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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不规则低像素媒体立面
的图像转译设计研究

———国家游泳中心景观照明设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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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游泳中心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主要场馆之一，更新及提升夜间形象具有重要社会意义与实践价
值。本研究首先针对冰立方建筑立面形式特征明确了建筑表现的一体性、文化传播的集聚性、图像转译的艺术性、
数据处理的智能性四项照明原则，而后借助 VＲ技术平台，利用计算机视觉算法对特定载体上的图像转译方式进行
研究，提出了基于模型和 UV坐标建立映射关系两种路径，共计五种图像呈现的解决方案。最后测试一系列具有代
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图片的转译效果以验证技术方法的可行性，总结专用媒体立面的图像选用标准，为媒体立面
艺术化转译提供技术支撑与设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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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stadium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it is of great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update National Aquatics Center’s night image． Firstly，according to the
unique media facade characteristics of Ice Cube，this study put forward four lighting principles: the
integration of architectural performance，the agglomeration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artistry of image
translation and the intelligence of data processing． Then，with the help of VＲ technology，the image
translation method on the specific carrier was studied by using computer vision algorithm，A total of five
image rendering solutions were proposed，which were two paths to establish mapping relationship based on
3Dmodel and UV coordinates． Finally，we tested the translation effect of a series of representativ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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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e pictures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echnical methods，summarized the image selection
standards of special media facade，and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and design thinking for the artistic
translation of media facade．
Key words: media facade; ice cube; virtual reality; artistic transl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引言

国家游泳中心一直以 “水立方”为公众所熟
知，因其建筑设计概念源于水分子结构，又是 2008
年奥运会游泳、跳水和花样游泳的比赛场地。2022
年于北京举行的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又选择将其作
为冰壶、轮椅冰壶比赛场地， “水立方”华丽转身
成为“冰立方”。北京冬奥会大量利用原有场馆举
办赛事，响应了国际奥委会 《奥林匹克 2020 + 5 议
程》提出的“把长期的可持续性，包括经济视角的
可持续性作为首要基础”的倡议。但对于国家游泳
中心而言，从奥运会游泳比赛到冬奥会冰壶比赛的
场景转换，则需要精密的技术体系支撑，建立建筑
空间、体育场地、室内环境、智慧运行等系统性的
核心要素关联和转换策略，才能保障各项功能的顺
利实现，并成为可持续典范［1］。其中，国家游泳中
心的夜间形象更新亦是这一转换过程中具有公众显
示度的重要一环。

2008 年奥运会期间，为体现科技奥运的特色，
国家游泳中心的外观照明率先采用了方兴未艾的半
导体照明技术，并通过结合立面结构特征与 ETFE
膜结构透明 /半透明的材料特性，采用内部投光的照
明模式，在夜间展现出 “水立方”波光粼粼的独特
视觉效果，给世界人民留下极其深刻的视觉印记。
十多年后，在整个科学技术飞速迭代发展的今天，
内部已经过更新、改造、提升的冰立方又以何种夜
间形象展现给世界，冰立方的夜间形象能否通过技
术创新，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平台，并实现面向未
来智慧运行的重要界面，显然亦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命题。

为此，科技部设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游
泳中心冬—夏运动场景转换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项目，并在课题“双奥场馆智能化可持续运营模式
与应用研究”中针对国家游泳中心的室外交互照明
系统性智控技术进行专项研究。跨专业的研究团队
针对冰立方特有的不规则、低像素媒体立面照明方

式，从视觉图像转译的角度出发，依托虚拟现实技
术，对其夜间形象内容设计与形式进行了设计探索
研究。

1 冰立方媒体立面照明原则

国家游泳中心形态上的几何构成来自理论物理
学中肥皂泡堆积形成的最有效率的 Weaire-Phelan 多
面体［2］。金属框架的类水分子结构形式，结合
ETFE膜形成建筑外皮的覆盖，进一步强化了形式
的结构美感。故最初的照明设计为 “空腔内透光照
明方式”，在每个外侧 ETFE气枕的下部框架内侧安
装 ＲGB型的 LED 投光灯，向外上侧投射的照明方
式。通过控制系统，每组单色 LED芯片的亮度可实
现 256 灰度级连续平滑调制，变化速度不小于 24 帧
/秒。因此，可形成色彩丰富、富有动态变化的媒体
立面效果，颠覆了建筑的传统 “凝固”形象，获得
了广泛的关注。

