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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飞行仿真中大地形数据量大、细节丰富导致的渲染负载重、帧率不稳定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细分着

色的地形建模方法。该方法以几何裁剪图为框架构建视点相关的多分辨率地形结构。首先，在CPU中生成若干个
细分控制点并存入顶点缓存。每层几何裁剪图根据顶点缓存中的细分控制点在索引缓存中生成能够表示几何裁
剪图结构框架和状态的索引点，经CPU传至GPU。其次，在GPU读取索引点后通过细分着色器生成自适应三角形
面片。在渲染循环的更新阶段，仅需对几何裁剪图的变化区域进行索引点替换，可完成几何裁剪图的状态切换。
最后，按照自内向外的顺序，依次对每层（最内层除外）几何裁剪图的内侧边（与下一层的共享边）进行增加细分
着色控制点的操作，从而增加内侧边三角形面片，使其与内层几何裁剪图相对应，消除几何裁剪图相邻层次间因
分辨率不同引起的“裂缝”现象。实验证明，该方法能充分利用显卡硬件的最新特性，在实时渲染中减少CPU向
GPU传输的顶点数量，使渲染负载相对平衡，提升渲染效率和地形实时漫游的帧率稳定性，并提供一种简单有效
的“裂缝”消除方法，在保证大地形细节真实程度的同时，满足飞行仿真中对大地形绘制实时性与稳定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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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sellation-based Terrain Modeling Algorithm for Flight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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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problems of heavy rendering loads and unstable frame rates caused by huge data and rich details of large terrain in
flight simulation, a terrain modeling method based on Tessellation was proposed. The key idea of the method is to build a view-dependent multiresolution LOD structure of terrain based on geometry clipmaps. Firstly, several Tessellation control points, which are able to express structures
and all states of geometry clipmaps by index groups, were generated in CPU and stored in vertex cache. Then, index points were generated in index cache by each level of geometry clipmaps according to Tessellation control points in vertex cache and transferred from CPU to GPU.
Secondly, adaptive triangle patches were generated by GPU tessellation shader according to index points in GPU. In update phase of rendering
cycle, states switching of geometry clipmaps was did by simply replacing index points in changing regions. Finally, ‘cracks’ caused by different
resolutions between adjacent levels were eliminated by modifying outer tessellation level factor of shared edges between levels, which can generate triangle patches from inside to outside at shared edges of outer level corresponding to the inner leve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make full use of new features of the latest graphics cards. It is able to decrease data transmission from CPU to GPU while
achieves the balance of rendering loads, and improves the rendering efficiency and real-time frame rate stability during terrain navigation. The
proposed method of crack eliminating is simple and effective, which ensures the real degree of details of large terrain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table real-time terrain rendering in flight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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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地形建模一直是飞行仿真、地理信息系
统、虚拟现实等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何高效率、高质
量、高稳定性地实时渲染具有超高细节度的地形，仍
是一个难题。近年来，计算机图形处理器（GPU）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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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消除地形中的“裂缝”现象，在充分利用GPU硬件
性能的同时，保证渲染帧率的稳定性。

1 算

法

极大的发展，单纯依靠CPU的传统绘制方法已经不

作者提出的基于细分着色的地形建模方法：首

能适应现代图形硬件的发展 [1] 。几何裁剪图（geo-

先，根据几何裁剪图结构构建地形各层可复用的细

metry clipmaps）通过构建视点相关的“金字塔”结构

分控制点，这些细分控制点能够表达每层几何裁剪

多分辨率规则三角形网格，可简单高效地表示3维地

图的结构框架和所有状态。细分控制点可预先生成

[2]

形结构，并能较好地解决渲染帧率不稳定的问题 。
[3]

并存入顶点缓存。其次，根据顶点缓存中的细分控制

Asirvatham等 利用GPU高性能特点，提出几何裁剪

点生成每层几何裁剪图的索引缓存，GPU在读取索

图（geometry clipmaps）的优化算法，由CPU构建顶点

引缓存后通过细分着色器生成自适应三角形面片。

缓存和索引缓存，交予GPU进行三角形网格生成，大

在渲染循环的更新阶段，仅需对几何裁剪图的变化

大减少了CPU的工作负担，但是，该算法需要将庞大

区域进行顶点索引的更新，随后更新几何裁剪图的

的顶点及索引数据从CPU向GPU传输，会带来巨大

状态。最后，以自内向外的顺序，依次对每层（最内层

的数据传输负担。此后，Dimitrijević[4]、Tang[5]、Feld-

除外）几何裁剪图的内侧边（与下一层的共享边）进

[6]

mann 等在几何裁剪图的基础上进行算法优化，但

行增加自适应点的操作，从而增加内侧边三角形面

是，这些方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片，使其与内层几何裁剪图相对应，消除层间共享边

