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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制作技术研究 
— — 以课件“虚拟昆曲博物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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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拟现实技术是继多媒体、计算机网络之后，最具有应用前景的技术。在介绍虚拟现实技术的概念、特点及 

优越性的基础上，以“虚拟昆曲博物馆”课件制作为例，研究了虚拟现实制作流程中建模方法的技巧、多样性，以及透 

明贴图、烘焙纹理、法线贴图等优秀的三维和二维图像制作技术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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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 VR)，也称虚拟实境或灵境 ，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综合信息 

技术系统，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一个逼真的，具有视、听、触等多种感知的虚拟环境，用户通过使用各种交互 

设备同虚拟环境中的实体相互作用，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一种先进的数字化人机接口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是在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仿真技术、人机接口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并行处理、人工智能、智能控制、心 

理学等技术以及传感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通过计算机对复杂数据进行处理，形成可视、可听、 

可触摸、可反馈、可交互的全新人机交流技术，与传统的人机界面以及流行的视窗操作相比，在技术、思想上 

有了质的飞跃。虚拟现实技术中的“现实”是泛指客观环境，可以是实际存在的，也可以是难以实现的或现实 

中根本不存在的，而“虚拟”是指用计算机生成模拟环境，使用者通过各种装置与之交互，产生感知，体验与真 

实环境中的近似感知，该技术拥有如下特点： 

多感知性(Multi—Sensory)，理想的虚拟现实技术能使用户感受到一切人所具有的感知功能。除了通常计 

算机技术所提供的视觉、听觉感知之外，还有力觉、触觉、运动感知，甚至包括味觉、嗅觉感知等，由于传感技 

术的限制，目前 嗅觉和味觉感知技术还局限在实验阶段。 

浸没感(Imme~ion)，理想的模拟环境使用户难辨真假，如同在现实世界中的感觉一样。 

交互性(Interactivity)，模拟环境内物体的可操作程度和得到反馈的自然程度都达到一定的水平。 

构想性(Imagination)，虚拟现实技术具有广阔的想像空间，不仅可再现真实存在的环境 ，也可以构想客 

观不存在的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环境Ⅱ】。 

虚拟现实与通常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所产生的线性、可预知的三维王1：境不同，虚拟现实产生的 

效果是非线性，不可预知的，是一个互动的环境。利用人本身认知能力，启发思维．．获取虚拟环境蕴涵的各种 

空间信息和逻辑信息。浸没感和实时交互性是虚拟现实的实质性特征 ，这种交互性，要比文字、模型或效果 

图更形象、完整和生动。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是教育技术发展的一个飞跃，它营造了特殊的自主学 

习环境，由传统的“以教促学”的学习方式代之为学习者通过与信息环境的交互以获取知识、技能的学习方 

式。虚拟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广泛的科 目领域里无限的虚拟体验，学习知识的过程变化多端，亲身的体验使 

学生印象更深刻，主动的交互让学生兴趣盎然。虚拟现实的多感知性、沉浸性、构想性和交互性使学生能动 

性高，容易投入到学习环境中去圆。 

虚拟实验拥有传统实验难以比拟的优势，节省成本。由于设备、场地、经费的限制，许多实验都无法进行， 

而利用虚拟现实系统可以做各种实验，获得与真实实验一样的结果和体会，相对有些实验来说 ，在保证教学 

效果的前提下，极大地节省了成本。规避风险，利用虚拟实验，学生可以放心地去做各种危险的实验。虚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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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没有空间、时间的限制，可以对任何物体进行各种方式的观察。一些反应缓慢的：实验过程，虚拟实验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内呈现。虚拟的环境中，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使实践能跟上技术的飞速发展[31。 

自从虚拟现实技术诞生以来，它已经在军事模拟、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医学生物等领域中显示出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与网络、多媒体并称为21世纪最具应用前景的三大技术。随着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 

