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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虚拟仿真中水沙模拟时空过程三维可视化
冶运涛，蒋云钟，梁犁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将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粒子系统引入数字流域研究，研发了基于通用网格的水沙模拟时空过程三维可视化
系统。该系统建立数据结构描述粒子信息和计算或者虚拟网格单元信息传递关系；采用网格控制粒子随机生成；提
出局部搜索定位方法来快速确定粒子位置；通过反距离加权平方插值提取水流信息；利用自适应龙格库塔方法实
现粒子的动态变化；设计了附有更多水流属性的水体粒子；研究了流场变化过程中粒子分布不均的问题。将上述方
法应用于三峡与葛洲坝间河道水流的动态可视化模拟，验证了该系统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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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虚拟仿真的流域可视化技术，以其逼真的三维场景和友好的实时动态交互特性，引起了研究学
者广泛关注。它为研究者开辟了一个具有沉浸感的虚拟环境，实现了多维空间和时间数据的视觉化，使研究
者既能够在虚拟环境中交互操控研究对象，更可以在仿真模拟等科学计算过程中实时查询正在处理的各种计
算参数［１］。

流场研究是分析水流运动特性、污染物运移、河道冲淤规律、河床演变以及水沙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
随着科学和工程研究对河流模拟精度要求越来越高，势必生成大量数据，快速有效地分析这些数据对检验模
型的可靠性和模拟精度成为研究的关键，流场可视化研究为解决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先进技术手段，它在庞
大的数据量中提取有效信息，并通过计算机直观、形象地展现给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极大地提高了数据处理
效率。

Ｋｒｕｇｅｒ等［２］研究了在ＧＰＵ加速下的基于均匀网格的粒子系统模拟流场的方法，但是不能直接移植到数
字流域和河流研究中。有学者将粒子系统引入水利领域的研究，Ｓｈｅｎ等［３］结合粒子系统、遥感信息模型和
元球技术模拟了坡面的水蚀过程；张尚弘等［４］将粒子系统与结构网格相结合模拟河道水流。这些研究均取
得了很好效果，但是前者的水流运动仅是融入了更多地学信息，动力学机制不足，无法直接应用于河道水流
模拟；后者是基于结构网格进行水流模拟研究，粒子绘制采用线性箭头方式，这样会造成视觉上的二义性，
附带的水流特性信息较少，使模拟结果显示不合理，而且没有对粒子的出生位置做详细探讨。冶运涛等［５］

采用点图标方法实现了流场可视化功能，可适当处理表现水流的局部动态性，实现简单，占有内存少；但是
该方法表现的是欧拉场变化，不能追踪水流运动轨迹。

针对以上研究存在的不足，在基于非结构网格的水动力学模型基础上，将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粒子系统
引入数字流域研究中，进行河道水流模拟。本文首先研究流场模拟的粒子系统原理和框架；然后设计了数据
结构体描述计算网格和粒子之间的传递关系；再之对粒子系统模拟流场的关键环节，如粒子初始位置、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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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空过程、粒子出生和死亡、粒子的绘制和显示以及粒子分布不均进行了重点研究；最后将提出的基于通
用网格的动态可视化方法应用于三峡与葛洲坝梯级调度系统开发，证明了该方法的实用性。

１　 流场模拟总体框架
Ｒｅｅｖｅｓ［６］于１９８３年将粒子系统引入计算机图形学，其基本思想是采用许多形状简单的微小粒子作为基

本元素来表示不规则模糊物体。与传统图形学方法完全不同的是，这种方法体现了不规则模糊物体，如雨
滴、水流的动态性和随机性，从而能够很好地模拟火、云、水、森林和原野等许多自然现象［７８］。粒子系统
是一个动态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中不仅已有粒子的位置、形状以及属性发生变化，而且新的粒子不
断产生，旧的粒子不断消亡。每个基本粒子均具有形状、大小、颜色、透明度、运动速度和生命周期等属
性，这些属性都是时间的函数。在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环境中，随着时间流逝，各个粒子都要在虚拟世界中经
历“产生”、“运动”和“消亡”的生命过程。同其它描述不规则物体的方法相比，粒子系统具有以下３个
特点［９］：

