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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剪切技术在地质三维建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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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维地质建模方法是地学三维模拟与可视化系统的核心和难点。基于ＢＳＰ树的矢量剪切的原理及

算法，提出了利用矢量剪切技术快速构建复杂的地质体开挖模型，可视化表达地质体内部信息的方法，并以地

质开挖工程及三维地层分析为例，验证了算法的高效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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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地质模型是研制地质体三维模拟与可视

化软件的核心与基础［１］。实体建模法是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建模方法，采用多边形网

格（线框模型）描述地质体的几何边界。实体建模

技术易学易用，表达复杂地质模型方便，已经发展

成为当前三维地质模型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广

泛应用在地层带、矿体、煤层、采场设计中。实体

模型可以由一系列的剖面自动或者手动创建，单

个体或者多个分支体亦可以很容易地连接成实

体，可以根据需要用实体或者数字化表面模型

（ＤＴＭ）去切割某一个实体，还可以通过闭合的实

体快速计算出其精确的体积值。

矢量剪切技术作为三维 ＧＩＳ重要的建模及

空间分析工具，主要包括面剪面、面剪体、体分解

面等功能。利用矢量剪切技术对地质实体模型进

行切割操作，可以快速构建复杂的地质体开挖模

型，并将结果准确快速地显示出来，不同领域的研

究和分析人员可以观察分析地质体内部的特征和

属性。矢量剪切优于位图剪切的地方，是所生成

的图形仍然是矢量图形，保存了原有的几何拓扑

关系，且效率高。矢量剪切技术是空间分析技术

的难点和关键所在［２］。

１　三维实体模型表达

地下空间形态复杂多变，很难用规则的几何

体来描述，它需要一种灵活、简便、快速的方法来

建立不规则地质对象模型。目前，比较通用的方

法是采用实体模型来描述地质体的几何形态。利

用实体模型不仅可以比较精确地描述形态或形状

复杂多变的地质体，而且可以对其进行体积计算、

表面积计算、切制剖面、快速三维显示等操作，能

满足地质工程规划、设计、矿山生产中地质制图的

基本要求。实体模型数据结构如图１所示
［３，４］。

图１　实体模型数据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ｌｉｄＭｏｄｅｌ

实体模型由一系列三角形面片所围成的一个

单独的、闭合的地质单元构成。三维实体模型定

义如下。

１）实体上所有三角形顶点称为节点。节点

是地质人员在进行剖面定义和解释过程中圈定地

质体边界时所定义的弧段的端点。包括控制节

点、内插节点、地质特征点、地质尖灭点、分叉点、

断层断点、褶皱断点等［５］。

２）实体上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线段称为弧

段，每个弧段上两个节点的位置不能重合（考虑浮

点舍入误差），且每个弧段必须也仅能被模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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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三角形共用。

３）构成实体的任何两个三角面之间不交叉、

重叠；任何一个三角形的边必须有相邻的三角形；

任何三角形的３个顶点，必须依附在有效的点上，

否则实体是开放的或无效的。

４）实体中不存在退化三角形且所有三角形

的法线方向必须一致。在计算机图形学中，空间

的相对位置是以图形对象的法线来判定的，根据

法线方向将实体对象划分为法线正向（外侧）和负

向（内部）两部分。

图２显示了用实体表达的三维地质体模型及

其网格模式的形态。

图２　实体模型数据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ｏｌｉｄＭｏｄｅｌ

２　实体模型剪切

２．１　剪切原理

矢量剪切的基本思路就是：以剪切对象的空

间位置为基准来划分被剪对象，所有构成被剪对

象且与剪切对象不相交的三角形被区分为“内部”

和“外部”两部分，与剪切对象空间相交的三角形

在交线处被分解后再区分，然后对“内部”和“外

部”的三角形重建拓扑关系，形成剪切后的两个对

象（其中一个对象可能不存在）。剪切算法的关键

步骤是判定空间中的点与三维地质体、地形及地

质边界等约束面的空间关系。采用传统的求交及

平面分割三角形的算法，需要遍历构成模型的所

有结构面，且对分割后的三角形必须通过保留原

拓扑关系才能重构为剪切后的对象。对于复杂的

地质体模型，这种方法不仅计算量大，还需考虑各

种特殊情况，极易产生判断失败的情况。鉴于此，

本文提出了利用空间分区二叉树来判断点与多面

体的位置关系的算法，实现任意复杂地质体的矢

量剪切运算。

２．２　空间分区二叉树

空间分区二叉树（ｂｉｎａｒｙｓｐａｃ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ｒｅｅ，ＢＳＰ树），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排序和分类数