然而，虽然每个投光灯均可独立地控制光色和
亮度，但外侧呈现出来的光色效果，则是多个灯具
出光混色的结果。加之每一个气枕的尺寸、形状都
不一样，位置关系也不规则，因此，在实际运行时，
仍多是以一个 ETFE 气枕作为一个表现单元 ( 像素
点) 来进行视觉表现，整体多以色彩渐变或跑动变
化为主。这种表现形式在当下显得过于相对简单直
白，艺术性也有所欠缺。由于时间和经济的原因，
原有照明系统还需保留使用，因此对于冰立方的媒
体立面在当下应以何种形成呈现，研究团队提出了
以下原则和策略。

( 1) 建筑表现的一体性。
相较于日间的自然光对于建筑形象的真实呈现，

人工照明可通过光照形式 ( 亮度、色彩、动态变化
等) 在视觉层面对建筑外观进行二次创作，甚至完
全改变其形象。

然而，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概念源起，就将结
构、功能、材料、形式等诸多设计要素融为一体，
生成独特而鲜明的建筑形象，并成为 2008 北京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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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建筑整体表达的有机组成
部分，其夜间照明亦无法脱离建筑本体独立存在，
而是日间形象在夜晚的某种延续和演化，成为建筑
设计理念在不同时空的延展。因此，在立面上设置
均质的点阵以形成高精度显示屏幕的方式，在冰立
方并不合适。现有照明方式虽然像素点大、非均质、
精细度极低，对于具体图像的表现非常不利，但这
种与建筑立面结构形式耦合的照明模式，在夜间进
一步强化了建筑形象特征，延续了建筑典型意象，
值得继续以该照明模式为基础，对其媒体内容进行
更新提升。

( 2) 文化传播的集聚性。
奥运场馆建筑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时

隔 14 年，中国北京再次承办奥运会，其场馆建筑所
传达和表现的内涵会有所不同。2008 年是国家终圆
百年奥运梦的一年，场馆设计都在展现国家的伟大，
以及这种伟大之下朝气蓬勃的状态［2］。2022 年冬奥
会则需要表现一种更加谦逊姿态，表达对地球、全
人类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一种共识，以及对中国
文化文明的自信表现。冰立方的媒体立面不应仅仅
追求纯粹的视觉刺激，而应更加注重与凸显在新时
代背景下中国文化的传达。这亦是时代赋予冰立方
的使命，其建筑外界面应真正转变为 “供建筑内部
空间、人、城市三者密切交流的介质［2］”。故研究
团队梳理中国文化视觉要素，建立视觉图像基因库，
作为冰立方媒体立面的内容呈现素材。

( 3) 图像转译的艺术性。
媒体立面内容表达的方式是区别它与广告大屏

幕或者灯箱的关键特征［3］。媒体立面应该是一种具
有艺术表现和媒介传达双重特性的建筑照明手段，
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应以艺术表现性为主。而冰立
方则具有天然的艺术化要求，因为其异形气枕阵列
的像素形式决定了其不可能追求图像信息的分辨率，
亦无法呈现过于具象的图形，其视觉传达因而非直
白表述、非清晰可读，而需要叠加观者的自身经验，
进而获得更高层面的视觉感知或情绪共鸣。

冰立方的媒体立面照明对于文化视觉元素的表
现，应是基于建筑立面结构特征的，特定模式下的
要素提取和艺术化转译。作为广受关注的奥运赛事
场馆更是一种观念性的公众艺术作品。

( 4) 数据处理的智慧性。
基于前三个原则的要求，冰立方媒体立面照明

设计的关键任务是将具体、具象的文化图像，通过
艺术加工投射到冰立方特有的立面构成系统中。考
虑到“文化视觉元素”可能涵盖的海量图片，以及
场馆在奥运及后续长期运营期间的大量内容需求，
由设计师对每一个文化图像进行专门的艺术化设计
是很难具有操作性的。因此，研究团队试图利用计
算机的数据处理分析方法，对在冰立方特定载体上
的图像转译方式进行探索研究。并通过研究艺术化
预设规则，用计算机视觉等 AI技术，实现图片的分
类识别和预处理以及冰立方媒体立面艺术化转译的
全过程，以便于运营团队进行决策和判断。本文聚
焦于艺术化转译这一环节，旨在利用虚拟现实平台
技术，探索适宜冰立方真实建筑立面和虚拟三维模
型的着色映射方法，为 “水立方”的重焕新颜提供
技术支撑。

