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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虚拟地球中有源洪水淹没分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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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分析了大范围有源洪水淹没分析方法的研究现状。然后面向三维虚拟地球应用，基于全球地形

数据组织方法，提出了一种以地形瓦片为单元的有源洪水淹没分析算法，实现了三维虚拟地球中的大范围有

源洪水淹没分析。最后基于开放式三维虚拟地球集成共享平台软件ＧｅｏＧｌｏｂｅ进行了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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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虚拟地球通过全球无缝剖分、空间信息

多尺度传输和可视化等技术构建虚拟地球环

境［１］，适合大范围专业 ＧＩＳ空间分析与可视化，

如大尺度空间范围内的洪水淹没分析。洪水淹没

可分为无源淹没和有源淹没［２］，其中无源淹没算

法比较简单，而有源淹没适用于局部突发的洪水

向周边蔓延的情况，需要顾及地形的连通性，分析

算法较为复杂。

有源洪水淹没分析一般采用种子蔓延算

法［２］，姜仁贵等基于瓦片金字塔模型生成了研究

区域的三维地形［３］，当研究区域地形数据量继续

增大时，洪水淹没分析过程会比较复杂。罗中权

提出了基于流域 ＤＥＭ 遍历的三维淹没分析算

法［４］，能够在流域特征明显的地形条件下取得很

好的效果，但需要先对流域范围进行确定。吴迪

军等进行了应急平台中一维洪水演进模型的研

究［５］，探讨了运用水力学方法进行一维洪水演进

模型的建立。孙海等研究了利用ＤＥＭ 的“环形”

洪水淹没算法［６］，国外学者也对洪水淹没进行了

研究［７９］。

综上所述，现有的有源洪水淹没分析算法不

能满足三维虚拟地球中的大范围有源洪水淹没分

析的要求。对此，本文基于三维虚拟地球中地形

数据组织方法，提出了一种以地形瓦片为单元的

有源洪水淹没分析种子蔓延算法，实现了三维虚

拟地球中有源洪水淹没分析。

１　全球地形数据组织方法

地形数据模型有规则格网模型ＧＲＩＤ以及不

规则三角网模型ＴＩＮ，其中ＴＩＮ进行洪水淹没分

析精度不高［１０］，因此，本文采用ＧＲＩＤ。

基于规则格网地形数据模型，对全球范围进行

等经纬度离散网格划分，以经纬度坐标为（－１８０°，

９０°）的经纬点为原点，同时规定全球地理坐标经度

有效范围为［－１８０°，１８０°］，纬度有效范围为

［－９０°，９０°］。构建全球离散网格的坐标系统。在

此基础上，将经度范围定为［－１８０°，１８０°］，纬度范

围扩展到［－２７０°，９０°］，由此构成一个跨度为１８０°

的四叉树结构范围，第０层根节点为扩展的经纬度

范围，第１层有４个子节点，其中两个节点分别为

实际东西半球范围，另外两个节点为扩展的经纬度

范围，设置为空，如图１所示。在此基础上，按四叉

树结构进行全球离散网格的进一步剖分，形成全球

多尺度的离散网格结构，按照网格结构的范围，存

储规则格网的地形的数据，定义为地形瓦片数据。

　　可得到全球四叉树结构第犽层瓦片经纬差为

３６０°／２犽，有效行号最大值犻ｍａｘ为２
犽－１－１，列号最

大值犼ｍａｘ为２
犽－１（犽＞０，且犽为整数）。

若已知第犽层地形点犪的经纬度坐标为（犅犪，

犔犪），则其所处全球离散网格中地形瓦片的行列

号（犻，犼）（犻，犼≥０，且犻，犼为整数）为：

　犻＝
（９０°－犔犪）·２

犽

３６０°
（犽＞０，且犽为整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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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四叉树结构的全球地形数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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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犼＝
（犅犪＋１８０°）·２

