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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彩色地貌晕渲图的自动生成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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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计算机地貌晕渲的基本原理 , 提出了一个实现地貌晕渲图自动绘制的方案。实践证明 , 该方法

能快速 、自动地生成大幅面的 、满足印刷出版要求和用作专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底图的彩色地貌晕渲图 ,适合

大规模彩色地貌晕渲图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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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制图的具体需求 ,人们对局部晕渲 、

人机交互晕渲等进行了研究
[ 1]
。目前 ,国内外已

有软件初步具备自动晕渲功能 ,但总的来说 ,实用

化程度不高 ,尤其是对于大范围 、海量数据的自动

晕渲 ,还值得更深入地研究。本文从地表的三角

剖分 、彩色晕渲图的绘制 、晕渲图片的自动拼接 、

自动晕渲技术的应用等方面 ,对大幅面地貌晕渲

图的自动生成技术进行了探讨 。

1　地形表面的三角剖分

进行晕渲图绘制之前要对 DEM 进行分块 ,

因为大区域的整个晕渲图片是相当大的 ,不可能

一次生成 ,应将完整的 DEM 分成若干大小相等

的 DEM 块 ,在需要的时候从完整的 DEM 文件中

截取并被读入内存 ,经过渲染以后形成一个尺寸

不大于屏幕窗口大小的小图片 ,由这些小图片构

成全区域的晕渲图片 。

为了保证晕渲的质量及计算 、绘制的速度 ,每

块 DEM 的行列数(格网点数)应在 300×300左

右 ,且 DEM 长 、宽方向上的格网点数之比可以近

似为 1 ,也可以近似于图形窗口的长宽之比 ,这样

生成的晕渲图片就大致呈正方形或与窗口相似 ,

并在窗口内达到最大 。

为了使晕渲图片同时满足印刷的要求 ,DEM

的分块数必须达到一定数量 ,分块的行(列)数为

N=L 1/ L 2 ,其中 L 1 为该地区完整 DEM 的长或

宽方向的格网点数 , L 2 为各 DEM 块的长或宽方

向的格网点数 。各 DEM 块经过渲染以后分别生

成一个晕渲图块 。为了能顺利拼接晕渲图块 ,在

DEM 分块后从文件中截取相应的块时 ,将其往外

围延伸一个微小宽度 ,使相邻块间有所重叠 。

对完整的 DEM 分块以后 ,将每个 DEM 块的

数据从文件读取至内存中 ,对此数据显示即得到

相应的晕渲图片块 。在对数据显示之前 ,必须对

离散的格网点建立三角网以构成地表的三角

面
[ 2 ,3]

。

由众多三角网无限逼近而形成光滑曲面是生

成复杂地形表面的一个基本途径。基于该思想 ,复

杂的地表应由不规则三角网来构造 ,但由于正方形

格网的规则性 ,使得在从文件存取数据及从大范围

数据中截取局部范围时更加有利 ,因此本文选用正

方形格网的 DEM 通过三角化来构建地表。

实验表明 ,网格剖分三角面的方法会影响真

实感图形的生成质量。将网格剖分成三角面时 ,

三角面应沿着地形的走向剖分
[ 4]
。构造三角面

时 ,每个三角面中3 个点的方向必须严格一致 ,可

以都按顺时针方向 ,也可以都按逆时针方向进行

组织 ,同时必须指定三角面的哪一面作为地表的

表面 。三角剖分的结果形成一个网状结构的三角

面集合 。在渲染图形时 ,用组织成一定结构的三

角网将比循环绘制单个三角形的效率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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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彩色晕渲图的绘制