（１）对物体的描述不是通过原始的具有边界的面元（如多边形集合）来描述，而是通过一组定义在空间
的原始粒子来描述；

（２）粒子系统不是一个静态实体，每个粒子的属性均是时间的函数；
（３）由粒子系统描述的物体不是预先定义好的，其形状位置等属性均用随机过程来描述。
基于粒子系统的上述特点，将运动的水体质点看作粒子，则整个流场的变化过程就可用粒子的出生、运

动、消亡的过程来模拟。粒子运动的规律由水动力学模型的计算结果控制，而其出生和消亡的规则又可按照
模拟效果的需求而定，对流场模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在采用粒子系统模拟动态的模糊不规则物体之前，要分析物体的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这样便于构建粒
子系统。假设流场是由若干个粒子构成，每个粒子的显示都经历过４个阶段：粒子的产生；粒子的运动；粒
子的死亡；粒子的绘制。粒子系统生成单帧图像的过程如图１。

图１　 流场模拟的粒子系统框架
Ｆｉｇ 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２　 数据结构体的描述
在粒子系统模拟河道水流过程中需要考虑网格存储结构和粒子系统存储结构的设计。
常见的有数组型的顺序存储结构和链表型的链式存储结构。顺序存储结构在逻辑关系上为相邻的两个元

素在物理位置上也相邻，因此可以随机存取表中的任一元素，但是这种存储结构在插入或删除操作时，需要
移动大量元素，势必造成执行效率低下。链式存储结构不要求逻辑上相邻的元素在物理位置上相邻，在插入
和删除操作时，只需同时修改两个方向的指针，该存储结构虽然没有顺序存储结构的弱点，但同时也失去了
顺序表可随机存取的优点［１０］。由于两种存储结构各有千秋，可以根据不同应用目的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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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构网格是数学模型离散的基础，其平面位置分布、节点与网格单元之间的拓扑关系在前处理过程中
就已经确定，在数值模拟求解过程中也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对应的属性信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
的。其结构体的设计不但要考虑存储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而且要满足流场可视化模拟的需要。单个节点的
数据结构体要包括节点的平面位置、高程、流速、水深、含沙量等属性信息。单个网格单元结构体则需要包
括网格单元的边数、与节点之间的索引关系、形心和距离各边的最短距离、相邻网格单元的索引等。节点和
单元的信息分别由结构体ＧｒｉｄＮｏｄｅ和ＧｒｉｄＥｌｅｍ描述，见图２。所有单元和节点用数组存储。

ｓｔｒｕｃｔ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 ｛
　 ｉｎｔ ｉｄｘ； ／ ／节点编码
　 ｄｏｕｂｌｅ ｘ，ｙ； ／ ／节点横纵坐标
　 ｄｏｕｌｂｅ ｅｌｅｖ； ／ ／节点高程值
　 ｄｏｕｂｌｅ ｕ，ｖ，ｈ； ／ ／节点流速和水深
　 ｄｏｕｌｂｅ ｓｅｄ，ｐｏｌ； ／ ／节点泥沙和污染物值
　 ｝
ｓｔｒｕｃｔ ＧｒｉｄＥｌｅｍ ｛
　 ｉｎｔ ｔｙｐｅ； ／ ／单元边数
　 ＣＡｒｒａｙ ＜ ｉｎｔ，ｉｎｔ ＞ ｅｌｅＩｄｘ； ／ ／单元顶点索引
　 ｄｏｕｂｌｅ ｘｒ，ｙｒ； ／ ／单元的形心
　 ｄｏｕｂｌｅ ｒ； ／ ／形心与所有边中的最短距离
　 ＣＡｒｒａｙ ＜ ｉｎｔ，ｉｎｔ ＞ ａｊａＧｒｉｄ； ／ ／相邻网格单元的索引
｝

图２　 节点信息和单元信息存储数据结构
Ｆｉｇ ２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ｄ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粒子系统用双向链表存储。在流场模拟时采用两个链表存储粒子，一个作为粒子源，另一个作为流场模
拟粒子系统，两者的粒子总和一定，在运行过程中动态变化：当粒子消亡时将该粒子从模拟粒子链表中删除，

