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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长时间尺度珠江口河网水下地形演变过程中的三维可视化实现过程及空间分析方法, 进一步揭示了

珠江口河网水下地形演变机理。将收集的地形图进行数字化, 建立不规则三角网, 实现三维可视化, 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剖面分析, 为不同年份的地形比较从而揭示珠江河网水下地形演化过程奠定基础。针对遇到的高程值转换问

题, 介绍了零值线法, 采用点射线法作为判断依据达到高程转换的目的, 同时针对该方法工作量大等不足, 提出了

字段标识法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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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图 1 工作流程图

Fig 1 Work process

珠江为我国第三大河, 流量居第二位, 每年输沙量高

达8000万 t , 其中约20%沉积在河口三角洲内, 80%淤积

在口门外海域[ 1] , 所以珠江口的沉积速率相当高, 其地形

处于不断演变之中, 为了能够形象地模拟这一地形演变过

程, 我们收集了 50多年的珠江口河网地形图, 并进行数

字化, 在此基础上形成不规则三角网(T IN) , 进行三维可

视化及剖面分析, 以此进行不同年份的地形比较, 了解其

发展演化历史, 并为预测其演变趋势提供重要依据。

本研究工作以 ArcGIS 为工作平台, ArcGIS 是一个统

一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 由 ArcMap、ArcCatalog、ArcTool

box 3个基础模块应用程序组成[ 2] , 此外, 在 ArcGIS扩展

模块中, 用于三维分析的 ArcScene。其工作流程见图1。

2 三维可视化的实现及空间分析

2 1 数字化

(1) 扫描 首先把要数字化的地图进行扫描, 得到用象素表示的栅格图。所有地图扫描后都经过扫描纠

正, 以确保矢量化工作顺利进行, 对于分幅扫描的地图还应进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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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统一坐标系统 由于本研究跨年代较长, 采用的坐标不统一: 有的采用 54北京坐标系, 有的采用 80

西安坐标系, 有的采用地方坐标系, 甚至有的图幅没有坐标(如: 1952年图幅)。对于 54北京坐标系及地方坐标

系, 统一成80西安坐标系; 对于没有坐标的情况, 则自定义坐标系, 进行数字化并完成各图幅按边处理之后,

根据基准点的坐标反算成 80西安坐标系。

(3) 配准栅格图( Georeferencing) 对于扫描的地图, 不包含实际坐标, 必须对其进行地理参考变换。以四

个内图括点作为控制点, 进行影像定位, 顺序为: 从左上角至左下角沿顺时针方向。在 ArcMap具体操作中,

首选增加 Georeferencing 工具条, 并使 Auto Adjust 处于不选择状态, 点击 Add Control Point按钮, 从左上角至

左下角沿顺时针方向依次输入四个点的坐标, 在数据输入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产生误差, 只有当误差不超过一

定范围时数据输入才是有效的, 否则将重新输入。最后, 依次进行Update Display、Rectify 及Update Georeferenc

ing 操作即可完成影像定位操作。

( 4) Shapefile 的创建 在 ArcCatalog 具有图层管理功能, 创建 Shapefile文件时, 必须定义其地理要素类型,

如点状物( point) , 线状物( line) , 这些特性一旦创建不能再修改。创建两个 Shapefile 文件用来存储高程点及用来

绘图水位点的文件。Shapefile文件与 ArcMap中的图层相对应, 因此, 在 ArcMap中产生高程点图层及绘图水位

点图层。

( 5) 添加字段 在 ArcCatalog 中, 可通过添加新字段, 其长度不超过 10个字符, 多余字符将被自动截去,

Shapef ile文件的 FID和 Shape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不能被删除, 此外, 还应添加高程值( elev)字段; 对于需要进

行高程值转换的图幅, 还要添加一布尔型字段, 即高程转换标识( IT )。

(6) 数据输入 包括图形数据输入和属性数据输入。以输入高程点为例, 首先选定高程点符号为十字形

+ ; 然后, 利用放大窗口 Magnifer 来提高定位精度, 根据原图用鼠标输入高程点; 最后, 用键盘输入该

点的坐标值。依次类推, 直至输完所有高程点。

遇到的问题是: 对于有的年份的高程数据, 图上所标的数值并不代表它的真实高程值, 这给数字化工作带

来一定困难,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应根据它的零值线以及绘图水位, 换算成实际高程值, 才能进行后续工作。

