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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镜像理论的射线跟踪改进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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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射线跟踪算法计算速度慢、计算精度低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高效的射线跟踪算法。该算法基于镜

像理论，通过正向搜索建立可视多边形、棱边和场点，构建虚拟源点层次树，反向搜索建立射线传播路径，同时

将数据库高效的检索技术贯穿在整个流程中，加快了计算速度，实现了三维环境下电磁波场强的预测。仿真

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良好的预测精度，可为三维城市中电信基站的辅助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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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城市模型（３ＤＣＭ）的建立，极大地促进

了人们对三维虚拟现实的深入认识，借助３ＤＣＭ

进行环境规划和工程项目的整体设计，辅助三维

可视化决策［１］。移动网络规划是３ＤＣＭ 应用中

的重要方面，其中的场强覆盖预测是ＧＩＳ在蜂窝

网络场强预测中的新应用［２］。射线跟踪算法由于

其计算精度高，在蜂窝场强预测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但算法的耗时性直接影响了其工程应用。

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在算法的加速方面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常用的做法是采用空间分区技术［３］

来降低射线与多面体的求交次数，二元空间分区

（ＢＳＰ）、空间体积分区（ＳＶＰ）、角度的Ｚ缓存区

（ＡＺＢ）、镜像法、枕形法是比较经典的算法。国内

围绕空间分区技术也发展了多种算法，文献［４］通

过对建筑物和绕射点进行分区，减少了射线同建

筑物的求交运算次数，大幅提高了射线跟踪法的

计算效率；文献［５］把“邮箱”技术嵌入到四叉树

中，避免了四叉空间划分所带来的重复计算问题；

文献［６］提出了基于历史缓存技术的射线跟踪加

速算法。文献［７］在镜像法中采用了“包围盒”技

术，间接地减少了射线相交判断的次数。空间分

区技术在提高计算速度的同时降低了计算精度。

此外，有学者提出了射线跟踪并行计算的方

法［８１０］，但并行计算在任务分配、负载平衡设计方

面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对镜像法进行了改进，提

出了一种统一虚拟源双向射线跟踪算法。

１　统一虚拟源双向射线跟踪算法

用镜像法进行射线跟踪时，关键是筛除所有

无效像点，保留有效像点［１１］，因为在狀个面的环

境中，考虑犿次反射，则有狀（狀－１）犿－１个镜像点，

而在一个城市中，建筑物的数量巨大，这样产生的

镜像点呈指数级别增加，因而，跟踪每一条由源点

（或镜像点）到达场点的射线的计算量变得难以承

受。统一虚拟源双向射线跟踪算法的思路是根据

镜像法的特点，设计合理的数据库，利用数据库的

排序检索功能，快速检索出有效的镜像点，从而建

立射线跟踪的有效路径。该算法分为正向搜索和

反向搜索两个过程，通过正向搜索在数据库中存

储了可视多边形、可视棱边和可视场点，构建了虚

拟源点层次树；反向搜索从场点出发，通过有效性

检验建立了射线跟踪路径，最后把场点处的场强

叠加，就可以求出场点的总场。

１．１　射线跟踪数据库的建立

数据库设计的关键是能够正确地存储和读取

数据。数据库设计的好坏与射线跟踪运算的速度

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数据库中考虑了所有的地

物，对建库显然是不现实的，并且有研究指出［７］：

即使是对小区进行真实的建模，在增加数据库数

据量和算法计算量的同时，对计算结果没有明显

改善。因此，在对小区进行建模时，要进行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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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重点考察建筑物和地面特征。为了适应射

线跟踪计算，并且提高射线跟踪运算的速度，本文

设计了模型顶点表、多边形表和劈表３个数据库

表，如表１、表２、表３所示。

表１　模型顶点表

Ｔａｂ．１　ＶｅｒｔｅｘＴａｂｌｅ

关键字段 代表信息 关键字段 代表信息

ＩＤ 主键 Ｐｏｌｙｇｏｎ 多边形编号

犡 顶点坐标 ｉｎｄｅｘ０ 树子节点的索引

犢 顶点坐标 ａｚｉｍｕｔｈ
源点到顶点

的方位角

犣 顶点坐标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源点到顶点

的倾角

Ｔｙｐｅ 点类型 ＰＧＶ 可见面标记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源点到每个顶

点的距离
ｓａｍｅＰｏｉｎｔ 相同点编号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ｃｈ 模型编号 ＣＡＬ 计算标志

