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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三维拓扑的研究现状以及特定应用领域对三维拓扑的需求，分析了这些特定应用领域的拓扑关

系，提出了两种三维拓扑构建方法。这两种方法在兼顾内拓扑的同时主要构建体之间的外拓扑关系。第一种

方法是在体单独构建完毕后建立体之间的拓扑关系；第二种方法考虑到当前成熟三维建模软件或ＣＡＤ软件

中的数据大多以离散面方式组织，设计了自动寻体算法，同时构建体之间的外拓扑关系。利用深圳典型地籍

数据和建筑设计图生成的三维数据进行实验，验证了此算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三维；拓扑关系；拓扑构建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许多学者对ＧＩＳ中三维拓扑关系的表达及

其构建进行了研究［１６］，其中，文献［４］归纳了自动

构建三维拓扑的３个先决条件：① 拓扑理论框架

的确定；② 在一定的拓扑理论框架下识别出的拓

扑关系需要一定的拓扑模型作为载体；③ 在拓扑

数据模型的基础上，不同的应用对拓扑构建的需

求是不同的。三维拓扑构建需要在综合考虑这３

个先决条件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方法以满足特定

的需求。然而，基于这３个先决条件的研究还存

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３个：

① 虽然提出了几个拓扑数据模型，但还没有好的

拓扑构建方法来实现它们，所表达的拓扑关系是

作为“先验”条件而存在的；② 可视化虽然应用了

３Ｄ或２．狓维拓扑，但这只针对可定向的二维流形

情况，对于非流形的情况是不能表达的；③ 现有

三维模型大部分在几何构造上是松散的，鲜有对

现实空间中的体对象在几何层次上的抽象和表

达，拓扑关系的表达就更少了。因此，针对这３个

问题，相关学者在一定领域研究了特定的３Ｄ拓

扑构建方法［７１０］。这些方法局限性较大。

本文综合考虑３个先决条件后，提出了体对

象间的拓扑构建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拓扑

构建的３个先决条件为：以维数扩展的９交模型

（ＤＥ９ＩＭ）作为理论框架分析可能存在的拓扑关

系，以类似于三维形式化数据结构模型（３ＤＦＤＳ）

的模型作为拓扑数据模型的载体，描述了两种体

对象间的３Ｄ拓扑构建方法。方法一假设体对象

单独建立完毕后，再进行拓扑构建；方法二在离散

面集合中实现自动寻体并同时获取体之间的拓扑

关系。这两种方法可以应用于数据建模和有效性

检验以及标准分析，它们解决了前面提到的３个

问题，但还有第４个问题需要考虑。新的体对象

加入时要解决新、旧体之间的拓扑局部更新问题，

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可以解决此问题。

１　体对象间拓扑关系分析

１．１　体的定义

文献［１１］将空间体状实体定义为一个可定向

的三维伪流形，它包括两种情形：① 具有封闭、连

通二维流形边界的有向三维流形，即由若干个连

通的封闭曲面围成的空间体，如图１（ａ）、１（ｂ）所

示；② 具有狀（狀≥２）个非连通的封闭、连通及有

向二维流形边界的有向三维流形，即具有内部空

洞的体，如图１（ｃ）所示。此定义的优点是能明确

地区分体的内部和外部，满足了体的可定向性。

１．２　拓扑模型

此拓扑模型与３ＤＦＤＳ模型类似，分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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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体状实体

Ｆｉｇ．１　ＢｏｄｙＥｎｔｉｔｙ

层次：拓扑层和几何层（图２虚线框）。拓扑层由

结点、边、面和体４种拓扑基元构成，是核心基元，

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层次组合关系；几何层则是

用来表达拓扑基元的空间几何形态（如图２都是

一一对应的关系）。两个结点确定一条边，面都是

平面多边形，边定义了面的边界，其组织顺序决定

了面的方向，依据右手法则，面有一个前向体和后

向体，前向和后向是由面的方向决定的；一个封闭

体是由至少４个具有特定法向的面封闭围成。此

外，面由一个外边界和零个或多个不嵌套、不重合

的内边界构成；体由一个外表面和多个不嵌套的

内表面构成。

图２　拓扑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Ｍｏｄｅｌ

１．３　拓扑关系分析

文献［１２］在一般意义上总结体之间的拓扑关

系有８种，但在不同的空间领域这８种关系并不

都存在，比如三维地籍与房产管理领域的体对象

间没有重复、交叠和渗透，因此不存在相交、包含、

被包含、覆盖、被覆盖和相等的关系，只有相离和

相邻关系。其中，相离关系比较简单，在此不作阐

述。相邻关系相对复杂，依据９交维数扩展模型

（ＤＥ９ＩＭ）的形式化描述和体之间相邻元素的维

数可分为两个层次：① 两个体共用同维边界即共

点、共线或共面，共线和共面又分完全共用和部分

共用两种情况，使用拓扑谓词描述即存在相等、相

交、包含和覆盖等几个关系。② 两个体不同维的

边界之间存在包含、覆盖和相交关系。

表１对这两个层次涉及的体之间的各种相邻

关系进行了归纳和图形表达。

表１　体之间相邻关系细分表

Ｔａｂ．１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ｅｔａｉ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ｄｙｓ

