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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总结传统手工晕渲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计算机地貌晕渲的原理，着重研究了坡度和坡

向对地貌晕渲中阴影强弱和明暗程度的影响，提出了变比例调整高程和晕渲笔调调整两种方法。实验表明，

利用本文方法能有效改善地貌晕渲图的三维立体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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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貌晕渲法是地图上进行地貌立体表示的常

用方法，它利用阴影和明暗变化原理在平面上建

立地貌立体形态［１］。为了满足制图的具体需求，

人们对局部晕渲、人机交互晕渲等进行了研

究［２］。随着计算机制图技术在地图制图领域的

广泛应用，地貌晕渲图的自动绘制技术得到了快

速发展［３５］。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软件具备自动

晕渲功能，但总的来说，实用化程度不高。

在计算机地貌晕渲中，如何提高晕渲图对地

形地貌的表达能力，增强其三维立体效果，是地貌

晕渲走向实用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维立体视觉效果是评价晕渲图质量的一个

重要因素。如何增强计算机地貌晕渲对小地形地

貌晕渲的表达能力，提高其三维立体视觉效果一

直是地图制图工作者的关注热点［２，１０，１１］。

本文根据地貌晕渲产生的原理，对影响晕渲

图图面立体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变比

例尺拔高和地貌晕渲笔调增强两种方法，以改善

计算机地貌晕渲图三维立体效果。笔调原本指等

高线地形图中描绘地貌细微形态时为强调图形的

特点而运用的运笔风格［５］。本文借用此概念描述

晕渲制图中山体的特点：山体明暗对比强烈，山峰

尖锐高耸，山体形态明朗、清晰为晕渲的硬笔调风

格；反之，山脊明暗对比较弱，山峰圆润柔和，山体

形态趋于平缓，则为晕渲的软笔调风格。

１　改善计算机地貌晕渲三维立体效

果的策略分析

　　地貌晕渲中的阴影范围和浓度变化遵循两个

依据：① 根据坡向和光源方向的关系，划分阴、阳

坡面；② 依据坡度变化确定用墨浓度，原则是阳

坡面越陡越亮，阴坡面越陡越暗［１］。在画法和绘

制次序上有许多经验和方法，但总的说来，最终的

目都是通过处理阴、阳坡面的明暗对比关系，塑造

山形，使晕渲图呈现出较好的三维立体视觉效果。

计算机地貌晕渲是通过控制光照模型和光源

位置来模拟光源对地面照射产生的阴影强弱和明

暗程度。基本原理就是将地面立体模型的连续表

面分割成许多个单元，然后根据单元平面与入射

光线之间的关系计算出各个单元的受光量，确定

其颜色值，投影到平面上模拟地貌起伏的效果。

１．１　灰度值的计算

在计算机晕渲中，灰度值是由受光量决定的。

受光量越小，灰度值越大，受光量为０时，灰度值

达到最大，计算每一个地形格网单元的灰度值是

地貌晕渲的基础［２］。

假设一平行光线从高度角为θ的方向照射到

地面上。如图１所示，犗犖 为格网单元的法线方

向，犗犘 为犣 轴方向，犗犛 为光线方向，α为犗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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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犗犖 的夹角，是θ的余角，即θ＋β＝９０°，γ为

犗犖 与犗犛 的夹角。延长犗犛 、犗犖 、犗犘 到一球

面，得球面△犃犅犆，∠犆称方向角，也即格网单

元的坡向角。假设光源的单位光量为１，格网

单 元 的 受 光 强 度 为 犎 ＝ ｃｏｓαｃｏｓβ ＋

ｓｉｎαｓｉｎβｃｏｓ犆
［１２］。

图１　斜照光源下的受光强度的计算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

ＳｉｄｅｌｉｎｇＳｈｉｎｅ

由此可见，格网单元的受光强度与其坡度、坡

向及入射光线的角度有关。设受光量为０时，地

表的灰度犅等于１，那么，地表的灰度计算公式

可写成犅＝１－犎。显然，在西北倾斜光照下，地

表阴影变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地表被分为阳坡面

（受光面）和阴坡面（背光面），随着坡向角的不

同，其灰度也在变化，阳坡面越陡越亮，而阴坡面

越陡越暗。

１．２　计算机地貌晕渲三维立体效果增强策略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计算机地貌晕渲中，调整

