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可视化制作模块 – 引言和步骤指导  •  247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5.0 WindPRO 可视化制作模块 

Contents 

5.0 可视化制作模块 – 引言和步骤指导 ....................................................................... 249 

5.0.1 可视化制作简介 ................................................................................................................... 249 

5.0.2 步骤指导 – 进行照片合成 .................................................................................................... 249 

5.0.3 步骤指导 – 运行二维动画 .................................................................................................... 250 

5.0.4 步骤指导 – 运行三维动画（3DA） ...................................................................................... 250 

5.1. 可视化制作 – 合成照片 ........................................................................................ 251 

5.1.0 合成照片简介 ...................................................................................................................... 251 

5.1.1 可视化照片的合成方法 ........................................................................................................ 251 

5.1.2 拍照 .................................................................................................................................... 251 

5.1.3 胶片冲洗或将照片转移到 PC 上 .......................................................................................... 252 

5.1.4 合成照片的制作实例 ........................................................................................................... 253 

5.1.4.1 时区 .............................................................................................................................. 253 

5.1.4.2 输入地图，风电机组和 3D 对象 .................................................................................... 253 

5.1.4.3 照相机对象 ................................................................................................................... 254 

5.1.4.4 校正照相机模型 – 控制点 ............................................................................................. 259 

5.1.4.5 校正照相机模型 – 有效表面设置和水平修正 ................................................................. 261 

5.1.4.6 校正照相机模型 – 自动优化 .......................................................................................... 262 

5.1.4.7 显示 .............................................................................................................................. 263 

5.1.4.8 橡皮擦工具 ................................................................................................................... 264 

5.1.4.9 调整照相机位置 ............................................................................................................ 265 

5.1.4.10 调整光线 (颜色) .......................................................................................................... 266 

5.1.4.11 整合到合成照片中的位图 ............................................................................................ 267 

5.1.4.12 整合到合成照片中的文本 ............................................................................................ 267 

5.1.5 用人工景观做背景来合成照片 ............................................................................................. 268 

5.1.5.1 建立等高线 ................................................................................................................... 268 

5.1.5.2 照相机模型：人工景观 ................................................................................................. 269 

5.1.6 打印或导出 终图像 ........................................................................................................... 272 

5.2. 可视化制作 – 二维动画 ........................................................................................ 273 

5.2.1 二维动画设计方法 ............................................................................................................... 273 

5.2.2 准备 – 每个风电机组的风速 ................................................................................................ 273 

5.2.3 生成动画 ............................................................................................................................. 274 

5.2.4 录制并播放二维动画 ........................................................................................................... 275 



 248  •  5.0 可视化制作模块 – 引言和步骤指导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5.3. 可视化制作– 三维动画 ......................................................................................... 277 

5.3.1 三维动画计算方法 ................................................................................................................ 277 

5.3.1.1 推荐的硬件和操作系统 .................................................................................................. 277 

5.3.2 VR 对象 ............................................................................................................................... 278 

5.3.2.1 设置表页 ....................................................................................................................... 278 

5.3.2.2 背景表页 ....................................................................................................................... 279 

5.3.2.3 使用对象表页 ................................................................................................................ 280 

5.3.2.4 光线表页 ....................................................................................................................... 281 

5.3.2.5 运行时间数据表页 ......................................................................................................... 282 

5.3.3 生成并控制三维动画 ............................................................................................................ 282 

5.3.3.1 VR 飞行/驾驶的主要控制 .............................................................................................. 282 

5.3.3.2 VR 控制面板 ................................................................................................................. 283 

5.3.3.3 视频质量的简要说明 ..................................................................................................... 284 

5.3.4 三维动画中可以使用的对象 ................................................................................................. 285 

5.3.5 3DA 编辑器和浏览器 ........................................................................................................... 286 

5.3.5.1 3DA 元素浏览器 ............................................................................................................ 286 

5.3.5.2 编辑或添加 3DA 元素 .................................................................................................... 287 

5.3.5.3 制备用于 3DA 的位图 .................................................................................................... 287 

5.3.5.4 由一个或多个位图创建位图对象 ................................................................................... 289 

5.3.5.5 从一个或多个位图和/或位图对象中创建一个 3DA 文件 ................................................. 290 

5.3.6 轨迹 ..................................................................................................................................... 292 

5.3.6.1 锁定轨迹 ....................................................................................................................... 292 

5.3.7 独立三维动画 ....................................................................................................................... 293 
 

 

 



5.0 可视化制作模块 – 引言和步骤指导  •  249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5.0 可视化制作模块 – 引言和步骤指导 

5.0.1 可视化制作简介 

WindPRO 的风电机组可视化制作模块是分析风电机组选址对景观视觉影响的工具，可用于与规划部门

就风电机组尺寸，数量以及风电场布局等问题进行谈判。 

关于风电工程的景观视觉影响往往存在着不同观点，但是这个模块通常能调解这些不同的观点，因此

在工程实施前，它能够为 好的工程选择提供 可能广泛的支持。 

在 WindPRO 中，我们总是试图简化可视化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大多数的风电机组信息都已经

输入到风电机组目录里的原因（详见第二章基础模块）。这样的话，只需把风电机组放置在地图上，并选

择风电机组类型即可。这个程序就会通过考虑例如光线条件、太阳位置、风向等因素来显示风电机组。这

些风电机组被放置在景观图片（合成照片）或数字景观模型中。 

除了风电机组，WindPRO 通过 3D 对象几乎可以显示所有事物，它可以链接到一个.DXF 文件或位图

文件——有一定的范围。同样，线条或区域对象、WAsP 障碍物、气象对象都可以用在可视化中，这样也

能更有力地控制发电量计算中使用的数据。 

可视化可以大概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风电机组置于景观照片中得到的合成照片。 

把风电机组放置在一个通过数字等高线计算的人工景观上，分析地形，用以评估与上述模块相反位置

的工程，它们的位置可用照片上的具体点“锁定”。 

“固定位置”动画（二维动画），可以使风电机组在合成照片上旋转，比如，可以发布到因特网上。 

三维动画，也是景观分析，它可以在景观上漫游（通过创建数字景观模型），从而从不同角度评估风

电工程，甚至可以沿着地形上预设的路线拍制一个“电影”。三维动画可以邮寄或者拷到 CD 上，以便在远程

计算机上播放。 

5.0.2 步骤指导 – 进行照片合成 

 创建地图和拟建风电机组工程 (见基础模块 2.0.5)。 

 如果可用，将等高线载入线条对象中。对所有风电机组和照相机选择使用"从 DHM 中自动提取 Z

值"（可以在多重编辑功能中应用）。 

 创建一个照相机对象。从右侧菜单栏选择绿色的照相机对象，把光标放置在要取景的地方，先点

击一次，再在风电机组位置附近点击一次。载入照片（或者接通“人工景观”），设置日期、时

间， 重要的是与照相机匹配的照相机参数（格式和焦距）。 

 点击左侧菜单栏上的照相机，打开视图查看窗口。 

 校正照相机模型—— 好通过基准标记——使用照片右侧菜单栏的“调节”按钮。切记 初时要将 z

值调整到合理值，以便保证拟建风电机组处于照片范围内。 

 如果使用的是等高线和照片背景，激活“表面有效”，可以对照相机模型进行非常有效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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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照片右侧菜单栏上的显示按钮。注：默认情况下，会显示可见图层中的所有风电机组，因此