层次 相接元素 相等 相交 覆盖 包含

同维

拓扑

基元

点与点 无 无 无

线与线

面与面

不同

维基

元

点与线 无 无 元

点与面 无 无 无

线与面 无

２　两种拓扑构建方法

从三维拓扑重建的角度，文献［９］阐述了三维

拓扑分为内拓扑和外拓扑，内拓扑是指单个三维

实体的内部各拓扑基元之间的层次组合关系；外

拓扑则指三维实体间的各种拓扑邻接关系。构建

体之间的外拓扑首先要构建它们的体，这个体的

内拓扑是完备的，基于体的拓扑构建方法的设计

初衷就源于此，但现有商用三维软件（ＣＡＤ、

ｓｋｅｔｃｈｕｐ等）的数据模型没有显式地表达体对

象，而仅仅是点线面型（ＮＥＦ）模型
［１３］，体对象需

要在离散面集合中计算获得，并构建其外拓扑关

系。基于离散面的拓扑构建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

２．１　基于体的拓扑构建方式

相邻关系是体对象间重要的拓扑关系，而未

构建拓扑之前体之间的外拓扑关系是不存在的，

边界拓扑基元是冗余的，因此，建立相邻关系的关

键就是找到体之间边界拓扑基元的公共部分，这

个公共部分有３种情况：① 相等；② 部分公用，即

相邻关系的相交和覆盖；③ 一个被完全共用，一

个被部分共用，即相邻关系的包含关系。

点只有第一种情况，线、面以上３种情况都存

在，因此，需要针对这３种情况采取相应的几何预

处理来获得体之间的公共元素，从而建立邻接关

系。为便于理解，首先假设两种数据状态。

１）假设体与体只存在相等的公共部分，如表

１“相等”关系所示，此状态下建立体之间邻接关系

的方法是重复拓扑基元唯一化，用任意一个边界

拓扑基元去替换其他在几何形态上完全相同的拓

扑基元，按照维数从低到高逐步替换，具体算法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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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① 首先获得重复点，用其中一点替换其他点；

② 点唯一化后，线的唯一化只需要判断首尾结点

是否相同；③ 对面作同样的处理，判断构面的边

集合是否相同；④ 对体，同样是判断构体的面集

合是否相同。以上４步的处理后，这种数据状态

下去除冗余元素并建立体之间邻接关系的工作基

本完成。

２）假设体之间只存在上述②、③两种情况，

如表１的“相交”、“覆盖”和“包含”关系所示，建立

邻接关系的方法是把公共部分剖分出来作为单独

唯一的元素存储。按照维数从低到高对弧段和面

片进行剖分的算法为：① 对所有弧段元素进行判

交，如果有３种关系的一种，则采用计算几何的算

法对其进行打断，同时更新这些弧段对应的拓扑

边所在的面。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点和边，但

不会产生新的面，只是构成面的边可能发生了变

化。② 弧段处理完毕后，对符合３种关系的面进

行剖分。首先获取相互平行的面片，再判断这些

面片是否共平面，对于共平面的面片进行判交，有

公共部分的进行剖分处理。在拓扑层次上剖分的

结果包含老面和新面的对应关系，其中，公共部分

在新面中是唯一的。③ 面片剖分结束后，根据

新、老面的对应关系用新面去更新老面所在的体，

同时要判断新面在所在体的方向（此处的方向是

指面的法向量指向体内还是体外），判断依据是新

面和老面的法向量是否相同。因为新面是唯一

的，所以体与体之间也就共享了同一个新面，它们

之间的邻接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为应对上述３种情况，拓扑构建流程为：

① 对处于容差范围内的点进行处理，保证数据的

正确性和一致性；② 去除重复的拓扑基元，使相

同的拓扑基元唯一化；③ 进行弧段和面片的判

交，打散所有相互之间有公共部分的几何元素，并

记录打散前后新老拓扑基元的关系；④ 用打散产

生的新拓扑基元更新老拓扑基元所在的体。

２．２　基于离散面的拓扑构建方式

此方式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所有点、边、面之间

的拓扑是完备的，虽然没有体的概念，但是同基于

体的拓扑构建方式相比，其优势在于没有冗余元

素，所有弧段和面片都是已打断和剖分的，其实现

的难点是体的自动寻找，同时构建好体之间的外

拓扑。

对离散面进行自动寻体首先分析其特点：

① 所有面都是通过公共边相互连接的；② 所有

边都至少被两个面共用；③ 除最外表面的面外，

其他面都是公共面。

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寻找面的最邻近面。面是

相互连接的，通过一个面的公共边可以遍历所有

与其邻接的面，计算此面与其他邻接面的夹角，按

某一时针方向找到最大夹角和最小夹角的面，是

与此面最近的邻接面，中间不会再有其他面存在，

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两时针方向的最邻近面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ＮｅａｒｅｓｔＦａｃｅ

