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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与 GIS 融合的三维地形
空间可视化分析
查佳乐 1a，陈怀新 1b
（1．电子科技大学，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遥感信息具有周期动态性、信息丰富、获取效率高等优势，地理信息系统（GIS）则具有高效的空间数
据管理和灵活的空间数据综合分析能力，但两者在三维地形空间可视化分析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一
种基于遥感与 GIS 融合的三维地形空间可视化分析方法，采用数字高程模型特征点匹配进行遥感影像几何校正，
并利用纹理映射法进行遥感影像与 GIS 数据叠加的融合处理，从而实现遥感影像与 GIS 数据配准和三维融合叠
加。实验研究表明，以大理市三维地形可视化为例，本文提出方法可有效进行遥感影像和数字高程模型融合的三
维地形空间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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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几何校正流程图
Fig.1 Geometric correction flow chart

技术的发展，在遥感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维理

研究具体方法为数字高程模型特征点与遥感

念，如“三维地形可视化”
、
“数字地球”、
“虚拟

影像特征点配对，利用多项式校正变换实现遥感

城市”等 。从这些新思维理念出发去深入挖掘

影像与 GIS 数据配准。校正前后影像相应点之间

与利用遥感数据信息，遥感与 GIS 的结合将更有

的坐标关系可用一个适当的多项式来表达[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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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门科学和技术。随着计算机技术与图像处理

效、客观全面地描述地表空间，并成为当前信息

齐次多项式校正变换公式可表达为:

地学的研究热点之一[2,3]。本文利用数字高程模型

x  a0  (a1 X  a2Y )  (a3 X 2  a4 XY  a5Y 2 )
(a6 X 3  a7 X 2Y  a8 XY 2  a9Y 3 )  

(1)

y  b0  (b1 X  b2Y )  (b3 X 2  b4 XY  b5Y 2 )
(b6 X 3  b7 X 2Y  b8 XY 2  b9Y 3 )  

(2)

特征点匹配进行遥感影像几何校正, 采用基于纹
理映射实现遥感与 GIS 融合, 以大理市资源规划
为典型案例，实现三维地形空间可视化分析。

1 利用数字高程模型法的影像几何
校正
数字高程模型(DEM)作为地球空间框架数据
的基本内容和其它各种地理信息的载体，是各种
地学分析的基础数据。
本研究利用 GIS 地形图数据校正遥感影像，
其具体流程如图 1。

其中 x, y 为某像素的原始坐标； X , Y 为同名像素
的地面或地图坐标。
多项式变换回避成像的空间几何过程 , 直接
对图像变形的本身用多项式模型进行数学模拟，
遥感图像的总体变形可以看作是平移、缩放、旋
转、仿射、偏扭、弯曲以及更高层次的基本变形
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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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势地记录地表景观，正是满足三维地形空

2 基于纹理映射的遥感与 GIS 融合

间可视化的重要资源[7]。本研究通过建立 DEM 表

纹理映射(Texture Mapping)技术是一种将图

面点与纹理空间点的关系，将遥感影像所在区域

形绘制（映射）到表面的技术，可以显著地增加

内的数字高程模型的高程值作为影像的高程值，

所绘制场景的细节和真实感。确定景物表面上任

完成 TIN 与遥感影像叠加，生成数字地貌模型，

意可见点 P( x, y, z ) 在纹理空间中对应位置 ( x, y ) ，

使得 TIN 中增加了遥感影像信息，遥感影像具有

而所定义的纹理值或颜色值即描述了景物表面在

了 TIN 中的地形高程信息。

P 点处的某种纹理属性。 F ， F 1 分别从纹理空

3 实验及案例分析

间（物体空间）到物体空间（纹理空间）的映射
函数，这种映射过程可以用图 2 来描述[6]。

本研究中利用已有的地形图数据，矢量化研
究区的 1:2.5 万地形图，提取等高线数据，结合已

投影和视变换

物体空间
（x , y , z）

图像空间
（xs , ys）

有的研究区域边界矢量数据、高程点数据等，生
成不规则三角网 TIN，完成地形三维建模[8]；运

会

纹理空间
（u , v）

纹理映射变换

图 2 纹理空间、物体空间、图像空间三者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xture space, object space
and imag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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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NVI、ArcGIS 软件对 Landsat5 遥感影像进行
了多波段合成、坐标转换和影像裁剪等预处理，
采用多项式变换进行遥感图和地形图的地理配

