属

性是否相同，根据闭环生成的巷道轮廓线略有不

同。

１）同一中段中心线断面属性相同时，从下往

上提取断面左、右特征点。以较常见的梯形和三

星拱断面为例（见图３），梯形断面存在两组特征

点：（犘０犘１）和（犘２犘３）；三心拱断面有５组特征

点，依次为（犘０犘１）、（犘２犘３）…（犘８犘９）。特征

点组数确定了巷道实体轮廓线层数，各特征点的犡

坐标值代表各层中心线的偏移宽度，犢坐标表示各

层轮廓线的偏移高度。从下往上对所有闭环的边

界路径进行偏移、连接操作，生成相交处贯通的双

线巷道，这些双线巷道构成了巷道实体的分层轮廓

线。对图１所示巷道中心线生成双线巷道，当断面

形状为三心拱时，底板处双线巷道见图４。

２）同一中段中心线断面属性不同时，轮廓线

的层数由最复杂断面确定。如当某中段同时存在

梯形和三心拱断面时，层数由三心拱断面特征点

组数确定，生成巷道实体的分层轮廓线见图５。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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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提取断面特征点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ｅｗａｙ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图４　双线巷道

Ｆｉｇ．４　ＤｏｕｂｌｅＬｉｎｅＬａｎｅｗａｙ
　　　　　

图５　不同断面属性的

巷道实体的分层轮廓线

Ｆｉｇ．５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

Ｌａｎｅｗａｙ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３　基于分层轮廓线的三维重建

在生成巷道实体分层轮廓线的基础上，巷道实

体表面重建问题转化为基于一组轮廓线重建其三

维表面。许多学者在三维重建方面作了很多研

究［６１１］。由于巷道实体的分层轮廓线之间存在相

似性，本文采用文献［９］中的方法实现所有相邻的

分层轮廓线的网格三角化（见图６）。巷道实体是

封闭的，因此还必须分别对顶、底轮廓线实现多边

形的区域三角化。多边形三角剖分算法有多

种［１２１４］，本文采用文献［１４］中的算法实现了顶、底

轮廓线的网格三角化（见图７），最后对所有的三角

化网格合并，生成封闭的三维巷道实体表面模型。

４　算法分析

该算法时间复杂度主要由两部分确定：① 数

据的前期处理，包括建立结点路径网络拓扑图和

构造分层轮廓线。设中心线条数为犿，对所有曲

线进行求交点操作，时间复杂度为犗（犿２）；定义建

立的结点路径网络图路径数结点数为狀，路径数

为狆，闭环提取过程中，需访问每一结点，并对每

一条关联路径跟踪搜索，其时间复杂度为犗（狀）＋

犗（狆）；对闭环边界路径偏移、两相邻路径的重连

接操作，并生成分层轮廓线，其时间复杂度为

犗（２×（狆－１）），故前期处理的时间复杂度为

犗（犿２）＋犗（狀）＋犗（狆）。② 网格的生成，包括分

层轮廓线的曲面重建和顶、底轮廓线的三角化，时

间复杂度与顶点数均近似线性。

５　实验与分析

通过ＶＣ＋＋开发工具和 ＨＯＯＰＳ可视化工具

包实现了该算法，运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操

作系统，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ｒＰｅｎｔｉｕｍ４，３．００ＧＨｚ，内存

５１２ＭＢ。对图８所示中心线生成巷道实体，局部

渲染效果见图９。

图６　相邻两轮廓线的表面三角化

Ｆｉｇ．６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图７　底板（顶板）轮廓线的区域三角化

Ｆｉｇ．７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Ｂｏｔｔｏｍ（Ｔｏｐ）Ｃｏｎｔｏｕｒ

　
图８　某铜矿２２７９中段巷道平面图

Ｆｉｇ．８　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ｏｐｐｅｒ

Ｍｉｎｅｉｎ２２７９ｍ

５．１　实验１

当中心线（多段线）条数为５、１１、２９、６５、８７

时，分别生成巷道（三心拱断面）耗时结果如表１

所示，并绘出曲线数时间曲线（见图１０），当曲线

数较大时，影响算法耗时的主要体现在数据的前

期处理上。

５．２　实验２

对图１顶点坐标进行线性插值加密。３８条

巷道中心线，分别得到顶点个数为１６７８、３６３４、

５０８９、７４０９、９７３２，对其生成巷道（三心拱断面）

耗时结果如表２所示，并绘出顶点个数时间曲线

（见图１１）。当曲线数一定时，算法耗时与顶点数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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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线性。

　　　
图９　渲染效果

Ｆｉｇ．９　３Ｄ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ｆｏｒ

ａＬａｎｅｗａｙＭｏｄｅｌ

　　　
图１０　曲线数时间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Ｔｉ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

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ｕｒｖｅｓ

　　
图１１　 顶点个数时间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Ｔｉ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

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ｅｓ

　表１　不同曲线条

　　　数算法耗时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ｕｒｖｅｓ

曲线数 时间／ｍｓ

５ １０１

１１ ２７３

２９ ９１０

６５ １１５２５

８７ ２０２１５

　　

　表２　不同顶点个

　　数算法耗时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ｅｓ

顶点数 时间／ｍｓ

１６７８ １１００

３６３４ １９６０

５０８９ ２６６０

７４０９ ３５３６

９７３２ ４２４０

６　结　语

１）本文算法考虑了中心线的空间拓扑关系，

充分利用了结点路径网络拓扑图，采用外层路径

优先查找算法，建立了巷道实体的分层轮廓线，各

分层轮廓线在中心线相交结点处贯通。因此，对

轮廓线的网格三角化时无需考虑巷道之间的连通

关系，实现了连通巷道实体的自动生成。

２）解决了具有不同断面形状和尺寸的连通

巷道实体建模，该方法同样适用于非连通情况。

３）在数据的前期处理上，如何提高求中心线

交点的运算时间，进一步减少数据前期处理的运

算量，是今后算法优化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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