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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晕渲中光源使用方法与用色规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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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设计彩色地貌晕渲图的交互式人机协同方法 , 并着重对晕渲中灰度值和色彩的调整方法进行

改进和试验。试验表明 , 利用该方法制作的彩色地貌晕渲效果比单光源彩色地貌晕渲有较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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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貌晕渲法分手工地貌晕渲法和计算机自动

地貌晕渲法两种。前者的制作过程周期长 ,并且

要求制图人员有很好的地图解译能力 、色彩运用

能力和一定的艺术效果处理能力 ,所以制作晕渲

图只能由专业的制图人员完成
[ 1 , 2]
,一旦绘制成功

没有办法再进行调整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

自动地貌晕渲法应运而生。相对手工地貌晕渲而

言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自行设定或者改变

假想光源的位置 ,改变明暗对比度等 。同时 ,为了

提高立体感受 ,还可以适当夸大垂直比例 ,使得读

者对地形起伏一目了然
[ 3, 4]
。

但是 ,对于地形较为复杂的地区 ,一幅好的地

貌晕渲图若只采用单光源往往不会有理想的效

果
[ 1 ,2]
。在国外 ,已有学者在多光源地貌晕渲图的

自动制作方面作了大量的报道 。在国内 ,目前还没

有这方面的报道 ,但在手工制作地貌晕渲图方面 ,

对于混合光源地貌晕渲图的制作 ,我国地图工作者

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自动地貌晕渲

方法应当遵守的规则 ,有关研究必须充分利用这些

规则 ,并在分析国内外已有的自动地貌晕渲方法的

基础上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设计方法。

1　现有地貌晕渲方法的分析

地貌晕渲主要是利用色调的明暗变化来得到

地貌立体感的。在自动晕渲中 ,计算出每一地形

微单元的灰度值是自动晕渲的基础 ,其计算方法

在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地图制图学等方面的教

材上有大量的论述。但是 ,为了得到满意的地貌

晕渲效果 ,国内外很多地图学者在改进自动地貌

晕渲方法方面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特别是瑞

士的 Hurni教授 ,他在博士论文中详细讨论了分

析型地貌晕渲的制作方法 ,直到现在 ,人们仍然在

改进他的分析型地貌晕渲制作的软件 ,因为瑞士

是一个多山国家 ,山地的可视化在瑞士地图的制

作中占很大的比例 。

国内外已开发了多种自动制作地貌晕渲图的

软件 ,如Arc Info 、TNTmips等 。这些软件没有考虑

不同的地貌特征和地形复杂程度 。Yoёli从 DEM

上计算了每个单元的灰度 ,对分析型地貌晕渲进

行了研究 ,并对计算模型进行了多次改进
[ 5 , 6]
。

地貌晕渲图不同于航片或写景照片 ,它必须

以一种用户易读的方式重点描述地貌的特征 ,反

映了地图设计人员对该区域地貌特征的理解。同

时 ,地理空间的尺度不同 ,地貌晕渲所表达的地貌

形态知识会有不同的抽象程度。比如 ,在高山的

阴影下 ,会使小山丘的灰度很大 ,削弱了该小山丘

的地貌形态描述;主光线的方向不同 ,也会产生不

同的地貌晕渲效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提高地

貌晕渲图表达地貌形态的效果 ,很多学者进行了

多方面的尝试 。Yoёli 在 1967年首次进行了光线

方向局部调整的试验
[ 5, 6]
。Brassel继续了这方面

的研究 ,并提出利用地形结构线来自动计算主光

线方向的更复杂的模型
[ 5, 6]
。Zhou 和 Dorrer 提出

了利用 DEM 的小波变换来决定主光线方向的方

法 ,并用于局部光线方向的调整
[ 7 , 8]
。Hurni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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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了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改进的

方法 ,并开发了一个试验软件
[ 5 ,6]
。他们认为分析

型地貌晕渲常常会产生在手工地貌晕渲中不需要

的细节 ,这对于强调地形的结构没有帮助。因此 ,

在平坦的地区 ,采用了“统一灰度值”的方法 ,并认

为只用坡向而忽略坡度 ,来计算灰度值更能模拟

手工地貌晕渲的效果。为了模拟从空中俯视的感

觉 ,他提出了用 3个权重参数对每个单元的灰度

值进行修正的方法 ,这 3个权重参数是:点的相对

高程 、相对光线方向的暴露程度和点在坡度线所

定义的斜坡中的位置 ,这样可以降低对比度。他

认为 ,能计算地貌晕渲中的灰度值的图形软件很

多 ,但是不能遵循手工地貌晕渲的规则和规范 ,因

此 ,他提出了利用交互方式改变局部光源方向的

方式来修正局部区域灰度值的思想 ,并进行了试

验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2　绘制地貌晕渲图的策略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绘制一幅好的地

