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１年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１８。

项目来源：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ＡＡ０４Ｚ１０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８６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三维散乱点云的犞狅狉狅狀狅犻拓扑近邻点集查询算法

孙殿柱１　刘　健１　李延瑞１　孙永伟１

（１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１２号，２５５０９１）

摘　要：提出一种三维散乱点云的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集查询算法，该算法改进犚ｔｒｅｅ建立三维散乱点云

的空间索引结构，采用动态扩展空心球算法获取样点的犽近邻点集，通过偏心扩展和自适应扩展获取样点拓

扑近邻参考数据，生成该局部点集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查询样点 Ｖｏｒｏｎｏｉ邻域获取样点拓扑近邻点集。通过算法

时间复杂度分析及相关实验，证明该算法可快速、准确地获取任意复杂散乱点云的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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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向工程中，基于三维散乱点云局部型面参

考数据进行型面特征分析，在三维散乱点云曲面

重建、三角网格曲面精简与细分等操作的实现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准确快速获取局部型

面特征的参考数据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常用的散乱点云局部型面参考数据查

询方法主要有犽近邻查询
［１５］和局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近

邻查询［６］。文献［１５］提出的犽近邻查询方法统

称为空间栅格法，构建散乱点云最小体积包围盒

并将其划分为若干空间栅格，通过查询样点所在

栅格及近邻栅格获取样点犽近邻 （犽值通常取８

～１５
［２］）。对于均匀点云，样点的犽近邻一般能

够满足型面特征分析需求。但是，由于犽近邻为

几何近邻，对于非均匀点云，若犽取值不够大，犽

近邻点集不能体现样点处的局部型面特征。文献

［６］提出二维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近邻查询算法，基于犽近

邻查询算法获取样点的犽近邻点集，将其向最小

二乘平面投影，从投影点中查找样点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近邻，将其映射到三维空间，获取投影点所对应的

原始点作为局部型面参考数据。该算法有效减少

了局部型面参考数据的数量，但对投影有重叠的

局部型面获取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近邻不准确，且由于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近邻为犽近邻的一部分，故该算法仍难

以准确获取非均匀点云的局部型面特征数据。

散乱点云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可准确反映数据点近

邻区域，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可方便获取样点的拓扑

近邻数据［７８］。但构造三维散乱点云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系统资源消耗高［９］，如果为查询某样点的拓扑

近邻而构造整个点云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则付出的代

价太大。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局部点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三维散乱点云拓扑近邻查询算法，

改进犚ｔｒｅｅ建立三维散乱点云的空间索引结

构，基于动态扩展空心球算法获取样点犽近邻，为

适用于非均匀点云提出偏心扩展算法，为获取样

点的全部拓扑近邻点提出自适应扩展算法，通过

对样点及其犽近邻点集进行偏心扩展和自适应扩

展获取样点拓扑近邻参考数据，生成该局部点集

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获取样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邻域所对应

