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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penGL 的小麦形态可视化技术
伍艳莲 1,2，曹卫星 1※，汤 亮 1，朱 艳 1，刘 慧 1
（1．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信息农业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95；
2．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南京 210095）
摘 要：形态可视化技术是虚拟植物研究的关键技术之一。本研究以小麦作物为对象，在提出小麦形态可视化技术框架
的基础上，首先研究了小麦不同器官的三维几何建模技术，构建了基于器官形态特征参数的几何模型，包括叶、茎秆和
麦穗几何模型。用 NURBS 曲面来模拟叶片和叶鞘；用圆柱体模拟茎秆的节间；并采用组合单器官的方式来构建麦穗模
型：用圆柱体模拟穗轴，用椭球体和圆柱体分别模拟小穗的谷粒及小穗枝梗。然后，基于 OpenGL 图形平台，绘制了小
麦器官的三维形态，并提出了颜色渲染、纹理映射、光照处理等真实感图形显示技术；最后，通过耦合小麦植株的拓扑
结构模型以及小麦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了小麦从器官-个体-群体三个层次的形态可视化，从而为构建可视化小麦
生长系统奠定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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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虚拟植物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计算机上模拟植物
在三维空间中的生长发育状况[1]，以可视化的方式模拟植
物的形态结构变化规律。这是对植物生长模拟的进一步
深化和拓展，在植物生长设计和管理调控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前景[2]。植物形态可视化是虚拟植物研究的关键
技术之一，它是指利用计算机图形学技术，用二维或三
维图形直观地显示植物生长与形态建成，包括几何、光
照、纹理、渲染等建模技术[3]。国外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研
究[4-7]，开发出了许多虚拟植物软件，建立了一些基本的
植物器官图形库。但这些软件只是单纯植物外观形态的
模拟工具，目的是生成视觉效果上逼真的植物（器官），
侧重于计算机图形学，很少包含有植物学机制，还不能
客观有效地模拟真实植物的生长过程。国内在玉米、小
麦等作物的器官建模及个体生长的可视化模拟方面进行
了积极的探索。刘晓东等采用 NURBS 自由曲面建立了玉
米、小麦叶片的几何形态模型[8,9]，邓旭阳等提出了基于
Cardinal 样条插值和三角面片的叶片静态建模方法[10]，郑
文刚等用三次 B 样条来拟合玉米叶片的三维形态[11]。然
而，这些方法所需要的形态数据不易获取，难以动态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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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器官建成过程。陈国庆等基于形态建成模拟模型，初
步实现了小麦器官和个体的虚拟生长[12]，但绘制的小麦
器官和个体真实感不强，且尚未涉及小麦群体的虚拟显
示。
小麦的形态结构比较复杂，研究小麦形态可视化技
术可为小麦生长可视化系统的设计提供技术基础，也为
其它多分蘖禾本科作物（如水稻、大麦等）的可视化提
供借鉴。为此，本研究以小麦作物为对象，在提出小麦
形态可视化技术框架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器官形态特征
参数的几何模型；并基于 OpenGL 图形平台，绘制小麦
器官的三维形态，同时建立颜色、纹理、光照等图形真
实感显示子模型；通过进一步耦合小麦植株的拓扑结构
模型以及小麦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小麦从器官-个
体-群体三个层次的形态可视化。