虚拟现实技术会在各个领域发挥优势，甚至进入家庭，成为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虚拟现实制作的关键技术 

计算机图形(Computer Graphic简称 CG)技术是虚拟现实的基础支撑技术(VR技术也是 CG技术的一部 

分，文中的CG主要指平面 CG)，一个真实的虚拟环境完全依靠拟真度很高的CG技术的支持。目前，VR技 

术和 CG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这两门技术的融合更加完善，个人计算机平台性能也已经得到很大提升，为在 

教学中使用 VR技术提供了足够的软件、硬件和技术的支持，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完成一节课甚至是一门课 

的教学与学习的构想成为可能。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与分析，选择了昆曲艺术为制作内容，其 目的为：(1)昆曲本身是一门伟大的艺术 ， 

用新的手段传达也许会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并接受这门艺术；(2)为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探索一条 

途径。经过两个月的前期准备和后期制作完成了“虚拟昆曲博物馆”课件。这一课件主要是让使用者了解昆曲 

艺术的一些基本常识，以苏州昆曲博物馆为原型，在制作过程中依据场景和交互的要求进行了部分的简化及 

改变。课件运行起始是二维界面，介绍了使用方法，关闭该界面后进入了三维场景，使用键盘漫游其中，走近 

舞台前的时候，可以通过键盘交互 ，选择经典的昆曲影像资料片断欣赏。舞台对面可进入博物馆的室内部分， 

里面摆放昆曲表演所用的乐器、戏服，使用键盘快捷键可以看到这些乐器、戏服的图片及相关说明，另一侧则 

是昆曲名段的古谱和现代谱，对使用者来说，可以对昆曲这一艺术形式有了直观的认识(图 1)。由于资金、设 

备和制作时间的限制，很多的先进交互设备和技术没有引进该课件，是该课件的不足和遗憾。以下就“虚拟 

昆曲博物馆”中使用到的一些的关键技术做一探讨。 

图 1 课件“虚拟昆曲博 物馆 ”截图 

1．1 三维技术 

三维技术源于工业设计，由于成本优势，迅速在汽车、建筑行业发展成熟起来。三维技术的普及、软件平 

台的开放及硬件平台性价比不断提高，推动了建模技术的高速发展。建模技术是支持虚拟现实的核心技术， 

目前主要有 3种方法实现：几何造型、三维扫描、二维图像的三维成像技术。 

基于几何造型的建模技术通过专业三维软件(如AutoCAD、3dsmax、Maya)搭建出物体的三维模型。造型 

方式主要有3种：线框模型、表面模型与实体模型。线框模型只使用“点”和“线”来构建物体。在建筑、机械等 

设计中更关注结构，对显示效果要求不高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方面应用较多，简单、数据量低、方便 ，但 

不直观。表面模型引入了“面”和“纹理”的概念，关注物体表面的展示，省略物体内部，这种方式以其优秀的 

视觉效果被广泛应用于电影、游戏等行业中。实体模型引入了“体”的概念，不仅构建了物体表面，更深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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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内部，形成物体的“体模型”，这种建模方法被应用于医学影像、科学数据可视化等专业中。 

基于实体的扫描建模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专门用于建模的三维扫描仪。能通过扫描构建已存 

在物体的三维模型，精度高，价格昂贵，要经过后期的专业处理：网格化、补洞、简化、修补无法扫描的部分[41。 

基于图像的建模技术(Image Based Modeling)，使用相机拍摄物体多角度照片，数字化后经软件分析重 

构获得精确的三维模型。该技术是虚拟现实建模技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有效地降低了建模的门槛与成本。 

