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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形沙盘是以微缩实体的方式来表示地形地貌特征 ，通过模型中体现山体、水体等物使人们能
从微观角度来了解宏观事物。3D 打印技术是目前全球最热门的技术，其具有快速、成本低、环保的
特点。文中介绍了应用国情普查数据进行 3D 打印地形沙盘制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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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ethod of making 3D printing topographic sand
table in national geography census data
Liu Qing，Kang Ermei
（ Provincial Geomantics Center of Gansu，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The topographic sand table was a representation of terrain features in miniature entity way． It reflected the
mountain，water and other objects in the model，enabling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macro things on the micro perspectiv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was the most popular technology in world，which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low
cos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paper，the app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geography census data for the process of
making 3D printing sand table wa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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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 （ three － dimensional printing） 技术是一
［1］
种“从无到有 ”的增材制造方法 。3D 打印地形沙
盘突破纸质地图、人工沙盘等传统技术手段，采用机
器人协同控制结合高精度喷墨技术，将通过 DEM 生
成的三维地形模型快速打印成型，可以很好地解决
目前人工沙盘制作存在的问题，极大地提高沙盘的
分辨率、提高精度，在陈列观赏、指挥决策、陌生地域
［2］

应急反恐、应急救援等方面都广泛应用

。 地理国

情普查是近几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一项利国利民的
举措，这是掌握地表自然、生态以及人类活动基本情
［3］

，应用国情普查数据进行 3D 打印
地形沙盘制作可更真实地表现地形地貌 。

况的基础性工作

1

3D 打印

1． 1

3D 打印基本原理
3D 打印技术是一项革命性技术，它无需机械加

工或者模具、甚至无需在工厂进行操作，根据需打印
物体的形状，每次制作一个具有一定微小厚度和特
定形状的截面，然后再将这些截面逐层粘结起来，就
［4］
得到所需的立体零件 ，整个过程可以比喻为一个
“积分”的过程。与传统加工方式相比，
3D 打印技术
突破了传统方式在形状复杂性方面的技术瓶颈，实
现了三维实体加工过程变为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
［5］
面到体的离散堆积过程，大大降低了制造复杂度 。
1． 2

3D 打印地形沙盘

地形沙盘是以微缩实体的方式来表示地形地貌
特征，并在模型中体现山体、水体、道路等物，主要体
现的是地形数据，使人们能从微观角度来了解宏观
［6］
事物 。地形沙盘既是特定区域的微缩景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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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的立体地图。3D 打印地形沙盘是利用 3D 打
印技术，将建立好的三维地形模型在特定材质 （ 如

素的边界、属性等进行判绘。 国情普查数据能够反
映最真实的地形地貌情况，利用国情普查数据制作

沙、泡沫板、宣纸板、铜板等） 上雕刻出来，做成白模，
然后按照制作好的地表覆盖纹理对白膜进行喷绘，

3D 打印地形沙盘的地表覆盖纹理，可提高沙盘的可

喷绘完成后进行后期加工，如加入声、光、电，或制作
沙盘边框等一系列过程制作而成的地形沙盘。 一般

观赏性和准确度。
3

3D 打印地形沙盘制作

小比例尺地形沙盘上的许多地形地物需要借助符号
表示。为了较好地表现各类要素，同时也便于用户

3． 1

理解沙盘表现的内容，必须借鉴人们长期形成的地
形图色彩运用习惯进行配色。

制作大比例尺的高精度地形沙盘，也可制作大范围
的小比例尺地形沙盘。根据客户要求确定沙盘的实
际尺寸以及沙盘的范围后，就可换算出沙盘的水平
比例尺，进而确定沙盘的内图廓线，然后用内图廓线

国情普查数据特点

2

数据处理
3D 打印地形沙盘制作时根据实际需求既可以

全国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的全面获取地理国情信息的基础性工作。 普查的直
接成果能够反映地表特征、地理现象和人类活动等
基本地 理 环 境 要 素 的 范 围、位 置、属 性 和 数 量 特

对 DEM 数据、已有挂图线划数据及国情普查地表覆
盖数据进行裁切。
（ 1） DEM 数据裁切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种类繁多，分为地形地貌

3D 打印地形沙盘制作中用 DEM 数据来制作三
维地形模型。 根据沙盘的水平比例尺，确定应选择

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地表覆盖数据、地理国情要素
数据、遥感影像解译样本数据、元数据、相关文档数

何种分辨率的 DEM 数据，进而利用做好的内图廓线
裁取所需范围的 DEM。 本例中采用 Global Mapper

据以及其他相关专题数据等。其中地表覆盖数据是
通过对最新的遥感影像内业进行解译，然后出外业

对 DEM 数据进行建模，并生成 3D 打印所需格式的
数据。根据实际地形以及 3D 打印所用雕刻板的厚

进行实地调查，对外业调查未到达区域，根据解译样
本或影像、其它专业资料对内业解译采集的图斑、要

度，在软件中设置沙盘的高程比例尺 。

［7］

征

图1

利用 DEM 生成三维模型示意图

（ 2） 已有挂图线划数据裁切
针对甘肃省范围内省、市、县及部分乡，甘肃省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已制作了系列比例尺地图。 根据
沙盘水平比例尺，选择所需的线划数据。 若所需比
例尺线划数据与已有系列比例尺地图比例尺相差较
大，可采用国情普查国情要素数据综合缩编成所需
比例尺数据后使用。对所选取的线划数据用已做好
的内图廓数据进行裁切，并符号化显示。
（ 3） 国情普查地表覆盖数据裁切
94

