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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以二维输电线路 ＧＩＳ和ＤＥＭｓ数据为基础，通过三维扩展构建输电线路三维模型的方

法；针对虚拟地形环境的特点，采用地形几何与纹理数据一体化组织的策略，以提高实时数据调度的效率。实

例证明了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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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输电线路ＧＩＳ基本上是基于二维的。

由于输电线路分布与地理空间位置密切相关，特

别是在垂直方向上的层次信息尤为重要，这使得

二维ＧＩＳ无法达到其管理的需求。三维表示能

够给予用户更加直观的高程信息，以更加逼真的

方式指出空间目标种类、数量和质量特征以及对

象的空间位置和现象的时空分布。随着技术的进

步，输电线路ＧＩＳ由二维向三维发展成为必然。

相对于二维ＧＩＳ，三维输电线路ＧＩＳ在其实现过

程中有着明显的特点和实现难点［１］。如何快速建

立大范围输电线路三维模型是其中难点之一。由

于输电线路跨越空间范围广，以纯三维的方式来

构建三维模型不现实。目前二维 ＧＩＳ的数据源

充分，利用已有的二维ＧＩＳ的空间数据库进行必

要的三维扩展［２］，是建立输电线路三维模型的一

种有效途径。本文从现有二维输电线路 ＧＩＳ和

ＤＥＭｓ数据着手来讨论构建输电线路三维模型的

方法。

１　输电线路三维模型的建立

三维场景建模并非事无巨细，一概逼真表示，

应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有限的时间、经济、技术等条

件进行各种综合取舍与简化。输电线路主要由杆

塔、导线、避雷针、绝缘子和金具等组成。所以输

电线路三维模型可以分为虚拟地形环境、杆塔模

型（包括绝缘子）、输电线模型和其他输电设备模

型四部分，其中前三部分在输电线路三维建模中

不可缺少，而其他输电设备模型（包括避雷针、金

具等）是可以保留的，可视实际的人力、物力情况

而定。

１．１　虚拟地形环境的建立

虚拟地形环境的表达在输电线路三维场景中

不可缺少。构成虚拟地形环境的数据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地形几何数据，形成了虚拟地形环境的

空间框架；另一种是地形纹理数据，叠加纹理的地

形更逼真。三维输电线路 ＧＩＳ中地形几何数据

主要来源为我国省级和国家级的采用规则格网结

构存储的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地形纹理数据则

采用对应地区的航空或者卫星数字正射影像

（ＤＯＭ）、数字栅格线划图（ＤＲＧ）等。由于三维输

电线路ＧＩＳ覆盖范围动辄上百ｋｍ，地形环境数

据规模巨大，数据模型和管理策略的选择至为关

键。

对于如何建立大范围的虚拟地形环境，国内

外的学者进行了大量和广泛的研究。王永军［３］针

对规则格网结构提出了一种海量ＤＥＭｓ数据库

管理模型，它在满足对海量地形视景数据的高效、

快速访问的同时，还为三维虚拟地形场景的快速

建立和实时简化奠定了基础，但是没有扩展到纹

理影像上去。笔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可以

较理想地表达三维输电线路ＧＩＳ虚拟地形环境。

具体思路是：采用面向国家基础空间数据的基于

格网索引与金字塔结构的组织方法，建立一对一



　第３０卷第１１期 王　伟等：输电线路三维模型的构建与数据组织

的地形几何数据库与地形纹理数据库，两者统一

采用整体数据块划分法，划分原点相同，单块数据

的空间范围相同。通过统一空间编码方法使地形

几何与纹理数据按照编码一一对应，这样按相同

编码可以同时获取地形几何与纹理数据块，大大

缩短搜索与匹配处理纹理数据块的时间，加快数

据访问速度。图１是按上述思想构建的输电线路

三维虚拟地形环境。

图１　虚拟地形环境的表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１．２　杆塔及其他输电设备模型的建立

