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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ROAM 算法的缺点 ,对 ROAM 算法进行了改进。改进算法提出了先分块后构模的思想 ,首先将

大规模高程数据进行分块 ,然后根据视点与子块的关系对每一个子块进行细分判断 , 最后 , 用改进的 ROAM

算法模拟我国荆江地区的三维地形 ,取得了良好的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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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 , Lindst rom 提出了一种可以对规则

网格表示的地形模型进行实时的细节层次删减和

绘制的方法[ 1] 。1997 年 , Duchaineau 等提出了实

时优化自适应网格(real-time optimally adapting

meshes ,ROAM)算法
[ 2]
。ROAM 算法的基础是

用三角形二叉树来动态表示网格 ,因此 ,可通过定

义三角形二叉树和分裂 、合并操作来保证增加或

删除顶点时网格的连续性。Cignoni等人提出了

一种利用门限函数来控制地形不同区域分辨率的

可变分辨率(variable resolution)模型[ 3] ,其中门限

函数由实际的应用问题确定。

此外 ,小波变换也被用于多分辨率模型 ,它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视点有关的算法 ,该算法首先

确定视点感兴趣的区域 ,然后将地形划分为可变

大小的块 ,以确定信息所在的位置 ,接着用小波变

换对每个块进行编码 ,再将这些块按其视觉信息

量的大小分为不同的等级 ,并将其中所含信息量

大的小波系数置入一个位流中 ,进行累进传输和

存取
[ 4]
;另一类则是 Gross等人提出的由地形表

面特征决定其局部的细节层次的算法。该算法通

过小波变换分解原始数据集 ,然后分析变换所得

的系数 ,即首先定义一个小波空间滤波器 ,然后通

过对局部谱的估计 ,来控制局部表面细节层次的

近似程度。这种方法不仅对地形有效 ,而且对其

他定义在规则栅格上的数据集均很有效[ 5] 。

1　改进的 ROAM算法

笔者认为 ,现有的基于规则网格的 LOD(lev-

el of details)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采用四

叉树或者二叉树结构;另一类则将地形视作灰度

图 ,采用小波变换等图像压缩的方法对 DEM 数

据进行简化。小波变换的方法虽然能够处理任意

大小的 DEM 数据 ,但是由于其实现过程复杂 ,在

实际应用中并未被推广使用。而基于四叉树或者

二叉树结构的 LOD技术实现过程简单 ,因此在实

际应用中被广泛采用 。

1.1　先分块后构模的均衡策略

当DEM 数据量比较小时 ,采用三角形二叉树

构建 LOD模型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因此 ,可以将

规模较大的地形进行分块处理 ,对于每一个子块分

别建立相应的二叉树三角网 。当视点在三维场景

中漫游时 ,首先根据视点位置判断各个子块是否需

要进行细分 ,如果屏幕投影误差不满足视觉要求 ,

则对该子块进行细分 ,否则就显示该子块。这种分

块的方法实际上将一棵深度很深的二叉树先分成

了若干个深度较浅的二叉树 ,而在这种深度较浅的

二叉树基础上构建 LOD是非常高效的 。另外 ,这

种大规模地形进行分块还有利于纹理的处理和并

行绘制。用户可以根据 DEM 数据的大小进行任意

分块 ,子块划分需要满足两个原则:①划分的子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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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应小于子块内的网格数;②子块网格的行数和

