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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面向珠三角城市群空气污染模拟的虚拟地理环境，从总体上展示了系统的框架、基于网格的

模型集成以及污染可视化表达，旨在探讨构建面向珠三角空气污染的虚拟地理环境关键技术的可行性。测试

表明，系统设计比较合理，基本满足虚拟地理环境的需求，同时又能初步为珠三角空气污染的专业研究提供支

撑。

关键词：珠三角；空气污染；虚拟地理环境；计算网格；模型集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膨胀使珠三角地区

的空气质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１］。目前，针对珠

三角空气污染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 针对

监测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不同气象条件下

区域空气质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２］；② 研究空气

污染的成分，并分析其来源［３］；③ 通过构建模型，

研究污染机理，再现历史，预测未来［４１０］。这些研

究有助于对空气污染现象的认识，并为政府部门

的污染治理和决策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但

是，以上的研究也存在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

地方，如没有有效地考虑地理因素，缺乏与地理因

子有关的分析等。同时，控制空气污染，需要专

家、政府官员以及公众的共同参与。但是目前专

家对于污染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其研究结果

不易被大众乃至决策者所理解。所以，如何搭建

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的桥梁，使空气污染科

学研究能够被大众理解，并参与其中，是一个需要

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珠三角空气污染为背景，采用虚拟地

理环境研究珠三角空气污染模拟，探索如何将专

业性极强的大气环境和空气污染模型（中尺度大

气模式 ＭＭ５）集成到虚拟地理环境中来，以及针

对模型计算结果的地学可视化。

１　系统设计

１．１　系统总体框架

系统采用目前流行的分层结构体系，包括数

据层、数据处理层、模型层和可视化层（见图１）。

数据层主要包括遥感数据、地形数据、下垫面数

据、气象数据、污染监测数据、协同数据以及协同

规则数据。数据处理层主要用于针对原始数据的

处理，使之适应于系统运算、分析、模拟、可视化

等。模型层包含本研究需要的各种模型，如地形

模型、地物模型、数值天气预报模型、空气污染扩

散／传输／化学模型、分析模型、协同模型、可视化

模型数据编码／解码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可视化

的功能主要包括数据表达可视化、模型计算过程

可视化、分析可视化、协同可视化、空气污染体三

维表达可视化、模拟结果可视化以及其他有关的

可视化。

系统的核心硬件构架如图２所示。该结构是

一个分布式模式，用于支持模型计算的网格平台

和系统的管理以及分布在不同的部门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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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总体框架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终端，用户则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到系统中。系统

的管理节点负责系统维护、信息中转、安全控制和

异构屏蔽等功能。二维和三维可视化平台负责模

拟结果的渲染。远程用户的操作功能是二维和三

维功能的组合。

图２　系统核心的硬件架构

Ｆｉｇ．２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１．２　系统主要模块及划分

１）数据预处理模块：主要用来将 ＭＭ５专业

计算的结果数据转换成具有地理坐标编码的栅格

数据和矢量数据。

２）高性能模型计算模块：采用计算网格，在

分布式环境下对 ＭＭ５进行解算。

３）可视化模块：包括二维可视化和三维可视

化。二维可视化的功能包括图层叠加、放大／缩

小、平移、距离量算、区域选择与面积量算、污染浓

度表达、基本制图以及截面分析等。三维可视化

的主要功能有图层叠加、漫游、污染浓度表达、截

面分析、取点垂直分析以及区域分析。

４）分析模块：提供简单的污染数据源的统计

分析，包括污染严重区域的提取、污染级别区域的

划分、污染物浓度与工厂分布的关系、污染与下垫

面之间的关系等。

５）通讯模块：本系统是一个分布式系统，系

统的模型、管理、可视化等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同

时，它又是一个异构平台，各个分布终端采用不同

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通讯模块主要完成多平

台之间的通讯，包括 Ｗｉｎｄｏｗｓ平台下的终端之间

的通讯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下的客户端与Ｌｉｎｕｘ环境下

的服务器之间的通讯。通讯的内容包括语音、视

频、文件以及数据。

２　 基于网格的模型服务布置及

ＭＭ５的高性能计算

　　模型集成是实现虚拟地理环境的关键问题。

当模型简单时，可以将模型设置、模型计算、模型

结果处理和可视化等都配置在相同的节点上。但

是当模型众多、模型结构复杂且模型解算费时时，

应该采用新的方法。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计算网格的模型服务环

境。该环境作为虚拟地理环境的模型服务器，为

复杂模型提供高性能计算。在虚拟地理环境可视

化平台中，只需要集成模型的操作终端，从而将复

杂的模型计算和维护与可视化平台分开，有利于

系统的管理和维护。针对珠三角空气污染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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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ＭＭ５集成到这个网格计算服务平台上来。

