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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仿唐建筑群的逼真三维模型为例，介绍了一种实用的ＬＯＤ模型细节层次规划及其精细程度的确

定方法，以及配套的数据生产工艺，为建立具有几何上的高精度和视觉上的高逼真度的三维城市模型提供了

一条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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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三维城市模型的广泛应用，越来越高的

复杂场景逼真表现要求与有限的系统软硬件性能

和人力、物力等成本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Ｃｌａｒｋ

提出的多细节层次（ＬＯＤ）技术是解决此矛盾最

通用的方法之一［１］。数码城市 ＧＩＳ的一个显著

技术特点就是支持多重细节层次概念，对复杂物

体往往采用多细节层次的模型进行表达［２，３］。

ＬＯＤ技术可以分成静态ＬＯＤ技术和动态

ＬＯＤ技术两类。静态ＬＯＤ技术预先生成并存储

多个简化模型，它的优点在于省略了实时化简模

型的处理时间，另一方面占用了更多的存储空间，

而且不同精细程度的模型间切换会产生视觉效果

突变。动态ＬＯＤ技术根据视点动态地生成简化

模型，目的在于保证模型连续平滑地过渡，不产生

视觉效果的突变。目前，大多数模型简化算法主

要是针对几何模型的简化，特别是对连续的自由

曲面，如用正方形格网数字高程模型表示的地形

表面的简化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然而，对建筑物

等不规则几何体及其相应的表面属性如纹理等的

简化处理却刚刚开始，往往要通过人机交互才能

得到满意的结果［２］。在制图领域，不同比例尺的

数据往往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被独立地采集和存

储，而不只是化简高精度数据得到低精度数据［３］。

由于城市景观的极端复杂性和数据量巨大的特

点，建立多细节层次的三维城市模型，静态和动态

ＬＯＤ技术往往都要采用。特别的，由于大量人工

建筑的几何形态和纹理表象差异很大，难以用常

规制图比例尺的概念将其细节层次进行统一的定

量化规定，而要根据三维城市模型数据的有用性

和可得性等因素分别考虑［６］。至今，如何有效地

规划一个城区三维表示的细节层次以及每个个体

建筑物不同细节层次模型的精细程度已经成为制

约数码城市ＧＩＳ应用的瓶颈之一。

本文以一片仿唐建筑群的三维模型为例，论

述了细节层次规划及其精细程度的确定方法，以

及配套的数据生产工艺。

１　多细节层次空间数据模型

传统三维数据模型往往采用面向对象的思想

予以描述，空间对象抽象为点、线、面、体四种空间

几何类型，较少包含多细节层次概念。图１为用

ＵＭＬ图表示的多细节层次空间数据模型。本文

针对大量ＣＡＤ数据的应用以及现实中聚合关系

的存在，对传统数据模型进行了扩展，增加了

ＣＡＤ、组合以及ＬＯＤ等三种类型。空间对象是

各种现实空间对象的泛化表达，即抽象基类；点、

线、面和体是对现实世界简单空间物体的表示；

ＣＡＤ类型引用复杂地物的ＣＡＤ模型数据，作为

ＧＩＳ系统和ＣＡＤ的桥梁，弥补三维 ＧＩＳ建模功

能的不足；组合类型表达了空间对象的聚合关系，

可以是任意空间对象的集合，甚至可以包含组合

类型以及ＬＯＤ类型的实例（ｉｎｓｔａｎｃｅ）对象；ＬＯＤ

类型作为空间对象的多细节层次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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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细节层次的空间数据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ＯＤ