列数应尽量相等。一般来说 ,为了编程的方便 ,分

块的方法大都使用平均分块法。如对于 4 097×2

049的地形数据 ,可以按矩形网格平均分为 32×16

个小块 ,每块含有 129×129的 DEM 数据。这样 ,

各个子块的细分过程只要用相同的程序模块就能

完成 。如果 DEM 数据不能平均分块 ,用户可以根

据需要对大规模地形进行非等分的划分 ,对于非等

分的子块 ,在初始化子块以及设置退出递归判断的

条件时应注意有所不同。

将大规模地形分成子块后 , LOD模型可以在

子块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典型的子块在平面上的

投影形状如图 1所示 ,子块的宽度和高度(即子块

DEM 数据的列数和行数)由地形划分的方式决

定。根据图 1 可以确定子块 C++程序类。笔者

认为 ,一个子块类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内容:存储子

块中心点及 4 个顶点坐标的 vertex 数组;子块的

半径范围 radius ,供用户判断是否要进行视锥剔

除;用于判断子块是否要进行细分的布尔变量 en-

abled;一个子块由两个三角形 m_VarianceLef t和 m_

VarianceRight组成 ,分别存储了当两个三角形分别

进行细分时所产生的空间误差;m_BaseLeft 和 m_

BaseRight是符合文献[ 2]所述二叉树三角网定义的

两个变量 ,分别存储了两个三角形细分时所包含的

相关信息 ,即子块的宽度和高度。

图 1　平面数据的存储方式

Fig.1　Sto rag e Method of Plane Da ta

在对子块判断是否要细分之前 ,必须将每个

子块都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工作可以确定每个子

块的半径信息 、子块的平面坐标信息 、子块所包含

的两个三角形信息(包括左孩子 、右孩子 、基邻居 、

左邻居 、右邻居信息)以及这两个三角形逐层细分

时引起的空间误差信息。各个子块经过初始化后

通过其包含的三角形信息连接在一起 ,从而构成

整个无缝的地形 。

1.2　基于非等腰直角三角形的 LOD技术

传统的 ROAM 算法无法为任意大小的 DEM

网格构模。为了能够使用二叉树结构动态表示

DEM 网格 ,笔者采用非等腰直角三角形作为地表

模型的基本单元 ,根据视点位置对非等腰直角三

角形进行判断 ,确定其是否需要分裂或者合并。

下面以一个 11×9的子块为例 ,介绍用非等腰直

角三角形进行细分的方法。图 2给出了一个 11

×9子块的细分过程。本文假设子块由右上三角

形和左下三角形组成 ,从图 2(a)可以看出 ,这两

个三角形都不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分裂时 ,同样

可以像 ROAM 算法那样连接三角形顶点与其对

边的中点 , 从而产生两个不同的三角形 , 与

ROAM 算法不同的是 ,这里产生的三角形不一定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为了保证三角形在分裂时不

出现相邻三角形的重合或者空隙现象 ,笔者规定

在细分时 ,中点的坐标必须为下取整 ,即

xmin =(x left)+ x right /2

ymin =(y left)+y right /2
(1)

　　从图 2可以看出 ,由于子块 DEM 数据的行

数和列数不同 ,这种中点取值的规定使整个二叉

树三角网变得不均匀 ,不均匀的程度与DEM数

图 2　11×9 子块的细分过程

Fig.2　Split Procedure of a 11×9 Sub-square

据的行列数之差成正比 ,因此在分块时 ,子块网格

的行列数需尽量相等。在细分时 ,两个层次间的

空间误差可由下式计算:

R =abs(Hmid -(H le ft +Hright)/2.0) (2)

　　在第一次细分后 ,每个中点都可以从左右两

个方向进行细分 ,它们分别产生两个空间误差数

据 ,记录这两个误差中较大的值 max R ,并根据该

值与视点位置的关系确定在三维场景中漫游时该

三角形是否需要细分。在实际编程时 ,笔者采用

的三角形细分条件如下:

maxR ·λ>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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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d 为视点到该二叉树结点的距离;λ为与投

影方式相关的常数 ,一般取 λ=ω/ φ, ω为视锥角

φ范围内投影面上的像素个数 。

子块 DEM 数据的行列数不同 ,使得细分过

程在行的方向和列的方向到达底层的时间也不

同 ,数据较少的方向先到达底层。在图 4 给出的

例子中 ,列方向数据较少 ,因此 ,在列的方向先到

达底层 ,而在行的方向则有部分数据未被使用。

设有正整数 m L ,则进行递归细分判断的条件为:

abs(x lef t -x right)>m L

abs(y lef t -y right)>m L

(4)

　　当式(4)的条件满足时 ,再根据式(3)判断该

三角形是否需要细分 ,否则退出递归判断 。 m L

是一个控制网格细分程度的变量 ,该值越小 ,则细

分程度越大 。当 mL =1时 ,网格能够在某一方向

上细分到底层。

1.3　二叉树的快速访问机制

由于在二叉树遍历过程中大量使用了递归的

算法 ,因此 ,二叉树的存储形式将直接影响 LOD

构模的速度。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采用数组方式存

储二叉树结点(而不是通常所用的链表结构),这

样就可以利用计算机位移运算(左移和右移相当

于结点位置乘 2或者除 2)的特点快速定位到需

要计算的二叉树结点上 ,从而加快二叉树遍历的

速度 。图 3为用数组存储二叉树结点的示意图。

图 3　二叉树数据的快速遍历

Fig.3　Fast T raverse of Binarytree Nodes

2　应用实例

根据本文所述方法 ,笔者在 VC++6.0环境

下 ,以 OpenGL 作为三维图形绘制工具 ,模拟我国

荆江地区的三维地形。笔者所使用的微机环境为:

PⅢ933 、内存 256M 、显卡 32M GeoForce ,原始的

DEM 数据格式为 2 161×2 161。在编程时 ,将

DEM 数据分为 20×20个子块 ,每个子块含有 109

×109个高程数据 ,三角形分裂和合并的过程仍然

参考传统的 ROAM 算法 ,用二叉树三角形存储平

面坐标信息和各个细分层次的误差信息 ,根据视点

与空间误差的关系确定需要绘制的三角形。高程

数据用一个一维数组按行存储 ,最后在绘制三维地

形时 ,可以很方便地从该数组中取出与三角形平面

坐标所对应的高程。图 4为 λ取 5 、m L取不同值

时绘制的三维地形图(t为实际绘制的三角形)。

图 4　m L 取不同值时绘制的三维地形

Fig.4　Result Terrains with Different mL Values

　　为了和传统的 ROAM 算法比较 ,笔者还分别

选取了该地区 129×129 、257×257 、513×513 、1

025×1 025 、2 049×2 049格式的 DEM 数据 ,与

本文提出的先分块后构模的方法进行比较 ,在屏

幕误差相同时 ,这两种方法的地形简化率几乎相

同 ,但是随着地形数据的增加 ,本文所述方法的绘

制效率相对传统方法逐渐提高 。图 5给出了这两

种方法绘制效率的比较。

图 5　不同 DEM 数据的绘制效率

Fig.5　Rendering Performance with Different DEM Data

实验表明 ,改进后的算法构网效率高 ,构网结

构正确并且便于实现 ,完全满足对任意 DEM 的

地形数据进行不同分辨率的实时提取。

3　结　语

1)本文提出用“先分块后构模”的思想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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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模型 ,这种思想解决了当 DEM 数据量特别

大时使用二叉树造成的访问效率低下的问题 。实

际上 ,大规模地形分成若干子块后 ,在对各个子块

进行 LOD构模时 ,只有少数子块距离视点比较

近 ,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细分 ,而大部分子块细分的

层次都比较浅 ,这就相当于将一棵深度很深的二

叉树转化为若干棵深度较浅的二叉树 ,总体效率

大大提高 。

2)采用非等腰直角三角形作为模拟地形的

基本单元 ,使得改进算法既能够充分利用二叉树

三角形的特点来建立连续无缝的LOD模型 ,又可

以使该模型能够表示非(2n+1)×(2n+1)格式的

DEM 数据。

3)使用数组存储二叉树的结点 ,并采用位移运

算访问结点数据 ,极大地提高了二叉树的遍历速度。

当然 ,这种改进的算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 ,如果子块的行列数差别很大 ,则会造成二叉

树三角网的不均匀 ,从而使地形在视觉上引起失

真;其次 ,在非等腰直角三角形基础上构建 LOD

模型时 ,虽然该模型能够适应非(2n +1)×(2n +

1)格式的 DEM 数据 ,但是这种模型细分到底层

时 ,有一部分数据仍然未被使用 ,也就是说 ,这种

算法是以牺牲一部分 DEM 数据为代价的 ,这在

客观上造成了数据的浪费。DEM 数据的行数和

列数的大小直接影响牺牲数据的多少 ,不同的行

列数所引起的牺牲数据的大小也是不同的。在实

际应用中 ,通常的地形简化率都在 90%以上 ,并

且地形数据越大 ,简化率也越高 ,只有离视点位置

特别近的那部分 DEM 数据才可能划分到底层 ,

因此 ,浪费的数据主要集中在离视点较近的位置。

如何寻找最优的分块策略 ,并保证最大程度地利

用已有数据是笔者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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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n improved LOD algori thm based on ROAM .The improved algo-

rithm brings out an thought of “ first division then modeling” , it first divides the large DEM data

into some smaller sub-blocks and then establishes the real-time continuous LOD based on those

sub-block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ew point location and the space error.Last ,

this paper uses the improved algorthim to simulate the terrain of Jing jiang area and gets a good ef-

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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