ｓｔｒｕｃ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 ／指向前一粒子的指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ｅｘｔ； ／ ／指向后一粒子的指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ｓ； ／ ／粒子位置（ｘ，ｙ）坐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ｌ； ／ ／粒子速度（ｕ，ｖ）
　 Ｃｏｌｏｒ ｃｌｒ； ／ ／粒子的颜色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ｔｘｒ； ／ ／粒子的纹理
　 ＴＩＮＮＯ ｇＩｄｘ； ／ ／粒子所在网格索引
　 ＢＯＯＬ ｂｉｎＧｒｉｄ；
｝

／ ／标识粒子是否在模拟区域
内，判断粒子的存亡

图３粒子信息存储数据结构
Ｆｉｇ ３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ｄ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加入粒子源链表；当粒子出生时则相反。对单个
粒子，定义结构体来存储其属性信息，通过这些
属性控制粒子的运动状态、消亡条件等参数。在
流场模拟中，粒子需要表现流动特性，涉及空间
位置、矢量大小、方向随时间的变化过程。要通
过插值得出粒子相应位置的流速，还需确定粒子
所处计算网格的编号信息，另外为判断粒子的存
亡，需加入粒子是否跑出模拟区域的标识变量。
综合上述条件，定义结构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存储粒子属
性［４］，见图３。

同样对整个粒子系统而言，需要控制粒子的总数量和每帧中粒子更新的数量，因此定义数据结构体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Ｓｙｓｔｅｍ存储粒子链表指针、总粒子数、当前状态粒子数和每帧更新粒子数等信息。

３　 粒子的初始分布
数学模型离散的计算网格的剖分相对比较均匀，而且对重点研究区域划分网格适当加密，因此，可以采

用计算网格对粒子的出生位置进行控制。
粒子出生位置的随机性决定了相关属性的随机性。粒子出生位置采用如下方法确定：首先确定网格单元

的形心位置（ｘ ｒ，ｙ ｒ）；然后计算形心距离网格单元各边的距离，并比较获得其中的最小值ｒ；最后根式（１）计
算粒子出生位置（ｘ ｐｏｓ，ｙ ｐｏｓ）。

ｘｐｏｓ ＝ ｘ ｒ ＋ ｒｎｄ（）ｒ
ｙｐｏｓ ＝ ｙ ｒ ＋ ｒｎｄ（）{ 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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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ｒｎｄ（）为［－ １，１］内均匀分布的随机函数。此方法不但保证了粒子在当前计算网格内，而且便于粒子
数目的统计。

４　 粒子时空过程变化
４ １　 水体属性时空插值

非恒定流计算模拟的是水沙过程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而相邻计算结果间的时间差远远大于刷新时间，要
使变化过程平滑，就需要进行时间插值，将两次数模计算结果在时间上采用线性插值加密。对粒子所在位
置、速度、水深等信息的获取，需要通过已知网格节点的相关信息进行空间插值得出，本文采用反距离平方
加权插值法。

系统循环中每帧都要判定粒子所在网格单元，然后才能插值求得诸如速度、水深、泥沙浓度或污染物浓
度等信息，因此搜索定位的计算量大小将直接影响到系统运行的实时性。若系统每次循环都要遍历所有计算
网格单元对每个粒子进行搜索定位，则计算量就非常庞大，假设粒子数目为Ｍ，网格单元数目为Ｎ，则计算
复杂度为ＭＮ ／ ２。数值模拟中一般要求网格单元的外接圆半径Ｒ、粒子运动速度Ｖ和计算时间步长ΔＴ三者
满足以下关系［１１］：

｜ Ｖ ｜ ΔＴ ＜ Ｒ （２）
由式（２）和网格生成算法的原理，提出了局部搜索定位的方法，即经过一定的时间步长，粒子或者没有

移出原来所在网格，或者移动到与上一步所在网格单元相邻网格单元内。以数值模拟中常用的三角形网格为
例，在其生成过程中，要满足最小内角最大化条件，可知与其相邻的网格单元的数目一般不超过１２个，故
局部搜索定位将计算的复杂度减低到１２Ｍ，用于搜索判定粒子位置的计算时间仅与粒子数目成正比，而不会
随着网格单元数目增加而激增。

在此基础上，在粒子结构属性中存储所在网格单元的编号信息ｇＩｄｘ，记录粒子出生时所在网格单元编
号，当粒子运动变化时，重新赋予其所处网格编号和相应属性值。由局部搜索定位方法可知，粒子每次刷新
后移动距离有限，仅在包括原来所在网格及其相邻网格内搜索，采用先自身后相邻的顺序进行。粒子与网格
的位置关系可以转化为点是否在多边形内的几何问题，采用射线求交算法进行计算［１］；由于常用的计算网
格单元为三角形或者四边形，也可以采用粒子是否在网格单元各边的同侧来确定粒子所在的单元索引。
４ ２　 基于自适应格式的流场转换

