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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ana－
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rural folk-custom tourism in order to build
a virtual tour platform which has great help in realizing a more attractive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of the rural folk-custom tourism resources. It provides a most effective service for the
local tourism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in publicizing their landscapes and expanding the in－
fluence of the village folk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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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项集先进

的计算机技术、传感与测量技术、

仿真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等为一体

的综合集成技术, 是人们通过计算

机对复杂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与

交互的一种全新方式。在旅游业尤

其是村镇民俗旅游行业，现阶段的

旅游信息化产品展示多数使用 2

维文字或者图片，这种方式只提供

单一尺度下的旅游主、客体自身的

属性特征信息，不能让用户对旅游

目的地产生直观、形象的认识。虚

拟现实技术可以展示单个建筑、景

点甚至整个景区，可以让人以不同

的俯视、仰视角度去审视或欣赏其

外部空间的动感形象。它所产生的

融合性，要比模型或效果图更形

象、完整和生动[1]。

在村镇民俗旅游虚拟展示系

统中，为了实现不同资源类型、不

同区域的自适应展示以及整个景

区的多尺度细节层次表达，本文应

用虚拟现实技术，结合地理信息系

统 等 相 关 技 术 将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DEM)、正射影像和景区建筑物的 3

维立体模型融合在一起，构建村镇

民俗旅游景区虚拟景观，生动逼真

地再现民俗景观。

1 村镇民俗旅游虚拟展

示系统设计

村镇民俗旅游虚拟展示场景

数据包括景区所属区域的基础地

理数据、景点 3 维建筑模型及相关

的图片、文字、音频等多媒体数据。

虚拟现实和 LOD 技术的结合，生成

整个虚拟场景的基础地理环境，从

而实现景区自然景观多尺度 3 维

展示、自主漫游以及空间查询和分

析的辅助功能。3 维建模技术以及

MipMap 技术可以实现景区人文景

观的真实再现及多尺度展示，多媒

体技术则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示民

虚拟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旅游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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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旅游中的应用，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构建虚

拟旅游平台，服务于村镇民俗旅游规划管理和决策部门，实现村镇民俗旅游资源的立体展

示和宣传，达到扩大村镇民俗旅游的影响力，提高吸引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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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民俗风尚。村镇民俗旅游

虚拟展示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如图 1

所示。

2 关键技术的研究

2.1 村镇民俗旅游中的虚拟现

实技术

2.1.1 虚拟现实技术的特点

虚拟现实技术最基本的 3 个

特征 [2]：①沉浸感(Immersion)，使参

与者身临其境地感受由计算机构

建的虚拟 3 维场景。②交互性(In-

teractivity)，利用各种传感器，比如

眼睛、头盔等与虚拟场景发生交互

作用。③构想性(Imagination)，虚拟

现实技术不仅可再现真实存在的

环境，也可以随意构想客观不存在

的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环境。正是

由于这 3 个基本特征，使得虚拟现

实技术在村镇民俗旅游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前景。

2.1.2 虚拟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旅

游中的应用

1）虚拟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

图 1 村镇民俗旅游虚拟展示系统设计方案

Fig.1 The design scheme of rural folk-custom tourism virtual tour system

旅游宣传展示中的应用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景观资

源，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带有地

域特色的村镇民俗文化景观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利用信息

技术宣传和推广村镇民俗文化旅

游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本

文中，采用视点相关的连续 LOD 技

术生成 3 维地形的多级分辨率模

型，并分别叠加相应的影像文件，

构建景区自然景观，实现景区自然

景观的多尺度表达。采用 3 维建模

技术，将实地采集的民俗景区图

片、测量数据，结合景区 CAD 底图

在 3DS MAX 中进行精细建模，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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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模前 （b）建模后

图 3 虚拟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旅游规划中的应用示例

Fig.3 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the
planning of rural folk-custom tourism