绘制三角网并形成晕渲图块的过程可用相关

的三维图形开发软件来实现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

OpenGL。这些三维图形开发工具由于针对的用

户 、用途不同而作了不同的封装 ,但基本上都提供

了显示点 、线 、多边形等基本几何图元 ,以及进行光

照 、几何与投影变换 、设定材质 、点的三维逻辑坐标

与设备坐标(屏幕像素坐标)的相互映射等这些进

行地貌晕渲所需要的基本功能与相关函数 ,所以选

用哪一种三维显示工具是次要的 ,关键是如何充分

利用其提供的功能获得最好的晕渲效果。

2.1　光照模型

正确设置光照是获得较好地貌晕渲效果的关

键。地貌晕渲按照光源位置和方向分为斜照晕

渲 、直照晕渲和综合光照晕渲三种类型 。其中综

合光照以直照光源为主 ,斜照光源为辅 ,主要在斜

照晕渲表现某些地貌有困难时作为补充手段[ 5] 。

在近代地图上则广泛采用西北斜照光源 ,其光源

来自西北方向 、高度角为 45°,这种光照可以获得

较好的晕渲效果 。

根据各 DEM 顶点的法向量 ,确定光照后即

能顺利计算出三角面上各点处的受光强度 ,从而

得出其灰度值 。由于各顶点颜色也已经指定 ,因

此光照形成的阴影与材质混合后的结果即为该点

处最后的颜色值 。

在自动晕渲软件中可以对光源进行编辑以使

制图者根据实际需要任意设定光源位置及其高度

角 ,甚至允许使用综合光照。此外还可以对光的

各种成分如环境光 、漫射光 、散射光等进行调整 ,

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在对各 DEM 块进行渲染时 ,除构成地表的

三角面数据不同以外 ,有关光源的位置信息等应

该相同 ,即所有 DEM 块都处于同一个光照环境

下 ,这样才能保证不同时生成的各块晕渲图片拼

接起来后具有统一 、连续的阴影效果。

2.2　图形变换

为了将具有三维坐标的数据点(DEM 格网点)

显示出来并形成正确的晕渲图片 ,必须进行一系列

的变换 ,这些变换与其他有关三维显示的过程基本

相同。进行地貌晕渲需要注意的是 ,必须采用正射

投影变换(orthographic projection),此外还必须将当

前需绘制的 DEM 块的中心平移至屏幕中心 ,以便

正确地截取并存储晕渲图 ,并将图形沿 z 轴移动 ,

使之出现在屏幕窗口的部分达到最大 。

2.3　晕渲图块的绘制

在进行循环绘制各块之前 ,先选择一个图块 ,

一般选最大高程所在的 DEM 块 ,以缺省参数绘

制出其初始效果 ,再以之为对照 ,设定好一系列参

数如光源位置及其属性 、材质(即分层设色表),并

将图形缩放到合适比例(在屏幕窗口内尽可能最

大),调整垂直比例到合适的阴影效果。

达到最佳效果后存储所有参数设置 ,并从第

一行第一列的 DEM 块开始 ,循环从文件读取出

当前 DEM 块 ,依次计算顶点法向量和材质 ,构建

三角面 ,再以设置好的参数显示晕渲图块 ,自动命

名图片序列并存储图片到指定目录 ,直至所有图

片生成完毕。

3　晕渲图片的自动拼接

具有海量数据的大范围 DEM 所生成的图片

数可能多达上千甚至几千幅 ,若晕渲图只作为其他

系统的底图 ,则为所有晕渲图块建立栅格索引 ,需

要的时候按索引号调入相应的图块 ,这样能加快显

示速度。若要印刷出版 ,则必须自动拼接形成一个

完整的图片。它们都被统一放在指定的某个目录

里 ,文件名隐含了其行列号 ,但由于每张图片的像

素大小并非严格相同 ,所以不能直接据其行列号简

单拼接 ,因此为自动拼接带来一定的难度。

3.1　点的坐标映射

为了正确地截取有效范围并生成晕渲图块相

关的定位信息 ,必须建立 DEM 格网内任意点与屏

幕上任意点之间的映射关系 ,以便能迅速地将二者

进行转换。一般三维图形库均提供了实现这一映

射的函数 ,如 OpenGL中的 gluProject()函数以及与

之功能相反的 gluUnProject()函数。这些功能为彩

色晕渲图的截取与自动拼接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3.2　晕渲图有效范围的截取

绘制晕渲图块时 ,为了考虑与相邻图块的衔

接 ,对 DEM 往四周做了一定的扩充(图 1),使相

邻图块之间有所重叠 ,因此要在绘制出的图内根

据其分块时的尺寸截取有效范围。具体而言就是

根据当前 DEM 块的理论范围(不考虑栅格化时

的取整及其范围的外延),对其对角线上的两点进

行坐标映射后得到在屏幕上的有效矩形区域

(图 2)。将此区域内的像素写成图片 ,并存储之。

在此过程中 ,若有必要可以通过对各图块像素进

行统一操作以对晕渲图的相关效果进行处理 。

3.3　图片定位信息的生成与晕渲图的自动拼接

在对完整 DEM 分块的时候 ,各 DEM 块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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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EM 块的范围扩充

