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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城市三维模型在可视化过程中多使用渐进式传输方法，在多尺度表达时会出现局部特征表达不

突出、绘制相对延后、用户有效等待时间较长等问题。从多尺度不规则三角网（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
TIN）建模、局部特征度评价、多尺度表达 3个方面开展研究，提出了顾及局部特征的城市三维模型多尺度表达

方法，实现了城市三维模型多尺度快速加载。首先，将城市三维模型数据分层分块地进行多尺度TIN建模；然

后，在多尺度层次下构建局部特征度评价模型；最后，优先加载传输局部特征度高的细节数据，甚至跨层级表

达，从而实现多尺度表达。实践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切实优化并提升城市三维模型加载传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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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多源异构三维模型数据量和复杂

程度的剧增，在三维场景浏览时，受限于网络、计

算机性能等各种软硬件条件，会出现加载缓慢的

情形，无法及时满足用户空间认知［1‐2］的需求。目

前主要的解决方案是渐进式传输技术，其主要采

用对象离散化加载［3］、基于自适应空间划分的分

层 层 次 细 节 模 型（hierarchical levels of detail，
HLOD）动态调度［4］、基于重要性加载［5］、基于视

点移动的集群并行运算［6］、视点依赖下的模型分

块展示［7］等方法。

上述方法的原理基本上是构建多分辨率层

次模型，实现基于视点移动的整体网格模型从粗

略到细节的渐进传输［8］，需要用户不得不花费时

间等待或者无目的地拖放和漫游加载局部细节

数据，使得重要度高、用户关注的局部特征未能

优先突出表达；且在当前城市三维模型加载方法

的研究中，均未将大范围场景与单体模型进行结

合，缺乏多尺度约束，导致一些重要信息缺失。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多尺度的空间数据进行传

输、表达并提供灵活良好的用户体验是当前需要

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顾及局部特征的城市三维模型

多尺度表达方法，将模型分块分层进行多尺度不

规则三角网（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TIN）
建模，以局部特征度为约束条件构建局部特征度

评价模型，针对每层的局部区域数据进行序列加

载，解决了当前城市三维模型渐进式传输方法中

局部特征数据的绘制相对延后、用户有效等待时

间并未缩短等问题，实现了优先加载传输局部特

征度高的细节数据及其多尺度表达，用户体验得

以优化。

1 城市三维模型多尺度表达方法

1.1 细节层次模型

城市三维模型多尺度表达的关键是构建细

节层次模型。然而，复杂城市三维场景中建筑物

具有分布不均衡、高度跨度大、密度大的特性，使

得在大范围复杂城区中采取传统基于面区域的

划分方法适用性欠佳。四叉树划分结构在处理

建筑物空间分布的不规则性方面存在不足，容易

造成要素被分割到不同瓦片上。格网划分在建

筑物密度方面的考虑程度有待提高，在渲染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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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时容易造成面片冗余，且又难以对细节特征

进行渲染，表达精度低，空间利用率低，效率不

高［9］。另外，单一的空间划分方法难以满足多源

异构三维数据的要求。相对于地形数据、影像数

据，城市建筑物数据的数据量更庞大、结构更复

杂，导致在处理三维数据时若采用空间二维划分

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相比而言，TIN结构灵活且容易扩展，可以

在不同尺度下保留细节和重要特征，有效降低平

坦区域的几何冗余，同时也易于与各类地理空间

数据无缝集成。

1.2 多尺度 TIN建模

多尺度 TIN建模有两个关键问题：（1）如何

划分多尺度层次［10‐11］；（2）如何对每一层级进行不

规则三角网分块。

多尺度TIN构建过程如下：

1）参照 CityGML标准规范，分为 5级多细节

层次（level of detail，LOD）（见表 1）。

2）构建TIN。以 LOD 0层次下的 4个顶点组

成的两个三角形为原始 Delaunay网，针对金字塔

的每一层级，利用贪心插入法不断地向该层的不

规则三角网中插入顶点，直到小于该层级规定的

误差容差，多尺度TIN建模如图 1所示。

3）TIN分块编码。遍历每一层级中 TIN瓦

片分块，瓦片关键字采用金字塔常用的层行列编

码方式，对切割后的TIN块进行编码输出。

2 顾及局部特征的城市三维模型多

尺度表达

本文在多尺度约束下构建局部特征度评价

模型，对三维场景进行多角度、多要素评价，在此

基础上进行多尺度表达。

2.1 局部特征度

局部特征度是在三维场景或者单体模型中

符合空间认知、最具有代表性的细节特征。空间

显著性和复杂度较高、具有线性空间分布特征的

三维模型或者密度较大的区域含有更多用户关

注和重要度高的细节特征。

2.2 构建局部特征度评价模型

局部特征度的评价模型主要从宏观尺度下

具有线性空间分布特征的城市三维模型分布密

度、中观尺度下的城市三维模型包围盒体积、微

观尺度下的单体模型的特征复杂度这 3个方面进

行构建［12］，如图 2所示。

2.2.1 宏观尺度

在三维场景的宏观尺度下，在整体上向浏览

者直观地表达出城市模型的分布特征，城市三维

模型分布密度越大的区域，往往含有的细节特征

信息越多。因此，本文采用空间分布模式作为局

部特征度在宏观尺度下的衡量标准。首先，基于

道路网分区提取了具有线性特征的三维模型，其

次 ，计 算 提 取 的 三 维 模 型 在 TIN 分 区 的 分 布

密度。

提取线性特征三维模型的算法步骤如下：

1）城市三维模型抽象化。考虑到本文重点

图 1 多尺度TIN建模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Multi‐scale TIN Modeling

