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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地球重力场理论研究的发展，地球重力场的三维可视化成为需要，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地球重

力场三维可视化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为此，提出了地球重力场可视化数据挖掘平台 ＷＨＵ３Ｄｇｒａｖｉｔｙ的

设计与实现，并对其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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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重力探测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航

空重力测量技术的改进和完善以及新一代卫星重

力测量计划的实现，人类获取的重力场信息也越来

越丰富，全球和局部重力场模型的准确度和分辨率

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于这些数据量庞大、涉及面宽

的数据的分析，依靠传统的简单汇总、按指定模式

去分析的统计方法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一种智能

化的、综合应用各种统计分析、智能语言来分析海

量数据资料的技术应运而生，这就是数据挖掘（ｄａ

ｔａｍｉｎｉｎｇ）技术
［１］。

目前，国际上对于数据挖掘的研究多集中在

数据挖掘的常用算法上，对结构与过程的可视化

研究仅限于用图标等方式把数据特征直观地表达

出来，如直方图等。地球重力场模型数据所表达

的是一个三维空间实体，其表达与分析如果仅停

留在数学公式或者简单的二维等值线图的水平

上，就不能充分利用数据的第三维信息，造成了数

据的极大浪费。从可视角度来讲，不能给人们自

然界的本原感受，丧失了地球重力场模型的形象

性和直观性。因此笔者认为，如何将地球重力场

理论和数据挖掘可视化技术结合在一起，应该成

为目前地球重力场数据挖掘可视化研究的一个值

得探索的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３Ｄｇｒａｖｉｔｙ平

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平台建设［２］的相关技术

和方法。

１　系统平台设计

１．１　体系结构

视觉沉浸感即所谓真三维技术，是目前可视

化领域研究的前沿。目前，市场上的许多三维可

视化软件大多停留在计算机上实现２．５维的景观

透视图，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三维立体景观

图，而且这种三维的效果并没有给人以深层次上

的立体效果，不能提供给用户所谓的真实的视觉

效果。利用真三维技术进行地球重力场模型的三

维可视化是本系统的一大特点，该系统包括单机

立体和双机立体两套运行环境。

１．１．１　总体结构

无论是单机立体结构还是双机立体结构，其

数据处理和系统功能都是一样的，只是运行的环

境不同而已。基础数据为重力场模型数据、参考

椭球参数、纹理数据等，建立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

２０００／ＮＴ系统上的应用程序对这些数据进行处

理，生成三维地球重力场模型，借助真三维显示硬

件（单机或双机）完成对重力场模型的三维显示、

交互操作以及数据输出等功能。系统结构如图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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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１．２　单机立体

单机立体是指利用一台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

理，借助立体眼镜和３Ｄ显卡设备实现模型的真

三维表示。运行原理为：ＣＰＵ 处理三维模型数

据，生成立体像对，并对立体像对进行实时计算；

然后将该像对输送到图像图形处理板的左、右两

个缓存中，两个缓存的图像交互在显示器中显示，

就构建了人工立体环境。用户通过立体眼镜可以

看到三维图像，还可以通过交互设备对真三维模

型进行交互。其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单机立体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ｉｇ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ｔｅｒｅｏＳｙｓｔｅｍ