数学模型计算得出的是以欧拉法表示的流场，反映网格节点属性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而不能反映水体质
点在真实情况下的运动状况。而拉格朗日场是对运动流体质点的追踪，使流场变化会显得更加连续，也符合
人眼观察习惯。因此，粒子系统模拟流场需要将欧拉场转换为拉格朗日场。

设定粒子在ｔ时刻的位置为Ｘ（ｔ），运动速度为
Ｖ（Ｘ）＝ ｄＸ（ｔ）

ｄｔ
（３）

经过时间Δｔ后，粒子移动到新的位置。
Ｘ（ｔ ＋ Δｔ）＝ Ｘ（ｔ）＋ ∫Ｖ（Ｘ（ｔ））ｄｔ （４）

求解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数值解法主要有显式和隐式两种。显式方法采用小步长获得较精确的效果，
但无法满足实时性要求；而隐式方案具有高稳定性，能够避免稳定性对步长的要求。在纺织领域，Ｂａｒａｆｆ［１２］
详细阐述了隐式Ｅｕｌｅｒ法实现柔性织物动态仿真的方法步骤；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等［１３］和Ａｓｃｈｅｒ等［１４］将隐式和显式结
合起来，充分利用隐式方法的稳定性和显示方法的简易性，高效率的解决仿真问题。而在水利领域，亦有用
隐式欧拉法来模拟流体质点的流动［１５］。然而现有方法存在致命缺点，即需要事先给定一个特定步长，若步
长选择过大，就超出了算法的稳定区域，导致结果发散，模拟效果就会不好；若选择步长过小，就会浪费大
量时间。为解决上述问题，采用自适应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方法对动态水体进行仿真，在实时模拟过程中，步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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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误差的大小进行自动调整。顾名思义，自适应方法就是根据模拟效果需要，有些区域采用较小步长，其余
区域采用较大步长。根据实际需要，采用Ｆｅｈｌｂｅｒｇ给出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型的漂亮的自适应格式［１６］。此方法在柔
性织物动态仿真中的精度和效率高于显式和隐式相结合。将其引入流域水沙动态可视化研究，得到式（４）模
拟流体的自适应格式如下：

Ｘ（ｔ ＋ Δｔ）＝ Ｘ（ｔ）＋ Δｔ ２５
２１６
ｋ１ ＋

１ ４０８
２ ５６５

ｋ３ ＋
２ １９７
４ １０４

ｋ４ －
１
５
ｋ( )５

ｋ１ ＝ Ｖ（ｔ，Ｘ（ｔ））
ｋ２ ＝ Ｖ ｔ ＋

１
４ Δ
ｔ，Ｘ（ｔ）＋ １

４ Δ
ｔｋ( )１

ｋ３ ＝ Ｖ ｔ ＋
３
８ Δ
ｔ，Ｘ（ｔ）＋ ３

３２Δ
ｔｋ１ ＋

９
３２Δ
ｔｋ( )２

ｋ４ ＝ Ｖ ｔ ＋
１２
１３Δ
ｔ，Ｘ（ｔ）＋ １ ９３２

２ １９７Δ
ｔｋ１ －

７ ２００
２ １９７Δ

ｔｋ２ ＋
７ ２９６
２ １９７Δ

ｔｋ( )３
ｋ５ ＝ Ｖ ｔ ＋ Δｔ，Ｘ（ｔ）＋ ４３９２１６Δｔｋ１ － ８Δｔｋ２ ＋

３ ６８０
５１３ Δ

ｔｋ３ －
８４５
４ １０４Δ

ｔｋ( )





