的数据点集即为样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采用

该算法可准确获取任意复杂散乱点云的Ｖｏｒｏｎｏｉ

拓扑近邻点集。

１　三维散乱点云动态空间索引结构

的建立

　　散乱点云数据量大，且分布杂乱，为之建立合

理可靠的空间索引结构对实现散乱点云局部型面

参考数据快速查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引入

并改进犚ｔｒｅｅ使其更适合于存储散乱点云，将

散乱点云数据表示为四维点对象并采用犽ｍｅａｎｓ

算法进行聚类分簇，建立三维散乱点云的动态空



　第３６卷第１期 孙殿柱等：三维散乱点云的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集查询算法

间索引结构，实现点云数据的动态存取及局部型

面参考数据的准确、快速查询。

１．１　索引结点规范化表示

犚ｔｒｅｅ的结点插入算法基于结点 ＭＢＲ

（ｍｉｎｉｍｕｍ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增量
［１０］，应用于

散乱点云的空间聚类分簇时，若局部点云平行于

坐标平面分布，结点 ＭＢＲ将由三维退化为二维，

导致犚ｔｒｅｅ结点插入失效，破坏了犚ｔｒｅｅ结

点的聚合性，为解决该问题，将数据点及索引结点

ＭＢＲ统一表示为四维点对象（狓，狔，狕，狉），其中狓、

狔、狕为 ＭＢＲ中心坐标，狉为 ＭＢＲ的外接球半径

值。如图１所示，像素点为散乱数据点，实线框为

犚ｔｒｅｅ的结点 ＭＢＲ，虚线图形为 ＭＢＲ外接球。

１．２　散乱点云的犽ｍｅａｎｓ聚类分簇

采用犽ｍｅａｎｓ算法
［１１］实现散乱点云的空间

聚类分簇。在选取初始分簇中心时，为减少犽

ｍｅａｎｓ迭代次数，将距结点中心最远的一对结点

的 ＭＢＲ中心作为初始分簇中心。

图１　索引结点规范化表示

Ｆｉｇ．１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ｏｆＩｎｄｅｘＮｏｄｅｓ

确定初始分簇中心后，将数据点添加到中心

距其最近的分簇中。为使结点 ＭＢＲ均匀，避免

出现 ＭＢＲ奇异的结点，根据犚ｔｒｅｅ定义，当分

裂所得结点的子结点数犽小于犿 （犿为散乱点云

空间索引结构非根结点中单元的最小数目且１≤

犿≤
犕＋１
２
，犕 为空间索引结构各结点中单元的最

大数目）时，则将另一簇中距离当前簇较近的 （犿

－犽）个结点插入到当前簇中，并调整分簇结果。

采用犽ｍｅａｎｓ对犚ｔｒｅｅ索引结点进行聚类

分簇时，需要迭代定位最终的分簇中心。对于同

簇结点中的犖 个索引结点，其四维标准化坐标为

狆犻（狓犻，狔犻，狕犻，狉犻），犻＝１，２，…，犖 ，分簇中心坐标

（珚狓，珔狔，珔狕，珔狉）可由式（１）计算：

珚狓＝
∑
犖

犻＝１

狓犻·狉犻

∑
犖

犻＝１

狉犻

，珔狔＝
∑
犖

犻＝１

狔犻·狉犻

∑
犖

犻＝１

狉犻

，

珔狕＝
∑
犖

犻＝１

狕犻·狉犻

∑
犖

犻＝１

狉犻

，珔狉＝
∑
犖

犻＝１

狉犻

犖
（１）

各索引结点至聚类分簇中心的距离，可由式（２）计

算：

犱＝ ［狓犻－珚（ ）狓 ２
＋ 狔犻－珔（ ）狔

２
＋

狕犻－珔（ ）狕 ２
＋ 狉犻－珔（ ）狉 ２］

１
２ （２）

　　基于四维点表示的 Ｖｅｎｕｓ点云空间索引结

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Ｖｅｎｕｓ点云的空间索引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Ｖｅｎｕｓ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

２　样点拓扑近邻参考数据的获取

基于散乱点云空间索引结构提出动态扩展空

心球算法获取样点犽近邻，对样点及其犽近邻点

集进行偏心扩展和自适应扩展，以获取包含样点

所有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的参考数据。

２．１　样点犽近邻的获取

提出动态扩展空心球算法查询样点的犽近

邻，采用深度优先遍历算法［１２］查找包含样点的叶

结点，计算其 ＭＢＲ外接球半径狉。以当前样点犆

为球心，狉１＝狉·
犽

槡犕为半径，确定空心球区域，获
取该空心球区域内的数据点。若其点数大于犽，则

从中查找与样点之间距离最近的犽个点，否则以当

前球半径为内径，狉２＝狉１·
犽－狀
狀槡 ＋１（狀为已获得

的近邻点数）为外径，动态扩展空心球区域，直到

球内包含的点数大于等于犽个，从中查找与样点之

间距离最近的犽个点，获取样点的犽近邻点集。

２．２　样点初始犞狅狉狅狀狅犻区域的获取

获取样点的犽近邻后，根据点云分布情况确

定是否对其进行偏心扩展，使算法适用于非均匀

点云。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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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样点及其犽近邻点组成点集犘，计算样点