1

小麦形态可视化的技术框架

小麦形态可视化的技术框架是在小麦形态建成模拟
模型的基础上，结合计算机图形学技术构建形成的。
总体上，小麦形态可视化技术框架包括构建器官几
何模型、颜色渲染、纹理映射、光照处理等几个部分，
其过程可大致分为建模和渲染两个阶段。建模是指建立
小麦器官的三维几何模型；渲染是指利用计算机图形学
的真实感显示技术(如颜色、纹理映射、光照处理等)处理
小麦器官的三维几何模型，从而生成形象逼真的器官图
形，具体实现过程如图 1 所示。其中，形态建成模拟模
型能够模拟植株的形态发生随生育进程的变化规律及其
与环境的动态关系，其输出指标包括叶、茎、穗等器官
的几何形态特征参数和拓扑结构[13-15]；器官三维几何建
模模块根据器官的形态特征参数建立器官的三维几何模
型；器官几何模型经过颜色、纹理、光照等真实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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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处理，生成形象逼真的器官图形，从而实现器官生
长的可视化；另外，根据形态建成模拟模型输出的植株
拓扑结构，可将各器官组织成个体；并进一步按株距、
行距等种植模式生成一定的植株群体。

Fig.1

(0,0,0)，则叶鞘的第 2、3、4 排控制点的 y 坐标随着排数
增加，x、z 坐标不变。第 5 排控制点定义了一段非封闭
曲线（图 2b），7 个控制点的 x、z 坐标由叶鞘粗 Sr 决定，
y 坐标由叶鞘长度 Sl 决定（图 2c）
。

图 1 小麦形态可视化的技术框架
Technical framework of wheat plant visualization
Fig.2

2

小麦器官的三维几何建模

实现小麦形态可视化，首先要建立器官的三维几何
模型。本文通过对小麦器官外观形态的观测研究，基于
形态建成模拟模型输出的叶、茎、穗等器官的形态特征
参数，建立了小麦不同器官的几何模型。
2.1 叶几何建模
小麦叶由叶片和叶鞘组成，叶的下方为叶鞘，叶鞘
呈开口圆筒形，完全包围着节间。本研究对叶鞘和叶片
统 一 使 用 NURBS 曲 面 （ 非 均 匀 有 理 B 样 条 曲 面
Non-Uniform Rational B-Spline）来建模。
一张 k×l 次 NURBS 曲面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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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i,j(i=0,1,…,m; j=0,1,…,n)——控制点阵列；wi,j——
与顶点 di,j 联系的权因子；Ni,k(i=0,1,…,m)和 Nj,l(j=0,1,…,n)
——分别为 u 向 k 次和 v 向 l 次规范 B 样条基，分别由 u
方向和 v 方向的节点矢量 U=(u0,u1,…,um+k+1)与 V=(v0,v1,…,
vn+l+1)按德布尔递推公式决定。
如何确定叶的控制点，是 NURBS 曲面建模的关键。
在小麦形态结构建成模拟模型中，描述叶片形态特征的
模型主要有叶长、叶形（不同叶长处的叶宽）、叶曲线及
叶鞘形态等子模型[13,14]。本研究利用形态结构建成模拟模
型输出的参数（如叶长、叶宽、茎叶夹角和叶鞘长度等）
来确定 NURBS 曲面的控制点，从而建立叶的几何模型。
每片叶都由一个 NURBS 曲面形成，每个 NURBS 曲
面有 10 排控制点，叶鞘和叶片各 5 排，每排有 7 个控制
点。叶鞘第一排由 7 个控制点构成一个正方形，定义了
一个以它为外切正方形的圆，由叶鞘粗 Sr 来决定 7 个控
制点的坐标（图 2a）
。
假定叶鞘第一排控制点定义的圆的圆心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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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麦叶和节间几何建模示意图
Sketch of geometric modeling of wheat leaf and internode

