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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犌犘犝绘制的复杂三维模型可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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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网络三维虚拟地球中对大范围、高密度复杂三维模型高效绘制的要求，设计了面向ＧＰＵ绘制的

三维模型数据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纹理烘焙和多尺度可视化方法。基

于开放式虚拟地球集成共享平台ＧｅｏＧｌｏｂｅ进行了实验，比较了传统绘制方式和基于ＧＰＵ的绘制方法在可

视化效果和效率上的区别。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保持三维模型特征条件下能有效提高其绘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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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三维虚拟地球系统中对大范围、高

密度复杂三维城市模型应用的精细化与真实化的

迫切需求，已有的基于ＣＰＵ 运算的三维模型可

视化方法通过细节层次（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ｅｔａｉｌ，ＬＯＤ）算

法［１］和三维模型简化技术［２］来实现多尺度海量三

维模型随视点的动态调度和可视化，这些方法往

往受到图形硬件几何和纹理信息吞吐量的限制，

不利于高密度复杂三维模型的动态绘制。

随着多核ＧＰＵ图形处理单元并行计算能力

的提高以及ＳｈａｄｅｒＭｏｄｅｌ５．０的普及，利用ＧＰＵ

的绘制能力能够提高大范围三维场景的可视化效

率［３］。ＧＰＵ的三维模型绘制方式的核心是在最

少模型、几何数据的前提下通过丰富的纹理信息

来模拟出传统的通过增加大量顶点坐标才能凸显

出的细节效果。在光照的参与下，通过扰动简化

后三维模型表面的法向量及纹理，模拟原始三维

模型对光线的反射，以达到相同的明暗效果，借助

人眼视觉差异实现少量的平面几何坐标点渲染出

真实建筑物细节的高低起伏视觉效果［４］。此外，

ＧＰＵ具有小缓存多核的架构和快速高效的并行

运算能力，适应ＧＰＵ绘制的数据结构必须能够

充分发挥 ＧＰＵ 的高效数据处理和高速渲染能

力，并且尽量避免计算机硬件的数据带宽冲突问

题。已有的三维模型数据结构与数据组织方法由

于缺乏必要的纹理信息，不能满足 ＧＰＵ绘制的

要求。

为了探讨在三维虚拟地球中适合大范围、高

密度复杂三维模型面向 ＧＰＵ 的绘制方法，本文

在设计面向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数据组织结构

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 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纹

理烘焙和多尺度可视化方法，并实现了复杂三维

模型的高效绘制。

１　面向犌犘犝绘制的三维模型数据

结构

　　面向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数据结构是在保

证能够重现几何模型外观的前提下，将复杂三维

模型、几何数据模型和纹理数据组织成能够充分

利用ＧＰＵ资源的各类纹理数据和少量几何顶点

的数据结构，通过一次性加载多种纹理数据后并

行实现ＧＰＵ算法，从而模拟出三维模型多尺度

的几何细节层次。对此，本文提出了如图１所示

的面向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数据结构。

在上述数据结构中，对于一个具有复杂几何

和纹理结构的复杂模型，按照内部的逻辑结构可

以分解成若干个简单模型；简单模型由体结构

（Ｓｏｌｉｄ）构成，任意简单模型可以使用三维空间的

凸包聚类算法划分成不同尺度的体结构［５］。体结

构经过三维模型简化和纹理信息烘焙生成了适合

ＧＰＵ绘制的面结构（Ｓｕｒｆａｃｅ），它包含顶点数据

（Ｖｅｒｔｅｘ）、顶点索引数据（ＶｅｒｔｅｘＩｎｄｅｘ）和表现

原始几何特征的纹理（Ｔｅｘｔｕｒｅ）。纹理包括表面

纹理、法线纹理和深度纹理，上述三种纹理在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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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合成面结构的纹理，共同表现面结构的原始几

