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明 金山软件西山居工作室 技术总监, 

杨雪青 NVIDIA 开发者技术工程师, 2019年12月18日

《剑侠情缘网络版叁》：
使用实时光线追踪技术进
行画质革新



2



3

概要

剑网三游戏的介绍

剑网三光追项目的由来

项目的需求与现状

光追项目的开发时间线

各编辑器组同事通力协作

项目开发总结

剑网三中的光线追踪特性及其实现

引擎修改，RT反射，RT焦散



4

剑网三游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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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三游戏介绍

剑网三是一个已经运营超过10年的PC端剑侠类网游

自从2009年上线以来，从最开始的风起稻香到最新的凌雪藏锋，已经出了整整10个资
料片

今年的828刚刚度过了10岁的生日

引擎技术上有过一次大的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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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三游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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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三光追项目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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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三光追项目的由来

图形显示技术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

使用英伟达20系显卡的玩家越来越多（来自玩家的诉求）

追求创新，勇于接受挑战，一直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不会固步自封

光追功能在我们即将上线的家园系统里预计会给玩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9

项目的需求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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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需求与引擎现状

我们需要一个跨平台的自研引擎

DX12 or Vulkan ？

基于DXVK的现有引擎，基于下一代图形API的引擎 双路并行

DXVK可以保证对现有引擎改动不大的基础上实现光追功能，扩展现有引擎的生
命周期，并为我们下一代引擎试水

原生的基于下一代图形API的引擎，将为我们带来更好的性能表现和更强大的功
能

光追功能在开发中，采用模块化管理，便于今后的移植工作

剑网三图形引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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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三图形引擎介绍

剑网三引擎是西山居自主研发的一套游戏开发引擎

架构灵活，扩展性强

拥有完整的编辑器群，私人定制适合自己的工作流

全力为西山居愿景目标保驾护航

西山居GI配套解决方案

点云渲染技术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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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空间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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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云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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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追项目的开发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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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追项目的开发时间线

史前时代（代码无版本管理）

后花园开发阶段（定版开发阶段）

百团作战阶段（代码合回主干，目标 828演示视频）

产品化阶段（优化！优化！再优化！稳定！稳定！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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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可以在剑网三探索画质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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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编辑器组同事通力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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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编辑器组同事通力协作

材质编辑器

场景编辑器

渲染管线编辑器

剧情编辑器

粒子特效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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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编辑器

支持GLSL

支持hit 
shader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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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编辑器

加入光追控制
选项

光追专用水面
焦散调试面板

增加光追区域
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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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管线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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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编辑器

在剧情编辑器中加入光追功能的属性支持

接收场景编辑器编辑的光追场景数据

编辑剧情，导出视频

在剑三10周年视频动画的制作中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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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特效编辑器

使剑网三引擎中粒子特效支持光追的功能

为粒子增加光追优化选项设置

目前因为性能问题，暂时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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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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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发总结

远程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Vulkan+VKRay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光追架构给渲染流水线带来的简化

当前硬件上的一些限制

蓬莱—光追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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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三中的光线追踪特性及
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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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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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VULKAN实现
通过DXVK在DX11引擎里运行Vulkan Ray Tracing (简称VKRay)

Vulkan的移植：使用DXVK

直接运行DX11的API和Shader

DX11代码无需更改

DX11没有光线追踪

在DXVK里增加支持外部回调函数

修改对DX11的QueryInterface函数的实现

传出引擎所需的Vulkan的接口

传入引擎定义的回调函数，执行VKRay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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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VULKAN实现
通过DXVK在DX11引擎里运行Vulkan Ray Tracing (简称VKRay)

从DXVK获取资源的Vulkan接口

向DXVK传入光线追踪回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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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VULKAN实现

实现引擎代码改动最小化

光线追踪使用Vulkan实现

其他渲染仍使用DX11实现

通过DXVK在DX11引擎里运行Vulkan Ray Tracing (简称VKRay)



31

产生光线追踪所需的SHADER

使用原有Pixel Shader生成机制

材质编辑器 →代码片段 + 各种Shader模板 → 最终Shader

增加glsl代码片段的输出

VKRay目前不支持RT Shader使用Local资源，只能使用Global的无绑定(Bindless)资源

材质编辑器使用宏定义输出代码片段

对材质系统进行调整

材质代码片段hlsl中的定义 材质代码片段glsl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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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光线追踪所需的SHADER

VKRay目前不支持RT Shader使用Local资源，只能使用Global的无绑定(Bindless)资源

材质编辑器使用宏定义输出代码片段

在Hit Shader的主模板中定义宏，指向确定的资源位置

对材质系统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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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加速结构

BLAS：在加载场景时生成

TLAS：根据设定的场景Culling范围实时更新

加速结构Update或Build的时候无法运行Vertex Shader来改变顶点的Local位
置

对于有顶点动画的物体, 改用Compute Shader

比如: Skinned Mesh, Speed Tree等

每个物体需要独立的Constant Buffer，不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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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反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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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渲染被反射的不透明与半透明物体

从场景GBuffer获取信息，发射光线 @1pp，1 Bounce

Closest Hit Shader输出被反射物体的GBuffer信息

复用光栅化下延迟光照的流程完成渲染

大幅降低Hit Shader的复杂度，有利提高性能

使用延迟光照机制渲染不透明物体

输出GBuffer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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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渲染被反射的不透明与半透明物体

从场景GBuffer获取信息，发射光线 @1pp

参考之前不透明反射物体的位置，确定光线的长度

使用Closest Hit Shader

遇到交点后，从交点开始做进一步追踪

目前支持最多4层追踪

先完成对场景的追踪，获取所有交点信息，然后再进行光照计算

不要遇到一个交点做一次光照计算 造成性能下降

使用前向渲染机制渲染半透明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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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反射的优化

尽量减小Payload尺寸

尽可能使用压缩数据，比如: 颜色数据 RGBAF32 → RGBA8

设置粗糙度阈值，粗糙度过大的表面不发射光线

使用多分辨率渲染机制，

通过反射表面的材质设置

默认使用半分辨率渲染，特殊光亮物体设置成全分辨率

用模糊滤镜模拟光泽反射效果

粗糙度越高模糊的范围越大

被反射物体使用简化光照

每隔一定时间重新Build有顶点动画物体的BLAS —— 提高遍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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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焦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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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RT焦散制作流程

步骤1 : 拍摄水面的位置和法线存储到Caustics Map中

主要分为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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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RT焦散制作流程

步骤2 : 根据Caustics Map中的信息发起光线追踪

反射和折射方向各发射一次光线

在交点的屏幕空间位置上输出一个亮度

亮度在Caustics Buffer上形成焦散点阵，反射和折射结果分开保存

主要分为三步

Caustics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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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RT焦散制作流程

步骤3 : 处理Caustics Buffer中的亮度

对Caustics Buffer中的图形进行降噪处理

转换成颜色整合到Scene Color Buffer上去

主要分为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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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三的挑战

挑战：宽广的海面和湖面

Caustics Map的精度限制难以形
成密集的点阵

1Kx1K的Caustics Map覆盖60米
半径的范围，两点间的平均距离
大于0.1米

很难通过降噪计算来形成连续清
晰的焦散效果

大面积的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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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三的挑战

将光线追踪得到的点阵Mesh化

将Hit Point网格化

根据三角形的面积决定面片
的亮度

转化成Mesh后，可以画出大
面积的连续清晰的焦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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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三的大面积水域的焦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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