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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体绘制算法采用全局实体网格化和光线均匀采样策略, 难以适应大规模数值反应堆数据的可视分

析问题, 提出一种面向实体特征的数值反应堆可视化方法. 首先利用高重复性的组件特征设计按需网格化的绘制流

水线, 支撑网格高效重建; 然后采用均质属性的实体特征, 提出基于表面的非结构网格体绘制加速算法; 最后耦合

轮廓线等表意性绘制增强效果.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可扩展地处理大规模反应堆数据, 高质量地表现反应堆

结构和关键介质界面.   

关键词：反应堆模拟; 构造实体几何; 图形绘制流水线; 体绘制 

中图法分类号：TP391 

High Quality Rendering of Numerical Nuclear Reactor with Sol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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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enter,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Traditional volume rendering wa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large-scale numerical reactors visu-

alization because of the global pre-meshing strategy for solid geometries and uniform ray-sampling rendering al-

gorithm. In this paper, an efficient and high quality visualization framework was introduced for the solid-based 

reactor datasets. A novel rendering pipeline was presented for on-demand solid-meshing that utilizes the charac-

teristic of high repeatability of reactor models. A surface-based CPU ray-casting rendering algorithm of unstruc-

tured mesh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pipeline for accelerated rendering of the large number of homogeneous 

solids within reactor models. The non-photorealistic rendering techniques coupled within the framework were 

also implemented for generating more perceptually effective visualization of reactor datasets. Experimental re-

sults shows that this framework can be used to scalably handle large-scale reactor datasets, and allows clearly 

convey the model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 inte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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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值建模和反应堆物理模拟分析的数值

反应堆技术, 是当前核能领域解决反应堆设计、安

全分析和屏蔽防护等系列重要问题的前沿、高置信

度手段. 粒子输运问题是数值反应堆应用的核心. 

为了分析反应堆内部的大量中子同大尺度介质间

的相互作用机理 , 一般采用粒子输运模型求解以

了解中子群体在介质内随时间、空间的迅速变化行

为. 这类物理问题常具有复杂几何构型、强非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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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强各向异性等性质, 因此必须采用精密的数

值模拟方法 .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科学理论的

发展, 蒙特卡罗方法(monte carlo, MC)已成为求解

中子输运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1]. 不同于传统基于

网格离散模型的数值模拟方法, MC 中子输运模拟

采用基于构造实体几何(constructive solid geometry, 

CSG)表示法的物理模型, 其模拟输出为基于实体

对象的数值模拟数据 . 为可视化这类具有实体特

征的数值模拟数据集 , 可视化软件通常需采取全

局实体数据场的网格化预处理步骤 , 其原因在于

当前的可视化软件仅可直接处理网格类数据.  

全局实体数据场的网格化预处理给反应堆数

据可视化带来了新的问题. 1) 全局网格化的数据

表达形式容易引起实体间关系的信息弱化或缺失, 

导致难以开展针对实体级的数据分析与处理 . 尤

其当原始数据场中存在大量具有介质属性的实体

对象时 , 仅基于网格信息会导致现有可视化方法

难以跟踪或者清晰地表现同构或异构介质间的物

质界面. 而从领域分析的角度出发, 这种多介质界

面显示所带来的空间层次与深度信息感 , 无论对

数据分析还是物理规律认识都十分重要. 2) 对于

采用高分辨率实体建模的物理模型 , 网格化意味

着可视化待处理数据量的急剧膨胀. 例如, 在高置

信度的反应堆物理模拟应用中 , 堆芯建模十分精

细 . 其堆芯的几何精度可以从传统的组件级精细

到组件内部每个燃料芯块(即 pin-by-pin建模[2]). 在

耦合复杂实体构型的反应堆模拟数据集中 , 蕴含

了精细的物理特征和数十亿以上非结构体网格数

量 , 其数据表现需求和极高计算能耗开销对现有

可视化造成巨大挑战.  

本文提出了面向实体模型的数值反应堆可视

化方法. 不同于传统可视化方法, 本文方法无需进

行全局实体数据场的网格化预处理 , 而是将网格

化步骤延迟到绘制运行时 , 通过实体对象在内存

中的按需网格重建和绘制策略 , 形成一个面向大

规模实体模拟数据的高效绘制流水线 . 基于该底

层绘制流水线技术 , 本文还提出一种适应实体特

征的三维数据体绘制算法 , 该算法通过基于表面

的非结构网格体绘制和光照与效果增强绘制方法, 

可以支撑反应堆堆芯的高效物理分析.  

