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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目前国内三维建模项目生产现状,把目前流行的建模技术方法分为三大类:模拟建模、半模拟建

模和测量建模。对模拟建模从地理信息技术角度进行了剖析。从技术方法、经济效益和实现难易三个方面, 讨论

分析了现行的一些建模方法: 数字摄影测量、直接依图而建、三维激光扫描三种方法。最后在结尾提出笔者的

建议。

关键词 三维建模 数字城市 建模方法

中图分类号: P2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4097( 2010) 02- 0033- 03

1 引 言

近些年来, 有关 3DCM (三维数字城市模型 )

的研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日本 1998, 1999 两年

举办了两次题为 Urban MultiMedia/ 3D M apping 

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众多学术论文对三维数字城

市模型 ( 3D City M odel) 、三维数字城市地图( 3D

City M ap) 、计算机城市( Cybercity) 等相关内容进

行了研究。2000 年国际摄影测量大会将研究

3DCM 中的复杂操作与分析列为大会主题之一,

在摄影测量领域, 3DCM 的研究也成了一个热点。

3DCM 作为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 同传

统的二维数字地图类似, 覆盖范围较大。至今,

3DCM 的数据获取仍然是一项投资巨大、技术要

求复杂的工程, 其技术水平是影响其建设与更新

工作效率的重要制约因素。三维数字城市模型制

作往往涉及多种数据源和多种技术手段的集成应

用。受到应用需求、成本以及建模区域面积和复

杂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人们往往根据不同的

需求和技术条件水平来建立质量不同的三维数字

城市模型。数据精度、成本和建模效率要求往往

决定了选择何种数据源和建模方法。当前, 三维

数字城市模型的数据源主要有卫星影像、航空影

像和机载激光扫描数据、近景摄影测量数据、近距

激光扫描数据和人工测量数据以及其他一些外部

导出数据。不同的数据源对应着不同的三维数字

城市建模方法。

对于三维数字城市建设以及其三维建模方法,

近些年研究者颇多。史长鳌等( 2007年)在文章中,

分析了目前数码城市三维重建的各种方法, 指出其

不足,并且较为详细的阐述激光扫描的建模方法。

钟成等( 2007 年)讨论了利用航空数码相机重构城

市三维模型的方法和过程, 重点解决数码相机应用

的产生的误差问题。郑持辉等( 2009年)针对三维

仿真模型数据却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 三维模型数

据更新、维护和数据共享成为难点, 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三维仿真更加深入的应用的角度, 对三维仿真

模型数据标准展开研究,提出标准制定时需要重点

关注的因素, 对标准主要内容进行分析阐述, 并以

建设重庆三维仿真系统为例, 开展三维仿真模型数

据标准制定和应用探索。本文重点对现实存在的

城市地物建模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指出了各种建模

方法的特点, 使投资方从技术角度了解投资的价值

所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投入和

浪费。

2 建模方法分类

笔者根据建模采用的技术手段和表现形式, 把

建模方法分为三大类: 模拟建模、半模拟建模和测

量建模。

模拟建模。模拟建模指主要采用比照引用

的数据或实物, 在计算机里软件里直接建模。其

显著表现形式为: 极大模型化现实世界的人工建

筑物和自然物, 用少量的抽象化模型替代现实世

界中的物体。其另外一个特点为: 不使用统一的

三维坐标系统, 或者即使使用了坐标系但因随意

性较大其数学精度较差。这样建模方法的最大

好处是可复制性好, 从而极大地节省工作量, 从

而节约建设成本。一般现实环境模型周边不重

要的地物烘托通常用这样的手法 , 在广告宣传里

时有出现。目前在网络上流行的类似于 E 都市

的网路地图, 也有用此方法建模之嫌。这种建模

方式会在虚拟的游戏或广告宣传中还会继续使

用, 但在地理信息领域因为其不可量测性会逐渐



被淘汰。

( a)南京 E 都市截屏

( b) SkyL ine软件平台下真三维场景截图

图 1

图 1之( b)是用激光扫描方式获得的三维坐

标, 在 3DMAX软件中按实地的坐标建立起来的

三维场景。比较两张图, 我们不难发现, ( a)图在

真实性 上面存在如下问题: ( 1)王府大街(左图

的地面上有文字说明)旁边金色建筑(金鹰国际购

物中心) , 主楼和裙楼的顶部建筑完全是错的, 本

来可以停靠直升飞机的顶部停机坪完全没有表现

出来; ( 2)房屋高度相互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观

察王府大街两边的建筑, 不难发现, 其图形的高度

很可能做了拉伸, 高差不对; ( 3)从图形的整体布

局来看,建筑的平面位置在 ( a) 中显然是 大概准

确 ; ( 4)如果从地理信息作业角度分析, 会发现南

京 E都市的 三维地图 表达, 丢掉了很多信息, 如

地下停车场入口、建筑的裙楼、道路上的市政设施

等等。

半模拟建模。半模拟建模是介于模拟建模和

测量建模的一种 病态 建模方法。其显著特点为

建筑物(此处以建筑为例)的三维坐标有一维或二

维是任意或用数学推导的方法获得, 没有按现状的

位置或大小去量测。笔者之所以把这一方法单独

划分出一类, 是因为目前这种建模的方法在现实工

程项目中大量存在, 却没有引起投资方的足够的重

视。而且,模型承建者往往受各种限制条件不能采

用测量的方法建模。这些限制条件是多种多样的:

