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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我国地形特点 , 设计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彩色晕渲地图设色方案 , 为数字环境中晕渲地图设计知

识工程的建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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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设计是地图设计中一个最难的环节 ,虽

然目前的软硬件为用户提供了无限的色彩选择空

间 ,人们可以方便地调配出自己喜爱的颜色 ,但对

色彩如何合理使用却没有解决 。色彩在应用中很

难选择[ 1] 。地图上的色彩具有艺术性和信息载

体双重特性 ,正确的设色方案不仅给人以美感 ,还

能准确快捷地向人们传递信息 ,反之则降低地图

的艺术效果 ,妨碍信息的传递。在晕渲地图制作

软件中 ,没有专门的设色方案选择知识模块 ,因而

出现了不同质量的晕渲地图。本文重点对基于视

觉表象[ 2 ～ 6] 的彩色晕渲地图的色彩设计进行了

探讨 ,并结合全国分省晕渲地图的设计 ,试验总结

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分层设色方案 ,为数字环境中

晕渲地图色彩设计知识工程的建立奠定基础 。

1　晕渲的设计过程

地图色彩的视觉表象见文献[ 2] 。地图设色

的复杂性及其表现见文献[ 3 ～ 6] 。晕渲是一种光

影造型方法 ,其基本原理为:一个多面体在有规律

的光照条件下 ,各个面上会产生不同的明度差异 ,

这种明度的变化正是人眼能够建立空间立体感的

条件之一。高低起伏的地表在假设的 、有规律的

光线照射下同样也会出现明暗变化 ,把这种明暗

变化再现在地图平面上 ,就是地貌晕渲 。生成晕

渲一般包括地形建模 、光源选择 、垂直比例参数设

定 、分层设色 、生成晕渲等过程 。

1.1　地形建模

在计算机中自动生成晕渲 ,首先要进行地形

建模。地形模型由描述地形起伏变化的 DEM 构

建。将均匀等分的四边形网格分成三角形 ,每个

三角形的顶点在其三维空间坐标系坐标的基础上

定义其法向量和顶点颜色。四边形顶点的法向量为

其相邻多个三角形平面的法向量的平均值 ,如果仅

仅用平面的法向量来参与地形表面的亮度计算 ,其

效果不很理想 ,呈现出明显的“碎块”现象。为了得

到一种平滑的光影效果 ,还要考虑模型中点的法向

量。点的法向量可考虑取该点周围面的法向量的平

均值 ,如图1所示 ,此时曲面顶点的法向量就等于其

相邻的 6个三角格网平面法向量的平均值 ,即 NP=

(N1+N2+N3+N4+N5+N6)/6。

图 1　曲面顶点的平均法向量计算

Fig.1　Average Law Vecto rial Calculation

of the Curved Surface Pinnacle

1.2　光源选择

晕渲受光源位置的影响。地貌晕渲采用的光源

通常有直照光源 、斜照光源和综合照光源三种。假

设一平行光线从高度角为 θ的方向照射到地面

上 ,各格网单元的受光强度可用如下方法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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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所示 , ON 为格网单元的法线方向 , OP 为

Z 轴方向 , OS 为光线方向 , α为OP 与ON 的夹

角 ,是 θ的余角 ,即 θ+β=90°, γ为ON 与OS 的

夹角。延长 OS 、ON 、OP 到一球面 ,得球面三角

形 ABC , ∠C称方向角 ,也即格网单元的坡向角。

假设光源的单位光量为 1 ,格网单元的受光强度

为 H=cosαcosβ+sinαsin βcosC。由此可见 ,格网

单元的受光强度与其坡度 、坡向及入射光线的角

度有关。设受光量为 0时 ,地表的黑度(B)等于

1 ,那么 ,地表的黑度计算公式可写成 B =1-H 。

显然 ,在西北倾斜光照下 ,地表阴影变化的最大特

点在于 ,它把地表分为阳坡面(受光面)和阴坡面

(背光面),随着坡向角的不同 ,其黑度也在变化;

