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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３ＤＧＩＳ的需求出发，实现了一种适合在大区域范围内仿真不规则河道中水流的方法。该方法综

合研究了在大区域环境下仿真水流的ＬＯＤ方案、场景数据组织与调度、水面建模方法以及水面反射、波浪、动

态高光等现象的模拟方法。在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水文泥沙数据库及信息管理分析系统中的应用证明了

该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三维ＧＩＳ；水流；仿真；ＬＯＤ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３ＤＧＩＳ的研究重点之一是真实世界的三维

表达［１，２］，因此在３ＤＧＩＳ中研究各种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的表达非常必要［３，４］。水流是地球上最

常见的自然景观之一，关于水仿真方面的研究已

有多年的历史，并有很多研究成果［５１３］。但是，一

方面由于水景观的复杂性，从仿真的真实程度、运

算效率方面来讲，目前的理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外大多水仿真理论研究的

重点都是水本身的性质［５１１］，如光学性质、物理性

质等，而３ＤＧＩＳ与地理因素紧密相关，因此在３Ｄ

ＧＩＳ中的水仿真需要把水的性质和地理因素结合

起来进行研究。文献［１１，１２］研究了仿真湖泊水、

海洋水的方法，但它们把水面区域作为有固定边

界的平面来研究，无法适应实际中有高程变化的

不规则河道地形。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文实现了

一种基于高度场ＬＯＤ实现的可适应在大区域范

围内仿真不规则河道中水流的方法。

１　方　法

在大区域不规则河道中仿真水流有４个关键

点：① 由于河道的不规则性及水位、水流方向的

不固定性，水面不能简单地以平面来代替研究，而

要根据实际的河道数据、地形数据及水文数据对

水面进行建模；② 在大区域范围下，如果把整个

河道网的水流一次性建模并渲染是不现实的，所

以必须对研究区域进行分块、组织与调度；③ 不

能排除多个分块同时处于计算机视口中的情况，

这时渲染数据量也很大，所以必须使用ＬＯＤ
［１４］

思想来对分块进行动态调度、建模与渲染；④ 为

了取得逼真的仿真效果，必须研究水面反射、波

浪、水面动态高光等因素在计算机中的表达方法。

图１是本文的仿真流程简图。

图１　水流仿真流程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１　犔犗犇方案

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等人在１９９６年提出了一种关于

高度场场景层次细节的、实时的、连续的绘制算

法，文献［１４］把其归为４种海浪建模与绘制的

ＬＯＤ算法之一，并称之为高度场方法。基于高度

场的原理，本文先把研究区域按合适大小进行分

块，分块称之为瓦片，当某个瓦片需要更详细的建

模级别时，则对该瓦片进行四叉树分割，并使用指

针四叉树结构组织子瓦片，直到分割出适合当前

ＬＯＤ级别的子瓦片，如封三彩图１所示。封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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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ａ）、彩图２显示了不同高度场下的不同瓦片