融

本研究涉及的反向纹理映射中，按屏幕扫描

准，辅以 GIS 数据几何校正遥感影像；最后利用

需要动态的存储图案以提高纹理采样速度。反向

ArcGIS 中 ArcScene 三维模块将配准后的遥感影

F:R R
(u, v)  F 1 ( x, y, z )
2

的遥感影像添加了来源于地形图的高程信息，实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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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作为表面纹理叠加到数字高程模型上，为二维

国

纹理映射的算法可表示为：

信
息

线顺序访问图像元素，对纹理图案进行随机采样，

(3)

现了研究地区的地表三维可视化。处理流程如图

其中 (u , v) ( x, y, z ) 分别为纹理空间和物体空间中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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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点的坐标值。

3。

由于地表景观的复杂和不规则，简单的纹理
映射技术难以得到满意的结果。而遥感影像能真
多波段融合

遥感影像图

多项式拟合

1：2.5万地形图

坐标转换

遥感图像处理

几何校正

等高线提取

影像裁剪

纹理映射

三维可视化

TIN

图 3 主要技术路线
Fig.3 Main technical route

研究区大理市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北部，横断

25ˊ至 25°58ˊ之间。研究采用的数据资料主要包括

山脉南端，地处东经 99°58ˊ至 100°27ˊ，北纬 25°

遥感影像和 GIS 数据。所用的遥感影像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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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 5 卫星 TM 传感器的 2011 年 2 月 8 日平

Analyst 下面的 Create TIN From Features 功能，插

均云量 0.14%、条带号为 131 的影像。波段 1-5

值生成不规则三角网（TIN）地形模型[9]，如图 4。

和波段 7 的空间分辨率为 30 米，波段 6（热红外

3.2 遥感影像处理

波段）的空间分辨率为 120 米。所用到的地形相

为了更好地满足研究的需要，需要选择三个

关 GIS 数据中地形图为谷歌卫星 15 级地形图

波段组合能尽可能包含更加丰富的地物目标特

（1:2.5 万）,矢量图层有大理市边界图层文件，洱

征。本文为了完成大理市的三维地表可视化研究，

海边界图层文件以及高程点文件等。

选择采用 321 真彩色合成、432 标准假彩色合成、

3.1 三维地形建模

451 信息量最丰富的组合、543 近似自然彩色合成

由于原始地形图数据覆盖面积远远大于研究区

四种多波段融合思路。
利用标准地形图校正遥感图像时，选用窗口

裁剪原始地形图数据，得到裁剪后影像。采用

采点模式，在遥感图像和地形图上分别选择同特

ArcGIS 工具箱中 3D Analyst Tools 的栅格表面部

征 GCP，进行图像到矢量的交互式选择。采用窗

分的等值线提取功能，选取固定的等高线间距

口采点的模式得出符合标准的 GCP，计算误差、

100，生成的等高线矢量图。完成等高线矢量图后，

残差及控制点 X、Y 坐标值误差（表 1）
。共选取

需要给等高线添加上高程字段，打开图层的属性

15 个地面控制点，
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残差限差，

列表添加 elevation 字段，开始自动计算即可，得

保证纠正后影像不变形；采用邻近点插值法进行

到包含高程字段的属性表。加载等高线层、高程

重采样，得到具有统一坐标系统和投影信息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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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层、洱海边界、大理市边界综合显示。利用 3D

