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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变了三维地形图中以纹理贴图的形式表达碎石区域的常见方法，充分考虑光照视觉效果和重力作

用的影响等诸多因素，提出了一套符合人们空间认知习惯的碎石模型自动建立方法，能较好地对碎石区域内

不同光照条件、不同高程处的碎石分布特征及个体形态进行逼真模拟，有助于其他类似地貌符号模型的自动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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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石区域是指破碎的、裸露的石块分布区域，

在山区较为常见，是数字山地地形图编绘过程中

最难以制作的地图要素［１，２］。Ｉｍｈｏｆ指出
［３］，地形

图上碎石符号分布太浓密或太均匀都是不成功的

表示方法，碎石符号通常沿坡面延伸方向排列，精

细、较小的碎石分布在陡坡高处，用小的点状符号

进行表示；粗糙、较大的石块无序地分布在逐渐平

坦的坡脚处，用大的点状符号或块状符号进行表

示；碎石符号不应分布在等高线上，其颜色应与周

围的等高线一致，通常设置为黑色、棕褐色等。为

了获得较好的立体视觉效果，又能准确反映碎石

分布的地理特征，手工绘制碎石区域时，往往要耗

费制图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４］，因此，节约成

本、实现碎石区域的自动绘制一直是研究人员追

求的目标［５，６］。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范

围均局限于二维地形图。在三维地形图中，碎石

区域通常是以纹理贴图的方式来表达其基本形

态，纹理内部图案往往采用类似二维地形图中的

散列点状符号，这种表达方法存在以下不足：

① 为节约三维地形图的编绘成本，纹理一旦制作

完成，在不同表达区域往往会重复使用，导致无法

区分各碎石区域之间的地理特征差异，局部地貌

细节特征无法正确表达；② 纹理制作完成后，其

明度也随之固定，纹理内部各处的明度值较为均

一，常与三维地形图的光影设置发生冲突，无法正

确反映处于不同光照条件下碎石区域光照的视觉

效果；③ 纹理内部图案的设置具有较强的随机

性，无法准确反映处于不同高程、重力作用影响下

的碎石分布特征；④ 显示在计算机屏幕等媒介上

的三维地形图浏览系统往往具有无级缩放的功能，

对于纹理贴图，放大到一定比例尺之后，会出现马

赛克现象；⑤ 纹理的制作比较耗时、耗力。针对以

上问题，本文结合三维环境下地形的具体表现特

征，提出了一套适用于三维地形图的碎石模型自动

建立方法，以改变常规的纹理贴图表达方式。

１　碎石分布点的提取

碎石区域属于面状要素，要正确表示区域内

碎石的分布，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在碎石区域内

提取出若干碎石分布点，将原始的面状碎石数据

转换为点状碎石数据，并进行相关的处理，如图１

所示。

１．１　碎石分布点的初步提取

根据碎石区域多边形顶点中的最大坐标

（犡ｍａｘ，犢ｍａｘ）、最小坐标（犡ｍｉｎ，犢ｍｉｎ）确定外接矩形，

并依此均匀布点。指定两点之间的距离为ｄｉｓ，则

在犡、犢 轴方向上第狀个点的犡、犢 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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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犡ｍｉｎ＋（狀－１）ｄｉｓ，犡≤犡ｍａｘ

