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5 期

2001年 10 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Vol.26 No.5
Oct.2001

文章编号:1000_050X(2001)05_0393_06 文献标识码:A

数码城市空间数据模型与可视化研究

熊汉江
1　龚健雅1　朱　庆1

(1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三维矢量图形 、数字地面模型与数字地面正射影像相结合的数码城市空间数据

模型 ,介绍了基于这一模型的软件平台原型——— CCGIS ,并对未来数码城市构建技术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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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全球互联

网络的发展 ,极大地缩小了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距离 。 Internet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活

空间 ——— CyberSpace(Couclelis H ,1996)。

CyberSpace具有无边界 、无拓扑 、无方向等特

点(Holt ,1994;Leeder ,1997),明显区别于现实世

界 ,人们凭借生活中的经验容易迷失在这个空间

中(Girardin ,1995;Mey rowi tz ,1985)。能否使 Cy-

berSpace中存在类似现实的环境 ,从而能让人们

像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呢?数字地球的提出与

建设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与条件(李德仁 ,

1999)。由于城市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结

构的核心 ,城市的管理 、建设和发展相对于乡村更

受到重视;同时 ,数码城市的建设将给城市的有效

规划与管理 、城市的经济发展等带来更大机遇和

美好前景 ,因此数码城市的建设自然成为数字地

球与城市信息化建设的关键[ 6] 。

数码城市的关键支撑技术是 GIS 。GIS提供

给数码城市基本的城市空间信息 ,包括地图与城

市模型;同时G IS 也为海量的城市数据提供了高

效率的管理 、存储 、维护与应用手段 。计算机图形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 GIS中 ,而虚拟现实技术的

发展 ,促使数码城市快速地向三维方向发展 。数

码城市的可视化也成为系统的关键 ,尤其是虚拟

现实技术(VR)与 GIS 技术的有机结合。

传统的 2D GIS提供给用户的是二维平面图

形 ,作为数码城市的技术支撑显然不能满足视觉

要求 ,将被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 3D GIS 技术所

替代 ,三维空间数据模型一直是当前 3D GIS 的

研究热点(龚健雅 ,1997;Pilout M ,1994)。

虚拟现实技术(VR)是当前计算机图形学的

热点 ,广泛应用于模拟仿真等领域 ,是三维可视化

的主要应用技术 ,也将成为 3D GIS 与数码城市

的可视化核心 。为了解决大场景的问题 , VR技

术提供了 LOD方法 ,但是目前 3D GIS 空间数据

模型对于与 VR技术的结合考虑非常少 ,因此 ,构

建既能够满足 GIS 分析应用要求 ,又能够满足高

效率 VR可视化要求的空间数据模型与管理体系

是当前数码城市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1　面向对象的数码城市空间数据模
型

　　面向对象技术已经广泛用于GIS的概念模型 、

逻辑模型 、系统设计和系统实现 ,C++作为一种面

向对象语言已经成为软件设计的主流语言 ,面向对

象数据库管理系统和面向对象的 GIS已经开始走

向市场(龚健雅 ,1997;2000),因此数码城市空间数

据模型的设计秉承了这一思想。

1.1　数码城市主要空间地物要素与对象定义

现实生活中 ,城市是非常复杂的 ,为了满足建

设需要 ,数码城市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大类空间

地物信息:①城市的建筑物;②城市的道路交通;

③城市管网系统;④城市的地形地貌。以这些城

市地理信息为基础 , 加上其他的如金融 、通讯 、

旅游 、房地产以及一些常规的商品信息等 ,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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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pace中构建类似真实的现代城市 ———Cy-

berCity 。

1.2　面向对象的数码城市空间数据模型

3D GIS的空间数据模型总体上分为两大类:

基于面描述的模型和基于体元的模型[ 1] 。对于

数码城市来说 ,基于面描述的模型能更好地描述

城市建筑物等城市信息。文献[ 3]比较全面地描

述了 GIS 中的空间对象及其定义 ,但对于数码城

市来说 ,其数据模型与矿山三维模型相比相对简

单 ,因此可以根据数码城市的实际 ,简化模型 ,有

利于软件与系统的实现。其模型简介如下。

 点对象:主要描述独立的点状地物 ,例如

树 、公路界碑等 。

 线对象:分为二维线对象和三维线对象 ,分

别描述二维与三维空间的线状地物 。数码城市中

的电力线 、通讯线等简单设施等都作为三维线对

象描述 ,在二维空间中可以转化为二维线对象进

行拓扑分析。

 面对象:分为二维面对象和三维面对象。

二维面对象主要描述数码城市中位于地面的地

物 ,例如建筑物的底面 、湖泊等要素;三维面对象

主要描述三维空间中的实体 ,如广告牌 、建筑物的

墙面等。

 体对象:描述一些有形状的实体 ,例如建筑

物等。另外 ,像复杂地下管网等可以作为简单的

体对象描述。

 组对象:也称为复杂对象 ,是描述若干个不

同的对象组合成的实体对象。例如一个学校 ,它

有众多的点对象 ———树 ,面对象——— 湖泊 ,线对

象———道路 ,体对象 ———建筑物等。这些对象组

合的一个大实体就是学校 ,可以用组对象来定义

它 ,便于对学校这样一个整体进行查询和分析 。

 注记对象:描述数码城市中的一些文字描

述信息 ,例如道路名称 、单位名称等 。

 纹理对象:是数码城市中单个三维面状地

物的纹理影像 ,例如建筑物的表面影像等。

 数字地面模型对象:描述城市的地形 ,包括

格网模型 、不规则三角网模型和两者的混合模型。

 数字地面影像对象:描述数码城市的地面

概貌图像 ,主要用来表达遥感 、航空摄影测量或扫

描地图的得到数字影像。数字地面影像实际上也

是数码城市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纹理对象 ,由于

其独有的特点和数据组织方式 ,通常将其作为单

独的对象 。

1.3　数码城市空间对象体系

OpenGIS 规范作为一种 GIS 标准 ,详细定义

了传统 GIS的空间对象模型[ 7] ,为了更好地与现

有的数据资源和系统共享数据信息 ,保持良好的

兼容性 ,在吸收 OpenGIS 标准的基础上 ,笔者进

行三维空间数据模型的扩展。具体的模型结构如

图 1所示 。

Spatial Reference System GeoObject

Geomet ry GeoDem GeoTexture

Geometry2D Geomet ry3D GeoImage

GeoGrid GeoT riangle

图 1　数码城市中的空间对象体系

Fig.1　The Architecture of Spatial Data

Objects in CyberCity Sy stem

Geomet ry3D

Point3D Curve3D Su rface3D Volume Group3D

LineS tring 3D

Ploygon3D Triangles

Line3D LinearRing3D Cylinder Cone sphere

图 2　数码城市的三维空间对象

Fig.2　The Architecture of Spatial Data 3D

Objects in CyberCity Sy stem

　　其中 ,Geometry 2D的定义类似于 OpenGIS

中的 Geometry 的定义 ,详细的内容可以进一步参

考相关的 OpenGIS规范[ 7] 。

1.4　数码城市空间对象数据结构

为了能够融合传统的 2D GIS 模型与数据结

构 ,数码城市中有关二维部分空间对象的数据结

构与传统的 2D GIS 数据结构一致 ,同时增加了

三维空间对象以及数字地面模型和数字正射影像

等栅格数据对象 。CyberCity 中主要三维空间对

象的数据结构简单说明如下。

 三维点对象(Point3D):是三维空间中的零

维对象 ,其坐标由{X , Y , Z}构成。

 三维线对象(Line3D):类似于 2D GI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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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 ,其坐标也是由一组点坐标串构成 ,不同的是

点坐标是三维的 。 Line 3D 对象的坐标串为

{{X 1 , Y 1 , Z 1}, {X 2 , Y 2 , Z 2},{X 3 , Y 3 , Z 3}, …,

{Xn , Y n ,Z n}}。

 三维多边形对象(Poly gon 3D):不同于 2D

GIS 中的多边形对象 , Polygon3D 对象的数据包

括:

