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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红外场景仿真中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是常用的双向反射分布函数（ＢＲＤＦ）模型，通过 ＢＲＤＦ 测量试

验与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计算结果比较发现该模型在出射天顶角小于入射天顶角时能够较好地与实际输出

吻合，但是当出射天顶角大于入射天顶角一定角度的情况下，其函数值输出会随着出射天顶角的增大

而逐渐增大，与实际现象不一致，为此，提出了一种新的 Ｓｃｈｌｉｃｋ 改进模型，基于朗伯反射原理设计了

一种余弦补偿函数，当出射天顶角大于入射天顶角时该函数与原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结合，能够更好地表现

大出射天顶角时的光照反射效果，通过与实验数据对比，表明改进后的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与实验结果吻合，
并针对两种飞机模型开展光照渲染效果对比，结果表明基于改进后的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生成的光照渲染效

果优于原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生成的渲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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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场景仿真是红外武器装备性能测试评估等

研究的重要手段［１］。 红外反射模型是红外场景仿

真中的关键模型之一，反映了场景要素间的辐射耦

合关系，显著影响场景逼真度［２］。 在辐射建模中一

般采用 ＢＲＤＦ（双向反射分布函数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表达辐射反射模型［３］，
针对不同的应用背景［４］，ＢＲＤＦ 模型可分为 ３ 类［５］：
经验模型［６⁃９］、测量模型［１０⁃１１］、物理模型［１２⁃１４］，相比

较经验模型和测量模型，物理模型准确度和计算速

度适中，各种场景仿真中应用广泛，主要模型包括

Ｔｏｒｒａｎｃｅ Ｓｐａｒｒｏｗ 模型、Ｃｏｏｋ Ｔｏｒｒａｎｃｅ 模型、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等。 其中 Ｓｃｈｌｉｃｋ 在 Ｃｏｏｋ Ｔｏｒｒａｎｃｅ 模型基础上

进一步改进，利用有理分式近似法获得微平面理论

公式中法向量分布项、菲涅尔反射项、几何遮挡项的

近似值，该方法能够在保证真实感的同时进一步提

升计算速度，常用于具有高拟真度需求的红外场景

实时仿真，Ｈｕａｎｇ 等［１５］将 Ｓｃｈｌｉｃｋ ＢＲＤＦ 模型应用在

建筑物和飞机尾焰红外场景中，提升了仿真精度。
然而本文仿真和 ＢＲＤＦ 测量实验结果表明，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实际光照现象吻

合，但是随着出射天顶角增大到一定角度，函数曲线

不再符合实际光照变化趋势，模型失真度增加，为此

本文提出改进的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 仿真结果表明，改进

后的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能够更好地与实验结果吻合，且能

够获得更逼真的渲染效果。

１　 Ｓｃｈｌｉｃｋ 双向反射分布函数模型

Ｓｃｈｌｉｃｋ 双向反射分布函数模型是一种兼顾理

论与计算速度的模型，模型简单，能够反映纯漫反射

到镜面反射的连续变化的效果，逼真度较高。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的几何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中各个角度与向量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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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 Ｎ 表示物体表面的法向量，Ｔ 表示物体

表面的切向量，Ｕ 表示光线的入射方向，Ｖ 表示光线

的出射方向，Ｈ表示Ｕ与Ｖ的角平分线，Ｈ表示Ｈ在

物体平面上的投影。 其中 α ＝ ＜ Ｈ，Ｎ ＞ ，β ＝ ＜ Ｈ，Ｖ
＞ ，θ ＝ ＜ Ｕ，Ｎ ＞ ，θ′ ＝ ＜ Ｖ，Ｎ ＞ ，ϕｈ ＝ ＜ Ｔ，Ｈ ＞ ，为
了方便模型计算，引入中间变量：ｔ ＝ ｃｏｓα，ｕ ＝ ｃｏｓβ，ｖ
＝ ｃｏｓθ，ｖ′ ＝ ｃｏｓθ′，ｗ ＝ ｃｏｓϕｈ。

那么，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的函数值可以使用（１）式计

算得到：

Ｒλ（λ，ｔ，ｕ，ｖ，ｖ′，ｗ） ＝ Ｓλ（ｕ）Ｄ（ ｔ，ｖ，ｖ′，ｗ） ＝
Ｌλ

Ｅλ

（１）
式中， Ｒλ（ ｔ，ｕ，ｖ，ｖ′，ｗ） 为波长λ 处的ＢＲＤＦ函数值；
Ｌλ 为反射产生的波长 λ 在探测器方向的辐射亮度

增量；Ｅλ 为光源或热源在波长 λ 处的反射物表面产

生的辐射照度；Ｓλ（ｕ） 为光谱参数，表示入射光波长

λ 时，反射方向上光谱辐射强度占入射光谱辐射强

度的比例，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Ｓλ（ｕ） ＝ Ｃλ ＋ （１ － Ｃλ）（１ － ｕ） ５ （２）

式中， Ｃλ 表示波长 λ 的入射光在 ０° 入射角时的反

射系数，取值范围为［０，１］，可通过查询反射物表面

材质反射系数得到。
Ｄ（ ｔ，ｖ，ｖ′，ｗ） 为方向函数，表示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的