对于叶片，由叶曲线模型来模拟叶片的空中伸展，
叶曲线方程确定了中间主脉的控制点，叶片边缘控制点
与同一排主脉的控制点的 x、y 坐标一样，但 z 坐标由叶
长和叶形模型来确定。在边缘控制点和主脉控制点之间
设定了 2 列与主脉平行的控制点（图 2c）
，因而叶片的控
制点也有 5 排，每排 7 个，其中第 1 排控制点的 y 坐标
与叶鞘第 5 排控制点的 y 坐标一样，这样能够更好地使
叶片与叶鞘光滑衔接。
OpenGL 的实用函数库(GLU)封装了用于 NURBS 曲
面绘制的一组函数，因此输入控制点阵列和节点序列之
后可使用这些函数来完成 NURBS 曲面的绘制过程。利用
OpenGL 生成小麦叶的 NURBS 曲面的主要过程如下：
1）计算叶的各个控制点，设置 u、v 向节点值；
2）创建一个指向 NURBS 对象的指针：
GLUnurbsObj
*theNurbs=gluNewNurbsRenderer( )；
3）调用 gluNurbsProperty( )函数设置 NURBS 对象的
各种属性；
4）在 gluBeginSurface( )函数和 gluEndSurface( )函数
之间调用 gluNurbsSurface( )函数生成和绘制 NURBS 曲
面，如下：
gluBeginSurface(theNurbs);
gluNurbsSurface(theNurbs,11,sknot1,14,sknot2,10*3,3,
&ctrPoints[0][0][0],4,4,GL_MAP2_VERTEX_3);
gluEndSurface(theNurbs);
其中，ctrPoints 是存放控制点值的数组，sknot1、
sknot2 分别是存放 u、v 向节点值的数组，这样就完成了
小麦叶的 NURBS 曲面的绘制，效果如图 2d 所示。
2.2 茎几何建模
小麦茎由许多节和节间组成，节间呈圆筒形。节间
的形态结构比较简单，故用圆柱体来模拟。由小麦茎形
态建成子模型[14]输出的节间长度 Th 和节间粗度 Tw 来分
别确定圆柱体的长度和直径，通过调用 OpenGL 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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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曲面技术绘制几何图形的函数 gluCylinder( )来绘制
圆柱体，建立了小麦茎的几何模型，如图 2e 所示。具体
调用过程如下：
1）创建并初始化二次曲面；
GLUquadricObj *obj=gluNewQuadric( )；
2）调用 gluQuadricDrawStyle( )函数设置二次曲面的
绘制类型；
gluQuadricDrawStyle(obj,GLU_FILL)；
3）调用 gluCylinder( )函数绘制圆柱体；
gluCylinder(obj,Tw/2,Tw/2,Th,10,10)；
其中，Tw、Th 分别为节间粗度和节间长度。
2.3 穗几何建模
小麦穗为穗状花序，由穗轴和小穗组成，小穗通过
小穗枝梗互生在穗轴上，穗轴顶端着生一个小穗。对于
有芒品种，芒着生于小穗顶端。由于麦穗的形态结构相
对来说比较复杂，因此构建麦穗的三维几何模型时，采
用了组合多个基本图元的方法来实现。穗轴用一圆柱体
来模拟，穗轴的造型主要由穗轴长 bl，穗轴粗 br 决定（图
3a）
；小穗的谷粒用一个椭球体来模拟，小穗的小枝梗用
圆柱体来描述，小穗通过小穗枝梗着生在穗轴上，因此，
小穗的造型主要由小穗枝梗长 bl，小穗枝梗直径 br，谷
粒短半径 gr 和谷粒长半径 gl 以及小穗与次枝梗轴的夹角
Φ 等参数决定（图 3b、3c）。对于有芒品种，用一个圆柱
体来模拟麦芒。因此，芒的造型主要由芒的长度 mh，芒
的粗度 mr 决定（图 3d）
。

