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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特征数据的 VRML 建模在Web GIS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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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采用特征数据进行 VRML 建模的方法解决 Web GIS 的瓶颈问题———巨大的空间数据与有限

的网络带宽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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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是将区域地图和数据库记录有效地结合

起来 ,在数字化的地图上显示与位置信息和建筑

物相关的数据库记录 。增加 VR技术以后的 GIS

可以根据用户选择显示相应的三维虚拟实体并进

行三维漫游。这种将电子地图 、数据库记录和虚

拟现实技术结合起来的技术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图

示方式 ,使电子地图比传统的纸质地图具有更强

的功能和更大的应用范围。将Web技术应用于

GIS ,可以在更广的范围甚至全世界内将一个城

市区域或专业领域的地理信息进行发布 。

目前 ,VR技术已广泛应用于Web GIS中 ,采

用VRML 文件存储三维场景已广泛应用于Web

GIS中场景的三维显示 、浏览 、漫游 。许多著名公

司已开发出很多 Web GIS 产品 。最近 Bently 公

司和 MapInfo 公司又相继推出了 ModelServer/

Discovery 和 MapX Si te ,其中 Bent ly 公司新推出

的ModelServer/Discovery 支持 VRML 文件格式。

VRML 文件以参数的形式(节点)存储三维场景 ,

保存场景模型位置之间的相对参数 ,这样减少了

很多点的存储 ,而且采取由 IBM 、Apple 和 Para-

g rih提出的一种二进制文件格式存储 ,其平均压

缩比为 5∶1 ,所以 VRML 文件比其他格式的三维

场景文件要小得多 ,适合在网络上传输 。在支持

VRML 的 Web GIS 产品中 , VRML 只是作为数

据的一种建模方式 , 服务器端将场景建模好的

VRML 文件传给客户端供给用户进行三维浏览 、

漫游 。VRML 文件由服务器分析 、计算得出的结

果数据生成 ,然后通过网络传给客户端的用户。

在一个标准的 56K 调制解调器上 ,以平均的网络

流量下载一个 100K 的 VRML 文件需要 40s ,还

需要额外加上下载纹理贴图的时间;一个复杂的

三维场景必须分成许多 100K 大小的 VRML 文

件 ,网络传输时间很长 。为了进一步减少网络传

输时间 ,针对三维场景漫游时重叠较多 、前后场景

往往部分变化的特点 ,本文采用基于特征数据的

VRML 建模 ,由服务器端传输场景或场景变化部

分的特征数据的 VRML 文件给客户端 ,然后在客

户端进行浏览 ,从而减少 VRML 文件的数据量及

传输时间 。

1　基于特征数据的 VRM L 建模在

Web GIS中的实现

　　基于特征数据的建模技术产生于 20世纪 80

年代 ,并在近年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广泛应用于

CAD/CAM 建模中。它抽取表达三维场景的几何

结构和位置信息的特征数据进行建模。VR在

Web GIS 中主要用于在客户端对查询结果进行

三维显示 、浏览和漫游。在 Web GIS 中 ,一般采

用 LOD技术来提高显示效率 ,使用基于特征数据

的 LOD技术进行 DEM 格网的抽稀和模型的简

化则更能提高显示的效率 。

将特征数据建模技术应用于VR_Web GIS中

(总体结构如图 1),服务器端的 GIS 应用程序输

出形成三维场景的数据文件 ,采用 LOD技术输出

各个精细级别的特征数据 ,其格式较其他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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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系统保持不变 ,但数据量减小了 ,然后将特征

