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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遥感数据对单株木和森林场景进行建模

郭　俊１　牛　铮１

（１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市大屯路甲２０号，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针对遥感在三维可视化方面的不足，提出了用ＳＲＴＭ（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图任务）和ＴＭ（陆地资源

卫星专题绘图仪）数据建立森林场景的方法。利用Ｌ系统语言和Ｌｓｔｕｄｉｏ软件，通过提取的分枝规则建立了

针叶树和不同叶面积指数（ＬＡＩ）落叶树的几何模型，并将其作为森林场景内树木的纹理贴图。实验区的三维

地形用四叉树结构建立，综合应用数据分块、动态载入、双缓存数组等措施提高大范围场景的漫游速度。从

ＴＭ影像获取目视判读的遥感分类图和ＬＡＩ反演图，结合控制树木的栽种位置和纹理选择，建立了单幅ＴＭ

影像大小的森林场景。实验为其他遥感数据的三维显示提供了通用的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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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遥感数据源丰富，计算机的软硬件也能

达到实时漫游、真实再现的要求，但各种遥感信息

主要还是以二维平面的形式呈现，这是因为遥感

所反映的植被信息，如植被类型、ＮＤＶＩ（归一化

植被指数）、ＬＡＩ（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等很难用三维的

形式呈现，植被本身的复杂性和森林包含的大量

树木更加剧了这一困难。遥感领域的三维可视化

一般是指小植被场景，它们不追求逼真的视觉效

果，而是利用光线追踪、辐射度等算法研究冠层郁

闭度［１］、微波和可见光的反射规律［２，３］、方向反射

特征和热点效应［４］等遥感机理问题。国内外利用

遥感数据建立大规模森林场景的研究很少，还仅

停留在实验阶段。本文的森林建模包括单株木建

模和场景建模两方面，有关研究见文献［５９］。本

文提出的方法是用ＳＲＴＭ 和ＴＭ 数据来建立实

时森林场景，可将遥感的植被分类结果和ＬＡＩ反

演结果以三维可视化的方式呈现。

１　实验数据和总体路线

遥感数据采用ｇｌｃｆ提供的免费 ＴＭ 系列影

像和ＳＲＴＭ 数据。ＴＭ 影像有９幅，包括 ＭＳＳ

和ＥＴＭ＋两种格式，获取的时间和影像的质量不

一。它们的覆盖范围是德国中南部地区，其土地

类型主要是针叶 林、落 叶 林、草 地、耕 地 等。

ＳＲＴＭ提供了几乎覆盖全球的ＤＥＭ 数据，实验

所用为１６幅欧洲１ｓｅｃｏｎｄｓ网格的数据，空间分

辨率为９０ｍ。

总体路线如图１所示，首先用Ｌ系统
［１０］语言

（植物建模语言）创建一棵针叶树模型和ＬＡＩ从０

到６的七棵落叶树模型；ＳＲＴＭ 数据用于建立场

景的三维地形基础；用目视判读的方法将ＴＭ 影

像分成针叶树、落叶树、草地及其他共４类，同时

反演ＮＤＶＩ，并通过ＬＡＩ和ＮＤＶＩ的相关性求得

图１　实验总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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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影像的ＬＡＩ灰度图；最后根据分类结果和ＬＡＩ