２．１　基于犆犝犌狉犻犱的模型集成构架

香港中文大学计算网格（ＣＵＧｒｉｄ）主要提供

高性能计算功能。目前，该网格包含１５４个节点，

２７８个ＣＰＵ，其中３０个节点是单一ＣＰＵ节点，而

另外的节点是双ＣＰＵ节点。所有的节点通过网

格中间件 ＧｌｏｂｕｓＴｏｏｌＫｉｔ连接在一起。通过

ＯｐｅｎＰＢＳ，用户可以使用其中的２７０个ＣＰＵ为其

提供１．５×１０１２次／ｓ的浮点运算。ＣＵＧｒｉｄ采用

标准 ＯＧＳＡ 框架（ｏｐｅｎｇｒｉ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并包括安全和网络资源管理等。

基于ＣＵＧｒｉｄ设置了三层式的模型布置结

构，即用户层、中转管理层和模型计算层。在本文

案例中，用户采用的是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而用

于大气环境和污染扩散的模型运行在Ｌｉｎｕｘ操作

系统上。同时，ＣＵＧｒｉｄ是一个多用户共享的环

境，应该保护其不受外界扰乱。中转管理层处在

用户和网格服务之间，负责对用户的信息进行过

滤、转换和屏蔽，从而隐藏系统异构性和提高系统

安全性。用户层负责产生模型运行指令，在得到

中转管理层的认可后转换成模型层指令，并发送

给模型层。模型层在ＣＵＧｒｉｄ环境下采用并行方

式对模型进行高性能的计算。计算结果通过中转

管理层返回给用户。三层的模型配置如图３所

示。

图３　基于ＣＵＧｒｉｄ的三层模型布置构架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ｔｉｅ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ＵＧｒｉｄ

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２　基于犆犝犌狉犻犱的 犕犕５计算

ＭＭ５是从事大气模拟和空气污染研究人员

经常采用的软件。该模式是具有数值天气预报和

模拟功能的多尺度系统［１１］。本文利用研究组以

往的研究成果，即将空气污染扩散模型集成到

ＭＭ５中，使得 ＭＭ５不仅能够计算大气环境场，

同时也能够计算污染扩散。

本文采用 ＭＭ５Ｖ３７作为大气环境和空气污

染扩散的计算模式。ＭＭ５共有８个模块。在该

研究中，由于没有实测数据，所以忽略了与观测资

料空间插值有关的部分（ｌｉｔｔｌｅ＿ｒ／ＲＥＷＩＮＳ和ＩＮ

ＴＥＲＰＢ）。模式的后处理采用ＧＩＳ支撑下的二维

可视化平台，忽略了ＧＲＡＰＨ／ＲＩＰ。另外放弃了

用于模型插值的ＮＥＳＴＤＯＷＮ模块，同时增加了

污染源处理模块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和用于

模型计算的ＪｏｂＲｕｎＯｎＣＵＧｒｉｄ模块，分别负责对

污染源进行编辑和将配置好的模型提交到ＣＵ

Ｇｒｉｄ上进行计算。

整个模型运行的步骤如图４所示。模型的设

置和解算过程包括 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ＧＲＩＤ、ＩＮ

ＴＥＲＰＦ、ＭＭ５等的模块参数设置和并行参数设

置。ＴＥＲＲＡＩＮ主要用于设置硬件环境、选定研

究区域、划分嵌套区域、设定空间分辨率等。ＲＥ

ＧＲＩＤ主要将美国大气环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再

分析资料内插到 ＭＭ５模式网格点上，形成模式

第一猜值场。ＩＮＴＥＲＰＦ为垂直插值，将气象要

素场由气压面内插到σ坐标面上，生成模拟的初

始场。污染源模块主要用于设定污染源区域和污

染源类别的开关。当所有步骤完成之后，进入

ＭＭ５模式的主程序计算模块。ＭＭ５模块首先

获得预先模块的设定和相关的支撑数据，通过编

译生成用于并行计算的 ｍｍ５．ｍｐｐ文件，然后通

过网格计算模块将并行作业提交到计算网格服务

器上。当网格计算完成后，将结果文件回传到指

定存储位置，以供可视化和分析之用。

图４　基于ＣＵＧｒｉｄ的 ＭＭ５计算流程

Ｆｉｇ．４　ＭＭ５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ＵＧｒｉｄ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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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污染时空分布可视化表达