据结构，从隐藏面消除和光线跟踪层次结构到实

体造型和机器人运动策划等应用都使用了ＢＳＰ树

结构［６］。ＢＳＰ树算法最早由Ｆｕｃｈｓ、Ｋｅｄｅｍ和Ｎａｙ

ｌｏｒ在Ｓｃｈｕｍａｃｋｅｒ的基础上提出来，通过递归地对

狀维空间用超平面进行分割从而获得不同物体之

间的空间相对位置关系［７］。这种方法在计算机图

形学的许多应用中都非常有效。

ＢＳＰ树分割空间的基本思想是：空间中任何

平面都可以将空间分割成两个互不相交的半空

间，位于平面法线所指向一侧的半空间叫作平面

的正侧，另一侧叫作平面的负侧。如果在任何半

空间中有另一个平面，它会进一步将此半空间分

割为更小的两个子空间。可以使用多边形列表将

这一过程进行下去，当子空间中仅存在单个平面

时，即可构造出一个描述三维实体对象层次结构

的二叉树。二叉树的每一个节点都表示一个分区

平面。节点的左子树表示该节点所表示的分区平

面的正侧，节点的右子树表示该节点所表示的分

区平面的负侧，二叉树的叶子节点表示分区得到

的凸区域。

空间分区二叉树节点结构如下：

ｓｔｒｕｃｔＢＳＰＮｏｄｅ｛／／空间分区二叉树结构体

Ｐｌａｎ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分区平面

ＢＳＰＮｏｄｅｐｏｓＣｈｉｌｄ；／／正子树节点

ＢＳＰＮｏｄｅｎｅｇＣｈｉｌｄ；／／负子树节点

ＦａｃｅＬｉｓｔ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与分区平面共面的多边形

｝；

２．３　犅犛犘树空间分区流程

构建三维ＢＳＰ树是一个递归过程，其流程如

下。

１）遍历当前节点的所有备选平面，寻找一个

合适的分割平面，如果有分割平面，则新建两个子

节点，一个为正节点，一个为负节点，挂接到本节

点下。如果没有分割平面，这个节点是一个叶子，

则返回。

２）遍历模型所有结构化面，如果面在分割平

面的正向，将这个结构化面放入到正节点。若在

负向则放入到负向节点。如果结构化面被分割平

面分割，则分割此三角形，并将分割后的结果放入

相应的子节点。如果在同一个平面，则放到节点

下的面表中，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３）对两个子节点，分别从第一步开始递归执

行。

构造ＢＳＰ树的关键是如何在三维空间中快

速确定分割平面，以使生成的ＢＳＰ树尽量趋于平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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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因为平衡二叉树的操作比不平衡二叉树要

