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M® Unity 开发者指南
版本 3.3 

优化移动游戏图形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ARM 100140_0303_00_cn 



ARM® Unity 开发者指南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2 

 

 

 
ARM® Unity 开发者指南 

优化移动游戏图形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版本信息 

 

   文档历史 

发行号 日期 机密性 变更 

0100-00 2014 年 9 月 5 日 非机密 首次发布版本 1.0 

0200-00 2015 年 6 月 23 日 非机密 首次发布版本 2.0 

0201-00 2015 年 7 月 28 日 非机密 首次发布版本 2.1 

0300-00 2015 年 9 月 18 日 非机密 首次发布版本 3.0 

0300-01 2015 年 11 月 5 日 非机密 第二次发布版本 3.0 

0301-00 2016 年 4 月 07 日 非机密 首次发布版本 3.1 

0301-01 2016 年 4 月 25 日 非机密 第二次发布版本 3.1 

0301-01 2016 年 4 月 25 日 非机密 第三次发布版本 3.1 

0302-00 2016 年 5 月 31 日 非机密 首次发布版本 3.2 

0303-00 2017 年 3 月 17 日 非机密 首次发布版本 3.3 
 

非机密性所有权通告 

本文受版权和其他相关权利的保护，并且本文所含信息的运用或实施可能受一个或多个专利或待审批专利应用的保护。未经 

ARM 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目的复制本文信息。除非特别声明，否则本文未以禁止反言或其他方式明示或默示

地授予任何知识产权许可。 

您必须事先确保不会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本文信息来确认实施是否侵犯任何第三方专利，才能查看本文信息。 

本文按“原样”提供。就本文档而言，ARM 不做任何明示、默示或法定的陈述和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质量满意度、

非侵权性或特定用途适用性的默示保证。为避免疑义，ARM 对有关确认或理解第三方专利、版权、商业机密或其他权利的范

围和内容不做任何陈述或进行任何分析。 

本文档可能包含技术性错误或印刷错误。 

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对于因使用本文档而造成的损害，包括但不限于直接、间接、特殊、意外、惩罚性或附带损害， 

ARM 概不负责，无论以何种方式导致并且基于任何责任理论，即使 ARM 曾被告知此类损害的可能性。 

本文只包含商业项目。您应该负责确保本文的任何使用、复制或披露完全遵循任何相关出口法律法规，从而确保本文或本文的

任何部分，不会违反此类出口法律，而直接或者间接的出口。使用“合作伙伴”一词表示 ARM 客户不能创建或指代与任何其他

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ARM 可随时更改本文档，无需另行通知。 

如果上述条款包含的任何规定违反了与ARM 书面签署的协议（含本文档）的规定，则以书面签署的协议为准，包括与这些条

款相冲突的规定。为了方便起见，可能会将本文档翻译成其他语言。如果本文档的英文版本与翻译版本之间出现任何冲突， 应以英文

版本的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 

标有 ® 或 ™ 的词语和徽标是 ARM Limited 或其子公司在欧盟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保留所有权利。本文

档提及的其他品牌和名称可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请遵循 ARM 商标使用指南，其网址为
http://www.arm.com/about/trademark-usage-guidelines.php 

版权所有 © [2014-2017]，ARM Limited 或其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ARM Limited。本公司在英国注册，注册号为 02557590。

110 Fulbourn Road, Cambridge, England CB1 9NJ. 

LES-PRE-20349 

http://www.arm.com/about/trademark-usage-guidelines.php


ARM® Unity 开发者指南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3 

 

 

 
 

保密状态 

本文档是非机密文档。根据ARM 与本文档的接收方之间协议的条款，使用、复制及披露本文档的权利受到许可限制。

不受限访问属于 ARM 内部分类。 

产品状态 

本文档中的信息是最终版，即用于开发完成的产品。

网址 

http://www.arm.com 

http://www.arm.com/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4 

目录 

ARM® Unity 开发者移动游戏图形优化指南

前言 
关于本书 ······································ 7 
反馈 ········································ 9 

第 1 章 简介 
1.1 关于 Unity ············································································································· 1-11 
1.2 关于 Mali™ GPU ···································································································· 1-12 
1.3 关于 Unity 优化 ······························· 1-13 
1.4 关于冰穴演示 ································ 1-14

第 2 章 优化应用程序 
2.1   优化流程 ·································· 2-16
2.2   Unity 质量设置 ······························· 2-17 

第 3 章 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3.1   关于分析 ·································· 3-21
3.2 使用 Unity 分析器分析 ···························· 3-22
3.3 Unity Frame Debugger ····························································································· 3-24 

第 4 章 优化列表 
4.1 应用处理器优化 ······························· 4-27 
4.2 GPU 优化 ·································· 4-33 
4.3   资源优化 ·································· 4-53 
4.4   使用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优化 ···················· 4-55 

第 5 章 Unity 中利用 Enlighten 的全局照明
5.1 关于 Enlighten ······································································································· 5-61 
5.2 Enlighten 的结构 ······························· 5-62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5 

第 6 章

第 7 章

5.3 使用 Enlighten 设置场景 ··························· 5-71 
5.4 示例：冰穴演示的 Enlighten 设置 ······················· 5-73 
5.5 在自定义着色器中使用 Enlighten ·············································································· 5-80 

高级图形技术 
6.1 自定义着色器 ································ 6-85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施反射 ···························6 -98 
6.3   组合反射 ·································· 6-114 
6.4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动态软阴影 ························ 6-120 
6.5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 ··························· 6-128 
6.6 冰穴演示中的镜面反射效果 ··························· 6-134 
6.7 使用 Early-z ········································································································· 6-137 
6.8 脏镜头光晕效果 ······························· 6-138 
6.9   光柱 ···································· 6-141 
6.10 雾化效果 ·································· 6-145 
6.11 高光溢出 ·································· 6-152 
6.12 冰墙效果 ·································· 6-159 
6.13 过程天空盒 ································· 6-165 
6.14 萤火虫 ··································· 6-173 
6.15 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法线转换工具························· 6-177 

虚拟现实 
7.1 Unity 虚拟现实硬件支持 ···························· 7-185 
7.2 Unity VR 移植流程 ······························ 7-186 
7.3 移植到 VR 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 7-189 
7.4 VR 中的反射 ································ 7-191 
7.5   结果 ···································· 7-196 

第 8 章 

第 9 章 

Vulkan 
8.1 关于 Vulkan ·································· 8-198 
8.2 关于 Unity 中的 Vulkan ···························· 8-200 
8.3 在 Unity 中启用 Vulkan ···························· 8-201 
8.4 Vulkan 案例研究································ 8-202 

Mali Graphics Debugger 
9.1 关于 Mali Graphics Debugger ·························· 9-207 
9.2 MGD 功能 ··································· 9-208 
9.3 启用 MGD ··································· 9-210 
9.4 在使用 Vulkan 的环境中启用 MGD························ 9-214 

附录 A 修订 

A.1 修订 ···································· Appx-A-217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6 

前言 

此前言介绍了《ARM® Unity 开发者移动游戏图形优化指南》。

它包含下列内容： 

• 关于本书（第 7 页）。

• 反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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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本书 

关于本书 本书旨在帮助您创建能够在移动平台（尤其是采用 Mali™ GPU 的移动平台）上最大程度利用 Unity 的应用程

序和内容。 

产品修改状态 rmpn 标识符指示本书所述产品的修改状态，例如 r1p2，其中：

rm 表示产品的大修改，例如 r1。

pn 表示产品的小修改，例如 p2。

目标受众 本书适合初学者至中级开发人员。 

使用本书 本书分为以下几个章节： 

第 1 章简介
本章节介绍了 ARM® Unity 指南：优化您的移动游戏

第 2 章优化应用程序
本章节描述了如何优化 Unity 中的应用程序。

第 3 章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本章节描述了如何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第 4 章优化列表
本章节列出了许多 Unity 应用程序优化实例。

第 5 章 Unity 中利用 Enlighten 的全局照明
本章节描述了 Unity 中利用 Enlighten 的全局照明。

第 6 章高级图形技术
本章节列出了您可以利用的多种高级图形技术。 

第 7 章虚拟现实
本章节描述了调整应用程序或游戏以便在虚拟现实硬件上运行的流程，同时介绍了虚拟现实中实施反

射的一些区别。 

附录 A 修订
此附录介绍本书发布的版本之间的变化。 

词汇表 ARM 词汇表列出了在ARM 文档中使用的一系列术语及其定义。ARM 词汇表不包含行业标准术语，除非 ARM 
指示的含义不同于一般公认的含义。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RM 词汇表。

书写规范 斜体 

介绍特殊术语，表示交叉参考和引用。 

黑体 

突出显示界面元素，如菜单名称。表示符号名称。还可用于描述性列表中的词汇（如适用）。 

第 8 章 Vulkan

本章将介绍 Vulkan 及其启用方法。 

第 9 章 Mali Graphics Debugger

本章将介绍 Mali Graphics Debugger (MGD)。 

http://infocenter.arm.com/help/topic/com.arm.doc.aeg001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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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本书 

等宽字体 

表示可通过键盘输入的文本，例如命令、文件名、程序名以及源代码。

等宽字体 

表示命令或选项的缩写。您可用下划线文本代替完整命令或选项名称。 

等宽斜体 

表示等宽文本的参数，其中的参数将由特定值替换。

等宽黑体 

表示在示例代码外使用时的语言关键词。 

<and>   
封闭汇编程序语法的可替换词语，这些词语出现在代码或代码片段中。例如： 

小型大写字母 

在正文文本中用于表示具有特定技术含义的一些术语，已在 ARM 词汇表中定义。例如，

IMPLEMENTATION DEFINED、IMPLEMENTATION SPECIFIC、UNKNOWN 和
UNPREDICTABLE。

补充阅读资料 

ARM 和第三方发布的信息。

请访问 http://infocenter.arm.com，获取 ARM 文档。

ARM 出版物

本书包含的信息仅适用于本产品。请参阅下列文档，获取其他相关信息： 

无。 

开发人员资源： 

http://malideveloper.arm.com. 

其他出版物 

第三方出版的相关文档： 

OpenGL ES 1.1 规范，网址为 http://www.khronos.org。
OpenGL ES 2.0 规范，网址为 http://www.khronos.org。
OpenGL ES 3.0 规范，网址为 http://www.khronos.org。
OpenGL ES 3.1 规范，网址为 http://www.khronos.org。
Unity                                                  脚 本 参 考 (Unity) 。GPU 
精粹：实时图形编程的技术、技巧和技艺，作者：Randima Fernando（丛书编辑）。GPU 
Pro：高级渲染技术，作者：Wolfgang Engel（编辑）。
https://developer.oculus.com/osig. 

http://infocenter.arm.com/
http://malideveloper.arm.com/
http://www.khronos.org/
http://www.khronos.org/
http://www.khronos.org/
http://www.khronos.org/
http://docs.unity3d.com/ScriptReference/
http://www.unity3d.com/
https://developer.oculus.com/o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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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反馈 

 

 

 

反馈 
 

产品反馈  

 

如果您对本产品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联系您的供应商并提供： 

• 产品名称。 

• 产品修改状态或版本。 

• 解释说明（应包含尽可能多的信息）。包括症状和诊断程序（如果适用）。 
 

内容反馈  
 

如果您对本文内容有任何意见，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rrata@arm.com。提供： 

• 书名《ARM® Unity 开发者移动游戏图形优化指南》。 

• 编号 ARM 100140_0303_00_en。 

• 您有意见的页码（如果适用）。 

• 您意见的简单说明。 

ARM 还欢迎您对新增和改进之处提出一般建议。

备注 

ARM 仅在Adobe Acrobat 和Acrobat Reader 中测试了本PDF，无法保证使用任何其他 PDF 阅读器时显示文

档的质量。 

 
 

mailto:errata@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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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简介 

本章节介绍了 ARM® Unity 指南：优化您的移动游戏

它包含下列部分： 

• 1.1 关于 Unity（第 1-11 页）。

• 1.2 关于 Mali™ GPU（第 1-12 页）。

• 1.3 关于 Unity 优化（第 1-13 页）。

• 1.4 关于冰穴演示（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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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简介 
 

 

1.1 关于 Unity 
 

1.1 关于 Unity 
Unity 是一个软件平台，能够让您创建和发布 2D 游戏、3D 游戏以及其他应用程序。 

本书旨在帮助您创建能够在移动平台（尤其是采用 Mali™ GPU 的移动平台）上最大程度利用 Unity 的应用程

序和内容。它描述了可用于提高应用程序性能的技术和最佳实践。 

备注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书所述技术还可在其他平台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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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简介 
 

 

1.2 关于 Mair™ GPU 
 

1.2 关于 Mali™ GPU 
Mali GPU 专为移动或嵌入式设备而设计。Mali GPU 分为以下系列： 

Mali Utgard GPU 系列 

Mali Utgard GPU 系列拥有一个顶点处理器和一个或多个片段处理器。它们仅用于使用 OpenGL ES 
1.1 和 2.0 的图形应用程序。Mali Utgard 系列包含下列 Mali GPU： 

• Mali-300。 

• Mali-400 MP。 

• Mali-450 MP。 

Mali Midgard GPU 系列 

Mali Midgard GPU 系列拥有执行顶点、片段和计算处理的统一着色器内核。它们用于使用 OpenGL 
ES 1.1 至 OpenGL ES 3.1 以及 OpenCL 1.1 Full Profile 的图形和计算应用程序。 

Mali Midgard 系列包含下列 Mali GPU： 

• Mali-T604。 

• Mali-T622。 

• Mali-T624。 

• Mali-T628。 

• Mali-T720。 

• Mali-T760。 

• Mali-T820。 

• Mali-T830。 

• Mali-T860。 

• Mali-T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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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简介 
 

