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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ＲＳＧ（ｒｅｇｕｌａｒｓｑｕａｒｅｇｒｉｄ）数据出发，通过数据预处理、保守性屏幕误差、孤立分割和添加拆分点等

方法，提出了地形自适应多分辨率显示的新算法。实验证明，该算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前静态和动态

Ｌｏ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ｅｔａｉｌ）中存在的问题，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对其他模型的ＬｏＤ表达也是一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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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三维场景的实时快速显示是三维地理信

息可视化表达的基础内容，也是关键的核心环节

之一。尽管当前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但人类可

获取的地形数据也越来越庞大，因此，如何实现在

一般硬件条件下的实时动态显示一直是国内外学

者热衷的研究领域，其中，ＬｏＤ是实现地形简化

并快速显示的典型算法。

简单性是静态ＬｏＤ算法的最大优点
［１３］，但

在实时显示时，有限个不同分辨率模型切换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视觉跳跃感，以及模型分辨

率在单一时刻处处相同，冗余度较大。针对静态

ＬｏＤ的缺点，有学者提出了多分辨率ＬｏＤ的算

法［４６］，通过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遍历顺序，依

据一定的误差规则来确定分割或合并的次序，地

形显示自由度大，数据冗余度少，但由于采用结点

间的依赖关系来消除裂隙，会导致相邻区域的结

点层次相互影响，且算法较为复杂。另外，在地形

简化中，多采用简化后网格和原始网格在垂直方

向的高程差来度量，并不能保证当前地形误差满

足精度要求，其所有的子结点同样满足精度要求，

因此，部分地形表达失真。

１　算法设计

１．１　犚犛犌的数据预处理

当前地形实时动态显示的一个重要瓶颈是速

度问题，本文算法需要在实时运行阶段计算每一

帧每个区域的ＬｏＤ级别，这主要依赖于结点到视

点距离以及当前区域的误差大小。视点对于每一

帧是不同的，不能提前预知，而结点的几何误差则

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如何巧妙地将实时阶段所需

要的参数提前计算好是决定显示速度的关键。针

对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自上而下的四叉树分割

和自下而上的参数计算相结合的预处理策略。

对于（２狀＋１）×（２狀＋１）大小的地形来说，为

了绘制方便，规定底层的叶结点大小为２×２个栅

格单元，每一层的结点个数为４犿（犿＝１，２，３，…，

狀－１）；为了减少存储量，每个结点的数据结构中

并不保存其父结点和４个子结点的指针，而是通

过结点编号来快速确定，结点之间的层次关系通

过自上而下的广度优先分割次序来确定。

在实时显示阶段，不同地形区域所采用的

ＬｏＤ级别由误差决定，为了更加准确地模拟地形

起伏，防止出现过度简化或详细的渲染情况，本文

采用屏幕误差作为选择ＬｏＤ级别的依据。屏幕

误差的大小一方面受几何误差的影响；另一方面

受视距和角度的影响。为了减少实时显示阶段计

算屏幕误差的计算量，在预处理中可将不变参数

提前计算出来；另外，屏幕误差必须满足“保守”特

性，即如果父结点的误差小于阈值，则子结点必定

也小于阈值，因此，相关参数的计算必须从最详细

的叶结点开始，从下而上逐渐归并计算上级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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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１．２　结点精度评价体系

