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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面临日益复杂的空间关系与空间决策，特别是建设项目的规划

决策不断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协调性，基于二维平面图和效果图的规划决策已不能满足城市管理的需要。提出

了建立真实现状三维环境和真实虚拟规划模型相结合的技术方法，研究了多种三维空间分析技术，开发了实

用的系统，并投入工程化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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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城市规划和

管理手段已不能适应城市的飞速发展，取而代之

出现了“数字城市”、“虚拟城市”［１］，这无疑给人们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和工作生

活的理念与调控手段。

传统的城市规划是在二维空间中进行的，对

于环境协调性等问题很难有科学的判断，且传统

的城市规划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图片。３Ｄ

ＧＩＳ技术具有空间信息综合处理能力与直观表现

能力，运用３ＤＧＩＳ技术提供的虚拟环境、多方式

运动中感受城市空间、实时多方案比较、三维空间

信息交流与信息实时获取及方案展示等功能，能

够使政府规划部门、项目开发商、工程人员及公众

可从任意角度真实地看到规划效果，这样，决策者

的宏观决策将成为城市规划更有机的组成部分，

公众的参与也能真正得以实现。

１　三维建模方法

利用３ＤＧＩＳ技术辅助城市规划和管理工

作，三维建模是一项重要内容，三维模型在其中具

有重要的空间格局与视觉作用［２］，是建立“数字城

市”或“虚拟城市”的基础和前提条件［３］。

１．１　现状三维模型制作

１．１．１　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资料收集、划

分模型等级、外业采集。资料收集是收集整理建

模区域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形图、航空影像、数字

高程模型以及与该区域相关的资料；然后依据该

区域建筑的年代、新旧程度、重要性等因素确定模

型制作的级别；最后进行外业采集，采集的信息包

括建筑顶部纹理、立面纹理、道路及绿化纹理，并

尽可能在高层建筑顶部拍摄局部范围的照片，同

时还要收集建筑的属性信息。为了保证采集的纹

理色调协调，能真实反映实际物体的材质，外业采

集纹理时要注意以下两方面：① 选择光线较为柔

和均匀的天气，按正视角度进行拍摄，避免逆光拍

摄。② 拍摄地物所有部位的表面影像。有重复

单元的表面拍摄局部；无重复单元的表面拍摄完

整表面；对结构复杂或无法正视拍摄的表面，要进

行多角度拍摄，并利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纠正和

拼接处理。

１．１．２　模型制作

模型制作是根据１∶２０００地形图和实地采

集的照片等资料采用三维建模软件（如３ＤＭａｘ、

Ｍａｙａ、Ｃｒｅａｔｏｒ、ＳｋｅｔｃｈＵｐ等）建立真三维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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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根据建模对象空间分布的特点将三维模型

分为连续对象和离散对象两类。前者的特点是在

三维空间中连续分布、无缝延伸，这类模型的典型

代表是地形模型；后者则体量较小，它们在空间中

彼此分隔、离散分布，具有相对独立性，如建筑、小

品等。针对不同模型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建

模方法。

１）地形建模

一般地，地形模型的制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

利用ＤＥＭ及地形特征线等数据通过相关软件自

动生成地形模型；另一种是根据已有的ＣＡＤ数

据（如１∶２０００地形图）和实地采集的地面环境

照片通过三维建模软件进行重建。自动建模速度

快、显示效率高，但局部细节表现不足；ＣＡＤ建模

能精细地表现地形的表面特征，但效率低，因此在

实际地形建模时，可以将两种方法相结合。先用

自动建模的方法建立覆盖整个区域的地形模型，

对于局部细节或需要特别表现的地区，采用ＣＡＤ

建模的方式进行修正和细化，这样不仅使得建模

速度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也使局部地区的表现效

果能满足各种要求。封二彩图１表示了地形建模

的过程。

２）地物建模

地物包含了地形以外的其他对象，地物建模

的基本对象是单个物体。首先，将建筑物的ＣＡＤ

图导入３ＤＭａｘ，利用３ＤＭａｘ提供的强大几何建

模编辑工具进行点、线、面的编辑，建立的模型既

要结构完整、比例准确、真实生动、符合实际，又要

面片数尽量少，保证用尽量少的数据量达到尽量

好的效果，确保系统的流畅运行。

几何建模构建了建筑物的空间轮廓，之后就

要开始纹理建模的工作。建筑顶部纹理不易采

集，主要从航片或高分辨率卫片上获取；侧面纹理

则主要来自实地拍摄，然后在内业采用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ｐ等软件进行处理。处理时，必须确保建筑物