２　犔犗犇模型的细节层次规划方法

三维城市模型细节层次的划分与整个场景的

地理范围、建筑物的复杂程度、计算机系统的性能

以及应用目的等因素密切相关。

２．１　计算机的真实感图形绘制能力

图形硬件的渲染能力是规划细节层次的基本

依据。准确测试图形硬件的方法是：在三维引擎

ＯｐｅｎＧＬ渲染环境中，改变灯光等可视化参数，绘

制不同复杂程度的场景，测试屏幕图像的刷新率。

大量计算机图形学实践经验证明，三维场景

只设置一盏灯很难体现模型的精细特征，一般需

要多盏灯才能较为真实地展现建筑物模型的明暗

效果，然而灯光是实时场景渲染效率的瓶颈，因而

将灯光数目列为测试参数之一。表１记录了灯光

数目和三角形数目对显示帧率的影响，测试机器

为普通台式机，配置为：ＣＰＵＰｅｎｔｕｍ４２．０Ｇ，内

存５１２Ｍ，显卡 ＮＶＩＤＩＡＱｕａｄｒｏ４９００ＸＧＬ。从

表１可以看出，以２５帧／ｓ作为流畅的刷新帧率，

场景渲染的三角形数目不得超过４０万。

表１　不同灯光数目下计算机真实感图形

绘制帧率／（帧·ｓ－１）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ｏｆＰＣ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Ｃａ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Ｎ
Ｌ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３０ ４２．３ ４０．６ ３８．１ ３２．５ ２８．３ ２８．１

４０ ２８．３ ２８．１ ２６．３ ２４．０ ２１．７ ２１．３

５０ ２６．４ ２５．１ ２３．１ ２１．３ １９．９ １６．１

６０ ２１．３ １９．３ １７．３ １６．９ １５．９ １５．２

　注：表中黑体数字为２５帧／ｓ以上的显示帧率；ＬＮ表示灯光数

目（盏）；ＴＮ表示三角形数目（万个）。

２．２　犔犗犇模型的细节层次

建立ＬＯＤ模型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要确定合

理的细节层次内容。细节层次内容包括细节层

数，以及各个细节层次的精细程度和建模方法等。

２．２．１　总的细节层次规划

建立多个细节层次可以保证相邻层次间的差

别不大，层次切换不会有明显的突变。如果层次

太多也会导致频繁地读取不同细节层次模型数

据，影响实时绘制的流畅性；如果细节层次太少，

层次间明显的差异会导致层次切换有明显的突变

现象。因此确定合理的多细节层次数目成为首要

任务之一。应用需求精度、可视化场景的大小以

及建筑物等重要地物的复杂程度和聚集程度，均

是确定细节层次的重要依据。

如图２所示，实验区域的建筑格局呈院落划

分，共有３个院落，每个院落边长不超过５０ｍ，建

筑物造型复杂，密集地分布在院落周围，因此，模

型细节层次的规划以院落的划分大小为界。为了

说明规划小区的细节层次的方法，将视点设置在

最南端，即图２中的建筑物１处，以一个场景能观

察到所有建筑物个体为例。图２表达了整个区域

的细节层次划分，将距离视点最近的区域划为

ＬＯＤ１作用区域，其余依次类推。表２表示细节

层次的作用范围，本区域建筑物三维模型被规划

为四个细节层次，每个细节层次的作用范围与建

筑物的大小和复杂程度一致。

表２　细节层次及其影响范围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ＯＤｓ

细节层次 作用范围／ｍ

ＬＯＤ１ ＜１０

ＬＯＤ２ １０～２０

ＬＯＤ３ ２０～５０

ＬＯＤ４ ＞５０

图２　细节层次划分

Ｆｉｇ．２　ＬＯＤｓＰｌａｎ

　　１）当视点非常接近或者进入建筑物，如距离

１０ｍ 以内时，建筑物的表达属于最精细层次

ＬＯＤ１。

２）当视点近距离接近建筑物时，如相距１０

ｍ至２０ｍ 之间时，场景的表达属于精细层次

ＬＯＤ２。该细节层次不需要保留室内场景，从而

可以省略大量数据。

３）由于院落边长不超过５０ｍ，将２０ｍ至５０

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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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的视距范围作为第三细节层次ＬＯＤ３的作用

