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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简单介绍三维城市规划辅助系统，然后详细介绍三维城市规划辅助系统的规划方案对比功能。接下来分析其通过
ｓｋｙｌｉｎｅＴｅｒｒ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Ｐｒｏ二次开发包结合多进程技术实现三维规划方案对比功能的方法。通过该功能实际应用，证明实现该功能的
方法是有效可行的，而且完成后的该功能能够达到较好的三维城市规划方案对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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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传统的城市规划主要是通过图纸来展现设计者的设计思想

和意图，所表达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１］。现代科技的飞速

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撑，可以将城市以平面地图、卫星影

像、真三维模型等多种形式加以表达和模拟，实现信息时代的数

字化城市规划。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使政府规划管理部门、

项目开发商、工程人员和各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实时互动地看

到规划效果，获得逼真的直观感受，这些是传统的沙盘、效果图、

平面图等表现手段所不能达到的［２］。虽然现阶段三维城市规

划辅助系统在对规划方案中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自动计算能力

还较欠缺，不及基于ＣＡＤ开发的城市规划辅助审批系统，但是
其在三维可视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３］：它能模仿人类观

察三维世界的视觉效果，通过变换视点位置和视角，在三维城市

仿真系统中用户能全方位地观察三维场景，并准确把握城市的

空间特征。城市规划一直是对全新的可视化技术需求最为迫切

的领域之一［４］，建设三维城市规划信息系统，对改变传统城市

规划模式，促进城市合理规划，实现城市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５］。在信息技术力量飞速发展的今天，三维城市虚拟仿真

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众多三维城市规划辅助审批系统应

运而生。

当前三维城市规划辅助系统的辅助规划功能主要是基于三

维可视化，其功能主要包括三维场景漫游、建筑立面分析、通视

分析、日照分析及规划方案对比。其中规划方案对比功能是三

维城市规划辅助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功能，通过该功能可以使各

个方案的视觉效果、指标分析结果相互对比并产生强烈的对比

效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提供更加直观、科学的依据。可以说，

方案对比功能是三维城市规划辅助系统中画龙点睛的功能。

１　规划方案对比功能

城市规划建设总会提出多套城市规划方案。三维城市规划

辅助系统的规划方案对比功能就是通过多个三维窗口同时展示

多种三维规划方案，并通过规划方案的联动效果实现规划方案

间的对比，以直观的方式评价各方案的优缺点［６］。规划方案联

动包括：视觉层面的联动和数据层面的联动。视觉层面的联动

允许使用者以任意方式浏览某窗口中的规划方案三维场景时其

他窗口中的三维场景也按照这个窗口的视点位置信息实时调整

自己的位置，使得参加对比的规划方案三维场景始终以同样的

视角及位置展现给观察者，从而形成规划方案间直观的视觉对

比效果。数据层面的联动是对某正在展示的规划方案中的建筑

模型进行选择、查询或其他操作时其他规划方案三维场景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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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建筑模型作出被选择及其他相应的反应，并且方案间相

同的建筑模型及地物的属性信息也必须相同。通过该功能城市

规划师可以更加容易地选择某个规划方案作为项目建设方案，

或者将各规划方案进行综合，设计出更好的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对比功能已成为三维城市规划辅助系统必备的功

能，在这些系统中规划方案对比功能主要被实现为视觉层面的

联动对比，每个三维窗口对规划方案只具有三维场景的展示功

能，而在方案对比过程中无法即时对规划方案进行调整、修改，

且规划方案的对比并不涉及规划属性数据的对比。另外，某些

系统中的方案对比功能在设计时采用的是主副窗口，即主窗口

中的方案能进行规划方案的修改与调整，子窗体中的方案作为

对比参照，只随着主窗体视角的变动而变动。如果摒弃主副窗

口的概念，每个窗口都可以随心所欲的浏览、调整与修改，而另

一窗口则实时的联动形成对比，这将从很大程度上方便城市规

划师设计、修改方案以及进行方案评估，这正是本文要实现的方

案对比效果。

２　基于ｓｋｙｌｉｎｅ的规划方案对比功能实现

基于ｓｋｙｌｉｎｅ二次开发实现三维规划方案对比功能主要是
基于ｓｋｙｌｉｎｅ的Ｔｅｒｒ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Ｐｒｏ进行二次开发，其开发包是Ｔｅｒ
ｒ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

２．１　Ｔｅｒｒ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简介
Ｔｅｒｒ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是 Ｔｅｒｒ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Ｐｒｏ的扩展模块，是 ｓｋｙｌｉｎｅ

公司提供给广大用户的二次开发工具。Ｔｅｒｒ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基于
ＣＯＭ组件技术标准，可采用 Ｃ＃、Ｊａｖａ、Ｃ＋＋等编程语言进行自
定义开发［７］。Ｔｅｒｒ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提供了一套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可将３Ｄ
窗口、信息树和导航图以控件对象的方式嵌入到用户自定义的

