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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了一种基于视点的实时交互的多分辨率地形模型 ,在数据结构 、空间连续性 、时间连续性 、视景体

裁剪 、扇形绘制和纹理映射等方面详细讨论了该模型实现的技术细节。试验表明 , 该算法简单 、有效 , 大大加

快了图形显示速度 ,并节约了内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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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实时绘制和交互式可视化是虚拟现实 、

地理信息系统 、计算机图形学 、科学计算可视化等

技术研究的关键问题 ,它在战场环境仿真 、娱乐与

游戏 、地形漫游 、道路选线 、土地规划 、网络 GIS等

众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三角形是计算机图形

绘制的基元 ,目前 ,尽管许多高档图形工作站已能

对上万个三角形进行实时绘制 ,但地形数据异常

庞大 ,大大超过了一般图形的实时绘制和内存管

理能力 ,因而模型简化技术 、多分辨率表示和 LOD

(level of detail)技术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

一个实时多分辨率地形表示或实时 LOD的

数据模型和算法应当在可交互的帧率下 ,最大程

度地保证地形绘制和显示的质量。它应包括如下

特性:①绘制和显示时支持不同地形区域的不同

细节层次的表达;②保证空间连续性 ,即不同细

节层次的区域之间不存在裂缝和阴影的不连续;

③物体空间误差或屏幕空间误差在要求的显示

帧率下最小;④保证时间连续性 ,即最大限度地

减少冒泡现象;⑤维持一个恒定的帧率;⑥三角

形绘制数目在给定的限制条件(如误差门限阈值 ,

视野范围等)下最少;⑦保持在紧凑的三角形格

网内快速检索单个三角形;⑧保持可视平截头

体 、背面和遮挡的裁剪;⑨三角形组织成条带或

扇形结构进行绘制和显示;⑩开发帧间连贯性 ,

以减少三角形格网绘制生成的时间; 11尽量减少

算法执行的时间 ,以满足实时的要求; 12尽量降低

对计算机内存的需求 ,最好能在 PC微机上运行。

前4个特性是对计算机三维图形显示质量和视觉

效果的要求 ,后 8个特性是对计算机执行性能的

要求 。而四叉树结构在实时多分辨率地形表示方

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①四叉树结构与地理信息

在坐标系统方面一致;②四叉树结构有利于将二

维纹理图像映像到三维地形表面;③能降低格网

动态更新时间 ,加快地形的实时绘制;④数据结

构简单 ,占用内存少 。但是简单的四叉树结构由

于可能在其结点拼接处形成“裂缝”和 “T 型节

点” ,故不能适应多分辨率地形表示的要求。为

此 ,许多学者对该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扩

展
[ 1 ～ 4]

,但整体而言 ,其描述过于理论和抽象 ,实

现的算法和关键技术细节还有待深入研究。笔者

基于多分辨率简化模型的典型特征 ,实现了一种

隐含四叉树结构的适合实时多分辨率地形表示的

数据模型 , 并详细分析了其实现的关键技

术。 　　　

1　数据模型

与用指针显式递归表达的四叉树不同 ,笔者

采用与原始高度场数据尺寸(2
n
+1)×(2

n
+1)相

同的矩阵Quadtree()存贮四叉树结点是否细分的

代码来隐含地表达四叉树 ,如图 1(其中“1”表示

该结点需细分;“0”表示该结点不需细分 ,为四叉

树的叶子点;“ ?” 表示该结点在四叉树生成过程

中未涉及 ,无需考虑)。由于该结构采用自顶向

下的三角化方法 ,每一帧四叉树结点数目仅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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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结点矩阵与对应四叉树结构的关系图

Fig.1　Quadtree Nodes Matrix and Its Corresponding Data Structure

于图像显示质量 ,而与高程场数据尺寸无关 ,因而

节约了内存空间 ,提高了显示速度 。

一个四叉树结点是否需细分是依据细分标准

f 来判定的。 f 定义为:

f =L (d ·C ·max(c ·d2 ,1)) (1)

式中 ,L 为视点到四叉树结点的 L1 范距离;d 为

四叉树结点边长;C 、c 为分辨率控制常数;d2 为

该四叉树结点所示区域的地形起伏度。当且仅当

f<1时 ,该四叉树结点才需细分;常数 C确定最

小的全分辨率;c 直接影响每帧绘制的三角形数。

通过调整当前显示系统 c 的大小 ,可维持一个恒

定的帧率 , 故 c 为预想的全分辨率 。

从该模型可看出 ,依据人眼的特点 ,距离视点

L<(d·C)的区域 ,将最精细(全分辨率)地表示 ,

而距离视点 L >(d·C)的区域 ,则依据其地形起

伏度 、视距和控制常数 c 采用不同的分辨率 ,从而

形成基于视点变化的多分辨率地形模型 。

2　空间连续性和时间连续性

2.1　空间连续性

在四叉树结构中 ,空间连续性是通过保证其

结点之间的分辨率最多相差一个细节层次来实现

的 ,也即当一四叉树结点需细分时 ,它相邻的上一

层次结点(其边长为该结点边长的 2 倍)也要细

分。它可通过对常规四叉树进行受限控制来达到

目的
[ 5]
。本文是通过调整细分标准 f定义中的d2

隐含地实现的。

d2 在最低四叉树细节层次(3×3格网)是指

该结点最大的内插误差 dh i 与d 的比值 ,即

d2 =
1
d
max|dh i | (2)