可以使用图层结构选择需要显示的风电机组（参见基础模块 2.11）。 

 将风电机组掩在树后面的部分擦掉。 

 从计算菜单中，运行照片合成，以便生成报告和打印输出。 

5.0.3 步骤指导 – 运行二维动画 

 继续 5.0.2，如果部分叶轮在旋转过程中处于树后面，则擦掉这些部分（看不到的风电机组部分，

一定要擦掉——将 终的风电机组显示在要删除部分的上面，以确保删除应删除的像素）。 

 点击顶部工具栏中的照片合成(“创建动画”)红色按钮。 

 在动画中应用信息。 

 给"电影"赋予文件名，并启动动画。 

 结束以后，EMD 播放器会自动开始播放动画。 

 此时您可以将动画文件和 EMDplayer.exe 一起发送到任何计算机上进行播放。 

5.0.4 步骤指导 – 运行三维动画（3DA） 

 创建地图和拟建风电机组工程（见基础模块 2.0.5）。 

 如果使用航空照片表示地面，将它作为地图有很大的优势（用 3 个坐标点来校准）。 

 将等高线载入线条对象（或者数字化一个新的）。确保等高线能覆盖要显示的整个区域——在工

程区域周围再加入另一条线来扩大（通常是针对海上工程）。 

 创建一个 VR 对象。在右侧工具栏选择 VR 对象，将它置于显示区域中心。设置大小（首先是个

较小区域， 大不超过 1000 x 1000 m，逐渐变大，以便测试是否一切都按预想运行）——如果

等高线上有很多点时，通过选择“网格”减少等高线上三角形的数量。选择地面质地。 

 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摄影机图标。在新出现的窗口上点击绿色箭头，从而开始显示景观。 

 用鼠标或者箭头键来移动，用 Page Up 或 Page Down 来上移或下移，用鼠标点击窗口顶部或底

部来向上或向下查看，另外也可以使用 u 或 d 键。也可以使用操纵杆。 

 对每个 VR 对象，都可以在一个独立文件夹中创建一个 3D 独立动画，并可以电邮或者拷到 CD

上，这样其他人通过视觉共享软件都可以播放。 

 在显示窗口，您可以发现不同的工具栏和控制器，它们可以即时更改设置。例如，“轨迹”工具栏可

以记录轨迹，重新播放或者根据轨迹记录一个 AVI 文件。“运行时间数据”选项可以单独处理 3D 设

置。 

 后，通过放入对象以及将它们链接到位图、位图对象或 3DA 等，可以输入所想的尽可能精确描

述景观的所有细节参数。以上 3 种都保存着，并通过 3DA 编辑器读取。在三维动画窗口显示变化

前，可以在线插入风电机组、METEO 对象、文本对象和 3D 对象，但是障碍物、线条和区域对象

则需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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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可视化制作 – 合成照片 

5.1.0 合成照片简介 

合成照片的意思是先有一张照片，然后在照片上添加一些拟定的更改（新的风电机组）。这种方法已

经使用了很多年，用来证明不同类型的拟建工程的视觉影响，例如，桥、发电站、新道路等。 

合成照片的另一种用途是，测量或检查景观的不同元素，如局部障碍物或者测量桅杆的位置。通过使

用质量优良的照片和数字等高线，测量出的位置精度大概在 1m 左右，比标准的 GPS 装置的精度高得多。

另外还有个优点，可以检查等高线的位置以及精度，这点对于测量桅杆尤其重要。 

5.1.1 可视化照片的合成方法 

合成照片技术是建立一个照相机模型，可以将一张地图上所有已知高度和坐标的点转化到一张 2 维图

片上。一旦建立了照相机模型，它可以通过适当比例将一个风电机组的 3 维模型放置到这个图中。风电机

组表面通过很多参数来控制。其中有些参数与风电机组本身有关（颜色，反射率等），其他与拍摄照片当

时的天气状况有关（太阳位置，明亮度，朦胧度等）。我们已经尽力简化了这些参数的设置：太阳的位置

通过一个考虑时间、日期、时区、经纬度和拍照点方向等因素的程序计算。天气描述只需简单选择如晴

天，少云，严重阴天等。 

5.1.2 拍照 

照相时，您只能捕捉到景观的一部分——因而，要确保两边的临近景观都要照上。 

照相机会降低图像的质量，因此一定要使用高质量镜头的照相机， 好是单镜头反射照相机，这样一

般能减小因镜头引起的失真。大规格照相机质量更好，但是这对于得到优质的可视化却不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数码相机发展迅速。但是，对于大多数可视化目的，分辨率应大于 1024x768 像素。而且对于高质量

报告，数码相机还得再发展些年才能达到这个要求。但是对于"标准的合成照片"来说，2 百万像素的照相机

就已经很棒了。 

照相机设置/胶片速度：光圈开大，清晰度就更好，但是这样就需要很长的曝光时间（通常>1/60

秒），同时相机还有可能抖动。但是这个问题可以使用三脚架解决。感光胶片(>200ASA)能减少曝光时

间，但代价却是粗糙的带纹胶片。 

照相机镜头的焦距应该在 35~70mm 之间。要想使照片的比例尽可能 接近眼睛所看到的，标准焦距

就应该定义为对角线是 36x24mm，即大约 43mm。如果可能，使用固定焦距的镜头，例如，不是缩放镜

头，这样就能更容易校准照相机模型。 

确保照相机处于水平位置，如使用三角架和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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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胶片冲洗或将照片转移到 PC 上 

通常，负片或幻灯片冲洗不会有麻烦。 

我们在此列出将照片转移到 PC 上的多种方法： 

a)让惯用的经销商将原胶片冲印到一个照片 CD 上。 

b)将冲洗好的底片或幻灯片转移到一个照片 CD 上。 

c)扫描底片或幻灯片，并保存到磁盘。 

d)将打印输出扫描到磁盘上。 

e)使用数码相机。 

方法 a）：依据我们的经验，该方法很好但是却比较慢，通常要花 2 周时间。价格大约是 200 丹麦克

朗（含 CD）。 

方法 b）：将照片转移到照片 CD 上质量会有些变化，取决于选择的商店及选择的质量。问题之一是

边界难看会损伤照片。如果照相馆已经将照片处理，那您可以得到与 a）相同的质量，但冲印时间比 a）方

式要短。为使处理时间更快，可以选择当地的一个扫描店。丹麦的标准价格如下： 

启动： 85 丹麦克朗 

照片 CD： 85 丹麦克朗(可重复使用，存储 100 张照片) 

扫描每张照片：   44 丹麦克朗 (专业品质)。 

这意味着：第一张照片的价格是 214 丹麦克朗，以后每张都是 44 丹麦克朗。 

扫描的另一种价格（同一店中）：“PRO” 每张照片 118 丹麦克朗， “Multimedia” 每张照片 23 丹麦克

朗。 

优点之一是：逐日交货（在您等待的时候，价格会上升）。 

a）和 b）都需要在计算机上安装 CD-ROM 驱动器，它可以读取照片 CD。一个 CD-ROM 驱动器的价

格低于 2，000 丹麦克朗。 

存储在 Kodak 照片 CD 上的照片质量一般有 5 种： 

- 皮夹(192x128) – 主要是做 CD 包的封面 

- 小(384x256) – 约 300 kB 

- 中(768x512) – 约 1.2 MB 

- 大(1536x1024) – 约 4.5 MB 

- 海报(3072x2048) – 约 18 MB 

通常，使用可视化模块时， 感兴趣的只有中和大两类。"中"用于 初试验，而"大"则用于 终产品。 

对于 c），一个好的底片或幻灯片扫描仪大约 20,000 丹麦克朗。这样的扫描仪应该能满足所有需要，

但是也可以让别人来完成扫描工作。它需要将照片转移到一个照片 CD 上，关于扫描过程中的质量问题与

上面将底片或幻灯片转移到照片 CD 上一样。 

对于 d），扫描过程的质量取决于装备。可以使用自己便宜的扫描仪器，这使得这项比较有意思。尽

管事实上当底片转移到纸质打印时，已经损失了图像质量。但是，因为专业广告质量并不常要求图像，所

以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图像对于大多数工程目的都是可用的。 

对于 e）， 终需要的是一个数码相机。照片一旦拍摄好，就可以使用。现在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

而目前照相机的质量已经足够用了。市场上像素大于 3 百万的相机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低于 1000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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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于 A4 显示，这个已经足够——但对于海报或高质量报告，目前只有非常贵的相机（高于 5000 美

元）才可用。因此模拟相机仍有一定优势。 

我们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事情：高质量的 JPEG 压缩格式不会引起任何视觉损失。这使我们可以将文件

压缩到原始大小的 1/4。 

5.1.4 合成照片的制作实例 

下面，将通过存储在硬盘中的照片来概述合成照片的典型过程。也可以在“演示”工程中找到其他包

含在 WindPRO 安装中的例子。(见文件夹 WindPRO Data\Samples\) 