可视化界面中。实现三维规划方案对比功能，３Ｄ窗口是最为关
键的控件，它具有三维场景的显示、浏览和一些三维场景基本操

作功能（如：场景缩放和拖动）。

２．２　实现该功能的关键问题
根据三维城市规划方案对比功能的要求，实现三维城市规

划方案对比功能需要达到同屏显示不同规划方案的三维场景以

及达到场景间浏览显示联动和数据同步的效果。基于 ｓｋｙｌｉｎｅ
Ｔｅｒｒ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Ｐｒｏ进行二次开发由于受到接口的限制，不能支持
在同一工程中兼容两个三维窗口控件，更无从谈多个三维窗口

方案展示及窗口联动效果，因此实现方案对比功能必须解决以

下关键点：

 实现两个三维窗口同屏显示两个不同规划方案中的三
维场景。使用Ｔｅｒｒ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ｐｒｏ６．０．１版本及其之前的版本进行
二次开发并不能支持一个工程同时承载两个三维窗口控件，故

该问题是实现规划方案对比功能的最基本的问题。

 实现两个三维窗口视觉联动效果，即达到任意时刻同屏
展示的三维场景始终以同一视点位置、同一视角以及相同的场

景显示区域在各个三维窗口中显示。三维城市规划方案对比效

果通过视觉联动效果直观体现，准确、流畅的视觉联动效果对规

划方案对比最为重要。

 实现两个三维窗口的数据联动效果。三维场景中视觉
可见的地物模型及建筑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具有必要的规划属性

信息。方案对比的数据联动效果就是要达到各规划方案中相同

的建筑模型具有相同的属性信息，而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属

性信息，通过规划方案对比进行模型信息查询与规划方案指标

查询时，各规划方案的数据也能进行相应的对比。规划方案的

视觉联动对比到数据联动对比是规划方案从定性对比分析向定

量对比分析的飞跃。

２．３　关键问题技术实现
（１）实现两个三维窗口同时展示
当前计算机系统是支持多进程与多线程的系统，在软件开

发中可以通过多进程的方式同时启动某一应用程序多次，并使

得这些应用程序都能独立正常运行。在 ｓｋｙｌｉｎｅ中三维窗体控
件已经具备三维场景显示功能，因此可以采用多进程的启动方

式启动带三维窗口控件的应用程序两次，以达到两个三维窗口

同屏显示的效果。双屏展示实现如下：

① 创建单个三维窗口展示规划方案的应用程序
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中新建工程，在工程中完成由三维窗口和简

单的功能按钮及菜单组成的界面，界面的设计要尽量简洁，功能

按钮和菜单在界面中占的比例尽可能小，这样才能使得双屏展

示时具有足够大的空间显示三维城市场景。然后实现这些按钮

和菜单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包括三维规划方案的浏览、调整、

修改等功能。最后将工程编译生成应用程序。

② 实现双屏展示并将方案对比功能嵌入系统
在《三维城市规划辅助系统》的方案对比功能按钮代码区

中启动两个进程调用上面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便能使屏幕上同

时显示两个可加载三维场景的三维窗口，并且每个三维窗口上

的功能键能都实现对该窗口的功能，这样每个参与对比的方案

都能进行调整与修改。用 Ｃ＃调用应用程序得到双屏显示效果
的代码如下：

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ｎｅｗ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ＳｔａｒｔＩｎｆｏ．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ｒｔｕｐＰａｔｈ＋＠″＼ｆｅｎｐ＼ｔｅｓｔ１．ｅｘｅ″；
ｐ．ＳｔａｒｔＩｎｆｏ．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ｐ１｜ｍａｉｎ｜ｐ２｜ｐ３″； ／／启动参数
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２＝ｎｅｗ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２．ＳｔａｒｔＩｎｆｏ．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ｒｔｕｐＰａｔｈ＋＠″＼ｆｅｎｐ＼ｔｅｓｔ１．

ｅｘｅ″； ／／需要启动的程序名
ｐ２．ＳｔａｒｔＩｎｆｏ．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ｐ２｜ｐ３″； ／／启动参数
ｐ．Ｓｔａｒｔ（）； ／／启动
ｐ２．Ｓｔａｒｔ（）；

双屏展示实现效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双屏展示效果图

（２）实现双屏视觉联动效果
视觉联动原理　保证方案对比视觉层面的联动需要做到两

点：第一，使参加对比的三维场景具有相同的坐标系统，且各场

景中对应地物的坐标相同。第二，在进行方案对比时两个三维

场景的视点位置及场景显示区域保持同步。在 ｓｋｙｌｉｎｅ二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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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ＩＮａｖｉｇａｔｅ６接口提供的 Ｇｅ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方法可以获取三维窗口
的当前视点位置及视点姿态参数，而视点的位置及参数又决定