Object Polygon3D_Sample

{

　　对象标识

　　空间坐标数据

　　纹理对象 ID

}

Polygon3D 对象的坐标组成分为两个集合:

边界点集合 Boundary{{X 1 , Y 1 , Z 1}, {X 2 , Y 2 ,

Z 2}, …,{X n , Y n , Z n},{X 1 , Y 1 , Z 1}};内部点集

合 InnerPoint{{X i
1
, Y i

1
, Z i

1
},{X i

2
, Y i

2
, Z i

2
}, …,

{X i
n
, Y i

n
, Zi

n
}}。边界点集合描述的就是 Poly-

gon 3D对象的外部边界 ,它们都在三维坐标空间

的一个平面上 ,而内部点集合描述的就是在 Poly-

gon3D外部边界所定义的空间面投影都在其区域

内的 Polygon3D特征点 。

图 3描述的是一个普通房屋顶的简单几何图

形 ,在数码城市中可以将它描述为 4 个三维多边

形:面 aed ,面 bfc ,面 cdef 和面 abfe 。但是我们

在利用 DPW(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采集房屋的

屋顶纹理时 ,往往直接从正射影像上挖取 。整个

屋顶作为一个整体只有一个纹理 ,因此 CyberCity

将整个屋顶作为一个 Polygon 3D对象 ,描述为:

Object Roof_1{{外部边界点:{a , b , c , d}内

部边界点:{e , f}}

 体对象(Volume):描述的是三维坐标空间

中的一个简单几何物体 ,如单个房屋 。数码城市

中的 Volume对象分为两种:简单 Volume 对象和

复杂的 Volume 对象。简单的 Volume 对象包括

正(长)方体 、柱体 、椎体等;复杂的 Volume 对象

则一般由若干个子对象组合而成 ,如简单的房屋

可以由屋顶 、若干个墙面和底面组成。

图 3　屋顶的几何描述

Fig.3　The Geometric Defination of the Roo f

　　 三维注记对象(Annotation3D):描述的是

空间标注信息 ,如房屋名称 、道路 、河流的名称等 ,

它的坐标具有相对的准确性 ,同时定位点坐标也

是由{x , y , z}构成的 。

　　 三维组对象(Group3D):描述的是具有某

些相同特性的若干个几何对象的集合 ,它的空间

数据由各个子对象的 ID组成:{ObjectID1 ,Objec-

tID2 , … ,Object IDn}。

 纹理对象(GeoTexture):记录的是空间面

对象的贴面 ,其数据是抽样点的 RGB值 。

 数字地面模型对象:数码城市中定义了两

种基本的数字地面模型对象:①格网模型对象

(CGeoG rid)。格网模型比较简单 ,一般用来描述

范围比较大的地面地形。 ②不规则三角网模型

(CGeoTin)。不规则三角网模型是对于精度要求

比较高的特殊地形如山体 、公路网等 ,根据其特征

点建立不规则三角网来模拟该物体的外表面形状

的 ,CGeoTin对象记录的是特征点的坐标 ,可以在

实际应用中适时建立 TIN模型。

 数字地面正射影像:是一种特别的纹理对

象 ,一般是地面的卫星照片或者航空数字正射影

像。它可以作为数字地面模型的纹理 ,同时也可

以在可视化时作为场景 LOD(level of detail)的第

一层来显示。

2　基于数码城市空间数据模型的
CCGIS平台及 VR可视化技术的

应用

　　CCGIS是 GeoStar自主版权基础地理信息系

统软件的后续产品 ,是专门针对数码城市的建设

而研发的软件开发平台 ,它在吸收传统 GIS软件

技术的基础上 ,采用上述面向对象的数码城市空

间数据模型 ,集数字地面模型(DEM)、数字地面

正射影像(DOM)和真三维矢量图形数据为一体 ,

采取了能够满足 3D GIS 应用与大场景可视化要

求的数据组织与管理体系 ,同时兼顾传统 GIS 的

优势 。数码城市中的空间数据一般有两大应用方

式:GIS 应用与城市场景的可视化。传统的 GIS

在空间数据组织方面有非常成熟的经验 ,因此当

前数码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城市大场景可视

化的同时需要保持 GIS 应用的高效率。CCGIS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了尝试 。