犆与其犽近邻点之间的距离，查找其中最大值犚，

分别以点集犘 中各点为球心，犚／４为半径作球，

将球内包含点的个数标记为该点的质量犿犻（犻＝

１，２，…，犽＋１）。根据式（３）求得点集犘重心犆１ 的

坐标：

狓＝
∑
犽＋１

犻＝１

犿犻狓犻

∑
犽＋１

犻＝１

犿犻

，狔＝
∑
犽＋１

犻＝１

犿犻狔犻

∑
犽＋１

犻＝１

犿犻

，狕＝
∑
犽＋１

犻＝１

犿犻狕犻

∑
犽＋１

犻＝１

犿犻

（３）

　　分别计算以样点犆为起点、犽近邻各点为终

点的向量与向量犆犆１ 之间的夹角，若各夹角都小

于或等于９０°，则样点的犽近邻点都位于一侧。如

图３所示，生成样点及其犽近邻点集 （犽＝１２）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９］，样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如图中粗线

框所示。由图可见，如果沿着向量犆１犆的方向偏

心扩展点集犘 使虚线所示面犳右侧点包含其中，

可缩小样点的初始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进而有效减少

后续经自适应扩展获取的拓扑近邻参考数据，提

高样点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查询效率。

偏心扩展算法的具体流程如下。

１）根据散乱点云的具体细节特征设定距离

阈值ε，初始化扩展次数犻＝０；

２）计算向量犆１犆的长度犱；

３）若点集犘中各点位于样点的一侧且犻·犱

≤ε（该条件是为了限制样点为边界点时偏心扩展

的次数），则执行步骤４），否则，扩展结束；

４）计算犆１ 关于犆的对称点犆′１，并作如下代

换：犆１＝犆，犆＝犆′１，犚＝犚＋犱，犻＝犻＋１；

５）以犆为球心，犚为半径作球，将球内的点

添加到点集犘中，执行步骤３）。

对图３所示点云中样点犆的近邻点集犘 进

行偏心扩展，点犃、犅被添加到点集犘中，如图４

所示，生 成 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获 取 样 点 的 初 始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如图中粗线框所示。与图３相比，

偏心扩展后样点的初始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明显缩小。

２．３　样点拓扑近邻参考数据的获取

偏心扩展后获得样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计算

样点与其各Ｖｏｒｏｎｏｉ顶点的距离，记录其中最大

值犱ｍａｘ，以样点为球心，２犱ｍａｘ为半径作球，获取球

内及球面上所有点，将其作为样点拓扑近邻参考

数据，该过程即为样点拓扑近邻的自适应扩展。

样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必定全部包含在

样点拓扑近邻参考数据中。该结论的证明过程如

下。

如图５所示，设偏心扩展后样点犆的近邻点

集犘＝ 犃，犅，犇，犈，犉，｛ ｝犌 ，生成三维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获取样点犆的初始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犕、犖、犗、犘、犙

为样 点 犆 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顶 点。设 样 点 到 其 各

Ｖｏｒｏｎｏｉ顶点的最大距离为犱ｍａｘ，以样点为球心，

２犱ｍａｘ为半径作球。

假设当前点集犘 没有包含样点犆 全部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则至少存在一点犡 并将其

添加到犘 中，生成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时将会改变样点

犆的当前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即犡 与犆 之间的中垂面

ω必定与犆的当前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相交或过犆的某

一Ｖｏｒｏｎｏｉ顶点。若面ω与犆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相

交，则至少与三个面相交，如图５所示，设面ω与

面犖犌犙、犖犘犙、犗犘犙 相交，则面ω必与线段犆犙

相交，故犆到面ω 的距离犎 必然小于犱ｍａｘ；若面

ω过犆 的某一 Ｖｏｒｏｎｏｉ顶点，则 犎 小于等于

犱ｍａｘ。又 因 为 ω 是 犆 与 犡 的 中 垂 面，则 有

犆犡 ＝２犎≤２犱ｍａｘ，即 犡 在球内或球面上。所

以，样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都在该球范围内，

球内及球面上的点即为欲获取的样点拓扑近邻参

考数据。

图３　样点及其犽近

邻生成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３　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Ｉｔｓ犽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图４　偏心扩展后所获点