1  相关工作 

核电反应堆通常具有“整体反应堆-堆芯-组件-

燃料芯块”的典型嵌套复杂结构[1,3], 如图 1所示. 反

应堆物理侧重于堆芯物理状态的研究与分析 . 当

前 , 堆芯物理分析领域仍主要采用二维或三维的

(径向/轴向)截面绘制表示法[3-4]来表现堆芯物理量

的空间分布情况. 文献[5]在反应堆的三维几何构

型内耦合使用二维截面切片来表现堆芯中子属性

分布. 截面法虽然最容易与MC程序中的多群或连

续截面计算特点[6]相匹配, 但却不足以用来表征三

维物理空间上的能群连续变化(如图 2 所示). 文献

[7-8]将中子状态分布映射到了构型表面 , 结果相

比截面法更具物理表现力 , 但其不透明几何绘制

仍无法表现大规模精细模型的复杂物理状态.  

 

 

a. 粒子 b. 填充的燃料芯块 

 

c. 燃料块构成组件 d. 组件构成堆芯 e. 堆芯工程结构
 

图 1  典型反应堆的复杂嵌套结构 
 

    

 a. 堆芯二维横截面       b. 堆芯三维截面 

图 2  传统堆芯物理分析常采用的截面绘制表示法 

 

半透明几何绘制可以表现关于三维物理场量

和几何构型的丰富深度信息. 基于OpenGL核心的

半透明几何表面绘制[9], 需要针对绘制场景进行全

局遍历和深度排序 . 遍历与排序可以从几何构型

对象或者几何面片对象 2个不同的层次进行. 针对

高精度、大规模的建模场景, 基于几何面片对象的

排序无法处理半透明几何相交的情形 , 并且计算

复杂度高. 基于构型对象的排序计算更加高效, 但

其无法处理相交和嵌套的对象 , 不适用于具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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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嵌套构型结构的反应堆模型. Depth Peeling[10]通

过在绘制流水线的 fragment 层次进行更细致的深

度排序, 可以正确绘制相交的半透明几何, 但其多

趟计算具有较高的时间复杂度 O(N2); Dual Depth 

Peeling[11], A-Buffer[12]等在每趟计算中引入多个层

数的 peeling 操作实现计算加速 ; 但这些 Depth 

Peeling方法的实现均依赖于 GPU及 OpenGL Ext-

ensions, 因此不适于基于处理器核和软绘制模式

的大规模并行机环境.  

相比半透明几何绘制, ray-casting体绘制[13]则

更适于高质量表现三维数据场内部的复杂结构和

物理现象关系, 但计算开销也更大, 尤其当其面对

非结构网格数据场的绘制场景时 . 为了快速处理

具有凹网格、嵌套关系的非结构网格数据 , 文献

[14-15]通过 GPU 来加速 ray-casting 体绘制的交互

性. 但是, 这种途径仅在数据规模与 GPU 内存容

量相匹配时方才有效 , 一旦数据量超过可用内存

上限, 则由主存向 GPU 内存的高代价数据迁移将

会严重阻碍 GPU 绘制性能. 由于系统主存容量更

大, 因此针对大规模非结构网格数据场, 采用基于

CPU的软绘制才是有效途径.  

文献[16]最早实现了基于 CPU的 ray-casting软

绘制算法, 该算法通过建立网格邻接关系, 用于跟

踪计算光线进入和离开的逐个相邻网格单元 . 文

献[17]将每个网格单元上处于光线入射端的几何

表面投影到屏幕空间 , 从而针对每个屏幕像素建

立与该像素相交的网格单元列表 , 以加速光线在

非结构网格单元间的遍历计算 . 但文献[16-17]都

需要额外的预处理和内存空间来建立辅助遍历的

数据结构 , 此类开销在大规模非结构网格绘制时

将不可忽视, 直接影响算法可扩展性.  

为了处理基于实体的模拟数据 , 面向网格类

数据的通用型可视化软件工具[18]必须首先针对原

始数据集进行网格化的预处理 . 即使不考虑预处

理开销 , 生成的整场网格类数据集仍存在实体信

息被抹去的缺陷. MCNP[19]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

家实验室开发的一款基于实体建模的MC方法粒子

运输程序 , 它输出全局网格化的模拟数据用于可

视化. 文献[20]采用 MCNP 全局实体网格化数据, 

但其难以直接定位实体来绘制特定实体内部的物

理场量, 只能借助区域裁剪的数据表现手段.  

