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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生成逼真的水面动画, 以单摄像头拍摄的水面视频作为输入数据,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反
射率的多尺度水面重建方法. 在传统 SFS 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加入反射率条件的模型, 求解整体水
面高度场数据, 并利用局部优化算法使得高度场对波浪的拟合更加准确, 得到真实生动水面形态. 针
对单帧求解中波浪跳变的问题, 利用浅水方程求解高度场中点的速度信息, 根据各点的速度在时域
上对求得的水面动画进行平滑. 最后提出了一种高效实用的波浪翻滚重建算法, 可根据水面实际情
况, 利用求得的速度信息和高度场的梯度数据再现波浪的翻滚效果, 使得波浪更加生动. 结果表明,
使用该方法可以得到具有真实感的水面动画视频, 满足各项工业领域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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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的流体运动是生活中最常见的自然现象, 经常出现在电影、电视和游戏等领域的作品中, 因此
流体水面的模拟和合成一直是图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传统的水面重建方法中, 最早使用的是
基于经验模型的建模方法, 通过收集潮汐数据或利用噪声来设置模型, 直接构造水表面形态, 方法较
为直观, 计算量较小, 但却也只适用于大规模海面的模拟, 难以再现波浪细节. 之后基于流体物理方程
的方法成为主流, 根据水体初始状态和物理方程计算求解水体的各项物理属性, 可以再现高真实感的
水体运动, 但是计算量大且耗时长, 对相关参数的设置较为敏感. 当前, 随着各种高精度数据采集设备
的便携化, 研究的热点转移到基于数据驱动的水面重建方法上来. 该类方法利用各种传感器设备从自
然界中采集数据, 更加符合真实的物理规律, 降低了求解的复杂程度, 提高了效率, 并保证了重建的真
实感.
引用格式: 沈亮, 王昱哲, 张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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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户外水面重建框架, 基于单摄像头拍摄的户外水面视频, 重建出较为精准的水
面高度场数据, 然后根据高度场求解浅水方程, 使得重建的水面在时序上更加连续. 并提出一种高效
的波浪翻滚重建算法, 使得重建得到的波浪动画更加生动真实.