 

 
1.3 关于 Unity 优化 

1.3 关于 Unity 优化 

图形可以使事物更美观。优化是指用最少的计算量使事物更美观。对于通过限制计算功率和内存带宽来保持较低

功耗的移动设备而言，这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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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简介 
 

 

 
1.4 关于冰穴演示 

1.4 关于冰穴演示 

冰穴演示是由 ARM 创建的一款演示应用程序，它利用多种优化技术生成适用于移动设备的高质量视觉内容。

本文描述了在冰穴演示中使用的图形技术，以及针对项目开发过程中所遇问题的解决方案。 

冰穴演示面向包含下列组件的移动设备： 

ARM Cortex®-A57 MP4 处理器

ARM Cortex-A53 MP4 处理器

ARM Mali-T760 MP8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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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优化应用程序 

 

 

 

 
本章节描述了如何优化 Unity 中的应用程序。

它包含下列部分： 

 2.1 优化流程（第 2-16 页）。 

 2.2 Unity 质量设置（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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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化应用程序 
 

 

 
2.1 优化流程 

2.1 优化流程 

优化是指选择一个应用程序并使其更有效率的过程。对于图形应用程序，这通常是指对应用程序进行修改，使

其运行更快。 

例如，低帧率的游戏意味着其画面十分跳跃。这会给用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并且使游戏很难玩下去。您可以利用

优化提高游戏的帧率，带来更好、更流畅的体验。 

若要优化您的代码，请使用优化流程。此流程为迭代流程，可指导您找出性能问题并予以解决。

优化流程包含下列步骤： 

1. 使用分析器测量应用程序。 

2. 分析数据，找到瓶颈。 

3. 确定要运用的相关优化。 

4. 验证优化是否成功。 

5. 如果性能不可接受，请返回至第 1 步，然后重复该流程。 

以下是优化流程的一个示例： 

1. 如果一款游戏未达到您需要的性能，可以使用 Unity 分析器进行测量。 

2. 使用 Unity 分析器分析测量结果，以便您可以隔离并确认性能问题的来源。 

3. 比如，游戏的问题在于渲染过多的顶点。 

4. 减少您的代码中的顶点数量。 

5. 再次运行游戏，确保优化发挥了作用。 

如果执行完此操作后游戏仍未按照预期运行，请重新开始执行此流程，方法是再次分析应用程序以找出引发此

问题的其他原因。 

最好重复执行此流程多次。优化是一项迭代流程，您可以通过该流程找到大量不同区域出现的性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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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化应用程序 
2.2 Unity 质量设置 

 

 

 

2.2 Unity 质量设置 
了解 Unity 质量设置非常有用，可以确保您为应用程序选择了正确的设置。 

Unity 包含许多可以改变游戏图像质量的选项。部分选项计算量较高，会对游戏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下图显示了检视面板中的质量设置： 

 

图 2-1 质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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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化应用程序 
2.2 Unity 质量设置 

 

 

 

有许多选项可以提高游戏图像质量，代价只是极小幅度地降低性能。例如，如果游戏的帧率较低，GPU 可能

正在处理过多执行复杂图形效果的信息。您可以执行较简单版本的图形效果，例如阴影或光照。相比而言，这

对图形质量产生的影响较小。更简单的效果可以显著降低 GPU 负载，从而提供更高的帧率。 

光照默认设置有时对于移动设备而言过于复杂，因此针对移动平台编写的部分游戏应避免复杂的技术，或者

根据每个游戏使用相应的技术。这可能涉及将光照预烘焙为光照贴图的技术，或者用投影纹理代替投射阴影

的技术。 

在项目设置 > 质量中，有许多可以对游戏性能产生巨大影响的选项： 

像素光源数量 

像素光源数量是指可以影响给定像素的光源数量。较高的像素光源数量需要执行大量计算。大部分游 

戏能够在使用极少量动态实时光源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质量的影响。如果光照引发了性能问题， 

请考虑在游戏中使用光照贴图和投影纹理等技术。 

纹理质量 

纹理质量可以给 GPU 带来负载，但通常不会引发性能问题。降低纹理质量会对游戏的视觉质量产生

不良影响，所以请只在必要的情况下降低纹理质量。在冰穴演示中，纹理质量设为全分辨率。 

如果纹理引发了性能问题，可尝试使用纹理映射。纹理映射可降低计算和带宽要求，同时不会影响图

像质量。 

抗锯齿 

 

 

 

软粒子 

 

抗锯齿是一项边缘平滑技术，该技术混合了三角形边周围的像素。这显著提高了游戏的视觉质量。有

多种抗锯齿方式，但是此种情况下采用的是多重采样抗锯齿 (MSAA)。4x MSAA 在 Mali GPU 上的运

算量较低，应尽可能使用。 

 

软粒子需要渲染到深度纹理或在延迟模式下渲染。这会提高 GPU 负载，但可以获得逼真的粒子效果， 

因此值得采用。在移动平台上，渲染到深度纹理和从深度纹理读取会消耗掉宝贵的带宽，并且使用延迟路

径进行渲染意味着您不能使用 MASS。请考虑软粒子是否足够重要到需要在游戏中使用。 

各向异性纹理 

各向异性纹理技术可消除在高梯度下绘制的纹理的失真。这项技术可提高图像质量，但是非常消耗资

源。除非失真特别明显，否则请避免使用此技术。 

阴影 

阴影具有高质量时，计算量较大。如果阴影引发了性能问题，请尝试采用简单的阴影或关闭阴影。如果

阴影对于您的游戏非常重要，请考虑使用简单的动态阴影技术，例如投影纹理。 

实时反射探测器 

实时反射探测器选项对运行时性能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在渲染反射探测器时，立方体贴图的每一面都由探测器原点处的摄像机进行单独渲染。如果考虑相互

反射，此过程会在每个反射反弹级别进行一次。在光泽反射情形中，立方体贴图纹理映射也用于应用模

糊处理。 

下列因素影响立方体贴图的渲染： 

立方体贴图分辨率 

立方体贴图分辨率越高，渲染时间就越长。为您需要的质量，尽可能使用最低分辨率的立方

体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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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遮罩 

在渲染立方体贴图时使用剔除遮罩，从而避免对反射中任何无关几何体进行渲染。

立方体贴图更新 

刷新模式选项定义立方体贴图的更新频率： 

 每帧选项针对每一帧渲染立方体贴图。这是计算成本最高的选项，所以非必要时请勿使用。 

 唤醒时选项在场景启动时进行一次运行时立方体贴图渲染。 

 借助脚本选项让您能控制立方体贴图更新的时间。使用此选项时，您可以通过指定发生更新的

条件来限制对运行时资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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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本章节描述了如何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它包含下列部分： 

 3.1 关于分析（第 3-21 页）。 

 3.2 使用 Unity 分析器分析（第 3-22 页）。 

 3.3 Unity Frame Debugger（第 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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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3.1 关于分析 

3.1 关于分析 

分析应用程序可找出性能瓶颈。当您确定这些瓶颈后，针对这些区域进行优化可提高应用程序性能。

您可以使用下列工具分析 Unity 应用程序： 

 Unity 分析器。 

 Unity Frame Debugger。 

 ARM Mali Graphics Debugger。 

 ARM DS-5 Stream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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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3.2 使用 Unity 分析器分析 

 

 

 

3.2 使用 Unity 分析器分析 
Unity 分析器以一系列图表的形式提供详细的每帧性能数据，帮助您查找游戏中的瓶颈。 

如果您点击一个图表，就会看到垂直切片，并且选择了某个单帧。您可以在屏幕底部的显示面板中读取该帧的信

息。如果您在没有修改所选帧的情况下点击另一图表，面板将显示您已选择的分析器的数据。 

下图显示了 Unity 分析器： 

图 3-1 Unity 分析器 

Unity 分析器提供下列功能： 

CPU 使用率分析器 

CPU 使用率分析器图表显示了 CPU 使用率的细分情况，重点突出不同组件（如渲染、脚本或物理） 

的 CPU 使用情况。如果您在图表上选择了某帧，则面板将显示对该帧影响最大的功能的耗费时间、

调用数量或内存分配。 

请重点关注耗费更多执行时间或分配过多内存的功能。

备注 

在多处理器系统中，这些值为平均值。 

 

渲染分析器 

渲染分析器图表显示了绘制调用、三角形以及在场景中渲染的顶点的数量。在图表上选择某帧将显示

更多有关批处理、纹理和内存消耗的信息。 

请仔细查看绘制调用、三角形以及场景渲染的顶点的数量。这些是移动平台上最为重要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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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3.2 使用 Unity 分析器分析 

内存分析器 

内存分析器图表显示了分配的内存数量以及游戏所用资源（如网格或材质）的数量。在图表上选择某

帧后，将显示资源、图形和音频子系统或分析器数据本身的内存消耗情况。 

移动平台上的内存有限，因此您必须在其生存期内监控游戏需求，并检查占用资源的数量。某些技术

如果运用不恰当，会创建大量新对象。例如，不恰当地运用纹理贴图集会创建大量新材质对象。 

添加分析器功能 

添加分析器选项位于分析器窗口左上角的下拉菜单中。使用该选项能够向分析器窗口添加更多图表， 

例如 CPU 使用率、渲染或内存。

Profiler.BeginSample() 和 Profiler.EndSample() 方法

Unity 分析器可让您采用 Profiler.BeginSample() 和 Profiler.EndSample() 方法。您可以

在脚本中标记一个区域，然后附上自定义标签，此区域将作为单独的条目出现在分析器层级中。通过

执行此操作，您可以获取特定代码的信息，而无需采用深度分析选项，从而节省计算和内存开销。 

下图显示了被分析部分： 

图 3-2 被分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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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Unity Frame Debugger 

 

 

 

3.3 Unity Frame Debugger 
Frame Debugger 是一款分析工具，您可以在每一帧基础上追踪绘制调用。 

Frame Debugger 可以从窗口菜单中选用。

左窗格中显示该帧中发出的绘制调用树。 

右窗格中显示与选定绘制调用相关的其他信息，如几何体详情以及绘制它的着色器等。

下图显示了 Frame Debugger 中的 Phoenix 对象： 

 

图 3-3 Frame Debugger 

如果摄像机渲染到所选绘制调用的目标，您可以在游戏视图中查看被渲染纹理的视觉呈现。

下图显示了游戏视图中的 Phoenix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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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3.3 Unity Frame Debugger 

 

 

 

 

图 3-4 Frame Debugger 游戏视图 

如需关于如何利用Frame Debugger 帮助优化对象渲染顺序以提升游戏性能的说明，请参见 4.2.9 指定渲染顺
序（第 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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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优化列表 

 

 

 

 
本章节列出了许多 Unity 应用程序优化实例。

它包含下列部分： 

 4.1 应用处理器优化（第 4-27 页）。 

 4.2 GPU 优化（第 4-33 页）。 

 4.3 资源优化（第 4-53 页）。 

 4.4 使用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优化（第 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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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列表 
4.1 应用处理器优化 

 

 

 

4.1 应用处理器优化 

下表描述了应用处理器优化： 

使用协程代替 Invoke() 
Monobehaviour.Invoke() 方法可快速便捷地在时间延迟的情况下调用类中的方法，但存在以下

局限性： 

 它使用 C# 反射查找调用方法，这比直接调用方法的速度更慢。 

 没有针对方法签名的编译时检查。 

 您无法提供附加参数。 

下列代码显示了 Invoke() 函数： 

替代方法是使用协程。协程是 IEnumerator 类型的函数，可以使用特殊 yield return 语句将控

制权归还给 Unity。您可以稍后再次调用函数，它将从之前中断的位置恢复运行。 

您可以通过 MonoBehaviour.StartCoroutine() 方法调用协程： 

从 Monobehaviour.Invoke() 方法转为使用协程，可以在传递至处理动画状态的函数的参数上提

供更高的灵活性。 

使用协程轻松进行更新 

如果您的游戏需要每隔一段特定时间执行操作，请尝试在 MonoBehaviour.Start() 回调函数中启

动协程，以此代替 MonoBehaviour.Update() 回调函数（每帧都要执行操作）。例如： 

备注 

此技术的另一可选用途是以不规则的间隔产生敌人。利用协程中的无线循环大量产生敌人，并生成随

机数字。将随机数传递到 WaitForSeconds()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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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标记避免硬编码字符串 

由于标记的硬编码值会限制游戏的可扩展性和鲁棒性，因此应避免使用。例如，如果您直接通过字符

串引用名称，则无法轻松修改标记名称，并且很可能会出现拼写错误。例如： 

您可以为显示公共常量字符串的标记执行一个特殊类，从而改善这一情况。例如： 

 

备注 

您可以采用带有公共常量字符串的标记类，以一致且可扩展的方式添加新标记。 

 

通过更改固定时间步长减少物理计算量 

您可以通过更改固定时间步长降低物理计算的计算量。通常，大部分物理计算发生在固定时间步长内， 

您可以增加或减小此步长。 

增加时间步长会减小应用程序处理器上的负载，但是会降低物理计算的准确性。

您可以从主菜单访问时间管理器：编辑 > 项目设置 > 时间。 

下图显示了时间管理器： 
 

 

删除空回调函数 

图 4-1 固定时间步长设置 

如果您的代码包含 Awake()、Start() 或 Update() 等函数的空定义，则将其删除。这会产生不

必要的开销，因为引擎在函数为空时仍会尝试访问它们。例如：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4-29 

4 优化列表 
4.1 应用处理器优化 

 

 

 