地形自适应多分辨率的正确表达是通过合理

选取四叉树的结点集合完成的。对于某区域来

说，结点评价体系是确定一个结点是否需要继续

分割的依据，是衡量地形区域在实时动态显示过

程中应该采用哪一级分辨率的标准。本文从以下

３个方面来建立评价标准：① 视距因素：结点距

离视点的距离；② 角度因素：地形顶点的投影向

量（地形顶点与视点连线的向量）与视方向的夹

角；③ 地形粗糙程度。在实际算法中，视距因素

和角度因素将随着每一帧视点的不同而改变，是

变量，且角度因素是由视线方向与当前地形的位

置决定的，因此，可以将其与视距归入视觉因素统

一考虑；地形的粗糙程度不随视点位置改变，是不

变量，因此，本文主要从视觉和地形粗糙程度两个

方面建立结点评价体系。

１．２．１　保守性几何误差

本文提出了保守性几何误差的概念，即要求

父结点与原始网格的误差必须大于子结点与原始

网格的误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当父结点精度满

足一定阈值时，其所有子结点必然也满足精度要

求。要满足几何误差的保守性，较好的方法是采

用自下而上的逐层递增的计算方式，其具体思路

为：假设结点 Ｎｏｄｅ（犪狏狑狌），Ｎｏｄｅ（狌狑狓犫），Ｎｏｄｅ（狏犮狔狑），

Ｎｏｄｅ（狑狔犱狓）为同层次的４个叶结点，Ｎｏｄｅ（犪犫犮犱）为相

应的父结点，如图１所示。需要考虑的情况有以

下３种。

图１　几何保守误差的计算

Ｆｉｇ．１　Ｅｒｒ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１）叶结点的高程误差（犾＝狀，其中犾为当前的

四叉树层次，狀为四叉树的总深度）。

对于叶结点来说，实时绘制时所需要的９个

顶点均为原始采样点，其误差为零。

２）非叶结点的高程误差（犾＝狀－１，其中犾为

当前的四叉树层次，狀为四叉树总深度）。

对于父结点Ｎｏｄｅ（犪犫犮犱）来说，在实时绘制时利

用到的９个顶点为犃，犝，犅，犞，犠，犡，犆，犢，犇，这

些顶点均属于原始格网点，因此，同样不存在插值

误差，但是与采用４个子结点表达地形的差别在

于：父结点的顶点犈～犜处的高程值是插值产生

的，这样必然与原始格网的高程值有一定的误差，

本文用犣犻（犻＝犈～犜）表示在原始格网点犈～犜的

高程值，犣′犻（犻＝犈～犜）表示相应位置的内插高程

值，此时，各个点的高程误差可以记为：Δ犣犻＝

犣犻－犣′犻 ，犻＝犈～犜，最后，取 ｍａｘ（Δ犣犻）（犻＝犈～

犜）为采用父结点绘制地形和采用４个子结点绘

制地形所导致的几何变形程度，这样，即可得到：

Ｅｒｒｏｒ（Ｎｏｄｅ（犪犫犮犱））＝ｍａｘ（Δ犣犻）。

３）非叶结点的高程误差（犾（０，狀－２），其中

犾为当前的四叉树层次，狀为四叉树的总深度）。

这一层次结点的高程误差受到以下两个方面

的影响：① 相对于其４个子结点表达地形所引起

的高程误差；② 其子结点本身的高程误差。设当

前结点Ｎｏｄｅ相对于子结点的高程误差为Ｅｒｒｏｒ

（Ｎｏｄｅ），其４个子结点记为Ｃｈｉｌｄ＿ｎｏｄｅ犻（犻＝１，２，

３，４），高程误差分别为 ＥｒｒｏｒＣｈｉｌｄ＿ｎｏｄｅ犻（犻＝１，２，３，

４）。从高程误差的构成来说，当前结点误差必须

能够涵盖其自身的误差和子结点的误差，因此，取

自身误差和子结点误差的最大值作为最终的结点

高程误差，即：

Ｅｒｒｏｒ（Ｎｏｄｅ）＿Ｆｉｎａｌ＝

ｍａｘ（Ｅｒｒｏｒ（Ｎｏｄｅ），Ｅｒｒｏｒｎｏｄｅ＿ｃｈｉｌｄ犻），

犻＝１，２，３，４ （１）

　　对于确定的某一地形来说，只要划定了四叉

树层次，那么每个结点所包含的地形范围也就确

定了，从而高程误差也必然是可以计算的。

１．２．２　视觉保持的屏幕误差

地形的保守性几何误差保证了父子结点之间

的嵌套关系，可以确保父子结点可见的一致性。

然而，即使两个结点的几何误差相同，但如果与视

点的距离不等，或者地形顶点的投影向量与视方

向的夹角不同时，两者给人的感受可能也是不一

样的，因此，结点的分割评价标准还必须依据人的

视觉特点，从投影变形的角度考虑是否满足了精

度要求。

在三维ＧＩＳ中，所有的物体最后都要投影到

视平面上渲染显示，因此，可以认为屏幕投影误差

是确定物体视觉感受的最重要指标。根据透视投

影变换原理，离视点越远的物体在屏幕上的投影

越小，反之越大，其原理如图２所示。

假设人眼的可见角度为α，投影平面的高度

为犺，世界坐标系的单位长度与屏幕坐标系的单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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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透视投影变换原理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位长度之比值为λ。对于几何误差为犲ｎｏｄｅ的结点，