“虚拟昆曲博物馆”要求面面的精美，使用技术最成熟的几何造型软件建模手段中的多边形建模技术来 

完成模型的制作。首先，对苏州昆曲博物馆进行粗略的测量，地面建筑物水平尺寸及相互距离采用步测，建 

筑物高度及其他采用目测得到大致比例。以拍摄的照片为参照，绘制了主要建筑的平、立、剖面与透视图，以 

及重要建筑物的空间关系图，再针对不足和缺少部分从多个角度、多种距离补拍照片，进一步修改建筑物的 

空间关系平面图，以上工作完成后，将这些图导入三维软件作为参照背景，开始场景模型制作工作。 

三维软件的主要建模方法有 NURBS建模、多边形建模和细分曲面建模，后两：昔经常是结合使用。从技 

术角度来说，细分曲面建模更先进，多边形建模更适合建筑建模，因为，虚拟现实场景对模型本身和纹理的复 

杂程度有一定要求 ，现有的计算机在实时运算的虚拟空间时，对场景所有模型的总面数，纹理的大小相当敏 

感，要获得流畅的运行速度，场景数据量不能太大，然而想要精美的视觉效果模型细节和纹理当然要复杂和 

细腻，这就要求找个平衡点，在保证运行流畅的基础上，尽可能的表现出更真实的：场景。古建筑的表面复杂 

程度相对要高，如果仅从真实的角度考虑，多边形和细分曲面建模结合使用可以达到完美的效果，但是，为了 

保证课件在低配制计算机上也能运行流畅，必须对模型的面数有所限制，只用了多边形建模完成整个场景模 

型的制作。对于那些在场景漫游中始终处于视野高处和远处的模型，甚至同一模型的在相对场景漫游视野 

的远近高低的不同部分也要在细节层次上有所区别 ，以尽量减少模型面数。在分析场景的特点之后，对视觉 

敏感的模型增加了细节，而视觉易忽视的模型相应减少了细节。 

在这三维场景的模型制作中，舞台部分的异形结构较多，也是场景的中心位置，所以放置的面数较多。 

舞台是一个对称物体，先建立模型的一半，对称复制另一半，焊接重合的点和边即可。舞台两侧及延伸到舞 

台对面的建筑结构是简单的重复结构，制作一个单元，就能复制出两边对称的模型。舞台前的桌凳、摆放花 

草的石台石凳、后部房间内的展台、衣架、隔断等部分用同样的方法复制完成。在模型完成后 ，对每个模型进 

行分析，依据模型的位置及重要程度适当增加或减少其模型的面数，软件对模型默认会指定贴图坐标，当然 

基本都是不符合贴图要求，需要对其进行人工修改。各种三维软件的实际操作都有所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 

需注意几个原则 ：(1)保持制作贴图坐标的比例适当，可以保证贴图不变形；(2)要与贴图绘制软件(Photo— 

Shop、Painter等)实时交流，可以提高坐标指定和贴图绘制的效率 ；(3)贴图绘制成正方形，而且分辨率最好 

是 2的整数次方，比如“64x64”，“128xi28”，“256x256”等，这是为提高在虚拟现实过程中的效率而沿袭下来 

的，兼容性最好，有时为了场景需求，要适当增加模型复杂程度来配合这种分辨率。 

模型制作的最后部分是在场景里调整所有建筑物的相对大小和位置误差(前朗绘制不精确导致)，消除 

各建筑物间的缝隙、与地面的间隙、单个模型的点线面有错误等疏漏之处。 

1．2 二维技术 

虚拟现实中的二维图形技术是在三维模型完成之后，最重要的体现场景真实效果的手段。一般的纹理 

处理文中不做讨论，只讨论几个特殊技术手段。 

“虚拟昆曲博物馆”里的植物比较难处理，如果采用建筑模型一样的制作方法，那么一盆花的模型面数就 

会是一栋建筑的几十倍甚至几千倍。制作时先拍摄这些植物多角度的平视照片，在图像处理软件中用抠像 

技术将其制作带 ALPHA通道的图片，在三维软件中，只需要建立交叉的长方形片面，使用透明纹理技术加 

载处理好的图片，这样有比较好的视觉效果，模型却变得非常简单，只是在场景里立体效果相对差一些。两 

棵树的处理相对复杂一点，树干用多边形建模，树叶用上述透明纹理的方法制作并大量复制形成树冠。“虚 

拟昆曲博物馆”中的植物就是用透明纹理这一简单的二维技术制作而成。 

所有的模型的纹理质开始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制作的图片，效果呆板，后改用实拍图片加工处理，只有部 