避免在每帧中都使用 GameObject.Find()。 

GameObject.Find() 函数用于循环访问场景中的每个对象。如果它在代码中使用的位置不正确， 

则会导致主线程大小显著增加。例如： 
 

更好的做法是在启动时调用 GameObject.Find() 并缓存结果，例如将结果缓存在 Start() 或 

Awake() 函数中： 

另一种替代方法是使用 GameObject.FindWithTag()： 

 

备注 

使用称为LocatorManager 的专用类，它可以在场景完成加载后立即执行所有对象检索。其他类可以使用它作为

服务，以便使对象不会被检索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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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tringBuilder 类连接字符串 

连接复杂字符串时，请使用 System.Text.StringBuilder 类。其速度远快于 string.Format() 
方法，并且使用的内存少于通过加号运算符进行连接时所用的内存： 

System.Text.StringBuilder 类： 

 

下图显示了字符串连接： 

图 4-2 字符串连接 

使用 CompareTag() 方法代替标记属性 

使用 GameObject.CompareTag() 方法代替 GameObject.tag 属性。CompareTag() 方法的速

度更快，并且不会分配额外的内存： 

下图显示了 CompareTag() 的用法： 

 

图 4-3 比较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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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对象池 

如果您的游戏有许多同类对象在运行时创建和破坏，则可以使用设计模式对象池。该设计模式可避免   

在动态分配和释放众多对象时产生性能损失。 

如果您知道所需对象的总数，则可以直接创建所有对象，并禁用暂时不需要的对象。需要新对象时， 

请搜索首个未用对象的池并启用该对象。 

不再需要某个对象时，您可以将其放回至池中。这意味着将对象重置为默认开始状态并禁用该对象。

此技术可以与敌人、抛射物和粒子等对象结合使用。如果您不知道所需对象的准确数目，则进行测试， 

找出使用的对象数并创建一个数目稍大于此数的对象池。 

备注 

将对象池用于敌人和炸弹。这使得这些对象不会被分配至游戏的加载阶段。 

 

缓存组件检索 

缓存 GameObject.GetComponent<Type>() 返回的组件实例。涉及的函数调用非常消耗性能。 

Gameobject.camera、Gameobject.rendener 或 Gameobject.transform 等属性是对应 

GameObject.GetComponent<Camera>()、Gameobject.GetComponent<Renderer>() 和 

Gameobject.GetComponent<Transform>() 的快捷方式： 

请考虑缓存 Transform.position 的返回值。即便它是C# getter 属性，也会在用于计算全局位置

的转换层级上产生与迭代相关的开销。 

备注 

Unity 5 及更高版本会自动缓存转换组件。 

 

使用 OnBecameVisible() 和 OnBecameInvisible() 回调函数 

如果与 MonoBehaviour.OnBecameVisible() 和 MonoBehaviour.OnBecameInvisible() 
等回调函数相关的游戏对象出现在或消失在屏幕上，则这些回调函数将通知您的脚本。 

如果某一游戏对象未在屏幕上渲染，这些调用能够让您禁用大量计算性代码例程或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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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qrMagnitude 比较向量幅度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比较向量幅度，请使用 Vector3.sqrMagnitude 代替 

Vector3.Distance() 或 Vector3.magnitude。 

虽然 Vector3.sqrMagnitude 在不计算根的情况下计算正方形组件的总和，但是这对于比较非常

有帮助。其他调用使用计算量非常大的平方根。 

下列代码显示了比较空间中两个位置采用的三种不同方法： 

使用内置数组 

如果您事先知道数组大小，则使用内置数组。 

ArrayList 和 List 类的灵活性更高，它们会随插入元素的增加而增大，但是速度要比内置数组慢。

使用平面作为碰撞目标 

如果场景只需要与平面物体（如地板或墙壁）进行粒子碰撞，则可将粒子系统碰撞模式更改为 

Planes。将设置更改为使用平面可降低所需的计算量。在此模式下，您可以为 Unity 提供一系列空

的游戏对象作为碰撞器平面。 

下图显示了碰撞设置： 
 

 

使用复合的原始碰撞器（而非网格碰撞器） 

图 4-4 碰撞设置 

网格碰撞器以对象的实际几何数据为基础。它们在碰撞检测方面具备极高的准确性，但是计算量非

常大。 

您可以将盒子、舱体或球体等形状合并为模拟原始网格形状的复合碰撞器。这可使您获得相似的结果， 同

时还可大幅降低计算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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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GPU 优化 

本节列出了 GPU 优化。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4.2.1 杂项 GPU 优化（第 4-33 页）。 

 4.2.2 光照贴图和灯光探测器（第 4-34 页）。 

 4.2.3 ASTC 纹理压缩（第 4-43 页）。 

 4.2.4 纹理映射（第 4-47 页）。 

 4.2.5 天空盒（第 4-48 页）。 

 4.2.6 阴影（第 4-48 页）。 

 4.2.7 遮挡剔除（第 4-49 页）。 

 4.2.8 使用 OnBecameVisible() 和 OnBecomeInvisible() 回调函数（第 4-50 页）。 

 4.2.9 指定渲染顺序（第 4-50 页）。 

 4.2.10 使用深度预传值（第 4-52 页）。 

 

4.2.1 杂项 GPU 优化 

下表描述了杂项 GPU 优化： 

使用静态批处理 

静态批处理是一种常见的优化技术，可以减少绘制调用数量，从而降低应用程序处理器的使用率。 

动态批处理可由Unity 以透明的方式执行，但是无法运用至大量顶点组成的对象，因为计算开销过大。静

态批处理可在大量顶点组成的对象上运行，但是经过批处理的对象在渲染过程中不得移动、旋转或扩大。 

若要使 Unity 能够集合要进行静态批处理的对象，请在“检视面板”中将它们标记为静态。

下图显示了静态批处理设置： 

图 4-5 静态批处理设置 

使用 4x MSAA 
ARM Mali GPU 能够以极低的计算开销执行 4x 多重采样抗锯齿。您可以在“Unity 质量设置”中启用 4x 
MSAA。 

下图显示了 MSAA 设置： 

图 4-6 MSAA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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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细节层次 

Unity 引擎可以使用细节层次 (LOD) 技术根据与摄像机的距离渲染同一对象的不同网格。 

当对象更接近摄像机时，几何结构更为清晰。随着对象远离摄像机，细节层次降低。当处于最远距离

时，您可以使用平面公告板。 

您必须恰当地设置 LOD 组，以管理要使用的网格以及相应的距离范围。

要访问 LOD 组的设置，请选择：添加组件 > 渲染 > LOD 组。 

在 Unity 5 中，您可以设置渐变模式使每个 LOD 层次混合为连续的 LOD。这可以平滑它们之间的过

渡。Unity 可以根据对象的屏幕大小计算混合因子，并将它传递到着色器以进行混合。您必须在着色

器中实施几何体混合。 

下图显示了 LOD 组设置： 

图 4-7 LOD 组设置 

避免在自定义着色器中使用数学函数 

在编写自定义着色器时，请避免使用计算量大的内置数学函数，例如： 

 pow(). 
 exp(). 
 log(). 
 cos(). 
 sin(). 
 tan(). 

 

4.2.2 光照贴图和灯光探测器 

运行时光照计算的计算成本很高。一项用于降低计算要求的常见技巧称为光照贴图，它预先进行光照计算并将

它们烘焙为名为光照贴图的纹理。 

这意味着您会丧失完全动态光照环境的灵活性，但您可以生成质量非常高的图像，而不会影响性能。

在静态光照贴图中烘焙生成的光照 

 将接收光照的几何体设置为静态。 

 将灯光中的烘焙选项设为已烘焙，而不是运行时。 

 在光照贴图窗口的“场景”选项卡中，选中已烘焙 GI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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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生成的光照贴图： 

 选择几何体。 

 选择窗口 > 光照，以打开光照窗口。 

 按对象按钮。 

 选择预览选项中的烘焙强度光照贴图。 

如果选择了持续烘焙选项，Unity 将烘焙该光照贴图，并在几秒后更新编辑器中的场景。 

若要快速检查光照贴图设置是否正确，可在编辑器中运行游戏，并禁用光源。如果光照仍在，则光照贴图已经

正确创建并在使用中。 

下图显示了光照选项卡中的强度光照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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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强度光照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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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编辑器中显示来自洞穴尽头绿色光源的光照。此光照使用静态光照贴图生成。 
 

 

下图显示了冰穴演示中静态光照贴图的结果。 

图 4-9 添加灯光以烘焙静态光照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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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经过光照贴图的洞穴 

构建光照贴图 

若要为光照贴图准备对象，您必须拥有： 

 带有光照贴图 UV 的场景模型。 

 模型必须标记为静态光照贴图。 

 模型范围内必须存在光源。 

 光源的烘焙类型必须设为“已烘焙”。 

备注 

只有场景内的静态对象已经过光照贴图。它们的效果可能不是最佳，因此请通过试验了解哪种设置最适合您的

游戏。 

未标记为静态的对象不会置于光照贴图中。选择渲染器可以为您提供众多设置，您可以设置光照贴图是否为

静态。 

 

从编辑器窗口的主菜单中打开光照窗口，再选择窗口和光照贴图。共有三个按钮： 

 对象。 

 场景。 

 光照贴图。 

下图显示了光照贴图选项： 

图 4-11 光照贴图选项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4-39 

4 优化列表 
4.2 GPU 优化 

 

 

 

对象 

单击对象按钮可更改与您在层级中所选对象的光照贴图相关的设置。借此可修改影响光照贴图流程的

对象设置。选择一个光源，便可更改诸多选项： 

 仅烘焙：可在烘焙时启用光源并在运行时禁用光源。 

 已烘焙：如果选中了已烘焙 GI，将烘焙该光源。 

 实时：光源可用于预计算的实时 GI，也可在没有 GI 时使用。 

 仅实时：可在烘焙时禁用光源并在运行时启用光源。 

 混合：光源已烘焙，但它在运行时仍然存在，为非静态对象提供直接光照。

将大部分光源设为已烘焙可确保运行时的计算量相对较低。 

场景 

场景选项卡包含应用于整个场景的设置。您可以在此选项卡中启用和禁用预计算实时GI 和已烘焙 GI 
功能。 

环境光照部分中提供了诸多选项，您可用于定义影响环境光照的多个因素，如天空盒、环境光源类型

以及环境光强度等： 

 反射反弹次数选项是性能方面最重要的选项。反射反弹次数定义反射对象之前相互反射的次数， 

即视野覆盖这些对象的探测器的烘焙次数。如果反射探测器在运行时更新，此选项对性能有很

大的负面影响。只有反射对象在探测器中清晰可见时，才可将反射次数设为高于一的值。 

 在预计算实时 GI 选项卡中，CPU 使用率选项定义在运行时评估GI 上花费的处理器时间量。较

高的 CPU 使用率值可以加快光照的反应速度，但可能会影响帧率。在多处理器系统中，对性能

的影响比较小。 

 已烘焙 GI 选项卡中的一个选项可以设置要压缩的光照贴图纹理。压缩光照贴图纹理可以降低对

存储空间和带宽的要求，但压缩处理可增加纹理的失真。 

 在常规 GI 选项卡中，请谨慎使用定向模式选项。如果您无法针对双重光照贴图使用延迟光照， 

则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定向光照贴图。这能够使您在没有实时光照的情况下使用法线贴图和镜

面反射光照。如果必须保存法线贴图但未提供双重光照贴图，则可使用定向光照贴图。移动设

备通常就属于这种情况。当定向模式设为定向时，将创建一个额外的光照贴图，以存储射入光

线的主要方向。因此，这一模式要求大约两倍的存储空间。 

 在定向镜面模式中，会为镜面反射和法线贴图存储额外的数据。这时存储要求将提高四倍。 

 光照贴图选项卡可用于设置和查找供场景使用的光照贴图资源文件。要访问光照贴图快照方框， 

必须取消选中持续烘焙选项。 

下图显示了光照选项卡中的光照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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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向光照贴图 

图 4-12 光照选项卡中的光照贴图 

如果您无法针对双重光照贴图使用延迟光照，则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定向光照贴图。这能够使您在没有实时光

照的情况下使用法线贴图和镜面反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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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必须保存法线贴图但未提供双重光照贴图，则可使用定向光照贴图。移动设备通常就属于这种情况。

备注 

此方法需要更多的视频内存，因为它需要计算第二组光照贴图以存储定向信息。 
 

 

针对游戏中的动态对象使用灯光探测器 

您可以使用灯光探测器向进行光照贴图的场景添加一些动态光照。

下图显示了灯光探测器设置： 

 

图 4-13 灯光探测器设置 

灯光探测器可采集样本或探测某一区域中的光照。如果探测器形成整体或单元，则光照将根据其在单元中的位

置插入这些探测器之间。 

下图显示了灯光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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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灯光探测器 

使用的探测器越多，光照就越准确。通常，您不需要太多的灯光探测器，因为探测器之间存在插值。在灯光颜色

或亮度出现较大差异的区域，您需要更多的灯光探测器。 

然后便可根据最近的探测器采集的样本之间的插值，估计任意位置的光照。 

小心放置灯光探测器，并用使用灯光探测器选项标记您希望会受其影响的网格。

下图显示了多个灯光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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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多个灯光探测器 

 

4.2.3 ASTC 纹理压缩 

ASTC 纹理压缩是 OpenGL 和 OpenGL ES 图形 API 的官方扩展。 

ASTC 可以减小应用程序所需的内存以及 GPU 需要的内存带宽。 

ASTC 提供的纹理压缩质量高、比特率低，而且控制选项也很多。它具有下列特性： 

 比特率从 8 位每像素 (bpp) 到小于 1 bpp 不等。这可使您微调文件大小与质量的平衡值。 

 支持 1 至 4 个颜色通道。 

 同时支持低动态范围 (LDR) 和高动态范围 (HDR) 图像。 

 支持 2D 和 3D 图像。 

 支持选择不同的特性组合。

下图显示了 ASTC 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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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ASTC 设置 