 
第一步是建立必需的工程信息，包括与位图地图的链接。尽管可视化不使用数字地图也可以做出来，

但是要尽可能使用，它有助于节省大量时间，还有其他优点，这些都与使用地图有关。 

关于输入工程信息以及链接到地图等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第二章，基础模块。 

5.1.4.1 时区 

这个程序通过与照片有关的时区和当地时间，可以将当地时间转化为全球标准时间，如 GMT。全球标

准时间、日期以及地理位置（程序通过使用的地图计算出的经纬度）都用来计算太阳位置，从而校正光线

设置。 

5.1.4.2 输入地图，风电机组和 3D 对象 

点击地图按钮，载入背景位图地图。然后可以直接在屏幕上输入风电机组和其他对象。参见基础模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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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 章第 5 部分，可以查到输入风电机组的详细说明。在将桁架塔加入合成照片之前，必须先把它

们以.DXF 文件格式输入风电机组目录中（参见第二章基础模块第 6 部分）。 

 
和输入风电机组的过程一样，可以同样输入 3D 对象。 

5.1.4.3 照相机对象 

 
照相机对象在照片合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掌握了可视化工作所需的大部分信息。创建这个对象可以

通过选择工具栏中的照相机对象，再在地图上照相位置（照相机点）点击插入。把照相机线条拖到照片目

标点，再次点击从而放置对象。随时可以通过拖拉照相机点和/或目标点来编辑对象位置。这个对象内容将

在下面详述。 
 
照相机对象——照片表页 
可以点击照片表页选择将要使用的图像。多数图片格式都可以使用，包括直接来自照片 CD 上的.pcs

文件。通过带有三个点的按钮，可以浏览并选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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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照片看起来不正确（颜色不对），有可能是 WINDOWS 屏幕的设置不对。到 Windows 桌面上，

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就可以设置。颜色应该设置成> 256 色。注意：如果没有照片，参见 5.1.5 合成照

片，采用人工景观作背景。 

请注意，使用大的照片会减慢运行速度。因此对照相机模型粗略修改时，强烈推荐使用草图模式。特

别是使用橡皮擦工具时，内存消耗非常巨大。在使用对内存要求高的工具前，软件会提醒您，您可以设置

照片大小的限制（MB）。设置限制与使用的硬件条件有关。对于现今标准 PC，大约 1000 MHz，256MB 

RAM，2MB 的设置就比较合理。 

可以添加包含在随后的打印输出中的照片简单说明。 
 
照相机对象–照相机表页 

  
胶片格式和焦距 
选定照片以后，可以通过照相机表页输入照相机信息。胶片的格式是使用的胶片底片的宽度 x 高度。

镜头焦距通常标注在镜头上，或者可以在照相机（或者镜头）技术说明书中找到。要弥补由于转移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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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引起的光线失真，焦距偏差必须非常小。如使用变焦镜头，就必须通过控制点确定使用的焦距（后面

有详细说明） 

焦距的一般信息（胶片格式 36x24mm）： 

- 普通镜头，焦距 40-50mm 

- 远距镜头，焦距>50mm 

- 广角镜头，焦距<40mm 

对于其他胶片格式，上述信息会不同。例如，如果胶片格式是 6 x 6 (60x60mm)，那么普通镜头焦距

就是 80mm。 

 

图 1 上面的插图显示目标通过镜头如何成像。焦距是底片到交叉点之间的距离。这表明，要捕捉同一个目标物，不同的

底片格式会有不同焦距。 

一般来说，数码相机的焦距和底片格式与模拟照相机技术规范没有可比性。然而，照相机技术手册通

常会给出 36x24mm 胶片格式相应的焦距信息。在预定义胶片格式表中，您会发现 Olympus C800L 的胶片

格式是 34.56x26.04mm，相应的焦距为 36mm。 

对于数码相机，WindPRO 会计算出 36 x 24 mm 胶片格式相应的胶片宽度和高度。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请选择“基于图片尺寸自动计算胶片格式”选项。也可以通过下表添加自己的定义，该表在胶片格式中

选择"用户自定义"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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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输入数码照片像素的宽度和高度，软件会计算与 36 x 24mm 胶片格式相应的胶片格式的宽度和高

度。重要的是对角线和 24 x 36 mm 胶片格式的是一样的—然后就可以使用与这个胶片格式对应的焦距。这

些通常可以在照相机技术说明中找到。注意：如果照相机是变焦镜头，那么就只知道外圈位置，例如 35 

mm – 70 mm。如果照片中没有使用任何外圈位置，那么确定焦距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控制点校正照片。

不管怎样，所有情况下都推荐使用控制点，因为即使变焦相机在外圈位置焦距也会改变，例如随温度变

化。 

扫描图像（包括在照片 CD 上的专业扫描图像）在扫描过程中为了避免可能出现黑边（例如扫描仪中

照片对中不佳），通常会将实际图像边缘切掉。为了弥补切掉部分，可以或改变胶片格式，或改变焦距。

通常改变焦距更方便，一般是在照片 CD 上增加 2-5%。通过使用控制点（稍后会讨论），可以精确设定焦

距。 
 
照相机位置 
照相机模型定义的 后一项是照相点和目标点的 3 维坐标（照片中心—可以是拍照线上任何一点）。 

照相机模型定义了地图上每个点如何转移到图像，从而也控制了输入风电机组的比例。因此，正确的

照相机模型是正确合成照片的基本要求。 
 
照相机对象 – 绘图设置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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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置可以控制合成照片外观的不同细节。 

日期和时间 控制直射光线的角度和地理位置、时区。 

风向 控制风电机组机舱的偏航角。如果照片中包括可以表明风向的已有风电机组或其他对象，比如旗

帜，那么就应该输入实际风向。否则，可使用主导风向使图像尽可能真实。 

天气类型 风电机组显示在图像中时用于控制光线设置。也可以选择只生成风电机组的接线框，例如，

如果希望强调图像是合成照片，您所关心的只是比例，或者您想清楚区分已有和拟建风电机组。 

保真 放大照片，可平滑显示风电机组和背景图之间的边界。这会耗费很多内存，但也能很大程度改善

终显示效果。因此在“试验阶段”应该保持低值，而在显示 终结果时使用 大值。 

照相机对象– 使用对象表页 

 
有些对象只是用作控制点，而不显示（例如，已有风电机组），而其他的可能两项都要用（例如新建

WTG）。这个菜单使您可以自由选择。默认设置是“可见图层中的所有对象”，但是通过使用图层结构，它

可以有效地包括或排除某些对象。 

下列对象可以用在合成照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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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WTG 和新建 WTG 

控制点（只用作控制点） 

三维对象 

气象数据对象（只用作控制点） 

障碍物对象 

区域对象（只用于显示） 

5.1.4.4 校正照相机模型 – 控制点 

 
当数据已经输入到照相机模型后点击“确定”，在左侧菜单栏点击照相机按钮，可以在彼此之上水平

排列照片和地图。 

请注意，地图上反映的照相机角度，焦距为 50mm 的大约是 45°，焦距为 60mm 的大约是 35°。 

在照相机对象上点击鼠标右键，从而延伸照相机角度线。这样可以控制地图上线条是否对应于照片边

缘。 

 
上图显示 初照相机模型如何排列已有风电机组。多数情况下，需要知道照相机准确位置，这在照相

机校正过程中非常有用。通过 GPS 载入照片位置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如果不象这里一样存在已有风电机

组，就需要寻找其他定义明确的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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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点是在地图和图像上都可以准确辨识出的对象。 好控制点是 大程度远离照相机的对象（几公