从DirectX11和OpenGL4.0渲染管线中引入细分

的裂缝。

着色器以来，在显卡硬件中生成顶点和三角形效率

1.1 细节控制点构建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Yusov等 [7]提出了一种基于硬

1.1.1

几何裁剪图的结构框架

件细分的地形渲染算法，利用细分着色器，CPU仅需

几何裁剪图将地形高程当作一张2维灰度图，并

向GPU传输极少的细分控制点，自适应生成顶点及

对其过滤采样，形成包含L层的mipmap图像 [3]。针对

三角形面片。但是，该算法在实时漫游中，会因为地

mipmap每一层，构建如图1所示的正方环形结构，由

形不同区域的复杂程度不同，导致渲染负载不平衡，

n×n的点阵构成。为了实现可视区域裁剪，将该结构

引起帧率骤变的问题。张兵强等 [8]提出了一种基于屏

分为若干块，则这些块包括3种类型：12个m×m的正

幕空间的地形细分着色渲染方法，进一步简化了细

方形（图1的灰色部分，简称为M型块）；4个m×2的矩

分控制点的组织；Kang等 [9]在文献[7]的基础上，增加
了对地形局部高精度数据区域的进一步细分的方
法；韩敏 [10] 和Alderson [11] 等分别从地形数据压缩和

形（图1的绿色部分，简称R型块）；1个L型区域（图1
的蓝色部分，简称为L型块）；其中， m = (n + 1)/4 − 1 。

网格简化入手，减少了大规模地形数据的存储冗余。
Liu[12]和Mikhaylyuk[13]等分别针对飞行模拟和航天模
拟提出基于细分着色的地形绘制优化算法。但是，这
些算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实时渲染中因不同区域
地形网格疏密程度不同引起的渲染帧率不稳定问
题。Barnard 等

[14]

视点

首次将细分着色技术应用于几何裁

剪图，但是，该方法只是简单通过细分着色器减少了
一定数量的CPU顶点输入，并未充分发挥硬件性能。
针对如今超高分辨率的海量地形数据，如何高
图1

效率、帧率平滑地实时渲染，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
题。针对上述问题，在几何裁剪图的算法框架下，作

Fig. 1

几何裁剪图的构成

Structure of geometry clipmaps

者提出一种基于细分着色的地形建模方法。引入细

针对几何裁剪图的每一层，构建如图2所示的嵌

分着色器，通过预先指定能够表示几何裁剪图结构

套三角形网格。为了方便绘制时的视锥体裁剪，作者

的 细 分 控 制 点 ， 将 其 由 CPU以 顶 点 缓 存 形 式 传 给

将每层几何裁剪图分成18块。其中：第1～12块为规

GPU，并由GPU细分着色器控制自适应三角形面片

则的正方形网格块（M型块）；第13～16块为规则的

的生成和更新，通过增加层间共享边外侧细分层级

矩形网格块（R型块）；第17块为L型的规则网格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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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数据
（细分控制点）

图该层正方环内侧的4个位置（左上、左下、右上、右
下）出现；第18块为视点中心区域的网格，该区域的
尺寸刚好为本层网格尺寸的一半。在几何裁剪图中，

顶点着色器

只有最内层才会渲染第18块，其余层则均由下一层
网格所代替（如图2的右下角所示）。由于第18块所在

细分控制
着色器

细分计算
着色器

光栅化

剪切

几何着色器

图元设置

片元着色器

区域需要被下一层网格填充，则每层的网格数必须
为偶数，即每层网格边上的顶点必须为奇数。因此，
为便于处理，作者将每层网格的顶点数设定为n×n，
其中，n = 2k + 1, k = 2, 3, 4, · · ·。
1

2

13

3

4
片元数据
（画面像素）

6

5
18

14

图3

15

Fig. 3
7

8
17

9

10

图2
Fig. 2

16

11

12

几何裁剪图的网格模型

Grid model of geometry clipmaps

细分着色器的工作流程

1.1.2

包含细分着色器的绘制管线

Rendering pipeline with tessellation shaders

细分控制点的创建和分布
与 文 献 [2−3]的 方 法 不 同 ， 提 出 的 算 法 无 需 在
CPU中创建几何裁剪图的每个顶点，仅需在预处理
阶段针对几何裁剪图各块的轮廓进行顶点（细分控
制点）构建。细分控制点将由CPU以写入顶点缓存的
方式传给GPU，并由GPU细分着色器生成面片，形成
全部地形可视化的顶点和三角形。
图 4给 出 了 细 分 控 制 点 的 具 体 分 布 。 其 中 ， 点
{n0 , n1 , · · · , n31 } 能够覆盖所有M型块和R型块；由于L型
块可能出现在4个不同的位置，故创建点{n32 , n33 , · · · , n43 }
表示L型区域。
1.1.3