了三维场景的显示区域，所以通过使两三维窗口实时保持相同

的视点位置及参数就能实现视觉联动效果。以下是在两个三维

窗口同屏显示的基础上实现双屏视觉联动的算法流程，该算法

在每一个三维窗口工程中实现，如图２所示。

图２　双屏联动流程图

算法实现　在联动的实现方法上采用消息驱动［８］，在三维

窗口中通过交互时的窗口实时刷新事件触发机制，保持视点信

息的实时传递及调整，从而实现同步。在该功能中，当前被操作

的窗口会被程序识别为当前主窗口，主窗口能实时将当前的视

角位置写入到配置文件，而当前副窗口会实时读取配置文件中

视角信息，并按照该信息实时调整自己的位置。当前窗口的确

定是通过鼠标与窗口的位置关系进行判断的，鼠标所在的窗口

被程序识别为当前主窗口，而另一窗口则被识别为当前副窗口，

这样主窗口会随时改变，也就是说在任意时刻操作任一窗口都

能使另一窗口的视点及视域随之改变。

（３）实现双屏数据联动效果
数据联动原理　在系统中规划方案的属性数据采用两种方

式同时存储，一种是采用与建筑模型直接关联的ｓｈｐ文件存储，
在该文件中存储了模型的中心点坐标、模型名称信息，而且可以

在该文件的数据表中扩展字段以存储其他属性信息。由于系统

中的规划属性数据可能是直接由其他系统直接获取的，为便于

数据的共享，系统同时采用数据库存储属性数据。数据联动的

实质就是要使相同的建筑模型访问相同的数据记录，而有差别

的模型则访问不同的数据记录，在指标分析对比时则通过统计

与这些模型关联的数据记录完成分析对比。

数据联动实现　数据联动通过数据组织及数据的访问控制
实现。根据ｓｈｐ文件是直接与某三维场景模型关联，而数据库
同时面向多个三维场景的特点，为方便项目管理、便于数据共

享，方案对比的数据组织采用一个ｓｈｐ文件对应一个三维场景、
一个数据库中数据表对应一个规划项目中的多个方案的形式。

根据数据的组织方式及ｓｋｙｌｉｎｅ场景管理的特点，对 ｓｈｐ文
件及数据库数据表中数据的访问控制有所不同。在 ｓｋｙｌｉｎｅ中
系统会自动为模型及与模型对应的 ｓｈｐ文件表记录分配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Ｄ，第一种采用ｓｈｐ文件存储的数据就是通过模型与数据表中
的ＩＤ号关联而进行数据访问的，这种控制数据访问的方式是由
ｓｋｙｌｉｎｅ管理数据的方式及其提供的数据访问接口决定的，在二
次开发中按照 ｓｋｙｌｉｎｅ提供的访问方式进行数据访问。第二种
数据库存储的数据访问方式通过人为的设计三维场景中建筑模

型与数据库表中记录关联方式来进行数据访问。在数据库中一

个数据表对应一个项目，表与项目的关联通过表名称的匹配实

现。因为ｓｋｙｌｉｎｅ系统不受人为控制的为建筑模型随机分配ｆｅａ
ｔｕｒｅＩＤ号，因此系统建筑模型只能靠建筑名称不同的特点加以
区分。实现一表关联同项目但不同规划方案的建筑模型，并且

能使参加对比的同一建筑的不同设计方案模型与正确的数据记

录关联只能通过建筑名称的设计区分（例如：“君天酒店”与“君

天酒店之方案二”）。无论数据库中表多么复杂，最终直接与系

统关联的表结构只具有“建筑编号”、“建筑名称”及其他必要信

息，表１是根据长沙某项目所需设计的表结构，用户可根据自
身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表，或从其他数据表中综合查询出形如