在高分辨率的反应堆模拟数据集中可以包含

数十万以上的 CSG 单元, 其离散形成的非结构网

格总量可达数十亿以上 . 为精细表现这些具有多

层次、复杂空间关系的实体构型和紧密耦合于构型

的堆芯物理状态 , 直观地可视展现反应堆的内部

变化 , 需要可视化领域探索可供准确刻画复杂几

何构型与三维物理状态量的先进可视化方法和绘

制算法, 以满足领域物理学家的分析需求.  

2  基于 MC 输运模拟的数值反应堆特征 

核反应堆中的裂变反应会产生大量中子 , 通

过数值反应堆的模拟 , 可以准确把握堆内中子通

量随时间的瞬态变化特性 , 为反应堆安全运行提

供物理参数. MC 方法忠实物理过程并且求解仿真

度高 , 适于求解粒子输运类本身带有随机性的物

理问题. 使用 Boltzmann 积分方程[21]可简要描述

MC输运问题为 

     
( , )

( , ) ; d , ; d .

r v

r v C v v r v Q r v T r r v r







             
 

其中,  代表碰撞密度; r为位置; v为粒子速度; Q

为源; C 为碰撞核, 它可改变粒子能量和方向、引

起粒子吸收或者次级粒子产生; T 为输运核, 它影

响粒子位置. 由 Boltzmann方程可知, MC方法跟踪

了每个粒子从产生到灭亡的整个历史 , 精确统计

整个堆芯内的物理量分布情况 , 并且每个实体都

具有均质的物理属性. 例如, 对每个实体统计单位

时间进出该体的中子数(如图 3 所示), 可以获得反

应堆的中子体通量分布.   

 

 
 

图 3  单位时间内穿过某实体的中子群 

 
MC输运模拟常采用基于CSG实体的建模数据. 

这缘于反应堆模型包含大量重复性结构(如图 1 所

示), 它们构成具有较大范围且材料属性相同的几

何区域(如由燃料芯块堆叠构成的燃料棒区域). 当

在这些同质材料区域内发生粒子逸出事件时 , 采

用基于 CSG 实体表示法的模型, 可以避免由网格

表示法建模所引起的网格单元间的冗余粒子径迹

计算. 而 MC 输运计算时间的 70%~80%被消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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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径迹计算中[22], 因此实体建模可以提升 MC 的

计算效率.  

本文中的反应堆应用是基于 JLAMT前处理建

模工具 [23]进行三维实体建模, 并采用三维蒙特卡

罗粒子输运模拟软件 JMCT(J Monte Carlo transport 

code)[24]及 JCOGIN 并行支撑框架[25]来进行数值反

应堆模拟.  

3  面向大规模实体数据的绘制流水线 

为了使用可视化软件直接处理数值反应堆输

出的 CSG 实体类型模拟数据, 并适当留存相关实

体信息 , 以实现针对实体级的灵活可视化筛选和

处理操作 , 本文提出并实现一种面向大规模实体

数据的绘制流水线, 作为底层的可视化支撑机制.  

一般的绘制流水线主要包括数据加载、几何处

理、光栅化和显示 4个组成部分. 面对实体模型数

据 , 数据加载前还需要一个从实体化表达转化为

网格化表达的数据预处理过程 . 在本文的绘制流

水线中 , 实体的网格化和几何处理过程均被延迟

到光栅化阶段、绘制渲染前才执行, 如图 4所示; 并

且原有的几何处理阶段在新流水线中也被更改为

仅需执行针对一系列几何操作内容的记录, 例如, 

模型、视景变换操作的信息、针对数据的空间筛选

操作信息(如切割操作)和逻辑筛选操作信息等. 新

流水线在光栅化阶段通过 Round-Robin 方式来调

度处理 CSG 模型数据中的实体对象, 并紧接着对

其进行网格化处理和几何处理 , 其中的几何处理

参照流水线前段产生的几何操作记录来完成 . 在

每个实体轮询过程结束并完成相应光栅化后 , 流

水线会释放网格化和几何处理产生的内存空间 , 

进入下一轮询处理.  