４

（５）

将式（５）增加一个函数值，得到模拟精度从四阶升到五阶的方法，如式（６）：
Ｘ（ｔ ＋ Δｔ）＝ Ｘ（ｔ）＋ Δｔ １６

１３５
ｋ１ ＋

６ ６５６
１２ ８２５

ｋ３ ＋
２８ ５６１
５６ ４３０

ｋ４ －
９
５０
ｋ５ ＋

２
５５
ｋ( )６

ｋ１ ＝ Ｖ（ｔ，Ｘ（ｔ））
ｋ２ ＝ Ｖ ｔ ＋

１
４ Δ
ｔ，Ｘ（ｔ）＋ １

４ Δ
ｔｋ( )１

ｋ３ ＝ Ｖ ｔ ＋
３
８ Δ
ｔ，Ｘ（ｔ）＋ ３

３２Δ
ｔｋ１ ＋

９
３２Δ
ｔｋ( )２

ｋ４ ＝ Ｖ ｔ ＋
１２
１３Δ
ｔ，Ｘ（ｔ）＋ １ ９３２

２ １９７Δ
ｔｋ１ －

７ ２００
２ １９７Δ

ｔｋ２ ＋
７ ２９６
２ １９７Δ

ｔｋ( )３
ｋ５ ＝ Ｖ ｔ ＋ Δｔ，Ｘ（ｔ）＋ ４３９２１６Δｔｋ１ － ８Δｔｋ２ ＋

３ ６８０
５１３ Δ

ｔｋ３ －
８４５
４ １０４Δ

ｔｋ( )４
ｋ６ ＝ Ｖ ｔ ＋

１
２ Δ
ｔ，Ｘ（ｔ）－ ８

２７Δ
ｔｋ１ ＋ ２Δｔｋ２ －

３ ５４４
２ ５６５Δ

ｔｋ３ ＋
１ ８５９
４ １０４Δ

ｔｋ４ －
１１
４０Δ
ｔｋ( )























５

（６）

由式（５）和式（６），得到ｘ（ｔ ＋ Δｔ）的值之间的差，是对四阶方法中局部截断误差的一个估计。
ε ｘ ＝ － ４９１( )７ ５６０

ｕ１ ＋
６ ６５６( )１２ ８２５

ｕ３ ＋
２８ ５６１
５６ ４３０

ｕ４ ＋
１( )５０ ｕ５ ＋

２
５５
ｕ６

其中，ε ｘ∈Ｒ ｎ，最后调整步长的误差估计为
ε ＝ ｍａｘ（ε ｘｉ）　 　 ｉ ＝ １，２，３，…，ｎ

自适应方法的关键在于能够根据误差自动调整步长，使计算结果满足精度要求。对于四阶的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
方法，其误差ε的阶数为Ｏ（ｈ５），设步长为Δｔ０ 产生的误差为ε０，步长为Δｔ１ 产生的误差为ε１，则步长和误差
的关系可以描述为

ε１
ε０
＝ Δｔ１
Δｔ( )
０

５

（７）
若ε０ 为允许精度，则满足精度的步长Δｔ０ 由式（７）直接推出，即

Δｔ０ ＝ Δｔ１
ε０
ε１

１
５ （８）

若ε０ ＜ ε１，步长减少；若ε０ ＞ ε１，步长根据式（８）进行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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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粒子的出生和死亡
流速值时空分布不均会造成河道内部分区域集中较多的粒子，而有些区域粒子较少甚至没有，这会影响

流场模拟效果，因而有必要对粒子分布进行重新调整。设定每个网格包含粒子数目的阈值，如果该网格内的
粒子数目小于该值，就在网格内随机生成新粒子，这解决了粒子在整个河道内分布不均匀的问题。粒子死亡
条件有两个：一是粒子运动出河道边界外，二是网格内粒子数目超过阈值，只要满足上述任一条件，那么粒
子生命就要终止。

系统在帧循环中根据以下步骤控制粒子系统的更新：
（１）扫描各网格的粒子数和当前模拟的粒子总数判断是否应该生成粒子，如果均小于预定值，生成新

的粒子；
（２）赋予新的粒子位置坐标和所在网格的索引；
（３）根据网格节点属性值插值得出粒子速度值；
（４）粒子前进一步，进行现有粒子位置和属性更新；
（５）判定粒子是否在原相邻网格组成的边界内，若在其外，则该粒子死亡；否则进行下一步；
（６）判断粒子所在网格内的粒子数目是否大于限定值，若大于，则该粒子死亡；否则进行下一步；
（７）赋予粒子所在网格的索引，统计总数加１。