污染物是一个在视觉上没有明显边界的物

体，也可以说是模糊边界物体。该物体同时又是

立体的，在物理模式的驱动下，按照应有的规律变

化。本文通过二维和三维两个途径来表达污染物

的时空扩散。

在实现空气污染的基本可视化功能的基础

上，引进了ＧＩＳ的常用功能（放大／缩小、漫游、测

距、基本量算等），增加了对于污染的三维立体表

达。二维平台主要针对地理信息和污染结果的整

合，主要功能包括污染计算结果数据的转换、多专

题数据的叠加、模式的可视化设置、时空数据的静

态和动画可视化等。在动画可视化时，可以选定

某一时刻不同污染的高度层进行可视化，也可以

选定某一高度层看不同时刻的污染变化情况。二

维可视化平台采用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９．２，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

ｄｉｏ２００５．ｎｅｔ下利用Ｃ＃语言进行二次开发实现。

三维环境可以表达二维的所有功能。同时，

本文研究了具有模糊边界体三维特征的污染物可

视化表达，主要采用粒子系统和等值面两种原理

进行构建。三维平台的实现采用 ＶＣ＋＋和 ＯＳＧ

（ｏｐｅｎｓｃｅｎｅｇｒａｐｈ）联合完成。三维运行的效果

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基于等值面和粒子系统的污染分布可视化表达

Ｆｉｇ．５　Ｉｓ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　结果与讨论

４．１　系统测试

为了测试系统的可行性，本文选择２００４年９

月２７日１２：００至１８：００的污染情况作为模拟对

象，模拟ＳＯ２的扩散情况。图６显示了所有污染

点源的分布情况，矩形框对应的区域是测试选定

的区域，污染源包括矩形框里外两部分。之所以

将研究区域外的污染源也一并考虑，是因为它们

同样会对选定区域的污染有贡献。

按照图４的操作流程，采用ＣＵＧｒｉｄ对模型

图６　污染源分布和研究区域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

进行计算。计算结果经过数据转换形成４５×３６

个结果文件，每个文件代表某个层在某个时刻的

污染分布状态。挑选出第６层（距地面高度为６８

ｍ），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罗列出偶数序列，见

图７，图中数字代表图片序列。

图７　第６层的污染随时间变化的序

列图（省略掉奇数时刻）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ｔＦｉｇｕｒｅｓｏｆＬａｙｅｒａｔ

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６８Ｍｅｔｅｒｓ

通过系统测试发现，基于ＣＵＧｒｉｄ的网格服

务基本上能够满足预期的要求。同时，计算性能

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针对本实例，在单一的

一台计算机上（双核ＣＰＵ２．０Ｇ，内存１Ｇ），模拟

完本示例需要耗时６ｈ。但是在ＣＵＧｒｉｄ网格平

台下，调用８个节点（１６个ＣＰＵ），计算完毕只用

了大约４０ｍｉｎ。

４．２　讨论

本文以珠三角空气污染为背景，以虚拟地理

环境为科学引导，考虑空间数据和模型的集成，运

用高性能计算为高复杂模型提供快速解算，在多

维可视化的支撑下，实现模型集成和结果可视化。

本文的特色在于首次利用虚拟地理环境的思

路研究珠三角空气污染问题；采用网格计算环境

为虚拟地理环境提供模型计算服务。后续的研究

包括：① 如何采用协同的方式连接分布在异地的

多用户，构建用于珠三角空气污染研究的协同虚

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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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地理环境；② 增加时空分析功能，为粤港两地

协同处理珠三角空气污染提供支撑；③ 增加ＣＵ

Ｇｒｉｄ上用于解算 ＭＭ５的ＣＰＵ数量；④ 通过案

例模拟，研究不同天气条件下和不同污染源作用

下珠三角空气质量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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