2

相关工作

利用拍摄的视频信息构建相关模型进行水体的重建是一个较新且具有广大前景的研究方向. 研究
者们也设计了许多不同的重建框架来进行水面动画的重建.
针对室内可控水体的重建方法大多需要进行特别的设计或者对水体进行特殊处理. 在文献 [1, 2]
中, 主要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 拍摄水底特定的图案或形状的形变, 建立图像扭曲和水面梯度的折射
关系模型, 重建得到水面高度场数据, 但却局限于对浅水的微小波动进行重建. Ihrke 等 [3] 使用荧光物
质对水体染色, 利用多台摄像机对水在黑暗的环境拍摄, 通过荧光的强度计算水体厚度, 构造出流体表
面. Wang 等 [4] 也事先对水进行染色, 并对液体表面投影特点图案, 使用双目摄像机进行拍摄, 计算得
到深度图并根据张力约束和速度场约束进行优化得到重建的表面. Sagawa 等 [5] 向染色后的水体表面
投影具有特殊结构的图像, 根据图像的形变来恢复快速变化的表面. 以上 3 种方法都对水面进行了特
殊处理, 需要事先进行相关的设计, 步骤繁琐. Gregson 等 [6] 使用了十多台摄像机对水体进行拍摄, 提
出一种改进于随机漫步方法的随机层析重建算法, 在不构建体素网格的情况下完成两种液体混合现象
的重建. 但也因为需要较多的摄像机同步进行拍摄, 只适用于实验室内的小规模流体重建.
对于室外的大规模水体, 如江河湖海等, 无法对水体进行染色等预处理操作, 因此重建的方法也
与之前不尽相同. Yezzi 等 [7] 使用两台摄像机拍摄海洋表面, 提出一种基于双目视觉的方法对海面进
行重建, 结合物理方程, 进行了大量数值计算, 重建精度较高, 但是对设备有要求且计算复杂耗时. 在
使用单摄像头拍摄的水面视频作为输入数据的方法中, Pickup 等 [8] 和 Li 等 [9] 主要使用 SFS (shape
from shading) 方法获取初始的水面形态, 然后结合光流法或物理方程来追踪水面的速度场, 利用速度
信息来优化水面, 重建结果具有较好的视觉逼真度. Quan 等在文献 [10] 中提出用基于物理粒子的方
法来重建水面. 该方法通过浅水方程构造线性几何表面和非线性几何表面约束, 来重构水面形态, 并
通过基于网格的 Bozeman 方法来求解水面的速度信息, 获得更加准确的速度场结果, 可以对水面流体
添加一些场景进行调整和改进. Wang 等 [11] 使用 SFS 方法对水面进行重建, 在经过去噪、填洞及平
滑操作后, 对表面及水体进行粒子化, 用于驱动流体模拟.
在重建水面波浪方面, Takahashi 等在文献 [12] 中提出了最早的基于波面造型的方法, 利用波浪
飞溅和泡沫模拟的算法, 结合粒子方法和网格方法的优点, 通过对表面曲率进行监控和模拟, 得到水
面波浪和泡沫的动画效果. 在文献 [13] 中, Ihmsen 等提出了一种分层的模拟方法. 将水面波浪部分分
为飞溅、泡沫和气泡 3 层, 根据其在水上还是水面, 利用物理的速度和压力信息对其进行模拟, 可以较
好地表现水面波浪和轮船驶过的泡沫效果. 而在文献 [14] 中, Langlois 等通过跟踪液体和空气交界处
的几何形状, 确定气泡的几何形状和分裂拓扑的结构变化, 并结合声音的捕获再现气泡和水面的状态.
以上重建方法中, 对于水面形态的重建大多需要较为精密的实验设计, 对于水体或者设备有一定
的要求, 不利于拓展. 同时由于户外水面数据采集更加复杂, 目前基于单摄像机采集数据的户外水面
重建的研究还较少, 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3

水面高度场重建
在前人的研究当中, 利用传统的 SFS 方法对水面高度场进行重建, 主要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 假

1370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10 期

Water
surface
image

Illumination
direction
estimation

Water surface
and illumination
data import

Height and
reflectance
optimization

Mergence

Reflectance

Entropy calculation
for divided sections

Refinement for
fierce wave

Optimal
water surface
height field

Local water surface

图 1 高度场重建流程图
Figure 1

Height ﬁeld reconstruction ﬂow chart

设水面为 Lambert 体, 即反射率是统一的. 而这并不符合真实规律, 水面波浪的复杂变化会造成反射
率的变化, 反应在拍摄的图像上会有亮度颜色等不同, 这也是重建中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二, 仅通过阴
影难以恢复大尺度下的水面形态变化. 因为阴影仅仅表示它和周围相邻点之间的关系, 表现的是细粒
度下表面深度变化反应在图像上的差别, 然而大尺度下深度的较为缓慢变化趋势并不会产生明显的阴
影, 仅通过阴影进行重建, 可能造成大尺度下水面高度场的变化趋势的不准确.
针对传统方法存在的缺陷, 提出一种基于反射率的多尺度水面高度场求解方法. 建立加入反射率
条件的模型, 先全局求解水面的整体流动形态, 然后针对波浪复杂处局部优化, 得到更加准确的高度
场数据. 整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3.1

基于反射率模型求解水面形态

反射率描述的是物体对垂直入射光线的反射能力, 表示物体表面所能反射的光量和它所接受的光
量之比. 为了更加准确地描述自然界中水面的真实状态, 建立重建模型, 目标是希望在输入的视频图
像中相同光照条件下, 光线从重建表面投射得到的图像与输入图像之间的误差尽可能的小, 思想与文
献 [15] 相似, 重建模型可表示为
max(P (R)P (Z)P (L)),

s.t. I = R · S(Z, L),

(1)