0

1

2

3

4

5

6

7 32
34 35

8

9

33 10
36 37

11

OpenGL4.0的绘制管线中引入了细分着色器，突

12

13

14

15

破了上述限制，包含细分着色的OpenGL绘制管线如

16

17

18

19

在传统的OpenGL绘制管线中，GPU只能在CPU
传来的固定顶点处理过程中对其关联的数据进行更
新，而无法实时创建新的几何体，或对图元中其他顶
点数据进行访问[15]。

视点

图3所示。
新的绘制管线定义了一种新的几何体图元类型

20

38 39
21 42

22

23

40 41
4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面片（patch）。面片是在GPU中通过细分着色器
生成的线段或三角形。模型的几何图元生成过程被
分为顶点着色和细分着色两个阶段。在顶点着色阶
段，仅需在CPU中设置能够表达模型基本结构的顶

图4

细分控制点的分布

点，这些顶点被称为“细分控制点”，存入顶点缓存供

Fig. 4

GPU使用；细分阶段的工作由细分控制着色器和细

细分控制点存入顶点缓存后，将会被几何裁剪

Distribution of tessellation control nodes

分计算着色器共同完成。细分控制着色器通过设置

图每层的索引缓存引用，生成后续的三角形面片。

细分层次因数等参数决定生成面片的数量。细分计

1.2 自适应三角形面片生成更新

算着色器通过设置图元生成域、图元面朝向及细分
坐标间隔等参数，控制生成面片的类型、朝向及分布。

每层几何裁剪图都有一个索引缓存，其中，存有
对顶点缓存的索引。GPU细分着色器将根据这些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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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生成自适应三角形面片并实时进行更新。

由图6可知，无论n取值如何，仅利用4个顶点可

自适应三角形面片生成

1.2.1

第 51 卷

以完成M型块和R型块的三角形面片生成，仅利用

OpenGL细分控制着色器支持3种不同的图元生
成域：四边形、三角形和等值线几何

[15]

8个顶点可以完成L型块的三角形面片生成。

。由于几何剪

裁图的各块均可由矩形组合表示，故提出的算法中
细分着色器采用四边形域进行三角形面片生成。因
此，索引缓存中的点将以每4个为一组的方式传入细
分控制着色器。所有M型块和R型块均可由一组4点
进行构建。L型块由3组索引点构建，分别表示L型块
图6

分，L型块将根据其在实时漫游中的不同位置分为如

Fig. 6

图5所示的4种方式构建。
32

10

7

33 10

34 35

37

34

36 37

自适应三角形面片生成示例

Example of adaptive triangle patches

自适应三角形面片更新

1.2.2
7

(c) L型块

(a) M型块 (b) R型块

的水平部分、垂直部分以及一个长度为1的拐角部

在地形实时漫游时，由于视点的移动是连续的，
因此，几何裁剪图每层每次更新只需要修改L型块的
构建方式。

视点

视点

相对于视点移动的距离，较外层发生更新所需
43 24

21 42

步长是成指数增加的。假设最内层（即最精细层） l0 的
更新步长为s，则第lk 层的更新步长为：
sk = s×2k

7

32

（5）

因此，自适应三角形面片很少发生更新，即便发

33 10

生更新，仅需更改构建L型块的8个细分控制点的内
容，相比于经典几何裁剪图算法需对L型块所有顶点
视点

进行更新（如n=127，L型块共有252个顶点），效率会

视点

38 39

41

38

40 41

有进一步的提升。

21 42

24

21

43 24

1.3 层间裂缝消除
裂缝消除原理

1.3.1
图5
Fig. 5

L型块的4种构建方式

几何裁剪图相邻层间会因分辨率不同导致“裂

Four types of structures of L-shape blocks

假设几何裁剪图是由n×n的点阵构成，则M型块
的边长为：

缝”现象的出现，如图7所示。经典几何裁剪图算法通
过渲染一组“退化三角形”来“缝补裂缝”[3]。这样不
仅会造成视觉效果失真，还会带来额外的渲染负担。

m = (n + 1)/4 − 1

（1）

作者使用细分着色器，通过增加外层几何裁剪图的

相应地，R型块的长边长度为m，短边长度则为

层间共享边上的外侧细分层级值，简单有效地解决

n − 4m − 1 = 2 。L型块的宽度为1，水平部分和垂直部

该问题。

分的长度为2m + 1。
由此可得到3种块的细分层级设置：
{ I
T M (i) = m, i = 0, 1;
T MO (i) = m, i = 0, 1, 2, 3
{ I
T R (0) = T RO (0) = T RO (3) = 2,
T RI (1) = T RO (1) = T RO (2) = m
{ I
T L (0) = T LO (0) = T LO (3) = 1,
T LI (1) = T LO (1) = T LO (2) = 2m + 1