ASTC 设置窗口中有多个块大小选项。您可以从中选用，选择与资源最匹配的块大小。块大小越大，提供的压缩

率越高。为显示细节度不高的纹理选择较大的块大小，如距离摄像机较远的对象。为显示细节度较高的纹理选择较

小的块大小，如距离摄像机较近的对象。 

备注 

 如果您的设备支持 ASTC，请用它来压缩 3D 内容中的纹理。如果您的设备不支持 ASTC，请尝试使用 

ETC2。 

 您必须区分 3D 内容所用纹理和 GUI 元件所用纹理。在有些情况下，最好使 GUI 纹理保持未压缩状态， 

以避免不必要的失真。 
 

下图显示了可供不同纹理压缩格式使用的块大小：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4-45 

4 优化列表 
4.2 GPU 优化 

 

 

 

 

图 4-17 纹理压缩块大小 

为 ASTC 纹理选择恰当的格式 

压缩 ASTC 纹理时，有诸多选项可供选择。 

纹理压缩算法具有不同的通道格式，通常为RGB 和 RGBA。ASTC 支持多种其他格式，但是这些格式不会出

现在Unity 中。通常，每种纹理用于不同的用途，例如：标准纹理、法线贴图、镜面反射、HDR、alpha 和查

找纹理。为获得尽可能好的结果，所有这些纹理类型都需要不同的压缩格式。 

下图显示了纹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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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在构建设置中以一种格式压缩所有纹理。使纹理压缩保持为请勿覆盖。 

图 4-18 纹理设置 

在项目层级中查找纹理并使其显示在检视面板。Unity 通常会以纹理类型导入您的纹理。该类型仅为压缩提供

一定数量的选项。将类型设为高级可显示更多选项。 

下图显示了具有一定透明度的GUI 纹理的设置。此纹理适用于 GUI，因此 sRGB 和纹理映射已被禁用。若要

包含透明度，您需要 alpha 通道。为此，请选中 Alpha 透明方框和覆盖 Android 方框。 

下图显示了高级纹理设置： 

图 4-19 高级纹理设置 

有一个用于选择格式和块大小的选项。RGBA 包含alpha 通道，4x4 是您可以选择的最小块大小。将最大纹理

尺寸设为最大值并设置压缩质量，此设置可规定寻找准确的压缩方法花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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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所有纹理选择相应的设置可提高项目的视觉质量，并避免在压缩时出现不必要的纹理数据。 

下表显示了，针对于一幅大小为 4M，像素分辨率为 1024x1024，格式为 RGBA（8 位每通道）的纹理而言， 

Unity 中所有可用的 ASTC 块大小所对应的压缩比率。 

表 4-1 适用于 Unity 中可用 ASTC 块大小的压缩率 
 

ASTC 块大小 大小 压缩比率 

4x4 1 MB 4.00 

5x5 655 KB 6.25 

6x6 455 KB 9.00 

8x8 256 KB 16.00 

10x10 164 KB 24.97 

12x12 144 KB 35.93 
 

4.2.4 纹理映射 

纹理映射技术与能够同时提高游戏视觉质量和性能的纹理相关。 

纹理映射是不同大小的纹理的预计算版本。每个生成的纹理称为一个层级，它们的宽度和高度是前一个纹理的

一半。Unity 能够自动生成完整的层级，从原始尺寸的第一层级到 1x1 像素版本。 

若要生成纹理映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项目窗口中选择某一纹理。 

2. 将纹理类型更改为高级。 

3. 在检视面板中启用生成纹理映射选项。

下图显示了纹理映射设置： 

 

图 4-20 纹理映射设置 

如果纹理没有纹理映射层级，当具有纹理的表面覆盖的区域（以像素表示）小于纹理尺寸时，GPU 会将纹理

缩小至适合更小的区域。但是，此过程中会丧失部分准确性，即便使用滤波器插值像素颜色。 

如果纹理具有纹理映射层级，GPU 将从最接近对象大小的层级中提取像素数据以渲染纹理。这可提高图像质

量并降低带宽，因为GPU 为获得更高质量已经离线扩展了层级，并且GPU 仅从恰当的层级中提取纹理数据。

多级渐进纹理 (mipmapping) 的劣势在于它额外需要 33% 的内存来存储纹理数据。 

纹理映射和 GUI 纹理 

您通常不需要对 2D UI 中所用的纹理进行纹理映射。UI 纹理通常不需要扩大即可在屏幕上渲染，它们仅使用

纹理映射链中的第一层级。 

若要更改此设置，请在项目窗口中选择某一纹理，然后进入检视面板并查看纹理类型。将类型设置为编辑器 GUI 
和传统 GUI，或者将类型设置为高级并禁用生成纹理映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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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天空盒 

天空盒经常用于游戏和其他应用程序中，有多种方法可运行天空盒。

您可以通过使用单个立方体贴图渲染摄像机的背景来绘制天空盒。 

这需要一个立方体贴图纹理和一个绘制调用函数。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使用的内存、内存带宽和绘制调用

函数较少。 

若要构建天空盒，请使用此方法： 

1. 选择摄像机。 

2. 确保清除标记设为天空盒。 

3. 选择或添加天空盒组件。 

天空盒组件对每个材质都拥有一个点。该材质是 Unity 在每帧开始时用于绘制摄像机背景的材质。 

您使用的材质是包含全部所需信息的材质。使用移动 > 天空盒着色器创建材质，再使用该材质填充天空盒的

六张图像。材质预览将显示一张图像。 

当您完成此材质后，将其拖入天空盒组件中。您的天空盒将在后台进行正确渲染，不会出现明显的裂缝或不必要

的绘制调用。 
 

4.2.6 阴影 
 

 

阴影有助于增加场景的透视度和真实感。没有阴影，有时很难告知对象的深度，尤其是它们与周围对象相似时。 

阴影算法可能会非常复杂，渲染高分辨率的精确阴影时尤为如此。请确保在游戏中为阴影选择了相应级别的复杂

度和分辨率。 

Unity 支持转换反馈，实现了对实时阴影的计算。

备注 

冰穴演示中实施的是自定义阴影。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阴影与运行时渲染的阴影相结合。 
 

 

 

Unity 的编辑 > 项目设置 > 质量下包含多个阴影选项，它们可影响游戏的性能： 

硬阴影/硬加软阴影 

软阴影看起来更为真实，但是计算时间较长。

阴影距离 

阴影距离选项可定义与出现阴影的摄像机的距离。增大阴影距离会增加可见阴影的数量，从而加大计

算量。增大阴影距离还会增加用于阴影贴图中阴影的像素元数量，从而被动地提高阴影分辨率。 

您可以使用阴影距离较小且分辨率较高的硬阴影。这会在距离摄像机的适当范围内产生不是很复杂且质量较高

的阴影。 

进行光照贴图的对象不会产生实时阴影，您在场景中烘焙的静态阴影越多，GPU 执行的实时计算就越少。

下图显示了具有阴影的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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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具有阴影的外星人 

谨慎使用实时阴影 

实时阴影可大幅提高场景的真实度，但是它们的计算量非常大。 

在移动平台上，请尝试限制仅包含实时阴影的光源数量，并尝试使用光照贴图。 

请考虑使用场景对象的网格渲染器组件。如果您不想使用它们投射或接收阴影，请相应地禁用投射阴影和接收

阴影选项。这可降低渲染阴影的计算量。 

您可以在质量设置部分找到更多阴影设置，例如： 

 阴影分辨率：可让您选择质量和处理时间之间的平衡值。 

 阴影距离：可让您限制距离摄像机较近的对象生成的阴影。 

 阴影级联：可让您选择质量和处理时间之间的平衡值。您可以将它设置为零、二或四。级联阴影贴图

用于定向光源，可获得非常好的阴影质量，尤其是视距较远时。级联数越高，质量越好，但会增加处理

开销。 

 

4.2.7 遮挡剔除 

遮挡剔除流程可在从摄像机角度看对象被遮挡时禁用对象渲染。这使得渲染的对象较少，从而节省GPU 处理

时间。 

但是，当对象完全退出摄像机视锥体时，Unity 将自动执行遮挡剔除，根据您的应用程序风格，可能仍存在不

可见和无须渲染的其他对象。 

Unity 包含称之为 Umbra 的遮挡剔除系统。有关 Umbra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Unity 文档中的遮挡剔除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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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遮挡剔除的设置取决于您的游戏风格。在设置不恰当的场景中使用遮挡剔除会降低性能，所以请务必谨慎

选择设置。 

 

4.2.8 使用 OnBecameVisible() 和 OnBecameInvisible() 回调函数 

如果您使用 MonoBehaviour.OnBecameVisible() 和 MonoBehaviour.OnBecameInvisible() 回调

函数，则它们关联的游戏对象移入或移出摄像机视锥体时Unity 会通知您的脚本。然后您的应用程序便可作出

相应的反应。 

您可以使用 OnBecameVisible() 和 OnBecameInvisible() 优化渲染流程，例如用第二个摄像机和渲染

对象对池上的反射做渲染。 

这需要在渲染到最终屏幕表面前渲染几何体并合并屏幕外的纹理。此技术比较耗费资源，因此仅在必要时使用。

您只需要在反射可见时进行渲染，即在以下情况下渲染： 

 反射面位于摄像机视锥体内。 

 反射面前方无任何不透明物体。 

上述条件可使用 OnBecameVisible() 和 OnBecameInvisible() 回调函数从反射面进行检查： 

即使在恰当的位置进行了检查，也仍然存在反射在屏幕外渲染的情况，即便反射在屏幕上不可见。为避免这种

情况，您可以添加其他条件： 

例如，摄像机必须位于反射面的空间内： 
 

上述条件可将反射渲染限制在游戏的特定区域。这意味着您可以在计算量较小的其他游戏区域添加效果。 

 

4.2.9 指定渲染顺序 

在一个场景中，对象渲染顺序对性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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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任意顺序渲染多个对象，则可能会出现一个对象在渲染之后被其前面的另一对象遮挡。也就是说，渲

染被遮挡对象需要的计算全都浪费。 

有各种各样的软件和硬件技术来减少被遮挡对象造成的计算浪费；但是，您可以引导这一流程，因为您清楚玩

家如何探索这一场景。 

自 Mali-T600 系列起，ARM Mali GPU 上用于减少计算浪费的硬件技术中包含了 Early-Z。从您的视角而言， 

Early-Z 是完全透明的系统，它在片段着色器被实际处理之前执行 Z 测试。如果 GPU 无法启用 Early-Z 优化， 

则在片段着色器之后执行深度测试。其计算成本可能会很高，而且片段被遮挡时也属浪费。Early-Z 系统检查

被处理的像素的深度是否没有被更近的像素占用。若已被占用，它就不执行该片段着色器。此系统有益于性能， 

但在一些情形中会自动禁用。例如：如果片段着色器通过写入 gl_FragDepth 变量修改深度，片段着色器将调

用 discard；或者，如果为透明对象等对象启用了混合或 alpha 测试。为帮助此系统达到最高效率，请确保

从前往后渲染不透明对象。这有助于减少仅含不透明对象的场景中的过度绘制因素。 

按照从前往后的顺序渲染每一帧成本可能会很高昂，如果同一通道中还渲染透明对象，这也可能会不正确。自 

T620 起，ARM Mali GPU 提供了一种称为前像素终止（Pixel Forward Kill，PFK）的机制。Mali GPU 已流水

化，可以为同一像素同时执行多个线程。当某一线程完成了其执行时，如果当前线程遮挡了该像素的所有其他线程

时，PFK 系统会将它们全部停止。这起到了减少计算浪费的效用。 

Unity 为您提供着色器内或材质内的排队选项，让您能够指定渲染的顺序。这可以在着色器中设置，这样具有

使用该着色器的材质的对象可以一起渲染。在这一渲染组中，渲染的顺序是随机的，但透明等一些情形中除外。 

默认情况下，Unity 提供了一些标准的组，它们按照下列顺序从头到尾进行渲染： 

表 4-2 指定渲染顺序的队列值 
 

名称 值 备注 

背景 1000 - 

几何体 2000 默认值，用于不透明几何体。 

Alpha 测试 3000 这在所有不透明对象后绘制。例如，植物。 

透明 4000 此组也按照从后往前的顺序渲染，以提供

正确的结果。 

叠加 5000 用户界面、镜头光晕和脏镜头等叠加效果。 

可以使用整数值，而不用其字符串名称。这些不是唯一可用的值。您可以使用介于上表中所示的整数值来指定其

他队列。值越高，渲染越靠后。 

例如，您可以使用下列指令之一在 Geometry 队列之后、AlphaTest 队列之前渲染某一着色器： 

Tags { "Queue" = "Geometry+1" } 

Tags { "Queue" =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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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渲染顺序提升性能 

在冰穴演示中，洞穴覆盖了大部分屏幕，其着色器成本高昂。尽可能避免渲染它的组成部分可以提升性能。 

利用 Unity Frame Debugger 和 ARM Mali Graphics Debugger 等其他工具查看帧缓冲区组成后，您会发现它

已包含了渲染顺序优化。这些工具可帮助您查看渲染顺序。 

若要打开 Unity Frame Debugger，请选择菜单选项窗口 > Frame Debugger。这很有用处，因为一些东西在

编辑器模式中似乎正确，但在您执行它们时却可能不能正确工作。例如，如果您有仅运行时设置或您要渲染来自

另一摄像机的纹理，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以播放模式启动演示并定位摄像机后，您可以启用 Frame 
Debugger，获取由 Unity 执行的绘制序列。 