犢 ＝犢ｍｉｎ＋（狀－１）ｄｉｓ，犢 ≤犢
｛

ｍａｘ

（１）

　　按照式（１）计算得到的点状分布如图１（ａ）所

示，判断这些点与碎石区域多边形之间的拓扑关

系，保留处于碎石区域多边形内的点，即得到初步

提取的碎石分布点（如图１（ｂ）所示）。

图１　碎石分布点的提取

Ｆｉｇ．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ＳｃｒｅｅＰｏｉｎｔｓ

１．２　碎石分布点的密度控制

坡面的坡度和高程是影响碎石分布密度的两

个重要因素，处于同一坡面上的碎石，坡面坡度差

异较小，由于重力作用，高程成为影响碎石分布密

度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重点考虑高程的影

响。一般而言，处于较高坡面上的碎石分布较密，

个体较小，处于较低坡面上的碎石分布较稀，个体

较大［３］。

根据三维地形图表达区域的高程范围对高程

进行分级，假定将高程分为ｌｅｖ级，利用一个等比

数列来划分不同的高程级别可以很好地对以上碎

石分布的特征进行逼真模拟。该等比数列的公比

狇的计算公式为：

狇＝
ｌｅｖ

犣ｍａｘ／犣槡 ｍｉｎ （２）

其中，犣ｍａｘ、犣ｍｉｎ分别为三维地形图表达区域的最

大、最小高程值。处于第犻级（犻＜ｌｅｖ，且犻为正整

数，下同）的碎石分布点的高程值犣犻 满足以下条

件：

犣ｍｉｎ×狇
（犻－１）

≤犣犻＜犣ｍｉｎ×狇
犻 （３）

　　以§１．１初步提取出来的碎石分布点为基

础，依据高程等级在两点之间增加点数，以便对碎

石分布点的密度进行控制。处于第犻级的碎石分

布点，在和与其相邻的碎石分布点之间增加的点

数为ｎｕｍ＝犻－１。增加碎石分布点数之后，处于

第犻级的相邻碎石分布点之间的距离犇 为：

犇＝ｄｉｓ／犻 （４）

其中，ｄｉｓ为§１．１的指定值。依照该方法得到不

同密度分布的碎石点如图１（ｃ）所示。

１．３　碎石分布点的重新定位

以上两步提取的碎石点分布较为均匀，为了

真实地模拟自然界碎石分布的凌乱性，需要对碎

石分布点重新定位。本文通过一个随机函数使各

点在犡、犢 轴方向上随机移动一定的距离来对此

进行模拟。为了防止移动后各点之间相互重叠，

随机移动的距离必须小于犇／２，这样可以使碎石

点的分布密度特征得到保证。

对于处于第犻级的碎石分布点，在犡、犢 轴上

随机移动的距离为：

犱＝ （Ｒｎｄ（）－０．５）×犇 （５）

其中，Ｒｎｄ（）为随机函数，其取值范围为［０，１）；犱

为碎石点在犡、犢 轴上随机移动的距离，每次运算

时，由于随机函数的取值不同，碎石点在犡、犢 轴

上随机移动的距离也不相同。重新定位后的碎石

分布点的高程值从三维地形图中的数字地形模型

上获得，各点所处的高程级别根据式（１）和式（３）

重新计算，最终结果如图１（ｄ）所示。

２　碎石个体模型的构建

与二维地形图不同的是，在三维地形图中，碎

石符号不再是零维的点状符号，而是占据一定空

间、具有体积大小的三维体状符号。碎石分布点

确定以后，就需要对各碎石个体模型进行构建。

２．１　碎石个体大小的设定

由于重力作用的影响，个体较小的碎石一般

分布在较高的坡面上，个体较大的碎石一般分布

在较低的坡面上［３］，因此，按照上文的高程分级，

可以设定处于第１级的碎石体最大半径为犚，处

于第犻级的碎石体最大半径为犚犻，其计算公式为：

犚犻＝犚×（１－（犻－１）／ｌｅｖ） （６）

２．２　碎石个体形态的模拟

以处于第犻级的某一碎石分布点（如图２（ａ）

中的犗点）为例，以犗点为底面中心构建一个立

方体，该立方体的边长为２犚犻，立方体的每个面均

由中心点及４个顶点组成。为了真实模拟自然界

中碎石体的不规则性，除犗点以外，将立方体的

各个顶点及各面的中心点在犡、犢、犣轴上随机移

动一定的距离（图２（ａ）中表示了立方体顶面各点

随机移动的示意图）。为了保证碎石个体形态的

美观，随机移动的距离一般小于犚犻／２，计算公式

如下：

Δ犱＝ （Ｒｎｄ（）－０．５）×犚犻／２ （７）

其中，Δ犱为移动后各点犡、犢、犣坐标的变化值，

每次运算时，由于随机函数的取值不同，各点移动

后犡、犢、犣坐标的变化值也不相同。经过以上处

理后，形成的碎石个体形态如图２（ｂ）所示。

３　碎石符号光照模型的建立

由于碎石所处坡面的受光量不同，碎石个体

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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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碎石个体形态模拟