 

 
 

图 4  图形绘制流水线的流程图 

图 4所示的流水线设计优势在于, 直到光栅化

执行阶段之前 , 新绘制流水线的内存占用量都将

远小于采用全局网格化时的传统绘制流水线的内

存占用 , 并且该新流水线的内存用量在几何处理

阶段不会产生大幅度的增长. 在实际应用中, 图形

绘制过程常会涉及采用多种复杂组合的几何处理

操作或数据变换处理; 并且在以用户交互为主导

的绘制模式下, 任何修改、探索操作都会触发高频

度的几何处理. 对于传统的绘制流水线, 无论是复

杂组合的几何处理还是高频度的几何处理 , 都很

容易导致流水线的内存占用快速增长或者持续波

动 , 引发内存异常或者失效从而导致应用程序的

崩溃 . 而本文的绘制流水线设计则可以在上述应

用场景下提升可视化绘制的稳定性和健壮性.  

需要注意的是 , 在光栅化阶段的三维实体网

格划分算法会对绘制渲染速度造成较大影响 , 并

增大内存占用的波动幅度 , 从而引发流水线的性

能瓶颈问题 . 本文工作充分利用反应堆的高重复

性组件特征, 先通过流程读入仅有较少数量、具有

网格化表达的反应堆基准实体组件 , 然后采用基

准网格的映射变换策略替代实际网格划分算法 , 

在流水线运行时针对大规模实体进行网格重建 , 

从而实现具有较少时空复杂度代价的反应堆实体

网格化处理.  

4  适应实体特征的三维数据体绘制 

在本文涉及的反应堆应用数据中 , 实体的网

格化表达为非结构四面体网格 . 为高质量地绘制

这类基于实体模型的数值模拟数据 , 本文提出一

种适应实体特征的三维非结构网格体绘制算法 . 

与文献[16-17]中的工作相类似 , 本文算法也采用

了基于 CPU ray-casting 的体绘制策略, 使得我们

的可视化软件在面对大规模数值反应堆数据集时

仍然可以具有较好的可扩展绘制性能. 不同的是, 

本文算法无需建立网格单元之间的邻接关系或者

进行单元之间的深度排序 , 并且体绘制光线采样

仅发生在实体对象表面.  

4.1  基于屏幕空间的非结构网格变换计算 
本文的三维体绘制计算是完全基于屏幕空间

进行的. 在绘制流水线的延迟几何处理阶段, 三维

数据场会依照当前视景信息进行齐次坐标变换 , 

将所有的三维非结构网格单元从三维物体空间投

影变换到二维 X-Y屏幕空间. 但是该投影变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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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三维单元的深度信息 , 并在变换结束后通

过深度线性化映射的计算 , 归一化到体绘制三维

采样计算空间的 Z方向值域范围.  

基于屏幕空间的网格变换计算 , 使得原本复

杂的三维光线与三维单元的求交计算过程 , 简化

到了二维屏幕空间的几何投影区域判断过程 , 可

以加速非结构网格的光线采样计算效率 . 而网格

单元深度信息的线性化映射 , 可以避免坐标变换

之后产生的深度走样问题 . 该步骤计算使得本文

的三维体绘制算法可以完全基于屏幕空间完成 , 

而不再需要依赖网格单元的邻接关系或者单元深

度排序计算.  

令 Pfar和 Pnear分别为视景区的远、近裁剪平面

值(如图 5 所示), ZnonLinear为非线性化深度值, 则深

度的线性化映射计算方法 convertLinearDepth如下： 

float convertLinearDepth(float Pfar, float Pnear, 
float ZnonLinear) {   

return (2×Pnear)/(Pfar+PnearZnonLinear×(PfarPnear));} 

 

 
 

图 5  基于屏幕空间的透视投影变换计算 

 
4.2  基于实体表面的体绘制算法 

如第 2节所述, 数值反应堆数据中的每个实体

都具有均质的物理属性. 随着物理过程发展, 位于

不同物理空间位置的实体, MC 输运模拟对其统计

计数的结果不尽相同 , 即实体之间的物理属性可

以存在差异. 因此, 在针对单个 CSG 的体绘制光

线采样过程中 , 在实体内部计算得到的采样点具

有相同的物理值 , 而反映物理变化的介质界面位

置都存在于实体之间的表面. 另一方面, 在高分辨

率的物理模型中 , 每个实体都具有精细的网格化

表达, 其离散体网格单元总量一般可达到数千~上

万个. 如图 6 所示, 高密度的实体内部网格数量不  

 
 

图 6  针对 CSG实体的一般光线采样过程 
 

仅无助于体绘制得到反映关键物理界面的采样值

(均质物理属性的原因), 并且会极大地增加光线对

实体网格单元的遍历计算开销.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实体表面的体绘制算法 , 

它将光线采样动作约束于三维实体表面网格 , 不

仅可以适应均质实体的属性特征 , 而且可以简化

光线采样的计算开销. 得益于第 3节中介绍的面向

实体的绘制流水线 , 本文的体绘制算法可以基于

实体级的 Round-Robin处理模式, 在绘制期间快速

方便地获得每个实体的三维表面网格单元(即三角

面片), 以进行光线采样计算和渲染绘制.  