在冰穴演示中，向下滚动绘制调用可显示洞穴率先得到渲染。然后，对象渲染到场景中，将已渲染的部分洞穴挡

住。再例如，一些场景中的反光水晶被洞穴遮挡。在这些情形中，设置较高的渲染顺序值可以减少计算量， 因为

不会为被遮挡的水晶执行片段着色器。 

 

4.2.10 使用深度预通道 

通过为对象设置渲染顺序来避免过度绘制很有用处，但并不总是能够为每个对象指定渲染顺序。 

例如，如果有一组具有计算成本高昂的着色器的对象，而且摄像机可以绕着它们自由旋转，那么某些之前位于后

面的对象有可能会移到前面。这时，如果为这些对象设定了静态渲染顺序，一些对象即便被遮挡也会最后绘制。如

果对象挡住了自身的一部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在这样的情形中，您可以使用深度预通道来减少过度绘制。深度预通道渲染几何体，但不在帧缓冲区中写入颜色

。这将使用最近可见对象的深度来初始化各个像素的深度缓冲区。在此预通道后，几何体被正常渲染，但会使用

Early-Z 技术，只有参与构成最终场景的对象才会被实际渲染。此技术需要额外的顶点着色器计算，因为要为每

个对象计算顶点着色器两次，一次用于填充深度缓冲区，另一次用于实际的渲染。如果您的游戏受片段约束，并且

您的顶点着色器中有额外容量，此技术很有用。 

在 Unity 中，若要为带有自定义着色器的对象执行渲染预通道，请为着色器添加额外的通道： 

在添加这一通道后，Frame Debugger 将显示对象被渲染了两次。第一次渲染时，颜色缓冲区中没有变化。

备注 

您可以在 Frame Debugger 左上角菜单中选择深度缓冲区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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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资源优化 
下表描述了资源优化： 

禁用静态纹理读取/写入 

如果您不动态修改纹理，请确保检视面板中的读取/写入已启用选项已被禁用。

合并网格以减少绘制调用数量 

为减少渲染所需的绘制调用数量，您可以使用 Mesh.CombineMeshes() 方法将多个网格合并为一

个网格。如果所有网格的材质相同，请将 mergeSubMeshes 参数设置为 true，以便它可以根据合

并组中的每个网格生成单一子网格。 

把多个网格合并为单个较大的网格将帮助您： 

 创建更高效的遮挡器。 

 将多个基于图块的资源转变为大型、无缝、实心的单一资源。 

网格合并脚本对性能优化很有帮助，但是这取决于您的场景构成。较大网格在视图中的停留时间长于

较小网格，请进行试验，以获取正确的网格大小。 

应用此技术的一种方法是在层级中创建空的游戏对象，使其成为您想要合并的所有网格的父网格，然

后为其附加一个脚本。 

有关网格合并脚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Unity 文档： 

http://unity3d.com. 

请勿在非动画 FBX 网格模型上导入动画数据 

当导入不包含任何动画数据的 FBX 网格时，您可以在导入设置的“装备”选项卡中将动画类型设置为

无。这样设置后，将网格置于层级时 Unity 不会生成未使用的动画组件。 

避免读取/写入网格 

如果运行时修改了模型，则 Unity 在保留原始数据的同时会在内存中另外保存一份网格数据副本。

如果运行时未修改模型（即使准备缩放），也请在导入设置的模型选项卡中禁用读取/写入已启用选

项。这样便无需另外保存一份副本，因而可节省内存。 

http://unity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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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纹理贴图集 

您可以使用纹理贴图集减少一组对象所需的绘制调用数量。 

纹理贴图集是指合并成一个大型纹理的纹理组。多个对象可通过一组合适的坐标重复使用此纹理。这

有助于 Unity 对共享相同材质的对象采用自动批处理。 

设置对象的 UV 纹理坐标时，请避免更改其材质的 mainTextureScale 和 mainTextureOffset 
属性。这会创建新的独特材质，该材质无法与批处理一同运行。请通过 MeshFilter 组件获取网格

数据并使用 Mesh.uv 属性更改每个像素元的坐标。 

下图显示了纹理贴图集： 

图 4-22 纹理贴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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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使用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优化 
借助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这款工具，您可以将顶点、片段和计算着色器编译为二进制形式。该编译

器也可用作性能分析工具。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4.4.1 关于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第 4-55 页）。 

 4.4.2 衡量 Unity 着色器（第 4-55 页）。 

 4.4.3 分析统计信息（第 4-56 页）。 

 4.4.4 针对 Mali™ GPU 流水线进行优化（第 4-56 页）。 

 4.4.5 减少流水线周期的其他技巧（第 4-57 页）。 

 

4.4.1 关于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应用程序中的着色器在GPU 上运行。这要求GPU 花费时间计算着色器的最终结果，如顶点位置或像素颜色。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提供关于着色器在 Mali GPU 每一流水线中所需执行的周期数的信息。 

生成的周期数是为某一 GPU 定制的。您要通过命令行中的选项选择 GPU。务必选择与应用程序的目标设备

范围对应的 GPU。这可确保您从工具中获得的统计信息切实可靠，符合您的典型用例情景。 

 

4.4.2 衡量 Unity 着色器 

Unity 着色器使用编程语言 C for Graphics (Cg) 编写。Cg 以 C 编程语言为基础，但进行了一些修改，因而更

适用于 GPU 编程。 

在构建过程中，Unity 将 Cg 转换为 OpenGL、OpenGL ES 或 DirectX。

检索 OpenGL ES 着色器代码： 

1. 选择您要在 Unity 中分析的着色器。 

2. 选择 OpenGLES30 或 OpenGLES20 作为您要为之生成程序的自定义平台。 

3. 单击编译并显示按钮。 

其结果将显示在您的开发环境中。

备注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仅支持 OpenGL ES 着色器。 

 如果您的构建平台设为 Android，Unity 默认为生成 OpenGLES30 着色器。 
 

顶点和片段会话通常由 #ifdef VERTEX 或 #ifdef FRAGMENT 分隔。如果使用 #pragma multi_compile 
<FEATURE_OFF> <FEATURE_ON> 等选项，文件中将生成多个着色器变体。 

通常会存在多个 VERTEX 和 FRAGMENT 部分。Unity 启动您的应用程序时，会单独编译各个变体。启用一项功

能时，会选中相关的变体。 

由于代码已转换为OpenGL ES，您可以将顶点和片段着色器代码复制到两个独立的文件，并使用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进行编译。 

使用下列选项之一编译着色器： 

 -v 用于顶点着色器。 

 -f 用于片段着色器。 

下图显示了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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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输出 

 

4.4.3 分析统计信息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产生的统计信息提供着色器所要求的每一顶点或像素的周期数的测量结果。

结果分成三行： 

 合计。 

 最短路径。 

 最长路径。 

最短和最长路径通过检查代码中是否采取分叉的效应来衡量。这提供对执行周期数最小和最大值的估计。

从算术而言，第一行中的测量结果除以算术流水线的数目。该数值为一、二或三，具体取决于 Mali GPU。 

第二和第三行用于加载/存储和纹理流水线。它们没有考虑缓存遗漏，所以最好将这些数字乘以 1.5，从而获得

更加实际的估计。 

 

4.4.4 针对 Mali™ GPU 流水线进行优化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提供每一流水线中使用的周期数。着色器在流水线中速度最慢，其周期数最高。

将流水线中速度最慢的作为优化目标，优化您的着色器。 

Mali GPU 包含三种类型的处理流水线： 

 算术流水线。 

 加载/存储流水线。 

 纹理流水线。 

这些流水线全部并行运行。着色器通常使用所有这三种流水线。

算术流水线 

所有算术运算消耗算术流水线中的周期。 

下面列出了您可以降低算术流水线使用量的多种方法： 

 避免使用复杂算术，例如： 

— 矩阵求逆函数。 

— 取模运算符。 

— 除法。 

— 行列式。 

— 正弦。 

— 余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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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整数操作数，使用移位等运算来计算除法、取模和乘法。 

 对正交矩阵使用移项，而不要求逆。 

 为避免计算移项，如果其中一个矩阵已移项，更改矩阵-向量或矩阵-矩阵乘法中操作数的顺序。例如： 

也可以将负载移到其他流水线中，从而降低对算术管道的负载： 

 将矩阵作为统一变量传递，而不要计算它们。这可使用加载/存储流水线。 

 使用纹理来存储代表正弦或余弦等函数的一组预计算值。

这可将负载移到纹理流水线。 

加载/存储流水线 

加载/存储流水线用于读取统一变量、写入变量，以及访问着色器中的缓冲区，如统一缓冲区对象或着色器存

储缓冲区对象。 

如果应用程序属于加载/存储流水线束缚型，可尝试下列技巧： 

 使用纹理而非缓冲区对象来读取着色器中的数据。 

 使用算术运算计算数据。 

 压缩或减少统一变量和变量。

纹理流水线 

纹理访问使用纹理流水线中的周期，也会使用内存带宽。使用大纹理可能是不利的，因为缓存遗漏几率更高， 

而且这样可能导致多个线程因为等待数据而停滞。 

要提高纹理流水线的性能，可进行如下尝试： 

使用纹理映射 

纹理映射可提高缓冲命中率，因为它根据纹理坐标变化选用分辨率最佳的纹理。 

使用纹理压缩 

这也有益于降低内存带宽并提高缓存命中率。每一压缩的块包含多个像素元，所以其访问变得更容易

缓存。 

避免三线性或各向异性滤波 

三线性和各向异性滤波将增加获取像素元所需的运算数。若非绝对必要，请避免使用这些技术。 

 

4.4.5 减少流水线周期的其他技巧 

还有多种技巧可用于减少每一流水线中使用的周期数。 

 

避免寄存器溢出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可指示您的着色器是否溢满寄存器。造成寄存器溢出的原因通常是线程中包含大

量变量，它们无法完整装入寄存器集中。 

寄存器溢出通常由包含大量以下对象的线程造成： 

 输入统一变量 (uniform)。 

 变量 (varying)。 

 临时变量。 

如果变量使用高精度，也可能会发生寄存器溢出。 

寄存器溢出会强制 Mali GPU 从内存读取一些统一变量，这可加重加载/存储单元的负载并降低性能。要解决

此问题，可尝试减少您向着色器提供的统一变量数量并降低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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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穴演示中，部分着色器遭遇了寄存器溢出状况，例如： 
 

 

减少允许的统一变量数量可解决此问题，因而能提高性能。例如： 

图 4-24 具有寄存器溢出的着色器。 

 

 
 

 
 

降低变量和统一变量的精度 

图 4-25 没有寄存器溢出的着色器。 

编写自定义着色器时，您可以指定利用 32 位浮点数或 16 位半浮点数指定统一变量和变量的浮点精度。精度

确定了最小值和最大值，以及变量可以表示的数值的粒度。 

使用半浮点数有几个好处： 

 带宽用量减少。 

 算术流水线中使用的周期数减少，因为着色器编译器可以优化您的代码，使用更多并行化。 

 要求的统一寄存器数量减少，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寄存器溢出风险。 

下列代码提供了冰穴演示中简单片段着色器变体的示例。该着色器使用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编译了

两次。 

第一个代码示例使用浮点数编译： 

 
 

第二个代码示例使用半浮点数编译： 

图 4-26 使用浮点数编译的着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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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使用半浮点数编译的着色器 

在半浮点数版本中，加载/存储指令的数量减少了。使用的工作和统一寄存器数量变少，并且没有寄存器溢出。 

使用半浮点数时生成的代码大小也小于使用浮点数生成的代码。这可提高Mali GPU 上的缓存命中率，从而提

升了性能。 

将世界空间法线贴图用于静态对象 

您可以使用正切空间法线贴图来提高模型的细致度，而不必增加几何细节。您可以将正切空间法线贴图用于动

画对象而不必修改它们，因为它们具有对网格中每一三角形的局部性。 

但遗憾的是，这需要在着色器中进行更多算术运算，从而获得正确的结果。对于静态对象，这些计算通常是不必

要的。 

您可以选择使用局部空间法线贴图或世界空间法线贴图。使用局部空间法线贴图可减少着色器中执行的计算数

量，但是必须对采样的法线应用模型上的变换。世界空间法线贴图不需要任何变换，但它们是静态的，并且对象

无法移动。在冰穴演示中，洞穴和其他高质量对象是静态的；使用世界空间法线贴图可以大幅减少着色器需要的 

ALU 运算数量。大多数常见的 3D 建模工具可以创建世界空间法线贴图，或者您可以通过在离线进程中的代

码来生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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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Unity 中利用 Enlighten 的全局照明

本章节描述了 Unity 中利用 Enlighten 的全局照明。

它包含下列部分： 

 5.1 关于 Enlighten（第 5-61 页）。

 5.2 Enlighten 的结构（第 5-62 页）。

 5.3 使用 Enlighten 设置场景（第 5-71 页）。

 5.4 示例：冰穴演示的 Enlighten 设置（第 5-73 页）。

 5.5 在自定义着色器中使用 Enlighten（第 5-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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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关于 Enlighten 