冰立方的媒体立面照明将是在新技术支持下，对
中国 ( 传统) 文化的艺术化表达，体现了当下中国
在精神与文化层面的追求，对传统与文化的反思与回
归，对建筑与城市、与人、与社会关联性的重视。

2 冰立方媒体立面艺术化转译

冰立方立面构成结构复杂，其媒体立面成像主
要依托于形状大小不规则的气枕模块，因此艺术化
的难点在于文化图像如何提取关键要素，并在不规
则立面，保持必要信息呈现，实现文化元素的有效
传达。由于国家游泳中心尺度大，具有多角度、多
尺度视看需求，基于传统的二维图像难以有效判断
文化信息传达的有效性。故研究团队提出基于 VＲ
平台进行艺术化转译实验的研究方案，即在虚拟数
字空间内还原现实场景，并从多个典型观察点进行
转译效果分析与判定，而在后续运营过程中亦可用
于各类文化图像转译效果的确认。

该技术方案的关键点在于确定文化图像在虚拟
三维模型上的着色映射转译方式。研究团队针对冰
立方立面的不规则、低精度的特点，探索多种映射
路径和转译方法，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文化图像的
转译效果，为后续具体设计提供技术路线探索。
2. 1 虚拟现实操作平台

虚拟现实 ( Virtual Ｒeality，以下简称 VＲ) 技术
是指借助计算机及网络等综合技术构建的人工三维
虚拟环境，可实现用户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操作的实



160 照明工程学报 2022 年 8 月

时反馈。随着 VＲ 技术发展的日益成熟，它能全面
地给用户展示更为逼真的场景感受［4］，被愈来愈多
地应用于城市及建筑设计［5，6］、环境心理学［7，8］等
领域。

VＲ对于真实场景的模拟优势在于其空间塑造的
高真实性 ( 景深感、立体感) 以及沉浸式展示营造
的“身临其境”之感 ( 沉浸感、临场感) ，并拥有多
维度的交互功能。多项研究显示 VＲ能有效弥补传统
二维照片和视频等虚拟媒介的不足［9］，使用户产生更
高的临场感、真实感、景深感、立体感及舒适
度［10，11］。Chamilothori等［12］将人员在真实室内日光环
境与虚拟环境中的感受差异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两
种环境下，被试的主观感知与身体状态评估没有显著
差异。Abd-Alhamid等［13］则对比了被试在真实室内人
工光环境与虚拟环境中下的光环境感知、情绪感知以
及视觉任务绩效，结果发现两种环境下未现显著差
异。综上所述，应用 VＲ平台研究媒体立面艺术化转
译具备技术优势及理论合理性。
2. 2 技术流程

本研究采用 3DsMax 建模、Houdini 程序化模型

处理、Unreal Engine 4 渲染的开发 VＲ 软件工作流，
以冰立方东立面为例，分别比较研究了基于模型的
映射关系和基于 UV 坐标的映射关系这两种路径的
五种解决方案。

( 1) 路线一: 以模型建立映射关系。
以模型建立映射关系是指将模型作为二维图像

色彩信息连接 VＲ 模型着色的桥梁，即用模型自身
的信息获取对应的图像色彩信息。

方法一: 网格体基元数据 ( Primitive Data) 着
色。该方法的原理是根据带有冰立方立面气枕编号
信息的 CAD图，获取每个气枕的索引并保存在模型
的基元数据 ( Primitive Data) 中，而后提取序号信
息，依照顺序读取对应序号的着色信息进行网格体
基元数据着色。在程序开发阶段首先以一维浮点数
( float) 形式将气枕编号存入单个气枕模型的基元数
据属性，接着将所有气枕的显色信息保存为一张程
序化纹理并编写对应的材质算法。在程序运行时，
GPU读取各气枕的模型属性编号，利用材质算法将
程序化纹理图像对应的颜色信息作为气枕自身的颜
色，以实现对气枕的显色。方法一步骤如图 1 所示。

图 1 方法一步骤
Fig. 1 The workflow of method 1

此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实现对某一个气枕的
精确着色与实时修改，而缺点在于映射关系建立
复杂。该方法不能实现直接读取图片信息，而需
先将展示的图片通过算法转化为程序化纹理才能
完成气枕显色。但气枕形状不规则、分布随机、
顺序性差，因此指定符合实际的基元数据需要花
费大量时间。