表 1 LOD层次

Tab.1 LOD Level

层级

LOD 0
LOD 1
LOD 2
LOD 3
LOD 4

精细程度

地域模型

楼块

粗糙的模型

详细贴图和建模

更精细的建模，包括室内

图 2 局部特征度评价模型构建

Fig.2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Model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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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城市三维模型分布在各分区的数量，为了提

高运算效率，需要对模型进行抽象化，重点保留

三维模型的最小包围盒及其体积、包围矩形。

2）分区连通图构建。以城市道路网为基础，

将城市三维模型抽象对象划分为多个区域，然后

两个顶点之间的代价以三维模型对象包围矩形

中心的欧氏距离作为计算依据。基于此，构建每

个区域的对象连通图，并生成分区连通图的邻接

矩阵。

3）利用科路斯卡尔算法创建最小生成树，步

骤如下：

（1）新建图 G，沒有边，但 G中节点与原图中

相同。

（2）选择原图中所有边，依据权值进行升序

排列。

（3）遍历所有的边，若该边连接的两个节点

不在图 G的同一个连通分量中，则添加这条边到

图G中。

（4）重复步骤（3），直至图 G中所有的节点都

在同一个连通分量中。

4）提取具有线性特征的城市三维模型，并利

用 TIN分区的面积和该分区中的三维模型数量

计算各TIN分区的密度。

2.2.2 中观尺度

人类视觉系统在识别出对象时会自动地将

其分为目标对象和背景对象两部分。在设计过

程中，如果能很容易地将目标对象与背景对象区

分开来，就能取得较好的设计效果。基于空间认

知科学，考虑到尺寸形状结构明显高于周围其他

特征，易于识别，并能满足周围一定区域范围内

的定位参考［13］，因此按照模型体积这一视觉变

量［14］进行排序，将城市三维模型渐进式表达，优

先突出用户关注和重要性高的地物信息，减少冗

余信息的表达，有利于优化模型渲染时的资源负

载均衡和提高模型显示速度，保证三维模型的表

达效果。综上，可通过计算模型体积比 fsize来进行

衡量，计算公式为：

fsize =
V

∑
i= 1

k

Vi

（1）

式中，V为计算的当前三维模型体积；k为三维模

型数量；Vi为每个三维模型体积。

2.2.3 微观尺度

三维模型特征区域细节特征的明显程度通

过顶点曲率来计算。通常，顶点曲率在三维模型

的均匀区域较小，在三维模型折痕、拐点等特征

区域较大，该顶点的细节特征越明显。

对于一个三角网格，计算顶点的曲率 cv i为：

cv i=
∑
m

α ( )nv i,n i
m

（2）

式中，m为相关三角面片个数；α (nv，n i)是顶点 v

的法向量与 k个相关三角面片的夹角。

三维模型特征区域的相对面积大小通过局

部区域面积加权进行计算。使简化后模型的三

角面片合理分布，可以保持原始模型的特征。

网格模型中任一顶点的局部区域面积可表

示为：

S (v) = ∑
i= 1

l

Si （3）

式中，l为顶点 v邻接三角形的个数；Si为第 i个邻

接三角形的面积。

综上，局部特征度由顶点曲率和局部区域面

积加权综合计算。先计算误差代价与顶点曲率的

乘积，再计算乘积与该顶点的邻接局部区域面积

之比，结果值越小则局部特征度越小。计算式为：

Δv= vT
æ

è

ç

ç
çç
cv∑

p∈ P
Kp

S ( )v

ö

ø

÷

÷
÷÷ v= vTQ (v) v （4）

式中，v= [ vx vy vz 1 ]T；cv为顶点曲率；p∈ P
为所有与顶点 v相关的平面；K p为该平面的二次

误差矩阵；Q (v) =
cv∑

p∈ P
Kp

S ( )v
为顶点 v新的二次误

差矩阵。

2.3 多尺度表达

用户关注的模型在渐进式传输过程中往往

得不到优先加载，很多模型数据用户并不关注，

大量的无用数据占用有限的带宽资源，造成用户

等待的时间过长，用户的实时浏览效果不佳［15］。

在本文研究中，基于局部特征度来标记模

型加载顺序，采用传输流媒体的实时传输协议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RTP）用 于 渐 进 传