其次 ,在阳坡面和阴坡面上 ,同样的坡度变化却产

生不同的黑度变化 ,阳坡面越陡越亮 ,而阴坡面越

陡越黑 。根据人的视觉规律和习惯 ,晕渲地图的

光源一般都选择西北倾斜光照 。

图 2　受光强度的计算

Fig.2　Calculation of the Received Intensity

1.3　垂直比例参数设定

地表的起伏很复杂 ,对不同的区域可以选择

不同的垂直比例尺参数。如对于丘陵地貌形态 ,

一般加大其地形垂直比例 ,使其山脉拔起 ,增大阴

阳坡的对比 ,可以较好地表现微地貌的形态 。对

高山地区 ,由于海拔本身较高 ,山峰陡峭 ,可以减

少垂直比例 ,使山坡阴面不至于过暗 。在晕渲自

动生成软件中 ,一般提供了人机交互方式 ,可以对

不同的区域设置不同的垂直比例参数。图 3是在

软件 Atlas3D模块中 ,对同一地区 、同样的分层设

色 、不同垂直比例参数下的地表形态的视觉表象。

1.4　分层设色

彩色晕渲除了晕渲生成技术上的因素外 ,另

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分层设色 。要设计一个

最有表现力的色层表 ,就必须认真分析制图区域

的特征 ,确定等高距 ,划分高程带 ,选择设色原则。

图 3　垂直比例参数对地形的影响

Fig.3　Parameter Impact on Topography

of Perpendicular P ropor tion

　　分析研究制图区域主要是为了了解该地区内

的地貌类型 、成因及形态特征。地貌形态的成因

主要是内力和外力作用。在内力与外力的不断作

用下 ,形成了正向地貌和负向地貌 、高山 、中山 、低

山 、丘陵与平原等。各种地貌的海拔高度和相对

高度有差异 ,不同高度的地貌在一定的地理环境

中也表现出各自特定的地表特征。

等高距大小决定着地貌的详简程度 ,等高距

大 ,表示得概略;等高距小 ,则表示得详细。此处的

分省晕渲地图是一种小比例尺地图 ,包括的制图区

域范围大 ,地貌的类型多 ,必须选择能全面概括反

映全区地貌类型的等高距。分层设色一般采取由

低到高逐级增大的变距等高距。这种变距不能过

大或过小。等高距过大 ,地貌表示得过于概略 ,且

所显示的地貌图形自然过渡性差 ,地貌失真;等高

距太小 ,过多地表示次要地貌 ,主要特征不突出。

分层设色利用了色彩的立体特征来设计色层

表。色彩通过色相 、明度 、饱和度这三种属性的变

化 ,按照一定的规律来编排色层系列 ,能够塑造地

貌的立体感。从色相方面看 ,红 、橙 、黄及其中间

色有凸起感 ,青 、蓝 、紫及其中间色有凹下感 ,由远

而近的顺序为红 、橙 、黄 、绿 、青 、蓝 、紫;从明度方

面看 ,同一色相 、同一饱和度的暖色 ,随着明度增

大有凹下感 ,而同一色相 、同一饱和度的冷色 ,随

着明度增大有凸起感;从饱和度方面看 ,红 、橙 、黄

等色随着饱和度增大 ,其凸起感也随之增加 ,而

绿 、青 、蓝 、紫等色随着饱和度增大 ,其凹下感也随

之增加。因此 ,在设计分层设色的色层时 ,必须依

据色彩的立体性 ,按照一定的色层顺序科学地进

行排列。

分层设色的设色原则以及色层表的设计是建

立在以色相 、饱和度和明度变化与地貌高度变化

相适应的原则上 ,以高程带为设色基础 ,反映地貌

类型 、高程的垂直分布和水平分布特征 。到目前

为止 ,地貌分层设色的原则主要有:越高越暗 、越

高越亮 、越高越饱和 、光谱适应 、综合型色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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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 。