5.1 关于 Enlighten 

Unity 5 中包含了 Enlighten，它是 Geomerics 出品的实时全局光照解决方案。Geomerics 是 ARM 旗下公司。 

Unity 5 使用 Enlighten 模拟实时非直接光照。非直接光照是从物体表面反弹回场景中的光线。 

Enlighten 的核心是一个实时光能传递引擎。该引擎生成仅包含非直接光照的光照贴图和灯光探测器，非直接

光照重新投影到场景中。在 Unity 5 编辑器和 Unity 所支持的众多平台上的游戏中，光照贴图和灯光探测器可

得到实时更新。这些平台包括 Windows、OS X、iOS 和 Android。此外，Unity 使用 Enlighten 产生烘焙的光

照贴图。 

当 Enlighten 计算场景中的非直接光照时，其结果存储在光照贴图和灯光探测器中，它们应用到着色器代码中。标

准的 Unity 材质充分利用了 Enlighten，包括自定义材质着色器。着色器和 Unity 渲染引擎确保直接光照得到正

确渲染，使得最终游戏外观与最终组成相符。 

下图显示了一个场景示例，其分别为只有直接光照、只有Enlighten 非直接光照，以及组合了直接光照和非直

接光照的效果。 

图 5-1 走廊

左图中的场景只有直接光照照明，没有反弹光线和额外的环境光照。阴影中的所有表面均为黑色。 

中图显示了相同的场景，但光照设置只有 Enlighten 非直接光照，没有应用反射纹理。这是 Enlighten 实时生

成的光照输出。 

右图显示了最终的组成，它包含直接光照和 Enlighten 非直接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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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nlighten 的结构 
Enlighten 包含一系列组件，它们可在 Unity 中进行配置。了解这些组件以及如何搭配使用它们将很有益处。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5.2.1 概览（第 5-62 页）。 

 5.2.2 预计算（第 5-62 页）。 

 5.2.3 实时求解器（第 5-69 页）。 

 5.2.4 烘焙光照贴图（第 5-70 页）。 
 

5.2.1 概览 
 

Enlighten 的组件包括： 

预计算 

它预先计算场景中的光线传输。预计算仅基于静态几何体，不依赖材质或光照。

实时求解器 

它获取预计算的数据并将它与材质和光照信息组合，实时生成光照贴图和灯光探测器。

光照贴图烘焙器 

它为直接和非直接光照以及环境遮挡生成已烘焙光照贴图。光照贴图烘焙器依赖于预计算数据。

下列章节将更加详细地介绍这些组件。 

5.2.2 预计算 

预计算组件根据场景的几何体计算数据。在运行时，Enlighten 使用预计算数据为所有光照设置实时生成非直

接光照。 

在“光照”窗口中按“构建”按钮即可启动预计算；或者，如果选择了自动构建选项，则更改场景时也会启动。

启动了预计算时，Unity 底部的进度条将显示运行中预计算任务的状态。 

下图显示了进度条和当前的作业。 

图 5-2 进度 

备注 

进度条中显示的预计算步骤要多于本节中所述，但这些不太重要。 
 

预计算执行下列步骤： 

1. 封装。 

2. 集群。 

3. 计算光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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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理解各个步骤以及影响它们的设置，您可以思考下图中的场景。该场景包含地板、带有墙角的墙壁，以

及悬挂于墙上的电视机。 

图 5-3 墙壁与电视机场景 

封装 

封装确定 UV 中的图表，再将这些图表封装为用于实时光照的光照贴图。 

封装使用现有的 UV，或者使用您在“导入”设置中选择“生成光照贴图 UV”时 Unity 为您创建的 UV。 

图表是 UV 中共享顶点的三角形组。确定了图表后，Enlighten 重新封装图表，确保图表之间没有漏光，并且 UV 
尽可能紧密封装在一起。您可以在 UV 图表渲染模式中查看封装结果，也可在制图预览中查看。本节中的下列

几张图显示了 UV 图表渲染模式中的图表，其制图预览显示在窗口的右下方。 

预计算、运行时内存用量和Enlighten 运行时性能都取决于光照贴图像素的数量。网格越复杂，生成具有较少

图表的 UV 解包的难度越高。您可以通过利用 Enlighten 生成可移除网格中较小细节的简化 UV 来优化图表数

量。生成简化 UV 默认为启用，但如果您已仔细制作了自己的 UV，您可以通过勾选保留 UV 来禁用此项。您

可以在 UV 图表模式中查看结果。 

下图显示了 UV 图表模式，以及启用了保留 UV 的制图预览。每一图表以不同的颜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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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中所示，电视机、墙壁和裙板的一部分都由多个图表组成。 

图 5-4 启用了保留 UV 的墙壁与电视机场景 

只有您已仔细制作了要在 Unity 中保留的 UV 时，才应启用保留 UV。通常而言，最好不要启用此标记。 

影响简化 UV 生成的最重要设置是自动 UV 最大距离设置。自动 UV 最大距离告诉 Enlighten 可以从照明中省

略什么细节。Enlighten 尝试通过为组合图表创建 UV 布局来合并图表，但它不会分割输入图表。通过将识别

的所有图表的顶点投影到世界空间中的一个优化平面上，创建新的 UV 布局。只有其世界空间顶点在平面上方

给定距离内的图表才会考虑合并。 

当自动 UV 最大距离设为较小的值（如 0.01）并且保留 UV 已禁用时，封装结果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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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自动 UV 最大距离为 0.01 时的墙壁与电视机场景 

除了视觉化的颜色外，图 5-5 自动 UV 最大距离为 0.01 时的墙壁与电视机场景（第 5-65 页）中显示的封装与

启用了 保留 UV 的图 5-4 启用了保留 UV 的墙壁与电视机场景（第 5-64 页）相似。它具有数量大致相同的图

表，但解包稍有差异。 

对于选定的光照贴图分辨率，只有少量光照贴图像素被用于墙壁和地板。这足以捕捉粗糙的场景全局光照。电视

机和裙板非常小，它们几乎只需要一个像素。但是，它们被分配了许多像素，因为它们有多个图表组成，而图表的

最小大小为 4 x 4 像素。 

备注 

如果最小图表大小的值设为 2，则图表可具有较小的 2 x 2 像素分辨率。不过，这将禁用拼接，可能会造成可

见的裂缝。 
 

下图显示了自动 UV 最大距离的值设为 0.5 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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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自动 UV 最大距离为 0.5 时的墙壁与电视机场景 

当自动 UV 最大距离的值设为 0.5 时，Enlighten 分别将电视机和裙板的 UV 投影到墙壁和地板上。因此，它

们不需要在光照贴图中增加额外的像素。它显示在了制图预览中。增大自动 UV 最大距离的值将导致更多细节

被忽略。 

下图显示了自动 UV 最大距离的值设为 2 时的结果。 

图 5-7 自动 UV 最大距离为 2 时的墙壁与电视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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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动 UV 最大距离的值设为 2 时，Enlighten 将包括墙角在内的墙壁不同部分考虑为一个区段，其像素跨越

不同的部分。因此，其光照贴图比较小。增大距离将导致更多几何体投影到一个平面中，造成细节丢失。 

与自动 UV 最大距离类似，您可以根据三角形之间的角度定义 Enlighten 考虑进行合并的图块。您可以设置自

动 UV 最大角度的值来定义最大角度。默认值为 89 度，这将确保 Enlighten 不合并在世界空间中设为互成直

角的图表。 

集群 

为了对场景中的光线传输建模，Enlighten 将场景几何体分割为群集。 

群集与光照贴图像素独立，仅从三角形的位置和朝向生成。不使用材质或 UV 坐标。

下图显示了墙壁与电视机场景示例中的群集。 

 

图 5-8 墙壁与电视机群集 

计算光线传输 

每一群集从放入场景中的光源接收入射光线。群集也会发出光线。 

对于光照贴图中的每一个像素，以及每一个灯光探测器，Enlighten 在其半球的所有方向或探测器的所有方向

上投射光线。它从像素或探测器计算群集的可见性。Enlighten 假定场景仅包含漫射表面，所以其可见性与像

素从群集收到的光照直接成比例。其可见性在计算机图形中通常称为形状因子。形状因子在计算后将被压缩， 

以降低内存使用和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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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此流程的一个简化视图，它使用了带有地板、墙壁和立方体的示例场景。图中显示了像素X，它可

以看到群集 A、B、C 和 D，其可见性值为 0.05、0.1 和 0.2。在运行时，Enlighten 可以通过估算下列表达

式，评估此像素收到的光照： 
 

 

图 5-9 形状因子

下图显示了一个光照设置，群集 A 上亮红色光，群集 B 上绿色光，群集 C 上蓝色光，群集 D 上则没有光线。

由于群集 B 的权重大于群集 A 和 C 的权重，像素 X 的最终输出值具有绿色色调。 

 

图 5-10 带有光照的形状因子 

每当几何体更改时，必须更新预计算的数据，因为群集依赖场景几何体。Unity 可以在需要时自动触发预计算； 

或者，您可以关闭连续构建，仅在完成了场景变化时触发预计算。您必须预计算场景，然后才能使用光照或烘焙光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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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提供了群集分辨率设置，它控制群集相对于光照贴图分辨率的大小。默认值为 0.5，这表示群集是光照

贴图像素大小的两倍。通常没有原因会导致需要更改群集分辨率设置。 

光线传输计算形状因子。Enlighten 具有影响此步骤的两个重要参数： 

 辐照度预算是 Enlighten 存储的形状因子数量。Enlighten 根据需要合并形状因子，使其保持在给定预算

范围内，但预算过小会造成照明过于简化。另一方面，预算较大可占用较多的运行时内存，运行时的求

解成本也会增高。通常而言，默认值 128 便是良好的选择，但 64 这样的低值也可提供不错的结果。提

高这个值不会增加光线传输时间，也不会增加预计算时间。 

 辐照度质量是每个像素投射的光线数量。加大这个值可延长预计算时间。默认值 8192 一般能产生不错

的结果，但如果您选择了较高的光照贴图分辨率，ARM 建议您增加这个值，因为非直接光照可能会包含

噪点。此值不影响运行时内存或性能。 

为加快开发速度，可将此选项设为默认值，或者设为能在开发游戏时获得合理结果的值。在出货之前提高该值， 从而

获得最佳的质量。 

 

5.2.3 实时求解器 

实时求解器组件存在于编辑器中，也存在于游戏中。它为非直接光照的直接反馈生成光照贴图和探测器。

实时求解器包含下列阶段： 

入射光照阶段 

入射光照阶段计算光源如何照亮群集，其包含动态光源。所有光源的光值加到一起，其最终值再乘以

群集的反射率。而这基于组成群集的几何体的材质。对光源的逼真渲染（包括入射光照）始终需要阴

影。定向光源可以正确处理阴影，即，处于光源阴影区域中的群集不接收任何光线。Enlighten 支持

阴影聚光灯和点光源，但这在 Unity 5 中没有实施。因此，需要为聚光灯和点光源设置适当的范围， 

以避免非直接光源漏光。 

求解阶段 

求解阶段将群集值乘以存储的形状因子的值进行求和，并将结果存储在光照贴图中。因此，其运行时

性能与每个像素或探测器存储的形状因子数量直接关联。 

反弹阶段 

反弹阶段从光照贴图读回值，再将光值弹回到群集中。这样，Enlighten 可模拟多重光线反弹。光线

反弹次数限制为 Enlighten 中光照贴图更新速率。光照贴图更新速率通常由渲染更新速率决定。 

光源、材质和预计算数据是此组件的输入值。光源和材质在运行时都可能会改变。这样，您便可以利用即时反馈

细调场景的光照和外观。 

您可以使用 CPU 使用率设置，控制运行求解器所需的线程数。默认值为 Low。如果要提高非直接光照的更新

速率但不能优化您的场景（如设置适当的简化 UV 设置），您可以加大这个值。 

下图显示了 CPU 使用率设置的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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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CPU 使用率设置 

 

5.2.4 烘焙光照贴图 

Enlighten 可以生成包含直接光照、非直接光照和环境遮挡的烘焙光照贴图。非直接光照贴图基于实时结果生

成，它们经过上采样和滤波生成高质量输出。 

您也可以启用将烘焙光照贴图用作输入的最终收集阶段，Enlighten 将计算另一个最终光线反弹，其具有通过

烘焙像素分辨率限定的精确度。这一步将标准的烘焙光照贴图用作输入，所以只有在您满意场景中的光照后再考

虑切换到最终收集。 

实时光照和烘焙光照均可组合。在Unity 中，这显示于光源级别的设置。两种类型的光照可以混合在一起，加

入到非直接光照中。 

下图显示了光照贴图烘焙设置： 

图 5-12 光照贴图烘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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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使用 Enlighten 设置场景 
本节为如何以最佳方式在 Unity 中使用 Enlighten 设置场景提供一些通用的诀窍。

关闭光照贴图烘焙 

为了获得光照的实时反馈，并且能够实现更加快速的迭代时间，请像仅使用实时全局光照那样设置您的场景。

即使您仅计划使用烘焙光照贴图，也应这么做。为仅实时全局光照设置场景的一个优势是，您可以针对较强大的

目标平台启用实时光照，对较不强大的目标平台使用烘焙光照贴图。 

当您对自己的光照满意时，可为所有需要的光源打开光照贴图烘焙。Enlighten 同时负责实时光照和光照贴图

烘焙，所以烘焙的光照贴图与实时渲染的结果匹配，其差别仅体现在软阴影和区域光源上。 

设置 Enlighten 光照贴图分辨率 

要优化的最重要指标是Enlighten 光照贴图分辨率。在模拟的真实世界场景中，对于人类大小的角色，您通常

将纹理分辨率设置为每米一个像素。较小尺度的细节最好通过屏幕空间环境遮挡处理。 

优化预计算 

在 Unity 中为 Enlighten 设置场景时，UV 图块视觉化模式通常是最佳的视图模式。当启动了预计算时，此模

式中仅渲染网格。不过，封装是预计算的第一个阶段，而且 Unity 会在一个阶段完成时更新结果。 

封装阶段可以很快完成计算。如果需要较长的时间后网格才会显示在 UV 图表渲染模式中，则其分辨率可能过

高。要测试分辨率是否太高，可降低分辨率，再重新运行预计算。预计算将自动触发，除非您已将它停用。 

按照要求调整了分辨率后，请等待预计算完成。如果注意到漏光等光照失真，请再次使用 UV 图表渲染模式。

Enlighten 不会分割输入图表，穿过墙壁的图表可能会漏光。典型的示例是跨越多个房间但只有一个图表的地

板网格。在此类情形中，可考虑分割并分离输入 UV 来创建较小的图表。 

调整场景元素 

完成预计算时，您可以添加光源，并获得总体场景外观的即时反馈。这不限于光源和其位置。

您也可以更改材质属性，如表面颜色、纹理或发光设置。 

利用Enlighten 时，任何表面可以设置为发光，因此可以转变为区域光源。这些区域光源具有无相关渲染成本

的优点，因为所有光照都是由Enlighten 完成的。对于动态光源数量非常有限的低端移动设备而言，这很有用

处。针对发光表面使用对象面板中的重要 GI 复选框，特别是它们比较小时，因为这可确保这些表面的群集不

和其他群集合并。 

利用灯光探测器照明较小对象 

为场景中较小的对象提供照明时，请考虑使用灯光探测器而非光照贴图。要使用灯光探测器，请勿选中光照贴

图静态复选框。 

通常而言，较小对象对全局光照的作用不大，把它们设置为通过灯光探测器照明，可以将它们从预计算阶段剔除

，从而加快预计算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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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对象通常也比较难以为其生成 UV。您也可以将较小对象的网格与较大对象合并，例如 5.2.2 预计算（第 

