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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地形实时绘制的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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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地形模型的多分辨率表示机制、节点评价函数、动态简化算法、裂缝的解决方法、三角网快速构

建等地形可视化中的关键问题。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实时、高效，可以满足大规模地形可视化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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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地形模型的多分辨率表示技术

和方法很多，最典型的算法为基于屏幕误差的受

限四叉树的连续ＬＯＤ模型实时生成算法
［１］、实时

优化自适应性网格（ＲＯＡＭ）算法等
［２～６］。

目前，地形一般用数字高程模型来表示，主

要形式为规则格网ＲＳＧ（ｒｅｇｕｌａｒｓｑｕａｒｅｇｒｉｄ）模

型和不规则三角网 ＴＩＮ（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模型两种。地形ＲＳＧ模型由于存贮量

小（还可进行压缩存贮），非常便于使用和管理，同

时由于模型顶点的等间距均匀分布，使得基于这

种模型对地形进行各种分析、量算和查询等操作

十分方便，因而，ＲＳＧ模型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一种地形表示形式。本文提出的算法也是以

ＲＳＧ模型为基础的。

１　算法描述

地形ＲＳＧ模型的最大优势在于顶点分布的

规则性，这种等间距分布的特性使得在进行地形

数据提取时，只需要通过顶点在两个方向上索引

便可迅速获得该顶点的相关信息（三维坐标、法线

向量等），但这种对顶点数据的扫描式遍历方法对

于小的地形数据块是比较适用的，一旦地幅范围

加大，仅仅对顶点数据按先后顺序遍历一遍，其所

耗用的时间都不能达到实时。因此，基于大规模

ＲＳＧ模型进行地形可视化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

题：如何在庞大的点集中快速判断并获取满足条

件的顶点；如何对给定的顶点快速和正确地构建

用于显示的三角网。

考虑到ＲＳＧ模型中顶点呈均匀分布的特点，

对ＲＳＧ模型建立多分辨率模型的最好方法是建

立基于地形高程点的规则树结构，如四叉树、二叉

树等。本文算法基于四叉树结构。

１．１　节点选择

１．１．１　多分辨率地形表示

地形动态多分辨率表示是在表示地形的四叉

树中，选取合适的节点（犆犻）集合犛。这里，集合犛

要求满足如下条件。

１）犛中所有节点表示区域必须覆盖整个地

形区域犇，即犃（犆０）∪犃（犆１）…∪犃（犆狀）＝犇，犆犻

∈犛；

２）犛中任意两个节点所表示的区域都不重

合，即犃（犆犽）∩犃（犆犼）＝Φ，犆犽∈犛，犆犼∈犛；

３）犛中所有节点必须满足节点评价测度，即

犈（犆犻）≤δ。

其中，犃（犆犻）为节点犆犻 所覆盖的地形区域；

犈（犆犻）为利用节点评价测度对节点犆犻 的评价结

果；δ为所选择的阈值的大小。

１．１．２　节点评价测度

节点评价测度是度量地形片在实时绘制过程

中应采用适宜分辨率的标尺。本文算法通过在地

形四叉树中选取适当的节点集合来完成。对地形

某一区域，集合中覆盖该区域的节点越大，表示该

区域的分辨率越低。在地形实时绘制中，决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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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分辨率的因素一般考虑下面两个标准。