用内图廓裁切国情普查地表覆盖数据 （ LCA） ，
根据不同地类，对 LCA 数据进行分层设色。LCA 数
据包括 10 个一级类、45 个二级类以及众多的三级
类，如表 1 所示为 LCA 数据一二级类分布表。
地形沙盘的色彩没有严格规定，为了与人们的
观看习惯一致，通常情况下，河流用蓝色、植被用绿
［8］
色、山地用棕色等 。 地形沙盘色彩只有与人们的
日常视觉感受习惯相一致，才能更好地让用户理解
和认识地形沙盘所表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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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覆盖数据一二级类分布表

一级类代码
0100

一级类
耕地

水地、旱地

0200

园地

果园、茶园、桑园、苗圃、花圃、其它园地

0300

林地

乔木林、灌木林、乔灌混合林、竹林、疏林、绿化林地、人工幼林、稀疏灌丛

0400

草地

天然草地、人工草地

0500

房屋建筑

3． 2

二

级

类

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区、低矮房屋建筑区、废弃房屋建筑区、
多层及以上独立房屋建筑、低矮独立房屋建筑

0600

道路

有轨道路路面、无轨道路路面

0700

建筑物

硬化地表、水工设施、城墙、大棚、固化池、工业设施、沙障、其他构筑物

0800

人工堆掘地

露天采掘场、堆放物、建筑工地、其他人工堆掘地

0900

荒漠与裸露地表

盐碱地表、泥土地表、沙质地表、砾石地表、岩石地表

1000

水地

水面、水渠、冰川与常年积雪

数据套合
完成对 DEM 数据、已有挂图线划数据以及国情

普查地表覆盖数据的相应处理后，首先对已有挂图
线划数据及地表覆盖数据进行匹配，若有道路涉水、
城区道路与街区不匹配等现象，对线划数据做出相
应的处理； 线划数据与地表覆盖覆盖数据套合完成
后导出图片，并将其与 DEM 数据进行匹配，若有水
系爬山或道路落水等状况，对线划数据做出微调。
沙盘制作

3． 3
3． 3． 1

技术流程，如图 2 所示。

3． 3． 2

沙盘雕刻成型

将与地表覆盖图片套合好的高程模型在 3D 打
印中进行打印，本例采用 SPS600 光固化激光快速成
型机，为了更细腻的表现出地形地貌，同时考虑到成
本，打印材质选用了宣纸板，雕刻完成后，将套合好
的地表覆盖图片分色相用喷绘机器人喷绘到白模相
应位置。加入图名、整饰等便可成型。
4
4． 1

存在的问题
打印材质问题
3D 打印常用的材料有沙、尼龙玻纤、石膏材料、

金属材料、橡胶、泡沫等。 材料不同，打印出来的沙
盘效果不同； 打印时层构建（ 创建） 部件的方式不同，
效果也会不同。 目前打印材质存在价格高、材质比
较单一、打印幅面较小三个问题。
（ 1） 价格高

图2

3D 打印地形沙盘制作技术流程图

3D 打印使用的材料价格
根据使用材料的不同，
从 1 千克百元到四万元不等。 以兰州市 3D 地形沙

（ 2） 材质比较单一
目前 3D 打印都只能用一种材料，无法对不同物

盘为例，使用宣纸板为原料，沙盘尺寸为 230 cm ×
192 cm，打印价格为 80 000 元。

理特性的材质进行混合使用，这样使得沙盘制作过
程中对不同种类的地物无法更加细腻 、逼真的表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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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挖掘是每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将国情普查
数据应用到 3D 打印地形沙盘的制作上，能够充分发
挥其时效性和准确性。 本文对兰州市 3D 地形沙盘
的实际制作过程来进行了论述，但仅用了光固化快
速成型这一种 3D 打印技术，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今
后针对不同的 3D 打印技术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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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 3D 地形沙盘

且 3D 打印对材质本身的要求也非常高 。
（ 3） 打印幅面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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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选取问题
3D 打印沙盘制作过程中 DEM 数据、线划数据
的选取非常关键。 根据沙盘比例尺，选取临近该比

4． 2

例尺的分辨率的 DEM 及经过制图综合至该比例尺
的线划数据。 若数据选取不当，其与国情普查地表
覆盖数据套合时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从而影响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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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普查是近几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一项利国
利民的举措，该项目的实施得到了大量的成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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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国情普查成果数据进行合理的应用并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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