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０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５年２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４０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４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３７１３６９）。

第一作者：靳凤攒，硕士。研究方向为三维地籍与三维建模、ＢＩＭ建模。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ｆｅｎｇｚａｎ＠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通讯作者：应申，博士，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ｓｈｙ＠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犇犗犐：１０．１３２０３／ｊ．ｗｈｕｇｉｓ２０１３０５２７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５８０６

三维几何体的验证规则及修复方法研究

靳凤攒１　应　申１　李　霖１　郭仁忠１
，２

１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２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３４

摘　要：为满足三维应用的需要，人们开始关注真三维几何体的创建来支撑现实世界中的各种三维对象，这些

三维对象可能是一般三维体，也可能是非流形的三维几何体。给出了一种满足现实世界对象要求的三维几何

体定义，详细分析了这种三维几何体所需要满足的各种规则，进而结合实例给出了相应的验证方法，同时就三

维建模时三维几何体数据的修复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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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的立体开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应

用依赖于三维数据，如三维地籍［１，２］、城市规划［３］，

但仅仅有三维空间数据并不能满足现实世界的需

要，如必须用真三维几何体表达一座建筑，才能保

证其内部连通进而计算其体积，才能计算城市建

筑物的能量耗费量（如热能）［４］，并且相邻的建筑

单元之间只能共享面片（墙）而不允许相互空间的

渗透［５］，这就要求三维数据构成的三维体是封闭

的。于是人们开始关注真三维几何体的创建，如

三维城市中，用推拉拔高方法来生成三维城市模

型体［６８］。当前众多基于立面（ｆａｃａｄｅ）的城市三

维建模仅仅具有三维空间坐标，本质上还是离散

的面片，不具有严格的几何和拓扑意义上三维体

的概念［９］。要想创建真三维几何体，必须明晰真

三维几何体所满足的条件；而当前对如何构建三

维几何体，如何确定其有效性或验证规则的研究

还很少见。本文首先描述了三维几何体的概念，

重点从三维几何体的点、边、面、体四个维度层面

探究了三维几何体所要满足的规则，并进一步研

究根据这些规则如何去验证和修复三维空间中已

存在的三维数据来满足三维几何体。

１　三维几何体概念的相关研究

目前，三维几何体定义主要有３类：①ＩＳＯ

１９１０７和ＧＭＬ中三维几何体的定义
［１０，１１］：体是

三维几何的基础，它是由一系列边界面（壳）来定

义的，作为边界的面不允许自邻接且是２流形的

（２ｍａｎｉｆｏｌｄ）。② 计算机几何学中三维几何体是

由点、边、面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组成的［１１］，三维

实体的表面边界是一个有向的封闭的二维流形，

其拓扑关系通常使用半边数据结构进行表达，每

一个边都是由两个不同方向的半边表达的；面是

由半边沿着边界循环围成的［１２］。③ Ｏｒａｃｌｅ中三

维体的定义是由一个外部边界面和０个或多个内

部边界面组成的，为了区分实体的内部和外部，规

定外部边界面的法向总是从体的内部指向外

部［１３］，其定义本质上是基于ＩＳＯ１９１０７２。这些定

义都不支持带洞的多面体、奇异的形状等非２流

形的形体和对象，而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很多是这

种特殊体［１４］，因此前述三维体的定义很难满足三

维地籍建模的需要［２，１５］。

文献［９，１６］中定义三维几何体的核心规则

是：内部连通、封闭、边界面是２流形的。考虑到

现实中三维形体的形状（如三维地籍中的实

体［１５］）有较多的非２流形，本文定义的三维几何

体是由一系列二维边界面片形成的封闭形体，该

形体须保持体内部的三维空间连通性。２流形中

具有边或线只使用２次的规则，本定义打破了２

流形的简单性：该三维体的边界面可以自邻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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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体的外部可形成三维洞。在非２流形的三维体