会

域，首先采用研究区域大理市的边界 shp 文件来

Fig.4

图 4 渲染显示的 TIN 及其局部放大
Render the display of TIN and its local magnification
Tab.1

表 1 地面控制点参数
Ground control point parameters

ID

Base X

Base Y

Warp X

Warp Y

Error X

Error Y

RMS

GCP1

405.00

232.50

3194.00

3713.00

0.00

0.13

0.1329

GCP2

432.75

227.00

3308.75

3690.75

0.70

0.40

0.8074

GCP3

423.75

273.25

3270.50

3889.75

0.09

-0.81

0.8137

GCP4

487.25

422.50

3543.75

4518.00

0.44

0.90

1.0038

GCP5

507.50

437.25

3634.00

4578.00

0.02

-0.47

0.4656

GCP6

520.25

459.00

3692.08

4666.22

-0.09

-0.03

0.0968

GCP7

486.25

510.25

3543.50

4889.25

0.06

-0.08

0.0974

GCP8

509.50

495.75

3647.25

4822.25

-0.28

0.13

0.3109

GCP9

450.00

399.00

3380.25

4424.75

0.59

0.00

0.5945

GCP10

459.25

420.50

3421.25

4514.50

0.12

0.36

0.3810

GCP11

420.00

366.00

3251.50

4287.00

-0.15

0.06

0.1598

GCP12

469.00

463.00

3465.00

4693.75

0.04

-0.33

0.3333

GCP13

464.25

306.50

3442.25

4030.25

-0.81

0.16

0.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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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P14

470.75

356.25

3470.25

4241.50

-0.02

-0.56

0.5647

GCP15

417.00

313.75

3241.25

4062.75

-0.71

0.12

0.7192

利用遥感与 GIS 融合得到的三维地形图，可

3.3 遥感影像与 TIN 融合叠加

以对研究区域的地形地貌作出宏观评价。从三维

在 ArcScene 环境下，加载四种波段组合的遥

的地形图可以看出，大理市地势总体呈现的特征

感影像和 TIN 及研究区边界 shp，调整卫星影像

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总体来说，大理市地形

的基准高程、高程分辨率、渲染拉伸效果等[10]。

复杂，境内高山、湖泊、河流、丘陵、盆地相间

为了使三维地形地质更详细、逼真、生动，可以

分布。从三维地形图中可以得知大理市区域盆地

在属性窗口中通过 z 因子(夸大因子)设置高程放

众多，且盆地多为线形盆地，呈带状分布。研究

大倍数。最终四种波段组合形成的三维地形图如

区域资源丰富, 经过遥感、高程异构信息复合,只

图 5。综合考虑三维地表模拟图像质量和视角评

要确定特定区域、特定地类的具体范围,结合应用

价，选取采用标准假彩色(d)和近自然彩色(f)合成

三维模型,可以计算简单的地形表面参数。在 TIN

的图像结果作为大理市三维地表模拟。

会

模型基础上,应用海伦公式可计算各三角形表面

合
大

积。以大理市研究区域内洱海区域(图 5b 中小旗
子标识区域)为例，利用 ArcGIS 的 3D Analyst 中

融

的 Surface Analysis 下的 Area and Volume 功能模

信
息

块，计算出其表面积为 249.12 平方千米。

(b)研究区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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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针对研究区三维地形可视化问题展开遥
感数据与 GIS 数据融合研究，将遥感影像与高程
地形信息结合，将预处理的遥感影像作为叠加纹
理映射到 TIN 数据,完成 TIN 与多波段遥感影像叠
加，生成研究区三维数字地貌模型。利用融合的
三维地形模型，可以进行半定量的地形地貌分析，
如可以进行地形表面参数的计算，计算出研究区
洱海的面积。三维空间地形可视化可以多视角、