Fig.3

图 3 麦穗建模过程示意图
Sketch of geometric modeling of wheat spike

在小麦形态建成模拟模型中，穗形态建成子模型描
述了穗轴长、穗轴粗、小穗谷粒大小以及穗的颜色等形
态变化的动态过程[15]。因此在构建穗的几何模型时，通
过调用 OpenGL 中 gluCylinder( )函数和 gluSphere( )函数
分别绘制圆柱体和椭球，来构建麦穗的几何模型。具体
实现过程与 2.2 部分茎的绘制过程类似。其中，在调用
gluCylinder( )函数绘制圆柱体模拟穗轴时，
函数的参数 2、
参数 3 设置为穗轴粗，参数 4 设置为穗轴长；模拟麦芒
时，函数 gluCylinder( )的参数 2、参数 3 设置为麦芒的粗
度，参数 4 设置为麦芒的长度。绘制椭球模拟小穗时，
调用 gluSphere( )函数前要先设置椭球的缩放比例，具体
过程如下：
1）创建、初始化二次曲面，并设置二次曲面的绘制
类型；

123

2）设置椭球的缩放比例模拟籽粒的饱满程度；
glScalef(1.0f, gr/gl, 1.0f)；
其中，gl、gr 分别表示谷粒的长半径和短半径。
3）调用 gluSphere ( )函数绘制椭球；
gluSphere(obj,gl,10,10)；
构造出穗轴、小穗、小穗枝梗和麦芒的几何模型后，
基于麦穗的拓扑结构，就可以重建麦穗的三维形态。首
先分别由穗轴、小穗、小穗枝梗和麦芒的描述参数完成
穗轴、小穗、小穗枝梗和麦芒的几何造型，然后将小穗、
小穗枝梗和麦芒组合成小穗，最后在穗轴上根据节点位
置添加小穗。

3

小麦形态的真实感显示

小麦形态的可视化不仅应该保证几何形状的准确
性，还应具有比较真实的视觉外观。因此，在建立小麦
各个器官的三维几何模型后，还需对生成的几何模型进
行颜色、纹理渲染以及光照处理等真实感显示技术的处
理，以生成较逼真的图形。
3.1 颜色渲染
本研究采用 OpenGL 中的 RGB 模式来实现颜色渲
染。在实现茎、穗的颜色渲染时，调用函数 glColor（TYPE
r, TYPE g, TYPE b）来设置器官的颜色，函数的 3 个颜色
参数值 r、g、b 分别表示需要设置颜色的红色、绿色、蓝
色分量值，由形态建成模拟模型中的颜色子模型提
供[16,17]。实现叶的颜色渲染时，本研究采用一个颜色数组
来存放叶的各个控制点的颜色分量值，在调用
gluNurbsSurface( )函数生成和绘制 NURBS 曲面后添加下
列语句，就实现了叶的颜色渲染：
gluNurbsSurface(theNurbs,11,sknot1,14,sknot2,10*3,3,
cp,4,4,GL_MAP2_COLOR_4);
其中，cp 是颜色数组，sknot1、sknot2 分别是存放 u、
v 向节点值的数组。
3.2 光照处理
光照对于模拟三维真实感图形非常重要，如果没有
光照，绘制的三维图形就没有立体感。本研究采用
OpenGL 的 光 照 模 型 来 模 拟 现 实 世 界 的 光 照 效 果 ，
OpenGL 使用的光照方程是一种近似算法，但与实际情况
很接近，且计算速度相对较快。自然情况下小麦生长时
的光源来自太阳，所以本研究采用平行光源，使用
OpenGL 中的光照模型的主要步骤如下：
1）用 glLightfv( )函数定义光源，并设置光源的各种
属性，如光的颜色强度、光源的位置、光源的衰减特性
和光源的聚光效果等；
2）在使用光源前，用 glEnable( )函数打开光源，使
光源有效；
3）用 glLightModelfv( ) 函数设置 OpenGL 光照模型
的三个部分：全局环境光，观察点的位置以及对前、后
面的光照计算；
4）用 glMaterialfv( ) 函数指定小麦器官的材质属性。
3.3 纹理映射
由于真实的小麦器官表面存在着丰富的纹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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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算机绘制小麦时，为了使生成的器官图形具有真实
感，除了建立颜色模型、光照模型外，还需要对器官进
行表面纹理细节的模拟，即纹理映射。本研究采用颜色
纹理来进行纹理映射，颜色纹理属于二维纹理，是一种
将预先定义好的纹理图片贴到物体表面的纹理映射方
法。在田间试验的基础上，我们用数码相机拍摄了不同
器官不同生长时期的图片，通过对图片的处理获得小麦
器官的各种纹理数据；最后，为了把二维的纹理图片映
射到三维的器官表面，还需建立器官空间坐标（x, y, z）
与纹理空间坐标（u，v）之间的对应关系[18]，把纹理映
射到器官的表面。在 OpenGL 中提供了一系列纹理操作
函数，可以实现纹理映射，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1）纹理数据的获取
调用函数 auxDIBImageLoad( )，从数码相机拍摄的小
麦器官的图片中读取器官的纹理数据。
2）纹理控制
调用函数 glTexParameter*( )说明纹理映射到三维模
型表面上的映射方式。
3）说明纹理的映射方式
调用函数 g1TexEnv*( )，用纹理中的值来调整三维器
官模型的颜色或者将纹理与三维器官模型原来的颜色进
行融合。
4）定义纹理坐标
调用函数 gITexCoord*( )定义三维器官模型顶点的纹
理坐标与几何坐标，几何坐标决定了顶点在屏幕上的绘
制位置，纹理坐标决定纹理图像中哪一个纹理赋予该顶
点。对于叶的 NURBS 曲面模型，绘制 NURBS 曲面后，
可以调用函数 glTexCoord*( )自动生成曲面的纹理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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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上，因此小麦植株同一节间、节及其着生的叶或穗
可以作为一个生长单元。由于节一般都很小，在虚拟显
示时可不考虑。故小麦植株除最后一个生长单元结构由
穗下节间、旗叶和麦穗组成外，其它生长单元结构都只
包含一个节间和一片叶子。叶片互生于主茎两侧（图 5）。
分蘖的结构与主茎相似，分蘖的生长与主茎保持同伸规
律[17]。