主要立面的纹理完整真实（特别是建筑的临街立

面），减少降低图像清晰度的操作，消除对地物侧

面纹理的遮挡（如树木对墙面的遮挡），并注重保

持工作区内所有纹理影像色调的均衡，如封二彩

图２所示。对于非标志性建筑，也可以用人工纹

理代替真实纹理，以节省工作量。

城市中存在许多外形、颜色、质地相似或相同

的对象，如路灯、交通灯、路牌、电话亭等，对于这

类模型，可采用模型库的管理方式。在使用中，通

过ｉｎｄｅｘ索引模型库中的模型，通过狓、狔、狕确定

模型的位置，通过Ｓｃａｌｅ和Ｒｏｔａｔｅ确定模型的缩

放比例和朝向（如图１所示），从而节省存储空间、

实现快速调用。

图１　模型库及其使用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Ｕｓｅ

３）场景整合

地形表面在空间上是一个连续的曲面，而建

筑模型的底面（与地面接触的面）在理论上是一个

平面，为了保证地形表面与建筑模型叠加后在空

间上无缝，必须对建筑底面与地形面相交的部分

进行处理，以避免建筑悬空或嵌入地形的现象。

解决建筑与地形匹配的方法有两种：① 改变

建筑模型。在与地形的合成中，首先寻找出建筑

覆盖的地形面片中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然后将模

型的水平基准面放在最高点，最后构造房屋基准

面之下的模型。这种方法适用于相对分散的点状

特征物与地形匹配。② 改变地形模型。如果大

片的居民区其水平基准面相同，可以通过对地形

模型的改造完成。可将多边形内的网格点高程置

平，将多边形剖分，并将多边形经过的网格进行重

新剖分。

４）烘焙处理

烘焙也叫ＲｅｎｄｅｒＴ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ｓ，即把３ＤＭａｘ

光照信息渲染成贴图的方式，而后把这个烘焙后

的贴图再贴回到场景中去。这样，光照信息变成

了贴图，在三维场景浏览时就不需要 ＣＰＵ（或

ＧＰＵ）再去费时计算了，能够在保留逼真视觉效

果的同时极大地提高系统效率，是当前应用较为

广泛的一种技术。

烘培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灯光的设置，一

是要尽可能地模拟真实世界的日照和明暗效果，

避免明暗反差过大（如建筑的向光面和背光面）或

过度曝光（通常表现为建筑屋顶过白）；二是要保

证所有的模型具有一致的阴影方向和明暗效果。

５）检查验收

检查验收主要对现状三维建模的成果进行检

查，确保集成到系统的数据完整、正确。其主要内

容包括三维模型数据（又包括几何数据和纹理数

据）、属性数据及相关资料等的完整性检查、正确

性检查和效果检查。

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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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规划三维模型制作