(c)321 真彩色图像

(d) 432 标准假彩色

全方位、多层次地描述地形，将会在遥感测绘应
用中发挥重要作用，遥感数据与其他类型地理数
据的融合应用也将是未来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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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ZHA Jia-le，CHEN Huai-x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1731)
Abstracts: 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cycle dynamics, rich information and high acquisition
efficiency, whil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has the ability of efficient spatial data management and flexibl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patial data. However, both of them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in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ree-dimensional terrain space. In this paper, a 3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fus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IS is proposed, and the geometric correct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is carried out by matching feature points

会

of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and the fusion processing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GIS data overlay is carried out by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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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exture mapping method, so as to realize the registrat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GIS data and 3d fusion
overlay.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three-dimensional terrain visualization based on the fus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and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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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多波段图像因不确定因素产生的像质退化问题，采用阈值分割法将图像分为前景和背景，优选出的
直觉模糊集方法对前景进行直觉模糊化处理，并与背景结合得到增强后的图像；其次采用多尺度变换方法将增强
图像分解为高低频图像，高频采用绝对值取大融合规则，低频采用直觉模糊集排序自适应融合规则进行融合；最
后对融合后的高低频进行逆变换得到融合图像。该方法有效融合了图像的目标信息，融合结果细节信息丰富，边
缘清晰，同时亮度与对比度增强，有效提高了图像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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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同的属性权重往往带来不同的融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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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但是图像融合对噪声等导致的成像效果掐架情况

多波段探测是高精度探测系统的主要技术手

无能为力，而不确定性理论为此有这优良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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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常常使得探测图像中存在噪声和边缘模糊、

届
中

目标过暗或过亮和纹理不清等问题[1-3]，不可避免

地给后续的场景理解和目标识别等带来误判、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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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目前广为采纳的多波段图像融合尽管可以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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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不同波段的互补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像
质，但对于多波段图像中广泛存在的不精确、随
机模糊、不确定性等问题无能为力，因此有必要
在多波段图像融合中引入不确定性理论。
作为增强多波段探测效果的常见手段，图像
融合技术已取得丰硕成果，其特点是在探测结果
理想的情况下，可以将来自同一场景的多波段图
像的互补和冗余信息结合起来生成一个信息更全
面、更准确的复合图像。其中基于多尺度变换的
融合方法是最具代表性、公认效果最好的一类方
法。该类方法在将原图像多尺度分解后，选取融
合规则对高低频系数进行融合，最后对融合后的
高低频信息进行逆变换得到融合图像，非下采样
轮廓波变换(Nonsubsampled Contourlet Transform,
NSCT)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4]。所谓融合规
则就是确定各原图像属性权重大小的过程与方

迄今为止，在面对不确定性问题时，人类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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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光照不均匀和设备固有缺陷等诸多非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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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一。在复杂探测场景成像过程中，强噪声干

思维判断方式仍然是难以逾越的。受人类思维判
断的启迪，Atanassov 建立了以隶属度、非隶属度
以及犹豫度为框架提出了直觉模糊集理论[5]。该
理论在人工智能、信息处理、图像增强等领域都
得到了广泛应用[6]。但多波段图像处理显然要复
杂得多，如何运用直觉模糊集理论提升多波段探
测效果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为此，本文在 NSCT 框架下基于直觉模糊集
排序融合规则改进了多波段图像融合增强结果。
首先基于经典的阈值法分别将原图像分为前景和
背景，并利用直觉模糊集理论分别对不同波段前
景图像图像增强以抑制噪声、凸显目标；其次，
将前景的增强结果与其对应的背景合并达到图像
对比度与清晰度提升的目的；再次，基于 NSCT
分别分解合并图像，对高频分解结果利用绝对值
取大规则进行合并，对低频分解结果基于直觉模
糊集排序进行合并，然后对两个合并结果经
NSCT 逆变换得到融合结果，最终实现了信息合
并和结果增强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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