2.1　CCGIS 空间数据组织体系

早期的 GIS采用分图幅来管理空间数据 ,随

着关系数据库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关系数据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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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为对象数据库或者对象_关系型数据库 ,使大

型无缝 GIS 空间数据库的建立成为可能。但是

数码城市的一个重要应用是与当前发展迅速的虚

拟现实技术相结合 ,发展真三维应用 。由于受到

物理设备和当前技术的制约 ,海量无缝空间数据

库的浏览依然存在困难 , 考虑到现实的需求 ,

CCGIS对矢量图形采用了传统的分幅(也可以称

为场景)管理机制 ,同时在分幅基础上建立图幅间

的逻辑联系 ,形成一个完整的数码城市空间图形

数据库 ,对于数字地面影像和数字地面模型则一

般采用传统的金字塔结构组织体系 。下面主要探

讨数码城市图形数据的组织与管理 。

图 4模拟的是根据城市的主要交通干道网将

一个城市模拟划分为多个分区(也叫场景),同时

建立一个城市道路场景 ,构成了整个城市的空间

分幅体系 ,如图 5所示。

图 4　城市街区模拟图形

F ig.4　The Simulated Map of a City

城市

城市总体场景

场景 A 场景 B 场景 C 场景 D

图 5　模拟城市的空间数据组织层次

Fig.5　All the Scene G raph of a City

　　对于每一个场景来说 ,它代表了城市的一个分

区 ,空间地物被分为若干层 ,例如道路层 、水系层 、

管线层等;同时层中也可以分为很多的地物类 ,例

如管网层可以包括供给管道 、雨水管道 、污水管道 、

电力线等 ,不同的对象归属到不同的地物类 ,而不

同的地物类归属到不同的层 ,如图 6所示。

2.2　数码城市的 LOD模型与可视化

2.2.1　数码城市场景的 LOD模型

CCGIS的空间数据组织方法继承了传统GIS

的许多优势 ,GIS 数据的许多管理方法可以非常

容易地移植到 CCGIS的空间数据管理中来 ,使得

数码城市能够充分满足 GIS 应用需要 ,但是在场

景的三维可视化方面 ,这样的组织显然是不够的。

然而 ,CCGIS 将 DEM 和数字影像作为空间对象

的一部分 ,融合到了空间数据的管理中来 ,为大场

景 LOD模型的构造和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

础。可以优化飞行漫游速度 ,充分利用数字地面

影像与建筑物体的 LOD模型 ,加快复杂场景的三

维显示。

图 6　场景数据组织

Fig.6　The Content of a Scene

　　场景的 LOD模型为:

LOD1:直接利用数字地面影像作为整个场景

的第一个 LOD层。

LOD2:可以利用数字地面模型 ,以数字地面

影像作为纹理 ,作为整个场景的第二个 LOD层。

LOD3:可以直接利用场景内的空间对象(一

般是体对象和组对象)的 LOD1 层作为场景的第

三个 LOD层。

建筑物的 LOD模型为:

LOD1:以建筑物的简单外形(例如 Box)作为

建筑物的第一个 LOD层 。

LOD2:以建筑物的详细外形作为建筑物的第

二个 LOD层。

2.3　数码城市中建筑物数据模型与可视化

数码城市中的建筑物用 Volume 对象描述。

一般来说 ,Volume对象描述了单个建筑物体的外

部形状 ,但是人们往往希望象现实生活中一样去

了解建筑物的内部结构 ,因此简单的 Volume 对

象描述不能完全满足实际的需要 ,有必要对建筑

物体内部场景作详细的描述 ,并且建立建筑物与

场景的联系。描述建筑物与内部场景的数据结构

如表 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 ,一个建筑物(Volume对象)

包含有许多个场景转换面 ,用来描述场景间的转

换物如门 、窗户等。而房间等可以作为一个单独

的场景对象 ,也可以作为一个 Group 3D对象 ,如

果在场景浏览中穿越场景转换面 ,新的场景就会

产生 。通过场景转换方式可以实现建筑物内部的

全范围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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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CGIS 的实验与应用