最大和最小角的计算方法为：计算两个面的

夹角在数学上一般都演化为计算两个面法向量的

夹角，但因为向量之间的夹角范围是０°～１８０°，

对范围超过３６０°的夹角是不适应的，因此，本文

采用投影的方式，把面的法向量投影到二维平面

的直角坐标系中求最大和最小角。过程如图４所

示，假设是由面犳４ 的正面搜寻最邻近面。

图４　计算夹角的大小

Ｆｉｇ．４　Ａｎｇｌ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对一个体的每个面都寻找邻近面，并采用广

度优先的算法，当没有新的面被搜到，一个体就搜

寻完毕，如图５所示。

图５　 广度优先搜寻体

Ｆｉｇ．５　ＢｒｅａｄｔｈＦｉｒｓｔＳｅａｒｃｈＢｏｄｙ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根据面的正反面进行拓扑

构建。正反面由面的法向量定义，法向量的正向

是面的正面，反之是反面。正面寻最邻近面和反

面寻找的方式是相反的，当一个面的正面搜寻过

一次，并记录下来，下次再用此面寻最邻近面就要

用反面的方式，这样，共此面的两个体都被搜寻出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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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同时体之间的邻接关系也建立起来了。面的

方向规定如图６所示，由边的存贮顺序决定面的

方向，右手定则与面的法向量是一致的。

图６　面的方向

Ｆｉｇ．６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ｃｅ

已知一个面的方向，与此面邻接的面的方向

可推断得到，如图７所示。

图７　由已知面计算邻接面的方向

Ｆｉｇ．７　Ｇｅ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Ｆａｃｅｓ

最后一个核心问题是最外表面和被包裹的内

表面在算法中被遍历的次数分别是１和２，这两

个条件是作为整个算法结束的终止条件，但首先

把最外表面的所有面片找出来作为已知条件。因

为面都是相互连接的，只要求得一个外表面片以

及它的方向（指向体内或体外），然后按照与前述

搜寻最邻近面相反的方式搜寻面片并计算方向，

就可以把最外表面全部搜寻到。关键是求第一个

外表面片以及它的方向，寻找第一个外包面片的

算法与求二维多边形的凸点类似，面的方向可以

根据面上任意一点到最外包体几何中心点的向量

与面的法向量比较获得。

自动寻体算法的两个收敛条件：① 搜寻一个

体结束的条件为没有新的面被搜寻到；② 整个算

法终止的条件为共用面被算法遍历两次，最外表

面的面被遍历一次。

２．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数据包括表１中的例子和现实数据———

深圳市１０个典型的地籍案例数据以及其上的建

筑附属物和某小区的其中一栋建筑物详细设计

图。测试结果验证了两种方法基本能够处理体之

间的非流形情况下的拓扑关系，但对其中４种情

况还不能完全处理，即面包含点、线相交面、面包

含线和面覆盖线的情况，前３种情况的出现是可

以解释的，也是合理的，因为为了维护拓扑一致

性，不管是二维还是三维拓扑都会制定一些规则

或者是约束条件。文献［８，９］制定了由二维拓扑

演化到三维拓扑的约束条件：① 每一条线都由两

个节点构成；② 两线相交要么为空，要么交于组

成它们的一个结点；③ 面的内部与其他同维或低

维的拓扑基元相交只能为空；④体的内部与其他

同维或低维的拓扑基元相交只能为空。据此前３

种情况在拓扑构建后是不能完全表达的。至于第

４种情况，基于体的拓扑构建算法还不能处理，而

基于离散面的算法是可以处理的。

对深圳的案例数据测试的效果图如图８所

示，在三维地籍和房产管理领域，上文提到的４种

情况很少见，因此，实际案例数据的三维拓扑构建

能够完全表达体之间的拓扑关系。

图８　拓扑构建的测试数据

Ｆｉｇ．８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鉴于现有三维建模软件大部分基于ＮＥＦ模

式建模，初始使用基于离散面的拓扑构建方式是

最好选择，而且可以处理面覆盖线的情况，但对于

新增体的局部更新问题，自动寻体的方法不能解

决。本文采取新增体集合的外围体与跟它们距离

最近的旧体之间用基于体的拓扑构建方式再构一

次拓扑，就可以保持数据库中的拓扑一致性。此

外，这也正是本文提及的第４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３　结　语

本文概述了三维拓扑构建需要的３个先决条

件，以及涉及这３个先决条件各个方面的研究进

展和３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综合考虑３个先决

条件后，依托于三维地籍和房产管理领域，分析其

拓扑关系后，以９交模型及其扩展作为理论框架，

把类似于３ＤＦＤＳ的模型作为三维拓扑模型的载

体，提出了两种可以相辅相成的体对象间的三维

拓扑构建方法，从应用角度，它们可以应用于数据

建模（几何数据模型转为拓扑模型）和拓扑标准分

析。本文研究了三维体对象间的拓扑构建方法，

但关于有效性检验和拓扑维护方面并未涉及，这

将是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两个方面。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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