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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考虑地形特征和视相关特点的基础上，采用了一种简单的四叉树剖分评价函数用于实时生成动态

的多分辨率地形模型。在三维场景漫游中，采用多级缓冲机制实现了视点快速移动下场景数据的调度和绘

制，同时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帧率和细分评价函数的自适应ＬＯＤ调度方法，并采用和地形调度相一致的方

法进行多级纹理映射。最后开展了算法实现的编程工作，实现了基于以上简化技术的大规模三维地形的可视

化。

关键词：大规模三维地形；实时绘制；四叉树；多分辨率模型；多级缓冲；自适应ＬＯＤ调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８

　　在虚拟地理环境中，地形模型是其他各种地

物模型的载体，地形的可视化也一直是三维场景

可视化研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三维模型可视化

的技术可以分为面绘制和体绘制两种。由于体绘

制的计算和存贮量较大，且具有离散性的特点，所

以对于规模庞大且具有连续表面特征的地形，多

采取面绘制的手段，主要包括基于真实地形数据

的多边形模拟、分形地形仿真和曲面拟合地形仿

真［１３］。

在三维地形可视化方面，如何平衡有限的计

算机资源和不断增加的“海量”数据一直是研究者

密切关注的问题，寻求有效简化地形数据的方法

也是问题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从数

据模型、绘制手段、硬件升级等不同层面着手开展

了相关研究。在众多的地形简化技术中，模型层

次简化和多分辨率建模是被广泛采纳的思路。自

１９７６年Ｃｌａｒｋ提出细节层次模型（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ｅｔａｉｌ，

ＬＯＤ）的概念以来
［４］，多边形简化技术基本上都

是朝着这个思路发展的，并先后经历了离散型

ＬＯＤ模型、连续性ＬＯＤ模型以及多分辨率模型

的研究［５８］，也产生了一些较为典型的算法［６，９１５］。

笔者认为，现有的大多数ＬＯＤ技术及改进的多

分辨率技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地形绘制的

简化，但是不同层次间的ＬＯＤ模型数据冗余现

象严重，且在快速漫游时，不同细节层次间模型切

换产生的跳跃感仍较为明显。针对以上问题，本

文在基于四叉树剖分ＬＯＤ地形表达的基础上，

考虑地形粗糙度和视距因素，构建了ＬＯＤ细分

的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级缓冲和基

于帧率反馈计算的自适应ＬＯＤ算法实现了场景

漫游时的ＬＯＤ模型调度。

１　基于四叉树结构的动态多分辨率

模型

１．１　基于四叉树结构的地形组织

由于离散型ＬＯＤ无法消除不同层次切换时

的跳跃现象，连续型ＬＯＤ表达大规模场景时，所

有区域均采用同一ＬＯＤ细节层次，数据冗余较

大［５，６］，因此，仅仅借助ＬＯＤ模型并不能有效地

表达大规模的三维地形。为了使得不同区域的地

形模型具有不同的分辨率，本文采用基于四叉树

剖分的多分辨率模型来实现地形的简化。

四叉树结构与ＤＥＭ 影像数据的形式、地理

坐标有着天然的统一，同时四叉树结构可用于纹

理镶嵌，因此采用四叉树进行地形组织显得直观、

简单。使用基于四叉树的ＬＯＤ模型时，首先要

对地形数据进行不同精度的等间距网格采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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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间距由地形大小和ＬＯＤ层次信息确定。采样