值选择相应的树模型当作贴图，将树栽种到三维

地形上，最终生成能反映遥感分类结果和ＬＡＩ大

小的三维森林场景。

２　单株木建模

实验所建立的落叶树为娑罗树（七叶树），其

分枝结构就是文献［１１］所描述的落叶树的合轴分

枝结构。树叶由Ｌｓｔｕｄｉｏ
［１２］的多边形编辑器定

义一个贝塞尔曲面来模拟，通过面积计算软件求

得单片树叶的面积。针叶树采用多层平面的单轴

分枝结构［１３］，由于针叶不适合用多边形定义，这

里用密集的细长圆锥体来模拟针叶簇。

分枝结构（即Ｌ系统的字符串迭代规则）的

无限迭代会导致高大树木的树枝过于茂密，为了

控制树枝密度使之符合实际，同时也为了获得叶

子节点的个数，用环境敏感的Ｌ系统来控制树木

的生长过程。即定义一个和Ｌ系统程序并行的

程序，负责模拟外部环境如光能、水、营养物质等

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它能和Ｌ系统的主程序互传

数据、相互影响［１１］。具体交互过程为：主程序将

每次迭代重写产生的所有叶子的坐标传给环境程

序，环境程序的返回值是根据叶子位置、预定义光

源（包括位置、强度属性）、叶子透过率等计算所得

的每片叶子接受的光照量，主程序根据光照量决

定这个叶子节点是死亡、休眠或者继续分枝。这

一过程从生物学角度模仿了单株木的一个生长周

期，再用存活叶子的数量和树冠面积即可计算出

树模型的ＬＡＩ，通过统一改变叶子的大小或者增

减叶子的数量就可以方便地模拟ＬＡＩ的变化。

３　森林场景建模

３．１　犜犕影像的处理

１）将９幅ＴＭ 影像的１、２、３波段合成真彩

色图像，将其作为整个实验区的纹理底图叠加到

三维地形上。

２）ＴＭ 影像的监督分类。为了使每棵树都

有正确的高程值，选择了一幅被ＳＲＴＭ完全覆盖

的ＥＴＭ＋影像ｐ１９３ｒ０２６来建立森林场景。该影

像处于德国南部，森林种类主要为常绿针叶林和

落叶阔叶林的混交林，其他地类还有草地、耕地、

建筑物和少量水体。利用ＥＮＶＩ软件进行监督分

类时，将影像分为针叶林、落叶林、草地、耕地和非

植被５类。由于ＴＭ 影像中耕地和草地的光谱

特征相似，不易区分，所以将它们合并为一类。样

本区可通过目视判读来选择：在ＴＭ 影像的４、３、

２波段合成图上（图２），针叶林犃和落叶林犅 以

及草地和耕地犆 可用纹理特征辅助识别；其余的

归为一类犇
［１４］。

图２　ＴＭ影像４３２波段合成图

Ｆｉｇ．２　ＴＭ４３２Ｂａｎｄ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ｍａｇｅ

３）计算影像的ＬＡＩ。ＬＡＩ可以实测，也可以

用各种经验公式从遥感影像中反演得到。实验简

单地利用 ＥＮＶＩ的预定义公式来计算影像的

ＮＤＶＩ值，并假设ＬＡＩ和 ＮＤＶＩ符合式（１）的简

单线性关系［１５］，计算出整幅影像的ＬＡＩ值：

ＬＡＩ＝３７．４５×ＮＤＶＩ－２．４０１６ （１）

３．２　犛犚犜犕数据的三角化和植被场景生成

文献［１６］表明，在针叶林山区，ＳＲＴＭ 数据

的高程平均误差为－１６．６ｍ，可以代替１∶２５万

的地形图，能够满足地形三维可视化的目的。本

文的基础地形用四叉树ＬＯＤ的方式建立。四叉

树不能像 ＴＩＮ（不规则三角网）那样详细描述地

形的细节，但其数据结构简单，容易实现［１７］。如

图３所示，节点处保存的是ＤＥＭ 高程值，将高程

矩阵三角化，逐级细分，直至满足ＬＯＤ和高差精

度要求。图４和式（２）说明了ＬＯＤ的控制方法：

某一四叉树三角形距视点距离为犾，本身的边长

为犱，它们的比值不能大于设定的阈值犆，这能确

保离视点较近的地形三角形的边长不会太大，近

距离观察时，地形显得细腻。图５和式（３）表示了

图３　四叉树地形生成

Ｆｉｇ．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图４　顶点高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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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精度的要求，犱犺 为四叉树三角形内部各边的