大小，其代表了不同的ＬＯＤ级别，具体的瓦片的

ＬＯＤ级别根据瓦片与摄像机的关系而定，离观察

点越远的瓦片，ＬＯＤ级别越低，反之越高。本文

的调度方法如下：

在计算机视口范围内遍历瓦片

ｉｆ相机在地表视场角＜ 犕１当前瓦片大小

ａｎｄ瓦片到相机的距离＜ 犕２当前瓦片大小

ｔｈｅｎ向下匹配更大的ＬＯＤ级别

ｉｆ相机在地表视场角＞犕３当前瓦片大小

ａｎｄ瓦片到相机的距离＞犕４当前瓦片大小

ｔｈｅｎ向上匹配更小的ＬＯＤ级别

ｉｆ以上两个条件都不满足，ｔｈｅｎＬＯＤ级别不变

其中，犕１、犕２、犕３、犕４为经验值，可以控制指定条

件下的ＬＯＤ级别。

１．２　水面建模

在瓦片内，本文采用规格格网来对水面进行

建模，规格格网的采样密度决定了水面模型的详

细程度，当不同大小的瓦片以固定采样个数建模

时，ＬＯＤ级别和瓦片大小对应。采样算法根据河

道边界数据按照一定采样密度在瓦片内采样，如

果采样点在河道内或采样点的相邻采样点在河道

内（为了把河面包含在三角网内），则计算采样点

的水面高程，再把采样点加入到水面三角网，否则

舍去采样点。扫描完整个瓦片后就得到了瓦片内

的水面三角网模型，如封三彩图１（ｃ）所示，多个

瓦片中的水面三角网拼接，即可构成河道的水面

三角网。由于采样的间距问题，部分样点会落在

河道之外，但因为这部分三角网正好被地表模型

覆盖，因此并不影响水仿真的效果。如果整个瓦

片没有与河道有交集的部分，则方格不被建模，如

封三彩图１（ｂ）中的空白部分，不被建模的方格在

渲染时直接被跳过，提高了系统渲染的效率。

１．３　水体颜色

水体颜色由水的漫反射色和环境色决定：

犆ｗａｔｅｒ＝犆ａｍｂｉｅｎｔ＋犆ｄｉｆｆｕｓｅ （１）

式中，犆ｗａｔｅｒ为水面颜色；犆ａｍｂｉｅｎｔ为环境光颜色；

犆ｄｉｆｆｕｓｅ为水的漫反射颜色。

１．４　水面反射

水面反射的效果即水面倒影。模拟水面倒影

的方法分为两步：① 生成一幅水面倒影图；② 把

倒影图映射到水面之上。水面倒影图的生成根据

镜面反射原理，如封三彩图３所示，犘１点发射出

的光线经过水面反射点进入观察点，这对观察者

来说会产生一个视觉假象：光线好像是从犘２（犘２

是犘１沿水面的对称点）点发射出来的，利用这个

原理，在计算机中将所有实物点坐标沿水面进行

对称运算后再渲染，便可以得到水面倒影图。关

于把倒影图映射到水面上的方法，文献［１６］用水

面点在当前计算机视口上的投影坐标来确定倒影

图和水面点的映射关系。水面点与计算机视口坐

标的关系为：

犘ｓｃｒｅｅｎ＝犘ｗｏｒｌｄ·犕ｗｏｒｌｄ·犕ｖｉｅｗ·犕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犕ｖｉｅｗｐｏｒｔ

（２）

式中，犘ｓｃｒｅｅｎ是水面点在计算机视口的投影坐标；

犘ｗｏｒｌｄ是水面点的实际坐标；犕ｗｏｒｌｄ是水面点在三维

场景中的变换矩阵；犕ｖｉｅｗ是当前三维场景的观察

矩阵；犕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是三维场景的投影矩阵；犕ｖｉｅｗｐｏｒｔ是

把投影坐标转到视口坐标的变换矩阵，其构造方

法为［１６］：

犕ｖｉｅｗｐｏｒｔ＝

０．５ｗｉｄｔｈ ０ ０ ０

０ －０．５ｈｅｉｇｈｔ ０ ０

０ ０ ｍａｘ犣－ｍｉｎ犣 ０

狓＋０．５ｗｉｄｔｈ 狔＋０．５ｈｅｉｇｈｔ ｍｉｎ犣

熿

燀

燄

燅１

（３）

其中，ｗｉｄｔｈ和ｈｅｉｇｈ分别为计算机视口的宽度和

高度；狓、狔 分别为计算机视口的左上角坐标；

ｍａｘ犣和ｍｉｎ犣分别为三维场景裁剪的深度缓冲

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把犘ｓｃｒｅｅｎ的狓、狔范围调至

［０，１］，就得到了倒影图和水面点的关系：

犘ｓａｍｐｌｅｒ＝犘ｓｃｒｒｅｎ·［１／ｗｉｄｔｈ，１／ｈｅｉｇｈｔ］
Ｔ （４）

式中，犘ｓａｍｐｌｅｒ为水面点犘ｗｏｒｌｄ在倒影图上的映射点。

在实际中，光线射到水面并不是１００％被反

射，菲涅尔定律［１０，１１，１７］指出了水面反射光和折射

光在不同观察角度时的比例问题。由于菲涅尔定

律非常复杂，近似式（５）可以满足仿真的需要：

　犳＝狉＋（１－狉）·（１．０－犞ｖｉｅｗ·犞ｎｏｒｍａｌ）
５ （５）

式中，犳 为菲涅尔值；狉为水的反射系数，值为

０．０２０３７；犞ｖｉｅｗ为观察方向；犞ｎｏｒｍａｌ为水面法线。

使用式（５）计算考虑了菲涅尔值的水面反射：

　犆ｗａｔｅｒ＋＝犳·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１－犳）·犆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６）

