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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决了构建符合林分结构规律的虚拟森林场景的两个关键问题:①森林空间数据的分析与仿真 , 主

要研究林分中树木各特征因子如树高 、胸径在林分空间位置上的分布状况;②在森林空间数据给定的情况

下 ,采用交互式参数建模方法构建三维几何树模型 ,最后阐述了虚拟森林场景构建的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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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动态变化具有时间跨度大和空间尺度大

两个显著的特性[ 1] ,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林业研

究面临着非常大的难题。而虚拟森林场景努力超

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应用计算机模拟树木在三

维空间中的生长状况 ,为林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

个新型的平台 。与以往仅考虑零维 、一维和二维

的林业表达信息相比 ,用真实的三维几何树木表

达的虚拟森林场景更易于理解和分析 。因此 ,这

种直观的虚拟森林场景在景观规划设计 、森林经

营决策 、林业教学等方面具有实用价值 。

虽然国内外在树木建模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

并陆续推出了一些较成熟的方法
[ 2]
,如 L 系统 、

三维 IFS 、体纹理等 ,但这些方法重点在于从图形

学角度出发对树木形态建模与绘制 ,而从林业科

研角度看 ,这些方法理解困难 、使用较复杂。且国

内对森林中有哪些形态不同的树 ,树模型又是怎

样放置在森林中等森林空间数据问题研究较少 ,

因此 ,目前从树木模型的构建 、森林空间分布到整

个虚拟森林场景的构建还不是很系统。在此基础

上 ,构建符合林分结构的虚拟森林 。

1　森林空间数据的分析与仿真

为了揭示森林生成演替规律及科学经营 、管

理 、利用森林 ,将大片森林按其本身的特征和经营

管理的需要 ,划成若干个内部特征相同且与四周

相邻部分有显著区别的小块森林 ,这小块森林称

为林分[ 3] 。将以林分空间尺度内树木生长分布

为研究重点 ,获得林分中各树木的空间位置和林

分因子的分布信息 ,从而产生一个符合森林生长

规律的虚拟森林。

森林空间数据
[ 4]
主要是指森林中树木特征

因子 ,如树高 、胸径 、冠幅等在森林空间位置上的

分布 。森林空间数据可以通过遥感影像并采取一

定的信息提取方法来获取 ,但其工作量及复杂度

都很大 。如果采取各林木实地测量的方法 ,从个

体到整体涉及到的人力也很大 。考虑上述因素 ,

本文利用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的林分整体信息 ,应

用林分结构规律获得林分的胸径分布;在已知初

植方式下计算空间位置信息;采用随机分布特性

将胸径和空间位置联系起来 ,从而反演到林木个

体。

1.1　林分结构规律

在未遭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 ,即使林分内

部的造林时间和生长环境基本相同 ,但由于林木

遗传性和林木个体之间相互竞争 、相互作用 ,也会

产生某些差异 。这些差异的特征因子如胸径 、树

高等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结构规律性 ,在林学中称

为林分结构规律[ 3] 。林分胸径分布是最基本的

林分结构 。根据林分胸径分布的具体形状特征和

第 29卷 第 6期

2004 年 6 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信 息 科 学 版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Vol.29 No.6
June 2004

DOI :10.13203/j.whugis2004.06.018



变化规律 ,选用不同的概率分布函数反推该林分

区域的胸径分布。一般常用的分布形式有

Weibull分布 、正态分布 、Γ分布 、β分布等 。

下面以Weibull分布为例 ,通过式(1)求出各径

阶(林分内从最小胸径到最大胸径之间分成若干个

范围段 ,这个范围段称之为径阶)的分布概率 f(xi),

然后带入式(2)求出各径阶的林木株数 ni :

f(x i)=
c
b

xi -a

b

c-1

exp -
xi -a

b

c

(1)

n i =N ·K · f(x i) (2)