高程与该三角形高程的差，犱犺 的最大值需小于限

值犱２。为满足这一要求，地形平缓的地方，三角

形可以较大，而地形崎岖的山区，地形三角形则细

密很多。结合上面两个要求形成四叉树地形三角

形的细分规则式（４），场景漫游时的每一帧都会对

每个三角形计算其犳值，当犳＞１时，则细分对应

的三角形：

犾／犱＜犆 （２）

犱２ ＝ ｍａｘ
犻＝１，…，６

狘犱犺犻狘／犱 （３）

犳＝犾／（犱·犆·ｍａｘ（犮·犱２，１）） （４）

　　实验所用的ＳＲＴＭ 高程、ＴＭ 真彩色图像、

分类和ＬＡＩ反演结果等数据超过了５００Ｍ，需要

用一些优化方法才能达到实时漫游的目地［１８］，主

要就是数据分块法和双缓存法。数据分块法是指

将整个实验区（约１８５ｋｍ２）的数据分成２０×３０

个小块，动态载入那些在观察范围以内的数据块；

同时在各个方向上都预读取一个块，以减少视线

移动时数据块的读取时间；每个数据块还需重采

样成４个细节层次，当该数据块在视线范围内且

离视点较远时，就可以使用低ＬＯＤ的数据。双

缓存法是指用两组数组处理地形三角形坐标和对

应的纹理坐标，它们轮流进行计算存储和显示输

出操作；计算存储工作由ＣＰＵ完成，显示输出则

通过ＧＰＵ编程交由显卡完成。

图６为植被纹理贴图方法的示意图。生成植

被场景时，每个地形三角形都有（高程，植被类型，

ＬＡＩ）这样一组数据，它们共同决定该三角形如何

粘贴纹理。准则如下：如果植被类型是针叶林或

落叶林，则在三角形内随机地放置一棵树木（也就

是两个交叉的矩形贴上树的图片），矩形高度取三

角形三个顶点高程的均值，其中落叶树还需根据

ＬＡＩ的大小选取相应的纹理贴图；如果植被类型

是草地和耕地，则在三角形上贴一层草地纹理；其

他的植被类型不处理，该表面仍为ＴＭ 真彩色影

像底图。由于地势平缓处的四叉树三角形大且稀

图５　ＬＯＤ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Ｌｅｖｅｌ

ｏｆＤｅｔａｉｌ

　　
图６　植被栽种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ＲＳＤａｔ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ｅ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疏，而每个三角形只能插种一棵树，这导致了平缓

地区林木过于稀疏，所以这里添加了一个三角形

大小的阈值，大于该值的三角形需继续细分，以获

得合理的林木密度。

４　实验结果和分析

实验建立了针叶树模型（图７（ａ））和ＬＡＩ分

别是１、３和５的落叶树模型（图７（ｂ）、７（ｃ）、

７（ｄ））。环境程序在模型正上方周围定义了５个模

拟光源，以控制树木向上生长，还需要交互地调整

模型的分枝角度、分枝直径和长度、模拟光源的强

度、树叶的材质等，才能得到较好的视觉效果。

图７　Ｌｓｔｕｄｉｏ单株木模型

Ｆｉｇ．７　Ｔ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Ｌｓｔｕｄｉｏ

用Ｌｓｔｕｄｉｏ建立单株木模型的优点是：建模

过程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迭代过程具有明确的生

物学含义和空间坐标，更重要的是可以定量计算

生成模型的ＬＡＩ；缺点是操作复杂，建模需要有一

定的Ｌ系统知识，模型真实性较差，特别是高大

树木的生长规律比低矮植被更难归纳提取，难以

建立效果逼真的模型。改进模型的视觉效果需要

进一步研究树木的生长规律，完善模型的生成代

码，定义更精细的曲面、纹理和光照等，也能用

ＰｏｖＲａｙ、ｒａｙｓｈａｄｅ等光线追踪软件来渲染出精

细、真实的树木图片。

图８所示为单景ＥＴＭ＋影像ｐ１９３ｒ０２６对应

的森林场景，包含约７０万棵树，Ｌｓｔｕｄｉｏ模型的

输出图片经处理后作为纹理贴图，在 ３ＧＨｚ

ＣＰＵ、１．５ＧＢ内存和Ｇｅｆｏｒｃｅ６２００ＬＥ显卡的ＸＰ

系统主机上，漫游速度超过１０ｆ／ｓ。通过动态的三

维漫游，观众对研究区的地物类别有了直观的

图８　单景ＴＭ影像的森林场景

Ｆｉｇ．８　３Ｄ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ｅｎｅｏｆＴＭＩｍａｇｅｐ１９３ｒ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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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根据纹理贴图的不同还能了解落叶树的

ＬＡＩ属性。如从图８所示的场景可知，实验区森

林种类主要是针、落叶混交林，其中落叶树的ＬＡＩ

在３到５之间，还有部分裸地、草地和耕地。树木

纹理贴在垂直于视线的单个布告板上，以减少数

据量，但也使得近距离漫游时树木有明显失真。

另外，用云杉和山毛榉（实验区主要树种）的照片

作为贴图虽然可以增加真实感，但照片却不能反

映林木ＬＡＩ的大小。

５　结　语

本文先利用Ｌ系统植物建模语言建立了单

株木的模型，接着用其作为纹理贴图，由ＳＲＴＭ

建立三维地形，将单幅ＴＭ 影像的分类图和ＬＡＩ

反演图以三维森林场景的形式呈现。但是该方法

在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首先是改进Ｌ系统所

生成模型的视觉效果，研究类似ｒａｙｓｈａｄｅ的光线

追踪程序的渲染方法，或者考察其他植物建模工

具能否在具有更高真实感的同时，将遥感参数加

入到建模过程中，使得最终模型也具有如ＬＡＩ、叶

倾角分布这样的遥感信息；农田场景需要对农作

物（如玉米、小麦）进一步建模才能建立。其次是

优化场景的渲染过程，实验中１０ｆ／ｓ的速度并不

流畅，这主要是因为较高的林木密度增加了需渲

染的树木棵数（若降低到十万棵树，则能达到大于

３０ｆ／ｓ的流畅速度）。还需应用更多简化和优化

措施以提高ｆ／ｓ的值，达到流畅漫游的目的，最终

建立覆盖全球的三维植被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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