１．１．３　双机立体

与单机立体结构不同，双机立体结构是利用

两台计算机来对模型进行处理，显示时，利用两个

投影仪在大屏幕上显示。由于使用投影屏幕，人

眼凝视影像的视距（即人眼到影像的距离）拉大，

所能宽容的交会条件相应放宽，景深因而加大，立

体视觉的效果大大增强，人眼长久观察不觉疲劳。

其结构如图３所示。

１．２　系统功能

１．２．１　数据处理功能

地球重力场数据是经纬度的函数数据，要进

行三维显示，首先要经过数学投影变换，将经纬度

图３　双机主体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ｔｅｒｅｏＳｙｓｔｅｍ

坐标转换为大地坐标；然后进行由大地坐标向屏

幕坐标的转换。主要功能有：① 不同数据格式的

导入。系统需要的数据为参考椭球数据、地球重力

场模型数据（．ｍｄｌ）、纹理数据（．ｂｍｐ）、导航图

数据（．ｂｍｐ）、国界数据（．ｓｈｐ）等。因此，该模

块实现对这些不同格式的数据进行读入、处理等操

作。② 经纬度数据向大地坐标的转换。地球重力

场模型数据是与经纬度相关的数据，而在ＯｐｅｎＧＬ

建模中，要将这些数据转换到直角大地坐标系中

（犡，犢，犣）。③ 大地坐标与屏幕坐标的变换。大

地坐标系犡轴正方向向右，犢轴正方向向上，而屏

幕坐标系的犡 轴正方向向右，犢 轴正方向向下，

这两种坐标系不一致，在导航图以及交互设计飞

行路线时，都需要考虑两种坐标系的相互转换。

１．２．２　三维显示功能

主要功能有：① 不同的显示形式，可以将三

维模型进行网格、光影、纹理、分层设色显示；

② 不同的显示背景，天空背景为蓝色和黑色宇宙

颜色；③ 平移，包括左右、前后、远近移动；④ 旋

转，包括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方式；⑤ 三维飞行

漫游，可以设计飞行路线，也可以读入已经设计好

的飞行路线；飞行时，可以随时停止；可以将设计

好的飞行路线保存成文件。⑥ 国界显示，国界作

为单独的一层，控制是否显示；⑦ 单机立体，借助

立体眼镜，在单机上就可以看到真三维显示情况。

１．２．３　三维交互

主要功能有：① 地球形状，可以动态改变大

地水准面差距与地球半径的比值，直观显示地球

形状；② 三维查询，可以用鼠标从三维模型上选

取点来查询，也可以通过对话框的输入方式查询

某一点的大地水准面差距和重力异常；③ 三维飞

行路线设置，可以从二维图上设计飞行的路线；

④ 三维距离量测，利用鼠标在三维模型上任意选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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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两点，计算两点的球面距离。

１．２．４　数据输出模块

１）图像输出：可以将屏幕上显示的场景以图

像格式（．ｂｍｐ、．ｊｐｇ等）输出；

２）ＡＶＩ动画录制：可以将操作过程和飞行过

程用ＡＶＩ格式录制下来，便于以后演示汇报。

２　犠犎犝３犇犵狉犪狏犻狋狔的关键技术分析

２．１　空间数据变换

坐标系是度量空间点位置的一种度量衡制，

在本系统中，数据所在的坐标系有大地坐标系和

空间直角坐标系［３］。通常，地球重力场模型的大

地水准面表示在大地坐标系中，而地形表面表示

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中，其转换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地形与大地水准面的转换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ｒｒａｉ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ｉｄ