区域。５０ｍ以外（院落外）的地物可以采用最粗

略的模型表达，甚至不予表达以简化场景。

４）院落以外（＞５０ｍ）的建筑物在场景中的

表达属于最粗略的模型ＬＯＤ４。

２．２．２　确定细节层次的精细程度

由于人眼无法察觉小于一个像素的屏幕误

差，因此，将产生一个像素误差的模型误差作为细

节层次模型的精细程度，定量地将各个细节层次

模型误差控制在视觉允许的范围之内。

１）模型精度和屏幕误差。

如图３所示，物体和视锥体中心线垂直，并且

同其竖直边平行时，产生最大屏幕误差，以该状态

作为计算条件。物体高度为犺，视点距离投影面

为犱，视点距离物体为犇，物体在投影面上的长度

为狓，视锥角为θ（缺省为６０°）。根据几何关系可

知，狓＝犱犺／犇，整个投影面的长度犔＝ｔａｎ（θ／２）

×２犱，屏幕的竖直边的最大像素数为犘（一般来

说，屏幕分辨率设置为１０２４×７６８，因此犘 小于

７６８），可以根据比例关系计算得到物体在屏幕上

占据的像素数狆＝犺犘／（２犇ｔａｎθ／２）。

由于屏幕误差应该保持在一个像素以内，三

维城市模型点误差犺应当满足如下条件：犺＜２

犇ｔａｎ
θ
２
／犘。这里，犇 为该细节层次范围的最小

距离，犘为绘制窗口竖直方向的像素数。根据实

际经验发现，由于变形方向往往不与投影面平行，

模型精度降低一倍，视觉效果也不会有明显变化，

因此，多细节层次的三维城市模型的建模精度应

该符合如下条件：

犺＜ （４犇ｔａｎθ／２）／犘

　　２）细节层次的模型精度。

为指导多细节层次数据生产，严格地规定细

节层次的精细程度是生产标准数据的保证，否则

模型精度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三维可视化的应用。

建筑物的各个细节层次的标准如下。

（１）ＬＯＤ１严格按照建筑图纸进行建模，完

全重现建筑物的形状和风格，并且保留室内景观，

图３　 视锥体透视图

Ｆｉｇ．３　ＶｉｅｗＦｒｕｓｔｕｍ

满足超近距离观察和室内浏览的需要。

（２）ＬＯＤ２的生产方法是，删除ＬＯＤ１的所

有室内模型以及所有被遮挡的三角形面片，表面

模型不作任何变动。

（３）在ＬＯＤ２的基础上化简得到ＬＯＤ３，调

整ＬＯＤ２中实体的建模参数，减少三角形的数

目。根据建模精度公式计算可得，ＬＯＤ３的作用

范围最小距离为２０ｍ，化简过程中ＬＯＤ３模型变

形误差应小于８ｃｍ。

（４）ＬＯＤ４用于远处景观，仅需要将建筑物

的轮廓大概表现出来，可采用纹理减少建模的三

角形数目，表达复杂建筑的三角形数目应当限制

在５０００个以下。

２．２．３　数据量分析

限制三维建模所用三角形数目，有利于选用

合适的建模手段来达到建模目标［７］，采用合理的

建模方式可以显著减少三角形数目。本实验区域

以院落为可视化场景，因此单个院落的建筑物以

及附属物模型表达应控制在４０万个三角形以内。

本文以建筑物最为复杂和密集的一个院落为例进

行分析，该院落呈矩形，长约４０ｍ，宽约３０ｍ。

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钟楼进行建模尝

试，采用最节省三角形的建模方式对各个细节层

次进行建模，得到的ＬＯＤ狀（狀＝１，２，３，４）所用三

角形数目分别为６万、４万、２万、３千。根据实际

建模的反复测试，同一个建筑物对象的ＬＯＤ狀（狀

＝１，２，３）所用三角形数目比大约为１０６３。

仿古建筑中最耗费三角形的构件是瓦片和斗拱，

建筑物表达所用的三角形数目同瓦片和斗拱的总

数大致成正比，因此可以大概对其他建筑物各个

细节层次的数据量进行预算，作为计划分配给建

模人员进行数据生产。

如图４所示，视点落于该院落，扇形区域为视

域范围，此时视角为６０°，仅有小部分建筑物落于

视野内，而且落于视野内的建筑物大部分不会采

用ＬＯＤ１表示，往往会采用ＬＯＤ２甚至ＬＯＤ３来

表示。结合表３可知，图４的视域条件下处于视

表３　建筑物ＬＯＤ层次表

Ｔａｂ．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ＬＯ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编号 名称 ＬＯＤ层次 三角形个数／１０４