表２　多边形表

Ｔａｂ．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Ｔａｂｌｅ

关键字段 代表信息 关键字段 代表信息

ＩＤ 顺序号（主键） Ｐｏｌｙｇｏｎ 多边形编号

犡ｍｉｎ 包围盒坐标 ＣＡＬ 计算标志

犢ｍｉｎ 包围盒坐标 ＭＩＲ 反射面标记

犣ｍｉｎ 包围盒坐标 Ｖｘ 面法向量

犡ｍａｘ 包围盒坐标 Ｖｙ 面法向量

犢ｍａｘ 包围盒坐标 Ｖｚ 面法向量

犣ｍａｘ 包围盒坐标 Ｅｒ 介电常数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ｃｈ 模型编号 Ｏｍ 电导率

表３　劈表

Ｔａｂ．３　ＥｄｇｅｓＴａｂｌｅ

关键字段 代表信息 关键字段 代表信息

ＩＤ 顺序号（主键） Ｐｏｌｙｇｏｎ１ 棱边多边形１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ｃｈ 模型编号 Ｐｏｌｙｇｏｎ２ 棱边多边形２

Ｉｎｄｅｘ１ 棱边顶点索引１ ＣＡＬ 计算标记

Ｉｎｄｅｘ２ 棱边顶点索引２

　　顶点表中除了记录顶点的坐标外，还包含了

很多数据：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ｚｉｍｕｔｈ、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用于射线

可视范围的确定；ＰＧＶ、ＣＡＬ是参加遮挡计算的

标志，可以把是否参加计算的面区分开；Ｍｕｌｔｉ

ｐａｔｃｈ和Ｐｏｌｙｇｏｎ用于建立索引，可以把不同模型

的顶点区分开。在建立模型时，相邻接的多边形

共用一个顶点，因此，要给相同的点进行编号

（ｓａｍｅＰｏｉｎｔ）。为简化几何建模过程，利用包围盒

技术对模型进行了简化。所谓包围盒技术，就是

用一个可以覆盖其全部面积的矩形来表示对象。

由于建筑物的电学特性体现在组成建筑物的各个

面上，因而多边形数据表中应该包含模型的电学

特性数据、包围盒坐标、法向量（用于进行面自身

遮挡的计算）。在无线电波射线跟踪技术中，劈储

存在数据库中对射线跟踪有特殊的意义，它可以

加快射线跟踪的速度，提高算法的效率。尽管可

以从模型中可以直接得到劈的信息，但如果在数

据库中用直接的方式来描述劈的信息，将会给后

续计算带来更大的方便。劈必须遵守规定，即一

个多面体面边界不能被多于两个多面体面所共

有，这就要求在建立拓扑关系时合并相同的棱边。

１．２　正向搜索

建立了数据库后，就可以进行正向搜索了。正

向搜索是建立可视多边形、棱边以及可视场点的过

程。计算开始时，输入的是发射源（即虚拟源树的

根节点）数据，通过递归算法不断迭代，计算出此节

点下的所有的子虚拟源，计算完成后，就得到了虚

拟源点的层次树。对于一个源点（虚拟源）来说，构

成其周围环境的表面都是层层叠叠的，因此，要进

行遮挡测试。遮挡测试的基本原理是：从源点引一

条线到需要进行测试的表面的边缘点，看是否有更

近的反射面将面遮挡。在计算中，首先计算出源点

与所有多边形顶点连线矢量的方位角（ａｚｉｍｕｔｈ）和

倾角（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然后在数据库中进行排序，从而

快速筛选出源点被模型多边形遮挡情况。遮挡测

试后，在进行射线追踪时，只考虑那些没有被遮挡

的面，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反射面的计算范围。

１．２．１　模型自身遮挡筛选

在三维环境中，模型会发生自身遮挡现象。

模型的自身遮挡的计算是通过判断射线与多边形

面的法向量的夹角来实现的。记射线和多边形面

的法向量分别为狀狉和狀狑，然后计算狀狉和狀狑 的夹

角，如果该夹角大于９０°，即狀狉·狀狑＜０，则该平面

不被遮挡（阳面），否则该平面被遮挡（阴面）（图

１）。通过对多边形进行筛选，排除了模型自身遮

挡的情况，由于该过程只需对阳面范围内射线与

面相交的情况进行判断，而对阴面范围内的射线

不需要判断，因此，可以减少近一半的计算量。

图１　模型多边形自身遮挡判断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ｆｓｈａｄｏｗｉｎｇ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ｙｇｏｎ