式中，犆ｗａｔｅｒ为水面的颜色；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为反射光的颜

色；犆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为折射光的颜色。若不考虑折射，令折

射色为０。

１．５　波浪、风向和流向

产生波浪的算法有多种，文献［１４］中进行了

描述，根据波浪生成的原理可分为两类：①真实波

浪，即通过持续扰动水面点的高度来产生类似真

实波浪的起伏或者对波浪进行真实的数学建模；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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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视觉效果的波浪，目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借助

一张称之为凹凸纹理［１４］的栅格图（每个栅格里面

都存储了一组扰动值）来持续扰动水面产生视觉

上的波浪效果。第一类方法比较适合模拟真实波

浪，如海浪的生成，但是算法复杂度高，模拟效果

很难达到要求；第二类方法简单高效，并且效果很

好，很适合湖泊、江河波浪的模拟。这里选择第二

类方法。

一张凹凸纹理（如封三彩图４所示）中的每个

像素的狉值和犵值都对应了一组扰动值，把凹凸

纹理利用§１．４中的理论映射到水面，用狉、犵值

对反射进行扰动，便可生成涟漪不平的水面效果。

设从水面点犘ｗｏｒｌｄ在凹凸纹理上的映射点犘Δ处取

得的扰动向量为Δ＝［狉，犵］（０＜狉，犵＜１），把

犘ｓａｍｐｌｅｒ进行扰动：

犘ｓａｍｐｌｅｒ＋＝犽·（Δ－０．５） （７）

式中，Δ－０．５是为了使得干扰方向均匀，把Δ调

整至［－０．５，０．５］；犽值的大小影响扰动值的大

小，扰动值越大，产生的波浪越高，反之相反。由

于式（７）中每个犘ｓａｍｐｅｒ处对应的Δ为定值，所以这

样仅仅能生成静态的水波，为了让水波能够“流

动”，需要给犘Δ增加一个随时间的变化向某个方

向偏移的变量：

犘Δ ＝
犘ｓｃｒｅｅｎ
ｌｎ

·Ｗ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狏·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８）

式中，犘Δ是水面点犘ｗｏｒｌｄ在凹凸纹理上的映射点；

ｌｎ的大小影响水波波长，本文取值为０．８；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控制产生某个方向上的细微效果，表示

风向；ｔｉｍｅ是一个时间变量；狏的取值越大，产生

的水的流速越大，反之相反；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控制了采

样偏移的方向，即为水的流向。

１．６　动态水面高光

水面高光其实是镜面反射的效果，Ｐｈｏｎｇ光

照模型包含了对镜面反射的处理方法。一个简化

的Ｐｈｏｎｇ模型的描述为：

犆狉 ＝犽犪·犆犪＋犽犮·［犽犱·犆犱（犖·犔）＋

犽狊·犆狊（犞·犚）
狀］ （９）

式中，犆狉表示Ｐｈｏｎｇ模型计算的最终颜色；犽犪表

示环境光系数；犆犪表示环境光颜色；犽犮用来控制环

境光和反射光的关系；犽犱表示漫反射系数；犆犱表示

漫反射颜色；犽狊表示镜面反射系数；犆狊表示镜面反

射颜色；一般有犽犪＋犽犱＋犽狊＝１；其他参数如封三

彩图５所示，犔表示入射光，犖 表示镜面法线，犚

表示反射光，犞 为观察方向，犎 为犔 和犞 的角平

分线［１７］。由于只考虑计算镜面反射，因此取犽狊＝

１，犽犮＝１，式（９）被简化为
［１７］：

犆狉 ＝犆狊（犞·犚）
狀 （１０）

　　文献［１７］指出，为了免去计算犚的麻烦，犞·

犚可用犖·犎 来替换。

静态的水面高光缺乏真实感，为了产生动态

闪烁的效果，对反射光线犚 进行扰动，扰动方法

为犞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犚 ＋Δ，其中，犞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为扰动后的反