１）视距标准

直觉上来讲，显示出来的物体越大，这个物体

给观察者提供的信息应该越多，因而需要显示更

多的细节，故物体在屏幕上的投影大小应该作为

一个标准。在具体的算法中，一般采用观察者到

物体的距离来体现这个标准。屏幕上的投影越

大，相当于观察者离这个物体的距离越小，反之亦

然。也就是说，某一节点采用的分辨率和该节点

到观察者的距离有关。本文算法通过下式来对节

点进行评价：

犳＝犾／（犱·犆）

式中，犾为节点所对应的四叉树数据块中心点到

观察者的距离；犱为节点所对应的四叉树数据块

的边长。在地形显示过程中，如果对于某一节点

得到犳＜１，则认为该节点必须进一步细节化，否

则把该节点送入图形管道进行绘制。犆为一个常

数，它是ＬＯＤ模型精度的控制参数，即犆用于控

制地形显示的总体分辨率。当犆增大时，参与构

网的节点数增多，ＬＯＤ模型的分辨率提高；当犆

减小时，参与构网的节点数减少，ＬＯＤ模型的分

辨率降低。

２）地形粗糙度标准

某一节点采用的分辨率还要和该节点所表示

区域的地形起伏相关。该区域越平坦，采用的分

辨率应该越低；反之，则要采用较高的分辨率。地

形粗糙度标准用于考虑地形起伏因素对最后输出

图像的影响，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示方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地形节点粗糙度估计方

法———局部能量函数误差估计，描述如下。

设狕＝犎（狓，狔）为地形表面二维方向上的点

（狓，狔）处的高程，点（狓，狔，狕）位于实际的地形表面

上，对于一个犕×犖 地形区域，定义犳犲 为该地形

区域的能量函数：

犳犲 ＝∑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狆（犻，犼）］
２

式中，狆（犻，犼）为该区域的相对高程分布，且

狆（犻，犼）＝
犣（犻，犼）－犣０

∑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犣（犻，犼）－犣０］

式中，犣０ 为该区域中高程最小值。

综合视距标准和地形粗糙度标准，本算法采

用了如下的节点评价函数：

犳＝
犾

犱·犆·ｍａｘ（犆·犳犲，１）

　　对于四叉树的某个节点，如果该节点的评价

函数值满足犳＜１，则表示该节点必须进一步细

分，否则该节点为叶节点。

１．２　裂缝问题的解决

在运用树结构对地形进行多分辨率表达时，

通常会出现裂缝问题，见图１。

图１　不同分辨率子块之间会出现裂缝

Ｆｉｇ．１　Ｃｒａｃｋ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ＥｄｇｅｓｏｆＢｌｏｃｋ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裂缝是由于相邻子块的分辨率不一致所引起

的，由于分辨率不同，相邻子块在构建三角形网格

时，在相接的边界上所用的点不完全一致而出现

裂缝，这是地形显示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

规定所生成的四叉树结构中所有相邻四叉树节点

间细节层次的差异不得大于一个层次，见图２，节

点犃和犅 的分辨率正好相差一个层次（即节点犃

的边长是节点犅 边长的两倍），这样的三角形构

网是不会出现裂缝的。

图２　四叉树相邻节点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ＢｌｏｃｋｓｏｆＱｕａｄｔｒｅｅ

　　这样，在四叉树节点选择过程中，消除裂缝的

关键是让所有相邻四叉树节点间细节层次的差异

控制在一个层次之内。

按节点评价函数对节点犃和犅 进行评价，结

果分别为犳犃 和犳犅。假设犳犅＜１成立，即节点犅

要进行细化，那么所有与节点犅相邻且边长为节

点犅 边长两倍的节点都必须进行细分，如图２中

的节点犃。这样，以下的条件必须得到满足：

犳犃 ＜犳犅
犾犃

犱·犳犲犃
＜
２犾犅
犱·犳犲犅

即必须满足犳犲犃＞
犾犃
２犾犅
·犳犲犅。式中，犳犲犃、犳犲犅分别是

节点犃 和节点犅 的地形粗糙度的值，它们的大小

是由局部区域的地形起伏来确定的，即上面的条

件是不能自动满足的。因此本文通过让节点犃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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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形粗糙度是节点犅 地形粗糙度倍数，强制实