里外， 好是至少一个在照片左部分，一个在右部分）。如果没有照相点准确位置，也可以使用离照相机

较近的控制点。 

控制点被用来控制照相机模型精度，同时也可以用来建立照相机模型中缺失或不确定的信息。请注

意，照相机模型中不知道或不确定的参数越多，需要输入的控制点就更多，以便建立正确的照相机模型。

到底需要多少个控制点，取决于位置。离拟建风电机组近的控制点在图像中可以给出风电机组准确的位

置。另一方面，离图像边界近的控制点，可以很好地控制焦距，使图像比例更准确。控制点的坐标可以通

过 GPS（全球选址系统）设备建立——同样拍照点也应该用 GPS 录入。 

控制点通过地图工具栏插入，并添加 z 坐标信息。Z 坐标不是对象高度，而是对象地基高度。可以给

每个控制点任意指定一个维数。 

 
较高的对象，如烟囱和高大的建筑，可以通过宽度和高度显示。那样的话，控制点要放置在对象按钮

线的中心。 

您可以测量一个障碍物的高度，例如栅栏，通过普遍接受的“drei-eck”方法，也就是，使用 45°等腰三

角形。 如果底部和顶部充满三角形，则障碍物高度等于到障碍物的距离。 

已经输入相关控制点后，现在需要调整照相机设置，直到控制点位于照片的正确位置。对此有很多不

同的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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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照片的左侧区域提供了广泛的调整属性。点击箭头可以看到它们如何操作——应该相当容易。 

另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拖动照片： 

按住<Ctrl>，通过鼠标拖拉调整平角和倾角。可以把图标拖到照片上的正确地点。 

按住<Shift>，旋转照相机，可以修正歪斜照片。注意，拖拉照片边界附近会减低灵敏度。 

按住<Alt>，在照片上拖拉来调整焦距。同样，在边界附近拖拉会减小敏感度。 

5.1.4.5 校正照相机模型 – 有效表面设置和水平修正 

选择“将表面设为有效”，照片顶部就会出现线格，这样有助于编辑照相机参数。见下面例子。 

 
选择“地平线修正”对海上风电场尤其有用。会出现两种可能性： 

风电机组在地平线之上->风电机组控制线会告诉您，该把风电机组放在相对于地平线的什么位置。 

风电机组在地平面之下->线会变红，但仍会处于地平线位置—在地平线以下部分不会显示。这点将在

下面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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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右侧大风电机组在地平线处的颜色和图标颜色一样：这个风电机组在地平线之上。左侧群中的第一个，刚好在地

平线上，而随后带红色标志的位于地平线之下。对所有风电机组，用户需要确保线条伴随着地平线，然后显示时考虑其他对

象，参见下图显示风电机组。 

 

图 3 地平线自动调整后的海上风电机组。注：在风电机组目录中也可以定义海上地基（作为塔架的延伸） 

5.1.4.6 校正照相机模型 – 自动优化 

后，也可以让计算机计算照相机模式。在照片合成窗口左上角，可以打开下列菜单： 

 
这里可以看到菜单中通过按钮能实现的功能，还有一个附加功能：自动优化照相机模式。 

使用前，需要把对象（风电机组，控制点和气象对象）链接到照片。 

 
在想要链接的对象上右击（照片上您所知道的确切位置），选择“指出照片上的位置”，然后在图片上

对象的相应位置点击。在下面可以看到如何将右侧的筒仓链接到控制点，以及如何将左侧风电机组链接到

上面点或下面点或者两个都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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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的链接对象越多，软件找到 合适照相机模型的可能性就越大——已经知道的照相机模型设置

越多，就能越好地估计未知部分。能够自动优化的模型有（当选择“自动优化照相机模型”后弹出的菜

单）： 

 
全部 7 个参数优化可以在一次操作中完成，但这时需要几个链接良好的对象。只有选中的才参与优

化。 

 
运行自动优化照相机模型之后，控制对象就会很好的安置在背景照片上。 

但是，请注意这个特性——即使好的控制点太少，软件仍会有多种方法对这些点进行优化，但是给出

的照相机模型却完全错误。所以必须始终认真地对结果进行评估。 

5.1.4.7 显示 

 
点击红色按钮，开始将风电机组显示在图像中。当控制灯变绿时，完成显示。如果更改了显示所依据

的数据，控制灯又会变红，就需要再次显示图像。 

默认情况下，地图上可见的（可见图层，参见 5.1.4.3.4 照相机对象——对象使用表页和 2.11 图层结

构）所有风电机组和其它可显示对象都会显示在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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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新风电机组显示在已有风电机组的上面——此处新风电机组显示的是白色，已有的是灰色。 

显示风电机组以后，需要判断它们看起来是否真实。例如，如果风电机组比较暗而拍照时阳光很耀

眼，那您可能设置了一个错误的拍照时间。同样，天气参数也可能不正确。如果比例不正确，就需要再次

检查照相机模型，可能需要添加更多控制点。 后，风电机组目录中的信息可能也不正确（这方面内容请

参见第二章基础模块），因而需要在风电机组目录中打开实际风电机组，并检查数据。 

5.1.4.8 橡皮擦工具 

 
橡皮擦功能是用来删掉位于栅栏、建筑物、山等后面的风电机组部分。 

 
激活橡皮擦工具以后，可以设置橡皮擦大小，以及在照片上如何显示橡皮擦。然后很容易看到设定的

橡皮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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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橡皮擦工具擦掉不想显示的区域。可以擦掉整个山，即使把要显示的风电机组挪到山后面，在山前面也看不到任何

部分。 

注意：点击右键，可以恢复已擦除区域。 

鼠标左键——擦除像素 

鼠标右键——恢复已擦除的像素   

5.1.4.9 调整照相机位置 

 
点击“调整”按钮，可以打开进行其它调整和设置的窗口，这对于合成照片非常有用。 

 
 

 
同样，您也可以激活整个照相机对象，并对某些或所有参数进行调整。 

风电机组和其它对象的 z 坐标可以在数字地形模型（DTM）中找到（参阅第二章基础模块，第 8 部

分）。这个选项很有用，非常有利于复杂地形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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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0 调整光线 (颜色) 

 
 
光线（颜色）调整一般是在显示设置的选择天气条件中进行。但是对于某些目的可能需要更详细的调

整，例如，如果在一个已有风电机组的地方添加新风电机组。此时如果新风电机组与已有颜色匹配得越

好，看起来就越漂亮。 

通过使用光线调整工具，可以进行“高级光线”调整。 

 
在高级光线设置中，可以设置全球光线的颜色，这也是希望赋予风电机组的颜色。因此可以从照片中

“挑选”颜色，但是却不是那么容易。一种颜色并不仅是一种颜色，而是由很多不同颜色的像素混合而成。

而显示模型中并不能考虑混合。所以只能是个近似值。另一个因素是，颜色并不仅是“涂”上去的，而是根

据距离、角度等生成的。所以在显示模型后面，有很多“灯”共同作用产生颜色。在详细表页中，可以直接

对输入显示模型的所有“灯”进行自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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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详细设置显示模型中所有颜色的参数。但是请注意——调整所有的这些参数非常困难，且很耗

时，另外 后结果并不一定非常理想。 

5.1.4.11 整合到合成照片中的位图 

位图，例如，任何对象（树、建筑物、车辆等）的照片都可以整合到合成照片中。如果没有景观照

片，可以用位图制作半真实的合成照片（参阅下一章），或者如果有某场址的照片，可以用位图给景观中

添加除风电机组以外的其它元素。 

使用 WindPRO 这个合成照片属性可以将任何对象可视化，如新建发电站，拟建森林等。 

关于在合成照片中加入位图的方法，在手册三维动画部分有详细讲述，参见 5.3.4 和 5.3.5。 

请看下面例子，在包括一片芦苇林的日德兰半岛北部，显示拟建的新湖。 

5.1.4.12 整合到合成照片中的文本 

地图上的文本可以以告示牌的形式显示，见下面例子。 

 
 
切记要选取下图的“绘制选定的三维动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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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画/试验工具，可以在图片上直接绘画或者书写。 

后可以将结果直接拷贝到剪贴板上，以备粘贴到文本或其它文件中，见下例。 

 