分墙体使用了全电脑绘制的纹理。屋顶上的瓦和地面的石砖，一个是不会近距离观察到的点，一个不是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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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所以每个屋顶 ，每片相似的地面，使用图形纹理来替代复杂的模型结构。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模型数据 

量，加快运行速度，对运行课件的电脑性能的要求也相应降低了。 

“虚拟昆曲博物馆”使用了一项新的纹理技术——“烘焙纹理”，烘焙纹理技术的目的很明确，在个人计算 

机性能不高的情况下，用普通的光照条件产生类似全局光照等高级光照效果。“虚拟昆曲博物馆”里的除了 

植物的贴图，其它纹理全部采用了烘焙纹理的技术 ，而且直接给材质加了 40％的自发光，整个场景里其实没 

有设置一盏灯，但光效很接近 自然光线的效果。目前，支持烘焙纹理的软件和独立渲染器很多，使用简单，在 

场景中设置好灯光，在渲染器中开启高级灯光渲染效果，反复渲染调整参数得到合适的光影效果，在软件中 

或者支持烘焙纹理功能独立渲染器中设置烘焙纹理参数，渲染输出，得到完美的带高级光效的贴图。将模型 

和贴图导入虚拟现实软件，加入简单的场景照明灯光或者只调整模型材质自发光就可以看见几乎和三维软 

件里渲染出来结果相近的真实场景灯光效果。 

当然，这项技术也有它的缺陷：(1)没有实时的光影变化 ，因为，这种光照效果是模拟的，已经被烘焙到物 

体纹理中去了，不可能产生变化。(2)在减少虚拟场景的灯光的同时增加了纹理量，比如“虚拟昆曲博物馆” 

的场景里，两侧的建筑都是相同的建筑单元重复排列而成的，使用的纹理也是相同的，l0个单元用同一个纹 

理就行了，在烘焙纹理过程中，尽管建筑是相同，纹理也相同的，但是每个单元纹理上的光影效果却完全不 

同，这样有几个相同的单元，就增加了几个相同大小的纹理量。当然“虚拟昆曲博物馆”是一个比较小的场景， 

完全可以承受这种纹理的增加，但如果是做一片城区，甚至是整个城市，所有模型都用烘焙纹理显然是不可 

取的，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折衷的办法，把重要的场景模型采用烘焙纹理技术，其他模型用一般的纹理贴图，用 