图 4 小麦器官渲染前后效果和小麦器官可视化生长效果图
Fig.4 Appearances of wheat organs before and after rendering
and virtual realization of wheat organ development on computer

小麦器官、个体和群体的可视化

4.1

应用实例
以小麦品种扬麦 9 号为材料，基于 2004-2005 年在
南京农业大学校内试验站的小麦生长过程中的气象资料
（包括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照时数和日降水量）、
土壤特性、品种参数及栽培措施等基础数据，驱动小麦
形态建成模型模拟植株拓扑结构和各器官形态特征参
数[13-15]，并将形态建成模型的部分输出结果，如由叶长、
叶宽、茎叶夹角、叶鞘长度、节间长度、节间粗度以及
穗长等器官形态特征的描述参数，作为小麦器官几何模
型的输入，来驱动小麦器官几何模型的运行，建立小麦
器官的几何模型。
4.2 小麦器官的可视化
建立小麦器官的三维几何模型后，利用真实感图形
显示技术（如颜色、纹理映射、光照处理等）处理小麦
器官的三维几何模型，从而生成形象逼真的器官图形（图
4a、4b）
，进一步实现小麦器官形态建成过程的可视化（图
4c）
。
4.3 小麦个体的可视化
4.3.1 小麦植株冠层拓扑结构
小麦个体包含一个主茎和几个分蘖。小麦茎由许多
节和节间组成，小麦的其它器官（叶、穗、根）都着生

Fig.5

图 5 小麦冠层拓扑结构
Topographic structure of wheat plant

4.3.2 小麦个体的可视化
小麦植株的三维形态是由小麦植株的拓扑结构以及
各器官的大小及空间分布所决定的。根据形态建成模拟
模型输出的植株拓扑结构，将各器官组织成个体，即可
构建小麦植株的三维形态（图 6a）
，进一步结合形态建成
模拟模型输出的各器官的形态特征参数和生长发育的时
间序列，实现植株个体的虚拟生长。
4.4 小麦群体的可视化
小麦群体的形态与结构是极为复杂的，小麦群体中
个体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分蘖数目、主茎叶片数、器
官几何属性（同一叶位叶长、叶宽、茎叶夹角等）等不