5.1.5 用人工景观做背景来合成照片 

在复杂地形中，因为地形形态和风电机组匹配比有树和建筑物的当地地形更为重要，因此使用人工景

观合成照片非常有用。然而，用等高线人工生成的景观合成照片，可以分析一个没有系列合成照片的工

程。 后，人工景观模型可以对照相机模型进行独特的控制，当人工景观与照片里的真实景观平滑匹配

时，可以清楚显示出照相机模型或者等高线的误差。人工景观模型也可以用来查看风电机组位于山前还是

山后，这是因为 WindPRO 可以自动擦除风电机组位于地形后面的部分。 

5.1.5.1 建立等高线 

建立人工景观的一个条件是等高线已经载入线条对象中。请参阅第二章基础模块第 8 部分线条对象，

它详细讲述了如何建立数字等高线，可以通过屏幕数字化，也可以通过从 WAsP 地图文件或者其他格式的

等高线文件（.gtx, .dxf, .ntf 等）导入等高线。 

创建等高线线条对象的重要事项： 

需要选择 DHM（数字高度模型），在表页中选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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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要放在区域中心。 

在 “显示”表页中设置 TIN 半径，等高线线条对象周围将会出现黄圈，要保证这个圈覆盖即将要创建人

工景观的地区。 

5.1.5.2 照相机模型：人工景观 

照相机模型的设置与合成照片的“可视化”中描述的一样，但有以下区别： 

并不一定要选择一张照片（文件名称） 

为了防止显示时耗时，将“图形保真”设置为“无”很必要，尤其在试验阶段。 

和上面相关的所有参数在“背景/表面”（一个新的表页）中设置。 

 
在“绘制人造表面”复选框前划勾，就可以选择显示人工景观。 

背景照片可以和人工景观一起使用；在上图中的"照片"前划勾（在“照片”表页中同样需要有文件名的景

观照片）。 

如果没选择照片，可以设置背景颜色，它是等高线形状中没有数字背景的场址（通常指的是天空）；

如果没有高程模型，仍然指照相机前面的场址。 

图片尺寸：默认情况下是一适当值。该值越大，则文件就越大且越详细。程序可以保持底片格式的宽

度和高度。为给出像素值印象，一般现代计算机屏幕分辨率为 1024 (宽) x 768 (高)。这个分辨率的照片

100%缩放时就刚好是屏幕的大小。 

可能的景观类型： 

网格类型：“三角形”或者 “ 矩形”。 

三角形是基于 DHM 计算中的 TIN 得到的，因此是 迅速且 准确的。 

但是由 TIN 计算而得的矩形网格却更容易看到景观的等高线（见下图）。 

下图是以线栅显示的没有地表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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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景观照片的线栅模型作为背景非常适合检查照相机模型。请注意，线栅模型能展示所有的东西（包

括隐藏线），后面有个选项可以对此作出改变。网格的颜色也可以更改。 

如果没选择线栅，就会基于选中的颜色为基底来显示地表。显示的地表面会根据太阳位置调整。 

 
 
计算照片时要选择场址大小。程序通常会给出一个合理值。也可以在“特殊情况”手动输入数值。 

 
  
说明照相机前进行计算的起点和终点间的距离。 

如果风电机组与照相机的距离在 3km 之内，通常就可以将起点设为“1”。相反，可以减少生成的景

观地点大小，用数值表示风电机组前面有水面。参见下面的例子。 

终点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场址的景观和等高线。如果风电机组后面有一处山地景观，

将其包含在内就很重要，尽管这需要将计算和数据点扩大很多（等高线条对象中的 TIN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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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成人工景观模型的改进与新模块 3D-动画的发展有关。现在已经能通过不同对象输入更多景观

细节，见 5.1.4.8。 

 
上图显示的是上述例子的真实照片（只能看到已有风电机组）。 

 
上图是希腊一个有“真实”山体的地方，作为基于人工景观显示而得到相当真实视图的例子。 

同样，参阅 5.1.4，整合到合成照片中的位图，可以构建希望的任何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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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打印或导出 终图像 

有两种将生成图像导出的方法： 

在 WindPRO 的打印菜单中，可以自定义打印输出设置，例如，一页中包括几个图像，用地图合成图

像，打印包括照相点和风电机组的整页图像或整页地图等等。 

在导出菜单中，可以将图像导出为图形文件，以后可以导入其他文档，也可以用于专业打印输出。 

下面您将看到关于如何显示可视化的一些注释： 

a. PC 显示 

b. TV/Video 显示 

c. 纸质打印 

d. 作为幻灯片或者高架电影 

当有风电机组的图像已经被显示成上述 4 个选项之一时，就可以用来展示结果。 

a）这个选项简单明了。您随身携带 PC，在需要展示结果的地方可以正常展示。 

b）当把图像传输到 TV/Video 时，由于这些媒体的分辨率比 PC 显示要低，所以质量会有些损失。到

目前为止关于这一项我们尚没有任何经验。 

c）直接打印在纸上可能是 常用的选项。有多种选择，可以使用自己的彩色打印机（或者是便宜但好

用的喷墨打印机、或者是有点贵的彩色激光打印机），也可以让专业照片店使用昂贵的彩色激光打印机、

喷墨打印机或者可以打印真实照片的高级打印机完成。很容易购到低于 100 欧元、质量很好的喷墨彩色打

印机。专业照片店会提供给您一个关于打印选项的清单，尤其在制作大幅印刷品（展板）或大量印刷品时

有用。 

彩色激光打印： 

彩色激光打印机在当前很普遍（2004 年），A4 大小的 1000 欧元就可以买到。 

喷墨打印机： 

对于大型展板，打印店打印每米、92cm 宽的价格是 50 €。非常适合大型打印（展板）。但是对于家

用打印，喷墨打印机可能是小型打印 便宜的方式。 

d）专业照片室可以直接用图像文件制作幻灯片/高架式电影，当然这样做出的质量 好。高架式也可

以简单的通过 OH 胶片直接打印或者在 OH 胶片上从纸质打印中复制而获得，例如，使用彩色复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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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可视化制作 – 二维动画 

动态可视化包括在一系列动画显示中旋转的风电机组叶片。动画以文件形式存储，可以在任何安装了

必要动画播放器的计算机上播放，例如，运行 WindPRO 的计算机并不需要安装。动画播放器是由 EMD 开

发的，并随带在软件中。（EMDplay.exe 可以在 WindPRO 安装文件夹中找到，并可以自由分发给任何

人）。 

动画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显示旋转叶片，这个动态外观可以将风电机组与景观的其他对象区分开。通过

它可以对各种替代方案作出评估，例如，很多较小但是转速快的风电机组，还是稍大但转速较慢的风电机

组。 

还可以将动画以文件格式导出，发布在因特网上，并在标准浏览器上显示（Internet explorer, MS）。 

5.2.1 二维动画设计方法 

动画所用的技术如下：程序显示一系列风电机组的合成照片，其中每个显示中风电机组叶片都在轻微

旋转。当完成一个完整的显示循环时，可以重复播放这个系列，从而生成风电机组叶片旋转的连续动画。 

程序会自动创建一个完整循环所需的显示数。一个内置的程序允许旋转速度在 5%范围内调整，使显示

数尽可能接近动画参数设置的 低要求，从而极大地减少显示时间和必要的存储容量。 

EMD 在以前曾开发了基于 Windows3.11 的文件格式和电影播放器，但现已淘汰。现今市场上的新型

电影播放器或有致命错误，或者需要每个用户有单独的注册码。因此 EMD 决定内部开发这些构件。 

5.2.2 准备 – 每个风电机组的风速 

 
在创建动态可视化之前，需要制作一个合成照片。这方面的详细描述请参阅 5.1 可视化制作 – 照片合

成。但是切记，不仅要擦掉在树等后面的叶轮部分，而且要擦掉旋转过程中可能到后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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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确保风电机组目录中每个风电机组的旋转速度是正确的。另外，旋转速度可以和风电机组数

据一起输入。 

5.2.3 生成动画 

在合成照片窗口，点击紧挨“动画”的红色按钮，就会弹出下面的合成照片窗口。 

 
 
上图中，输入生成动画必需的信息。 

速度 
选择要使用的每个风电机组的转速信息，如果想根据不同转速计算新值，那么请说明。如果想测试不

同风速水平下风电机组如何工作，那么后者确实很有用。 

可以在 2 个转速之间进行选择来模拟“切入”时（小发电机）或者“正常”运行时（额定的 rpm）的

旋转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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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动画的质量取决于 2 个参数： 

