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３６卷 第７期

２０１１年７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７

Ｊｕｌｙ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０７１２９３）。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７０７５７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切平面投影的散乱数据点快速曲面重建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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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快速的散乱数据点曲面重建算法（切面投影三角网法），该算法不需要已知数据点的几何、

拓扑信息以及是否存在边界等先验知识。算法利用邻近点集反映出的局部几何和拓扑信息，基于切平面投影

方式计算每个数据点的邻域，从而完成每个数据点的局部拓扑重构。重构中物体表面数据点的降采样或不均

匀采样可能会产生伪洞，因此，在重建后进行洞的检测，进而根据洞的大小来区分物体表面上实际存在的洞和

重构过程中生成的伪洞，并对伪洞进行填充。利用多组散乱数据点进行重建的结果表明，切面投影三角网法

高效、稳定，可以快速、自动地重构出复杂拓扑结构物体的三角网表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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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散乱数据点的曲面重建一直以来都是计算几

何和计算机图形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近年

来，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的发展，散乱数

据的曲面重建技术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如

基于测距技术的几何模型自动生成、逆向工程以

及医学成像数据的可视化等。

目前，主要有以下３种关于无组织散乱数据

的三维重建方法：① 构造点到物体表面的有向距

离场，该距离场的零等值面即为重建曲面［１］，但这

种算法涉及到较为复杂的等值面抽取，重建非常

耗时，且重建表面需经优化处理才能使用［２］。

② 直接采用隐函数曲面或参数曲面来逼近或拟

合数据点集。Ｆｏｌｅｙ
［３］综述了从散乱点重构隐函

数曲面和参数曲面的有关算法，Ｋａｚｈｄａｎ
［４］提出

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方法可以对复杂的模型重建出较好的

结果，但是在重建后的三角网表面模型中有很多

狭长的三角形，不符合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性质。

另外，Ｐｏｉｓｓｏｎ方法采用的是近似曲面的重建方

法，重建后得到的表面模型的顶点信息已经不是

原始的数据点信息，对细节平滑得较为严重。

③ 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对散乱点集进行曲面

重建［５８］，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实际物

体几何形状的复杂性和三维数据采集方式的多样

性，这种方法局限于密集的采样样本集，同时存在

着重建耗时、重建后需要对表面模型进行优化处

理等缺陷。

本文方法在快速计算法向量算法的基础上，

通过将每个数据点的邻域点投影到该点的切平面

上，在二维平面上计算其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域，实现了

将三维空间散乱数据点转换到二维平面上进行三

角构网（切面投影三角网法），避免了在三维空间

中进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等相当耗时的计算。

１　算法概述

切面投影三角网曲面重构算法是基于无组织

的散乱数据点，不需要其他额外信息，如法向等。

算法执行的结果是带有一致性法向的三角形网

格，其三角网顶点为散乱数据点。该算法利用渐

进式的三角剖分技术，通过将每个数据点的邻近

点投影到切平面上来计算每个数据点的 Ｄｅｌａｕ

ｎａｙ邻域，因此，该算法属于局部三角构网技术。

１）法向量计算 ：首先利用 ＫＤ树搜索每个

数据点的犽邻域点，计算所有数据样本点的法向

量，然后根据生成的图（顶点、边缘）即犌（犞，犈）计

算最小生成树，通过遍历最小生成树依次统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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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方向。

２）待投影点选择以及到切平面的投影计算：

基于物体表面局部均匀采样的假设条件，根据一

定的原则筛选每个样本点的犽邻域点，将保留的

犽邻域点作为该样本点的待投影点，然后将待投

影点投影到切平面上得到候选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

３）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计算：根据二维数据点

的三角剖分原理，在文献［９］中提出的快速计算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方法的基础上实现当前样本点