2　全国分省晕渲地图的色彩设计

2.1　全国地形分布分析

我国地形多种多样 ,全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呈

阶梯状分布 ,大致呈三级阶梯:第一级位于西南部

的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在 4 000m 以上;第二级在

青藏高原边缘以东和以北 ,是一系列宽广的高原

和巨大的盆地 ,海拔下降到 1 000 ～ 2 000m;第三

级在我国的东部 ,主要是丘陵和平原分布区 ,大部

分海拔在 500m 以下。第三级阶梯继续向海洋延

伸 ,形成了近海的大陆架 。为了形象直观地把各

种地表形态表现出来 ,需要充分了解所表示区域

的地理特点 。对于全国分省晕渲地图 ,根据各个

图 4　台阶划分

Fig.4　Demarcate of the Topog raphy Step

省区的地形特点 ,把它们分为三级台阶:第一级是

海拔 1 000m 以下的平原地区;第二级是海拔在

1 000 ～ 3000m 左右的地区;第三级是 3 000m 以

上的省份 。

2.2　全国分省晕渲地图的分层设色方案

对于以上划分的三级台阶 ,为了形象地表示

出每级台阶的地形特点 ,分层采用的是变距等高

距 , 即 20m 、 50m 、 100m 、 200m 、 250m 、 500m 、

1 000m 。第一级台阶的等高距要小 ,第三级台阶

的等高距要大 ,第二级台阶的等高距位于其间 ,如

图 5所示 。设色方案是依据色相的变化和饱和度

的变化 ,以达到较好的视觉表象(如图 5)。

图 5　设色方案

Fig.5　Scheme of Co lor

2.3　分层设色方案的工效检验

对于彩色晕渲地图的设色效果 ,从认知工效

的角度进行了测试。在全国的东部 、中部 、西北部

和西南部选择了有代表性的 4 个区域 ,设计制作

出 4幅彩色晕渲图片 。在这 4幅图上 ,圈出 A 、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共 13 个典

型小区(如图 6),判断这 13个小区所属的地理单

元。地理单元名称包括平原 、丘陵 、盆地 、山地 、沙

漠 、高原 、雪山 。

图 6　试验样图

Fig.6　Experiment Map

　　被试者共 50名 ,其中男 30名 ,女 20名 ,年龄

在 16 ～ 33岁之间 ,裸眼视力 1.0以上 ,色觉正常。

试验所用的计算机是 17 彩显 ,试验样图以最大

范围显示 。试验要求每名被试者熟悉地理单元名

称 ,仔细阅读样图 ,然后在每个区域归属的地理单

元名称格中打“ √” 。对 50名被试者的测试结果

进行统计 ,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判断结果

Tab.1　Result of Judgment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平原 2 11 50 45 1

丘陵 27 37

山地 14 23 50 13

盆地 48 39 50 5

沙漠 50

高原 36 50 49

雪山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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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对试验结果加以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

1)平原地区的地貌特征表现为地势平缓 、开

阔 ,海拔高度不大 ,尽管等高距较小 ,但色层的面

积仍较大 。农作物 、植被覆盖面较大 ,社会经济要

素也较多 ,一般选用饱和度较低的各类绿色调。

对于多个分层 ,可考虑采用由蓝绿色调逐渐转换

为黄绿色调。

2)对于丘陵和低山地貌 ,海拔略高于平原 ,

设色时既要与平原区别明显 ,又要注意保持连续

性 ,一般用浅绿 、浅黄绿和浅黄等色调。

3)对于中山和高山地貌的设色特点表现为 ,

随着高度增大 ,等高线的水平距离变小 ,色层的饱

和度逐渐增大 ,可采用黄 、浅橙 、橙 、红橙色调 。

4)我国的极高山地貌切割比较强烈 ,且有冰

川积雪 、尖峰峭壁等特征 。为了更好地显示极高

山 ,可设计采用浅蓝 、紫色来反映冰川的特点 。

本文的设色方案符合人们对地形的认知心

理 ,基于视觉表象的三级台阶设色方案能较好地

传输地表信息 ,是一种切实可行的设色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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