灯光来制造光效。另一个方法是把大场景划分成很多小场景，再分别应用烘焙纹理技术，但场景的切换时间 

也造成了使用的间断和不真实。当然还能应用更先进的纹理层次和过滤、模型细节级别技术。 

法线贴图同样也是产生于电脑游戏产业，用来表现三维模型表面复杂凹凸效果的，可以使简单的模型表 

面从视觉效果上感觉很复杂而真实。这种技术思想源 自Bump贴图和 Displacement置换贴图，效果不如 

Displacement，但速度较快；速度不如 Bump，但真实程度要好，是一个在速度与效果都比较折衷的方法。从名 

称上就可以看出，这种贴图方法是利用改变模型表面纹理 UV贴图坐标的法线方向而使模型表面产生凹凸 

的视觉效果，灯光的反射和漫反射也因此发生变化产生真实的灯光和效果，实质上这种技术还是二维技术， 

所以，不但产生出来的三维效果十分逼真，而且计算速度很快。制作过程相对复杂些，相同的物体要制作高 

精度模型(用于产生法线贴图)和简单模型(用于 VR场景的模型)，设置好场景灯光和渲染，开启法线贴图功 

能，用高精度模型进行渲染 ，得到的法线贴图并应用到简单模型上，这样可以使简单模型在视觉效果上拥有 

高精度模型的效果。有了这些技术的应用，“虚拟昆曲博物馆”整个场景真实可信，而运行在普通奔腾Ⅳ级别 

PC上的速度相当流畅。 

目前，计算机的硬件处理能力数十年来基本遵循摩尔定律在飞速发展 ，软件技术更是领先于硬件而提 

升，三维及二维图像技术不断推陈出新，有了这些先进的技术成果的支持，即使在性能一般的个人计算机上， 

虚拟的三维场景一样会很真实、很出色，未来虚拟现实中的视觉效果必然愈加精美 ，运行也会愈加流畅。 

1．3 模块化虚拟现实制作过程 

三维的模型、二维的图片以及影像、音乐、文字等前期素材准备充分后，进入后期制作部分。 

现有的虚拟现实软件种类繁多，原理虽然类似，但过程和方法不尽相同，大多是基于模块化的设计制作 

流程，在制作虚拟现实项目中所使用到的大多数交互行为都已经被编写成完整的行为动作模块，可以直接调 

用。这种模块化的制作方法，不需要制作者有很丰富的编程经验，制作者可以把精力放在场景搭建和交互行 

为设计上，大大降低了对制作者的要求和制作成本。只要将所有的前期素材导人项 目，将需要的行为动作模 

块也调入项目中，用这些模块将导入的所有前期素材建立相互关联机制再与建立的人机对话系统充分协调， 

形成有机的整体，最后将项目打包输出成所需要的格式，虚拟现实制作的整个过程就完成了。 

“虚拟昆曲博物馆”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制作，运行时二维的主界面首先调出，这时三维场景已经存在只是 

被主界面遮挡 ，二维界面关闭后，就可以用键盘控制虚拟摄像机在场景中游览了，使用的是一个键盘回馈与 

场景物体(摄像机)运动和旋转两个动作模块。所有不可穿越物体，比如墙、桌椅等都设置了碰撞属性模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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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摄像机在这些地方只能绕行，不会出现穿墙走壁的不真实感。靠近舞台对面钓碑体设置了一个范围响 

应模块，当虚拟摄像机靠近时弹出二维按钮，可以选择浏览昆曲历史文字资料或者关闭按钮继续游览，其他 

如在舞台前可以选择看视频资料，看后台的戏服、乐器、曲谱资料的地方也是设置这种响应模块，只是针对调 

出媒体是视频、图片或文字而选用相应的模块，背景音乐可随时开关。可以选择使用的各种功能模块有数百 

种 ，参看软件的帮助文件可以了解其功能和使用方法，如果这也不能满足需求，那软件的再开发接口模块会 

支持各种模块的开发，制作者要做的只是如何发挥想象力。 

2 结语 

虚拟现实的广泛应用是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目前，障碍只是虚拟现实这一薪兴学科的理论系统尚未完 

善，配套软硬件还在不断发展之中。但它独特的优势特长为各个领域的发展展现 r一个全新的世界，随着计 

算机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得到更为长足的发展，必将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各个 

领域 ，给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全新的面貌。虚拟现实以其灵活性、多样性和有效性，必然会在自身不断完善 

的过程中融人人类的生产生活。虚拟现实将会是继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之后 ，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前景 

不可估量的计算机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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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Technology of Virtual Reality Fabrication 

— — A Case Study of the Courseware”Virtual Kunqu Opera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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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irtual Reality is the most valuable applicable technology following the popularity of multimedia and 

network technologies．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After that，taking the courseware’。Virtual Kunqu Opera Museum”as an example，the authors have mainly ana— 

lyzed the diversity and skills of modeling，and explored how to use some advanced planar and three-dimensional 

technology such as transparent tunnel texture，baking texture，normal 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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