（2）
（3）
（4）

假设 n = 15 ，则自适应三角形面片构成如图6所
示，其中，黑色圆点表示细分控制点。

图7
Fig. 7

层间裂缝

Cracks between adjacent levels

式（2）～（4）中，关于内侧和外侧细分层级设置
是一致的，即生成的面片是均匀的。而位于几何裁剪

第1期

宋

歌，等：基于细分着色的飞行仿真地形建模方法

201

图相邻层共享边区域的面片由于分辨率不同，导致

图10给出了一个当n=15时的示例，其中，红色粗

共享边上内层的顶点数是外层顶点数的两倍。这是

线框内展示了利用层间共享边外侧细分层级的灵活

产生“裂缝”现象的根本原因。通过增加外层面片所

设置得到的结果。由图10可以看出，位于共享边上的

在几何图元在共享边上的外侧细分层级，可解决这

三角形面片能够全部对接，没有图7所示的“裂缝”现象。

一问题。图8给出了消除“裂缝”的原理，对于任一位
于共享边的面片单元，仅需将外层共享边的外侧细
分层级值增倍，使得内外层在共享边上的顶点数一
致，消除“裂缝”。

图 10

共享边

图8
Fig. 8

Fig. 10

裂缝消除原理

Principle of eliminating cracks

细分着色器的实现包括细分控制着色器和细分

几何裁剪图层间共享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位
于L型块上，另一部分位于对侧的M型和R型块上，如
图9所示。
1

2

3

5

4

Example of how to eliminate cracks

1.4 细分着色器的实现细节

裂缝消除方法

1.3.2

消除裂缝的示例

共享边
第1部分

计算着色器的实现。
由于细分控制着色器主要功能是传递细分控制
参数，因此，仅需在细分控制着色器中根据式（2）～
（4）、（6）对内外侧细分层级因数进行设置，即可完成
实现。
对于细分计算着色器，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计
算自适应三角形面片的细分坐标。由于本文算法的

6

三角形面片都是均匀规则的，因此采用等间隔的方
7
共享边
第2部分

9

视点
10

式进行三角形面片渲染。

8
11

设四边形生成域的4个细分控制点分别为 pI0 、 pI1 、

12

pI2 、 pI3 ，其类型为OpenGL Shading Language内置向量
图9
Fig. 9

层间共享边

类型vec4，细分坐标为 (u, v) ，则通过细分计算着色器

Shared edges between adjacent levels

生成的面片位置坐标计算式为：

对于共享边第1部分，仅需在式（4）的基础上，对
L型块进行细分控制设置：
T LO∗ (inner) = T LO (inner)×2

（6）

式中，inner表示L型块的内侧边，即共享边。
对于共享边第2部分，R型块、M型块7和M型块
10（如图9所示）可按共享边第1部分的处理方法，根
据式（6）进行细分控制设置；而对于M型块5和M型
块11，其内侧边有一小部分落在了L型块上。若按式

pO =(1 − u) × (1 − v) × pI0 +
u×(1 − v) × pI1 + u × v×pI2 +
(1 − u)×v × pI3

（7）

利用式（7）计算得到的面片位置坐标，可以保证
自适应三角形面片均匀规则的分布。

2 实验结果分析
2.1 实验环境及方法

（6）设置，则与之相邻的L型块的边上又会出现新的

实 验 硬 件 配 置 为 ： CPU Intel Core i7-2600K

“裂缝”。为了简便处理，对L型块的相应边同样进行

3.4 GHz，8.00 GB RAM，NVIDIA GeForce GTX 590显

了式（6）的设置，即将该边原有的细分控制值由1设

卡，PHILIPS 241E1显示器（分辨率为1 920×1 080）。

为2，从而消除新的“裂缝”。

软件环境为：Windows 7 64位旗舰版，Visual Studio

经过以上细分控制设置操作，可以完美消除层
间裂缝。

2012，OpenGL 4.3，着色器语言为GLSL。实验采用的
数据包括一份中国西藏地区的地形数据（包含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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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机场模型）和一份美国Puget Sound地区的地形
数据，高程数据和影像数据大小分别均为16 385×