现上述条件。在数据预处理时，计算地形粗糙度

标准值时必须给定一个常数犓，并要求犓＞１／２。

本文取犓＝犆／２（犆－１）。

通过上述分析知，在四叉树节点选择过程中，

每一节点的地形粗糙度的值是它本身的误差计算

值和它的前一层次邻接节点地形粗糙度值的犓

倍中的最大值。由于裂缝现象只可能在两个相邻

子块的交接处存在，当两个相邻的四叉树块的层

次不同或虽然在同一层次上但交接处的构网方式

不一样时，裂缝现象就会出现。因为中心点并不

在四叉树的边界上，所以中心点并不会直接引起

裂缝现象，见图３。因此，规定第０层次的节点，

取其本身的误差值，同时把该值传给它的四个角

顶点，每一个角顶点的误差取最大的一个；其他层

次节点，取其本身的误差值和四个边中心点值的

最大值；同时把该值传给它的四个角顶点，每一个

角顶点的误差取最大的一个。

图３　节点间的误差限制关系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Ｎｏｄｅ

１．３　三角网快速构建

在某一视点参数条件下，获取地形显示所需

节点后，要把这些节点立即送入图形管道进行绘

制。在大多数图形软件中，最后的绘制都是通过

三角网来实现的，如何对选定的地形ＲＳＧ模型顶

点快速和正确地构建用于显示的三角网，对于地

形显示十分关键。

利用四叉树有规则的层次结构进行三角形构

网效率是比较高的，对于按上面讨论的原则和方

法选择好所需的节点后，因为四叉树结构中的相

邻节点之间最多相差一个层次，因此，对于每一个

要参与地形构网的四叉树节点，所构建的三角形

数目在４～８个之间，具体的配置如图４。其中

图４（ｂ）、４（ｃ）、４（ｅ）又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其他三

种是对图中配置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９０°、１８０°和

２７０°，图４（ｄ）的另一种情况是对它旋转９０°。

可见，对于一个具体的四叉树节点，对它进行

三角形构网时必须要考虑１６种不同的情况。究

竟采用哪一 种配置，要考虑和它相邻节点的分辨

率大小。

图４　四叉树节点的三角形配置

Ｆｉｇ．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ｆｏｒａ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Ｎｏｄｅ

为了更迅速、更准确地构建三角网，本文采取

了一种面罩的方法，见图５，对于每一节点，判断

它的上下左右邻接节点的细节层次，如果不相同，

则赋予图中的对应数值，并对所有４个值求和，设

为犛，则可用犛来确定该节点的最后三角网的配

置结构。如犛＝０表示为图４（ｆ）；犛＝３０表示为

图４（ａ）；犛＝２６表示为图４（ｂ）

图５　构建三角网的数字面罩

Ｆｉｇ．５　ＭａｓｋｓＤｕｒ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２　实验与结论

为了检测本算法的实用性和实际效果，在ＰＣ

机上用ＶＣ＋＋６．０和ＯｐｅｎＧＬ实现上述算法，并利

用实际地形ＲＳＧ模型数据进行了相关实验。实验

所用硬件设备的主要配置为：ＰⅣ１．７Ｇ，２５６Ｍ 内

存，ＧｅＦｏｒｃｅ２显卡，操作系统为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屏

幕分辨率为１０２４像元×７６８像元。采用的地形数

据的大小为４０９７×４０９７个高程点，原始网格中共

包含３３５５４４３２个三角形。

图６给出了一帧地形显示的结果；图７为地形

动态显示过程中１０００帧画面所生成的四叉树节

点个数和显示的三角形个数；图８为地形动态显示

过程中１０００帧画面的多分辨率地形生成和三角

网绘制的时间开销及相应的帧速变化曲线图形。

　　在上述软硬件条件下，能实现较大范围的地

形实时动态显示。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输出

图６　地形动态显示中的一帧和它的光滑阴影图

Ｆｉｇ．６　ＳｍｏｏｔｈＳｈａｄｅｄ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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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四叉树节点和三角形数目

Ｆｉｇ．７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图８　时间开销主帧速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ｕ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ＦｒａｍｅＲａｔｅ

一帧图像时，四叉树结点选择和生成约占总耗时

的４８％，三角网绘制过程约占总耗时的５２％，总

耗时在３０～６０ｍｓ之间，帧速率在１５～３０ｆ／ｓ之

间，基本上满足了实时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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