６　 粒子的绘制和显示
６ １　 三维物体绘制方法

ＯｐｅｎＧＬ库只能模拟和渲染简单的点、直线和填充凸多边形，而不能直接渲染常用的三维物体。ＧＬＵ则
提供了这样的函数：通过网格化，用多边形逼近来模拟和渲染各种二维和三维形状（球体、圆柱体、圆盘和
圆盘的一部分），这些形状可以使用二次方程来计算；其中包括以各种风格和朝向的二次曲面的函数。二次
对象由参数、属性和回调函数组成，这些信息被存储在数据结构ＧＬＵｑｕａｄｒｉｃＯｂｊ中，可以生成顶点、法线、
纹理坐标和其它数据，所有这些数据都可以被立即使用，也可存储在显示列表中供以后使用。

创建和渲染二次曲面的过程步骤如下：
（１）使用函数ｇｌｕＮｅｗＱｕａｄｒｉｃ创建一个二次对象。
（２）指定二次对象的渲染属性。用函数ｇｌｕＱｕａｄｒｉｃ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来指定环绕方向，将内部区域和外部区域

区分开来，函数ｇｌｕＱｕａｄｒｉｃＤｒａｗＳｔｙｌｅ指定以点、直线还是填充多边形的方式来渲染物体；如果有光照，使用
函数ｇｌｕＱｕａｄｒｉｃＮｏｒｍａｌｓ为每个顶点或每个面指定一条法线；如果要进行纹理映射，使用函数ｇｌｕＱｕａｄｒｉｃＴｅｘ
ｔｕｒｅ来生成纹理坐标。

（３）使用函数ｇｌｕＱｕａｒｉｃＣａｌｌｂａｃｋ注册一个错误处理函数，如果渲染时发生错误，将调用指定的函数。
（４）根据二次对象的类型调用相应渲染函数：ｇｌｕＳｐｈｅｒｅ（）、ｇｌｕ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ｇｌｕＤｉｓｋ（）。如果是静态数

据，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性能，可将二次对象封装到显示列表中。
（５）使用完二次对象后，调用函数ｇｌｕＤｅｌｅｔｅＱｕａｄｒｉｃ（）将其删除，释放内存。

６ ２　 水体粒子的绘制过程
流场可视化要求显示赋予更多的水流信息：一是可以对标量，如泥沙浓度和污染物浓度采用颜色映射的

方式进行显示；二是对流速的大小和方向同时进行显示；三是对水深进行显示，这种粒子赋予了水沙特性，
而且与水动力学模型相结合，定义为水体粒子。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将粒子形状设计为一定粗细的三维实体
箭头。三维实体的粒子在空间上能够减少箭头的二义性，借助于透视投影变换使箭头在不同水深反映出深度
信息。设置三维实体箭头的外表面法向矢量，使得箭头在环境光源的照射下呈现一定的三维信息，可见面遮
挡不可见面，呈现出明暗的阴影关系，较好地反映了三维空间信息。

三维箭头在ＯｐｅｎＧＬ绘制中由空心圆柱、空心圆锥和底部圆盘组成，其中圆柱高度表示粒子速度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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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箭头表示粒子运动的方向；圆柱半径表示水深；圆柱的颜色表示其它标量信息，如泥沙含量、污染物浓
度。水体粒子在程序中绘制过程如下：

（１） ｇｌＰｕｓｈＭａｔｒｉｘ（）存入当前矩阵；
（２） ｇ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和ｇｌＲｏｔａｔｅｄ（）函数进行平移和旋转矩阵变换；
（３）组成粒子的圆柱体和底部圆盘部分的绘制；
（４）再进行平移和旋转矩阵变换；
（５）组成粒子的圆锥部分的绘制；
（６） ｇｌＰｏｐＭａｔｒｉｘ（）释放矩阵变换，恢复变换前矩阵。
从上述绘制过程可知，水体粒子的绘制需要进行模型变换。在图形学中，物体空间位置用齐次坐标表