而在较高层次(Level>1),为了保证空间连续性 ,

d2 还与邻近的四叉树结点的上一层 d2 有关 ,它

为其自身依据式(2)计算的 d2 值与 K 倍邻近结

点的上一层d2 值的最大值。在试验中 ,笔者采用

K =C (2(C-2)),比 Rottger推导的稍大
[ 3]
,结果

才更合理些。得到 d2 后 ,将其传播到四个角点 ,

继续自底向上进行递归 ,直到得到整个四叉树结

点的 d2 ,将其存贮在尺寸与高度场数据尺寸相同

的二维数组 ROUGHNESS()中 。

2.2　时间连续性

时间连续性可通过顶点几何变形
[ 2 , 3]
来实现。

其具体方法是:对每一顶点设定—融合因子

blend , blend ∈[ 0 ,255] ,用一字节存贮 ,当 blend=0

时 ,表示该顶点使用线性内插高程;当 blend=255

时 ,表示该顶点使用实际高程 。blend依赖于 f ,当

f≥1时 ,四叉树结点不细分 , blend=0;随着 f 变

小 ,blend逐渐增大 ,直到四叉树结点至少有一子

结点。当四叉树结点有一个以上子结点时 ,中心

点和部分边点因与子结点角点有关而角点不需几

何变形 ,必然是实际高程值;当 f<0.5时 ,该四叉

树结点至少有一个子结点 ,故此时 blend=255。

子结点的边长为其父结点的一半 ,故其 f 为父结

点的 2倍 。当然 ,视点到父结点和其子结点的距

离不同 ,这也影响 f ,但至少有一子结点比父结点

的视距近 ,故至少有一子结点 f >1。Rottger由此

得出 ,在 f ∈[ 0.5 ,1]时才需变形 ,公式为:

blend =2 ×(1-f)×255 (3)

但笔者发现 ,四叉树结点当 f ∈ [ 0.5 ,1] 时 ,仍可

能有子结点 ,此时 blend=255 ,式(3)与实际情况

不符 。为此 ,笔者将式(3)修订为:

blend =(1-f) ((fc -1) 2+(1-f))×255

(4)

fc 为四叉树结点的四个子结点中 f 的最小值 ,经

测试没有发现异常 ,较好地满足了实际情况 。这

样 ,顶点的融合高程 height为:

height =f rom +(from -to)×blend 255　(5)

式中 , from为顶点的线性内插高程 , to 为顶点的实
际高程。

为了节约存贮空间 ,可将顶点的融合因子

blend存贮到四叉树结点矩阵 Quadtree()的相应位

置。这样 ,当 blend=0时 ,四叉树结点没有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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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blend∈[ 1 ,255]时 ,四叉树结点都已细分 ,该点