5-62 页）所用示例中的电视机和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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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示例：冰穴演示的 Enlighten 设置 
Unity 具有多种全局光照视觉化模式。本小节以冰穴场景为例，介绍这些模式。

下图显示了 Unity 全局光照视觉化菜单中列出的不同视觉化模式。 

 

图 5-13 全局光照视觉化菜单 

UV 图表视图 

建议将 UV 图表视图用于验证您的像素大小和 UV 图表。与前面的示例场景相比，冰穴场景更加复杂，它在 UV 图
表中显示的网格具有多个图表和锐利边界。例如，可参见洞穴顶部。为避免最终渲染的图像中出现任何可见的裂

缝，Enlighten 尝试自动拼接这些边界。 

备注 

拼接的结果可以在辐照度和定向视图中查看。不过，最终图像中裂缝的可见度比较低，因为应用了材质纹理。

因此，不要高估这两个视图中的可见裂缝。理想状态下，您可以通过将它们移到网格中可见性较低的部分来隐藏裂

缝。 
 

下图显示了 UV 图块视图中的冰穴 UV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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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视图 

图 5-14 冰穴 UV 图块 

系统视图显示了由Enlighten 自动生成的系统。多个系统可以实现并行执行预计算和运行时。通常而言，自动

生成效果不错，不需要更改任何设置。 

在下图中，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系统。每个系统可以包含多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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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视图 

图 5-15 冰穴系统 

反射视图显示用漫射颜色渲染的光照贴图像素，Enlighten 将这种漫射颜色用于场景中反弹或发出的光线。它

有效地显示了 Enlighten 使用来自您的场景的颜色信息的细致程度。 

下图演示了反射是反射贴图和反射颜色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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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视图 

图 5-16 冰穴反射 

发光视图类似于反射视图，但它显示的是从发光对象发出的光线的颜色和强度。您可以借助Enlighten 使用发

光对象创建无渲染成本的区域光源。 

下图演示了发光值是发光贴图和发光颜色的平均值。例如，蓝色晶体和绿色平台是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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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度视图 

图 5-17 冰穴发光 

辐照度视图仅显示从利用光照贴图的表面收到的辐照度。此视图有助于确定光照或场景设置问题，因为通常应

用了纹理的标准渲染视图难以识别确切的问题。 

下图显示的辐照度视图具有来自萤火虫和晶体背后光源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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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视图 

图 5-18 冰穴辐照度 

定向视图显示各个像素的主要光源方向。若选中了定向或定向镜面选项，将使用此视图。与辐照度视图一样， 

更改光源位置将改变此贴图。 

在下图中，场景的底部主要接收来自洞穴上方太阳的光线。绿色表示这在 Y 轴上是正值。定向在晶体附近有

所变化，因为其主要光源位于晶体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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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冰穴定向 

您也可以将这些贴图视觉化为每个对象的 2D 纹理。选择一个对象，然后在“光照”选项卡中选择“对象”开关。

在选项卡底部的“预览”窗口中，您可以看到已选中了该对象所指的相同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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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自定义着色器中使用 Enlighten 
本节介绍在自定义着色器中使用 Enlighten。此为高级主题，只有您希望完全替换着色器并且依然要利用 

Enlighten 光照贴图和灯光探测器输出时才需要阅读。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5.5.1 全局光照代码流程（第 5-80 页）。 

 5.5.2 自定义着色器代码（第 5-81 页）。 

 5.5.3 Enlighten.cginc（第 5-82 页）。 

 

5.5.1 全局光照代码流程 

本节介绍由标准着色器前向渲染器执行的代码流程。

顶点着色器 

在顶点着色器中，您必须设置光照贴图的纹理坐标，以便能访问全局光照数据。 

使用 vertForwardBase() 函数设置纹理坐标，此函数位于 UnityStandardCore.cginc 文件中。它计

算静态和动态光照贴图的纹理坐标，并基于球谐函数计算各顶点环境颜色。 

片段着色器 

计算全局光照的主要函数是 UnityGlobalIllumination()。UnityGlobalIllumination() 在 

UnityGlobalIllumination.cginc 文件中。 

下列代码演示了 Unity 标准着色器使用前向渲染时执行的调用序列： 

fragForwardBase() 是了解元素组合方式的起点。 

函数 fragForwardBase() 初始化 FragmentCommonData 结构。此结构包含法线、位置、眼睛向量和其

他值的正确值。这些值基于材质的设置，如视差贴图和法线贴图。 

fragForwardBase() 函数计算阴影衰减因子，以及基于阴影和遮挡贴图的遮挡因子。用于进行此计算的值

基于构建平台的着色器模型。 

fragForwardBase() 函数使用下列函数访问全局光照数据： 

FragmentGI() 函数初始化： 

 具有作为参数传递的信息的 UnityGIInput 结构。 

 用于访问光照贴图的 UV 坐标。另外，如果不使用光照贴图，它将初始化环境颜色。 

 访问反射立方体贴图所需的数据。 

FragmentGI() 函数调用 UnityGlobalIllumination() 函数。 

UnityGloballllumination() 函数检查当前的对象，若有必要，它将从灯光探测器采样非直接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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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将数据存储为球谐函数。着色器模型定义所使用的最大球面谐波阶。阶越高，质量越好，但计算成本也

更高。 

探测器通常用于使用非直接光源为动态对象照明。 

其结果存储为非直接漫射颜色。对于从灯光探测器采样的对象，静态或动态光照贴图将被忽略。

如果对象不使用任何光照贴图，则代码存储对象所接收的直接光照的颜色。 

如果对象使用静态光照贴图，它们将被采样。光照贴图的类型取决于全局光照的类型： 

 非定向。

 定向。

 定向镜面。

这些类型的全局光照也可用于动态光照贴图。这些光照贴图在运行时由 Enlighten 更新。

静态和动态光照贴图都修改此函数返回的非直接漫射颜色的值。 

UnityGlobalIllumination() 函数从单一镜面立方体贴图采样反射，或者插值来自两个镜面立方体贴图

的反射，从而设置非直接镜面颜色。 

fragForwardBase 代码使用 UNITY_BRDF_PBS 计算像素位置上的颜色。

此宏由依赖于所用着色器模型的各种函数定义。 

此宏在计算像素颜色时会依据材质属性、直接光照，以及在 fragForwardBase() 函数中计算的非直接光照。

UNITY_BRDF_GI() 函数计算来自静态和动态光照贴图的光的作用量。

UNITY_BRDF_GI() 函数读取 UnityGI 结构的 gi.light2 和 gi.light3 字段。这些字段包含关于从定向

和定向镜面全局光照的光照贴图获取的光的位置和强度的信息。 

fragForwardBase() 函数将发光因子用应用到像素。

fragForwardBase() 函数应用雾颜色。

5.5.2 自定义着色器代码 

您可以修改 Unity 标准着色器，使其包含定向全局光照。

本节介绍修改为包含定向全局光照的Unity 标准着色器示例。示例着色器不包含使用球谐函数的动态对象的镜

面光照或全局光照。它基于 Unity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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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 纹理坐标 

Enlighten 和 Unity 为所有标记为静态的对象生成一组额外的 UV 坐标，用于访问它们更新的光照

贴图。 

它将这些坐标作为 TEXCOORD1（静态光照贴图）和 TEXCOORD2（动态光照贴图）传递。

您必须将它们从顶点着色器拷贝到片段着色器。 

下列代码演示了如何将这一输入添加到您的自定义着色器： 
 

使用变量的正确名称 

Enlighten 构建运行时使用的反射和发光贴图。当 Enlighten 进行此操作时，它访问所用材质的属性。

这些属性必须正确命名。否则，所构建的贴图的颜色会出错。 

确保您的自定义着色器属性的名称与标准着色器中的名称匹配。 

若要下载标准着色器文件，请访问：https://unity3d.com/get-unity/download/archive. 

下载与您的操作系统和 Unity 版本对应的内置着色器文件。 

标准着色器名为 Standard.shader 

下列代码显示了标准着色器中声明的纹理名称。此纹理名称供 Enlighten 用于使用材质反射信息更新

其光照贴图： 

插入正确的宏 

在运行时，Unity 定义 multi_compile 宏。这些宏指定对象是否使用 Enlighten，以及如何采样生

成的数据。例如，它们可以指定动态对象访问灯光探测器，而不访问 Enlighten 数据。 

下列代码演示了宏的定义： 

顶点着色器 

顶点着色器使用一个实用程序函数检索数据： 

此函数在代码中描述，请参见 5.5.3 Enlighten.cginc（第 5-83 页）。

片段着色器 

片段着色器采样非直接光照作用量，并将它用作环境颜色： 

5.5.3 Enlighten.cginc 
Enlighten.cginc 是一个实用程序文件，它将全局光照与自定义着色器相集成。 

 
 

 
 

 
 

 
 

 
 

https://unity3d.com/get-unity/download/archive
https://unity3d.com/get-unity/download/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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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代码定义了您可在着色器中使用的 GetEnlightenInput() 和 SamplelndirectContribution() 
函数： 

SimplifiedFragmentGI() 是 UnityStandardCore.cginc 文件内的简化版 FragmentGI() 函数。

此版本不使用立方体贴图和灯光探测器所需的数据，因此这些部分已被去除。在这一函数中，对 

UnityStandardGlobalIllumination() 的调用被修改为指向它的简化版本。 

UnityStandardGlobalIllumination() 包含在 UnityPBSLighting.cginc 中，它含有用于采样各种

光照贴图、灯光探测器和立方体贴图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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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高级图形技术 

本章节列出了您可以利用的多种高级图形技术。

它包含下列部分： 

 6.1 自定义着色器（第 6-85 页）。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现反射（第 6-98 页）。

 6.3 组合反射（第 6-114 页）。

 6.4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动态软阴影（第 6-120 页）。

 6.5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第 6-128 页）。

 6.6 冰穴演示中的镜面反射效果（第 6-134 页）。

 6.7 使用 Early-z（第 6-137 页）。

 6.8 脏镜头光晕效果（第 6-138 页）。

 6.9 光柱（第 6-141 页）。

 6.10 雾化效果（第 6-145 页）。

 6.11 高光溢出（第 6-152 页）。

 6.12 冰墙效果（第 6-159 页）。

 6.13 过程天空盒（第 6-165 页）。

 6.14 萤火虫（第 6-173 页）。

 6.15 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法线转换工具（第 6-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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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自定义着色器 

本节介绍自定义着色器。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1.1 关于自定义着色器（第 6-85 页）。 

 6.1.2 着色器结构（第 6-86 页）。 

 6.1.3 编译指令（第 6-88 页）。 

 6.1.4 include 语句（第 6-88 页）。 

 6.1.5 OpenGL ES 3.0 图形流水线（第 6-89 页）。 

 6.1.6 顶点着色器（第 6-90 页）。 

 6.1.7 顶点着色器输入（第 6-91 页）。 

 6.1.8 顶点着色器输出和变量（第 6-91 页）。 

 6.1.9 片段着色器（第 6-93 页）。 

 6.1.10 向着色器提供数据（第 6-93 页）。 

 6.1.11 调试 Unity 中的着色器（第 6-95 页）。 

 

6.1.1 关于自定义着色器 

Unity 5 和更高版本包含基于物理的着色 (PBS) 模型，它模拟材质与光线之间的交互。这可提供很高程度的真

实感，并且能够在不同光照条件下获得一致的外观。 

PBS 可以轻松搭配标准着色器使用。如果自行创建材质，它会被自动分配标准着色器。 

您可以轻松访问标准着色器。如果自行创建材质，它将被分配标准着色器。有许多对初学者很有帮助的内置着色

器。您可以在检视面板中单击着色器下拉菜单，查看所有按系列划分的可用内置着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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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Unity 内置着色器 

内置着色器的源代码可在 Unity 下载存档中找到，其网址为 http://unity3d.com/，该存档涵盖了 120 多个着色

器。您可以通过阅读并尝试理解这些着色器代码来了解更多信息。 

除这些以外，许多效果无法通过使用现有着色器实现。例如，根据局部立方体贴图实现反射的着色器。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见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现反射（第 6-98 页）。 