其中, R 代表水面的反射率, Z 代表高度, L 代表光照的方向数据, I 表示图像中像素的强度, P (x) 函
数表示为参数 x 的先验. 重建的目标为找到最大的 P (R)P (Z)P (L) 使得重建图像与输入图像一致. 对
式 (1) 求负 log 函数, 并将约束条件带入, 可得损失函数为
Floss = min (−log(P (I/S(Z, L))P (Z)P (L)))
= min (g(I − S(Z, L)) + f (Z) + h(L)) ,

(2)

其中 g(R), f (Z) 和 h(L) 分别表示反射率、高度场和光照方向的损失函数. 对于原图像中光照方向的
估算, 可以通过文献 [16] 中的方法计算得到. 在得到光照方向后, 主要对反射率 g(R) 和高度场 f (Z)
进行建模.
在对刚体重建的研究中, 文献 [15] 考虑到场景中可能存在多种物体和颜色, 对反射率作出 3 个假
设, 约束较为严格. 因此针对水面反射特点, 对水面反射率条件作出了两个假设: 首先, 反射率的变化
和物体的材质和表面的形态有关, 水面的材质是统一的, 而且水面的形态是连续变化的, 在局部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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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滑, 所以这里假设物体的反射率趋向于平滑变化; 其次, 水面梯度的角度在一定范围之内, 所以提
出物体的反射率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变化的假设. 结合文献 [15] 可以构建公式为


(
)
2
∑ ∑
∑ ∑
−(R
−
R
)
i
j
,
g(R) = λs
c(Ri − Rj ; αR , σR ) − λe log 
exp
(3)
2
4σ
R
i
i
j∈N (i)

j∈N (i)

其中 N (i) 是像素点 i 周围 5 × 5 范围的点, c(x; α, σ) 是以均值 α 和方差 σ 为参数的 Gauss 混合尺度
模型的负 log 函数:
40
∑
c(x; α, σ) = −log
(4)
αj N (x; 0, σj2 ).
j=1

当前, 对于物体形态重建也已有了较多的研究, 如文献 [17, 18]. 本文希望通过全局求解的方法构
造水面整体流动形态, 因此使用最基本的假设, 从两个方面构造水面高度场重建模型: 第一, 针对碎玉
水面高度场的重建, 水面是连续的, 不会出现悬崖般断层的形态, 所以这里假设高度场局部的变化是平
滑的; 第二, 由于水面具有张力, 所以有各向同性的约束, 因此假设水面的法向量趋向于各向同性, 即
在局部趋向于球形, 这有助于得到较好的波浪趋势. 结合文献 [17, 18] 有
∑
∑ ∑
log(Niz (Z)),
(5)
c(H(Z)i − H(Z)j ; αk , σk ) −
f (Z) =
i

j∈N (i)

i

其中 Niz 表示物体在点 i 处的法向量, H(Z)i 表示物体在点 i 处的曲率. 参考文献 [19], 该点处的曲率
计算如下:
(1 + Zx2 )Zyy − 2Zx Zy Zxy + (1 + Zy2 Zxx )
H(Z) =
.
(6)
3
2(1 + Zx2 + Zy2 ) 2
通过上述函数构建出式 (2) 中的损失函数. 在求解的方法上, 直接使用简单的针对 Z 的梯度下降
方法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求解效果. 因此参考文献 [20] 中的求解思想, 可以将问题描述为优化 Floss (X),
其中 Floss 为损失函数, X 为变量. 定义 G 为构造成的 Gauss 金字塔, 因为 Gauss 金字塔的构成是一
个线性的过程, 因此可以把 G 看作是一个矩阵, 从而最小化 F ′ (Y ) 而不是直接计算, 其中 X = GT Y .
算法 1 水面形态求解优化算法
1:

[l, ∇Y l] = F ′ (Y )

2:

X ⇐ GT Y

// Reconstruct signal

3:

[l, ∇Y l] ⇐ F (X)

// Compute loss and gradient

4:

∇Y l ⇐ G∇x

// Backpropagate gradient

初始化 Y 为 0 向量, 然后可以使用 L-BFGS 方法 [21] 进行求解 X = GT (argmin Y F ′ (Y )), 如算
法 1 所示, 得到水面高度场和反射率的结果.
3.2