式中 , xi表示径阶值;a 为位置参数(0≤a ≤x i),

标定为林分最小直径;b为尺度参数(b>0);c 为

形状参数(c>0);n i为每径阶的株数;K 为径阶

距。参数 a 、b 、c 可以通过样地采样统计分析后

获得 。

一般地说 ,林木胸径越大 ,林木也越高 ,两者

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样 ,冠幅与胸径 、冠长

与胸径也存在着相关关系 。林木中的树高 、冠幅 、

冠长可以通过这些相关函数获得。

1.2　空间位置分布

1)初植分布 。采用一定的数学公式获得树木

的平面位置 ,在得到了树木的平面位置后 ,需要找

出相应的地形高程数据。不论地形是由规则网格

构成或不规则三角网构成 ,只要找到该树木的平

面位置所在的网格或三角网 ,就可以通过一定的

数学运算求出树木所在的高程值了 。

2)自然稀疏分布。森林自疏过程[ 3] 反映着

不同年龄阶段的林分株数的结构动态规律。随着

树木的平均大小的增大 ,密度过于拥挤从而导致

一些被压木死亡 。也就是说 ,在原来初植位置上

的部分树木有可能得不到阳光和养分逐渐枯死 ,

在虚拟森林场景中应将这些树木剔除。

1.3　随机分布算法

在存贮了林分的各径阶值和对应林木株数及

其在原来初植位置上部分枯死(径阶值设为 0)的

林木株数后 ,采用随机分布的方式 ,在空间位置上

赋予径阶值等林木特征因子。为了便于在计算机

上实现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类为 recordset的林分

数据库类 standset 。standset类结构如下:
〈standset〉::=〈树木序号 m_treeid〉〈X 坐标m_posix〉

〈Y 坐标 m_posiy〉〈Z 坐标 m_po siz〉〈胸径 m_dbh〉〈树高

m_height〉〈其他林木因子〉〈三维树模型序号〉

随机分布具体实现算法如下。

·添加 standset的新记录;

·写入林分内林木的几何信息 ,在位置数组

中取出一个 ,分别写入到 standset 的 X 坐标 m_

posix 、Y 坐标 m_posiy 、Z 坐标 m_posiz变量中;

·在各径阶值和 0径阶范围内随机产生一个

值 ,同时对 standset的胸径变量赋值 ,通过胸径和

树高 、冠幅 、冠长的相关函数分别求出树高 、冠幅 、

冠长等 ,写入到 standset中;

·写入的径阶值对应的林木株数自动减 1;

·判断各径阶值和 0径阶范围内对应的林木

株数是否大于 0 ,如果大于 0 ,可以在该范围内产

生随机值;如果等于 0 ,则要将该径阶值去除 ,然

后在剩下的范围内产生随机值;

·直到所有的林木的信息都写入 。

2　树木的交互式参数建模

由于树木自身结构特征的任意性 、不规则性

和复杂性 ,本文采用交互式的参数建模方法[ 5] ,

通过调整树木的树高 、胸径 、冠形 、分枝角度等林

业熟悉的参数 ,来建立三维几何树模型 。

2.1　参数的确定

从树木的形态结构出发 ,如封三彩图 1所示 ,

可以知道各层枝条的数量 ,长度和分枝角度及其

空间配置状态不仅影响着叶子的空间分布 ,还决

定了树冠的大小和形状。把影响树木形态结构的

因素主要分为如下三类。

·主干:主干类型 、形数 、树高 、胸径 、冠幅 、冠

长率 、树皮;

·枝条:枝条位置 、分枝角度 、枝条基径 、枝条

末径 、枝条长度 、枝条密度;

·叶子:叶形 、叶子大小 、叶数密度 。

这些参数的数据来源于森林空间数据的分析

与仿真结果及部分实地测量和拍摄 。

2.2　建模规则

·树的主干上分生出第一层分枝 ,再由第一

层分枝上生出第二层分枝 ,这样一层层分下去直

至树叶;

·分枝的基径是随分枝点到上一层的主枝点

的距离增加而减少的;

·枝条的初始分枝角度是指该枝条与上一层

枝条在分枝点处的夹角;

·由于树木的枝条往往不是直线生长的 ,而是

呈现不同的曲线状 ,对这样的枝条采用分段逼近;

·主干 、枝条视为横截面直径变化的广义圆

柱体;