的局部重构。

４）洞检测与填充：在实际情况中，往往由于

降采样或不均匀采样导致重构过程中产生洞，因

此需要判断哪些洞是物体表面上实际存在的洞或

重构过程中生成的伪洞，并对伪洞进行填充。

２　法向量计算

１）犽近邻搜索。点云数据量很大时，犽邻域

搜索是一种非常耗时的工作。目前，常用的空间

点邻域搜索算法主要有八叉树［１０１１］、体素栅格

法［１２１４］和 ＫＤ树法
［１５１６］。实验证明，ＫＤ树法相

对于八叉树和体素栅格法具有效率高、速度快等

优点。应用ＫＤ树进行犽邻域搜索的过程主要包

括ＫＤ树构造和ＫＤ树查询两个步骤，采用文献

［１５］提供的近似最近邻 ＡＮＮ（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ｎｅａ

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算法库
［１５］来实现犽邻域的计算。

２）法向计算。对于点犞，通过它的犽个最近

点来求出犞点的近似切平面。

问题可以描述为：假若给定犞 的最近点集

犙＝｛犙犻｜犻＝１，…，犽｝犘，则可求犞 点的近似法向

犖，使式（１）最小：

ｅｒｒｏｒ＝∑
犽

犻＝１

（（犙犻－犞）·犖）
２ （１）

应用最小二乘法，可得到以下３×３矩阵犆：

犆＝∑
犽

犻＝１

（犙犻－犞）
Ｔ·（犙犻－犞） （２）

　　文献［１］已证明，把犆的最小特征值对应的

特征向量单位化即可作为法向犖 的近似值。

３）法向一致化。通过上面过程计算的法向

或向内或向外，需要对所有散乱点的法向量进行

法向一致化。Ｈｏｐｐｅ等
［１］提出了基于欧氏最小

生成树解决法向一致化的方法：首先根据样本点

和每个点的犽邻域生成无向连通图犌＝（犞，犈），

这里每个样本点作为图的顶点犞，每个样本点和

其邻域组成的边缘作为图的边缘犈，每个边缘犻犼

的权值定义为１－｜狀犻·狀犼｜，其中狀犻 和狀犼 是点犻

和点犼的法向量，然后根据构造的无向图计算最

小生成树，并将其作为法向一致化的传播路径。

如以最小生成树中的任意一个节点作为根节点，

并依次向其孩子节点进行传播，当节点犻向节点犼

传播时，如果狀犻·狀犼＜０，则将狀犼 方向置反，否则

不改变狀犼的方向继续这个过程。

Ｋｒｕｓｋａｌ提出了一种最小生成树算法
［１７］，由

于生成树犜 的每个连通分量可看作是一个等价

类，则构造犜加入新的边的过程类似于求等价类

的过程，因此，引入数据结构［１８］中 ＭＦＳｅｔ类型来

描述犜。

由于无向连通图犌中边缘的数量犲远远多于

顶点数，根据边缘的权值对边缘进行非递减排序

时，一般的排序算法（快速排序和选择排序）非常

耗时。由于堆排序在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为

犗（犲ｌｇｅ），相对于快速排序和选择排序来说，当犲

很大时，堆排序效率提高很明显，因此，通过采用

堆排序对附有权值的边缘进行排序，达到了很好

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法向一致化的速度。

５组点云数据实验的结果（表１）表明，改进的

法向计算速度比文献［９］的方法明显快很多。

表１　 法向量计算耗时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Ｎｏｒｍ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模型 点数
耗时／ｓ

