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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体技术的改进的三维复杂建筑物模型多分辨率表达方法。该方法首先将原始表面模

型转化为体元表达，并存储在一棵八叉树中；然后基于二次误差度量对八叉树体元进行聚类简化，生成不同分

辨率的体元简化模型；最后从多分辨率体元模型中提取等值面，并利用法向量重建原始模型的特征，得到所需

的ＬＯＤ模型。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计算量小，生成的ＬＯＤ模型能有效保持原始建筑物的主要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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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城市模型（３ＤＣＭ）在城市规划、三维导

航和虚拟地理环境［１］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尽

管高分辨率的三维城市模型能给用户提供逼真的

视觉感受，但展现这样的模型存在如下问题：

① 用户所关注的模型会被大量细节干扰，不利于

三维模型的识别和认知；② 海量的数据集给网络

传输、实时可视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阻碍了三维

城市模型的进一步应用。细节层次（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ｅ

ｔａｉｌ，ＬＯＤ）表达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

的途径［２５］。通常，生成ＬＯＤ模型的方法是模型

简化或综合，在三维城市模型中，对于具有高度内

在约束、低几何细节和复杂拓扑的建筑物模型而

言，使用传统的自由曲面简化算法［６］难以适用于

建筑物表面模型。近年来，三维复杂建筑物的简

化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文献［７］提出了一种平

面分割的理论框架，但需要应用很多分割平面，计

算比较复杂，可行性不强；文献［８］提出了一种空

间剖分的方法，但对于在不同层具有不同结构的

建筑物难以保证质量；文献［９］提出了一种感知驱

动的简化方法，但需要将三维模型转变成二维影

像，计算量较大。使用体技术对三维复杂建筑物

模型进行简化不受其复杂拓扑的限制，具有很强

的稳健性，然而，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Ｃｕｂｅｓ（ＭＣ）作为传统

体技术建模的常用方法，不仅计算量大，而且生成

的简化模型比较平滑，难以保持模型的结构特

征［１０，１１］。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体元化步骤比较耗时，

而且 ＭＣ重建算法没有考虑法向量信息，本身无法

保持模型的尖锐特征。为建立三维复杂建筑物模

型的多分辨率表达，本文对传统体技术方法进行了

改进，提出了一种特征保持的多分辨率简化算法。

１　三维复杂建筑物犔犗犇模型的生

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三角网格表示的三维复杂

建筑物表面模型，这种数据主要来源于 ＬｉＤＡＲ

和ＣＡＤ建模，其复杂性主要表现为高度的几何

结构约束、庞大的数据量和复杂的拓扑关系，模型

由很多不连通的组件组成，存在非流形边、自相

交、缝隙和洞等。本文提出的算法流程如图１

所示。

１．１　八叉树体元表达

通过体元化（即三维扫描转换）操作，三维建

筑物表面模型可以转换成栅格体元表达。传统的

体技术将体元存储于均匀的格网中，这样会浪费

大量的存储空间，不利于处理高分辨率模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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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三维复杂建筑物模型多分辨率表达流程

Ｆｉｇ．１　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本文使用八叉树结构代替均匀格网，同时，为了有