规划三维模型是依据设计资料制作的三维模

型，通过三维仿真系统集成后，可以从各个角度查

看设计成果的高度、色彩、体量、天际轮廓线等是

否符合要求，从而摆脱单纯用平面图和效果图表

示的不足。规划三维模型的制作包括四个阶段。

１）资料收集与处理。规划三维模型的制作

依据是项目设计成果，包括总平面图、立面图、效

果图及相关说明等。总平面图对项目的位置及其

内部各要素的平面位置进行精确控制；立面图对

建筑侧面的形态进行控制；效果图可用于对场景

的整体布局各对象的视觉效果进行把握，特别是

融合了建筑、区域内部道路、绿化、水面及小品等

元素后的整体效果，相关说明包括使用的各颜色

的（犚、犌、犅）值、铺地或立面的图案样式等。

２）规划项目三维模型的制作。规划项目三

维模型的制作与现状三维模型的制作方法相同，

通过综合使用格网编辑、多边形编辑、曲线编辑、

面片编辑等方法建立各种对象的几何模型，然后

将规定的颜色值和图案通过材质映射到相应的面

上。为了能够方便地与现状三维模型集成融合，

规划三维模型采用与现状三维模型一样的平面坐

标，同时采用相同的长度单位制作。

３）场景整合。场景整合的主要工作是地表

的无缝链接以及项目模型的组织，以便能够在同

一个三维场景中查看、比较现状和不同规划方案

的效果。

４）效果制作。通常，制作内容包括水面、喷

泉等动态效果，反射、光晕等视觉效果，车辆、船只

等运动效果的制作。效果制作通常采用以下方

法：① 对于静态物体，如建筑、地表、绿化、小品

等，采用离线烘焙的方法模拟真实自然环境的光

照效果，并将阴影效果保存在纹理中，这样可省去

实时三维绘制中复杂的光照计算，同时大大提升

了可视化效果。② 三维实时水面的模拟是虚拟

现实领域的热点问题，真实感强的水面可以大大

提高仿真系统的沉浸感。采用正弦波叠加技术，

通过将一系列不同频率、相位、振幅的正弦波叠加

起来产生所需的水波；同时构建特制的光照模型，

以产生水面的实时反射效果。在实现过程中，应

用ｖｅｒｔｅｘｓｈａｄｅｒ实现多个正弦波叠加来拟合动

态的水面，用ｐｉｘｅｌｓｈａｄｅｒ完成特制的光照模型，

并生成真实、实时、动态的水面反射和折射。

③ 粒子系统是一种模拟不规则模糊物体的景物

生成系统，由于粒子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

它充分体现了不规则物体的动态性和随机性，因

而可产生一系列运动进化的画面，通过控制粒子

的位置和速度以及粒子的外形参数如颜色、大小、

透明度等，可以实现对粒子系统整体表现形态的

控制。通过空间扭曲控制粒子的行为，增强物理

现象的真实性，结合空间扭曲能对粒子流造成引

力、阻挡、风力等仿真影响，它几乎可以模拟任何

富于联想的三维效果，如烟云、火花、爆炸、暴风雪

或者瀑布。

２　三维空间分析方法

利用３ＤＧＩＳ技术辅助城市规划主要是应用

多屏多方案比较、方案调整、通视分析、日照分析

等三维空间分析方法对报建方案进行分析、比较、

评判，为规划报建审批提供科学直观的依据。

２．１　多屏多方案比较

多屏多方案比较的难点在于每个窗口需要显

示不同的三维场景数据，当系统由单屏幕切换到

多窗口显示时，会导致数据量和计算量成倍增长，

如果不进行优化处理，可能会导致系统效率迅速

降低、显存溢出、纹理丢失等问题。可采用多种技

术方案解决此问题：首先对三维场景进行精心组

织，针对该功能的特点，将规划方案模型与现状模

型分别存放，通过场景树Ｓｃｅ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ｒ来管理，

每个窗口对应一个Ｓｃｅ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ｒ；当切换到多窗

口时，对于现状模型，通过共享节点和共享列表实

现在各个窗口的共享，从而避免重复加载；对于规

划方案模型，每个方案对应一个节点ＳｃｅｎｅＮｏｄｅ，

从属于不同的Ｓｃｅ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ｒ，这样，每个窗口仅

对自身的Ｓｃｅ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ｒ所包含的模型对象进行

绘制，现状模型则通过ｒｅｆ而非ｃｏｐｙ的方式实现

共享。

２．２　方案调整

方案调整是对规划方案进行局部调整，如修

改楼层数、层高、方位、朝向等。方案调整的关键

在于管理好不同调整方案的状态，如图２所示，所

有调整后的方案都是从原始方案派生，派生后的

方案又可以作为其他调整的初始方案，派生方案

完全继承父方案的所有修改，在此基础上增加特

定的修改。

２．３　通视分析

通视分析一般有两种情况：① 判断空间任意

两点间的可见性；② 计算视点能可视的区域。点

对点的通视分析方法最直接的就是视线分析法，

先求视线方向的剖面线，然后通过判断观察点与

目标点间的直线是否在剖面线上来确定两点是否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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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调整方案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通视。点对区域的通视分析算法可以在点对点的