CCGIS从实践上检验了面向对象 CyberCity

空间数据模型的可行性 ,检验了矢量图形 、DEM 、

数字地面影像一体化组织与 VR技术结合的优

势 ,为数码城市的数据采集和建设提供了一种思

路 ,也为数字地球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方法 ,目前已

经应用于深圳 、上海数字小区等项目。

表 1　建筑物与内部场景间的关联数据结构

Tab.1　The Interior Data Structure of

a Complex Building

Volume对象
(建筑物)

Su rface3D对象
(场景转换面)

Group3D 对象
(建筑物内部场景)

Building A 大门 大厅—外

Building A 房门 A 房间 A—走廊

Building A 房门 A 1 房间 A1—房间 A

Building B 后门 大厅—屋外

　　… 　　　… 　　　　…

3　未来数码城市的技术发展与研究
方向

　　目前 ,GIS 由传统的二维向三维甚至多维方

向发展 ,数据存储方式从文件系统向对象_关系数

据库 、对象数据库系统移植 ,从集中式空间数据库

向空间数据仓库 、联邦数据库发展。分布式虚拟

现实技术也发展迅速 ,构建分布式虚拟环境成为

研究热点。因此 ,未来的数码城市主要要解决好

分布式环境下的空间数据发掘与应用问题 ,结合

高效率的索引机制 ,尤其是空间索引(如 R/ R ＊

树)和 VR管理中的索引(如 BSP)等的有机结合 ,

实现数码城市的分布式管理与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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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ata Model and Visualization for Digit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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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ique and Internet , the concept of CyberSpace is

formed.But different f rom our real wo rld , the CyberSpace is structureless and chaotic , w ith no

fixed topology , centers o r boundaries.What can change the CyberSpace as our real world is the

digi tal earth and city based on the 3D GIS and virtual reality technique.However , the 3D GIS spa-

tial data model is not mature and dif ficult to be applied in practice ,w ith less cooperation w ith the

vi rtual reality.Thus , it is necessany to design a new spatial data model to meet the demand the ap-

plic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digital ci ty.

In this paper , an Object_oriented 3D spatial data model fo r digital city is introduced.In this

model , the 3D vector spatial data ,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and digital ground image data are inte-

g rated ,which w ill provide more advantage for the visualizat ion of digi tal city wi th virtual reality

technique.As a new component of Geostar sof tw are , the CCGIS sof tw are is buidat on this spatial

data model , and will be introduced , and how to issue the spatial data issue of a digital city .

In Section 1 , the lack of current 3D GIS model is pointed out ,mainly is the more complex da-

ta model and huge data.The Visualization of digi tal ci ty w ith VR is too dif ficult.The photogram-

metry and remote sense provide us more digital g round images ,This images can give us a overview

of the city .With the digital elevation w ich can be gained by photog rammetry , we can get the the

airscape.This will fi t the level of detail concept in the VR field.

In Section 2 , we int roduces the objected_oriented spat ial data model , which integ rates the vec-

tor data , digital g round image and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ata.Section 3 int roduces the CCGIS

sof tw are , and the detail about how to organized the city' s data w ith the software.

Section 4 discusses the applicat ion of level of detail in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ci ty' s scene , and

the visnalizativn of the interior of 3D building.In the first filed , the digital ground image is direct-

ly looked as the f irst LOD level;The visualization of DEM which take advantage of digi tal ground

image as texture is looked as the second LOD level.The last LOD level is the geometric data of

spat ial object ,DEM and digi tal images.In the later field.In the visualization of spatial object , there

are two LOD levels.The fi rst is the object' s ex terior boundary , such as box , and the second level is

the detail of object' s out line.In more situation , we want to visit the interior of a building , this pa-

per provide a w ay to solve the problem :we can build many 3D surfaces fo r the doo r and w indow s

of the building .each surface will be related two scenes.With the sw itch related to the entries ,dif-

ferent scene will be displayed.

At last , the autho 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i ty in the future ,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ooperation w ith the dist ributed GIS , and dist ributed vi rtual reality technique is the main goal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Key words:CyberCity ;digital earth;GIS;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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