波浪细节优化
3.1 小节中可以计算得到大尺度下整体水面波浪趋势的高度场结果, 不过对于较为复杂的水面波

浪部分还可以进一步优化, 求解更加准确的结果. 由于反射率的变化和物体本身的性质和物体的形状
相关, 因此, 越是平静无波的水面越接近于 Lambert 体表面, 反射率变化越平缓; 而波浪变化复杂的水
面, 反射率的变化程度会较为剧烈, 为了减少计算的复杂度, 可以对水面分块, 利用求解得到的反射率
结果对图像中波浪复杂的部分和平缓的部分进行快速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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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2 (网络版彩图) 局部迭代优化效果
Figure 2

(Color online) Optimization result. (a) Input; (b) global result; (c) optimization result

根据输入视频图像中水面波浪的复杂程度设置 M 和 N , 将水面等分成 M × N 块, 复杂水面情况
下 M 和 N 可以设置的相对更大一些. 通过计算分块内反射率的信息熵可以对反射率的变化剧烈程
度进行量化, 从而量化该分块内水面的复杂程度. 计算方法如文献 [22], 表示为
HR = −

M
−1 N
−1
∑
∑

pij ln(pij ),

(7)

i=0 j=0

其中
pij =

−

R(i, j)
∑M −1 ∑N −1
i=0

j=0

R(i, j)

,

(8)

表示点 (i, j) 的反射率值 R(i, j) 占图像总反射率值的比值. 信息熵 HR 反应了图像中反射率的分布信
息. 当水面波浪较为复杂, 反射率变化较大, 此时反射率信息量多, 熵值小. 当水面较为平缓, 反射率变
化比较平滑, 信息量少, 熵值大.
设置阈值 α, 对于每一个分块求取反射率的熵值后, 当分块的熵值大于 α 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当熵值小于 α 时, 可以认为该分块内水面波浪变化较为剧烈, 可以对这部分的高度场进行进一步的
优化.
使用局部优化的方法来对波浪部分的高度场进行优化. 考虑每个点与其相邻点的关系, 利用有限
差分的方法计算表面法向量, 由于使用相邻点之间的关系, 对于小范围内阴影变化比较敏感, 可以得
到更加精确的高度场数据.
如文献 [23] 中定义, 在一定光照方向, 水面上每个点反射得到图像上对应的像素点的强度表示为
R(pi,j , qi,j ) =

−sx pi,j − sy qi,j + sz
√
,
2
1 + p2i,j + qi,j

(9)

其中 (sx , sy , sz ) 为光照方向, p 和 q 可以由高度 Z 以差分的形式表示, 相对于图像 I 中的像素点, 此
时目标等式为
min f (Zi,j ) = min(Ii,j − R(Zi,j − Zi−1,j , Zi,j − Zi,j−1 )).
(10)
0
设定初始高度 Zi,j
为 3.1 小节中求得的高度场数据, 然后使用以下公式进行迭代求解, 可得到每
一点的新的高度结果, 效果如图 2 所示,
n−1
n
Zi,j
= Zi,j
+

n−1
f (Zi,j
)

n−1 .
d
dZi,j f (Zi,j )

(11)

此时, 直接将求得的局部高度场分块融合到上一节中, 全局求解得到高度场中可能存在参差不齐
的情况. 为了保证水面整体的统一, 可以利用纹理缝合 [24] 的思想, 来将二者进行平滑的融合. 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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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高度场融合示意图
Figure 3

(a)

(b)

(Color online) Height ﬁeld emergence

(c)

(d)

图 4 (网络版彩图) 水面高度场结果
Figure 4

(Color online) Height ﬁeld reconstruction. (a) Input; (b) result of (a); (c) input; (d) result of (c)

所示, 对于两个需要融合的分块, 在每个分块的边缘进行对比, 在边缘重合的部分寻求一条差异最小
的连接线, 将两个分块缝合为一个整体.
为了最后的缝合, 会事先在每个分块的边缘预留 6∼8 个点的重合部分. 如图 3 所示, 对于两个分
ov1
ov2
块的高度场 B1 和 B2, 设二者重合的部分为 B ov1 和 B ov2 , 重合部分的点 (i, j) 为 Bi,j
和 Bi,j
. 为了
平滑地使二者合二为一, 需要找到误差值最小的分割曲线, 定义每个重合点的误差为
ov1
ov2 2
ei,j = (Bi,j
− Bi,j
) .