效减少模型体元化的计算时间，采用了一种分离

轴理论［１２］的体元化方法；为了能在表面重建过程

中有效恢复原始表面模型的尖锐特征，每个体元

不仅记录了体元边与原始模型三角形的交点，而

且记录了相应的法向量信息。建筑物模型的八叉

树体元表达包括体元化和构建八叉树两个步骤，

它们是同时进行的，即在体元化的同时构建八

叉树。

八叉树的构建采用了一种基于自顶向下分解

的逐步更新的方法，八叉树的深度由用户指定。

首先采用递归分解的方法构造原始模型中第一个

三角形的体元八叉树；然后再对其他的三角形执

行同样的操作，并更新八叉树，直到所有的三角形

都体元化完成为止。这种逐步更新的八叉树构建

方法能够大大减少计算量，节约存储空间。图２

给出了一个实际三维建筑模型的八叉树体元表达

示意图，其中八叉树的深度为７。

图２　八叉树体元表达

Ｆｉｇ．２　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ｃｔｒｅｅ

１．２　八叉树体元聚类

由于建筑物表面不同部位的特征和重要程度

不同，对体元分辨率的要求也不同，如平坦区域可

以用较低分辨率的体元表示，而特征区域需要用

较高分辨率的体元表示，因此，可以通过八叉树叶

结点体元的聚类来简化八叉树中的体元，从而生

成一系列具有不同分辨率层次的体元模型。

八叉树简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叶结点体元聚类

的过程。文献［１３］对八叉树的简化局限在具有共

同父结点的孩子结点之间，即只有具有共同父结

点的孩子结点才有可能聚类在一起，这种简化方

式既限制了体元聚类的程度，又不符合平坦区域

优先被聚类的规则。如对于空间上相邻的两个体

元，如果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父结点，即使它们跨越

最平坦的区域，也不能被优先聚类，其简化程度受

到了限制。因此，本文改进了八叉树体元聚类简

化的方式，即只要在空间上相邻的任意两个叶结

点，都有可能聚类，整个聚类过程按照聚类误差从

小到大的顺序来聚类体元，直到聚类误差大于给

定的阈值犜 为止。这种聚类方式更符合实际情

况，最平坦区域的结点将最先被聚类，而且所有叶

结点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简化。

由于二次误差的大小能够有效衡量聚类体元

所在区域的平坦程度，因此本文采用二次误差度

量结点的聚类代价，设每个体元所存储的交点和

法向量分别为狆犻、狀犻，则二次误差函数（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ｅｒｒ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ＱＥＦ）定义为：

ＱＥＦ（狏）＝∑
犻

（（狏－狆犻）·狀犻）
２ （１）

１．３　表面重建

通过八叉树中体元的聚类简化，已经生成了

一系列不同分辨率的体元模型，对体元模型进行

表面重建，就可以得到所需的多分辨率表面模型。

表面重建的关键是确定重建模型中顶点的位置和

拓扑关系，传统的 ＭＣ表面重建方法中，顶点位

置直接来源于体元交点，在每个体元中，通过直接

连接交点确定拓扑关系，这样重建的表面模型比

较平滑，尤其对于低分辨率体元模型，无法保持建

筑物的结构特征，如图３（ｃ）所示。因此，本文利

用法向量，采用了一种基于 Ｄｕａｌ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ｇ

（ＤＣ）
［１３］的重建方法，首先通过最小化ＱＥＦ计算

重建表面中新顶点的位置狏，如图３（ｄ）所示，然后

以每条相交边为中心，连接与该边相邻的新顶点，

组成一个多边形，如图３（ｅ）所示。

ＱＥＦ来源于体元化过程的交点和原始模型

的法向量，它代表了该体元内的任意点狏到原始

模型相应三角平面的距离和，当 ＱＥＦ取最小值

时，计算所得的点狏为原始模型特征点的最佳逼

近，对于规则建筑物而言，这个点狏对应于建筑物

中尖锐的特征点，如建筑物中水平垂直相交的特

征点等。因此，ＤＣ利用二次误差能够有效重建

原始模型的特征点，达到保持特征的目的。从图

３可以看出，由于利用了二次误差计算新顶点的

位置，因此ＤＣ方法重建的表面能够有效地保持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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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模型的尖角等特征，如图３（ｅ）中重建的多边