在输电线路三维场景中，同型号的杆塔或其

他输电设备模型被重复使用的频率很高。从三维

可视化表现的真实感与计算效率考虑，朱庆［４］将

三维模型分为三类。杆塔及其他输电设备模型可

以归为第一类：具有几何形态的不变性和表面材

质、纹理的相似性，具有重要的形状和位置特征。

这类模型一般在工具软件（如３ＤＭＡＸ）中建好，

然后导出特定格式的文件；在应用中一般相对于

模型局部坐标系原点，根据其位置和姿态等空间

信息导入到全局三维场景中。所以杆塔及其他输

电设备模型的建模可分为两步：① 基于工具软件

的局部三维实体建模；② 获取模型在三维场景中

的位置与姿态等空间信息。

图２　塔向的确定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Ｔｏｗｅｒ

通过现场数据采集，对不同型号的杆塔等输

电设备进行三维实体建模较容易做到，因为设备

重复率很高，数据采集量不是很大。杆塔的空间

信息包括位置、塔向、塔高等。同型号杆塔的塔高

是固定的，在局部三维实体建模阶段进行数据采

集时可以一并获得，如果原有２ＤＧＩＳ已有此属

性数据则不需再测量；而每个杆塔的位置和塔向

则变化较大，如果靠现场数据采集的话，因为数据

量很大，势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在已有二

维输电线路ＧＩＳ和ＤＥＭｓ数据基础上进行充分

的数据挖掘，然后对重点地区数据重新采集进行

修正是一种较为经济可行的方式。２ＤＧＩＳ数据

中已有杆塔的平面位置信息（狓，狔），通过对规则

格网ＤＥＭｓ数据进行剖分法双线性内插
［５］，可以

得到较精确的杆塔高程狕，这样就确定了杆塔的

三维位置，它是基于杆塔底部中心的。根据杆塔

受输电线张力的特点，塔向可以在２ＤＧＩＳ线路

数据基础上用向量法来计算确定。以图２示意的

输电线路为例，以相邻杆塔为起始点电流方向做

向量。这样线路始末杆塔只有一个向量，其塔向

为此向量的方位角顺时针旋转９０°，如杆塔犈 的

塔向为犇犈

的方位角顺时针旋转９０°。线路中间杆

塔有两个向量，其塔向为：① 当两向量方向相同

时，为其中一向量方位角顺时针旋转９０°；② 当两

向量方向不同时，先将以此杆塔为终点的向量取

反方向，然后将两向量相加得新向量，新向量的方

位角即为塔向，如杆塔犅 的塔向为犅犃


＋犅犆


＝

犅犕

的方位角。由向量法得出的塔向是杆塔两端

受力的合力方向，这正与工程设计的稳固原则相

吻合。其他输电设备的建模可以参照杆塔的建模

方法进行，当某些数据无法由原有数据源确定时

就必须到现场进行数据采集。

１．３　输电线三维模型的建立

输电线弧垂是输电线路的基本特征，且弧垂

的计算、调整及观察在输电线路施工中是极其重

要的，所以为了逼真表现输电线路的真实形态，必

须建立输电线的三维弧垂模型，而不是以简单的

两点一线来代替。

在输电线路中，输电线是以杆塔为支撑物、以

绝缘子为悬挂点而悬挂起来的。对于悬挂在两固

定点犃、犅的一根柔软的（指不承受弯曲应力）且

重量沿线长均匀分布的绳索，其所形成的形状为

“悬链线”。在输电线路中，所使用的档距都比较

大，输电线材料的刚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同时输

电线的重量沿线长均匀分布，所以输电线悬挂形

状也可以认为是“悬链线”，如图３所示。悬链线

方程式如下：

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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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输电线

Ｆｉｇ．３　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

犢 ＝
－２σ
γ

ｓｈφ
（犾犗犃 －犡）

２σ
ｓｈφ
犡
２［ ］σ （１）

式（１）包含着双曲函数，在实际计算时比较复杂，

不便使用。一般将悬链线公式简化为斜抛物线公

式：

犢 ＝犡ｔａｎβ－
φ犡（犾－犡）

２σｃｏｓβ
（２）

或平抛物线公式：

犢 ＝犡ｔａｎβ－
γ犡（犾－犡）

２σ
（３）

以上各式中，坐标原点位于输电线悬挂点犃；最大

弧垂点为犗 ；犾为档距（两悬挂点间的水平距离）；

犺为高差（两悬挂点间的垂直距离）；β为高差角，

ｔａｎβ＝犺／犾；φ表示输电线比载；σ表示输电线各点

的水平应力（最低点的应力）。

为了尽量使弧垂误差最小，输电线公式的选

用应遵循如下规则［６，７］：① 在一般情况下，当犺／犾

≤０．１５时，采用平抛物线公式（３）计算；② 当犺／

犾＞０．１５时，应考虑用斜抛物线公式（２）计算。

建立输电线三维弧垂模型的具体实现流程如图４

所示。

图４　构建输电线三维模型的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３Ｄ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Ｍｏｄｅｌ