方向特性，由漫反射和镜面反射构成，考虑反射物表

面平整度问题，当反射光线照射到其表面时会形成

二次反射和散射可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Ｄ（ ｔ，ｖ，ｖ′，ｗ） ＝ １ － Ｇ（ｖ）Ｇ（ｖ′）
π

Ａ（ｗ） ＋

　 Ｇ（ｖ）Ｇ（ｖ′）
４πｖｖ′

Ｚ（ ｔ）Ａ（ｗ） （３）

式中

Ｇ（ｖ） ＝ ｖ
ｒ － ｒｖ ＋ ｖ

Ｇ（ｖ′） ＝ ｖ′
ｒ － ｒｖ′ ＋ ｖ′

ì

î

í

ï
ï

ï
ï

（４）

式中， Ａ（ｗ） 表示方位角的函数，Ｚ（ ｔ） 表示天顶角

的函数，可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Ｚ（ ｔ） ＝ ｒ
（１ ＋ ｒｔ２ － ｔ２） ２

Ａ（ｗ） ＝ ｐ
ｐ２ － ｐ２ｗ２ ＋ ｗ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５）

式中， ｒ 为粗糙度因子，表示物体的光滑程度，取值

范围为［０，１］。 当 ｒ 取值为 ０ 时表示理想的镜面反

射情况，ｒ取值为 １时表示理想的漫反射情况；ｐ称为

各向同性因子，取值范围也是［０，１］，当 ｐ 取值为 ０
时表示理想的各向异性情况，当 ｐ 取值为 １ 时表示

理想的各向同性情况。
得到辐射源相对于反射物的方位角和入射天顶

角以及探测器相对于反射物的方位角和出射天顶

角，可以通过（６）式得到反射物反射的辐射源的辐

射亮度：
Ｌλ ＝ Ｒλ（λ，ｔ，ｕ，ｖ，ｖ′，ｗ）·Ｅλ （６）

　 　 任意波段 λ １ ～ λ ２ 内，将光谱 ＢＲＤＦ 对辐射源

在对应光谱的照度加权平均，通过积分可以得到辐

射源在蒙皮上的 ＢＲＤＦ 值：

Ｒλ（λ，ｔ，ｕ，ｖ，ｖ′，ｗ） ＝

∫λｊ
λｉ
Ｒλ（λ，ｔ，ｕ，ｖ，ｖ′，ｗ）·Ｅｄｅｃｏｙ（λ，θ１，ϕ１）ｄλ

∫λ２
λ１

Ｅｄｅｃｏｙ（λ，θ１，φ１）ｄλ
（７）

式中， Ｒλ（λ，ｔ，ｕ，ｖ，ｖ′，ｗ） 为波段 λ １ ～ λ ２ 内蒙皮反

射的平均 ＢＲＤＦ 值；Ｒλ（λ，ｔ，ｕ，ｖ，ｖ′，ｗ） 为波长 λ 时

的 ＢＲＤＦ 函数值；Ｅｄｅｃｏｙ（λ，θ １，φ１） 为光源在 λ 处产

生的辐射照度；θ １ 和 φ１ 为光源相对于物体的入射天

顶角和方位角。
入射方位角为 ０°，反射系数为 ０．７，粗糙度因子

为 ０．０５，各向同性因子为 １，入射天顶角分别为 １０°，
２０°，３０°，４０°时的 ＢＲＤＦ 仿真曲线如下所示：

图 ２　 入射天顶角对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仿真曲线的影响

·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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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２ 可以看出入射光线角度不变的情况下，
起初函数值会随着光线出射角度的增大而增大，当
入射角度等于出射角度时，函数值达到最大值，随
后，函数值会随着出射角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但是