犽

３６０°
（犽＞０，且犽为整数） （２）

式中， 表示向下取整。

反之，由行列号（犻，犼）（犻，犼≥０，且犻，犼为整数）

可以计算出该瓦片左上角经纬度坐标（犅，犔）：

犅＝
３６０°·犼
２犽

－１８０°（犽＞０，且犽为整数）（３）

犔＝９０°－
３６０°·犻
２犽

（犽＞０，且犽为整数）（４）

　　那么，对于第犽层某瓦片犃，若已知其行列号

为（犻，犼），则可以知道其８邻域瓦片的行列号，一

般情况下，同一级的瓦片犃有８个方向上的邻接

瓦片，而当瓦片犃位于全球地形数据的边界位置

时，若计算出的某些邻接瓦片行列号超出该层行

列号最大范围，则表示瓦片犃在该方向上没有邻

接瓦片。

２　大范围有源洪水淹没分析算法

２．１　总体思路

算法的总体思路是通过两次遍历来进行大范

围有源洪水淹没分析：第一次遍历分析区域内的

所有地形瓦片，搜索每个瓦片的邻接瓦片，找出那

些位于瓦片边界位置且高程低于当前水位的高程

点，定义其为淹没种子点；第二次遍历瓦片内所有

地形高程点，以搜索到的淹没种子点为起点，对每

个瓦片进行独立搜索，通过种子点蔓延方法找出

每个瓦片内的所有高程低于当前水位的地形高程

点，即淹没点，获得淹没区域。完成后所得到的淹

没点的集合即构成分析区域内的洪水淹没区域。

２．２　地形瓦片间遍历

有源洪水淹没分析的过程实际上是从淹没种

子点开始搜索全部淹没点的过程，因此找出分析

区域内的淹没种子点是分析的关键。在有源洪水

淹没中，造成淹没的主要原因是大坝决口或者漫

堤导致下游区域被淹没，因此可以选择区域内溃

坝或漫堤发生处的地形高程点作为初始淹没种子

点。现假定分析区域内存在溃坝点狅，通过狅点

经纬度计算得知狅点位于地形瓦片犃 内，以狅点

作为初始淹没种子点，根据式（１）式（２），由狅点的

经纬度坐标可以计算出瓦片犃 的行列号（犻犃，犼犃），

也可以确定犃的邻接关系和邻接瓦片的行列号。

同时每个瓦片都定义８个布尔型的邻域标记符，

分别对应８个相邻方向，开始分析前将邻域标记

符初始化为假（ＦＡＬＳＥ）。

算法过程如下：

１）由初始种子点狅的经纬度坐标（犅狅，犔狅）计

算出狅点所在地形瓦片犃 的行列号（犻犃，犼犃）；

２）建立用于存储地形瓦片犃 的淹没点的临

时数据集，由狅点沿８个相邻方向进行邻域高程

点的搜索，对搜索过程中某个高程点犱，若其高程

值犺犱小于当前水位犺水，则将点犱加入该临时记

录集，并对点犱进行邻域高程点搜索，否则直接

返回。

３）在犃中沿一个方向ｄｉｒ（ｄｉｒ表示８个相邻

方向中的一个，其反方向为ｏｐ＿ｄｉｒ）进行搜索，当

搜索到犃中ｄｉｒ方向边界上的淹没点狆时，找到

犃的ｄｉｒ方向上的邻接瓦片犅，判断犅中ｏｐ＿ｄｉｒ

方向的邻域标记，如果为真，则返回；否则在该邻

接瓦片犅中找到点狆的ｄｉｒ方向的邻域高程点狇，

判断点狇是否符合淹没条件，若是，则将点狇加入

犅 的淹没种子点集合，否则返回。

４）对犃中ｄｉｒ方向边界上的所有淹没点都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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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邻域搜索之后，将犅中ｏｐ＿ｄｉｒ方向的邻域