地貌晕渲的三维立体视觉效果，可以从格网单元

坡度和坡向着手。当然，在彩色晕渲中，色彩的冷

暖感、干湿感和远近感等也有助于建立地貌的立

体感，并丰富彩色晕渲所表达的内容［２，１１］。本文

侧重于从格网单元的坡度和坡向入手，通过改变

阴坡面和阳坡面的明暗对比关系，寻求改善地貌

晕渲三维立体效果的方法。

阳坡面越陡越亮，阴坡面越陡越暗。夸大坡

度，就可以使阳坡面越亮，阴坡面越暗，从而加强

阴、阳坡面的明暗对比，增强晕渲图的立体效果。

传统手工晕渲中，坡向主要用来划分阴阳坡

面，指导用墨的浓淡。晕渲方法中有一种“涂白粉

的方法”，即在晕渲作业接近尾声时，在山脉阳坡

面的最亮部分涂抹白粉，用以增加山脉阴、阳坡面

的反差，以加强立体感［１］。在计算机地貌晕渲中，

可以模拟这一手法，通过降低阳坡面的灰度或者

增强阴坡面的灰度来增强明暗对比，实现晕渲的

硬笔调；而山体本身十分尖锐，则可以减弱明暗对

比，实现晕渲的软笔调。

２　地貌晕渲中变比例因子拔高

有些比较平缓的地形，特别是一些丘陵地带，

山体坡度比较小，常规方法进行晕渲时，阴、阳坡

面的明暗对比和三维立体效果不很明显，影响到

晕渲图的质量，如图２（ａ）所示。为了改善这一状

况，文献［１１］提出了设置高程比例因子的方

法［１１］，以达到改善地貌晕渲的立体效果的目的

（见图２（ｂ）、图２（ｃ））。夸大高程实质上是通过设

置比例因子夸大高程点之间的相对高度，进而夸

大坡度，增强阴、阳坡面的明暗对比变化，达到增

强晕渲图三维立体视觉效果的目的。许多提供晕

渲制图功能的软件，都提供了此种工具。

图２　单一垂直比例因子对晕渲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ｉｌｌＳｈａｄ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但是单一的垂直比例因子设置的方法强行拉

大了地形表面所有格网单元中各顶点的高程差

距。对山体来说，确实增强了立体效果；但对平坦

地区来说，本来趋于平滑的表面，一些细微的凸起

也被显化，这种凸起产生出三角面，破坏地形表面

曲面的平滑程度，影响晕渲图面的整体效果。

变比例高程调整按高程段设置高程调整的比

例因子，以调整晕渲立体视觉效果。通过交互操

作，判断出当前ＤＥＭ数据中山脚线大致高程，依

此划分高程段。按具体情况，可划分多个高程段，

对各高程段设置不同的拔高比例。另外，可以交

互操作，选择某一区域进行调整。

一般来说，山脚线以下平坦部分的高程设置

较小夸大或者不夸大，山脚线以上山体部分进行

较大夸大，这样可以达到增强山体立体效果，而避

免出现细微凸起被显化的问题。如图３所示，山

体部分垂直比例参数为５，而平坦部分比例参数

为１，山体部分的坡度被夸大，明暗对比增强，立

体效果得到改善，而平坦地区则没有出现细微凸

起被显化的情况。

７７１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图３　变垂直比例因子对晕渲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ｉｌｌＳｈａｄ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３　地貌晕渲图的笔调调整方法