射光线；犚为原始反射光线；Δ为扰动向量。调整

式（８）中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参数，获取多个方向上的不

同的扰动向量Δ犻，最后按照Δ＝∑（犽犻·Δ犻）进行

线性叠加，得到叠加的Δ。实验证明，使用叠加的

扰动向量使水面高光效果更加逼真。最后，根据

Ｐｈｏｎｇ模型的原理，直接使用犆ｗａｔｅｒ＋＝犆ｓｐｅｃｕｌａｒ把

高光值添加到水面即可，其中，犆ｓｐｅｃｕｌａｒ为由式（１０）

计算的镜面反射值。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区

金沙江位于我国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西部边

缘，跨越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四川５省（自治

区），干流全长２３００多ｋｍ，流域面积３４万ｋｍ２，

落差约３３００ｍ，约占长江全长的３６％、流域总面

积的１９％和长江总落差的６１％，并且水力资源占

长江的４０％以上，因此，选择金沙江流域为实验

区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２．２　数据与实验环境

实验以 ＷＧＳ１９８４地理坐标为参考，使用９０

ｍ精度的ＳＲＴＭ地形数据和３０ｍ精度的Ｌａｎｄ

ｓａｔ影像数据覆盖整个金沙江流域，其中在乌冬德

使用了５ｍ的航拍影像和５ｍ的ＤＥＭ，配合１０

ｍ精度的水边线矢量数据和年平均河道水位数

据进行建模。部分流域数据如封三彩图６（ａ）和

彩图６（ｂ）所示，蓝色线条是金沙江及其支流的河

道所在的位置。实验软件环境使用 Ｃ＃ 语言和

ＤｉｒｅｃｔＸ９．０ＳＤＫ开发，已应用在金沙江下游梯

级水电站水文泥沙数据库及信息管理分析系统

中。实验 硬 件 环 境 为 ＣＰＵ：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２ Ｄｕｏ

Ｅ８２００，内存２Ｇ，显卡 ＡＴＩＲａｄｅｏｎ ＨＤ２６００

ＸＴ。

２．３　结果与分析

实验首先按照§１．１和§１．２中描述的理论

在系统中对研究区域进行自动分块和组织，在浏

览过程中调度瓦片ＬＯＤ级别，并时时对水面建

模。没有建模的空河道如封三彩图６（ｃ）所示，动

态生成的一部分水面三角网如封三彩图６（ｄ）所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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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把环境光定为白色光，亮度为５０，水的漫反射

色按照狉、犵、犫定为（１２４，１２９，２００），由式（１）计算

的水面效果如封三彩图７（ａ）所示，按照§１．４中

的理论生成的对应位置的倒影图如封三彩图７

（ｂ）所示，使用式（６）计算的倒影效果如封三彩图

７（ｃ）所示，再按照§１．５中的理论添加水波、风向

和流向、流速后的江面如封三彩图７（ｄ）所示，最

后使用§１．６描述的方法给江面添加了动态高光

效果，如封三彩图７（ｅ）所示。实验表明，本文的

分块方法、数据组织、ＬＯＤ方案与建模方法简单、

高效、可行，水渲染效果也能够满足视觉要求。

文献［１５］也进行了与本文类似的研究，但文

献［１５］是通过把河道分割成一系列覆盖河道的矩

形块来对江面进行建模。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有

两个缺点：一是分割算法复杂，可能需要人工干预

进行分块，不如本文使用的四叉树分割简单，并且

数据组织也不如四叉树方法成熟；二是分割形成

的大小、方向都不相同的矩形区域之间存在大量

的重叠。且文献［１５］在渲染水面时没有考虑水面

反射和动态高光，因此渲染的水面缺乏真实感，如

封三彩图６（ｅ）所示，蓝色的水面和真实的水流效

果相差太大。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方法在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水

文泥沙数据库及信息管理分析系统中的应用表

明，其能够满足大区域河道水流仿真的需求。但

是从仿真效果的角度看，本文仅仅考虑了水的反

射、波浪、动态高光三个最为明显的水现象，细节

上还欠缺更多的考虑，如折射、多次反射、水体焦

散、光晕、水浪泡沫、开尔文波、湍流等众多现象，

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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