方法二: 顶点色 ( Vertex Color) 烘焙与提取。
区别于方法一中将气枕编号进行手动输入，该方法

的核心是使用程序化手段将图像的色彩信息写入模
型，即在模型构建过程中直接将色彩信息写入模型
的顶点色属性 ( Vertex Color) ，并使用材质算法读
取模型的顶点色属性作为各气枕的着色信息。首先
在 Houdini中读取给定图片覆盖在该气枕上的像素
颜色信息，通过计算获得平均颜色，而后将平均颜
色写入模型顶点。软件运行时在材质中读取模型记
录的顶点颜色信息，实现对气枕的显色。方法二步
骤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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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方法二步骤
Fig. 2 The workflow of method 2

此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对任意符合条件的图片进
行烘焙 ( Bake，即把色彩信息固定在模型或纹理
上) ，形成自带颜色信息的模型。缺点是模型信息
烘焙后完全固定，无法实现随时更改。

方法三: 虚拟纹理 ( Virtual Texture) 采样。该

方法的核心是直接使用模型位置作为采样映射，即
建立不依赖气枕顺序的映射方法，使用虚拟纹理采
样。首先烘焙虚拟纹理采样底图，而后设置给定方
向投影采样，最后为采样图块设置虚拟纹理材质。
方法三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方法三步骤
Fig. 3 The workflow of method 3

其优点是对应关系建立简单，可随图块移动而
呈现实时对应的图像。缺点是底图不能更换，虚拟
纹理在远距离时由于采样清晰度降低，会有杂色
干扰。

( 2) 路线二: 以 UV坐标的映射关系。
UV 坐标中的 U、V 轴分别代指二维空间中的

水平轴和垂直轴。三维模型根据一定的映射规
律，将网格体的每个顶点映射到二维空间中形成
三维至二维的对应关系，以此实现准确的贴图
采样。

方法四: 立方体投影 ( Cube Projection UV) 纹

理采样。该方法的核心是使用模型的 UV映射关系，
设置特殊的 UV 以采样纹理。它的位置关系借鉴了
方法一中以模型位置作为映射关系，采样图像则是
采纳方法二中对顶点色 ( Vertex Color) 进行提取。
它将单个立面以平行投影方式投射在 UV 空间，而
后根据 UV对应关系采样烘焙顶点色产生的颜色信
息。方法四步骤如图 4 所示。

其优点是规避了气枕的顺序问题，图片与模型
可直观对应; 缺点是需要预先烘焙高精度的网格化
纹理，可能导致气枕边缘着色不准确、从而单气枕
显示多种颜色的问题，与设计要求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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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五: UV 点坐标 ( Point UV ) 纹理像素采
样。该方法沿用了方法四中的映射原理，但对其
UV采样方法进行了特化。以单个气枕为例，将其
对应的平行投影 UV 顶点全部坍缩至中心点，利用
UV采样原理，所有顶点均采样中心点颜色信息，
形成该气枕网格的颜色呈现 ( 图 5) 。在继承方法四
对应关系直观的优点外，该方法不需要对图像进行
额外网格化预处理，更换图像即可立即实现网格化，
同时兼容方法四中的烘焙纹理; 缺点是需要矫正图
像的偏移量。

图 4 方法四步骤
Fig. 4 The workflow of method 4

图 5 UV坍缩处理步骤
Fig. 5 The workflow of UV collapse

本研究共探索五种图像呈现方法，各方法优缺
点如表 1 所示。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方法五即 “UV
点坐标纹理像素采样法”具有灵活性强、效率度高
的优势，与研究目标更为契合。一方面其所选贴图
与冰立方模型表面的对应关系直观，事先仅需对贴

图进行细微偏移矫正即可显示出对应渲染效果，适
用于数量较大的视觉图像基因库效果测试; 另一方
面相对于其他使用单气泡着色的方法，它以整个面
为模型进行渲染，渲染效率高。因此，研究最终选
择第五种方法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技术方案。

表 1 方法优缺点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method

方法编号 方法名称 映射关系核心 是否支持更换图像 优点 缺点

①
网 格 体 基 元 数 据
( Primitive Data) 着色

网格体 Index和实际气
枕编号

是 ( 需要对图像进行
编码)

控制精准、性能友好，
支持运行时动态调整

映射关系建立困难

②
顶点色 ( Vertex Color)
烘焙与提取

网格体顶点色和实际
气枕着色

否 ( 着色信息固定于
模型)

效果直观
需要预烘焙，无法支持图
像更改

③
虚 拟 纹 理 ( Virtual
Texture) 采样

网格体位置投射
否 ( 运行时无法改变
采样图片)