基于实体表面的体绘制算法原理如图 7 所示. 

1) 实体的三维表面网格单元被投影变换到二维屏

幕空间. 每个网格单元的 x, y空间坐标对应屏幕图

像空间的 X-Y坐标范围. 因此, 通过计算网格单元

在屏幕空间投影区域内的像素位置 , 可以获得与

该单元相交的所有光线信息. 2) 沿规则采样空间

内的深度方向, 计算投射光线与三角面片的交点, 

确定该交点所属采样空间的深度位置 , 并使用物

理值填充该点位置的采样值. 3) 遍历数据场中的

所有实体, 并完成以上 2 个步骤的计算, 获得经过

充分采样填充的三维规则空间上的采样数据. 4) 针

对每条光线 , 取其在三维规则采样空间深度方向

上的系列采样值 , 执行采样合成计算并获得该条

光线所属屏幕像素的值. 
 

 
 

图 7  基于屏幕空间的实体表面体绘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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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光照与效果增强 
均质实体的颜色映射关系单一 , 绘制结果包

含的空间深度信息少 , 欠缺立体感且难以分析理

解 . 采用基于实体表面的体绘制虽可以突出实体

间的物质交接界面, 但仍缺乏整场深度信息描述, 

而采用光照计算则可以突出实体外形及深度关系. 

本文体绘制算法采用 Blinn-Phong模型[26]实现

了局部光照效果 . 在非结构网格的体绘制光照计

算中, 原适用于结构网格的中心差分式的梯度计算

很难实现 . 由于本文的体绘制算法采用了基于表

面的处理策略 , 因此可以自然地采用定义于几何

表面的法向量替代梯度, 完成准确的光照计算. 采

用 Blinn-Phong模型的体数据颜色计算公式 

( ) ( )n
a L d L sI K I K I K    l n h n , 

   h l v l v . 

其中, aK , dK 和 sK 分别代表环境光、散射光和高

光系数; n为局部表面的法向; l为光照方向; LI 为

光照强度, v为视线方向. 由于 Blinn-Phong 模型采

用半角向量 h计算来替代 Phong 模型中更复杂的

反射向量计算, 因此光照计算效率更高.  

为了进一步突出体绘制中的实体轮廓 , 清晰

地显示复杂的几何构型结构 , 本文还采用了基于

图像空间的边缘提取算法以获得实体轮廓 , 并且

叠加了基于图像的梯度计算结果 , 以强化光照计

算中的亮度较高的轮廓边缘; 其结果最终通过不

透明度系数 , 融合到了基于光照的体绘制图像之

中. 图 8所示为采用传统几何绘制(如图 8a所示)和

本文多种绘制方法(如图 8b~8e所示)的图像结果对

比. 可以看出, 采用本文的体绘制算法, 可以展现

更多的实体数据细节和深度层次关系. 

 

a. 几何绘制       b. 基于实体表面的体绘制 c. 添加光照的表面体绘制     d. 轮廓效果增强     e. 轮廓叠加高亮效果 

图 8  不同方法的实体绘制效果比较 
 
 

5  数值实验 

本文使用包含 8 核处理器、4 GB 内存的 PC

单机和包含 24核处理器、60 GB内存的浪潮单结

点 2种计算环境; 测试对象使用 3种具有不同类型

和不同规模的测试数据集 , 以显示本文的绘制流

水线处理能力和绘制方法的表现质量.  

第 1 组测试数据为临界计算的 P9 模型, 用于测

试本文方法针对复杂组合几何模型的处理能力. P9

模型是 MCNP[19]输运程序的一个具有复杂几何的

算例(如图 9 所示), 模型的几何中央区域是一个纯

铀立方体块, 它和 2个圆锥分别进行了并、差布尔

运算; 在立方体中间还插入 2片金属片体, 而立方

体的最外围是球形空气层. 由图 9b 可以看出, 未

加光照的实体表面体绘制虽然可以正确刻画复杂

的组合几何结果, 但是其结果并不理想. 而当采用

了光照模型和效果增强方法之后(如图 9c 所示), 

模型中的实体关系和深度层次关系清晰可见.  