在 ７０°左右函数值会增大，直到 ９０°时达到最大。

进一步分析反射系数对 ＢＲＤＦ 曲线的影响，计
算入射方位角 ０°，粗糙度因子 ０．０５，各向同性因子

１，入射天顶角度为 １０°，反射系数分别为 ０．２，０．４，
０．６，０．８ 时的仿真 ＢＲＤＦ 曲线如下所示：

图 ３　 反射系数对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仿真曲线的影响

　 　 从图 ３ａ）到图 ３ｄ）可以看出反射系数的增大仅

导致函数值增大，对于函数值随出射角度的变化趋

势并没有影响。
同样分析粗糙度因子对 ＢＲＤＦ 曲线的影响，计

算入射方位角 ０°和入射天顶角度为 １０°，反射系数

为 ０．７，各向同性因子 １，粗糙度因子分别为 ０．１，０．２，
０．３，０．４ 时的仿真 ＢＲＤＦ 曲线如下所示：

图 ４　 粗糙度因子对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仿真曲线的影响

　 　 从图 ４ａ）到图 ３ｄ）可以看出粗糙度因子的增大

仅导致函数值减小，对于函数值在大出射角度变大

的趋势同样没有影响，出射角度为 ９０°时函数值最

大。 而实际情况是当出射角度为 ９０°角度时，反射

光应最弱，因此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我们将通过

实验给出验证。

２　 ＢＲＤＦ 测量实验

ＢＲＤＦ 测量实验测试原理如图 ５ 所示。 图中，
光源固定，目标物体可进行旋转，热像仪可在二维平

面进行移动，即固定黑体，转动反射物体，每改变一

次黑体到反射物体的角度 θ，使热像仪与法线的夹

角 θ′依次从 ２０°转动到 ８０°，记录反射光线到热像仪

上面的亮度。

图 ５　 ＢＲＤＦ 测量实验原理图

测试实物如图 ６ 所示。 实验测试时，图 ６ 中左

边为黑体，右边为反射物体，黑体到热像仪的距离为

２２ ｃｍ，黑体的发光口直径为 １２．７ ｍｍ，热像仪到反

射物体的距离为 １８０ ｃｍ，热像仪测量反射物体在 ３
～５ μｍ 波段的辐亮度，黑体温度为 ７７３ Ｋ，本次实验

·１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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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ＢＲＤＦ 测量实验测试实物图

测量了 ６ 组数据，热像仪到反射物体的角度分别是

３０°，４０°，４５°，５０°，６０°和 ７０°，为了测试方便，入射方

位角取 ０°，出射方位角取 １８０°，保持热像仪、黑体和

反射物在一个平面上，记录测量热像仪反射的辐射

能量，图 ７ 为部分测试实验图。

图 ７　 测试实拍图

将以上 ６ 组测量数据归一化成 ＢＲＤＦ 函数值，
得到下面 ６ 个曲线图，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实测 ＢＲＤＦ 函数曲线图

３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改进

根据朗伯反射原理函数夹角服从余弦函数分

布，Ｓｃｈｌｉｃｋ 双向分布函数在入射光线的天顶角 θｍ 和

出射光线的天顶角相等时函数达到最大值，在 θｍ 的

两边由于漫反射增加，镜面反射逐渐减少，函数值应

减少，但是减少到一定角度后，函数值却呈现单调递

增趋势直至 ９０°，为了满足函数平滑性，本文从出射

角度等于 θｍ 到 ９０° 引入余弦补偿函数，保证了 θｍ 到

９０°的单调递减性，补偿函数如下：

Ｒα ＝
ｃｏｓ１．５ ９０

９０ － θ
æ

è
ç

ö

ø
÷·θ′æ

è
ç

ö

ø
÷ 　 θ′ ＞ θｍ

１　 　 　 　 　 θｍ ＞ θ′ ＞ 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８）

　 　 则 Ｓｃｈｌｉｃｋ 双向分布函数改进为：

·２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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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ｂｒｄｆ（θ，φ，θ′，φ′） ＝
Ｓλ（ｕ）·Ｄ（ ｔ，ｖ，ｖ′，ｗ）　 θｍ ＞ θ′ ＞ ０

Ｓλ（ｕ）·Ｄ（ ｔ，ｖ，ｖ′，ｗ）·ｃｏｓ１．５ ９０
９０ － θ

æ

è
ç

ö

ø
÷·θ′æ

è
ç

ö

ø
÷

　 　 　 　 　 　 　 　 　 　 　 　 　 　 　 　 θ′ ＞ θｍ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９）

　 　 选取反射物的粗糙因子为 ０． ０５，反射系数为

０．５，各向同性因子为 １，入射天顶角分别取 ３０°，
４０°，４５°，５０°，６０°和 ７０°，则出射天顶角度从 ０°到
８０°的仿真结果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的仿真曲线图

　 　 比较实验测试结果曲线图和改进 Ｓｃｈｌｉｃｋ 双向

反射分布函数仿真曲线图可知，６ 组黑体测试的仿

真曲线图和实验测量曲线图的变化趋势一致，且函

数峰值误差较小，故改进的 Ｓｃｈｌｉｃｋ 双向反射分布函

数与实验测量数据相符合，且更接近实际。
最后利用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基于 ＯｐｅｎＧＬ 实现红外

波段的仿真渲染，图 １０ 是 ２ 种飞机的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

和改进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的渲染结果对比图。
图 １０ａ）和图 １０ｃ）中，机翼较亮，缺乏光照变化，

而图 １０ｂ）和图 １０ｄ）中，机翼明暗变化清晰，具备光

照变化效果。 结果表明，采用改进后的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

进行仿真得到的光照反射效果更为逼真。

４　 结　 论

文中采用经典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仿真得出，在出射光

线的天顶角和入射光线的天顶角相等时，函数达到

最大值，后随着出射光线的天顶角的增加继续减小，

图 １０　 飞机模型渲染图对比图

但是达到一定角度后函数值反而会增大，直到 ９０°

·３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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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而理论上当出射角度为 ９０°时，反射光应最

弱，仿真结果与理论并不相符，并且通过黑体反射测

量实验给出了实验验证，本文在经典 Ｓｃｈｌｉｃｋ 模型的

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 Ｓｃｈｌｉｃｋ 改进模型，仿真效果表

明，该模型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仿真效果较好，且
采用该模型渲染生成的飞机光照图更为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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