2 2 内插

内插就是根据有限的样本点来推算未知点。地形表面是连续的, 但输入的数据是有限的、离散的。因此,

为了提高显示效果, 内插是必要的。有几种方法来产生栅格表面: 反向距离加权法( EDW)、自然邻近法、样条

法、克吕格等。在本研究中使用克吕格法。

2 3 创建TIN

三维模型往往用不规则三角网(TIN)来表达连续的地形表面, 根据区域的有限点集将区域划分为相等的三

角面网络, 三角面的形状和大小取决于不规则分布的测点位置和密度, 能够避免地形平坦时的数据冗余, 又能

按地形特征点表示数字高程特征, 可以通过内插高程点的方式有效地表达复杂地形。由于TIN是一种三维矢量

数据结构, 其中包含表面高程、坡度、坡向等基本三维信息, 应用一定的阴影或色彩便可分别表达三维表面的

高程变化、坡度或坡向变化, 可形象地表达地形的变化。

2 4 三维显示

通过对地形的三维可视化, 可以形象逼真地揭示地表的起伏变化, 增强了直观性。ArcScene 可以完成地形

的三维显示, 通过旋转、缩放等操作, 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形象地再现出地形表面的三维特征; 此外, 阴影

或色彩的设置还可增强地形的立体感。

ArcGIS 8 2及以上版本又增加了动画的功能, 可以动态地描述三维地形特征, 为分析、决策提供重要依

据。指定观察角、方位和分辨率上预先观看侧面或三维表面的显示。

2 5 空间分析

包括坡度分析、坡向分析及断面分析, 本研究主要涉及剖面分析。剖面分析可以揭示沿任意一条线段的表

面高程的变化, 通过剖面分析, 可以将同一位置、不同年份的珠江口河网水下地形的起伏变化显示出来,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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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珠江口河网水下的地形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

2 6 图形输出

用绘图仪或打印机将三维显示的图形或断面分析的结果图打印出来。

3 问题的讨论

在有些图幅中, 图上所标的高程数据( e )并不是该点的实际高程值( E ) , 如图 2中两条零值线以内(区域

图 2 高程点及零值线分布示意图

Fig 2 Illustration of elevation points and zero value lines

)的高程点: P4, P5, , P13所示, 它存在这样的对应

关系: E= f ( h1, h2, e) , 其中, h1、h2为图中绘图水位,

对于个别图幅只标有一个绘图水位, 还要读取邻近图

幅的绘图水位。对于区域 、 内的高程点, 图上所标

的高程数据( e)是该点的实际高程值( E ) , 即 E= e。因

此, 对于图中离散输入的高程点, 哪些需要进行高程转

换, 哪些不需要转换, 必须通过编写程序来统一转换

(这部分工作交给数字化员, 边输入、边判断、边计算

是不现实的)。以下讨论几种供参考的方法:

(1) 零值线法 由于高程值是否转换与零值线关

系密切, 因此, 把零值线作为依据: 当高程点位于零值线 l 1 与 l 2之间时(区域 )高程值需要转换; 当高程点

位于零值线 l 1 与 l 2 之外侧时(区域 、 ) , 高程值不需要转换。判断的方法可采用射线法, 即: 沿该高程点与

垂直水流方向 v作射线, 如果与零值线 l 1 与 l 2 相交点的个数是偶数, 则表明该高程点位于两条零值线之外侧,

高程值不需要转换; 反之, 如果与零值线 l1 与 l2 相交点的个数是奇数, 则高程值需要转换。

零值线法需要对零值线进行数字化, 并作为一个图层单独存储, 无疑增加了工作量。用射线法判断高程点

所属区域, 对于某些特殊情况, 如: 当射线与零值线相切时会造成误判; 此外, 求算沿垂直水流方向作射线与

零值线的交点工作量相对较大。

鉴于上述缺陷, 提出另一种有效方法: 字段标识法。

( 2) 字段标识法 为了有效判别哪些高程值是需要转换的, 在高程点层添加一个布尔型标识字段 IT, 将所

有记录的初始值都赋为0, 对于那些不需要转换高程值的 IT 在数字化过程时赋值为1, 这样在编程时, 只对 IT

= 0的高程值进行转换就可以了。由于 IT = 1, 即不需要转换的字段所占比例很少, 因此给 IT 赋值的工作量不

大, 所以字段标识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 还可以将该方法变型为二次赋值法, 即第一次只

对需要转换高程值的高程点添加属性值, 当运行公式对该图幅所有高程值转换后, 再对不需要转换高程值的高

程点添加属性值。

4 结 语

本文对长时间尺度珠江口河网水下地形演变过程三维可视化实现过程及空间分析进行系统的阐述, 有助于

不同年份的河网水下地形的对比分析。此外, 对工作中遇到的高程值转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为该项研

究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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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for underwater terrain evolution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networks in long term span

DU Guo ming, CHEN Xiao xiang, WU Chao yu, LIU Qiu hai, REN Jie

(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and Planning, Sun Yat 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show the underwater terrain terrain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Pearl River networks, we employ

the techniques of 3 D visualization and spat ial analysis The comparision with 3 D data of different period will help to expose

the underwatr terrain evolution and forecast the trend of the evolut ion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In addition, in view of the

problem of the elevat ion value rectified, we present the methods of zero value line and the field identif ication The method of

zero value line is based on that of point radial But this method exists th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extra computat ion The

method of field ident ification is proved to be an efficient method

Key words: 3 D visualizat ion; elevation value rectif ied; zero value line; field identification; long term span; terrain evolu

tio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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