１．２．２　源点作用范围的筛选

并非每个多边形面都能产生反射和绕射，能够

产生镜像源的面必须在可视空间内。发射源的可

视范围为周围３６０°的空间，反射源的可视范围为镜

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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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点与反射面边缘连线所决定的区域，绕射源可视

范围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由棱边的两个

多边形共同决定的，需要分开计算棱边的两个多边

形的可视范围，最后结果为劈的两个点的可视范围

之和。计算中只需对可视区域内的反射面进行遮

挡测试，而对于可视区域外的反射面，则不予考虑，

这样产生的镜像点的数目就会大大减少。

１．２．３　模型间的遮挡筛选

首先是对数据库中的每个模型，以最近距离

为准进行排序，距离最小的面不会被遮挡，记录其

相对于源点的方位角和倾角的范围，然后考虑较

远的面是否被较近的面所遮挡，即看较远的面是

否在较近的面的方位角和倾角范围以内，最后通

过模型和多边形的索引号计算出被多边形遮挡的

顶点，从而确定遮挡情况。

１．２．４　正向搜索的步骤

正向搜索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读入源点数据；

２）进行模型自身遮挡筛选；

３）计算顶点相对于源点的参数；

４）源点作用范围的筛选（一次源，多次镜像

源，绕射源）；

５）模型间的遮挡筛选；

６）获取源可视多边形、棱边、场点，将数据保

存到数据库中；

７）继续下个源的计算，直到终止迭代条件。

完成上述过程后，就建立虚拟源点层次树

（图２），同时也把可视源点数据和树结构保存到

了数据库中。

图２　虚拟源点层次树结构

Ｆｉｇ．２　Ｔｒｅ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ｏｕｒｃｅ

１．３　反向搜索

建立了虚拟源点层次树结构后，就可以从场

点出发反向建立每个场点的传播路径。首先读入

场点的可视源，场点有多少可视源，就可能有多少

路径，但很大一部分不可到达源点（射线与多边形

相交或反射点、绕射点超出多边形和棱边的范

围），这就需要对路径进行筛选，选出有效的路径。

１．３．１　反射、绕射路径的确定

反射源：计算反射点，判断场点到反射点是否

遮挡，遮挡则抛弃此路径，可视则将反射点加入路

径，并以此反射点为新的场点进入下一轮的搜索

迭代，直到发射源点，完成一个场点一条路径的建

立，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场点的搜索。

绕射源：在棱边上进行一维搜索，以一定的步

长在棱边上确立有限个绕射点，再以这些绕射点

为场点往前迭代、判断，直到找出绕射点。一次绕

射要判断绕射点与场点是否是同一多面体面，且

与场点是否包含共同边缘，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则

有一次绕射路径；二次绕射则将边缘作为源，再按

照一次绕射找寻方法找二次绕射路径。在实际中

由于二次以上的绕射衰减已经很大，可以舍弃，同

时在城市小区中，发射和接收天线都远低于建筑

高度，从建筑顶端到接收场点至少要经过两次边

缘绕射，从顶端到接收场点的射线数量比从竖直

墙面上到达接收场点射线数量少得多，因而可以

舍弃经建筑顶端的绕射。

１．３．２　射线有效性检验

上述过程确定了射线的路径，但不能保证每

一条从场点出发的射线都能到达源点，需要对射

线进行有效性判断，即判断是否存在一条有效路

径，使得发射源和场点之间在经过若干次反射、绕

射后能够连通。有效性判断也是一个迭代的过

程：首先从场点出发，判断镜像点和场点的连线与

多边形的交点，如果交点在多边形上，并且交点与

镜像点之间可以连通，则镜像点有效，依次往上搜

索，直到发射点，终止迭代。在迭代过程中，只要

有一步不满足条件，该路径则无效。对一条路径

的射线段，要检测它的畅通与否，需要判断两点连

线之间是否与多边形相交，如果每次都和所有多

边形比较，那么仍然要进行大量的判断计算。一

般的方法是：用快速的方法获取一个大致的范围，

在此范围内的多边形有可能与线相交，将范围之

外的排除。本文为了加快计算速度，先找出每个

多边形的外接矩形，即由该多边形的最大、最小坐

标值构成的矩形（包围盒），如图３所示。只有射

线与该矩形相交，才与多边形相交，否则放弃对该

多边形的进一步计算和判断。由于利用包围盒将

建筑物进行了简化，这就提高了射线有效性检验

计算的速度。

图３　包围盒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Ｃａｓｅｏｆ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