算法上进行拓展，通过逐一检查来判断。

２．４　日照分析

日照分析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太阳高度角和

方位角的确定；二是阴影的生成。关于阴影生成

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两类方法：ＳｈａｄｏｗＭａｐ和

ＳｈａｄｏｗＶｏｌｕｍｅ。ＳｈａｄｏｗＭａｐ实现简单、快速，

但在处理动态光源（或动态物体）时开销过大，且

容易出现由于ＳｈａｄｏｗＭａｐ分辨率不足导致的阴

影边缘有严重的锯齿；ＳｈａｄｏｗＶｏｌｕｍｅ可以实现

边缘非常清晰的影子，质量比较高。在具体实现

时，可以结合日照分析的特点进行优化。首先计

算需要生成阴影的模型的包围盒，得出其影响区

域范围内的模型，为下一步计算减少数据量，然后

采用标准的ＳｈａｄｏｗＶｏｌｕｍｅ算法得出阴影区域。

３　三维决策支持系统开发

３．１　系统框架设计

三维决策支持系统基于 ＰＣ 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ＸＰ操作系统。系统开发采用全组件式的

体系结构，分为数据管理层、数据服务层、应用层，

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三维决策支持系统架构

Ｆｉｇ．３　３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数据管理层管理平台运行时需要读取、存储

和输出的各类数据包括三维模型数据、纹理、属性

数据、多媒体数据以及运行平台的某些功能生成

的数据，包括方案调整功能产生的调整参数，视点

快照、效果图输出等功能生成的图片、序列帧等。

以上数据的管理主要通过软件开发事前约定的目

录层级结构进行分类管理。

数据服务层是平台的核心，它提供运行平台

功能所需的各类数据服务，向应用层提供图形渲

染、查询分析所需的几何、纹理、属性等数据，其提

供的服务包括数据的加载和卸载、动态调度、多线

程同步以及数据的回写等功能。数据服务层对用

户而言是透明的，平台运行时，它实时接收和跟踪

当前位置的变化，根据当前坐标和位置变化率确

定需要立即读取、提前读取和卸载的数据块，并协

调多线程的同步和异步。

应用层面向各类用户，提供专业的建设项目

审查功能。它通过ＧＵＩ接收用户输入，将用户所

需的功能分解为可供实现的各个部分，然后调用

数据服务层的接口完成核心功能，通过综合各个

计算结果得到用户所需的结果，并将计算后的结

果反馈给用户。本项目的规划审批功能主要包括

场景渲染、多模式漫游、方案比较、方案调整、通视

分析、日照分析等。

３．２　系统功能设计

三维决策支持系统针对城市规划审批和管理

的切实需求，提供局部地区场景的逼真表现和可

视化分析，为建设项目方案审查提供了三维技术

手段。系统主要包括四个功能模块：① 场景浏

览，提供灵活的运动控制，方便从各个方位审查三

维场景；提供步行、车行、飞行等多种浏览模式，从

各个角度查看三维场景。② 项目管理，提供对报

建项目三维模型的管理，包括项目定位、查询、索

引。③ 辅助规划审批，这是三维决策支持平台的

主要功能，主要包括多方案比较、方案调整、日照

分析、通视分析等，如封二彩图３至彩图６所示。

④ 输出，提供效果图输出、视频输出的功能，并能

够将当前场景打包为ＥＸＥ文件。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城市规划面临的问题提出

了利用３ＤＧＩＳ技术辅助城市规划和管理的解决

思路，研究了三维建模方法、三维空间分析技术，

并基于３ＤＧＩＳ技术开发了三维决策支持系统，

使城市规划方案可以直观地展示出来，并融入到

现状环境中进行空间分析，对于提高规划水平和

工作效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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