1) 每秒帧数 

2) 如果风电机组转速不同，那么速度与指定值相差多少？ 

Ad. 1) 每秒帧数应选为 20 到 50——标准 TV 每秒大约有 25 张图片。当选择的每秒图片数太多时，运

行慢的计算机就不能与播放器速度保持实时同步。另一方面，如果每秒图片数太少，就会引起闪变。 

Ad. 2）如果风电机组有不同的速度等级，那么生成一个完整循环就需要很多帧数（更长的显示时

间）。优化程序可以使每个风电机组的叶轮速度在 5~10%之间波动（动画中很难看到），从而大大减少所

需的帧数，从而减少显示时间。 

基于输入的上述两个参数，程序就可以计算并显示所需帧数以及动画系列的长度信息。 
 
输出媒体 
后，可以选择输出媒体，有四种选择： 

1）.wpa 文件，一个可以在 EMD 动画播放器(EMDplay.exe)上播放的 WindPRO 动画文件。这个播放

器随程序一起分发，且可以自由拷贝给其他用户。 

2）.bmp 文件，标准的位图文件，它们本身并不能显示为动画。如果您自己有能够使用.bmp 文件格式

的录像工具，就可以基于这些文件创建动画。例如，Paint Shop Pro Animation 就能够根据这些文件创

建.GIF 动画文件。 

3）.gif，可以直接在因特网浏览器（MS）上运行，并发布到因特网上。 

4）.avi，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中播放。它的缺点是只能播放一个帧系列（通常是 1/3 转）。可以

将 Media Player 设置为重复播放模式，但是每次循环后就会变成黑屏。但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会出现能更

好播放.avi 的工具（或许已经存在）。 

作完所有的选择后，点击“创建”。会提醒您输入保存动画的文件夹，然后开始生成动画。 

5.2.4 录制并播放二维动画 

当计算完成后，动画会显示在屏幕上一个独立窗口中。您可以控制动画观看，也可以从动画菜单拖出

另一个动画来播放。 

录制速度只能为试验目的进行更改，因为它同时会改变风电机组的旋转速度，从而导致出现错误、不

真实的动画。 

如果想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播放动画，需要将动画文件(.wpa)和动画播放器 EMDplay.exe 全都拷贝过

去，这两个文件都保存在文件夹 Program Files\EMD\WindPRO2\中。 

打开 EMD 播放器（双击左键），选择“Play”，开始播放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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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可视化制作– 三维动画 

通过 3D-动画可以根据等高线以及覆盖在上面的纹理构建人工景观。可以使用地图、航空照片、卫星

照片或仅仅一个位图纹理。景观模型上的 WindPRO 对象，如区域对象会真实地显示出森林、城市、动物

等。不仅是这些，也会显示带旋转叶片的风电机组。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通过鼠标控制，您可以四处行走、驾驶或者飞翔。详细的轨迹会被记录下来，并

能够播放。通过视觉共享程序，三维动画也可以由远方用户播放。 

 

5.3.1 三维动画计算方法 

动画所使用的技术如下：软件将所有数据转变为有 3 个带 3 维角点坐标的三角形。每个三角形上面画

着一个表面。这个表面根据光线设置可以调整。照相机位置、焦距、平角和倾角等决定窗口上能显示哪些

对象。当移动照相机或者更改其属性后，这些信息就会被更新。可以用一个叫做 Morfit 的显示引擎来控制

所有这一切。Morfit 是为 PC 游戏而开发的。 

5.3.1.1 推荐的硬件和操作系统 

下面推荐的软件和硬件只用于三维动画模块。WindPRO 其他模块可以在其他配置稍低的计算机上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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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动画很像一个 PC 游戏，所以对硬件需求很高。实际硬件需求更多取决于工程设置，尤其是计算

机必须处理和显示的多边形数量。一台旧计算机，例如，带 3D 视频卡的 600 MHz Pentium III，可以运行

显示区域有限的小工程 （比如说，1000 x 1000 m2，只有几台风电机组）。操作系统的版本同样非常重

要。三维动画必须在 Windows 2000 / XP 或者更高版本上运行。 

在 WindPRO 2.3 中要使 3D 性能 佳，我们推荐下表中所示的软件/硬件配置。请注意，软件的新版本

(> version 2.5)可能需要更高的 PC 配置。  
 

硬件 低配置 推荐配置 

处理器 1 GHz Pentium 4 >= 2 GHz Pentium 4 

视频卡 3D 卡 32Mb ram Nvidia 3D 卡，>=256 Mb ram 和硬件图形保真 

内存 256 Mb >= 1 Gb  

操作系统 >=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或以上 

5.3.2 VR 对象 

VR 对象主要用于确定显示区域大小以及地表上面的纹理信息。除了这些，VR 对象也可以设置其

他很多选项，但是这些也可以在三维动画运行时出现的菜单上更改。 

左侧的两个表页：位置和图层，对所有工程都通用，所以这里不再详述，具体请参阅第二章基础模

块（2.5.2.2 位置，2.11 图层）。 

5.3.2.1 设置表页 

  
Z 值得放大倍数用来改变 z 值（高度）使其更明显，从而有助于用户更清楚地看到景观高度的区别。

为了看到真实显示，这个值应设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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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纹理用来在数字高度模型（DHM）上面覆盖一副图片，目的是使其看起来更真实——通常使用航

空照片比较好，但是在山区，一幅简单的显示地表岩石的位图同样可以取得很好效果。这里有 4 个选项： 

1）根据高度自动着色——简单给出随高度的颜色变化——这在初次研究场址时非常有用，可以很清楚

地显示出拟建风电机组相对于 高高度的位置。这个方法对计算机要求很低。 

2）使用地图。可以将选中的地图置于工程 DHM 上面，能够给出信息丰富的展示，例如，在三维动画

中显示地点名称。这也是将航空照片置于 DHM 上面的方法，这样呈现的信息 真实。使用航空照片之

前，首先要将照片添加为地图来进行坐标校正（请参阅第二章）。 

3）使用位图，简单的将照片或其他纹理置于景观上。它可以拉伸以覆盖整个区域，或者给出需要覆盖

的矩形尺寸，就可以在区域上重复多次平铺。 

4）如果没有其他更好办法，使用颜色是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或者对于非常“个性”的描述。 

区域宽度和高度简单描述了将要显示的区域。视地形模型的复杂程度，区域不能太大（例如大于

5000x5000）。如果要求大区域，强烈推荐使用 EMD-编辑器来简化要用的等高线。 

将网格作为表面也是一个选项，它可以在很大程度加快显示过程。尤其是使用非常详细的等高线时

（即详细的 TIN），要显示的三角形数量就会非常多。如果每个网格（如 50m）只选一点，就会减少很

多，而且真实性同样很好。 

网格中 多允许的多边形数目，是三维动画运行时的安全网。在运行中一不小心就会创建很多多边

形，导致程序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创建虚拟世界，但是却由于太大而不能在计算机上运行。这个选项可以帮

助用户节省时间和精力，而且可以给出多边形的溢出来源（哪个对象）等有用信息。不要把这个值设置得

太高！这个测试中不包括风电机组。 

5.3.2.2 背景表页 

 
在这个表页中，选择用来显示“天空”的位图。这只是一种选择——如果没有选择天空位图，那么显

示区域以外的颜色就会被用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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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库里有一些天空位图，但也可以使用自己的照片。请注意，照片的宽/长比应该调整到 1.5~3 之

间。 

万一天空位图不能恰好“填满”背景（例如，地面与天空位图之间有空白），则可以调整天空位图的底

部位置。这通常是在显示景观以后才调整，在三维动画窗口会有一个调整菜单。 

显示区域以外的颜色是没有地表或天空位图的地方的背景颜色。 

同时，在三维动画窗口的左侧顶部出现的图标，也可以在这里设置。 

5.3.2.3 使用对象表页 

 
如果有几个等高线线条对象，必须选择使用哪个来创建 DHM——只能选择一个，但是请注意，可以将

2 个或者更多等高线文件合成一个线条对象（参阅第二章 2.8 基础模块，线条对象）。 

如果想使用“轨迹”，通常是指链接照相机的路径，可以在这里选择使用哪种线条对象来达到目标。 

后，可以决定显示哪些对象。默认设置是“可见图层中的所有对象”。这时可以使用图层管理器来决

定哪些图层可见。但也可以逐个对对象进行人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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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 光线表页 