表１所示。

表１　建筑属性表结构

列名 数据类型 字长 允许Ｎｕｌｌ值

建筑编号 文本 ６ 否

建筑名称 文本 ２０ 否

建筑类别 文本 １０ 是

建设阶段 文本 ２０ 是

建筑高度 浮点型 ８ 是

建筑层数 整型 ４ 是

自带户数 整型 ４ 是

建筑面积 浮点型 ８ 是

基底面积 浮点型 ８ 是

第二种数据控制访问方式的数据表结构设计好之后，还要

确保三维场景中的建筑模型名称的对应关系。建筑模型的命名

是在建筑模型制作阶段进行的，在建筑模型制作时应确保相同

的建筑模型建筑名称相同，不同的建筑模型名称不同，而将参加

对比的模型命名为“建筑名称＋规划方案编号”的形式。

３　结　语

该规划方案对比功能已经成功嵌入到长沙某公司的《三维

城市规划辅助决策系统》中，在实际运用中发现该功能的双屏

联动效果很理想，在进行方案对比时能产生很直观的对比效果。

但是使用过程中同时也发现了不足，这些不足都是很值得改进。

该方案对比功能的调用采用的是进程启动的方式，这样会显得

该功能与系统本身是分隔开的，融合度很低；关于双屏的联动，

我们提到了视觉效果的联动和属性数据的一致（属性数据联

动）。要达到完全联动，还应包括操作的联动，即同一操作能同

时影响两个规划方案，例如：对方案一中的某一建筑进行日照

分析效果演示，方案二中相同位置的建筑应该同步进行日照分

析演示。操作的联动通过配置文件传递命令及相关参数的方式

也是能够解决的，这里笔者没有实现该功能，希望有人能够继续

改进与发展该功能，甚至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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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建立调试栈帧：在被调线程系统模式下私有栈的栈顶后面

存储上下文，该地址范围称为调试栈帧。调试栈帧的存储结构

和回调过程的流程如图３所示，以下是回调过程步骤说明：
１）建立调试栈帧，并保存线程当前上下文；记录栈顶地址

到ＴＣＢ－＞ｐｔ＿ｒｅｇ＿ｐ中；
２）用ＴＣＢ－＞ｌｒ＿ｅｘｃｐ保存的返回地址修改调试栈帧中的

ｐｃ位置的值；
３）挂起当前线程；唤醒调试代理并重调度；
４）当线程被调试代理唤醒后，用调试栈帧数据恢复执行环

境，便继续正常执行被调线程。

４　调试系统功能验证

本节提供了对调试模型实现的功能测试。其中目标机环境

包括ｍｉｎｉ２４４０硬件开发板（ｃｐｕ是 ＡＲＭ９２０Ｔ）、ａＣｏｒａｌ嵌入式操
作系统ｍｉｎｉ２４４０版本。宿主机环境采用 ＶＭｗａｒｅ虚拟机、Ｕｂｕｎ
ｔｕ１１．１０和ＧＤＢ７．２。被调线程运行一个排序程序，包含 ｄｅｂｕ
ｇｅｅ、ｑｕｉｃｋｓｏｒ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四个函数，其中 ｄｅｂｕｇｅｅ是线
程入口函数。根据 ＧＤＢ正常建立调试会话后，便可执行 ＧＤＢ
命令，如图４所示。

图４　建立调试会话和调试过程图

经测试，本代理能够实现任务级调试，支持常用的 ＧＤＢ调
试命令，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ａＣｏｒａｌ远程调试系统功能测试

指令类型 说明 支持的ＧＤＢ指令

断点类
支持断点

和临时断点

ｂｒｅａｋ；ｄｅｌｅｔｅ；ｄｉｓａｂｌｅ；
ｔｂｒｅａｋ；ｅｎａｂｌｅ等

变量类
支持对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的读写

ｐｒｉｎｔ；ｘ；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ｅｔ；
ｉｎｆｏ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ｏａｒｇｓ等

寄存器类 支持寄存器访问 ｉｎｆｏ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等

堆栈类
支持堆栈跟踪，

获取栈帧信息等

ｉｎｆｏｆｒａｍｅ；ｕｐ／ｄｏｗｎ；
ｂａｃｋｔｒａｃｅ；ｆｒａｍｅ等

控制类
支持基本的线程控制

部分多线程控制

ｓｔｅｐ；ｒｅｔｕｒｎ；ｆｉｎｉｓｈ；
ｎｅｘ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ｅ；等

基本命令
ＧＤＢ的基本控制
命令测试正常

ｌｉｓｔ；ｗｈａｔｉｓ；
ｐｔｙｐｅ；ｉｎｆｏｆｕｎｃ等

５　结　语

本文从软硬件结合的角度，综合分析了嵌入式远程调试的

基本原理，总结了嵌入式系统中各模块对嵌入式软件远程调试

的支持，重点阐述了ＣＰＵ的软件断点异常处理过程和操作系统

内核提供的调试支持。在此基础上，结合 ａＣｏｒａｌ的基本内核功
能，设计了远程调试结构，提出了对 ａＣｏｒａｌ的 ＳＷＩ异常处理过
程的改进方法，实现了线程绑定模块和调试代理。该系统给开

发人员调试ａＣｏｒａｌ应用提供了帮助，提高了开发效率，具有无需
硬件连接器、开发成本低、可实现任务级调试等优点。文中对于

软件调试的软硬件结构的综合分析和总结，对于理解软件调试

具有较好的理论价值；同时，本文对整个调试系统的实现有较强

的实用价值，为将来在其他新型嵌入式操作系统中实现调试子

系统提供了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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