标记为真。同时以犅 的淹没种子点为起点向犃

沿ｏｐ＿ｄｉｒ方向搜索，找出犃在ｄｉｒ方向边界上的

淹没种子点，并加入犃 的淹没种子点集合，搜索

完后将犃中表示ｄｉｒ方向的邻域标记置为真。

５）沿顺时针方向改变ｄｉｒ所示方向，重复步

骤３），４），当犃中８个相邻方向邻域标记全部为

真时清空临时记录集，此时即得到犃的全部淹没

种子点。

６）以瓦片犃 的邻接瓦片犅 为待搜索瓦片，

淹没种子点为初始种子点，执行步骤２）～５）。

７）遍历完区域内所有瓦片之后，结束搜索。

瓦片犃的淹没种子点集合的搜索过程如图２

所示：由初始种子点狅开始在犃 内沿８个方向搜

索淹没点，假定犃 的东边邻接瓦片为犅，当搜索

到犃、犅边界时，找到瓦片犃 内的边界淹没点狆，

判断犅的西边邻域标记犠 以确定狆 点是否可以

继续向东进入瓦片犅 进行搜索。若为真，则表示

之前已经从犅的西边邻接瓦片犃 进入犅 中搜索

过，不需要再进入犅中搜索；否则由点狆继续向

犅 内搜索，找到犅内与点狆直接相邻的边界点狇，

若狇符合淹没条件，将点狇加入到瓦片犅 的淹没

种子点集合中，否则返回，搜索完所有种子点后将

犠 标记设置为真。同时由犅向犃 反向搜索。需

要注意的是，在搜索过程中，只需要记录找到的淹

没种子点，而除此之外的蔓延淹没点并不需要额

外记录，这是因为在之后进行单个瓦片的淹没分

析的时候，可以通过淹没种子点进行搜索，找出犃

的完整淹没区域。

图２　 淹没种子点搜索

Ｆｉｇ．２　Ａ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Ｓｅｅｄ

在瓦片间的搜索过程中，可以通过设置递归

步长以达到控制搜索深度的目的。当从某个瓦片

犃开始搜索时，设置搜索深度变量ｎＤｅｐｔｈ为１，

进入瓦片犃的相邻瓦片犅 时ｎＤｅｐｔｈ变为２，由

瓦片犅进入犅 的非犃 邻接瓦片时，ｎＤｅｐｔｈ变为

３，而由瓦片犅 返回瓦片犃 时ｎＤｅｐｔｈ恢复为１。

由于搜索瓦片犃时，只需搜索到与它直接相邻的

８个瓦片即可通过邻接瓦片的反向搜索计算出瓦

片犃的所有淹没种子点，所以可以将搜索步长控

制为１，控制搜索深度ｎＤｅｐｔｈ的最大值为２，将对

瓦片的递归遍历转换为迭代遍历，避免搜索扩散

到瓦片犅的非犃 邻接瓦片进而造成内存的大量

消耗。

２．３　地形瓦片内遍历

地形瓦片内遍历主要是在获得地形瓦片的淹

没种子点基础上，搜索瓦片内蔓延淹没点的过程。

算法步骤如下：（１）取待搜索瓦片犃中的一个淹

没种子点，沿８个方向进行邻域高程点的搜索，当

搜索到某个高程点犱时，判断犱点是否被搜索

过，若是则返回；否则判断犱是否满足淹没条件，

若满足则将犱标记为可淹没，同时标记为已搜

索，若不满足则返回；（２）继续搜索下一个淹没种

子点，执行步骤（１），直到搜索完成，并获取瓦片

内的所有蔓延淹没点。如图３所示，得到每个瓦

片的淹没种子点集合后，即可独立地在瓦片内部

以淹没种子点为起点对格网ＤＥＭ 高程点进行递

归遍历，找出瓦片内所有连通的淹没点。图３（ａ）

显示了瓦片犃 的淹没种子点集合，经过搜索，犃

的８个邻域标记全部为真，表示犃的淹没种子点

集合搜索完成。然后对犃进行独立的淹没分析，

分别从每个种子点开始，沿８个方向搜索邻域内

的高程点，当搜索到某个邻接点犱时，先判断犱

是否被搜索过，若已搜索过，则直接返回，再搜索

下一个高程点；否则判断犱的高程犺犱 是否低于水

位高度犺水，若是则将犱标记为可淹没已搜索，继

续搜索犱的８个邻域内的高程点，否则将犱标记

为已搜索后返回并搜索下一个高程点。对犃 中

的所有淹没种子点完成搜索之后，可以得到由种

子点蔓延产生的一系列蔓延淹没点，在图３（ｂ）中

以斜线单元格表示，这些蔓延淹没点和淹没种子

点一起构成了犃的完整淹没区域。

图３　单个瓦片淹没区域搜索

Ｆｉｇ．３　Ａ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ＦｌｏｏｄＡｒｅａｉｎａＳｉｎｇｌｅＴｉｌｅ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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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　验

为了对上述方法进行验证，基于开放式三维

虚拟地球集成共享平台软件ＧｅｏＧｌｏｂｅ进行了实

验，实验数据采用了全球９０ｍ分辨率ＳＴＲＭ 地

形数据，构建了８级连续分辨率全球地形数据集，

根据分析精度，选择了第７级，分辨率１８０ｍ的地

形瓦片分别进行了无源淹没和有源淹没分析的实

验。

表１显示了在相同的分析范围下有源淹没分

析与无源淹没分析的差异。随着洪水水位的上