 
在光线表页中可以设置景观显示光线。请注意，可以从工具栏中“在线”选择三维动画何时运行光线设

置，能立刻看到更改结果。这里只给出初始设置。 

可以更改的光线有 3 种： 

反射光：来自特定的方向，由地表反射，并取决于地表的反射值。地表几乎没有反射。  

环境光：背景光线。没有方向，并且覆盖整个表面。 

漫射光： 来自特定的方向，由所有表面均匀反射。与反射光相比，反差较小。 

另外，日期和时间与位于地球上的位置（和时区）一起给光线分级。太阳位置和强度是针对特定地

点、日期和时间来计算的。 

后也可以模拟雾，其强度可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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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 运行时间数据表页 

 
运行时间数据表页涉及的是由当前 VR 对象创建的独立三维动画（参阅 5.3.7）。在这个表页里，可以

选择播放独立版本的三维动画时取景器所在位置的地图。 

“打开 3DAlone 运行时间文件夹”按钮可以打开首次由 VR 对象生成三维动画时所创建的文件夹。 

运行时间数据表页的工程描述可以在三维动画下面添加小文本。 

5.3.3 生成并控制三维动画 

点击左侧菜单栏的视频相机按钮，就会弹出 3DA 窗口。 

 
然后点击 VR 控制面板中的绿色箭头，可以开始构建人工景观。使用这些控制器，可以使动画暂停

（点击黄色按钮||），再次点击绿色箭头又会开始。 

“重建”用来重新创建整个三维动画。只有风电机组、天空和光线的设置能够立即更新。其他项需要

重建才可以改变。由于动画保存的是运行时间版本，所以如果只作少数改动的话，重建就会比较快，这是

因为它重复利用了运行时间中没有改变的部分。这表明，例如，第一次显示一大片森林需要 10 分钟，而第

二次构建只需要 20 秒。 

“VR”按钮用来打开 3DA 属性对话框。 

5.3.3.1 VR 飞行/驾驶的主要控制 

键盘上的方向键是控制在景观中驾驶/飞行的基本键。 

 向前移动（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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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移动（按住） 

 向左转（按住） 

向右转（按住） 

 <PgUp> – <PgDn> 键可以将直升机提起，又拉下。（鼠标的滚轮通常也有相同功能） 

在显示窗口的顶部或底部点击鼠标可以向上或向下看(倾斜)（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u> 或者<d>）  

在显示窗口的左侧或右侧点击鼠标可以向左或向右看(平面)（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l> 或者<r>）  

也可以使用操纵杆或者鼠标。 

5.3.3.2 VR 控制面板 

 
从这个控制面板中可以控制/查看下面的设置： 

照相机高度 可以设置为地平面以上（AGL）或者绝对值。后一选项通常用于虚拟飞行时，此时飞机沿

直线飞行，而不会随飞机下面的地形而改变高度。也可以设置 AGL 低值——这样可以避免照相机在起伏

大的地形里处于地表以下，这个值可以稍微设置大点。 

高度控制（除输入值以外）： 

<PgUp>键用来向上 

<PgDn>键用来向下 

或者也可以通过鼠标的滚轮来控制（取决于窗口的滚轮设置） 

后，操纵杆也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照相机的速度 可以输入 大速度。当按住向上的方向键时，照相机速度不断增加直到 大值——释放

以后，又会减速直到零速度。 

照相机角度 （焦距，或变焦）可以在 1-179 °之间自由设置。  



 284  •  5.3. 可视化制作– 三维动画   
 

 
© EMD International A/S  •  www.emd.dk  •  WindPRO 2.6  •  Jan. 08 

 

3DA 照相机角度与合成照片比较 

V: 3DA 角度 (典型值 90 °) 

F: 胶片宽度 (典型值 36 mm) 

B: 焦距(典型值 50 mm) 
V = 2 * ATan( F/(2*B) ) <=> B = F / ( 2*Tan(V/2) ) 
F=36, B=50 => V = 40 ° 
 
指向场址中心 XY(Z)——选择该项，照相机就始终指向场址中心。 

下面两个按钮用来打开背景和光线的详细控制菜单。具体解释请参阅 5.3.2。 
 
操作灵敏度可以改变控制器的灵敏度。 

 
 
轨迹 可以记录一个轨迹、重放或者基于记录轨迹创建.AVI 文件，要进一步了解，请参阅 5.3.6。请注

意，照相机轨迹可以锁定为一个创建成“道路”的线条对象。 

 
 
运行时间数据 打开独立三维动画属性，参阅 5.3.7。 

改变帧数 可以改变每秒显示帧数（图片）。这通常是在 PC 容量、地形复杂型和大小、“video”视频展

示的平滑度之间进行协调时所用的设置。一台正常电视机工作时使用 25 (CHECK) FPS（英尺/秒）。 

5.3.3.3 视频质量的简要说明 

视频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计算机显卡的性能。如果您使用 3d 显卡，并且使用有保真功能的硬件，

比如 nVidia GeForce 2,3 或 4，就能获得 好的效果和性能。为说明这点，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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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保真功能的

显示 

没使用有保真功能的

显示 

5.3.4 三维动画中可以使用的对象 

 可以使用新的或已有的风电机组。如果风电机组目录中有视觉数据，则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如果

没有详细视觉数据，会根据轮毂高度和叶轮直径显示一个默认风电机组。 

 气象对象以它创建的每个测量高度为标志。 气象桅杆的颜色表示其用途：黑色表示没有数据，蓝

色表示用作能量计算，橙色表示用作 STATGEN 计算。 

 WAsP 障碍物可以用来创建指定高度的矩形。可以附上一个 3DA 文件，也可以是用作边界框的

“自由位图”（按钮，侧面和上部位图）或者综合起来 （参见下一章关于 3DA 文件的描述）。  

线条对象可以用作 2 种方式：  

作为道路，可以添加显示道路部分的位图 

作为区域，可以添加一个 3DA 文件——例如，一长排树。 

 
三维动画的线条对象常用的是输入宽度。另外可以附加一个 3DA 文件或道路位图。 

3D 对象可以创建为距离相等的行。每个对象都可以附加位图对象。可以是简单固定的、旋转的或

者交叉的位图，也可以是栋房屋。关于位图对象的详细解说请参阅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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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对象在三维动画中可以用作布告栏，将地图上的特定点与人工景观链接起来。请参阅

5.1.4.12。 

后，区域对象是三维动画中很重要的对象。大的区域，如水面、森林或城市，通常都可以通过

区域对象加入。可以附上一个 3DA 文件，既可以是“自由位图”，也可以是边界框（底部、侧面、顶部位

图）或者是综合的（见下一节关于 3DA 文件的描述）。 

5.3.5 3DA 编辑器和浏览器 

使用 3DA 编辑器可以附加预定义的景观元件，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元件。 

这里有 3 层元素： 

位图 （简单图片） 

位图对象，就是给出诸如尺寸、如何观看（永远对着照相机的旋转式位图）、哪种颜色是透明的等属

性的位图。当然也包括用 3D 显示的有宽度、高度、进深、屋顶角描述的“简化房屋”，详细解释请参阅

5.3.5.3。 

3DA 对象， 或称为区域集合，主要用于较大区域，可以将其描述成一个“边界框”，即底部、侧面、顶

部都可以附加位图。对于水面，则只给出底部表面，而对于森林，则需要给出侧面和顶部位图。但是独立

位图对象也可以加到 3DA 对象中。森林可以用很多树表示，而不用侧面和顶部位图。这样显示的更真实，

但是因为要显示的对象增多，导致 PC 设置要求更高。 

5.3.5.1 3DA 元素浏览器 

当上述 3 种类型的元素同时出现时，3DA 编辑器就像一个浏览器——但只能选择相关的类型。如果浏

览器中没有出现需要的元素，也很容易基于位图创建位图对象，或基于位图对象创建 3DA 对象。 

下面显示的是 3DA 编辑器的浏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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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时默认文件夹是：WindPRO Data\3DA Data\——但也可以通过添加搜索路径浏览更多文件夹。 