示，物体变换后的位置为物体变换前齐次坐标乘齐次变换矩阵所得的齐次坐标。在ＯｐｅｎＧＬ中用平移、旋转
和拉伸３个模型变换函数计算模型位置变换。模型变换函数首先根据函数参数构建物体空间位置变换相对应
的齐次变换矩阵，然后将当前模型矩阵乘上齐次变换矩阵从而使物体位置按照数学逻辑改变。绘制采用的变
换函数有平移函数ｇ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旋转函数ｇｌＲｏｔａｔｅｄ（）。因为每个水体粒子的绘制都要用到平移、旋转矩
阵变换，这些矩阵变换操作的是当前矩阵，坐标的变换是通过操作平移、旋转矩阵来实现，而且矩阵变换是
会叠加的，当用完矩阵变换函数后，当前操作的矩阵就会被改变。为了绘制下一个物体必须要恢复到上一个
粒子绘制前的矩阵，则需要通过ｇｌＰｕｓｈＭａｔｒｉｘ（）和ｇｌＰｏｐＭａｔｒｉｘ（）矩阵堆栈操作函数来实现。

７　 应用研究
三峡与葛洲坝两坝间地形采用１∶ ５０ ０００地形等高线数据和相应的遥感影像图生成，为使坝区信息丰富多

样，三峡与葛洲坝坝区采用航测图片作为地形纹理，另外，道路、河系、标志性建筑物等的建模与定位采用
配准的矢量线数据。两坝间河道采用１∶ ２ ０００的航道图生成，并嵌入大地形中，形成嵌套建模结构。

地形建模采用Ｔｅｒｒａ Ｖｉｓｔａ软件完成，地物建模采用Ｃｒｅａｔｏｒ以建筑结构图和实景图片为基础进行建模，
建成后根据坐标定位到地形模型的相应位置。

基于三维开发包ＯｐｅｎＧＶＳ构建了三峡与葛洲坝间河道水流可视化系统，实现了地形地物载入、场景漫
游、信息查询和文字标注等功能［１７］。同时根据文献［１８］的水动力学模型计算结果，将基于通用网格的水沙
模拟的动态可视化模块集成于流域三维环境中。图４（ａ）为长江莲沱河段的水流状态图，该河段弯道处存在
左右两个漩涡，漩涡的流速较小，水深不大。两个漩涡中间的水流与上下游相比，水深增加，而且能够直观地
看出水深大小的分布，漩涡处水深较浅，而漩涡之间的水深较深，这说明，漩涡的存在减小了有效过水宽度，
在相同流量下，水深要大于上下游相邻位置。而上述的水流特性从文献［４］和文献［５］的算法中无法反映出
来，如图４（ｂ）所示，同时水流表现还具有视觉二义性。

图４　 两坝间莲沱河段水流状态模拟
Ｆｉｇ ４ Ｆｌｏｗ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ａｎｔｕｏ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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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河道水流模拟的动态可视化，不仅可以验证数学模型的精度和有效性，而且能够为三峡与葛洲
坝间的梯级调度提供各种综合信息，便于调度方案的论证。

８　 结　 　 论
流场动态可视化作为数学模型计算结果的直观表达，对了解流场变化过程、展示流体运动变化规律意义

重大。过去研究中多以计算结果后处理的方式制作流场动画，存在显示时间滞后、存储数据量大、无交互性
等方面不足。将计算机图形学中粒子系统引入流域研究，论述了粒子系统的基本思想和实现步骤，分析了粒
子的存储结构和非结构网格的数据结构，利用数值计算方法的稳定性限制条件对粒子位置的搜索算法进行了
优化，使之可以有效地应用于非结构网格系统下粒子轨迹的追踪；通过反距离平方插值方法进行水流信息的
插值，并利用自适应龙格库塔方法将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转换为拉格朗日场，设计了附有更多属性信息的粒
子形状；同时解决了粒子模拟流场在实时变化过程中疏密不均匀的状况，从显示的角度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实
时性与真实性，为开发实时计算、实时模拟的流场三维仿真系统提供了技术支撑。以三峡与葛洲坝两坝间为
例，构建了两坝间地形地物模型，开发了两坝间三维虚拟仿真平台，将提出的通用网格下的水沙模拟的动态
可视化算法集成于流域虚拟环境中，不但能够验证模型精度和可靠性，而且可以服务于三峡与葛洲坝两坝间
的梯级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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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ｈａｐ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ｅｖ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ｚｈｏｕｂ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７５２　 第２期 冶运涛，等：流域虚拟仿真中水沙模拟时空过程三维可视化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０７２１００６），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１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Ｎｏ．
２００８ＢＡＢ２９Ｂ０８）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０９０１０３１；Ｎｏ． ２０１００１０２４；Ｎｏ． 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