何特征。一个面结构至少包含上述一种纹理。面

结构通过其顶点的属性，即顶点坐标和顶点对应

的索引构建简化后的面结构的几何特征。

２　三维模型纹理烘焙方法

为了便于 ＧＰＵ数据加载，图１中的体结构

简化生成面结构时，必须将原始Ｓｏｌｉｄ结构中各

个顶点的法向量（犖狓，犖狔，犖狕）和高度差（Δ犱）等

原始三维模型的空间向量信息存储到法线纹理或

者深度纹理的像素中。定义需要存储到像素中的

空间几何信息（如法向量）为烘焙信息，存储烘焙信

息的法线纹理或者深度纹理为烘焙纹理，所以，纹

理烘焙就是将烘焙信息按照一定的函数规则转换

到纹理空间，并储存到烘焙纹理中，如式（１）所示：

ξ（犅，犔，犎）＝ （狉，犵，犫） （１）

式中，（犅，犔，犎）表示体对象Ｓｏｌｉｄ结构中顶点的

经度、纬度和高程信息；（狉，犵，犫）表示纹理像素中

红、绿和蓝的值。

在三维虚拟地球中，三维模型真实的位置和

姿态是通过其顶点大地坐标和高程（犅，犔，犎）来

描述的。当三维模型的空间位置和姿态发生变化

时，三维模型中的顶点具有空间特征的向量信息

（如法向量）将发生变化，如图２（ａ）所示。因此，

针对三维虚拟地球中三维模型需要烘焙的顶点向

量信息，必须存储到与大地直角坐标无关且与三

维模型面结构表面相对不变的局部空间中，即

ＧＰＵ绘制要求的切空间中。对任意顶点而言，切

空间选取其切面上平行于顶点纹理空间轴（珤犝，珝犞）

的单位向量（珝犅，珤犜）作为切平面基准轴方向，顶点

法向量的单位向量珤犖 作为垂直于切平面的基准

轴方向，如图２（ｂ）所示。

针对Ｓｕｒｆａｃｅ表面任意点犘１构建切空间，选

取与犘１共面的两个点犘２、犘３，那么这三个点的大

地空间坐标分别为（犅１，犔１，犎１）、（犅２，犔２，犎２）和

（犅３，犔３，犎３），对应表面纹理坐标分别为（犝１，

犞１）、（犝２，犞２）和（犝３，犞３），如图２（ｂ）所示。则由

切空间的定义可知，有如下公式成立：

（犅１，犔１，犎１）＝犝１·珤犜＋犞１·珝犅

（犅２，犔２，犎２）＝犝２·珤犜＋犞２·珝犅

（犅３，犔３，犎３）＝犝３·珤犜＋犞３·珝

烅

烄

烆 犅

（２）

　　由式（２）变换可知，在已知三维模型任意面结

构的大地坐标和纹理坐标的情况下，不难解出切

图１　面向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数据结构

Ｆｉｇ．１　ＧＰＵ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３Ｄ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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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坐标轴的单位向量（珝犅，珤犜）：