中，很难确定点或边的哪侧是三维体的内部，如图

１（ａ）所示的同一个三维体的奇异点、图１（ｂ）中的

边犃犅被使用了４次，这种基于点或边自邻接的

非２流形在本文的定义中仍是有效的三维体，因

为它保持着三维体内的空间连通性。

上述复杂三维体的构建是传统２流形所不能

实现的，不仅仅表现在基于点和边的奇异性（图

１）上，更重要的体现在对“洞”的定义和处理上。

根据２流形的定义，若三维体是由带洞的面构成，

则每个带洞的面在二维平面中都要被处理，通过

增加一个虚构的边来使其满足 ２ 流形的要

求［１０，１７］。很明显，这种处理方法无法在数据处理

的整个过程中保持几何数据的不变性和一致性，

它随时增加了新的边数据。事实上，在现实生活

中，有许多不规则形状的三维建筑物自邻接或有

穿透洞（图１（ｃ）、１（ｄ））等，它们仍保持三维空间

内部的连通性，而此类非流形的实体也是有效的。

本文定义的三维体无２流形的限制，可以极大地

满足现实世界中的非流形三维体。

图１　非流形的三维几何体

Ｆｉｇ．１　Ｎｏｎ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３ＤＳｏｌｉｄ

２　三维几何体中点、边、面和体需要

满足的规则

　　几何定位可定量地描述空间对象，但很难描

述空间对象之间的位置关系。拓扑关系可定性地

描述空间对象，在相对位置关系方面有很强的稳

定性。事实上，拓扑关系是由几何关系产生的，且

在一个非几何空间内无法获得拓扑关系［１８］。因

此，针对三维几何体及其构造，可从几何定位和拓

扑关系两个角度来描述三维几何体（犛）及其内部

构造的点（犞）、边（犈）、面（犉）所需要满足的规则。

为便于描述，首先假设在一个三维几何体存在的

前提下，该三维几何体内的点、边、面和体的一些

基本符号表示：犱犞／犈和犱犞／犉分别表示一个三维几何

体内与某个几何点相关联的几何边和几何面的个

数；犱犈／犉和犱犈／犞分别表示一个三维几何体内与某个

几何边相关联的几何面和几何点的个数；犱犉／犞、

犱犉／犈和犱犉／犛分别表示一个三维几何体内与某个几

何面相关联的几何点、几何边以及几何体的个数。

２．１　三维几何体中点、边需要满足的规则

规则１　三维几何体中的点是唯一的，即对

任 意 不 同 的 两 个 点 犞１ 犡１，犢１，犣（ ）１ 和 犞２

犡２，犢２，犣（ ）２ ，有犡１≠犡２｜｜犢１≠犢２｜｜犣１≠犣２，即

不同点的几何定位坐标是不同的［１９］。

规则２　犱犞／犈≥３，即与三维几何体中任一

几何点相关联的几何边的个数至少为３。

规则３　犱犞／犉＝犱犞／犈，即与三维几何体中任

一几何点相关联的几何面的个数犱犞／犉和与该点相

关联的几何边的个数犱犞／犈是相等的。根据规则２，

可得犱犞／犉≥３。

规则４　犱犈／犉≥２，即三维几何体内与任一

几何边相关联的几何面的个数至少为２。这说明

三维几何体中的相邻面都是通过边进行“拼接”关

联的，并且支持流形和非２流形的三维体（图１）。

２．２　三维几何体中面需要满足的规则

规则５　三维几何体中的面片为直面片，即

边界线为直线段，面片上的点都必须在同一个平

面上，曲面可以被划分成多个直面片。

规则６　三维几何体中面片的边界必须是封

闭的：犉＝（犲１，犲２…，犲狀），有犲１＋犲２＋…＋犲狀＝

０
［１０，２０］，这里假设犲１＝（犞１，犞２），犲２＝（犞２，犞３），犲狀

＝（犞狀，犞１）。

规则７　最大分割原则：设犉１∩犉２≠，则

有犉１∩犉２＝犈。如图２所示，犉犃犅犆犇∩犉犈犉犌犎≠，

则必然存在边 犕犖。同样，犈犃犆∩犈犈犌≠，有

犈犃犆∩犈犈犌＝犞犕。即三维空间中边、面之间都是实

交并被分割的。

图２　面片和边的最大分割

Ｆｉｇ．２　Ｍａｘｉｍ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ｃｅｓａｎｄＥｄｇｅｓ

规则８　三维几何体中的面满足犱犉／犞＝犱犉／犈，

即与三维几何体中任一几何面相关联的几何点的

个数犱犉／犞和与该面相关联的几何边的个数犱犉／犈是

相等的。

规则９　面片的单向使用原则：根据一定法

则（如右手法则）可确定面片的正、负法方向，一个

面片的正、负法方向不同时参与一个三维体的构

造。因此，一个三维体自邻接时不能共享同一个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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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面片。