集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４　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ｅｔ

Ａｆｔｅｒ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图５　样点犆的封闭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

Ｆｉｇ．５　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ｏｆＳａｍｐｌｅ犆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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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样点犞狅狉狅狀狅犻拓扑近邻的获取

生成样点拓扑近邻参考数据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９］，从存储Ｖｏｒｏｎｏｉ信息的“ｆａｃｅｔｅｄｇｅ”数据结

构中查找当前样点所对应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并获取

Ｖｏｒｏｎｏｉ顶点，查询与样点具有相同 Ｖｏｒｏｎｏｉ顶

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 （即样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邻域），其

所对应的数据点即为样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

集。基于局部点集———样点拓扑近邻参考数据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获取样点拓扑近邻，避免了对整体点

云生成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有效降低了算法的时间复杂

度。

４　算法时间复杂度分析

设三维散乱点云中数据点的个数为狀，采用

本文算法查询散乱点云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的时间

复杂度分析如下。

１）设空间索引结构各结点中单元的最大数

目为犕（通常取１５或２０），则树的层数犔＝
ｌｇ狀
ｌｇ犕

＋

１。在建树过程中，每个数据点选择插入位置的次

数最多为犕（犔－１），所以建立散乱点云空间索引

结构的时间频度为狀犕（犔－１）＝
犕
ｌｇ犕
狀ｌｇ狀。

２）基于改进的犚ｔｒｅｅ进行犽近邻查询，其

时间频度为狀犽犕（犔－１）＝
犽犕
ｌｇ犕
狀ｌｇ狀。

３）偏心扩展的时间频度为狀犮１犽犲犕（犔－１）＝

犮１犽犲犕

ｌｇ犕
狀ｌｇ狀，其中，犮１ 为样点的最多扩展次数（一般

小于５），犽犲为偏心扩展获取的近邻点数且犽犲狀。

４）当对数据点数为狀 的整个点云生成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时，其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２）
［９］，所以，对

偏心扩展获取的近邻点集生成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并进行

自适应扩展的时间频度为狀犽犲
２犽犪犕（犔－１）＝

犽犲
２犽犪犕

ｌｇ犕
狀ｌｇ狀，其中，犽犪 为样点拓扑近邻参考数据

中数据点的个数，且犽犪狀。

５）对样点拓扑近邻参考数据生成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的时间频度犽２犪·狀。

综上所述，本文算法的时间频度 犜（狀）＝

犕
ｌｇ犕
狀ｌｇ狀＋

犽犕
ｌｇ犕
狀ｌｇ狀＋

犮１犽犲犕

ｌｇ犕
狀ｌｇ狀＋

犽犲
２犽犪犕

ｌｇ犕
狀ｌｇ狀＋

犽犪
２·狀，所以，根据时间频度与时间复杂度的关

系可知本文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ｌｇ狀）。

５　应用实例

制定两组实验方案分别验证基于本文算法获取

局部型面参考数据的准确性及本文算法的实用性。

方案（１）：选取图６所示犪、犫、犮三个有代表性

的局部区域作为实验对象，其中，区域犪为局部均

匀点集，区域犫为局部非均匀点集，区域犮为向最

小二乘平面投影有重叠的点集，图７分别为区域

犪、犫、犮及其样点的放大图。

图６　米老鼠点云及局部型面特征

Ｆｉｇ．６　Ｍｉｃｋｙ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ＩｔｓＬｏ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ｅｔ