珤犜＝
（犞３×犅２－犞２×犅３，犞３×犔２－犞２×犔３，犞３×犎２－犞２×犎３）

犝２×犞３－犞２×犝３

珝犅＝
（犝２×犅１－犝１×犅２，犝２×犔１－犝１×犔２，犝２×犎１－犝２×犎２）

犞１×犝２－犝１×犞

烅

烄

烆 ２

（３）

图２　三维模型纹理烘焙

Ｆｉｇ．２　ＲｅｎｄｅｒｔｏＴｅｘｔｕｒｅｏｆ３ＤＭｏｄｅｌｓ

　　法向量珤犖 就是珤犜、珝犅 的外积，即珤犖＝珤犜×珝犅，

将其写成转换矩阵形式如下：

犕ｔａｎ＝

犜狓 犅狓 犖狓

犜狔 犅狔 犖狔

犜狕 犅狕 犖

烄

烆

烌

烎狕

（４）

那么，顶点犘１基于大地坐标空间的任意向量信息

都可以通过矩阵 犕ｔａｎ变换到切空间中。以犘１点

的法向量为例，如式（５）所示：

珝犞狋＝犕
－１
ｔａｎ×珝犞狑 ＝珝犞

Ｔ
狑 ×（犕

－１
ｔａｎ）

Ｔ （５）

式中，珝犞狑 是犘１点在大地坐标空间中已知的法向

量；珝犞狋是求得的犘１点在切空间中的法向量。

将经过切空间转换的烘焙信息按照与Ｓｕｒ

ｆａｃｅ表面纹理相同的纹理坐标值（犝，犞）存储在烘

焙纹理中，使得其几何坐标信息和烘焙信息对应

起来，如图２（ｃ）所示。如果面结构没有表面纹理

数据，面结构顶点的烘焙信息按顶点顺序逐行存

储到烘焙纹理的像素中，同时计算像素在纹理空

间中的归一化坐标，该坐标作为面结构顶点的烘

焙信息所对应的纹理坐标。

３　三维模型多尺度可视化方法

三维虚拟地球中，随着视点的变化，动态调度

多尺度的分层分块的空间数据来实现多源、多尺

度空间数据的高效可视化［６］。为了在三维虚拟地

球中实现三维模型的无缝集成可视化，本文提出了

面向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多尺度可视化方法。

首先，基于全球等经纬度四叉树结构的金字

塔数据模型［７］，将简单模型按照简化几何和纹理

尺度生成多尺度的体结构，并分别存储在全球等

经纬度四叉树金字塔数据结构的不同层中，如图

３（ａ）和３（ｂ）所示。

其次，基于上述数据组织和存储结构，将面向

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尺度与全球影像、地形四叉

树结构金字塔的尺度对应起来，建立视点当前显

示的影像、地形和模型尺度的索引关系，通过视点

动态调度的影像、地形尺度检索到需要加载的三

维模型尺度，实现影像、地形和三维模型尺度一致

的无缝集成，如图３（ｃ）所示。

最后，面向ＧＰＵ的模型绘制中，不同的ＧＰＵ

算法可以控制光线的明暗、纹理的偏移，实现对三

维模型表面不同层次的细节表现。如 Ｂｕｍｐ

Ｍａｐ、ＮｏｒｍａｌＭａｐ、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Ｍａｐ、ＲｅｌｉｅｆＭａｐ等

算法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模拟模型的几何细节［８］。

因此，根据ＧＰＵ绘制算法模拟几何细节程度的

不同构建ＧＰＵ算法梯度，按照梯度值由大到小

依次进行排序，形成多尺度 ＧＰＵ算法金字塔结

构。随着视点远近的移动，不同尺度的三维模型

将使用不同梯度的ＧＰＵ算法模拟几何细节，从

而实现三维模型的多尺度可视化，如图３（ｄ）所示。

ＧＰＵ算法金字塔的核心是构建与ＧＰＵ模型

显示尺度相对应的ＧＰＵ算法梯度。ＧＰＵ算法通

过计算出Ｓｏｌｉｄ中的顶点法向量以及纹理偏移信

息并加载进渲染管道，使得Ｓｕｒｆａｃｅ实现对Ｓｏｌｉｄ

几何细节的模拟，不同 ＧＰＵ算法计算出的法向

量以及纹理偏移信息略有差异。定义ＧＰＵ算法

计算出的原始三维模型法向量、纹理偏移信息为

还原信息，Ｓｏｌｉｄ顶点的法向量、纹理偏移信息为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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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面向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多尺度可视化