地貌晕渲的笔调调整任务就是调整山体的明

暗对比程度，凸显山脊，使山体形态明朗、清晰；而

软笔调则相反。从计算机地貌晕渲的原理及格网

单元灰度值的计算方法可知，调整山体的明暗对

比程度可以从各格网单元的灰度值着手。计算机

地貌晕渲的设色可以有多种模式，如ＲＧＢ、ＨＳＶ、

ＣＹＭＫ模式等。其中常用的ＣＭＹＫ模式是与四

色印刷相关的模式，犓 值代表印刷黑版黑度，这

与计算机地貌晕渲中要调整的灰度值虽然不是同

一概念，但在设色时加以考虑也可以达到同样的

效果。通过改变犓 值，则可一定程度地改变格网

单元的颜色灰度。

格网单元法向量方向与光线方向所成角度越

小，阳坡面越正面于光源；两者所成角越大，则阴

坡面越背面于光源，灰度的大小与两者角度的余

弦值成正比。在光照模型产生晕渲阴影的基础

上，依据阴、阳坡面及三角面与光线夹角的大小对

阴坡面和阳坡面的灰度值进行后期调整，在每一

格网单元上形成新的灰度值，选择性地冲淡阳坡

面的明度或加深阴坡面的灰度，夸大对在常规晕

渲情况下光照模型生成的阴影和明暗对比程度，

以凸显阴坡面和阳坡面的对比，而把图面上的山

体形态刻画得更为明朗清晰。

３．１　阳坡面和阴坡面的判断

对于晕渲三角网中某一格网单元，判断其是

否属于阳坡面或者阴坡面比较容易。如图１所

示，点犗处光线与法向量所成角度为γ，分别用单

位向量（狊狓，狊狔，狓狕）和（狀狓，狀狔，狀狕）表示光线方向和

法向量方向，则有：

ｃｏｓγ＝
狊狓×狀狓＋狊狔×狀狔＋狊狕×狀狕

狊２狓＋狊
２
狔＋狊

２
槡 狕 × 狀２狓＋狀

２
狔＋狀

２
槡 狕

＝

狊狓×狀狓＋狊狔×狀狔＋狊狕×狀狕 （１）

　　当ｃｏｓγ＞０时，γ为锐角，该单元为阳坡面；

当ｃｏｓγ＝０时，γ为直角，该单元为水平面，不处

理；当ｃｏｓγ＜０时，γ为钝角，该单元为阴坡面。

３．２　晕渲中笔调调整

假设灰度调整幅度为犔，Δ犓＝犔×ｃｏｓγ表示

各阴坡面单元着色时灰度调整值。Δ犓 虽然不根

据光照模型计算产生，但Δ犓 与γ的余弦值成正

比，其变化规律与光照模型下计算的各个格网单

元灰度的变化规律一致。把Δ犓 增加到ＣＭＹＫ

设色模式下各格网单元的犓 值上，按犓′＝犓＋

Δ犓 计算每一格网单元的晕渲效果调整后的灰度

值犓′。因灰度值的取值范围在区间［０，１００］，得

到的犓′值应在区间［０，１００］内。当犓′大于１００

时，取犓′等于１００；当犓′小于０时，取犓′等于０。

新的灰度值犓′在光照模型所能形成的阴影和明

暗对比程度的基础上对格网单元原有的灰度值进

行了夸大，可将山体地貌形态刻画得更为清晰。

通过交互设置改变犔值，可以使整个晕渲中笔调

效果呈现不同的硬度。

图４是同一 ＤＥＭ 数据用同一色系分别在

ＡｒｃＧＩＳ和本文研制的晕渲制作系统中制作的晕

渲图片。图４（ｂ）中阴、阳坡面明暗对比程度增

大，山脊明显，山体形态较图４（ａ）清晰，有着更好

的三维立体视觉效果。

图４　笔调整对晕渲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Ｐｅ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ｉｌｌＳｈａｄｉｎｇ

４　结　语

通过高程变比例因子的夸大和格网单元的灰

度调整，都可以改变地貌中的阴影和明暗变化，并

改变阴、阳坡面的明暗对比程度，可以更好地增强

计算机地貌晕渲中三维立体视觉效果，一定程度

上提高计算机地貌晕渲成图质量。但是，计算机

地貌晕渲完全走向实用化仍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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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２４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奔赴南极

中国第２４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启程奔赴南极，执行中国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科

学考察和后勤保障任务。中国第２４次南极科学考察是自１９８４年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以来人员最多

的一次考察。考察队将围绕中国南极内陆站建设选址、国际极地年中国行动计划项目、“十五”极地

考察能力建设现场实施这三大主线，完成３７项科学考察和１０项后勤保障工作，特别是实施中山站

至内陆冰穹Ａ地区综合考察，将为中国南极考察向纵深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由国家测绘局派出的黑龙江测绘局和武汉大学的测绘队员将在南极内陆冰穹Ａ区域、长城站

及周边地区以及中山站地区开展相关基础测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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