文献［９］方法 改进方法

Ｃｌｕｂ １６８６４ ４．３ ０．４５３

Ｂｕｎｎｙ ３４８３４ ９．２５ ０．８５３

Ｆｏｏｔ ２００２１ ５．２３ ０．５２２

Ｍａｎｎｅｑｕｉｎ １２８３７ ３．３７ ０．３４６

Ｐｈｏｎｅ ８３０３４ ２２．４ ２．１５４

３　投影点选择及到切平面的投影

　　在确定了每个样本点的法向量之后，需要确

定每个点的犽邻域待投影点，根据物体表面局部

采样均匀的假设条件，利用以下的原理对每个点

狆的犽近邻点进行删减：假设点狆的犽邻域点为

犙＝｛狇１，狇２，…，狇犽｝，将点狆和狇最近的邻域点之

间的距离记为犱ｍｉｎ，若｜狆狇犻｜＞犿犱ｍｉｎ，犻∈（１，犽），

则将狇犻删去；反之，则将狇犻保留在犙 中作为犘 的

投影点。其中，犿根据样本的采样均匀度确定，样

本较为均匀时犿取为２，随着采样样本的均匀度

变差，犿适当增大。对犙中的每个点进行上述判

断后，将保留在犙中的点作为投影点。

在对空间犽邻域点进行删减得到待投影点

后，将待投影点投影到当前点狆的切平面上，从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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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狆的候选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投影点到切

平面的正射投影计算过程如下。

定义一个局部坐标系狆犡′犢′犣′，以点狆为原

点，狆的法向方向作为犣′轴，犢′的切平面上的任

意向量作为犡′轴，犢′通过计算向量犣′的叉乘来确

定。假设犣′为单位向量（狕０，狕１，狕２），犡′可以写为

（狓０，狓１，狓２）＝（狕１×犱，－狕０×犱，０），其中犱＝１／

狕２０＋狕槡
２
１。对于投影点狇（狓，狔，狕），在局部坐标系

中的坐标为狇′（狓′，狔′，狕′）：

（狓′，狔′，狕′，１）＝犃·（狓，狔，狕，１）
Ｔ （３）

式中，犃＝

狓０ 狓１ 狓２ －（犡′·狆）

狔０ 狔１ 狔２ －（犢′·狆）

２０ 狕１ 狕２ －（犣′·狆）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

在局部坐标系下，点狇到切平面上的投影坐

标为（狓′，狔′，０），因此上式只需要计算狓′和狔′即

可。待投影点投影到切平面后的点记为犙′＝

｛狇′，狇′２，…，狇′狀｝，狀为投影点的个数。

４　邻近点计算与三角网构建

４．１　犇犲犾犪狌狀犪狔邻近点计算

犙′＝｛狇′１，狇′２，…，狇′狀｝称为点狆的候选Ｄｅｌａｕ

ｎａｙ三角剖分点，利用二维点三角剖分原理，从候

选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点中确定最终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邻近点，从而实现每个点的局部重构。为了计算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首先将犙′中所有点绕狆点即局

部坐标系的原点依次进行角度排序，然后根据排

序的结果计算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其过程如下。

假定狇′１，狇′２，…，狇′狀是点狆 的已完成角度排序

的候选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其中狇′是距离点狆最近

的点，所以狇′１总是狆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另外由

于狇′１，狇′２，…，狇′狀是按角度进行排序的，因此是一个

循环序列。选取其中连续的三个点狇犻，狇犻＋１，狇犻＋２

（犻＝１，…，狀－１，当犻＝狀－１时，狇犻＋２＝狇０），结合

图１（图中的粗线是狆点的局部Ｖｏｒｏｎｏｉ边）可判

断狇犻，狇犻＋１，狇犻＋１的中间点狇犻＋１是否为 狆 点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

如图１所示，犔０ 是线段狆狇犻 的垂直平分线，

犔１ 是线段狆狇犻＋１的垂直平分线，犔２ 是狆狇犻＋２的垂直

平分线，犐是犔０ 和犔２ 的交点，犔犐 是经过犐点、平

行于犔１ 的直线，犕 是直线段狆狇犻＋１的中点。如果

狆和犕 在犔犐 的同侧，则狇犻＋１是狆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

近点，然后继续判断狇犻＋１是否为狆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

近点；否则，狇犻＋１不是狆 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将

狇犻＋１从候选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集中删除，同时狇犻＋１

＝狇犻＋２，…，狇狀－１＝狇狀，接下来继续判断狇犻＋１是否为

狆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直到所有点被处理完，循

环结束。

４．２　三角网构建

上述 计 算 过 程 可 以 得 到 每 个 样 本 点 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并已经按照角度进行了排序。