２．２　真三维犞犚环境

借助单机ＶＲ系统和双机双投液晶度偏振光

ＶＲ环境，笔者实现了地球重力场模型的真三维

显示。

１）立体视觉
［５７］

当用双眼看同一景物时，由于左、右眼在空间

所处的位置不同，每只眼晴的视角会有所不同 ，

如图５所示。如果在两眼视场中放一投影面，如

图５（ａ）中的犘１，则两眼的视线在此投影面上会生

成两个位置略有不同的图像（投影）（犃２和犃１）。

当模仿产生这一对平面图像，并采取技术措施使

左眼只能看见右边的图像犃１、右眼只能看见左边

的图像犃２时，那么，人类的视觉系统会生成具有

深度感受的图像。把能生成立体感受的二维图像

对（犃１，犃２）称为立体图像对，立体图像对之间的

水平距离犃１犃２称作双目视差。根据投影面、人眼

以及观察对象之间的相对位置，可有负视差（图

５（ａ））、正视差之分（图５（ｂ））。

２）构建人工立体环境

根据摄影测量原理，可以用一系列具有超过

６０％重叠度的影像反算出（恢复）空间景物的三维

模型，但是这种模型还不足以直接提供人眼可以

图５　负视差及正视差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ｅｒｅｏＶｉｓｉｏｎ

自由漫游察看的立体景观，必须按人工立体视觉

的准则对这种模型进行转换。人工立体视觉是指

由两帧二维影像构造人眼虚拟的立体视觉，它的

构成需满足以下三个限制条件：① 每只眼睛分别

看立体像对的一帧影像；② 两帧影像的视差在眼

基线平行的方向上；③ 所视的同名像点同时满足

交向与凝视条件。其中，第１个条件靠硬件实现，

第２个与第３个条件用数学方法来实现。

当利用正射影像与 ＤＥＭ 制作立体匹配对

时，第２个条件容易实现，只需把视差方向全部调

节到眼基线方向即可；当利用倾斜像对构造人工

立体时，就必须按摄影测量的相对定向原理进行

影像纠正，使全部影像上的核线都平行于眼基线，

即不允许出现上下视差。

第３个条件可用图６表示。图中，犃、犅为地

面上具有不同高程的点，犈１、犈２ 分别为人的左、右

眼视网膜，犛１、犛２ 为左、右眼瞳孔中心，犘１、犘２代

表实地景物，以构造人工立体的左、右影像。当人

眼凝视自然景物点犃 时，双眼视线构成交会角

θ犃，同时双眼调节焦距犳犃，使满足光学清晰条件

１／犱＋１／犎犃＝１／犳犃。式中，犱为瞳孔中心到视网

膜的距离，是固定的；犎犃 为眼睛到景物目标点的

距离；犳犃 为双眼为看清目标犃 而调节的焦距。

图６　双眼交会与凝视图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ｒｉｎｇ

如果犃、犅两目标相距不甚远，人眼可同时看

到犃、犅，即在视网膜上成像。正是视网膜像犪１犫１

与犪２犫２间的视差使人脑产生了不同的深度感（即

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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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感），其条件是犎犃 与犎犅 之差必须在人眼凝

视的景深范围内。当用犘１、犘２ 影像来代替实景以

构建人工立体（或称虚拟景观现实）时，也要满足这

些条件。如按图６所示的视差条件（即犪′１犫′１和

犪′２犫′２）构建人工立体时，会出现双眼视线必须交会

于犎犃、犎犅 距离处的犃、犅点，而又必须凝视于影像

平面犘１、犘２，此时，１／犳犪＝１／犱＋１／犇≠１／犳犃，即出

现交会与凝视的不一致。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此时

看不出立体，即便经过训练的人长时间观察也会感

觉头晕。因此，设计人工立体视觉时，要充分考虑

交会与凝视的一致性。当利用投影屏幕或较大尺

寸的显示器时，凝视距离很远，景深也大，交会与凝

视的一致性容易解决，因此，立体视觉效果就好。

２．３　基于犔犗犇技术的三维显示

当前，很多学者提出了有关大数据量模型数

据的简化算法［８１３］，主要从ＴＩＮ和Ｇｒｉｄ两个方面

进行研究。由于这些工作的基础是基于视点对三

角网进行实时简化计算，数据以层次结构进行组

织，因此，同样存在着难以处理大数据集的问题。

总之，基于 ＴＩＮ模型的ＤＥＭ 简化算法，预处理

与可视化的实时计算量大，对计算机硬件平台要

求较高，适用于图形工作站环境。

与 ＴＩＮ结构相比，规则格网结构则要简单得

多，且在实际生产中，ＤＥＭ 往往使用规则格网表

达，常见的是基于点阵的栅格表达方式，一般使用

位图格式进行存储。但规则格网所占的存储量较

ＴＩＮ大，且不具有拓扑结构。基于规则格网的研

究可见文献［１４１６］。

考虑到地球重力场模型数据是以规则格网形

式存储的，以及软件开发的难易程度，笔者拟采用

数据分块和按视点距离对规则网格进行分层，并

对每层数据隔行采样的方法，使之达到简化层次

模型数据量的目的。该算法实时计算量小，对计

算机硬件平台的要求也不太高，所以，非常利于实

际应用开发。技术流程图见图７。

图７　大数据量数据解决方案技术流程图

Ｆｉｇ．７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Ｈｕｇｅ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　实　现

软件依靠单机ＶＲ环境和双机双投ＶＲ环境

硬件支持，实现了地球重力场模型的真三维显示。

整个系统软件的底层都是Ｃ／Ｃ＋＋源码，运行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２０００／ＮＴ环境下，三维图形接口遵

循ＯｐｅｎＧＬ标准。经过可行性研究、系统分析、

系统框架和功能设计、程序编写以及调试与测试

等多项工作基本上实现了数据处理、地球重力场

模型的三维建模、模型的多种显示方式、三维交互

等功能，动态改变大地水准面差距与地球椭球半

径的比值，可以直观地表达地球的形状。系统具

有良好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可移植性，并提供了友

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如图８所示。

图８　系统运行界面图

Ｆｉｇ．８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ＷＨＵ３Ｄｇｒａｖｉｔｙ

４　结　语

将地球重力场理论研究与数据挖掘可视化更

加紧密地结合是当前地球重力场理论和实践中一

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和

实践，并研制了一个实用系统，该系统在 Ｗｉｎ

ｄｏｗｓ９８／２０００／ＮＴ环境下应用，运行状况良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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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２卷第１１期 宁津生等：地球重力场可视化数据挖掘平台 ＷＨＵ３Ｄｇｒａｖｉｔｙ的设计与实现

可用性、可操作性和视觉效果方面能较好地满足

需求，对地球重力场理论研究以及大地测量成果

的可视化具有实际应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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