快，冗余度要小很多。构造最优ＢＳＰ树是一件非

常困难的任务。在每一级都选取最优节点并不能

保证最终得到最优ＢＳＰ，因为每次选择都会对下

级分割产生影响。为了得到绝对最优的ＢＳＰ树，

我们必须在每一级尝试每个三角形，即使对于很

小的ＢＳＰ树这种指数复杂度也是不能忍受的。

但在实践中，只要取局部各层的最优节点即可。

实际上，随机选取节点可以更快地构造可接受的

ＢＳＰ。因为三角形是按顺序传递给硬件的，且伴

随着大量结构，所以实践中经常出现性能最坏的

情况，而随机方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因为随机结

果往往比较中庸［８］。

２．４　基于犅犛犘树的剪切运算

利用空间分区二叉树可以非常有效地实现多

面体的剪切运算。从剪切对象中提取的三角形构

建空间分区二叉树结构，对被剪对象作剪切运算。

原理如下：在给定空间一个凸多边形后，自然可以

用空间分区二叉树来将多边形分解为一系列子凸

多边形，它们可包含于一个外部区域、包含于一个

内部区域或者与分区平面重合。如果这个多边形

位于这个平面的正侧，或者其中有一个点位于分

区平面上，就将它送往正子树，以进行进一步的处

理。如果这个节点没有正子树，那么这个多边形

就位于一个外部区域，类似地，如果这个多边形位

于分区平面的负侧，就由负子树来对它作进一步

处理，除非这个节点没有负子树，此时这个多边形

就位于一个内部区域内。如果分区平面通过这个

多边形，那么它将被分解为两个多边形，一个位于

分区平面的正侧，另一个位于分区平面的负侧。

位于正侧的由正子树进一步的处理，位于负侧的

由负子树进一步处理。重复这个过程，直至处理

完所有凸多边形为止［９］。基于ＢＳＰ结构的地质

体矢量剪切处理流程如图３所示。

３　剪切技术在地质三维建模中应用

在地质三维建模过程中，经常要对地质体模

型进行刻槽、挖洞、切剖面、钻孔等操作，以构建复

杂的应用模型。基于实体模型的矢量剪切技术按

功能不同分为面剪体、体分解面两种类型。面剪

切体运算根据面对象的法线方向在空间中把被剪

体对象分解为上下两部分，形成剪切后的两个体

对象。面剪体主要应用于地形、巷道、采区等面对

象对矿体、地质体对象的剪切操作，以及地质工程

中的洞室开挖、虚拟钻孔取样、隧道规划设计等。

图３　实体模型矢量剪切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ｏｌｉｄＭｏｄｅｌ

体分解面操作与面剪体不同的是根据体对象的法

线方向在空间中把被剪面对象分解为相对于体对

象的“内部”和“外部”两个对象。体分解面主要应

用于地质切片、品位剖面等操作。

３．１　面剪体应用

地质工程设计中涉及到大量开挖工程量的计

算，传统的做法是：对于带状的开挖，采用剖面法，

对于封闭区域的开挖采用网格法，进行计算。这

种方法在复杂的工程中，不仅计算复杂，且计算精

度不高。通过三维数字地质体的矢量剪切分析，

可直接观察开挖结果，并计算体积。图４为面剪

体运算在隧道开挖中的应用。

图４　隧道开挖模拟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３．２　体分解面应用

地质分析中，地质人员想要深入地层内部，了

解特定剖面的地质构造，分析地质体内部的特征

和属性，了解和掌握地质体的组成、结构、稳定性、

活动规律和运动机制。利用矢量剪切中的体分解

面运算，对地质体进行切割分析，建立地质体篱笆

图（图５），可明显看到不同位置的地层信息，为地

质灾害的预测、预报和防治服务，为资源开采和综

合利用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提供决策工具。

４　结　语

　　矢量剪切是地质三维空间分析的重要功能之

一，由于曲面与曲面之间的运算关系非常复杂，加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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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地层组合剖面图（篱笆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上地质问题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是地矿信息

系统开发中的一个难点。基于ＢＳＰ树结构的矢量

剪切算法具有高效、准确、健壮等特点，适用于任意

复杂的地质体和地形约束下的剪切运算。这种算

法不仅可以剪切实体模型，还可对点、线、面等多种

对象进行剪切运算，以及进行体与体之间的布尔运

算，可作为一种通用的计算几何算法应用于ＣＡＤ

或ＧＩＳ计算分析中。如何从复杂的模型中找到最

优的分区面构建平衡树以及对剪切后三角形面片

的快速、无损合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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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犠犈犖犌犣犺犲狀犵狆犻狀犵

１
　犣犎犃犖犌犡犻犪犾犻狀

１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８８Ｌｕｍｏ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３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３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ＢＳＰ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ｈｅａｒ，

ａｎｄｒａｉｓｅ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ｕｓｅｓＶｅｃｔｏｒｓｈｅａｒｔｏｑｕｉｃｋｌｙｂｕｉｌ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ｌｙ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ｉｔｔａｋｅｓｔｈｅｅｘ

ａｍｐｌ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３Ｄｓｔｒａｔ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ｒａｗｓ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ａｔ

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ｖｅｃｔｏｒｓｈｅａｒ；ｓｏｌｉｄｍｏｄｅｌ；３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ＢＳＰｔｒｅ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ｊｉｅ，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ＧＩＳ．

Ｅｍａｉｌ：Ｗａｔｅｒｙｃｊ＠ｔｏｍ．ｃｏｍ

２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