输，包裹一个或多个实际传输对象的 RTP数据包

是RTP有效负载的关键点，传输对象是局部特征，

对于局部特征度高的局部区域甚至跨层级表达。

3 城市场景的应用实践

本文在城市场景中利用遥感影像数据和三

维模型数据实现了顾及局部特征的三维模型多

尺度表达。其中，三维模型数据见表 2，表 2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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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max 数 据 经 由 软 件 3D Studio Max 进 行 预

处理。

将模型进行分块分层，结合 CityGML 5个

LOD层级进行多尺度TIN建模，如表 3所示。

在不同尺度下进行处理。宏观尺度下，利用

提取线性特征三维模型的算法，在重点保留三维

模型的最小包围盒及其体积、包围矩形的基础

上，将空间上呈现线性特征分布的建筑物较好地

提取出来，如图 3所示，数据量仅为 740 MB，加载

帧率均衡在 70帧/s左右，然后计算提取的三维模

型在各TIN分区的分布密度并排序。

中观尺度下，以根据当前模型体积与总体积

计算出的体积比为参考标准进行分区排序。微

观尺度下，当尺度缩放到单体模型时，由顶点曲

率和局部区域面积加权综合计算局部特征度，以

此为参考进行排序。

由如图 4所示的实现效果可见，宏观尺度下

优先加载线性特征三维模型密度大的局部区域，

中观尺度下优先加载包围盒体积大的模型，微观

尺 度 下 优 先 加 载 标 识 性 强 、重 要 性 高 的 局 部

区域。

实践结果中以实时帧率为考察指标，将本文

方法与传统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图 5所示，

可见在本文方法的多尺度约束下数据加载的帧

率更高，加载流畅度得以优化，用户体验得以

提升。

4 结 语

本文提出了顾及局部特征的城市三维模型

多尺度表达方法，将模型进行分块分层，构建多

尺度 TIN模型，以空间认知为依据构建局部特征

度评价模型，针对每层的局部区域数据进行序列

加载，解决了当前城市三维模型渐进式传输方法

中局部特征数据的绘制相对延后、用户有效等待

时间并未缩短的问题，实现了优先加载传输局部

特征度高的细节数据，甚至跨层级表达，实现模

型多尺度表达，用户体验得以优化。在多尺度

TIN建模过程中，还要考虑到 TIN处理时间、变

化数据的更新效率、数据存储和管理等问题，需

要进一步研究。

表 3 多分辨率细节层次模型

Tab.3 Multiresolution Level of Detail Model

数据类型

倾斜摄影模型

编号

1
层级

16

表 2 三维模型数据

Tab.2 3D Model Data

数据类型

倾斜摄影模型

3Dmax

编号

1
2

数据量/GB
4.62
11.5

图 3 空间分布

Fig.3 Space Distribution

图 4 城市三维模型多尺度表达

Fig.4 Multi‐scale Representation of 3D City Model

图 5 实时帧率

Fig.5 Real‐Time Fram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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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ale Expression Method for Urban 3D Model

Considering Loc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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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urrent city 3D model loading methods, large‐scale scenes and single
models have not been combined, lack of multi‐scale constraints,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some important in‐
formation. Therefore,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multi‐scale spatial data for transmission, expression and pro‐
vide a flexible and good user experience is the curr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Method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multi‐scale TIN(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 modeling, local feature evaluation, and
multi‐scale expression,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and a multi‐scale expression method of urban 3D model
that took into account local characteristics was proposed, which realized the multi‐scale rapid loading of ur‐
ban 3D model. First, multi‐scale TIN modeling is performed on the city 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data in
layers; then,the local feature evalu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at the multi‐scale level;finally,priority is given
to loading and transmitting detailed data with high local features, even cross‐level expression to achieve
multi‐scale expression.Result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realization effect that local areas with high density of
linear feature 3D models are preferentially loaded at the macro scale, models with large volume of the
bounding box are preferentially loaded at the meso scale, and local areas with strong identification and high
importance are preferentially loaded at the micro scale. The frame rate is used as a reference indicator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is metho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The frame rate is maintained at 60 frames per
secon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ulti‐scale constraint of this method makes the loading fluency optimized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improved.Conclusions: The model is divided into layers to construct a multi‐scale
TIN model. Based on spatial cognition, a local feature degree evalu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local area data of each layer sequence loading solves the problem that the drawing of local feature data in the
progressive transmission method of the current urban 3D model is relatively delayed, and the users effective
waiting time is not shortened. It realizes the priority loading and transmission of detailed data with high local
feature degree, and even cross‐level expression to achieve multi‐scale expression of the model and optimize
the user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multi‐scale TIN modeling, issues such as TIN processing time, up‐
date efficiency of changing data, data storage and management also need to be considered.
Key words：3D city model；multi‐scale TIN modeling；local features；level of detail；multi‐scale expres‐
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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