由 图 12可 知 ： 本 文 算 法 的 帧 率 远 远 高 于 文 献
[3–4]；文献[7]算法的平均帧率虽与本文算法相当，
但其帧率变化非常频繁，尤其在第180 s和第350 s时
刻附近，帧率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低，正好对应图12中
漫游路径中的两次转弯——由于视点方向的突然改
变，导致可视范围内的地形LOD瞬间变化，从而引起
帧率直线下降；本文算法则继承了几何裁剪图的优
点，在漫游中保持了平滑的帧率稳定性，同时，充分
利用了GPU性能，达到了较高的帧率。
150
帧率/(帧·s−1)

16 385和16 384×16 384。
首先，实验对本文算法和经典几何裁剪图算法
进行了CPU向GPU传输顶点数量的比较；其次，针对
中国西藏地区数据，实验通过给定的漫游路径（如图11
所示），分别用本文算法、文献[3–4,7]算法进行地形
实时漫游并记录相关数据进行比较；最后，为了方便
观察实验结果，利用Puget Sound影像数据色彩鲜明
的特点，进行消除裂缝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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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3]算法

文献[4]算法

文献[7]算法

图 12
Fig. 12
图 11
Fig. 11

帧率统计

Statistics of frame rate

图13给出了层间裂缝消除前后的效果对比。

实验漫游路径

Wandering path in experiments

2.2 实验结果及分析
表1给出了本文算法与经典几何裁剪图算法
CPU向GPU传输顶点数量的比较。
表1
Tab. 1

CPU向GPU传输顶点数量比较
(a) 裂缝消除前

Compare of vertices number from CPU to GPU

CPU向GPU传输顶点数量
(地形LOD层数=7)
几何裁剪
图尺寸
经典几何裁
本文算法
剪图算法

CPU向GPU传输顶点数量
(地形LOD层数=9)
本文算法

经典几何裁
剪图算法

63×63

301

27 783

387

35 721

127×127

301

112 903

387

145 161

255×255

301

455 175

387

585 225

511×511

301

1 827 847

387

2 350 089

从表1看出：经典几何裁剪图算法的顶点传输数

(b) 裂缝消除后

图 13

裂缝消除前后效果对比

量非常庞大，且随着几何裁剪图尺寸的增大以平方

Compare of effect before and after eliminating
cracks

级速度增长；而本文算法仅需向GPU传输若干个细

图13（a）中的几何裁剪图层间未进行共享边细

分控制点，因此，顶点传输数量非常少，且不会受几

分，则在层间出现了三角形状的“裂缝”；而如图13（b）

何裁剪图尺寸增大的影响。

所示，经过了本文方法的共享边细分处理，可以完美

图12给出了地形细节层次（LOD）层数为7层，几
何裁剪图尺寸n=255时（文献[7]算法设定可视区域的
7

Fig. 13

地消除“裂缝”现象。
图14给出了本文算法在某高原机场附近不同角

尺寸大小为255×2 ），在显示器上以1 920×1 080全屏

度的渲染结果。从图14中可以看出，地形构造平滑，

运行模式下，本文算法、文献[3–4,7]的算法的帧率变

无“裂缝”现象出现，地形细节展现度较高，渲染效果

化曲线。

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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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渲染结果1

(b) 渲染结果2

(c) 渲染结果3

(d) 渲染结果4

图 14
Fig. 14

3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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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结果

Rendering results

论

作者利用显卡硬件的最新特性，通过细分着色
器自适应生成并渲染地形几何裁剪图的三角形面

Wesley,2005:27–45.
[4] Dimitrijević A M,RančićD D.Ellipsoidal clipmaps—A

planet-sized terrain rendering algorithm[J].Computers and
Graphics,2015,52:43–61.

片，在优化渲染内容更新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

[5] Tang Bing,Miao Lanfang.Real-time rendering for 3D game

CPU向GPU传输的顶点数量。实验证明了本文算法

terrain with GPU optimiz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2010

能够明显提高地形渲染帧率和帧率稳定性。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Modeling

然而，本文算法针对地形上特定区域（如河流、

and Simulation.Sanya:IEEE,2010:198–201.

海洋等）的特殊效果渲染则比较困难— 需通过指

[6] Feldmann D,Hinrichs F.GPU based single-pass ray casting

定相当多的控制点来划定区域边界。而这将影响特

of large heightfields using clipmaps[EB/OL].[2018-01-14].

定区域的渲染效率。下一步，将针对此问题对算法进

http://pdfs.semanticscholar.org/b60c/24d8611893c3693fd32

行改进，使算法能够更加完善。

57424c5fba0cb0f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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