分别采用文献［３］、文献［６］和本文算法对图

７所示三类点集中的样点进行局部型面参考数据

查询，根据经验取犽值为１５
［２］，查询结果及分析

如下。

１）如图８所示，对于均匀点云，三种算法获

取的参考数据 （图中三角形点）均匀地分布在样

点犃周围，均能准确体现点云的局部型面细节特

征。

２）如图９（ａ）所示，对于非均匀点云，文献［３］犽

近邻查询结果只能获取点云密集一侧的点 （图中

三角形点）。为能够准确获取体现局部型面特征的

点集，犽值选取需要多次尝试，降低了算法的效率。

在本实例中，当犽取到３１时才能查询到图７（ｂ）中

样点犅的拓扑近邻点犖。文献［６］将文献［３］获取

的犽近邻点集向其最小二乘平面投影，通过查询投

影点集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近邻获取样点犅的近邻数据，

如图９（ｂ）中三角形点。可见，文献［６］算法的查

询结果同样不能体现区域犫的局部型面特征。而

本文算法设定犽＝１５后不需要增大犽值，基于偏

心扩展及自适应扩展获取的参考数据即可查询到

样点犅的拓扑近邻点犕、犖 如图９（ｃ）所示，并能

准确体现点云的局部型面特征。

３）如图１０（ａ）所示，对于图６中局部点集犮，

由于犽＝１５已经足够大，文献［３］查询到的犽近邻

点集能够体现该点集细节特征；但文献［６］Ｄｅｌａｕ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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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ｙ近邻查询结果的准确性不仅取决于犽的取

值，也受点云曲率变化的影响。图１０（ｂ）中犈、犉

点在该点集的最小二乘平面内投影点重叠，且犇、

犈、犉投影点与犆 点的投影点不满足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角形的形成规则，所以查询到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近邻没

有包含犇、犈、犉。但从图６局部点集犮中可见，犇、

犈为样点犆的前侧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近邻点；而本文算法

的查询结果如图１０（ｃ）所示，查询到了样点犆所

有的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数据。

通过实验查询结果及以上分析可见，本文算

法不仅适用于均匀点云，对于非均匀点云及曲率

变化较大的点云同样可以准确获取任意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数据，且获取的拓扑近邻数据

能够准确体现点云的局部型面特征。

　　　　
图７　 局部区域及样点放大图

Ｆｉｇ．７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ＤｅｔａｉｌｏｆＬｏ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８　采用不同算法获取的区域犪局部型面参考数据

Ｆｉｇ．８　Ｌｏ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ＰｏｉｎｔＳｅｔ犪

　　

图９　采用不同算法获取的区域

犫局部型面参考数据

Ｆｉｇ．９　Ｌｏ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ＰｏｉｎｔＳｅｔ犫

　　　　

图１０　采用不同算法获取的区域

犮局部型面参考数据

Ｆｉｇ．１０　Ｌｏ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ＰｏｉｎｔＳｅｔ犮

　　方案（２）：采用文献［６］算法和基于本文算法

获取的样点 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集对图１１（ａ）所

示点云进行三角网格曲面重建，验证基于本文算

法获取的样点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能够有效提高任

意复杂散乱点云的三角网格曲面重建质量。

如图１１（ｂ），米老鼠点云在耳朵处由于近似

为平面，所以没有进行高密度均匀采样，部分区域

点云稀疏。采用文献［６］算法查询样点 犆 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近邻时，由于点云不均匀，犽近邻值分别

取经验值８～１５都没有查询到点犃 和犅。该局

部点云的三角网格曲面重建效果如图１１（ｃ），犃、

犅、犆三点未构成三角面片，产生非工艺孔洞。整

体点云的三角网格曲面重建结果如图１１（ｅ）所

示，在点云分布不均匀的部位产生大量非工艺孔

洞。采用本文算法，初次取犽近邻值为８时所获

样点犆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拓扑近邻点集即可包含点犃

和犅，基于该查询结果重建的三角网格曲面如

图１１（ｄ）所示，犃、犅、犆三点构成三角面片，整体

点云的三角网格曲面重建效果如图１１（ｆ）所示，

在点云分布不均匀的部位没有出现非工艺孔洞，

曲面重建效果好。

图１１　三角网格曲面重建效果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ｅｓｈＳｕｒｆａｃｅ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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