（a）单个建筑 （b）整个景区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c）3 维虚拟景区鸟瞰图

图 2 虚拟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旅游宣传展示中的应用示例

Fig.2 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the propaganda of rural folk-custom tourism

过 OpenGL API 导入虚拟场景。虚

拟现实技术结合 LOD 和 3 维建模

技术，将村镇民俗旅游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直观、形象、动态地呈现

在人们面前，让旅游爱好者根据自

己的意愿，选择游览路线、速度及

视点，足不出户就可以游览万里之

外的风光美景。如图 2 所示为虚拟

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旅游宣传展

示中的应用示例，分别为不同尺

度、视点和角度下的景区展示：（a）

单个建筑的展示；（b） 整个景区人

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展示；（c）景区

鸟瞰图。

2）虚拟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

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目前，旅游规划设计主要采用

传统的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以及风

景园林设计的方法手段，具有信息

量小、静态表征、显示单一以及较

难进行联网设计和资源共享等众

多缺陷 [3]，尤其在村镇民俗旅游规

划方面的应用更是如此。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对村镇民俗旅游景点进

行系统建模，生成相应的虚拟平

台，规划者和设计者等可以在真正

实施规划方案之前，对村镇民俗旅

游景点进行合理的规划。这样不仅

可以使旅游规划设计方案易于修

改、判断准确、操作性强，而且能先

期检验规划方案的实施效果，并可

以反复修改，对整个旅游地的设施

布局、路线选择、土地利用等进行

动态监测和优化评估，以辅助确定

最终决策方案的实行，也可以起到

前期宣传的作用。依托于这种技术

所形成的动态旅游规划将是旅游

规划的一个发展方向[4]。

在本文中，通过景区的 2 维矢

量数据（指定房屋类型、高度等信

息）和与之对应的景区航片和 DEM

数据，可以对景区房屋进行批量建

模，其中对于规则的房屋（平顶），

可根据矢量数据属性中的高度值

直接做拉伸处理，屋顶使用对应区

域的影像作为纹理，其他面使用用

户提供的任意图片纹理。而对于不

规则的房屋（人字房），需要程序来

单独处理屋顶的几何模型。如图 3

所示为虚拟现实技术在村镇民俗

旅游规划中的应用示例，（a） 和（b）

图分别为在本文所构建的虚拟平

台基础上批量建模前后对比图。

2.2 相关技术的研究

2.2.1 景观信息的多尺度细节层次

表达技术

1）数据动态调度技术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空间数

据获取的数量正在呈几何级数增

长，因此在虚拟场景的构建中，首

先要解决的就是数据调度问题。

LOD 技术就是对于场景中较小的、

位于远处或不太重要的部分内容

使用较少的细节进行绘制，以便在

显示的逼真度与帧率之间取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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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数据分块示意图 （b）递归方法（1- 0- 0 在分块后示意图）

图 4 数据预处理

Fig.4 The data pre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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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平衡[5]。景区地形的可视化包括

地形数据的预处理、动态调度和绘

制 3 个阶段。

数据的预处理：

①初始化地形时，以（x/2，y/2）

为原点，将原始地形数据分为 A，B

左右两部分，分别对 A，B 做四叉树

分块，如图 4（a）所示，0，1，2，3 四

块，其中每一块数据用 Tile 的方式

来组织。struct extent{

float _xmin;

float xmax;

float ymin;

float ymax;

}

Struct Tile{

int_lod; // 标记四叉树递归划

分层级

int_x; // 每一块的 x 值

int_y; // 每一块的 y 值

extent_extent;// 每一块的范围

}

②对每一块再做四叉树递归

分块，递归方法如图 4（b）所示。这

样用 _lod- _x- _y 的方式就可以唯

一的标志 tile。

③将每一块数据独立存储于

硬 盘 ， 存 储 的 文 件 名 格 式 为 ：

“_lod- _x-_y.tile”。例如 A 部分的第

0 块存储于硬 盘 上 即 为 ：“1- 0- 0.