２．３　三维几何体需要满足的规则

一个三维几何体不仅需要三维几何体构造中

的点、边、面满足上述规则，而且从三维几何体的

角度还需要满足以下规则。

规则１０　三维几何体中点、边、面都是三维

几何体构造的一部分，即犞，犈使犞∈犈；犈，

犉使犈∈犉；犉，狊使犉∈狊；狊，犛使狊∈犛，

其中狊是三维几何体的外壳或边界面
［２１］，犛表示

三维几何体。

规则１１　三维几何体必须满足封闭性，封闭

性是三维几何体有效的充分必要条件。所有的

犱犈／犉＝２则可保证三维几何体的封闭性
［２，１０］；但一

个三维几何体不一定满足犱犈／犉＝２，如图１（ｂ）中自

邻接的三维几何体的边犃犅的犱犈／犉＝３。

规则１２　三维几何体具有内部连通性，也就

是说，体内任意两点间存在一个内部路径，且该路

径不与体的边界（几何面或边）相交。如果一个几

何体满足封闭性和面的单向使用性原则，那么其

必然满足内部连通性。

规则１３　犛１，犛２，如果犛１、犛２相邻接，那么

相邻接的部分只能是点、边或面，且共享它们，而

不能产生新的几何元素，否则三维体的几何数据

将重组。同时一个三维体可自邻接于内部构造的

几何点、边，如图１（ｂ）中三维体自邻接于一条线。

规则１４　犛１，犛２，如果犛１∩犛２≠，则犛１∩

犛２和犛１∪犛２仍然是三维几何体，即三维体的交非

空时（不包括相互邻接的三维体），它们的交和并

仍为三维体。

必须注意的是，上述规则是必要的，但不是充

分的，并且这些规则也不可能是详尽的，还可能会

有另外的一些规则来验证三维体。因此，这些规

则并不具有完备性。

３　三维几何体的验证与修复

原则上，三维几何体所具有的规则都可以用

来验证体的有效性。但是由于几何数据组织和处

理的差别，不能满足上述规则时，需采取相应方法

进行修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已有的三维

数据去创建三维体。下面就依据上述规则讨论如

何验证三维空间中“已假设存在的体”是不是真三

维体，当不满足要求时，进行一定的修复。

３．１　三维几何体中点、边、面的验证与修复

１）依据规则１，如果犡１＝犡２牔牔犢１＝犢２

牔牔犣１＝犣２，说明两个点完全重叠，则需要删除

其中一个点。

２）依据规则６，如果犲１＋犲２＋…＋犲狀≠０
，则

这个面不是封闭的。因为三维几何体中的点都满

足点的唯一性原则，又根据规则５，面上的点都在

一个平面内，所以只能是构成体的某个面的边界

线不封闭。如图３所示，顶面犞１没有闭合到犞５

处，同时犞５已经参与侧面的构造，因此修复时，应

将犞１归一到犞５处，完成对顶面和正面的修复。

图３　不封闭面的修复

Ｆｉｇ．３　ＦｉｘｉｎｇＦａｃｅｓｖｉａＭ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Ｖｅｒｔｅｘ

３）三维构体中通常存在孤立边、悬挂边、孤

立面、悬挂面，需要对它们进行相应处理。

对孤立边犈Ｉｓｏ＝（犞１，犞２），有犱犞
１
／犈＝１，犱犞

２
／犈＝

１，即边的两个端点的度都等于１的边。如图４中

边犈（犞７，犞８）。

对悬挂边犈Ｈａｎ＝（犞１，犞２），有（犱犞
１
／犈＝１，犱犞

２
／犈

＞１）‖（犱犞
１
／犈＞１，犱犞

２
／犈＝１），构成边的两个端点

中，一个端点的度为１，另一个大于１。如图４中

边犈（犞１，犞２）。

对孤立面犉Ｉｓｏ＝（犈１，犈２，…，犈狀），有犱犈
１
／犉＝

犱犈
２
／犉＝…＝犱犈狀／犉＝１。如图４中面犉（犞３，犞４，犞５，

犞６）。

对悬挂面犉Ｈａｎ＝（犈１，犈２，…，犈狀），则犱犈犻／犉

＞１（犻∈ （１，２，…，狀）），犱犈
犼
／犉 ＝１（犼∈

１，２，…，（ ）狀 且犼≠犻）。即与度为１的边关联的面

片是孤立面或悬挂面；若该面片的其他边的度都

为１，则其为孤立面，否则为悬挂面。如图４中面

犉（犞９，犞１０，犞１１，犞１２）。

依据规则３、８，判断犱犞／犉和犱犞／犈、犱犉／犞和犱犉／犈是