Ｆｉｇ．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ｒｅｅ

也因此表现出不同的明暗度。为了充分展现碎石

符号模型在不同光照强度下的视觉效果，本文改

进了Ｈｕｒｎｉ教授提出的坡面光照模型
［６］，建立了

适用于三维环境下的碎石符号自动建模光照数学

模型，在后期渲染中可依据该光照模型赋予碎石

个体不同的颜色，以达到真实模拟自然环境中不

同光照强度下碎石的明暗变化。

手工地貌晕渲采用的光源一般有三种：直照

光源、斜照光源、综合照光源［７］。在三维地形图中

计算机自动地貌晕渲时，一般采用斜照光源，这样

地形的立体视觉效果比采用直照光源时要好，而

且计算比混合光源简单［８］；且一般不采用正南方

向的光源，因为会产生反向地貌的感觉［９，１０］。当

斜照光源位于西北方向、高度角为４５°时，晕渲效

果达到最佳［１１］，因此在碎石符号光照模型中，假

定光源位于西北方向，根据坡向和光源方向的关

系，以东北西南方向线为界，划分为阴、阳坡面；

根据坡向的不同，划分８个坡面；根据各坡面的受

光量不同，以西北东南方向线为界，界线两边的

坡面各划分为５个等级（如图３（ａ）所示），其中等

级相同的坡面受光量相同，等级为１的坡面受光

量最多，等级为５的坡面受光量最少，依此类推。

假定光源的方位角为犛，碎石所处的某个坡面的

方向角为犃，则可以通过犛犃 的绝对值大小来判

断该坡面是阳坡还是阴坡（阳坡：［０，π／２］∪

３π／２，２［ ）π ；阴坡 π／２，３π／［ ）２ ），并可以此计算碎

石坡面的光照等级（１级：［０，π／８）∪［１５π／８，２π）；

２级：［π／８，３π／８）∪［１３π／８，１５π／８）；３级：［３π／８，

５π／８）∪［１１π／８，１３π／８）；４级：［５π／８，７π／８）∪

［９π／８，１１π／８）；５级：［７π／８，９π／８））
［１２］。

通过以上方法计算出碎石坡面的光照级别

后，处于不同光照级别坡面上的碎石即可按照如

图３（ｂ）所示的方法进行分级填色（碎石作为一种

地貌类型，其符号模型与数字地形模型在用色上

必须一致，但可以增加灰度值，以便突出表示），至

此，完成碎石模型的自动建立。图４表示的是在

ＶＢ．ｎｅｔ环境下基于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实现的碎石区域

图３　碎石符号光照模型

Ｆｉｇ．３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ｃｒｅｅＳｙｍｂｏｌ

的最终表达效果图。

图４　碎石区域表达效果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ｃｒｅｅＡｒｅａ

４　结　语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碎石区域的表达过程

分解为三大步，实际上，在程序实现的过程中，这

三步中的若干细节可以同时穿插进行。本文提出

的三维地形图碎石区域表达方法更加注重局部细

节的表现，充分考虑了光照视觉效果和重力作用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克服了以纹理贴图的形式表

达碎石区域的不足，能对碎石区域内不同光照条

件、不同高程处的碎石分布特征及个体形态进行

逼真模拟，在实验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方法

有助于其他类似地貌符号三维模型（如沙砾地、砾

石滩等）的自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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