形较好地保持了图３（ａ）中原始多边形的尖角特

征，然而图３（ｃ）则平滑掉了特征点。

图３　ＤＣ与 ＭＣ重建方法的二维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ＣａｎｄＭＣｉｎ２Ｄ

１．４　多分辨率模型的定量分析

本文算法生成的多分辨率模型和原始模型相

比，三角形的数量大大减少了，几何和拓扑都发生

了改变，因此，有必要定量评价多分辨率模型的质

量，这里定义一个相似性度量准则犛。设任意一

点狆到模型犕′的欧氏距离为：

犱（狆，犕′）＝ ｍｉｎ
狆′∈犕′

‖狆－狆′‖２ （２）

犕 到犕′的距离均方根误差为：

犱ｒｍｓｅ（犕，犕′）＝ ∑
狀

狆犻∈犕
，犻＝１

犱（狆犻，犕′）
２／

槡
狀 （３）

则模型犕 与犕′的相似度为：

犛（犕，犕′）＝１－犱ｒｍｓｅ（犕，犕′）／犱犕′ （４）

式中，犱犕′为犕′的外包围盒对角线长度。犛（犕，

犕′）越大，表明简化模型 犕 与原始模型 犕′越

相似。

２　实验与分析

本文采用Ｃ＋＋和 ＯｐｅｎＧＬ相结合来实现提

出的算法，实验数据为三组数据量较大、拓扑较为

复杂的三维建筑物模型，其基本信息如表１所示，

运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３、ＣＰＵ Ｐｅｎｔｉｕｍ（Ｒ）

２．５ＧＨｚ、ＲＡＭ１．９６Ｇｂ。实验目的是检验本文

算法生成三维复杂建筑物ＬＯＤ模型的性能，并

和传统体技术进行比较。

表１　实验数据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原始模型 三角形数／１０３ 不连通组件数 非流形边

犕１ ３０ ９６２６ ５７６６

犕２ １３ ８ ２４

犕３ １４ ７０ ５０

　　本文算法与八叉树的深度和简化阈值犜 有

关，实验中，八叉树的深度设置为７，通过选取不

同的阈值犜，可以生成具有不同分辨率的简化模

型。图４分别显示了本文算法对建筑模型 犕１、

犕２、犕３分别简化９０％以上的简化效果，并和传

统体技术进行了比较。从简化模型的实体图和线

框图可以明显看出，本文方法生成的简化模型有

效地保持了原始模型的结构特征。然而，传统体

技术生成的简化模型比较平滑，发生了较大变形，

破坏了原始模型的结构特征。这是由于本文方法

考虑了法向量信息，从而能通过最小化二次误差

计算原始模型的特征点，有效重建表面特征，即使

模型的简化率非常高，其简化模型仍能较好地保

持原始模型的整体结构特征。

图４　本文方法与传统体技术的比较 （模型犕１、犕２、犕３）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ＯＤＭｏｄｅｌ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Ｍｏｄｅｌｓ犕１，犕２，犕３）

　　表２给出了本文算法生成的简化模型的基本

信息、相似度比较以及算法运行的总时间，总时间

为从输入原始模型到生成简化模型的时间，并统

计了八叉树体元表达的时间和占用的内存。从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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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生成的简化模型与原始

模型的相似度犛均在９９．６％以上，明显高于传统

体技术的相似度。本文算法的总运行时间都在

４．５ｓ以内，对于模型 犕１，本文算法的时间为

４．４１ｓ，而经实验可知，传统体技术约为１０ｓ，可

见本文算法的运行时间明显低于传统体技术。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不受复杂拓扑的限

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与传统体技术相比较，该

算法计算量小，生成的ＬＯＤ模型能较好地保持

原始建筑物模型的主要结构特征，具有较高的相

似性，即使简化模型的分辨率很低时，也能较好地

保持其结构特征。

表２　实验结果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原始

模型

八叉树

深度

八叉树体元

表达时间／ｓ

内存占

用／Ｍｂ

阈值

犜

三角形数

／简化率

总时

间／ｓ

本文方法

相似度犛／％

ＭＣ方法

相似度犛／％

犕１ ７ １．９５ ４４ ０．１４ １５００／９５％ ４．４１ ９９．７４ ９６．４３

犕２ ７ １．１４ ４５ ０．２６ ８００／９４％ ３．１０ ９９．６１ ９４．８１

犕３ ７ １．５７ ４６ ０．３５ ４００／９８％ ４．１４ ９９．６７ ９３．８８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特征保持的三维复杂建筑物模型

的多分辨率表达方法改进了传统的体技术，使用

分离轴体元化方法和八叉树来提高计算效率，减

少存储空间，并通过二次误差控制八叉树中任意

两个空间相邻的体元的聚类，生成多分辨率体元

模型，利用体元边与原始模型的交点和法向量信

息重建原始模型的特征。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

法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能有效处理数据量较大、拓

扑复杂的建筑物模型，并且克服了传统体技术的

缺点，具有计算量小、能有效保持原始模型的结构

特征等特点。研究适合三维复杂建筑物模型多分

辨率表达的纹理贴图方法将是下一步工作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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