Ｆｉｇ．３　ＧＰＵ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Ｍｏｄｅｌｓ

原始信息，为了区分 ＧＰＵ模拟简化前三维模型

几何细节的能力，将还原信息和原始信息差的长

度取倒数定义为 ＧＰＵ 算法的权重值。例如，原

始三维模型顶点的法向量是（珤犖狓，珤犖狔，珤犖狕），ＧＰＵ

算法模拟的法向量为（珗狀狓，珗狀狔，珗狀狕），原始三维模型

的纹理偏移为（犜犝，犜犞），算法模拟出的纹理偏移

为（狋狌，狋狏），则其对法向量和纹理的影响权重为：

犘ｎｏｒ＝
１

‖Δ
→
Ｎｏｒ‖

＝

　
１

２

（犖
→

狓－珗狀狓）
２
＋（犖

→

狔－珗狀狔）
２
＋（犖

→

狕－珗狀狕）槡 ２

犘ｔｅｘ＝
１

‖ΔＴｅｘ‖
＝

　
１

２
（犜犝 －狋狌）

２
＋（犜犞 －狋狏）槡

烅

烄

烆 ２

（６）

式中，犘ｎｏｒ为算法的法向量权重；犘ｔｅｘ为算法的纹

理权重。将选取的犿（犿 属于正整数）种ＧＰＵ算

法按照算法的法向量权重值犘ｎｏｒ从小（犘ｍｉｎ）到大

（犘ｍａｘ）的规则进行排序，当犘ｎｏｒ相等时，算法按照

犘ｔｅｘ从小到大的顺序继续排序，构成如图３（ｄ）所

示的ＧＰＵ算法梯度。犘 值越大，其模拟的几何

细节程度越强。假设当前三维模型存储在狀（狀属

于正整数）级尺度层级中，狀值越大，其存储的三

维模型的几何和纹理的分辨率越高。当 犿≥狀

时，从ＧＰＵ算法梯度表中的最小权值ＧＰＵ算法

开始，按照权值由小到大的顺序选择狀种算法，将

１到狀级的三维模型尺度层级与狀种ＧＰＵ算法

梯度表的排列由小到大依次一一对应起来。当犿

＜狀时，将１到犿级的三维模型尺度层级与犿 种

ＧＰＵ算法按照ＧＰＵ算法梯度表的顺序由小到大

依次一一对应起来，剩余的三维模型尺度层级选

择ＧＰＵ算法梯度表中最大权重值的 ＧＰＵ算法

进行可视化。上述ＧＰＵ算法的选择关系可以在

三维模型处理时预先构建，在进行三维模型可视化

时，实时调用进行绘制。由此，可以根据三维模型

的尺度选择合适的ＧＰＵ算法来进行绘制，达到三

维模型尺度与ＧＰＵ绘制能力的一致性，从而实现

面向ＧＰＵ绘制的三维模型多尺度可视化。

４　实　验

为了对本文提出的面向ＧＰＵ的三维模型绘

制方法进行验证，基于开放式虚拟地球集成共享

平台ＧｅｏＧｌｏｂｅ，从单个模型渲染效果及海量模型

绘制效率两个方面和传统绘制方式进行对比实

验。实验是在 ＶＣ６．０环境下使用 Ｃ＋＋ 和 Ｄｉ

ｒｅｃｔ３Ｄ完成的，使用 ＨＬＳＬ语言进行ＧＰＵ编程。

硬件配置为Ｉｎｔｅｌ
（Ｒ）Ｃｏｒｅ

（ＴＭ）２ＱｕａｄＱ８３００４核

２．５ＧＨｚＣＰＵ，ＮＶＩＤＩＡＧｅＦｏｒｃｅＧＴ２２０显卡，

５１２ＭＢ显存，２ＧＢ内存。实验选用按真实比例

构建的某电视塔模型进行，原始三维模型拥有

３８７５个顶点、９３６０个三角面和５张纹理贴图，面

向ＧＰＵ绘制进行三维模型数据前期处理，将模

型简化到２３５４个顶点、６２４８个三角面，生成５

张纹理贴图和５张法向量贴图。在ＧｅｏＧｌｏｂｅ客

户端中，按照ＧＰＵ数据组织形式和传统方式绘

制的效果对比如图４和图５所示。

为了验证大范围复杂三维模型的绘制效率，

以方阵形式将电视塔的三维模型重复绘制在

ＧｅｏＧｌｏｂｅ中，绘制１５００次，如图６所示。在采

用了视点裁剪可视化技术的条件下，与传统的基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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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固定管线的方式进行了对比实验，两种方式的 绘制效率对比如表１所示。

图４　传统绘制方式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图５　ＧＰＵ绘制方式

Ｆｉｇ．５　ＧＰＵｂａｓｅｄ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图６　大规模复杂三维模型绘制

Ｆｉｇ．６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３ＤＭｏｄｅｌｓ

表１　相同模型数量两种方式绘制效率对比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ＷａｙｓｔｏＲｅ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ｏｄｅｌｓ

建筑物／个 顶点／个 三角形／个 纹理／（ＭＢ／个） 绘制帧率／（帧·ｓ－１）

基于ＧＰＵ绘制 １５００ ３５３１０００ ９３７２０００ ４．４ ５０

固定管线绘制 １５００ ５８１２５００ １４０４００００ ２．２ ２７

　　从图６和表１中的两种数据组织方式渲染的

效果和效率上可以看出，基于 ＧＰＵ的模型数据

组织方式可以在三维虚拟地球中更好地表现模型

的三维空间立体感和细节，并且达到了比传统固

定管线方式高出６０％的渲染效率。

５　结　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面向ＧＰＵ绘制的复杂三维

模型的可视化方法，研究了适合 ＧＰＵ 绘制的三

维模型数据结构，实现了三维模型从大地坐标到

纹理空间的信息烘焙，构建了三维模型尺度与

ＧＰＵ绘制算法梯度的映射关系，实现了三维模型

的多尺度高效绘制，并通过实验对方法的有效性

进行了验证。下一步将探讨三维虚拟地球中面向

ＧＰＵ绘制的地形、影像和三维模型的集成数据结

构，实现影像、地形和三维模型的统一绘制，进一

步提高三维虚拟地球系统的可视化效率。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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