如果其中心点到视点的距离为犱，且中心点在视

线向量上，则按照空间几何关系，可以推导出犲ｎｏｄｅ

投影到屏幕上的像素误差犲ｓｃｒｅｅｎ为：

犲ｓｃｒｅｅｎ＝犺·λ犲ｎｏｄｅ／（２犱·ｔａｎ（α／２／）） （２）

　　通过式（２）可以很方便地求出每一个结点对

应的投影误差，然后通过与屏幕阈值ε的比较，快

速确定结点是否需要继续细分。然而，上述公式

并没有考虑投影向量与视线方向的夹角，因此，假

设夹角为β，修正式（２）后，有：

犲ｓｃｒｅｅｎ ＝犺·λ犲ｎｏｄｅ·ｃｏｓβ／（２犱·ｔａｎ（α／２））（３）

　　此时，得到了完整的屏幕投影公式。在实时

动态显示中，每一帧的视点位置是不同的，对于具

体的某一个结点，其屏幕误差将实时改变，因此，

该误差需要实时计算；然而，式（３）较为复杂，如果

每一帧的每一个结点都计算一次，势必会影响显

示速度，因此，如何简化该公式，将不变量提前计

算是必须要考虑的。

根据式（３），对于某一结点，其分割准则为：

犲ｓｃｒｅｅｎ＞ε，需要进一步细分

犲ｓｃｒｅｅｎ＜ε，满足误差要求，
｛ 停止分割

（４）

　　即当犺·λ犲ｎｏｄｅ·ｃｏｓβ／（２犱·ｔａｎ（α／２））＞ε时

需要细分，变换该式，可以得到：

犱／ｃｏｓβ＜犺·λ犲ｎｏｄｅ／（２ε·ｔａｎ（α／２）） （５）

式中，在投影参数和屏幕误差阈值一定的情况下，

公式 的 后 半 部 分 是 固 定 不 变 的，假 设 犇 ＝

犺·λ犲ｎｏｄｅ／（２ε·ｔａｎ（α／２））为ε条件下每个分辨率

层次的最小允许视距，该值可以在预处理中按照

自下而上的顺序提前计算出来，因此，在实时绘制

时仅需要计算当前视点到结点中心的距离犱以

及与视线的夹角β，就可以快速确定当前结点是

否需要细分。即：

犱／ｃｏｓβ＜犇，需要进一步细分

犱／ｃｏｓβ＞犇，满足误差要求，
｛ 停止分割

（６）

　　由于结点的空间几何误差是满足保守性质

的，因此，在距离一定的情况下，子结点的空间几

何误差在屏幕上的投影必然也小于父结点的投影

误差，从而可以确保屏幕投影误差也是保守的。

另外，为了简化计算，加快运算效率，也可以假设

屏幕误差的各向是同性的，即不考虑夹角β，虽然

这会导致偏离视线的结点也需要继续分割，但可

以减少一些计算量，因此，如此假设在一定情况下

也是值得的。

地形实时自适应多分辨率显示的重点在于某

一时刻下不同区域四叉树结点划分层次的确定以

及拆分点的添加上。由于实时阶段四叉树的分割

是自顶向下的，为了完全确定结点层次和每个结

点边界上的拆分点位置，必须在当前时刻下使四

叉树分割到整个地形区域都满足精度要求以后才

能实时输出，即先孤立分割以确保每个地形区域

都能够达到其所需的细节，再通过遍历四邻添加

拆分点消除裂隙，最后以三角化输出［７］。

２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ＲＳＧ的地形自适应

多分辨率显示算法的有效性，笔者采用Ｃ＃．ｎｅｔ语

言和ＯｐｅｎＧＬＡＰＩ实现了该算法。实验的硬件条

件是ＩｎｔｅｒＣｏｒｅ２Ｔ５７５０处理器，２ＧＢ内存，ＡＴＩ的

ＨＤ３４７０显卡，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Ｓｐ３操作系统。

实验１　不同控制因子下的地形实时自适应

表达。

屏幕误差因子ε控制着三维显示的精度和时

间，对于同一个地形数据来说，设定的屏幕误差越

小，要求的精度也就越高。笔者针对已有大小为

１０２５像素×１０２５像素的地形数据，通过调整误

差因子ε，得到了不同精度下的地形显示效果，如

图３所示，表１为相应的运行参数。从运行参数

可以看出，随着屏幕误差控制因子ε的减小，实时

绘制所需的三角形数目越来越多，即地形的表达

精度越来越高，不过由于采用了本文的ＬｏＤ简化

算法，所用的三角形数目仍然只占了原始最精细

数目的很少一部分；同时越来越多的四叉树结点

需要细分到叶结点层次才能达到精度要求，这从

线框图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从单帧运行时间

上看，本文算法可以保证地形的实时动态运行。

不过，尽管利用较小的屏幕控制因子可以得到更

精细的显示效果，但这是以牺牲运行效率为代价

的，有时也会得不偿失。实验表明，屏幕上的２或

３个像素的变化不易引起人眼的不适。对于本数