所有样本点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如表２所示，当且

仅当｛犘２，犘３｝、｛犘１，犘３｝、｛犘１，犘２｝分别为犘１、犘２、

犘３ 的连续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时，犘１犘２犘３ 才可以构

建为一个三角形。

表２　犇犲犾犪狌狀犪狔邻近点表

Ｔａｂ．２　Ｔａｂｌｅｏｆ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Ｐｏｉｎｔｓ

顶点序号 顶点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点

０ 犘１ １，２，…

１ 犘２ ０，２，…

２ ３ ０，１，…

… … …

狀－１ 犘狀 犻，犼，…

５　伪洞检测与填充

由于实际的数据点总是存在降采样或者是采

样不均匀等情况，导致重构后产生一些伪洞（实际

物体表面上不存在的洞），因此，在后续处理中，需

要自动检测出这些伪洞，并进行填充。

５．１　伪洞检测

首先根据重构后的三角网信息构建点表、边

点面表、点边表、面边表４个表。如图２所示，

犘１犘２犘３犘４犘５犘６ 和犘６犘７犘８ 为两个独立洞，检测

洞的过程描述如下。

图１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域计算

Ｆｉｇ．１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２　 洞的检测

Ｆｉｇ．２　Ｈｏｌ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遍历已建立的边点面表，如果与边犲犻关联的

面只有一个，则认为犲犻是边界上的边。假设将边犲１

＝犘１犘２作为第一个起始边界边，并将该边标记为

已访问边，在与顶点犘２关联的所有未访问边中，查

找是否有满足边界条件的边，若有则继续查找，若

没有则判断当前处理边与起始边界边是否邻接，如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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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邻接，则认为遍历过的边界序列组成了一个洞，

反之，则继续遍历边点面表中未访问的边。使用

该 方 法 对 图 ３ 进 行 遍 历 的 结 果 为

犘１犘２犘３犘４犘５犘６犘７犘８犘６犘１，在该边界序列中查找最

近的两个重复点，并取两重复点之间的点（包含重

复点中的一个点）组成的闭合边界序列作为一个独

立的洞，并将这些点从边界序列中删除，在新生成

的序列中继续查找独立的洞，直到边界序列中没有

重复点为止，从而可以得到犘６犘７犘８ 和犘１犘２犘３

犘４犘５犘６两个洞。由于伪洞是因降采样或采样不均

匀引起的洞，因此伪洞的顶点个数都比较少。一般

情况下，根据检测的洞的大小识别哪些是伪洞，洞

大小的阈值可以通过人工给定，也可以通过程序计

算给定。实验中伪洞大小的阈值事先给定。

５．２　伪洞填充

如果伪洞的顶点个数等于３时，则直接将该三

角形加入到三角网中。当伪洞顶点个数大于３时，

计算组成该洞的所有顶点的重心以及平均法向，将

洞的所有顶点投影到经过重心的切平面上，利用基

于边界约束的二维平面构网原理，对这些投影点进

行三角构网，然后将顶点的连接关系映射到三维

中去，从而实现伪洞的填充，如图３所示。

图３　洞检测与填充的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ｏｌ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ｌｌｉｎｇ

６　实验结果与结论

切面投影三角网法耗时主要包括法向量计

算、切平面投影、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域计算以及洞检测

与填充等４个部分的时间。法向量计算时间复杂

度为犗（ｌｇ
３狀）＋犗（犲ｌｇ犲），切平面投影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邻域计算的时间复杂度都是犗（狀），洞检测与填充

