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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熵理论和地图分级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熵的彩色晕渲图设色方案辅助设计方法，并进行

了晕渲制图实验。从客观信息量测定和主观评价结果的分析表明，本文方法制作的晕渲图色彩过渡自然，地

形区分明显，层次清晰，能更好地表达地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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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地图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地貌晕渲

图可以依据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在计算机环境

下实现。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软件具备自动晕

渲功能，但总的来说，自动晕渲软件实用化程度不

高［１，２］，主要表现为计算机环境下很难自动生成

美观、准确的晕渲图，设色方面过于依赖地图制图

专家。本文以晕渲实例为基础，分析了传统设色

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依据熵理论，在分层设

色环节探讨了设色方案辅助设计的可行性，同时

采用文献［３］的分层设色方案进行了典型地形晕

渲图设计实验，最后评价了辅助设计方法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

１　问题的提出

基于ＤＥＭ的计算机彩色地貌晕渲制作的基

本方法是利用制图区域的地表高程数据，在确定光

照模型、光源位置、地表垂直比例和水平比例的基

础上，通过分层设色，形成具有阴影和明暗变化的

制图区域晕渲图像［３］。在设计过程中，色层表的建

立是直接影响晕渲图图面效果的关键因素［４］，不恰

当的高程带划分会影响晕渲成图的艺术效果，限

制地貌形态的正确表达，妨碍信息的传递。

图１为采用文献［３］的设色方案对某一区域

设计的晕渲图。从图中看出，该区域山脚线附近

大片面积的颜色趋于一致（犃、犅处），色彩过渡不

图１　彩色晕渲效果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ｌｏｒＨｉｌｌＳｈａｄｉｎｇＭａｐ

自然，地形区分不明显，整个图面效果没有反映出

此区域的地貌特征。通过制图区域的ＤＥＭ 数据

统计分析，该区域高程主要分布于１０～１００ｍ，但

从色层表显示，高程密集区域级数划分过于稀疏，

致使该区域山脚分界线及周围具有近似高程的突

兀处被划分到同一色带中，导致了山脚线附近高

程显示的颜色基本一致。依据晕渲图的制作经

验，该区域应增加１０～１００ｍ的高程带级数，适

当考虑特征点，这样才更能突出层次差异，体现出

地貌形态。

２　基于熵的晕渲图辅助设计原理

在计算机彩色晕渲图制作过程中，划分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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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实际上是将制图区域的高程分级，按照高程的