的结果构成四叉树的一层节点，四叉树中的每个

节点对应地形中的一块区域（如图１所示）。

图１　地形剖分的四叉树结构

Ｆｉｇ．１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图１中，网格中的每个正方形为四叉树的一

个节点，每个非叶子节点都有４个子节点，子节点

的采样区域将父节点４等分。本文使用的四叉树

构模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网格由粗到细

逐渐细化。在网格细化中，可以根据细化准则在

不同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细分，从而实现对特

定区域进行不同分辨率的表示。

１．２　四叉树节点剖分评价

在进行动态的地形多分辨率绘制时，首先要

考虑节点区域是否需要继续细分。为了尽可能地

避免不必要的细分，减少数据冗余，借鉴Ｒｏｔｔｅｇｅｒ

的观点［７］，细分原则如下：地形特征复杂和距离视

点较近的区域需要细分，否则可以不细分。因此，

地形是否需要继续剖分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地

形的粗糙程度，二是节点距视点的距离。可以综

合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建立节点细分评价标准。

如图２（ａ）所示，犃犅犆犇为某个节点表达的区

域，对该区域进行细分时，四个边中点和一个中心

点的高度值会发生变化，同时细分得到的子区域

的中心点高度值也会变化，这些高度变化的量（如

图２（ｂ）所示，在一次剖分中，考虑了Δ犎０～Δ犎８

这９个高度变化值）反映了该区域地形在剖分前

后的变化程度。这里取这９个高度变化值中最大

的一个值，定义：

犚＝ｍａｘ（Δ犎０，Δ犎１，…，Δ犎８）／犲 （１）

其中，犲为该节点正方形的边长；犚则表达了该区

域的相对粗糙度。粗糙度越大，代表节点被分割

的必要性越大。这里暂且设定一个评价参数犘，

当犚≥犘时，节点需要分割；当犚＜犘时，节点不

分割。

考虑节点（本文取节点中心）距视点的距离犱

这个因素，当节点距离视点越近时，节点需要被分

割的可能性越大。根据以上原理，设

犳＝犓·犚／犱＝

图２　节点细分时的高度值变化

Ｆｉｇ．２　Ｈｅｉｇｈ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ｈｅｎａＮｏｄｅｉｓ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犓·ｍａｘ（Δ犎０，Δ犎１，…，Δ犎８）／（犲犱） （２）

其中，犓 为分割系数，作为细分的调节参数。通

常对于给定的犓，取犳＝１为确定是否细分的评

判指标，当犳 ≥１，即犚／犱≥１／犓 时，节点需要继

续细分，否则不细分。可见，犓 值越大，节点需要

被细分的几率也越大。

１．３　裂缝消除

对于两个相邻节点块的ＬＯＤ模型，若两者

的分辨率不一样，则极有可能会产生裂缝。如图

３（ａ）所示，狆１狆２ 为两个相邻ＬＯＤ模型共有的三

角边，显然狆３ 处的高程并不一定等于狆１狆２ 两点

的内插值，因此△ 狆１狆２狆３ 实际上就是两相邻

ＬＯＤ模型的裂缝。为了消除此裂缝，本文采用的

算法是将具有高分辨率模型的顶点狆３ 移动到具

有低分辨率模型的边界点上，如图３（ｂ）所示。

图３　裂缝消除

Ｆｉｇ．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ａｃｋ

２　基于多级缓冲和自适应的犔犗犇

调度

　　在实际漫游中，当ＬＯＤ层次较多，且视点方

向的变换速度太快时，需要不停地将视域范围内

的区域“舍弃”，重新调入位于新视域范围内的

ＬＯＤ模型，这样频繁的视域切换反倒会加重系统

的负担，且易发生地形更新绘制时的“呼吸”现象。

为此，本文采用多级缓冲的方式，将满足一定条件

但并不位于视域范围的 ＬＯＤ模型写入缓冲区

域，当视点快速切换时，可以先检索缓冲区域，再

考虑重新调度ＬＯＤ，从而实现数据的渐进调度。

如图４（ａ）所示，犈为视点，以犈为起点的箭

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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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中间的区域表示水平视域的范围。对视锥进行

水平３６０°的扩展，形成以视点为原点、以规定视

距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将该区域的最小包围矩形

作为第一级缓冲区域犆１。当视距一定时，犆１ 区

域的大小一般是固定的。犆１ 缓冲区域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增加视线快速旋转时的绘制速度。即便