经费限制、周期紧、数据源缺乏或技术手段落后

等等。

测量建模。测量建模顾名思义,是用测量的方

法获得建筑物的长宽高和位置, 然后在计算机中构

建模型, 用专门的软件做应用开发。从三维地理信

息的角度而言,笔者倾向这种方法建模。测量建模

的方法还可以细分为数字摄影测量、直接依图而

建、三维激光扫描等方法。其中数字摄影测量还可

以细分为:航空摄影、地面固定摄影和地面移动摄

影三种方法。三维激光扫描与摄影测量类似, 也有

航空、地面固定和地面移动三种方式。直接依图而

建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地图资料, 辅助野外少量测量

数据建模,所采用的地图资料是经过质量检查验收

的合格数字产品。

3 比较分析

下面重点比较分析航空摄影测量、依图而建和

机载激光扫描( L iDAR)三种建模方法。这三种建

模方法都是基于测量的建模方式, 目前很多研究者

在自动化方面进行着更深入的研究。

航空摄影测量技术本身已经有 100多年的发展

历史,但应用在三维建模方面才有 10多年的时间,

与其他方法比较而言相对来说技术比较成熟, 有许

多现成的软件和算法可以直接应用。

依图而建方法主要是根据原来的资料建模, 比

如地形图、建筑立面图等。用这种方法的研究重点

在于获得资料的形式多样, 把能获得到的数据变成

模型的算法和技术路线,尤其是减少大量的手工劳

动方法更为复杂。

机载激光扫描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直接测量的

三维建模方法,仪器设备昂贵、算法复杂且技术不

十分成熟, 有技术含量高和建模三维坐标精度高

的特点。机载激光扫描与航空摄影测量有共同的

特点, 需要使用空载平台进行航空摄影的数据

采集。

针对这三种方法,笔者从技术、经济效益、实现

难易程度进行分析。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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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指标

依图而建 航空摄影测量 机载激光扫描

技术

技术思路成
熟, 可参考的
范例较多。根
据不同的需
求, 要不同的
算 法, 工 作

繁琐。

技术 相对成
熟, 可应用工

具较多。由于
数据 源的限
制, 完全自动
化困难。

最新技术, 不十
分成熟。可参
考的范例少, 研
发工 作 量 大。
有数据的优势,
实现自动化成

为可能。

经济

经济最省。极
大利用现有资
料, 需用人的
技术水平不
高。如获得资
料需要成本,
将 削 弱 其

优势。

经济最费。需
要外业控制测
量, 参与工种
多人工成本最
高。受现场环
境影响。

经济较 贵。无
需外业控制, 受
现场 影 响 小。
如果考虑成多
种产品, 经济效
益优势明显。

实现

实现最容易。
劳动密集型,
没有统一的标
准, 根据不同
的数据采用不

同的方法。

实现较容易。
用于技术的相

对成熟, 较容
易从摄影测量
过度为三维建
模, 人员容易
转变角色。

实现 较 困 难。
现有可用软硬
件资源少, 可用
人力资源少, 近
年 现 状 改 观

很大。

4 结 论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 进行三维数字

城市建设过程中, 特别是三维模型建设阶段, 建模

的方法和采用的技术路线尤为重要。各建设单位

应该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 分析可获得到的数据

等资源, 根据自己的技术和经济实力, 分步骤进行

建设,不能盲目崇尚高新技术, 也不能不调查研究

就采用水平较低的方法, 造成资源浪费。在此, 笔

者特别提醒项目投资方,要注意一些名不副实的项

目实施方案, 以减少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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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status of building thr ee dimensional city models in China, this paper div ide popular methods into thr ee

classes. They ar e simulation, half simulation and survey . It analy ses simulation method from GIS po int of view . P resent tech

nical means, cost and realization ar e discussed in building city models. Dig ital photo gr ammet ry , building acco rd to map and L i

DAR w ere put forward. At last, it bring forw ard some suggest ions in rest of the paper .

Key words three dimensional building model; dig ital city; methods o f building model

(上接第 29页)

Study on the Visualization Method of the Marine Sub bottom Spatia

WANG Xu jun1 , WANG Yong feng2

( 1 Hangzhou Municipal Institute o f Land Sur vey ing and Planning , Ltd. Hang zhou Zhejiang 310004, China;
2
Zhejiang Surveying Institute of Estuar y and Coast , H angzhou Zhejiang 310008, China)

Abstract T he spat ial r esult data acquired by marine sub bo ttom pro filer lacks o f intuitive r epr esentation method, and only

could pr ovide the information about marine sediment in tw o dimensional gr aphic. Combined with t he r elated v isualization tech

nolog y and based on the cha racteristics o f sub bo ttom acoustic pr ofile spatial data, a 3 D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IDL vo lume

render ing w ere propo sed, w hich has gotten a good render ing r 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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