的高程用式(5)计算。

3　视景体裁剪 、扇形绘制和纹理映射

视景体裁剪 、扇形绘制和纹理映射是多分辨

率地形模型的辅助特征 ,前两者用于加快地形绘

制的速度 ,后者用于增强地形的三维真实感和表

面信息量 。

1)视景体裁剪是裁剪掉视野范围外区域 ,使

该区域内的四叉树结点不参与动态更新和绘制 ,

从而加快地形显示速度。视景体一般采用平截头

体(Frustum)四棱台 ,需要用 6个面(上 、下 、左 、右 、

近和远裁剪平面)判断四叉树结点是否在其内 ,每

个面可用线性方程 AX +BY +CZ +D =0表示 ,

其中(A , B , C)为该平面的单位法线矢量 ,D 为原

点到该平面的距离 。实践中 ,因为三角形数目影

响不大 ,可不考虑视景体 6个面中的 3个 ,即近裁

剪平面和上 、下裁剪平面 。这样 ,若四叉树结点包

围盒的 8个点全在平截头体 3个平面外 ,即 AX +

BY+CZ +D >0 时 , 则该结点不可视 , 应设立

Outside_Frustum码 ,将完全裁剪掉;若 8个点全在

平截头体 3 个平面内 ,即 AX +BY +CZ +D <0

时 ,则该结点全部可视 ,应设立 Inside_Frustum 码 ,

将不进行裁剪;否则为部分可视 ,应设立 Partially_

Frustum码 。对部分可视的结点继续对其 4个子

结点进行判断 ,并递归直至得到全部可视的结点。

2)为了加速地形的显示 ,三角形面片应以扇

形或条带的形式组织 ,因为在该显示下 ,多个三角

形共用同一顶点的光照 、纹理 、颜色等 ,只需计算

一次 ,故绘制速度将大大提高 。对 3×3全分辨率

格网 ,不进行扇形方式绘制 ,需要 24个点的计算 ,

如果采用扇形方式 ,则仅需 9个点的计算 ,将大大

加快图形处理器的进程。笔者在试验中采用扇形

方式对四叉树的三角形进行组织 ,图形处理器的

速度加倍 。

3)纹理映射即是将纹理图像粘贴到物体表

面 ,以使物体具有真实感 。对地形模型而言 ,可将

遥感图像 、航空相片 、分层设色图作为纹理贴到三

维模型上 。而对多幅图像同时映射到同一模型表

面 ,则需采用纹理融合技术 。纹理融合可采用

OpenGL 的ARB扩展功能提供的多纹理处理函数

glActiveTexureARB()和 glActiveTexCoord2fARB()一

步完成 。如采用 OpenGL的核心库函数则需多步

完成 ,每一步仅处理一幅图像 ,在每步处理前均需

清除深度缓存 ,其处理速度要慢于第一种方法。

由于光源位置一般固定 ,故各地形点的光照

强度是常数。为了加速地形生成显示 ,笔者预先

计算各点的光照强度 ,将其存贮在一图像文件

(BMP)中 。绘制时 ,将其作为纹理映射到地形模

型上 ,而不需在更新交互时一点点地处理光照强

度。当光源位置变动时(只要不随视点的变动而

变动),仍可按上述方法预先离线处理 ,然后将光

源变动而形成的光照图像文件粘贴 ,从而提高实

时交互的速度 。

4　试　验

本文采用一个尺寸为 512像素×512像素的

DEM文件进行试验。首先将数字地形模型的高

程值存贮到一尺寸为 512像素×512像素的二维

数组 height()中 ,然后计算各点的地形起伏度

(d2),将其存贮在二维数组 ROUGHNESS()中。

依据视点平截头体进行四叉树的实时更新 ,将融

合因子blend存贮在结点矩阵 Quadtree()中 ,纹理

使用 ARB扩展功能 ,采用预先计算的光照阴影图

和该地形另一质地图像进行透明的融合 。在内存

256M 、显卡 Gigabyte GV_GF1280-32E ,显示模式为

800像素×600像素 ,使用 VC
++
,基于 OpenGL 和

GLUT 实现了该多分辨率地形实时动态显示模型 。

通过视景体裁剪 ,可大大减少三角形和扇形绘制

数目 ,从而提高动态交互的显示速度;通过调节

c ,可增加或减少多分辨率地形的细节层次 ,从而

可使地形模型以想要的分辨率进行显示 。表 1是

对同一地区在同一视点和视线方向下是否采用视

景体裁剪以及不同值的测试表 ,其中最小的全分

辨率 C设为常数 16。

随着视点和视线方向的变化 ,各个地区的三

角形和扇形绘制数目将有所不同 ,绘制速度将有

所变化。但通过调节 c ,至少可维持用于动态交

互的最低帧率(约 10帧 s)。图 2(a)、图 2(b)为在

视景体裁剪下对同一地区在同一视点和视线方向

下 ,通过改变 c而得到的多分辨率地形的光照阴

影三角形线框图 ,图 2(c)为在视景体裁剪下 ,对

该地区移动视点后的光照阴影三角形线框图 。最

小的全分辨率 C设为常数 16 , 其中视点在地形

表面的投影如图 2(a)所示。从图 2可看出 ,在视

点投 影 处形 成了 一 定范 围 L <(d · C)

的全分辨率地形表示区域;而当L >(d·C)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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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动态多分辨率地形数据测试

Tab.1　Data Text of Dynamic Multi-resolution Terrain Models

预想的全分辨率 c 绘制速度 帧·s-1 绘制三角形数目 绘制扇形数目

不进行视景体裁剪

0.03 21 6 492 1 228

0.04 17 8 859 1 743

0.05 12 12 187 2 420

进行视景体裁剪

0.03 25 2 844 546

0.04 21 3 577 700

0.05 18 4 280 876

则依据 d2 、距离 L 和 c 等 ,按照式(1)形成不同

分辨率的三角形格网。从图2还可看出 ,各不同分

辨率的三角形格网在空间上是连续的 ,不存在裂

缝和空洞 ,时间上的连续性在图中无法体现 。

图 2　光照阴影三角形线框图

Fig.2　Sketch of Triangulation Linear Frame and Light Shading

5　结　论

本文归纳分析了多分辨率地形表示的技术特

征 ,实现并验证了一种基于视点的多分辨率地形

实时动态生成模型 ,该模型采用隐含四叉树结构 ,

较好地解决了多分辨率地形表示的空间连续性和

时间连续性特征 。对该模型进行帧间连贯性的开

发 、压缩的多分辨率纹理映射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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