貌晕渲图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能正确描述地貌

形态的 DEM 、合适的灰度计算模型以及符合制图

规则的灰度值和色彩调整方法。

第一个条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Hurni等人

所提出的“删除不需要的细节”问题
[ 6]
可以直接通

过 DEM的局部地形简化来解决 。

直接选择计算机图形学中合适的灰度值计算

模型就可以满足第二个条件 ,比如 ,在 Arc Info 中

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命令。灰度值计算模型常称

为“光照模型” ,分为局部光照模型和全局光照模

型两种 。局部光照模型只考虑由直接光源照射在

物体表面产生的亮度 ,可以模拟不透明物体表面

的明暗效应 ,从而产生有一定真实感的图像;而全

局光照还考虑周围环境的影响 ,可以模拟出细微

的光照效果 ,但计算费时
[ 9]
。地貌晕渲主要展现

较小比例尺下的地形 ,可以采用局部光照模型 。

计算了每一个地貌微单元上的受光量后 ,就可以

算出其相应的明暗度和灰度值
[ 10]
。

第三个条件是地图生产人员讨论的热点。由

于不同地貌形态需要不同的地貌晕渲手法 ,因此 ,

提供一个交互式的地貌晕渲图编辑工具是非常必

要的 。但是 ,完全像 Hurni等人所提出的那样 ,也

会给经验并不丰富的地图制图人员带来麻烦。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 ,尝试用人机协同的方式。从手

工地貌晕渲的经验来看 ,光源和色彩的应用是关

键 。对于复杂的地形 ,往往需要使用混合光源 。

色彩要求满足人的视觉习惯 ,并尽量靠近地理景

观的本色。下面在分析手工地貌晕渲经验的基础

上 ,提出了在分析型地貌晕渲中与光源和色彩应

用有关的改进方法 。

2.1　光源的使用方法

手工地貌晕渲所采用的光源有 3种:直照光

源(光线从头顶向下)、斜照光源 、混合光源(教材

中常称为“综合照光源”)。自动地貌晕渲中 ,一般

采用斜照光源 ,因为其效果比直照光源的效果好 ,

而且计算比混合光源简单
[ 11]
。

斜照光源可以显示地貌立体和山脉及其走

向 ,但可能出现高度和坡度相差很大的山体其阴

影的浓淡相差不大 ,即低而陡的坡和高而缓的坡

看起来差别很小。因此 ,可以用斜照光源为主 、直

照光源为辅显示坡度的陡缓程度
[ 1]
。在较高山体

的背光面使用直照光源 ,使得背光面的阴影不会

太过于均一 ,而是根据坡度有不同的浓淡 ,提高立

体效果 。

山体受光照后 ,可以简单地分为受光面和背

光面 ,背光面的阴影为本影 ,是显示地貌立体的主

要因素 ,其变化和坡向 、坡度有关 。由于山体的阻

挡 ,在其背光面的一方会产生影子 ,在其影子范围

内的地物会比相同坡度坡向的其他不在影子内的

地物要暗得多 ,这就是投影阴影 。一般在高山或

者极高山的地区使用 ,使山体更加高大突出。

地貌晕渲既要表示大体的地貌形态特征和山

体的坡度对比 ,也要反映出不同山脉的高度对比

和地貌形态特征。从手工地貌晕渲的经验来看 ,

大致的明暗变化规则可以通过光照模型来实现 ,

如“受光面呈明调 ,背光面呈暗调” 。但是 ,地貌晕

渲和光源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不同的光源位置

产生的灰度值不同 ,从而其晕渲效果也不相同 。

为了尽量达到手工地貌晕渲所要求的艺术效果 ,

必须对不同的制图区域使用不同的光源 ,甚至对

于同一个制图区域内不同的子区域也是如此。这

主要是因为地貌形态的复杂性以及用户的目的和

用途不同。需要调整光源的区域可以根据制图人

员的经验选择 ,可以人为地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多

边形范围 ,然后依据不同的光源方位角 ,重新计算

灰度值 ,改善晕渲图的立体视觉效果 。

2.2　色彩的使用规则

彩色地貌晕渲是使用色彩的浓淡 、明暗和冷

暖对比来建立地貌的立体感觉 ,相对于单色晕渲

有更丰富的表达力
[ 1 ,2]
。手工地貌晕渲中色彩设

计的原则是:若按地势来设色 ,则用不同冷暖感觉

的色彩反映地势的高低 ,在地势高的地方用暖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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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在近处的感觉;在地势低的地方运用中性或