如此，当视点移动速度过快时，该缓冲区域很容易

被打破重建，因此，增加了第二级缓冲区域，该缓

冲区域的大小根据第一级缓冲区域的大小选取合

适的固定值，一般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若过大，

则生成缓冲区需要的时间较长；过小，则缓冲效果

不明显。如图４（ｂ）所示，当视点犈移动到新位置

时，可以快速利用原二级缓冲区域犆２ 构建新一级

缓冲区域犆′１，然后读取该缓冲区域中的ＬＯＤ模

型。

图４　基于多级缓冲的ＬＯＤ调度

Ｆｉｇ．４　ＬＯ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Ｂ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当视域较大，且位于视域范围内的场景的粗

糙程度较高时，根据式（１）的计算可能会有大量的

节点需要细分。在这种情况下，当漫游速度较快

时，想要达到实时绘制的效果，难免对场景调度手

段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在多级缓冲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帧率判断的自适应ＬＯＤ调

度方法。原理如下：首先对位于视域范围内所有

需要细分的节点的犳值进行排序。在三维场景

绘制时，计算每帧的绘制时间，当绘制时间超过预

先设定的实时绘制帧率（本文称之为条件帧率，一

般设定为一个范围）的要求时，将最小犳值对应

的节点从待细分节点列表中删除，然后重新计算

绘制时间，直到满足条件帧率的要求。根据细分

评价的原理不难得知，犳值越小，表示该节点被细

分的必要性也越小。

在实际实验中，并不会随意设置条件帧率的

范围，过大或过小的帧率都是不合适的。若条件

帧率太小，则自适应作用不明显；若太大，则需要

舍弃的节点较多，绘制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

一般根据绘制帧率的统计平均情况和虚拟现实系

统实时绘制的要求（一般虚拟现实系统要求帧率

在２５～６０帧／ｓ）设定合理值。

３　多级纹理映射

为了表达高度真实感的地形，除了表现空间

上的起伏外，还需要表达地形表面的色彩和明暗

变化。在地形的三维可视化中，一般采用纹理贴

图的技术增加图形的真实感。对于大规模三维地

形，常常采用经过校正的遥感正射影像图作为地

面纹理。但大范围高质量的纹理将占用大量的系

统资源，在实时绘制时，对纹理内存的需求会以惊

人的速度增长，从而影响场景浏览的速度。因此，

使用纹理贴图技术进行大规模三维地形真实感的

表达时，纹理内存的使用和管理将成为重要的

问题。

从地形几何模型的多分辨率表达中不难得到

启发，对于纹理也采用多层次的表达方式，即在离

观察者近的地方采用分辨率高的纹理，离观察者

远的地方采用分辨率较低的纹理，从而在满足观

察效果的基础上，尽量节省纹理内存资源。

由于本文地形的多分辨率表示采用四叉树结

构，为了在实时绘制时避免不必要的纹理坐标计

算，纹理的多分辨率模型也采用四叉树结构：根节

点代表整个地块的纹理，其４个孩子节点分别为

根节点的１／４，孩子节点按此方法派生４个孩子

节点。纹理图像四叉树的深度与几何数据四叉树

的深度相同，这样可以保证纹理数据和几何数据

在结构上一致，一个层次上的三角多边形正好对

应同一层次上的纹理。在绘制节点时，调用纹理

四叉树中相同节点的纹理即可实现纹理映射。

由于在前面的地形调度中充分考虑了视点远

近和地形特征复杂度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多级纹

理调度时，采用和地形调度一致的方法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数据冗余。

４　实　例

本文选用Ｃ＋＋编程语言，结合ＯｐｅｎＧＬ图形

库作为算法实现的工具，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环

境下开发三维地形渲染平台。实验中，选取某地

区面积约５００ｋｍ２ 的数字高程数据，在配置为单

ＣＰＵ２．４ＧＨｚ、１ＧＢ内存、ＧｅｏＦｏｒｃｅ９８００ＧＴ的

计算机上进行实时动态可视化。

实验中，在不使用调度方案时，每帧需绘制约

９４９５３２个三角面片，平均帧率为２５．３３帧／ｓ。采

用本文使用的简化绘制方案后，每帧绘制的三角

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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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数量大幅减小，帧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保持在