(12)

高度场的融合分为 3 步:
(1) 计算重合处每个点的误差 ei,j ;
(2) 按照行数进行遍历, 对于每一点 (i, j) 计算累计误差:
Ei,j = ei,j + min(Ei−1,j−1 , Ei−1,j , Ei−1,j+1 );

(13)

(3) 找到最后一行中最小的累计误差 E 所在的点为连接线的起始点, 从这个点向前回溯, 找到上

一行中与该点相邻的点中累计误差最小的点, 依次向前直到第一行. 连接这些点得到两分块的连接线,
即可完成对分块的高度场的缝合, 得到整体高度场数据.
图 4 显示了水面高度场的重建结果. 图 4(a) 和 (c) 显示的是作为输入图像的水面拍摄图像, 图 4(b)
和 (d) 显示的是由重建算法得到的对应高度场数据渲染出的图像结果.

4

波浪翻滚重现

对高度场的求解的算法中, 主要针对于单帧进行计算, 因此在帧与帧之间可能出现高度场的跳变,
造成重建波浪动画不够连贯, 本节将首先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优化. 同时, 在使用高度场表现流体波浪
时, 由于每个点只能有一个高度数据, 无法再现波浪翻滚的现象. 为了加强重建的真实感, 提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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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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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3D water
surface model

图 5 波浪翻滚重建流程图
Figure 5

Water wave reconstruction ﬂow chart

利用速度信息和高度场关系, 再现波浪翻滚效果的算法. 利用三角网格来构造波浪翻滚, 得到更加具
有真实感的水面动画. 主要的算法流程图如图 5 所示.
4.1

利用浅水方程平滑水面

浅水方程是考虑到水流运动中的一种较为独特的情况下满足的方程. 因为在进行波浪模拟时, 波
浪水平尺度上的运动强度远大于垂直运动相对于水的深度的强度, 通常相差两个数量级以上. 所以一
般情况下, 波浪模拟中水平尺度运动起主要的作用, 垂直方向的运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此时水
中的密度变化不是很大, 此时水面满足的方程为浅水方程
f (u, v, z) = zt + zx u + zy v + z(ux + vy ).

(14)

在文献 [9] 中, Li 等使用浅水方程对高度场进行拟合, 求得每个点的速度数据. 利用同样的方法来
求解浅水方程, 方程加入了平滑作用正则项后, 构建的能量函数为
∫∫
E=
(zt + zx u + zy v + z(ux + vy ))2 + α2 (|∇u|2 + |∇v|2 )dxdy.
(15)
该方程的求解是通过时间上相邻的两帧来进行的, 可以通过两帧间各点的高度场的变化, 来求取 z
在 x 和 y 方向上的偏导数. 通过求解上式的联合 Eular-Lagrange 等式, 可以构造一个线性的求解方法
进行迭代的求解, 最终获得当前帧的速度场信息.
在前文对于高度场的求解的算法中, 主要针对单帧进行计算, 因此在帧与帧之间可能出现高度场
的跳变, 造成重建波浪动画有不够连贯的感觉. 此时可以根据浅水方程求得的速度结果, 在时序上对
相邻两帧的高度场进行平滑, 计算的方法为
Ztar (t) = Zrec (t − 1) + f (u(t), v(t), w(t)),

(16)

其中 Ztar (t) 表示在时间 t 上高度场平滑后的结果, 计算方法是在原有的高度场基础上, 利用浅水方
程求得速度 u(t), v(t) 和 w(t), 根据式 (14) 计算得到其依照浅水方程变化的高度 Zt , 使得高度场的变
化符合浅水方程的约束. 这样用速度场对高度场做调整之后, 可以使得两帧之间波浪的过度更加自然,
具有更好的真实感.
4.2