第1期

伍艳莲等：基于 OpenGL 的小麦形态可视化技术

同方面。本文在实现个体可视化基础上，从优化计算速
度、降低内存消耗、增强真实感等方面出发，采用了一
种兼顾速度和多样性的方法，实现了群体可视化（图 6b）。
即先根据小麦个体之间的统计特征，对群体中的大部分
个体进行一致的绘制，只是将个体绕茎秆旋转的角度进
行随机处理，再绘制了一些互异的个体样本，并在绘制
群体时，随机选择这些个体样本，这样绘制的群体具有
明显的互异性。为了解决可视化效果和显示速度之间的
矛盾，采用层次细节（LOD）技术绘制小麦群体，用不
同等级的模型绘制个体；不同等级的模型采用的网格数
目不一样，离视点越近，采用的模型越精细，离视点越
远，采用的模型也越简单粗糙。

Fig.6

5

图 6 小麦个体和群体可视化效果图
Virtual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and population
wheat plant on computer

结论与讨论

以小麦作物为对象，将参数化几何建模方法应用于
小麦器官形态建模，构建了基于器官形态特征参数的小
麦器官几何模型。将叶长、叶宽、茎叶夹角、叶鞘长、
节间长、节间粗和穗长等设为小麦器官几何模型的基本
参数，能较好地描述小麦器官形态建成过程，与已有的
其它模型[8-11,19,20]相比，本模型的可控性强，模型参数的
生物学意义明确，且容易与小麦形态建成过程模型相耦
合，从而可实现不同品种、环境条件和栽培管理措施下
小麦器官生长过程的动态化模拟。基于器官形态特征的
参数化几何建模方法具有普适性，适合于其它禾谷类作
物器官的三维几何建模。
在小麦器官几何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真实感图形显
示技术，模拟了小麦器官的三维形态；进一步耦合小麦
植株的拓扑结构模型以及小麦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实
现了小麦从器官-个体-群体三个层次的形态可视化。虚拟
显示效果表明，重建的小麦真实感强，能较好地模拟小
麦不同尺度的空间形态变化过程，为构建可视化小麦生
长系统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对其它作物的可视化表达
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但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于器官的几
何形态建模，没有考虑器官的局部变形问题（如叶片的
萎缩、卷曲等）。另外，本研究只讨论了作物地上部分器
官的形态建模和可视化问题，没有涉及到根系。因此，
如何对作物根系进行形态建模[21-24]，以实现作物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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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和群体完整的生长可视化，均需在今后做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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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L-based visual technology for wheat morphology
Wu Yanlian1,2, Cao Weixing1 , Tang Liang1, Zhu Yan1, Liu Hu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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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iangsu Key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Agriculture, Nanjing 21009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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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phology visualization i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for constructing visual plant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wheat morphology visualization, the 3D geometric modeling technologies of wheat organ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organ geometrical models were developed with characteristic architecture parameters. The model
included three submodels: leaf geometry, stem geometry and wheat spike geometry submodels. The NURBS was used to
simulate leaf blade and sheath, and stem geometry submodel was developed by a cylinder. The wheat spike geometry
submodel was developed by means of assembling a single organ. The spike axis was simulated with a cylinder, and the
spikelet was simulated with an ellipsoid and a cylinder. Based on the platform of OpenGL, the 3D morphology of organs
was drawn, and the rendering models of color, texture and light were developed. By further integrating the model of
topographic structure of wheat plant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individual plants, the wheat 3D morphologies at the
organ, individual and population levels were visualized on the computer. These results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visual growth system for the wheat plant.
Key words: wheat, visualization, geometric modeling, rendering, OpenG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