涨，两种分析方法中的淹没种子点都在增加，但是

有源淹没分析中的淹没种子点增长率要低得多。

此外，定义具有连通性的淹没范围为淹没区域，有

源淹没分析保持了淹没区域数目为１，而无源淹

没分析的淹没区域数目从２增加到了９。

表１　有源淹没分析与无源淹没分析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Ｏｎｅ

洪水水

位／ｍ

淹没种子点数目 淹没区域数目

有源淹没 无源淹没 有源淹没 无源淹没

１２８ ５２１４４ ５８２５３ １ ２

２５６ ７５９８６ ８７９８５ １ ５

５５８ ８６９５３ １０５２９４ １ ９

　　从图４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２５６ｍ的相同

洪水水位下和分析范围内，有源淹没的淹没范围

要比无源淹没的淹没范围小得多。无源淹没的淹

没范围中包含了许多彼此不连通的独立区域，而

有源淹没的淹没范围是一个整体。这说明有源淹

没相比于无源淹没体现出了连通性的特征。

图４　洪水淹没模拟效果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ｆ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在此基础上，使用相同实验数据，对本文提出

的有源淹没分析方法与文献［２］提出的有源淹没

分析方法进行了实验比较，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知，在同一个分析范围内，本文提出

的有源淹没分析的方法在计算时间要少于传统方

法。随着分析范围的扩大，传统方法的计算时间

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同时，当分析区域扩大到

一定范围后，传统方法就会造成堆栈溢出，而改进

的方法却能够很好地运行。

表２　改进方法与传统方法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ｅ

分析范围／ｋｍ２ 淹没种子点数目
计算时间／ｓ

本文方法 传统方法

１２．８２３１ ５２１４４ ２．４３３ ５．８６５

２４．６７６４ １０３４８４ ４．３２４ １３．４３６

５３．８６５７ ２１５９６８ ８．９１５ 堆栈溢出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三维虚拟地球下有源洪水淹没分

析算法，并且在 ＧｅｏＧｌｏｂｅ上通过一系列实验证

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该方法弥补了传统方法只

能分析小范围或特定区域的不足，为在三维虚拟

地球上进行洪水淹没分析和洪水演进仿真模拟奠

定了基础，可以为防洪预警和灾后评估提供决策

支持。下一步将结合水文模型，研究三维虚拟地

球中洪水演进仿真模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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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ＧｅｏＧｌｏｂｅｂａｓ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ｓｔｅｓｔｅｄａｎｄｓｏｍｅａｄｖｉｃｅ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３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ｌｏｂ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ｌｏｏｄ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ｅｅｄｓｐｒｅａ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ｌｏｂｅ．Ｅｍａｉｌ：ｊｃｈｅｎ＠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８６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ｏ．２０１２ＡＡ１２１４０１；

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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