据来说，选择ε＝３是比较合适的。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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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地形三维线框图表达

Ｆｉｇ．３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ｆＲｅｌｉｅｆＦｒａｍｅｓ

表１　不同控制因子下的相关参数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格网行列数
屏幕误差

ε／（像素）

原始三角形

个数（ＹＳＴ）

实时绘制的三角

形个数（ＳＳＴ）

ＳＳＴ／ＹＳＴ

／％

结点

个数

预处理

时间／ｓ

单帧实时绘制

时间／ｓ

４ ７２２６ ３４ ８２６ ０．０３５

１０２５×１０２５ ３ ２０９７１５２ １０６３３ ５０ １２１６ １４２．４７４ ０．０３７

２ １７２５１ ８２ １９８０ ０．０４２

　　实验２　基于ＲＳＧ的实时自适应显示的不

同算法对比。

基于规则格网的地形显示算法比较多，不过

它们最大的差别在于格网的分割方式（四叉树或

二叉树）以及误差的计算上。二叉树分割后的结

点数目比四叉树分割成倍增加，且四队列模式更

新繁琐，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地形显示，因此，本文

采用不同误差计算方法的四叉树分割表达法。常

规的误差计算多采用几何法，利用分割前后的高

程变化确定细分层次，较为快捷。图４为利用几

何误差法得到的１０２５像素×１０２５像素大小的

地形三维线框表示，表２为相关运行参数。

　　通过与利用本文算法得到的线框图３（ａ）对

比后发现，尽管两者实时绘制所需的三角形个数

相差不大，但采用几何误差表达的地形相邻区域，

结点的层次差异较小，且出现一些细部表达失真，

甚至缺失的情况（图４中圆圈所示）；利用本文的

图４　常规ＬｏＤ算法的地形三维线框图表达

Ｆｉｇ．４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ｆＲｅｌｉｅｆＦｒａｍｅｓｆｒｏ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基于视觉保持的屏幕误差算法可以从根本上保留

地形的细部特征，在平缓区域多采用低级别结点

表达，只有在影响视觉感受的地方才自动增加表

达层次，因此，图３（ａ）中不少相邻区域的结点层

次差异较大。然而，本文算法需要较多的预处理

时间，稍显不够快捷，不过从显示精确性来说，这

是可以接受的。

表２　两种算法的参数对比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误差方法
格网行

列数目

原始三角形

个数（ＹＳＴ）

实时绘制的三角

形个数（ＳＳＴ）

ＳＳＴ／ＹＳＴ

／％
结点个数

预处理

时间／ｓ

单帧实时绘

制时间／ｓ

几何误差
１０２５×１０２５ ２０９７１５２

７３４９ ３５ ８９４ ６４．５３８ ０．０４１

视觉保持的屏

幕误差（ε＝４）
７３４９ ３５ ８９４ ６４．５３８ ０．０４１

３　结　语

本文从规则格网出发，针对当前静态和动态

ＬｏＤ算法在精度和效率上的不足，设计并实现了

基于保守性屏幕误差的自适应多分辨率显示算

法。实验证明，该方法高效快捷，可以满足自适应

多分辨率显示的需要。

算法将主要的工作放在预处理阶段完成，以

空间换时间的策略保证了速度，然而实时显示的

速度与原始数据量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于大

规模数据来说，还可以适当引入当前较为成熟的

分块、多线程调度、遮挡剔除等加速算法予以辅

助［８９］。下一步笔者将在纹理数据的自适应多分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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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显示算法上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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