６８７



　第３７卷第７期 李朝奎等：一种利用镜像理论的射线跟踪改进算法

１．４　场强的计算

确定了射线的有效路径后就可以进行场强的

计算，射线末端的场强值由直射、反射和绕射组

成，直射、反射、绕射的计算方法参见文献［１２］，预

测点的总场强值为各射线末端场强的矢量和。

２　仿真实验

为了验证统一虚拟源双向射线跟踪算法的计

算精度和效率，对文献［１３］中渥太华Ｓｌａｔｅｒ基站

周围的两条不同走向街道的场强路径损耗值进行

仿真计算，并且把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了比较。

其中，建筑物的地面投影通过对文献中的地图进

行矢量化得到，并对其进行坐标配准，预测点场强

的实际路径损耗值由地图上直接读出。文献中并

没有给出该区域的地形情况，假设该区域为平地，

预测选择的场景如图４和图５所示。把数据读入

程序中，调整电波频率为９１０ＭＨｚ，发射天线高

为８．５ｍ，接收天线高为３．６５ｍ，反射和绕射的阈

值分别设为３和１，递归深度设为５，即最多考虑

一次绕射，建筑表面和地面的平均电性能参数的

选择参照文献［１４］。

图４　Ｓｌａｔｅｒ基站周围

的ＬａｕｒｉｅｒＳｔ场景

Ｆｉｇ．４　ＬａｕｒｉｅｒＳ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Ｓｌａｔ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５　Ｓｌａｔｅｒ基站周围

的ＢａｎｋＳｔ场景

Ｆｉｇ．５　ＢａｎｋＳ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Ｓｌａｔ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６和图７分别给出了两个场景下预测值与

实测值的比较。可以看出，统一虚拟源双向射线

跟踪算法大致能反映出场强的路径损耗情况，这

图６　ＬａｕｒｉｅｒＳｔ场景预测值与实测值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ｂｏｕｔＬａｕｒｉｅｒＳｔ

图７　ＢａｎｋＳｔ场景预测值与实测值比较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ｂｏｕｔＢａｎｋＳｔ

证明了该算法的合理性。图６中，预测值一开始

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原因是Ｌａｕｒｉｅｒ街道周围存

在一片较大的空地，射线可以从发射点直接达到

接受点。图６、图７中预测值与实测值出现一定

的偏差可能与建筑物电学特性的选择、射线跟踪

计算中递归深度的设置以及预测场景环境的简化

有关。

为了验证计算速度，把本算法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Ｉｎ

Ｓｉｔｅ软件中的城市峡谷模型 （ＵｒｂａｎＣａｎｙｏｎ

ｍｏｄｅｌ）进行比较。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ＩｎＳｉｔｅ是一款专门对

复杂电磁环境进行仿真预测分析的软件，软件中

包含多种射线跟踪模型，其中的城市峡谷模型是

一种ＳＢＲ算法，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表４是两个场景下不同算法计算时间的比

较，仿真机配置都为Ｐｅｎｔｉｕｍ（Ｒ）２．２Ｇ，２Ｇ内存。

可以看出，在保证精度的同时，统一虚拟源双向射

线跟踪算法较ＳＢＲ算法具有更快的计算速度，符

合蜂窝移动场强预测的标准。

表４　计算时间的比较／ｓ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ｂｏｕ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统一虚拟源双向射线跟踪算法 ＳＢＲ算法

ＬａｕｒｉｅｒＳｔ场景 ３５４ ３７７

ＢａｎｋＳｔ场景 １８１ １９６

３　结　语

本文依据镜像理论，提出了一种统一虚拟源

双向射线跟踪算法，该算法把数据库高效的检索

技术贯穿在射线跟踪的整个计算过程中，提高了

计算速度，同时独特的双向搜索技术保证了计算

精度。仿真结果证明了该算法的正确性，适用于

三维建筑物和地形环境中的电磁波场强预测，可

为三维城市中电信基站的辅助决策提供依据。实

验中没有考虑电波的多源干涉情况，这是今后进

一步要研究的问题。

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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