１ 西侧廊 ＬＯＤ１ ４

２ 观音殿 ＬＯＤ２ ６

３ 祖堂 ＬＯＤ３ ２

４ 钟楼 ＬＯＤ３ ２

５ 西复廊 ＬＯＤ３ ０．５

６ 天王殿 ＬＯＤ３ ４

７ 走廊 ＬＯＤ４ ０．４

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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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的三角形数目少于２５万个，因此能够满足近

距离流畅可视化的需要。

图４　ＬＯＤ判定图

Ｆｉｇ．４　ＬＯＤ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２．３　影响多细节层次内容的因素

空间对象的结构特征和分布状态存在随机

性，导致影响多细节层次内容的因素较多。根据

实验区域的实践，影响多细节层次内容的因素可

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１）图形工作站平台的图形渲染能力是限制

建模精度的主要因素；

２）利用精度的项目需求限制模型的数据量，

间接决定建模手段；

３）地物复杂程度决定了表现地物模型所需

采用的多边形数目；

４）视场大小以及地物聚集程度决定视域中

地物数目，如果数目过多，就多划分几个细节层

次，并合理减少每个细节层次的建模精度；

５）根据不同的地物类型设定合适的多细节

层次内容。

３　犔犗犇模型数据生产的原则

　　细节层次数据成果主要用于三维实时浏览，

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均将简化数据量作为首要

目标，然而简化工作以不影响三维可视化效果为

前提。如果细节层次模型数据量超过预算，或者

在其作用范围内误差明显，模型应当重新优化直

至模型数据量达标和可视化没有变形。

数据生产中控制数据量的原则如下。

１）采用材质能够真实表现地物的表面特征，

则不采用纹理；

２）采用纹理能够真实表现地物，则不采用三

维模型；

３）采用三维模型表现实体时，严格按照列入

建模规范的方法来操作，该建模规范是经过反复

尝试，证明是减少三角形数目的行之有效的建模

方法；

４）模型数据量超标时，适当降低对非重要构

件的精度要求。

４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一个有代表性的建筑群作为实验区

域，提出了集成多细节层次功能的空间数据模型，

比较真实和全面地描述了实验区域的空间现象，

并且分析了影响多细节层次内容的诸多因素，探

索了一种合理规划细节层次内容和控制细节层次

数据生产的方法。对整个实验区域的细节层次数

据进行可视化浏览，如果仅采用最精细层次模型，

表达场景的三角形个数达到２００万个以上，每秒

仅有５帧左右的刷新率，不能满足交互式漫游的

要求。当启用ＬＯＤ技术时，每秒能够达到２５帧

以上的刷新率，没有任何停滞现象，增强了可交互

功能。场景启用多细节层次表达方式，不仅刷新

帧率大大提高，而且渲染质量并没有发生任何衰

减。图５是建筑物各个细节层次的绘制效果，三

个场景数据量相差甚大，然而渲染质量不变。

数码城市ＧＩＳ包含的数据内容日益增加，数

据量不断加大，多细节层次技术日益显示出重要

性，同时诸多问题也暴露出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

图５　建筑物ＬＯＤ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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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随着ＬＯＤ技术的引入，提出具备多细节层

次特征的空间数据模型迫在眉睫，以便全面地表

达普遍存在的多分辨率空间现象。亟需研究合理

高效的分区索引机制高效管理数码城市 ＧＩＳ中

的空间对象，将应用区域从目前较小地域范围和

有限地物对象的实验区域逐步扩展到城市区域、

省级区域甚至于整个国家区域。应进一步定性和

定量地分析影响多细节层次内容的因素，准确规

划一个城区三维表示的细节层次以及预算每个空

间对象不同细节层次模型的精细程度，形成实际

可操作的三维城市模型数据的多细节层次生产方

案，这也是大规模生产和广泛应用多细节层次数

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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