·用简单四边形映射叶片纹理的方式表达一

组叶片的集合 ,以此减少面片数。

2.3　树类 tree的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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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交互式参数建模的前提就是要准确

地定义树类 tree ,以便控制树的形态结构 。
〈树〉::=〈主干〉〈枝条〉〈叶子〉

〈主干〉::=〈输入参数〉〈几何数据〉

〈输入参数〉::=〈主干类型〉 〈形数〉 〈树高〉〈胸径〉

〈冠幅〉〈冠长〉 〈树皮〉 〈主干分段数〉〈横截面的多边形

边数〉

〈树皮〉::=〈纹理路径〉 　// 采用纹理表示树皮的

外观

〈几何数据〉::=〈主干节点位置序号〉 〈节点位置〉

〈节点直径〉

〈节点位置〉::=〈x 坐标〉 〈y 坐标〉 〈z 坐标〉

〈枝条〉::=〈输入参数〉〈几何数据〉

〈输入参数〉::=〈枝条层数序号〉 〈分枝长度变化〉

〈沿主枝的枝条基径变化〉 〈枝条直径变化〉 〈初始分枝角

度〉 〈枝条角度变化〉 〈枝条分段数〉 〈横截面的多边形边

数〉 〈枝条分布密度〉 〈下一层枝条或叶片分布范围〉

〈分枝长度变化〉::=〈长度最大值〉〈长度最小值〉

〈沿主枝的枝条基径变化〉::=〈基径最大值〉 〈基径

最小值〉

〈枝条直径变化〉::=〈基径〉〈末径〉

〈初始分枝角度〉::=〈角度最大值〉〈角度最小值〉

〈枝条角度变化〉::=〈角度最大值〉〈角度最小值〉

〈下一层枝条分布范围〉::=〈下一层分枝起点〉 〈下

一层分枝终点〉

〈几何数据〉::=〈主枝条序号〉〈枝条形状〉

〈枝条形状〉::=〈枝条序号〉〈节点位置〉〈节点直径〉

〈节点位置〉::=〈x 坐标〉 〈y 坐标〉 〈z 坐标〉

〈叶子〉::=〈输入参数〉〈几何数据〉

〈输入参数〉::=〈叶子与枝条的距离〉 〈叶形〉〈叶片

大小〉 〈叶子分布频率〉

〈叶形〉::=〈纹理路径〉// 一组叶片的纹理

〈几何数据〉::=〈叶片四边形序号〉〈叶形中心位置〉

//四边形的中心位置

封三彩图 2就是采用该方法构建的三维几何

树模型 ,是在构建了树木形态分枝结构(封三彩

图 1)后 ,增加叶片 、树皮纹理映射后的效果图。

为了生成基本一致又略有差异的自然树木模型 ,

对上述所有参数都引入一定的随机量 ,这样就可

以生成一批具有同样特征的树木。

3　虚拟森林场景的构建

以福建省漳浦地区的人工荔枝林为例 ,介绍

虚拟森林场景构建的流程 。首先要获得需要模拟

的林分区域的林分整体信息 ,该林分区域上的树

种是荔枝 ,林分面积 8亩 ,林分密度 16棵/亩 ,立

地质量指数 12(对影响森林生产能力的所有生境

因子 ,如地形坡度 、坡向 、坡位 、土壤厚度及气候等

综合评价的一种量化指标),平均树高 2.8m ,平均

胸径 12dm ,初植方式是6m×6m的矩形排列 。根

据这些已知的林分信息 ,通过分析获得该区域虚

拟森林的林分类 standset 中的仿真数据 。另外 ,

通过实地测量测得荔枝树的枝条和叶子的分布密

度 ,并针对不同径阶的树木高度 、冠幅 、冠长率等

参数 ,建立相应的三维荔枝几何模型 。由于森林

空间数据的仿真结果已将三维几何模型和所在的

具体位置联系起来了 ,因此在虚拟森林构建时 ,通

过 standset类去调用树模型并对应地放置在地形

上。其具体实现流程如图 1所示。封三彩图 3为

福建省漳浦地区不同视点下的虚拟荔枝人工林。

图 1　虚拟森林场景构建流程图

Fig.1　Flow Chart of Generating V irtual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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