否相等，如果不相等，那么在该三维体中肯定存在

悬挂边、悬挂面、孤立边或孤立面，需要采用如下

的方法进行修复：①计算犱犞／犈和犱犈／犉的值，找出所

有的犉Ｉｓｏ、犉Ｈａｎ、犔Ｉｓｏ、犔Ｈａｎ并删除，注意操作顺序：先

删除面片，然后删除边。②更新三维体数据，重新

计算三维体数据中犱犞／犈和犱犞／犉的值，检查是否依然

存在犔Ｉｓｏ、犔Ｈａｎ、犉Ｉｓｏ、犉Ｈａｎ。③如果依然存在犉Ｉｓｏ、

犉Ｈａｎ、犔Ｉｓｏ、犔Ｈａｎ，则将其删除，并返回步骤②，否则

结束。

以图４（ａ）为例：① 计算图４（ａ）中所有的犱犞／犈

和犱犈／犉值，犈（犞１，犞２）中犱犞
１
／犈＝２，犱犞

２
／犈＝１，属于悬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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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边；犈（犞７，犞８）中犱犞
７
／犈＝犱犞

８
／犈＝１属于孤立边，

将犈（犞１，犞２）和犈（犞７，犞８）删除。② 重新计算删

除边犈（犞１，犞２）和犈（犞７，犞８）后的三维体数据中

的犱犞／犈 和犱犈／犉 的值，所有的犱犞／犈 ＞３，犱犈／犉 ＞２。

③ 根据步骤②判断三维体数据中不再存在悬挂

边、孤立边等，修复结束。

依据规则２、４：犱犞／犈≤３的点都不满足三维

体中点数据的要求，但是这些不符合要求的点是

由于边或面不符合要求引起的（如上述悬挂边、悬

挂面），在进行处理时，要采用自上而下的原则，即

先处理面数据，之后是线数据。

图４　孤立边、悬挂边、孤立面、悬挂面

Ｆｉｇ．４　ＩｓｏｌａｔｉｎｇＥｄｇｅａｎｄＤａｎｇｌｉｎｇＥｄｇ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ｅａｎｄＤａｎｇｌｉｎｇＦａｃｅ

４）依据规则７：三维体中边和面要满足最大

分割原则，最大分割后边、面的确定性以及规则９

的约束可以有效地避免麦比乌斯（Ｍｂｉｕｓ）曲面

及克莱因（Ｋｌｅｉｎ）瓶的情形。

５）依据规则９：一个三维几何体不允许自邻

接于面，如果自邻接于面，就应该剔除那个共享

面。如图５中犉犃犅犆犇（又称内部面）应该删除，因为

它违反了面的单向性原则。

图５　不合规则的内部面片

Ｆｉｇ．５　Ｉｎｎｅ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ａＳｏｌｉｄ

６）三维中的二维环或洞犚
［２］的判定依赖于

三维体的环境。如图６（ａ）中体犛１顶面上的面犚

只属于犛１，所以顶面上的面犚不是洞，或者说犚

也参与三维体的构建并指向体犛１的内部；而在图

６（ｂ）中，体犛１顶面的面犚同时参与体犛１和犛２的

构造，则犛２中的犚 对犛１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二

维洞的概念。

３．２　三维几何体的整体性验证

在验证了三维几何体中的点、边、面后，下面

图６　二维洞的判定

Ｆｉｇ．６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２ＤＲｉｎｇ

进一步对三维几何体进行整体性验证。

１）依据规则１０：如果存在犞、犈或狊不满足

规则１０中的条件，则说明可能存在孤立边或孤立

面，应采用§３．１中的第３个方法修复。

２）依据规则１０、１３、１４：多个三维体相邻接时

应删除重复的几何数据，保证体在拓扑上邻接。

如图７中两个体分别在点、边或面处相邻接，它们

共享一个点、边或面。

图７　三维体在点、边、面处邻接

Ｆｉｇ．７　ＴｗｏＳｏｌｉｄ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ｔＶｅｒｔｅｘ，ＥｄｇｅｏｒＦａｃｅ