１．４　人工交互式编辑修改

通过以上方法对二维输电线路ＧＩＳ与ＤＥＭｓ

数据进行三维扩展，可以建立起基本的输电线路

三维模型。由于扩展时对输电线路模型作了简

化，生成的输电线路模型在一些地方与实际场景

会有很大的出入（如杆线同步、杆塔换位等），所以

必须对输电线路三维模型进行必要的人工交互式

编辑修改。在输电线路三维模型中，输电设备（如

杆塔、绝缘子、输电线等）相互关联非常密切，当改

变某一设备或属性时，与之关联的设备或属性会

相应改变，这样，编辑时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系统实现时要选用合理的设计模式和组织方

法来处理输电设备对象。文献［１］对此进行了详

细探讨。

２　数据组织与管理

改良后的海量 ＤＥＭｓ数据库管理模型通过

对地形几何与纹理数据进行一体化的组织集成，

建立二者在数据库底层数据块层面上的匹配映

射，大大提高了虚拟地形环境的数据库访问速度。

其中数据块大小的划分对数据调度与三维可视化

的效率有很大影响。图５是在相同环境下，对相

同范围、相同分辨率的１０２４×１０２４个像素大小

的ＤＥＭｓ和影像数据分别进行试验的结果。由

曲线犅、犆 可知，当数据块大小为１２８×１２８时，

ＤＥＭｓ和影像各自的数据调度效率都达到最高。

曲线犃表示地形叠加影像实时可视化时地形、影

像数据调度加上三维可视化的整体效率，当数据

块大小为２５６×２５６时，地形叠加纹理的整体数据

调度及三维可视化效率最高。而为了使地形场景

纹理表达清晰，通常纹理与地形分辨率应在１０

１左右，所以２５６×２５６大小的纹理数据块匹配３２

×３２大小的 ＤＥＭｓ数据块（两者数据块范围相

同，分辨率为８１）可以同时较好地满足数据调

度、三维可视化和纹理细节的要求。在建立虚拟

地形环境数据库时，可以先设定纹理影像块大小，

然后按块的空间范围计算对应ＤＥＭｓ的分辨率

大小，再对已有分辨率的 ＤＥＭｓ进行抽取来匹

配。基于目前输电三维系统重于三维表现的特

点，杆塔及其他输电设备模型的空间信息和输电

线三维矢量可以在２ＤＧＩＳ基础上扩展一维来组

织与管理，如Ａｒｃ／Ｉｎｆｏ、ＧｅｏＳｔａｒ等ＧＩＳ软件都支

持这种三维扩展。由于这种扩展实质上只是增加

第三维属性，所以数据检索时依然是基于二维的，

速度很快，但是对于真三维的空间分析支持不足。

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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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局部三维实体模型，可以以单个文件的形式

存入数据库建立模型库，这样可以很好地解决多

用户并发访问的问题。

图５　数据块大小对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ａｔａＢｌｏｃｋ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３　应用实例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环境下，根据上述三维输电线路

建模和数据组织方法，本文以 ＶＣ＋＋ 和 ＧｅｏＳｔａｒ

作为开发工具，结合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系统和Ｏｐｅｎ

ＧＬ图形库，为福建省电力调度中心开发了一个

三维输电线路地理信息系统，如图６所示（其中输

电线参数采用铝芯架空绝缘电缆经验值φ＝１４４．

５６２５Ｎ／ｍ·ｍｍ２，σ＝０．０５０３６Ｎ／ｍｍ
２）。系统

中由ＧｅｏＳｔａｒ的ＤＥＭＤＢ模块建立地形库和纹理

图６　三维输电线路ＧＩＳ

Ｆｉｇ．６　３Ｄ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ＩＳ

库来构建虚拟地形环境；输电线路的三维矢量数

据（三维杆塔位置和三维悬线模型等）直接利用

ＧｅｏＳｔａｒ的矢量扩展构建矢量数据库；由杆塔及

其他输电设备的三维模型建立模型库与矢量数据

库的属性关联。系统通过自动建模得到的三维输

电线路模型９８％以上符合要求，只进行了少量

的现场数据采集和人工交互式编辑修改，就基本

上完成了三维场景的建模。经三维模拟线路巡检

测试表明，系统三维场景逼真且运行流畅，这验证

了本方法的可行性。

４　结　语

以二维输电线路ＧＩＳ和ＤＥＭｓ数据为基础

进行三维扩展来建立输电线路三维模型的方法，

具有原始数据源充足、待测数据量小、经济、省时、

快速等优点。但是对于像变电站内部这样的复杂

线路布局，自动重建的效率较低，需要大量人工交

互编辑。本文对输电线路三维模型的重建和数据

组织进行了讨论，在以下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研

究：① 复杂线路布局的更有效建模方法；② 三维

输电线路故障智能分析与定位；③ 实时三维输电

线路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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