每秒２５～４６帧之间。在本文的简化绘制算法实

现中，选择视距、每帧绘制的三角形数、帧率作为

考察的关键参数对场景绘制的效果进行评估，得

出如表１所示的绘制效果测试表（由于篇幅有限，

这里只选取部分数据组进行说明）。

表１　绘制效果测试表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ｏｆ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视距／

ｍ

绘制三角

形数／个

帧率／

帧·ｓ－１
视距／

ｍ

绘制三角

形数／个

帧率／

帧·ｓ－１

９８１１７６４．６９ ２０１１１６ ４３．３１ ７４５６８．７３３６７２０５ ２９．８８

８７６０５５３．２４ ２５６８８３ ４２．８８ ２２６５７．３３３０６８４５ ３１．１１

３２５６３３７．１２ ３２１５５４ ３６．２７ １０８４４．７７２９８８８１ ４２．７１

１４４２５３８．９１ ３６７８０５ ３２．８７ ８９７．５３ ２３４８７５ ４７．８２

８８２４３８．３４ ３８６１１９ ３０．４３ １９０．２２ ４３２５６７ ２９．１８

４４７１０５．５６ １９８７５６ ４３．０９ ５０．６５ ３９９８７２ ２８．７９

１２９６６４．２１ ３４２９０２ ３０．７７

　　通过对测试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① 在漫游过程中，渲染帧率较为稳定，且均能

满足实时绘制的要求；② 当视点变化时，绘制的

三角形数量较为稳定，因此不会因为视点的变化

或者地形面积过大带来绘制数据量上的大幅增

加，从而有效保证了漫游时的流畅性。

图５、图６的网格绘制模式是在分别考虑地

形特征和视点位置条件下的局部地形细分情况。

在对图５（ａ）所示的地形进行细分时，由于左侧部

分地形的特征复杂度比右侧部分的高，所以只对

左侧部分进行了细分。这表明在地形细分时，复

杂度高、地面起伏剧烈的地形会被优先细分。

图６所示的视点距离模型越来越近，随着视

距的减小，模型被逐步细分，且距离视点越近，模

型越先被细分，这与视相关的原理是一致的。可

见，图５、图６所表现的绘制情况达到了方案预期

的绘制效果。

图５　考虑地形特征影响的地形剖分

Ｆｉｇ．５　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ｅｒｒ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图６　考虑视点远近的地形剖分

Ｆｉｇ．６　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５　结　语

为了提高大规模三维地形的实时绘制效率，

本文在采用四叉树剖分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

考虑地形特征和视距特征的细分评价函数，实现

了多分辨率模型的动态创建，同时减小了ＬＯＤ

模型在平坦地形处的数据冗余。另外，为了减少

漫游时视点快速移动产生的跳跃现象，本文提出

了一种二级缓冲的机制，并根据实时帧率计算实

现了自适应的ＬＯＤ细分和模型调度。实验结果

表明，算法满足实时绘制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实

现了地形的简化绘制。在四叉树节点细分时，考

虑视距的细分评价是一种基于视相关的方法，但

在现实世界的实际观察中，具有相同视距的物体，

给予的关注度并不一样，一般位于视点正前方的

物体是最为关注的，而视域边缘的物体，其关注度

并不那么高，从而细分的必要性也不同。因此，基

于视相关的节点细分评价除了要考虑视点外，还

需考虑模型与视线在不同轴向的夹角的影响，这

也是本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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