分布来设计颜色，以此来确定图面上各个区域的

色彩，因此，在制作晕渲过程中可以通过设定有效

的分级方式来提高高程分级的质量，从而改善晕

渲图的效果，增强信息的传递。

为了更好地阐述晕渲图辅助设计的原理以及

衡量高程带的分级效果，笔者引入熵［５］的相关概

念和地图分级评价模型。

２．１　熵的相关概念

假设犖为地图上符号的总数目，犕 是符号类

型的数目，犓犻为第犻类符号类型的数目，则犖＝犓１

＋犓２＋…＋犓狀
［５］。地图上各种符号类型的概率为：

犘犻＝犓犻／犖

式中，犘犻 为第犻类符号类新的概率，犻＝１，２，…，

犕。地图的熵可以用下式计算得出：

犎 ＝－∑
狀

犻＝１

狆犻ｌｏｇ２狆犻 （１）

式中，由于对数的底取２，这时的信息量的单位是

ｂｉｔ。

信息量是不肯定程度减小的量，可以通过熵

来确定。在等概率情况下，熵函数的值最大，即最

大熵为：

犎 ｍａｘ＝ｌｏｇ２狀 （２）

在评定信息量的大小时还有相对熵和剩余熵：

犎０ ＝
犎
犎ｍａｘ

（３）

犚＝１－犎０ （４）

　　彩色晕渲图是用色彩的浓淡、明暗和冷暖对

比来建立地貌立体感的［６］。晕渲图所采用的

ＤＥＭ数据可理解为具有一定面积的格网单元，图

上表现各种地形的色块是划分后具有相同高程区

间的格网集合，实际上就是色彩面状符号［７］，高程

信息正是通过不同色相、明度和饱和度的色彩面

状符号来表达的，色彩的数目与类型的选择将影

响到图面的整体效果，以及地图信息的传输。色

彩面状符号也可以作为计算熵与信息量的参量，

以此来衡量制图信息。

２．２　地图分级评价模型
［８］

分级是一种简化数据的综合方法，从统计学

的角度讲，分级数越多，对数据的综合程度就越

小。对于晕渲图，高程带分级数目越多，地貌形态

保留越完整，综合程度越小，信息量越大；但从心

理物理学角度来讲，人们能辨别的等级差别是非

常有限的，所以本文的高程分级评价限定在固定

级数。

对于同一组高程数据可以有不同的等级划分

方法，如等差分级、等比分级、任意数列分级等。

一般来说，信息量越大，剩余熵越小，分级效果越

好。地图分级评价模型可以从量上客观地反映高

程数据分级的优劣，以此作为分级的一种衡量标

准，从而用来检验和评判色层表建立的合理性。

２．３　辅助分级设计

目前，彩色晕渲图制作过程中制图者常用的

分级方式是变距等高距分级，简称为传统分级。

传统分级方式制作的晕渲图在地形表达和艺术效

果方面都存在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辅助分级方

式，它依据ＤＥＭ的统计数据，根据高程的分布规

律，考虑高程变化关键点来设定高程带的分级。

设计色层表时，高程分布集中的区域带数划分相

对密集，高程分布稀疏区域高程带跨度适当放大。

传统分级和辅助分级划分高程带级数的优劣可以

通过熵和地图分级评价模型来衡量。

为确定辅助分级方式设定高程带的有效性，

以及对制图区域的普遍适用性，笔者结合我国几

种基本高程数据地形进行实验，并给出了主、客观

评价。

３　实验设计与评价

３．１　设色方案设计

我国地形复杂且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过程

中，受到内外力作用的影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

形［９］。本文分别选取具有丘陵、山地和高原地形

的典型区域。

对选取的３种区域，每种地形的高程带设计

按照上文阐述的两种分级方式，第一种采用传统

分级方式，第二种采用辅助分级方式，设色方案为

文献［３］提出的设色模式。图２是生成的晕渲效

果图，其中，图２（ａ）、２（ｂ）、２（ｃ）为传统分级生成

的晕渲图，图２（ｄ）、２（ｅ）、２（ｆ）为辅助分级生成的

晕渲图。

３．２　评价

为确定辅助分级方式生成晕渲图的实用性和

艺术性，笔者依据地图分级评价模型对３种地形

的高度表设置进行了定量分析，并通过测试者从

视觉感受方面进行了定性的主观评价。

３．２．１　地图分级评价模型定量测定

３种区域的数据分级如下。

丘陵数据传统分级：１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

～３００～４５０～５８０；

丘陵数据辅助分级：１０～３５～６０～１００～１５０

～１８０～２５０～５８０；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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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传统和辅助设色效果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ｐ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ＡｉｄｅｄＤｅｓｉｇｎ

　　山地数据传统分级：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７５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山地数据辅助分级：０～２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

２５０～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高程数据传统分级：２３６０～２５００～２７００～３

０００～３４００～３８００～４０００；

高程数据辅助分级：２３６０～２５００～２７００～２

９００～３２００～３６００～４０００。

采用地图分级评价模型对两种分级方式从信

息量、最大熵、剩余熵等方面进行比较，３种地形

的相关指标定量测定如表１。

表１　基本地形分级评价模型测定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ａ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分级方式 信息量／ｂｉｔ 最大熵／ｂｉｔ 剩余熵／ｂｉｔ

丘陵
传统分级 １．８８７８１ ２．８０７３５ ０．３２７５５０

辅助分级 ２．３２５２３ ２．８０７３５ ０．１７１７３５

山地
传统分级 １．３５７１２ ３．３２１９３ ０．５９１４６５

辅助分级 ２．１２９６９ ３．３２１９３ ０．３５８８９９

高原
传统分级 ２．２８２２７ ２．５８４９６ ０．１１７０９７

辅助分级 ２．４５５２３ ２．５８４９６ ０．０５０１８７

　　从地图分级评价模型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

辅助分级建立的高程带比传统分级方式建立的高

程带生成的信息量大，而且剩余熵小，从地图信息

传递上看辅助分级较出色。

３．２．２　主观评价

依据视觉变量的知觉效果，从整体感、差异

感、等级感、质量感和立体感［６］对辅助分级设色方

案从视觉感受效果方面进行主观评价，选定２０位

评价者，其中包括４位制图专业教师，８位制图专

业学生，８位非制图专业人员。年龄在２０～３９岁

之间，裸眼视力１．０以上，色觉正常。针对３幅晕

渲图（图２（ｄ），２（ｅ）、２（ｆ））的视觉感受评价的指标

为优秀、良＋、良、中＋、中、及格、不及格。

综合评价者的意见，３个区域晕渲图视觉感

受的评价结果如表２。

主观评价的结果表明，对于３块地形辅助分

级方案的评价，各项指标 “良＋”偏多，表明三块地

形晕渲设计良好，符合制图人员和一般读图者的

要求。图面效果表明，３种地形色彩过渡自然，地

表２　丘陵视觉感受效果评价

Ｔａｂ．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ｌｌ

等级 优秀 良＋ 良 中＋

整体感 ２ １０ ６ ２

差异感 ２ ８ ６ ４

等级感 ２ １０ ４ ４

质量感 ４ ６ ８ ２

立体感 ８ ２ １０ ０

表３　山地视觉感受效果评价

Ｔａｂ．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ｎｔａｉｎ

等级 优秀 良＋ 良 中＋

整体感 ０ １２ ４ ４

差异感 ８ ６ ０ ４

等级感 ２ ６ ８ ４

质量感 ０ ６ １０ ４

立体感 ２ ８ ８ ２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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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高原视觉感受效果评价

Ｔａｂ．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ｌａｔｅａｕ

等级 优秀 良＋ 良 中＋

整体感 １２ ６ ２ ２

差异感 ０ ８ １０ ２

等级感 ４ ８ ４ ４

质量感 ６ ６ ８ ０

立体感 １２ ６ ２ ０

貌形态比较突出，层次感强，特别是高原地形，山

脊与沟谷明显，层次清晰，因此指标中对其整体感

与立体感评价较高。

另外，结合主客观评价可以看出，３种地形从

地图分级评价模型定量测定与视觉感受主观评价

的结果表现出一致性，地图分级评价好的地形同

样具有较高的视觉感受评价。可见，通过辅助分

级的方式建立高程带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可以

降低高程带分级的盲目性，提高色彩运用的准确

性，增强晕渲图的艺术性。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辅助分级的方式来确定高程带的划

分，依据熵的理论，借助地图分级评价模型来检验

分级的优劣，客观上增强了晕渲图分层设色环节

的科学性。从主观评价的结果显示，依据辅助分

级方式生成的晕渲图也具有较好的艺术效果，可

见，采用辅助方式进行晕渲图设计具有可行性。

本文也为计算机彩色晕渲图分层设色提供了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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