波浪翻滚重建
4.1 小节中重建得到的水面形态数据由高度场来进行表示, 每个采样点只拥有一个高度数据, 因此

无法再现水面翻滚这样的复杂水面现象, 本节提出了一种快速有效的波浪翻滚重建方法, 可根据实际
情况再现波浪翻滚效果, 提升重建动画的真实感.
波浪翻滚产生的原因是波峰位置的水流速度和下层水流的速度存在较大差值, 波峰的水体才会飞
溅翻滚下来. 因此在对于波浪翻滚的重现中, 首先需要确定波浪波峰的位置. 分水岭算法 [25] 是一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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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6 (网络版彩图) 分水岭算法分割波浪
Figure 6 (Color online) Watershed algorithm result.
(c) optimization result

(a) Input; (b) intermediate result of watershed algorithm;

图 7 (网络版彩图) 波浪翻滚重建流程
Figure 7

(Color online) Water wave reconstruction. (a) Input; (b) candidate points for water wave; (c) result

于拓扑理论的数学形态学的分割方法, 将求解的高度场作为输入数据, 利用该算法思想可以对波浪的
位置进行初步的定位, 如图 6 所示, 将波浪部分和较为平缓的水面部分进行划分.
如图 6(c) 所示, 其中白色部分为波浪较为剧烈的部分, 在这部分中可以找到可能产生波浪翻滚的
位置. 图 7 展示波浪重建的基本流程. 通过第 3 节重建得到的水面高度场 (图 7(a)), 对于可能产生
波浪翻滚的点, 通过求取各点的梯度值可以找到范围内局部凸起的高点 Pc , 这些点是重建的候选位
置 (图 7(b)). 由于波浪翻滚的产生还与波峰位置的速度和下层水面的速度差值相关, 设定阈值 α, 计
算候选位置点 Pc 与该点速度方向上高度场梯度拐点处的速度差, 大于阈值 α, 则认为该位置应该产生
波浪的翻滚 (图 7(c)).
此时得到的目标点大多呈现出线的状态, 表示波浪在这条线上应该会产生翻滚的效果. 不过不同
区域中, 这些线可能会有中间断开的情况存在. 因为用浅水方程拟合得到的速度准确性并不能得到百
分之百的保证. 为了保证结果的连续性, 若存在非常靠近的两个目标点区域, 同时两个目标点的距离
小于两倍网格长度时, 那么将这两条波浪线连接起来, 这样可以得到更加平滑的效果.
由于高度场在表示水面形态上有局限性, 波浪翻滚处主要使用三角网格来进行表示. 在波浪脊线
处利用抛物线方程可以计算得到波浪抛飞的高度:
1
(17)
y = v0 t − gt2 ,
2
其中速度 v0 是通过浅水方程计算得到的速度数据, 时间数据 t 可以根据拍摄视频中的帧率计算得到.
不过此时得到的只是一个波浪抛飞的面的数据, 还不具有厚度, 为了使得波浪的表示更加的真实, 通
过添加一个水面厚度来完善波浪的形态:
x′ = x + p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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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误差对比数据
Table 1

Error comparison

Key frame

Li et al. [9]

Ours

Frame 1

0.0626

0.0431

Frame 10

0.0535

0.0472

Frame 20

0.0563

0.0489

Frame 30

0.0472

0.0398

其中 x′ 表示为波浪抛飞的面的下层添加的一层数据点集, 通过设定参数 pm 来为波浪下层添加一层,
并利用三角网格进行连接, 可以使得波浪的翻滚处具有厚度, 显得更加的具有真实感, 得到最终的水
面重建模型.