第 2组测试数据为临界计算的铀柱阵列模型, 用

于测试本文绘制流水线针对重复性实体模型的处

理能力. 该铀柱阵列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

室的临界实验装置(如图 10 所示), 模型中 27 个高

富集度圆柱形铀块由若干铁棒串起 , 在空间呈

3×3×3阵列式排布. 图 10a显示了传统几何绘制的

结果, 图 10b~10c显示了本文方法的体绘制结果, 在

它们底层都采用了本文的绘制流水线. 显然, 针对

包含重复性实体结构的模型数据 , 本文绘制流水

线通过基准实体网格的映射变换处理 , 可以完成

大量重复实体的网格重建工作 , 并获得深度层次

清晰的实体数据体绘制图像(如图 10c所示). 

第 3 组测试数据为大亚湾核电站真实几何数据

的临界反应堆全堆芯 pin-by-pin 高分辨率模型, 用

于测试本文方法针对大规模实体模型应用的处理

能力和绘制效果 . 该模型为大亚湾核电站压水堆

真实几何数据的临界反应堆全堆芯 pin-by-pin模型

(如图 11~12 所示). 堆芯共有 157 个燃料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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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D建模几何图像   b. 基于实体表面的体绘制图像 

 

c. 基于光照和效果增强的表面体绘制结果 

图 9  临界计算 P9模型的应用效果 
 

每个组件含 17×17 个栅元, 对应控制棒和燃料棒

位置; 堆芯的实体几何数量达到 75 万, 离散后的

三维体网格单元数量达到 23 亿. 相对于前 2 组可

在 PC 单机处理的小规模测试数据. 采用传统绘制

流水线处理该组数据集, 在 PC 单机上仅能最大绘

制包含 4 000实体对象的局部反应堆模型数据; 在

浪潮单结点上仅能最大绘制处理 50 000 实体局部

模型; 而采用本文绘制流水线和基于实体表面的

三维体绘制算法, 在 PC 单机上的反应堆实体处理

规模可以提升到 40 000, 在浪潮单结点上则可以

实现针对整体反应堆的高质量体绘制. 
 

  

   a. CAD建模几何图像   b. 基于实体表面的体绘制图像 

 

c. 基于光照和效果增强的表面体绘制结果 

图 10  临界计算铀柱阵列模型的应用效果 

 
 
 

  

a. 整体反应堆的几何绘制图像                 b. 基于光照和效果增强的局部反应堆表面体绘制结果 

图 11  大亚湾核反应堆全堆芯模型的几何构型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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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体绘制负责处理完整堆芯的通量结果                    b. 体绘制仅负责处理 1/2的堆芯通量的结果 

图 12  堆芯中子体平均通量的表面体绘制耦合反应堆几何结构的结果 

 
图 11 显示了大亚湾反应堆的整体几何构型结

果, 可以看出, 采用传统几何绘制(如图 11a 所示)

难以直接观察堆芯内部结构; 而采用本文体绘制

算法, 则可以针对堆芯内部进行直观、清晰地观察

(如图 11b 所示). 图 12a 显示通过绘制流水线的控

制体绘制数据筛选 , 令被几何构型环绕的堆芯中

央的中子通量模拟结果 , 可用本文体绘制算法进

行表现. 图 12b显示通过空间切割操作, 在流水线

中的体绘制数据在一个空间方向被实施了 1/2的剖

分 , 随后体绘制图像可以与另一半的几何绘制图

像进行有机地耦合显示. 

6  结  语 

本文面向反应堆数值模拟的高效可视化需求,

设计了一个面对大规模实体数据集的绘制流水线; 

基于该流水线的底层支撑 , 提出一种适应实体特

征的三维数据体绘制算法 . 传统基于网格数据的

三维体绘制算法难以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处理大规

模的实体几何数据 , 而采用本文的绘制流水线和

基于实体表面的三维体绘制算法 , 可以显著地提

升针对大规模反应堆数据的可视化处理能力 , 同

时获得比传统几何绘制更质量和表现力的绘制图

像 . 本文成果已被成功地应用于大亚湾核反应堆

堆芯数值模拟数据的高效可视化处理 , 并获得了

高表现的体绘制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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