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Ｈｏｌｅｓ），因此切面投影三角

网法的整体时间复杂度为犗（ｌｇ
３狀）＋犗（犲ｌｇ犲）＋犗

（狀）＋犗（狀）＋犗（狀Ｈｏｌｅｓ），其中，狀是顶点的数量，

犲是由邻近点组成的边缘的数量，狀Ｈｏｌｅｓ是洞的

数量。从中看出，三角网重构部分的时间复杂度

是线性阶的，与目前具有最优时间复杂度之一的

Ｐｏｓｓｉｏｎ方法（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ｌｇ狀），不包括法

向量计算的时间）相比，切面投影三角网法具有明

显的速度优势。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在ＣＰＵ主频为

２．０ＧＨｚ、内存为１Ｇ的ＰＣ机上，对多个散乱数据

点模型进行了实验（图４、图５、图６（ｃ）与图７（ｃ）），

运行时间列于表３。与目前众多方法中典型的一

种方法，即Ｐｏｉｓｓｏｎ重建方法
［４］进行比较，对相同的

数据点模型进行实验，其中的Ｃａｔ模型和 Ｍａｎｎｅ

ｑｕｉｎ模型的重建结果如图７与图８所示。由于

Ｐｏｉｓｓｏｎ方法需要已知数据点的法向量信息，而表３

中最后一列统计的Ｐｏｉｓｓｏｎ方法耗时并没有包含其

法向量计算的时间，因此，实验结果证实了切面投

影三角网法运行速度要比Ｐｏｉｓｓｏｎ重建方法快很

多。从表３还可以看出，切面投影三角网法能够实

现对大数据量点集的快速三维重构，如Ｓｐｈｉｎｘ模型。

图４　Ｋｎｏｔ模型

Ｆｉｇ．４　ＫｎｏｔＭｏｄｅｌ

图５　Ｓｐｈｉｎｘ模型

Ｆｉｇ．５　ＳｐｈｉｎｘＭｏｄｅｌ

图６　Ｃａｔ模型重建结果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ＣａｔＭｏｄｅｌ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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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Ｍａｎｎｅｑｕｉｎ模型重建结果比较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ＭａｎｎｅｑｕｉｎＭｏｄｅｌ

从图６、图７可以看出，与Ｐｏｉｓｓｏｎ方法对附

有法向量信息的数据点模型进行重建的结果相

比，切面投影三角网法有以下两方面优点。

１）切面投影三角网法重建后的三角网满足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性质，且每个三角形具有一致的法向，

因此基于该三角网表面模型的纹理模型更美观。

　　２）切面投影三角网法采用的是插值方法，因

此重建后三维表面模型的顶点信息不变，其顶点

是由原始的散乱数据点组成。图６（ｅ）反映出切

面投影三角网法对细节信息保留得较好。

实验结果表明，在没有任何关于数据点的几

何、拓扑信息以及是否存在边界等先验知识的情

况下，切面投影三角网散乱数据点曲面重构算法

能够有效地、快速地对散乱点进行三角网重构。

由于实际采样数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总是会有

稀疏采样或不均匀采样的情况，因此，重建过程或

多或少都会导致洞的产生，解决办法是通过检测

伪洞并对伪洞进行填充。实际上，检测伪洞的可

靠性以及正确性仍然是依赖于采样的密集度和一

致性，采样数据越稀疏或越不均匀，伪洞检测的可

靠性和正确性都会随之下降。进一步的工作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 提出更好的解决思路和

方法来处理均匀性较差或采样稀疏的散乱数据点

的三维表面重构。② 采用局部三角构网法的整

个程序流程模块化明显，因此在此基础上实现并

行化处理，进一步提高大数据量三维构网的速度

和效率是下一步工作的另一个研究方向。

表３　运行时间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

模型 点数 三角形数
法向计算

时间／ｓ

构建三角

网时间／ｓ

洞检测与

填充时间／ｓ

总共耗时

／ｓ

Ｐｏｉｓｓｏｎ方

法耗时／ｓ

Ｃａｔ ３５４５ ６９９７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８ ２．６３

Ｋｎｏｔ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 ０．３２ ０．４６ ０．５２ １．３０ ３．５３

Ｍａｎｎｅｑｕｉｎ １２７７２ ２５０９１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１７ ０．８８ ４．９０

Ｓｐｈｉｎｘ １０２７４９４ １９９４１２９ ３９．３２ ３５．９６ ３８．１３ １１３．４１ ２８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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