5
5.1

结果分析
重建高度场数据分析

对 Dyntex 数据库 [26] 中的水面波浪场景进行实验, 通过 Matlab 进行计算, 重建每帧所需时间为
分钟级, 与 Li 方法 [9] 耗时级别相近. 为了对算法重建的高度场精度进行评估, 这里通过使用 Pentland
在文献 [27] 中的投影函数来对得到的高度场进行投影, 构造拍摄角度的灰度图像, 从而与输入的图像
进行对比来进行更加准确的定量分析:
I(x, y) = R(p, q) =

cosσs + pcosτs sinσs + qsinτs sinσs
√
,
1 + p2 + q 2

(19)

其中 p 和 q 表示表面 x 和 y 方向上的梯度, τs 表示光源的倾角, σs 表示光源的俯仰角. 用该公式计
算已知高度场表面在输入角度的投影图像, 将得到的投影图像的每个像素值进行归一化后与原始图像
的灰度图进行比较, 获得每个点平均误差用来表示重建的精准度, 与文献 [9] 中算法的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利用新的投射函数得到的输入数据视角一致的图像中, 该方法所得到的结
果更加的准确, 能更好地展现输入视频中波浪的效果, 可以说明用该方法进行求解能够得到更加具有
真实准确的高度场数据.
5.2

动画时序上平滑结果分析

在第 4 节中, 利用浅水方程对水面动画在时序上进行了平滑, 优化动画的效果, 使得波浪的移动
更加的连贯自然. 为了量化高度场在时序上平滑的效果, 定义帧与帧之间的连贯系数为
∑
S = log
|zi (t) − zi (t − 1)|,
(20)
S 表示帧与帧之间高度场变化的剧烈程度, 若较高可能会造成水面动画的不连贯. 同样在 Dyntex 数

据库 [26] 中的波浪场景进行实验, 得到平滑前和平滑后的对比如表 2 所示.
可以看到该方法使得帧与帧之间高度场的变化更加平滑, 能更好避免帧之间的跳变. 使用拍摄的
视频图像作为纹理进行渲染, 如图 8 和 9 可以得到具有真实感的水面波浪和瀑布的动画, 能够再现水
面的各种细节和动态. 在图 8 和 9 中, 对输入图像和对应的重建水面渲染图进行了分组展示, 左边小
图为输入的水面拍摄图像, 右边小图为通过本文算法得到的渲染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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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平滑度对比数据
Table 2

Frame smooth comparison

Key frame

Before smooth

After smooth

Frame 1

9.373

9.007

Frame 10

9.797

9.124

Frame 20

9.604

8.979

Frame 30

9.543

9.012

图 8 (网络版彩图) 瀑布重建结果
Figure 8

(Color online) Waterfall reconstruction results

图 9 (网络版彩图) 波浪翻滚重建
Figure 9

6

(Color online) Water wave reconstruction results

结束语

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水面动画重建方法. 以单摄像机拍摄的水面视频作为输入条件, 针对原有 SFS
方法的缺陷, 加入反射率条件重建得到更加准确的波浪趋势, 然后利用细节优化的算法加强波浪细节
信息, 得到更加准确的高度场数据. 然后利用浅水方程, 在时域上对高度场进行平滑, 使得重建的动画
更加生动自然. 对于高度场数据无法再现水面翻滚效果的缺点, 设计了一种波浪翻滚重建算法再现波
浪的翻滚效果. 实验表明, 提出的方法能够很好地展现水面波浪的形态, 不过当前的系统的重建效率
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同时对于某些水滴飞溅的复杂波浪形态没有办法进行重建, 还有待更深入地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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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ulti-scale reconstruction of water surfaces based
on reflectance
Liang SHEN1,2* , Yuzhe WANG1,2 , Juan ZHANG1,2 , Dengming ZHU1 & Min SHI3
1. Virtual Reality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School of Contro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henliang@ict.ac.cn
Abstract Aimed at reconstructing vivid water animations, we present a multi-scale reconstruction framework
based on reﬂectance using video from one camera as input data. Based on traditional the shape from shading
method, we build our reﬂectance model to reconstruct large-scale wave trend information. We then use a local
algorithm to reconstruct the details of waves. By combining the two results, we can construct a more accurate
height ﬁeld for the water surfa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smoothed animation frames, we use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to calculate the velocity ﬁeld of the water surface. We then optimize the ﬂatness between frames using
velocity data. Finally, we propose an eﬃcient algorithm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wave tumbling based on the
gradient of the height ﬁeld and speed of the water surfac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our method can eﬀectively
synthesize large-scale water animations with a high sense of reality, which meets user demands in many industrie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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