映射关系简单
无法支持图像更改、对图
像要求高

④
立方 体 投 影 ( Cube
Projection UV ) 纹 理
采样

网格体 UV 是 ( 需要提前烘焙网
格化纹理)

映射关系简单，支持
图像更改

需要根据 UV 对图像预处
理，对图像精度要求高

⑤
UV 点 坐 标 ( Point
UV) 纹理像素采样

网格体点 UV 是 ( 自动实现网格化)
映射关系简单，支持
图像更改

需要根据 UV 对图像偏移
矫正

2. 3 模拟结果分析
为实现对文化元素的视觉传达需求，本研究基

于上述图像呈现技术，选取一定量具有中国传统文
化特征的图像进行模拟实验，并总结选图标准与转
译规律，形成专用媒体立面视觉表达推荐规则。

选取图片给予传统文化元素基因库的分组序列，
以传统建筑、代表性植物花卉、标志性自然景观、
传统风俗、经典艺术作品 5 类图像为例，每类选取
10 ～ 20 张图片输入至软件接口进行测试。测试时可
精确调节原型图片的尺寸及位置，实现对图片特征

的提取，并呈现于国家游泳中心的立面上 ( 表 2) 。
针对转译后的低像素化图像，是否还具备足够

的视觉信息表达文化内涵，采用了专家评价法［14］进
行评估。专业设计师相较于公众而言，对图像的艺
术理解力与审美力更强，能够相对准确、高效地对
图像进行设计效果评判。因此，本次研究首先让 5
名专业设计师从意象感知和艺术效果两方面对转译
图像的优劣进行快速初评。以专家认可的转译图像
为基础，总结利于转译的文化图像特征，以指导后
续视觉文化基因库的数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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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专用媒体立面图像推荐规则
Table 2 Ｒecommended rules for images of specific media screen

推荐类型 图片名称 原图 转译图像

推荐一
敦煌壁
画系列

千里江
山图

故宫红
墙碧瓦

推荐二 熊猫

竹子

推荐三 黑夜灯笼

飞舞飘带

推荐四 满池荷花

雪中梅花

落霞

不推荐一 天坛

不推荐二 白桦林

基于专家评价结果，总结出 4 类 “推荐”与 2
类“不推荐”的图像特征。推荐第一类是图像色彩

特征鲜明，如敦煌壁画系列的红黑白配色、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青绿与金黄的浓艳配色，以及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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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碧瓦的局部图像。此类图像倚靠风格鲜明的配
色即能渲染出特定的艺术氛围。第二类是图像细节
特征鲜明，对局部进行表现即能获得较高色彩意象
与形态特征的图像，如熊猫和竹子。第三类是图底
关系明显，即图片背景与主体色彩对比明确，使得
主体部分能完整凸显，如黑夜中的灯笼及空中飞舞
的彩色飘带。第四类是图片整体意象与中国人传统
文化意象高度契合，可通过较为简单的图形就可表
达的意象，如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的满池荷花，或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的雪中梅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的宁静而致远意象。

不推荐的第一类是细节特征过多的传统建筑类
图片，此类图像传达，较依赖于细节形态，冰立方
的不规则低像素无法对此特性进行准确表达，因此
使得原有图像意义不明，观感不佳。第二类是已经
过较高艺术提炼或加工，依赖于笔触形式的书画类
图像，如吴冠中的 《白桦林》，二次信息处理导致
原特征细节的进一步抽象化，导致图像意象更加含
混，配色杂乱。

专家评价结果分析辅助设计团队构建了冰立方
传统文化图像的选取初级准则。后续研究将会基于
公众感受出发，对比人员在 VＲ 照明场景与现场照
明效果中的差异，进一步对转译图像的意象感知及
艺术效果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此处由于篇幅限制，
不再赘述。

3 结语

为配合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国家游
泳中心内部系统进行了新一轮的功能拓展。在原有外
立面媒体照明硬件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对媒体内容的
重新设计，实现其夜间形象的更新与提升。研究团队
针对冰立方媒体立面特征提出了照明原则及策略，并
借助于 VＲ技术平台，比较研究五种艺术化图像转译
方式，为提供更加真实感和沉浸感的视觉效果，辅助
运营团队进行快速有效的设计研判作出贡献。

技术的内核外，对冰立方媒体立面表现内容的
思考才是设计的主旨。将中国传统文化视觉元素投
映在冰立方立面这一载体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与回归，亦是建筑与城市、与人、与社会连接的象
征，更是当下中国文化自信的有力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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