tile”

数据的动态调度和绘制：

本文采用分页调度的方式，根

据视点相关算法，将当前页面内的

数据或者即将进入页面的数据加

载到内存，并剔除那些很长时间没

有出现在页面内的数据，而不是一

次性地将数据全部调入内存。由于

每一块 tile 都有自己的范围，因此

根据当前视点即可判断进入该页

面的数据或者即将进入页面的数

据，然后从硬盘索引该数据，并进

行视锥体裁减操作，同时采用多线

程的方式，使数据的动态调度和绘

制同时进行，如图 5 所示。

2)纹理映射（MipMap）

MipMap 就是在建筑物离视点

较近时显示较高分辨率的纹理，而

在远离视点时则显示较低分辨率

的纹理[6]，由于村镇民俗旅游更着重

于体现其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景

观，因此要求通过 3 维建模技术建

立精细程度很高的建筑物模型，这

就会非常耗费内存。另外当建筑物

模型进行纹理映射后，在由近及远

或者由远到近进行变换的时候，其

投影到屏幕上的面积也会相应地

从大变小或从小变大，与之对应的

就是屏幕上一个像素对应多个纹

理元素，或者一个纹理元素对应多

个像素。这就会形成摩尔纹，视觉

上会产生闪烁的效果。如图 6（a）所

示。MipMap 纹理映射能够很好地

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采用访问者模

式，在整个虚拟场景中遍历模型的

每个纹理对象，使用 gluBuild2DMi-

pMaps 创建 MipMap 纹理 （如图 6

图 5 数据调度与绘制

Fig.5 The data dispatching and mapping

（a）场景分块 tile 调度示意图 （b）模型网格示意图 （c）模型填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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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pmap 前 （b）mipmap 后

图 6 MipMap 纹理映射

Fig.6 The texture mapping of MipMap

（b）所示）。

2.2.2 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是指利用电脑把文

字、图形、影像、动画、声音及视频等

媒体信息都数字化，并将其整合在

一定的交互式界面上，使电脑具有

交互展示不同媒体形态的能力。虚

拟现实技术将人、计算机间的信息

交互通道由 2 维的图片、声音和文

字等扩大到多维，并且显示的图像

由平面变为立体[7]，在本文中将多媒

体数据和虚拟场景中的空间矢量数

据相关联，并存储于数据库中，便于

展示和查询，利用 DirectX所提供的

显 示 API，DirectDraw 和 Direct3D，

以及声音 API，DirectSound 来实现

图片、文字、音频和视频的输出，增

强用户的沉浸感。

3 村镇民俗旅游虚拟展

示系统界面设计

系统界面是人机交互的接口，

包括用户提交请求以及系统如何

响应。本系统遵循操作简单、直观

生动、友好简洁的原则，按照图 1

所示的总体设计方案，在 Visual

Studio.NET 2005 环境下开发了村

镇民俗旅游虚拟展示系统，如图 7

所示。

4 结束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虚拟现实技

术以及相关的技术在村镇民俗旅

游中的应用研究，并构建了村镇民

俗旅游展示系统，实现了对村

镇民俗旅游景区不同资源类

型、不同区域的自适应展示以

及整个景区的多尺度细节层

次表达，经实践证明虚拟现实

技术在村镇民俗旅游中的应

用，不仅可以起到对村镇民俗

旅游景点的宣传，并可达到扩

大影响力和吸引游客的作用，

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村镇

民俗旅游规划管理部门提供辅助

决策等新型的数字旅游服务。本系

统偏重于村镇民俗旅游景点的虚

拟展示，将来还需结合 GIS 的空间

数据分析功能等更多的新技术在

村镇民俗旅游规划方面做更加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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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村镇民俗旅游虚拟展示系统整体界面

Fig.7 The overall interface of rural folk-
custom tourism virtual tou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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