数据在 VRML 生成模块中形成 VRML 文件 。特

征数据由 GIS 应用程序输出 ,包括模型的名称 、

ID号 、功能 、显示方式等信息 。

图 1　VR_Web GIS 总体结构

F ig.1　F ramewo rk of VR_Web GIS

1.1　客户端

客户端完成提交客户的查询要求并显示结

果。数据查询模块以CGI或ASP 方式编程实现 ,

在观察时支持用户的交互 ,用户可以对三维场景

中的实体进行查询 、修改文字信息等操作;VRML

浏览器是由Web浏览器加 VRML 插件组成 ,主

要用于观察 VRML 世界。由于采用了 VR技术 ,

所以客户端必须安装相应的 VRML 插件才能浏

览结果数据。

1.2　GIS应用程序

GIS应用程序根据用户的要求 ,从空间数据

库中提取相应的数据(如弧段由哪些点组成 ,这些

点的坐标值等)进行计算 、分析 ,得出用户所要求

的三维场景的特征数据。例如 ,一条最短路径由

哪些弧段组成 ,组成这些弧段的点的坐标值 , VR

世界的边界坐标 ,各个实体模型的位置 、材质 、纹

理信息 ,并结合观察者的视点位置选择相应的模

型精细级别以及其他的相关信息直接传给

VRML 生成模块。

VR_Web GIS 主要完成对地形数据的高分辨

率动态显示 ,常常要达到每秒 15帧以上 ,计算一

帧显示一帧。要保持与具有如此巨大 、复杂的数

据库实时的交互 ,必须采用独特的数据结构和算

法 ,否则就会超过硬件的处理能力。降低地形网

格曲面的复杂程度基于距观察者的距离 、与视线

相交的角度 、地形的起伏程度 3个标准 。对于远

距离实体 ,需要简化地形模型 ,而随着视点靠近物

体 ,需要相应增加实体的复杂性。减少复杂地形

模型的数据量可通过对视窗外的部分进行裁剪 、

地形数据的多级层细节(LOD)来实现 。LOD技

术通过将地形模型组织成一个层级式的四叉树结

构来提高运算速度。该四叉树的最高结构层节点

代表整个数据库所表示的区域 ,其每个结点表示

上一级节点的 1/4区域 。在该 1/4区域中 ,按最

大 、最小值进行特征数据的抽取 ,即将该区域按精

细的级别进一步分成小区域 ,每个小区域只取最

大和最小值的点 ,其他点省略 ,这样可最大限度地

用最少的点保证地形的特征。如果简单地按平均

距离进行特征点的抽取 ,有可能丢失一些关键的

地形拐点 。四叉树中每一个可视结点数据由图形

分辨率来确定 。某一区域距离观察点越远 ,或者

地形越平坦 ,其渲染所需的分辨率就越低 。若用

户的视线与某一区域的斜坡正交 ,高低分辨率模

型的渲染效果相同 ,这样可减少需要渲染多边形

的数量。

材质也可用于四叉树的各个结点。确定材质

分辨率的准则是距视点的距离及视线的角度。距

视点越远 ,地形网络中的多边形在屏幕上所占的像

素也越少 ,大面积采用低分辨率的材质 ,可减少缓

冲区占用的渲染时间 ,但当分辨率不同的相邻两层

切换时 ,会产生跳跃现象 。因此 ,还需采用 Morph-

ing方法来平滑相邻的级层 ,使其自然过渡。

图2 、图 3分别是当观察者距离视点 50m 和

1m 的场景。

1.3　空间数据库

空间数据库为 GIS 应用程序提供原始的空

间数据 ,包括点的坐标值 、线(组成线的点的坐标

值)、面(组成面的线的点的坐标值)、体(组成体的

面的线的点的坐标值)及其之间的关系等。

　　在数据库中 ,由于定义了规则和值域等 ,数据

的录入和编辑都可以进行智能化的合法性校检 ,

从而避免了数据的不一致性。对象与对象之间的

关系可以被定义 。一个空间要素可被描述或定

义 ,即如果与其相关的其他空间要素被移动 、修改

或删除时 ,它就会相应反映出所受到的影响 。

为便于管理和开发地理信息(空间信息和属性

信息),在建库时是分层处理的。也就是说 ,根据数

据的性质分类 ,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归并一起 ,形成

一个数据层。GIS应用程序从空间数据库中读取

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三维场景的特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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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距离视点 50m 的场景图

Fig.2　Scene Graph 50m away from the V iew Point

图 3　距离视点 1m 的场景图

Fig.3　Scene Graph 1m aw ay from the V iew Point

1.4　属性数据库与 VRML 生成模块

属性数据库和 VRML 生成模块位于服务器

端。VRML 生成模块的功能主要是采用 API 程

序将特征数据生成对应的 VRML 文件 ,然后利用

VRML 浏览器进行观察。属性数据库存储相应

地物要素的属性数据 ,供用户查询 。

将特征建模技术应用于 VR_Web GIS 中 ,为

GIS应用程序和 VRML 三维显示提供了一座桥

梁 ,客户端用户以熟悉的方式利用服务器端的

GIS应用程序对三维场景进行查询 、拓扑分析 ,然

后输出场景建模的特征数据并快速地在客户端得

到三维场景模型 ,最后在客户端进行漫游 、浏览 ,

缩短了Web GIS 中客户端用户等待服务器端三

维分析结果数据的网络传输时间。

2　VR_Web GIS 中特征数据的描述

与抽取

2.1　特征数据的描述

特征(Feature)是类的基本属性的描述 ,是一

组与模型描述相关的信息的集合 ,集合中元素必

须符合其识别与分类规则 。特征可被认为是一个

独立的实体 ,并且在模型的生命周期中具有一定

的功能。

一般地 ,特征集可定义为具有共同特点的一

类属性的集合:

F ::={f i i ∈ N}

其中 ,F 为特征集;f i是F 中的一个个体;N 是整

数集 。

特征空间是由 N 个线性无关的特征集的笛

卡尔积构成的。设 F1 , F 2 , …, Fn 为特征 , 且

{(f 1 , f 2 , … , f n) f 1 ∈F 1 , f 2 ∈F 2 , … , f n ∈F n},

则 F1 ×F 2 × … ×Fn为特征集的 N 维欧氏空

间 ,因此 ,特征的建模系统的作用域就是特征空

间 ,模型的结构是由特征空间内的若干向量组成

的。

2.2　特征数据的抽取

下面以一个 DEM 格网的抽稀和一个地物要

素的模型简化的特征数据为例 ,说明 GIS应用程

序输出的基于特征的地学可视化模型的概念及操

作。

DEM 特征点抽稀算法如下:

1)读入 DEM 坐标点矩阵 A;

2)保留 4个边角点;

3)确定关键特征点:
{

按显示精细级别的要求 ,将 DEM 划分成 4n 个区域 ,

在每个区域中选取最大最小值作为关键特征点 ,

};

4)for(int i=0;i<=A 的行数-1)
{

遍历矩阵 A ,若该行有关键点 , 则与边角点或上一次

遍历有关键点的行构成矩形

};

5)从关键点出发 ,连接每个矩形的对角线。

这样构造了一个边界是矩形的三角网 ,经过

比较 ,这种方法构造的 DEM 比同等结点数按格

网构造的 DEM 更真实 ,对关键地形拐点的省略

要少一些 。

地物要素特征的抽取即模型的简化算法:
　class CFeature∷public CObject

{

public:

　CString m_sFeatureName;∥特征名

　UINT m_nFeatureID;∥特征标识

　BooleanSetOperater m_BooleanSetOperater;∥布尔运算

符(union 、intersect、subtract或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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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bject＊m_pB_Rep;∥地物要素的边界模型表示

　CTypedPtrList < CObject , CObject ＊> m_ParentFea-

tureList;∥父特征列表

　CTypedPtrList < CObList , CObject ＊ > m_ChildFea-

tureList;∥子特征列表

　　… ∥其他信息

　public:

　　　virtual bool GenerateB_RepO=0;∥生成地物要素

的边界模型表示

　特征 体素与 m_pPartB_Rep 指 定的实 体进 行 m_

BooleanSetOperater指定的拼合操作

　bool BoleanSet(CObject＊m_pPartB_Rep);

　priva te:

　　　∥布尔算子

　　　…

　　　};

地物要素由特征模型一个个拼接而成。对

“地物要素”的各个特征进行实例化 ,就可以得到

“地物要素”的特征对象模型。利用特征可对特征

模型定义统一的操作和管理。例如 ,对于“地物要

素”的特征模型可以对其显示操作定义如下:
地物要素:显示

{

依据高度和形状特性完成建筑的造型 , 显示某个

LOD 级别的特征数据模型;

依据结构特征对模型进行纹理处理;

}

另外 ,如果对多个特征进行联合或聚合就可

以形成新的特征 。如将多个建筑的实例进行联合

就可以构成“建筑群”的特征 ,而将“建筑” 、“道路”

等特征聚合就可以构成城区的特征 。
建筑群:Association 建筑

{附加特征;

};

城区:Agg regation 建筑 , Agg regation 道路

{附加特征;

}

若某些场景的重叠较多 ,在实际的应用系统

中还可根据情况取变化的部分为特征数据。这样

即可将Web GIS 在网络传输空间数据的问题转

化为 M IS中的属性数据的传输。

3　结　语

随着 VR技术 、Web技术和 GIS 技术以及数

据库技术的不断发展 ,它们之间的结合趋势也越

来越明显。GeoV RML 使得 VRML 语言不再只

能描述简单的三维物体 ,增加了对复杂地理表面

的建模。Web GIS使 GIS 应用走向公众 ,通过网

络可以将空间信息传至千家万户 。Web GIS 产

品中的 ModelServer/Discovery 支持 VR网络数据

格式 。而在Oracle8.0 中增加了对空间数据的操

作 ,如果能用数据库技术对 VRML格式的文件数

据进行管理 、存储 、操作 ,则能使 GIS 应用系统在

Web上对用户的反应速度更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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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 roduces a new w ay of modeling using feature data in VRML to solve the

key problem which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huge spatial data and limited net bandwi th.

VRML is the tool fo r creating three_dimensional vi rtual experience on the w orld w ide w eb.

VRML is designed as a common file fo rmat to allow anyone browsing the w eb to view threedi-

mensional.It is w rit ten in plain tex t and hence can be created using a simple text editor.Using

V RML in Web GIS has been developed in many commercial GIS sof tw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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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deling technology based on feature data was generated in 1980s and developed very

quickly.The feature data of the geometry and place information of three_dimensional scene are

used in it.

A structure of VR_Web GIS based on feature data modeling is provided.This paper details in

how to realized the system.In the system the method of feature data modeling is used in tw o

fields:① reduce the point of DEM to lessen the data of DEM;②predigest the object model of the

three_dimensional scene.

Lastly , two algori thm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virtual reality;GIS;feature data modeling ;Web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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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function is designed to transform the intensity domain to the fuzzy domain.In addition , it is

not alw ays necessary that the fuzzy membership of a crossover point must be equal to 0.5 in our

method.This technique can not only highlight the interested object according to one' s require-

ments and the feature of image but also make the blur edge of object clearer.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results are sat isfactory .

Key words:remote sensing image;fuzzy set;membership function;image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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