者冷色 ,看起来远一些;若按地貌类型或者按自然

景观设色 ,则选择的色调主要是实际景观色彩的

概括和抽象 ,往往和地貌类型按经纬度或高程的

带状分布一样呈现带状分布规律
[ 1, 2]
。

在彩色地貌晕渲过程中 ,可以用分层设色的原

理结合地貌类型和地理景观的设色原则 ,并参照自

然地理区划的理论和方法 ,综合考虑地质 、地貌 、土

壤 、植被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找到制图区域的色彩

分布规律 。彩色晕渲只是概略反映地貌和地理景

观 ,其设色以表示垂直地带为主 ,兼顾地貌类型的

局域性 ,进而反映整个制图区域的自然景观。

这些规则可以用参数表的方式描述 ,这种知

识的形式化方法有利于规则的匹配 ,参数表也容

易被用户依据不同要求而重新定义。

3　光线方向调整与色彩应用试验

为了把研究重点放在地貌晕渲的光线方向调

整和色彩使用上 ,笔者直接利用 Arc Info 所采用

的光照模型来计算灰度值 ,但不能直接使用它的

命令 ,因为 ,若直接使用它的命令 ,就无法进行调

整 。采用的试验数据是规则格网 DEM数据(原始

的等高线数据采集于《中国典型地貌地图集》)。

全部试验软件用 Arc Info 8.0的二次开发语言编

写 。具体的试验过程如下。

1)在 Arc Info 中 ,导入已数字化的等高线数

据 ,并进行检查和编辑;

2)将等高线数据转化成规则格网的 GRID ,

计算每一个地形微单元的坡向 、坡度和高程值 ,选

择模拟光源的高度角和方向角;

3)依据所选光源和色彩参数表 ,利用光照模

型计算灰度值 ,得到每一个地形微单元的色彩值;