 
在 3DA 编辑器/浏览器的路径列（ 左边）右击，就会弹出一个菜单，可以让浏览器添加或编辑路径。 

 
在相应列中（带闪动标题的列）点击其中某一项（文件），就可以“返回已选对象”。 

5.3.5.2 编辑或添加 3DA 元素 

 
3DA 编辑器/浏览器中的 3 列任何一个的下面都有 3 个按钮，可以对指定的列编辑、增加或者删除元

素。 

 
右击位图，就可以用来创建位图对象(3DO 对象)。 

5.3.5.3 制备用于 3DA 的位图  

制备要用于 3DA 的位图时，有 3 条重要原则： 

位图尺寸应减到 小——压缩后通常不能大于 100 kB。另一种衡量方法是不能超过 300 DPI（每英寸

点数）——通常 75 DPI 就完全足够。 

颜色数不能超过 256。 

背景颜色必须统一。 

为满足上述要求，就需要一个照片编辑软件工具。有很多选择，如 Paint Shop Pro（在 WindPRO 的

安装 CD 上），或 Adobe Photo Shop。 

很容易找到和使用尺寸调整和颜色压缩选项，所以这里只讲述更细化的功能——统一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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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要使用上图中的沼气罐。第一步就是将相关部分裁出，并将颜色数减为 256， 

 
现在要给背景天空赋予统一的颜色。这种情况下，“lasso（套索）”工具就是 好的解决办法——如

果只有垂直和水平线，使用矩形选择工具更好。 

 
使用 lasso 工具，可以逐片去掉背景天空，背景就会被删除（意味着会出现默认背景色）。 

 
当标记完所有背景之后，将其剪切下来是个好主意，这样边缘就可以忽略（通常它们不会被 lasso 工

具捕获）。 

如果背景色与所使用照片上的对象颜色不同，那么“magic wand（魔棍）”就是选择背景非常快捷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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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4 由一个或多个位图创建位图对象 

 
位图的一些属性可以一次性给定，所以每次使用这幅位图（比如一匹马）时，不需要再次说明它的高

度。一般而言，给定属性被认为是默认值，某些值可以由取自对象的属性替代。 

透明指数 通常是“0”，这是位图上经常出现的颜色个数。但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例如，一

个谷仓的颜色非常清楚，它的颜色就有可能是可以看到的 显著颜色，那么背景就应该是第二个 常用颜

色。这时这个指数就应该设为“1”。位图中有 2 种颜色比背景更显著，这个指数就应该设为“2”，依次

类推。点击紧靠选择区的浏览按钮，就可以通过点击图片来选择透明色。 

相对 WindPRO 对象高度的尺寸， 选中这项以后，表明可以自动缩放位图对象高度。这项通常用于

树，它们来源于障碍物，就可以随着障碍物对象高度而改变。 

如果选择了上面的项，就可以给出高度和宽度的比例因子——否则这里给出的就是位图的实际高度。 

每 10000m2的数量(高精度-Ha)通常用作默认值，把位图文件用于 3DA 文件（位图集合）时，位图对

象可以随意放置在对象区中（区域，线条或障碍物）。 

后可以选择位图在三维动画中的显示方式。 

交叉 – 2 幅位图交叉，通常用于树木。  

旋转 – 总是朝向照相机，通常用于动物或对称物，例如，某类建筑物（塔，灯塔等）。它的显示速度

慢。  

固定 – 常用于距离三维动画显示的道路有一定距离的事物，例如一定距离外的村庄。  

特别是有些建筑物，如果只使用上面的一个选项，则不能很好显示。一栋房屋，在三维动画中近角度

穿过，如果只使用一幅位图则显示效果很差。因此弥补它的第一步是“简单房屋”，在这里可以基于 5 幅位

图创建一栋三维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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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后面），两侧以及屋顶可以分别有一幅位图。此外，可以在上面对话框中定义房屋尺寸。 

5.3.5.5 从一个或多个位图和/或位图对象中创建一个 3DA 文件 

3DA 文件或对象集合以一个或两个主元素为基础，两者都描述使用对象的覆盖区域： 

区域边界框（底部，侧面和顶部） 

区域中无规则分布的位图对象 

在 3DA 位图编辑器/浏览器中点击 左边的两个按钮之一，增加或编辑 3DA 文件时，都要输入上述两

个元素： 

 
当增加或编辑 3DA 文件时，就会弹出上图的 3DA 文件编辑器。 

边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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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框（右侧表页）下面有 3 个子表页：侧面，顶部和底部。 

可以分别给它们赋予一种颜色或者一幅位图。在上面例子中，加了一个侧面。请注意，侧面始终是平

铺的，并且由调用它的对象控制高度。 

需要给底部和顶部位图赋予一个“真实世界”尺寸。这些信息用来平铺位图。 

下面例子中增加了一幅顶部位图。请注意，在侧面和顶部之间有一个空档，同时侧面位图有很明显的

一部分位于顶部位图之上。这就是下一段中所讲述的对于森林要使用位图对象而不是边界框的原因。但请

注意，边界框操作起来更快一些（尤其是不太复杂的地形），如果只从道路上看，那么边界框的效果和独

立位图文件的效果一样好。 

 
 
位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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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表页可以定义无规则分布的位图对象。 

 
在这里编辑-增加-移除按钮是用来更改应该包括哪些位图对象： 

 
只有在图形清单中选择一幅位图对象时，编辑和删除按钮才会处于激活状态。 

在某一个位图对象上右击或者双击，可以调整位图对象属性，例如，每 10,000 m2 (Ha)上的对象数

目。 

5.3.6 轨迹  

使用 VR 控制面板上的“轨迹”按钮，可以开始记录路径。 

 
一旦点击了“记录轨迹”，记录就会开始。现在可以自由移动，三维动画会记录所有动作，包括平移、

倾斜以及缩放。再次点击“记录”按钮，就会停止记录。 

现在可以使用“重放轨迹”让 PC 自动重复播放上述轨迹，直到用户再次点击“重放轨迹”，它才会停止。 

三维动画 
可以更改存储轨迹的文件名，也可以同样方法创建和存储不同轨迹。 

5.3.6.1 锁定轨迹 

与 5.3.4 中描述的一样，可以给一个线条对象赋予特殊目的“道路”。此处给出 2 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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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三维动画中显示一幅道路位图。 

可以用作锁定照相机的轨迹。 

上述两者可以单独使用，当然也可以结合使用，这样就能看到行进道路。 

把轨迹锁定到 3DA 道路后，照相机就会移动到 3DA 道路的起始点（即使它在显示区域以外也可

以），普通移动功能开始起作用，除了“左转/右转”功能——它们被锁定为跟随道路。取而代之的是可以使

用“（镜头）左转/右转”功能。 

5.3.7 独立三维动画  

在 WindPRO 2.5 中创建的三维动画，用户可以通过 EMD 共享视频程序来完全控制查看，可以在远方

的 WindPRO 上播放。 

只要在 WindPRO 中使用 VR 对象创建了三维动画（请参阅 5.3.2），就会自动创建包含所有必需文件

的文件夹。 

 
文件夹建在当前 WindPRO 工程文件夹下的 3DA-Worlds 文件夹下。要想播放动画，观众需要选择

Start3Dalone.exe。 

这个文件夹可以邮寄，使三维动画在任何计算机上都可以独立播放。也可以从 VR 对象属性中的“运

行数据”表页中，将 3DA 直接拷到 CD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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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在 WindPRO 外部，3DAlone 程序如何运行动画。 

 
动画在上面的框中播放，在这个框中用户也可以在 3D 世界中飞行，和在 WindPRO 中的操作一样（通

过方向键、鼠标或者操纵杆）。但也可以在左侧底部的框中手动定义转向控制。 

由创建者制作的工程描述信息显示在程序的左侧部分。在右底侧，观众可以在背景地图上看到位置移

动。这些设置的详述请参阅 5.3.2.5 运行时间数据表页。 

请注意需要关闭 WindPRO 才能够运行独立三维动画程序。 

请注意，显示器分辨率应该设到 1024x768 像素或者更高——与其它传统视频源相比，分辨率非常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