Fig.1　Buffer o f Individual DEM Section

图 2　晕渲图块的有效范围

Fig.2　Valid A rea of Individual Hill-Shading Map

论范围是完全相等的 ,但是由于在对三角面进行

渲染的过程中 ,经过了大量的变换 、运算以及栅格

化等操作 ,造成截取所得到的晕渲图块的大小并

不一定严格相等 ,同时考虑到各块图片经过了统

一的光照与阴影计算 ,因此不能把各晕渲图块压

缩至相同大小后按各图块的行列号位置简单地拼

接。为此在截取有效区域并存储晕渲图的过程

中 ,对每张图片还生成一个附属信息文件 ,该文件

中记录目前 DEM 块在完整 DEM 中的位置(行列

号)、当前晕渲图块的长宽等信息。所有图片都生

成并存储完以后再生成一个总的索引文件 ,该索

引文件内存储晕渲图块的总行数与列数以及所有

晕渲图块的全路径文件名等信息。

晕渲图片的拼接是独立于晕渲图片绘制的一

个功能 ,在所有的图块都生成完毕后 ,打开图片索

引文件 ,即可获得所有图块的信息。先计算得到

将来完整晕渲图片的尺寸 ,在硬盘上生成该尺寸

的位图文件 ,拼接图片时从上至下 、从左到右按图

块循环 ,将每块图的数据写入位图文件内的相应

位置。如 3图所示 ,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拼图 ,循

环到图块 K 的时候 ,读入其位图数据 ,计算出左

上角像素在以左上角为像素起算点的整个图片中

的位置 ,水平方向上为图块 I 与J 的像素宽度之

和 ,在垂直方向则为图块 C 与 G 的像素长度之

和 ,于是将读入的数据按该位置写入完整的位图

文件。直至所有的图块全被写入该最终位图文

件 ,即得到最后的完整的彩色晕渲图。

图 3　晕渲图块的拼接

Fig.3　Merg ing of Individual Hill-Shading Map

　　由于所有 DEM 块都是放在一个同样的光照

环境下进行渲染的 ,仅仅是为了在屏幕中心显示

而进行了一个平移 ,因此各晕渲图块拼接后形成

的完整图片 ,其阴影和色调也是连续的 。此外 ,各

图块的大小之差也都在 2个像素以内 ,并且是按

相同的规则栅格化的 ,因此也是完整 、无缝的 。

由于正方形格网的 DEM 在表达不规则区域

边界方面的缺点 ,许多在 DEM 范围内但不位于

制图区域内的格网点被事先赋予一个标志值 ,在

显示的时候 ,这些无数据的区域与有数据的区域

之间可能有一些不规则的图案 。此外 ,海洋区域

与陆地区域之间的衔接也可能有问题。解决此类

问题的方法是将有关界线叠加至完整的晕渲图 ,

除去不需要的区域 ,海洋部分也可以将来直接用

水域覆盖(图 4)。

图 4　叠加了水系要素的地貌晕渲

Fig.4　Hill-Shading Covered with Water System

4　彩色地貌自动晕渲技术的应用

作者开发了一套能处理海量数据的彩色地貌

晕渲制作系统 ,并完成了 1∶4.5 万的《深圳市地

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等以及《中国深圳

光盘地图》中的地貌晕渲图。

《深圳市地图》是一幅由三个立式超全开幅组

成的大幅面挂图(图 5),它的规格为 2 500mm ×

1 300mm ,是一幅以地貌晕渲配合分层设色为背

景 ,再叠加等高线和其他要素所形成的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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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彩色晕渲图是以深圳市 1∶10 000地形图的等

高线为原始数据建立 DEM ,经拼接形成完整的

DEM 为基础数据来建立的 。

图 5　深圳市地图

F ig.5　Topographic Map of Shenzhen Ci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是大量采用彩色地

貌自动晕渲技术生成晕渲图而编制完成的一本大

型图集。图集中各分省地图以及中国地势图的底

图均采用彩色晕渲图为背景 ,它以 1∶25万 DEM

为基础并通过相关的投影变换 、拼接 、压缩等技术

来得到符合要求的 DEM ,从而实现不同区域的地

貌晕渲。

5　结　论

实践证明 ,本文方法能自动绘制大幅面的 、满

足印刷出版要求和用作专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底

图的彩色地貌晕渲图 ,运行速度快并且输出的图

片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层次分明 ,具有良好的地貌

晕渲效果 ,适合大规模彩色地貌晕渲图生产 。尽

管如此 ,计算机地貌晕渲在制图领域还有很多方

面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如人机交互编辑数字高程

模型以强调整体或局部的地形特征 ,实现与其他

地形要素的自动 、精确叠加 ,彩色地貌晕渲的多分

辨率表达 ,基于 DEM 和数字正射影像自动生成

大区域任意角度的透视全景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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