３）欧拉公式（犞－犈＋犉＝２）说明简单体的顶

点数、边数和面数之间的关系；非流形的多面体采

用欧拉庞加莱公式
［２２］验证：

犞－犈＋犉－ 犚－（ ）犉 －２狊－（ ）犌 ＝０

其中，犚为二维环；狊为壳；犌为三维洞。

以图８为例，说明用欧拉庞加莱公式验证现

实世界中存在的几种常见类型的三维几何体。图

８（ａ）中边犈的个数为２４，面犉的个数为１１，顶点

犞 的个数为１６，二维环犚的个数为１２（１１个面加

顶面上的一个内部环），壳狊的个数为１，三维洞犌

的个数为０。因此有如下等式：

犞－犈＋犉－ 犚－（ ）犉 －２狊－（ ）犌 ＝

１６－２４＋１１－ １２－（ ）１１ －２１－（ ）０ ＝０

　　同理，对于图８（ｂ），犈＝２４，犉＝１０，犞＝１６，犚

＝１２，狊＝１，犌＝１，有 （ ）１６－２４＋１０－ １２－１０ －２

（ ）１－１ ＝０；对于图８（ｃ），犈＝３６，犉＝１６，犞＝２４，

犚＝１８，狊＝１，犌＝０，有 （ ）２４－３６＋１６－ １８－１６ －

（ ）２１－０ ＝０；对于图８（ｄ），犈＝４８，犉＝２０，犞＝３２，

犚＝２２，狊＝１，犌＝１，有 （ ）３２－４８＋２０－ ２２－２０ －

（ ）２１－０ ＝０。

二维环犚（图８（ａ））和穿透洞（三维洞）（图８

（ｂ））在现实对象中很常见（如跨街建筑），因此带

１６２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２月

图８　满足欧拉庞加莱公式的三维体

Ｆｉｇ．８　ＴｅｓｔｓｏｆＥｕｌｅｒＰｏｉｎｃａｒé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ｏｌｉｄｓ

洞的三维体是客观的需求。欧拉庞加莱公式是

三维几何体验证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如果一个三

维对象不满足欧拉庞加莱公式，则其必不是三维

体；但满足欧拉庞加莱公式并不一定是三维体，

如图４（ｃ）中，犈＝１５，犉＝７，犞＝１０，犚＝７，狊＝１，犌

＝０，有 （ ） （ ）１０－１５＋７－ ７－７ －２１－０ ＝０，满足

欧拉庞加莱公式，但却不是一个三维体。

３．３　三维几何体的几何化简

三维几何体的几何化简是在保证三维体特征

的前提下，减少几何数据的复杂度，简化拓扑表

达。如图９中，犉犃犅犈犉∩犉犈犉犆犇＝犈犈犉，且面犉犃犅犈犉和

面犉犈犉犆犇在同一平面内，那么就需要计算边犈犈犉的

犱犈／犉值。

１）当犱犈／犉＝２时，说明犈犈犉由面犉犃犅犈犉和犉犈犉犆犇

共享，且不被其他面占用，则边犈犈犉应该删除（图９

（ａ））。类似的，如果边犈犉、犈犌、犌犎 和犎犉 都被

删除掉，则点犈、犉、犌和犎 也删除，形成边犃犆、

犅犇（图９（ｂ））。

２）当犱犈／犉 ＞２ 时，说明还有另外一个面

（犉犈犉犌犎）在使用犈犈犉，不能删除。图９（ｃ）中，犈犈犉∈

犉犃犅犈犉，犈犈犉∈犉犆犇犈犉，犈犈犉∈犉犈犉犌犎，所以边犈犈犉不能

删除，此时图９（ｃ）中是有２个三维几何体在面

犉犈犉犌犎处相邻接。

图９　三维几何体的化简

Ｆｉｇ．９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ｓ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４　结　语

由于当前对三维体缺乏明确的定义和约定，

无论是初始创建三维拓扑结构，还是事后维护三

维拓扑结构，都要面临一些挑战。本文从三维地

籍的特殊性出发，给出了一种更满足现实世界对

象要求的三维几何体描述。本文认为，拓扑上自

邻接于点、线的三维体都是有效的，这样就更有效

地支持了现实生活中复杂的三维地籍对象。在此

基础上，详细描述了这种三维几何体在几何和拓

扑上所需要满足的规则，进而结合实例给出了相

应的验证规则和修复方法，从而为构建有效的三

维地籍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三维城市建模和

空间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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