4)观察输出的地貌晕渲效果图 ,寻找需要进

行局部调整的区域 ,绘制该区域的边界 ,并进行光

源和色彩值的调整。该步骤可以重复 ,直至满意

为止。

对于需调整的子区域的划分方法 ,在 Hurni

等人的文章中没有强调局部子区域的完整性 ,这

会破坏子区域的地貌形态完整性 ,是不恰当的 。

因此 ,子区域的划分应以山脚线(或山体的范围

线)为准 ,这样 ,有利于被调整区域的边界上的灰

度值在视觉上比较协调 。即使是整幅地图使用一

种光源 ,也应顾及山脉的整体走向 ,即该软件应能

自动选择较好的光线方向 。在笔者的试验软件

中 ,采用了以下两种方法确定区域的光线方向。

①设置一个交互环境 ,由用户根据在缺省情

况下绘制的三维形态作为初始图样来确定其主山

脉的走向 。在试验软件中 ,用户可以用简单的直

线段来确定整幅图(当然 ,也可以是被调整的子区

域)的主山脉走向 。

②按区域内坡向的主方向确定光源方向 。

在地貌晕渲中 ,一般不采用正南方向的光源 ,因为

会产生反向地貌的感觉 。常用的光源方向是西北

45°方向 。在这里 ,采用统计方法确定光源方向 。

先将坡向分成多个等份(如 4 个方位 、12 个方位

等),统计坡向在某一等份内出现的频率数(统计

坡向值处在每一等份内的单元数)。然后 ,用频率

高的坡向值所在的方位确定整个地貌晕渲图所采

用的光源方位角。

由于地貌晕渲主要是采用色调的明暗和变化

表现山体的立体感 ,反映地貌的整体三维形态 ,在

统计坡向值的过程中 ,可以只选择坡度大于20°的

地形微单元 ,即只统计山地的坡向值来确定光源

的方位角。

假设制图区域单元的规则格网为一个 m×n

的矩阵 ,对应于某单元(i , j)的高程 、坡度 、坡向值

分别为 E ij 、S ij 、Aij ,将坡向范围分成 n 等份 ,每一

等份的区间为[ R t , R t+1 ] ,每一区间内出现的单元

数为 Nt ,初始值为零 , t =1 , … , n -1。输入地形

单元(i , j)及其相关数据 ,判断 S ij是否大于 20°,

如果不是 ,结束对此单元的统计;如果是 ,进行下

面的计算 , 判断 Aij ∈[ R t , R t+1] ,如果在第 t等份

内 ,则 Nt = Nt +1。所有单元计算完后 ,确定 Nt

的最大值 ,如果 max(N t)= Na ,则Azimuth=(Ra

+ Ra +1) 2。

在笔者的试验软件中 ,利用分层设色的原理 ,

根据地理景观的垂直分布规律 ,依据手工彩色地

貌晕渲的经验 ,确定颜色的科学组合排列。在彩

色地貌晕渲中常用色彩使用规则参数表
[ 2 ,5]
, 其

中 ,色彩用 RGB模式的参数来表示。

由于 RGB色彩模式和人们认识色彩的概念

是不相符合的 ,如亮度 、黑度也无法用 RGB 的系

统参数直接进行描述 , 为此 , 本文引用了 HSV

(hue , saturation , value)这一色彩空间概念来描述颜

色 。HSV模式确定的颜色空间是一个单锥体形状

的空间 ,是以色调 、亮度和饱和度这三个颜色坐标

轴来描述的。在Arc Info 的系统描述中 ,Hue 是建

立在 Tektronix标准之上的从 0 ～ 360°的逆时针方

向计算的彩度。Value表示灰度百分比 ,其值是从

0～ 100 的整数 ,当取 100时 ,就是标准的色彩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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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当取值为小于 100的值 ,并且指定一个饱和度

时 ,就会产生阴影的效果。Saturation用 0 ～ 100的

整数来描述颜色的饱和度 ,或者说是密度的百分

比 。彩色地貌晕渲时 , 将色彩参数表中定义的

RGB色彩转换成 HSV 色彩参数 ,但这里只需要

Hue和 Saturation参数 ,然后根据坡度和坡向计算

灰度 Value分量(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该分量

的范围),就可以得到每一地形微单元对应的彩色

晕渲的色彩值 。

当然 ,色彩值的选择与设置并不是惟一的 ,根

据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审美观点 ,可以选择不同的

组合。上面的色层表只是一种设定的先验知识 ,在

实际应用中 ,可以根据具体制图对象的地貌特征 ,

或特定的表现目的 ,或其他原则进行调整和设计。

图 1是在缺省情况下绘制的地貌晕渲图 ,同

时在图上用黑色实线多边形确定了要调整光源的

范围 。在这一范围内 ,用虚线确定这一局部区域

的主山脉走向 ,然后根据它计算新的光源方向 ,新

的光源方向和主山脉走向垂直。

图 2是调整后的地貌晕渲图。

图 1　缺省方向的地貌晕渲图

Fig.1　Hill-Shading with Default Light

图 2　局部光源调整后的地貌晕渲图

Fig.2　Hill-Shading with Local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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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ight Direction and Color in Hill-Sh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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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alyzing the existing methods of hill-shading ,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teractive human-

computer coordinated method for the color hill-shading.Th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modific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grayness and color.The direction of light can be deci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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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gives the mathematical defini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on the basis of the definited

earth ellipsoid surface in the geocentric coordinate system.Moreover , this paper proclaims that the basic

element on the identical plane location can show many characters or measure of cartographic bod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artographic aims.

Key words:geocentric coordinate system;earth ellipsoid;geographical space;cartographic area;

cartographic body ;cartographic symbol

About the author:ZHONG Yexun , professor ,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n cartographic theory.His typical achievements include study on the

cartographic fuzzy matrix model and mathemat ical expression of cartographic terms;a metrical research on map legibility;the proof of map

image system belonging to Boolean algebraic one , etc.His published papers are more than 70.

E-mail:zyxun 3903 @ yahoo.com.cn.

(责任编辑:　光远)

(上接第 23页)

user or through statistic method.Colo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hree-dimensional appearance of

terrain , and the design of colo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layer tinting and the type of relief.A common

color parameter table is designed.

Key words:light direction;relief;hill-shading;cartographic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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