在 Unity 中，编写着色器的方法通常有两种： 

表面着色器 

着色器受到光线和阴影影响时，通常使用表面着色器。Unity 为您执行与光照模型相关的作业，能够 

让你编写更紧凑的着色器。

顶点和片段着色器 

顶点和片段着色器最为灵活，但是您必须执行所有事项。Unity ShaderLab 比顶点和片段着色器的功

能更多，但它们是图形流水线的主要编程部分，您需要在图形流水线中完成所有着色。因此，了解如何

编写自定义顶点和片段着色器非常重要。 

 

6.1.2 着色器结构 

下列代码显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顶点和片段着色器，它包含顶点或片段着色器所需的大部分元素。

着色器示例以 Cg 编写。Unity 还支持适用于着色器片段的 HLSL 语言。 

 

http://unity3d.com/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6-87 

6 高级图形技术 
6.1 自定义着色器 

 

 

 

 

首个关键字是着色器路径/名称前的“Shader”。当您设置材质时，路径用于定义下拉菜单中显示着色器的类别。   此示

例中的着色器显示在下列菜单中的自定义着色器类别下方。 

Properties{} 块列出了在检视面板中可见的着色器参数，以及您可以进行交互的参数。 

Unity 中的每个着色器均包含一系列子着色器。当 Unity 渲染网格时，它将查找要使用的着色器，并选择可在

图形卡上运行的第一个子着色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支持不同着色器型号的不同图形卡上正确运行着色器。此

特性非常重要，因为 GPU 硬件和 API 正在不断发展。例如，您可以 Mali Midgard GPU 为目标编写主着色器，

从而利用 OpenGL ES 3.0 的最新特性，并同时在单独的子着色器中为支持 OpenGL ES 2.0 及更低版本的图

形卡编写替代着色器。 

Pass 块会使对象的几何结构一次性渲染。着色器可包含一个或多个 pass 参数。您可在旧硬件上使用多个 pass 
参数，或者用其实现各种特效。 

如果Unity 无法在能够正确渲染几何结构的着色器主体中找到子着色器，则它将回滚到另一个在 Fallback 语
句后定义的着色器。在此示例中，着色器为“漫反射”内置着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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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程序片段在 CGPROGRAM 和 ENDCG 之间编写。 

 

6.1.3 编译指令 

您将编译指令作为 #pragma 语句传递。编译指令可指示待编译的着色器功能。 

每个编译指令必须至少包含一个用于编译顶点和片段着色器的指令： #pragma vertex name, #pragma 
fragment name. 

默认情况下，Unity 将着色器编译为着色器模型 2.0。#pragma target 指令可将着色器编译为其他能力级别。

如果着色器变得较大，您将得到下列类型的错误： 

Shader error in 'Custom/MyShader': Arithmetic instruction limit of 64 exceeded; 83 
arithmetic instructions needed to compile program;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必须添加 #pragma target 3.0 语句，将着色器模型 2.0 更改为着色器模型 3.0。着

色器模型 3.0 拥有更高的指令限制。 

如果将多个变量从顶点着色器传递至片段着色器，可能会得到下列错误： 

Shader error in 'Custom/MyShader': Too many interpolators used (maybe you want 
#pragma glsl?) at line 75.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添加编译指令 #pragma glsl。该指令可将 Cg 或 HLSL 代码转换成 GLSL。 

#pragma only_renderers 指令。 

Unity 支持多种渲染平台，如 gles、gles3、opengl、d3d11、d3d11_9x、xbox360、ps3 和 flash。
默认情况下，着色器可在所有上述平台上编译，除非您使用 #pragma only_renderers 指令明确限制此数

字，该指令后跟有渲染器 API 且两者之间留有空格。 

如果您以移动设备为目标，则只需将着色器编译限制为 gles 和 gles3。您还必须添加 Unity 编辑器使用的 

opengl 和 d3d11 渲染器： 

#pragma only_renderers gles gles3 [opengl, d3d11] 
 

6.1.4 include 语句 

可以在着色器中添加 Include 文件以利用 Unity 预定义的变量和辅助函数。 

您可以在 C:\Program Files\Unity\Editor\Data\CGIncludes 中找到可用include 语句。例如， 

在 include 语句 UnityCG.cginc 中，您可找到若干个用于许多标准着色器的辅助函数和宏。若要使用它们， 

请在着色器中声明 include。 

有许多 Unity 内置变量可用于着色器。它们位于 include 文件 UnityShaderVariables.cginc 中。您

不需要将此文件包含在着色器中，因为 Unity 会自动执行此操作。多个有用的转换矩阵和幅度可直接用

于着色器。必须了解上述内容，以避免重复工作。例如，在考虑如何将矩阵传递至着色器、摄像机位置、投

射参数或灯光参数前，请先检查 include 语句是否已提供矩阵。 

为提高性能，有时更偏向于在 CPU 中进行运算并将结果传递至 GPU，而非在顶点着色器中对每个顶点

进行运算。例如，矩阵统一变量乘法运算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 Unity 可用作统一多个复合矩阵

的内置工具。下表显示了一些重要的 Unity 着色器内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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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重要的 Unity 着色器内置值 
 

内置统一变量 说明 

UNITY_MATRIX_V 当前视图矩阵 

UNITY_MATRIX_P 当前投影矩阵 

Object2World 当前模型矩阵 

_World2Object 当前世界矩阵的逆矩阵 

UNITY MATRIX VP 当前视图 * 投影矩阵 

UNITY_MATRIX_MV 当前模型 * 视图矩阵 

UNITY_MATRIX_MVP 当前模型 * 视图 * 投影矩阵 

UNITY_MATRIX_IT_MV 当前模型 * 视图矩阵的逆转置矩阵 

_WorldSpaceCameraPos 世界坐标空间的摄像机位置 

_ProjectionParams 作为向量分量的近平面和远平面以及 1/farPlane 

_Time 向量中的当前时间和分段（t/20、t、t*2 和 t*3） 

 

6.1.5 OpenGL ES 3.0 图形流水线 

知道可编程顶点着色器和片段着色器在图形流水线中的位置十分重要。 

下图显示了 OpenGL ES 3.0 图形流水线流程的示意图。OpenGL ES 3.0 是嵌入式图形演变的重大突破，在 

OpenGL 3.3 规范的基础上衍生而来。 

 
 

 

图 6-2 OpenGL ES 3.0 可编程流水线 

原语 

在原语阶段，流水线在通过顶点、点、线和多边形描述的几何原语上运行。 

顶点着色器 

顶点着色器采用通用编程方法在顶点上进行运算。顶点着色器转换并照亮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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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语汇编 

在原语汇编期间，顶点将汇编至几何原语中。产生的原语将剪切至裁剪区域并发送至光栅化程序。 

光栅化  

针对每个生成的片段计算顶点着色器的输出值。该流程称为插值。光栅化过程中，原语将转换为一组

二维片段，这些片段将被发送至片段着色器。 

转换反馈 

转换反馈能够将所选编写内容写入顶点着色器输出的输出缓冲区，然后再发送至顶点着色器。Unity 不
会显示此特性，但是它通常用于在内部优化人物外观。 

片段着色器 

片段着色器采用通用编程方法在片段被发送至下一阶段前对其进行运算。

逐片段操作 

在逐片段操作中，可以在每个片段上应用多项功能和测试：像素所有权测试、裁剪测试、模板和深度测

试以及混合和抖动。因此，在逐片段阶段，片段将被弃置或者片段颜色、模板或深度值将写入屏幕坐标中

的帧缓冲区。 

 

6.1.6 顶点着色器 

顶点着色器示例针对几何体的每个顶点运行一次。顶点着色器旨在将对象局部坐标中给定的每个顶点的 3D 位
置转换为屏幕空间中的投影 2D 位置，并计算 Z 缓冲区的深度值。 

有关顶点着色器示例代码，请参阅 6.1.2 着色器结构（第 6-86 页）。 

转换位置预期出现在顶点着色器的输出中。如果顶点着色器未返回值，控制台将显示下列错误： 

Shader error in 'Custom/ctTextured': '' : function does not return a value: vert 
at line 36 

在此示例中，顶点着色器接收局部空间中的顶点坐标和纹理坐标以作为输入。顶点坐标通过作为Unity 内置值

的模型视图投影矩阵 UNITY_MATRIX_MVP 从局部空间转换至屏幕空间： 

纹理坐标作为变量传递至片段着色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未被转换。 

法线将以其他方式从对象空间转换到世界空间。为保证在执行不均匀缩放操作后，法线仍为三角形的法线，必

须乘以转换矩阵逆矩阵的转置。若要应用转置操作，请在乘法算数中颠倒乘数因子的顺序。局部矩阵到世界矩阵

的逆矩阵是内置 World2Object Unity 矩阵。它是 4x4 矩阵，因此您必须通过 3 个分量的法线输入向量构建 

4 个分量。 

构建四个分量时，您要添加零作为第四个分量。这对于在第四个维度空间中正确处理矢量转换必不可少；而对于

坐标而言，第四个分量必须是一个单位。 

如果世界坐标中已提供法线，则可以跳过法线转换流程。这将节省顶点着色器的工作量。如果对象网格可能由 

Unity 内置着色器进行处理，则避免此提示，因为此种情况下，法线将出现在对象坐标中。 

大多数图形效果在片段着色器中运行，但是您也可以在顶点着色器中运行一些效果。顶点置换贴图也称为置换

贴图，是一项众所周知的技术，能够让您使用纹理对多边形网格进行变形，从而增加表面细节，例如在地形生成过

程中使用高度贴图。若要在顶点着色器中获取此纹理，也称之为置换贴图，您必须添加编译指令 #pragma target 
3.0，因为它仅位于着色器模型 3.0 中。根据着色器模型 3.0，至少必须在顶点着色器内访问 4 个纹理单元。

如果您强制编辑器使用 OpenGL 着色器，则还必须添加 #pragma glsl 指令。如果您未声明此指令，产生

的错误消息会建议执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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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er error in 'Custom/ctTextured': function "tex2D" not supported in this profile 
(maybe you want #pragma glsl?) at line 57 

在顶点着色器中，您还可以使用“过程动画”技术将顶点做成动画。您可将支持您修改顶点坐标的着色器中的时

间变量用作时间函数。网格蒙皮是另一种在顶点着色器中实现的功能。Unity 使用此技术，将与人物骨骼相关

的网格的顶点做成动画。 

 

6.1.7 顶点着色器输入 

顶点着色器的输入和输出借助结构定义。在此示例的输入结构中，您仅发布了顶点属性位置和纹理坐标。

您可以使用下列语义定义更多的属性作为输入，例如另一组纹理坐标、对象坐标中的法线、颜色和切线。 

 

语义是着色器输入或输出随附的字符串，提供有关参数使用的信息。您必须为在着色器阶段之间传递的所有变

量指定语义。 

如果您使用了不正确的语义，如 float3 tangent2 :TANGENTIAL，则会得到下列类型的错误： 

Shader error in 'Custom/ctTextured': unknown semantics "TANGENTIAL" specified for 
"tangent2" at line 32 

为了提高性能，请仅在您确实需要的输入结构中指定参数。Unity 拥有一些适用于最常用输入参数组合的预定

义输入结构：appdata_base、appdata_tan 和 appdata_full。UnityCG.cginc include 文件中对这

些结构进行了说明。前述顶点输入结构示例与 appdata_full 对应。在这种情况下，您无需声明结构，只需

声明 include 文件。 

 

6.1.8 顶点着色器输出和变量 

顶点着色器输出在必须包含顶点转换坐标的输出结构中定义。在下列示例中，输出结构非常简单，但是您可以

添加其他量度。 

下列代码列出了受 Unity 支持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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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顶点坐标使用语义 SV_POSITION 进行定义。两个纹理、多个向量以及在不同空间中调用语义 

TEXCOORDn 的坐标也会传递至片段着色器。 

通常情况下，TEXCOORD0 为 UV 保留，而 TEXCOORD1 为光照贴图 UV 保留。但是从技术角度而言，你可以

在 TEXCOORD0 到 TEXCOORD7 中存入任何内容，传递给片段着色器使用。必须注意，每个插值器（即每个语义

）只能处理最多 4 个浮点。将较大的变量（如矩阵）放入多个插值器中。这意味着，如果您将待传递的矩阵定

义为变量：float4x4 myMatrix : TEXCOORD2，Unity 将使用 TEXCOORD2 至 TEXCOORD5 的插值器。 

默认情况下，Unity 会对从顶点着色器发送到片段着色器的所有内容进行线性插值。对于通过顶点 V1、V2 和 V3 
定义的三角形中的每个像素，位于顶点着色器和片段着色器之间的图形流水线中的光栅化程序将使用重心坐标 

λ1、λ2 和 λ3 计算像素坐标，以作为顶点坐标的线性插值。 
 

 
 

下图显示了使用顶点颜色红色、绿色和蓝色得出的三角形颜色插值结果。 

图 6-3 使用重心坐标的线性插值 

 

 
 

图 6-4 颜色插值 

相同的插值适用于从顶点着色器传递至片段着色器的所有变量。这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工具，因为它配备硬

件线性插值器。例如，如果您拥有一个平面，并且想要将颜色作为与中心 C 距离的函数，请将中心 C 的坐标

传递至顶点着色器，计算从顶点到 C 之间的平方距离，然后将该量度传递至片段着色器。距离值将自动内插

至每个三角形的每个像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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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值可以线性内插，因此可以执行逐顶点计算并在片段着色器中重复利用这些计算，也就是说，可在片段着

色器中线性插值的值可以在顶点着色器中进行计算。这能够大幅提高性能，因为顶点着色器运行的数据集远小于

片段着色器运行的数据集。 

您必须谨慎使用变量，尤其是在移动平台上，因为性能和内存带宽消耗对众多游戏的成功至关重要。变量越多， 顶

点获取的带宽以及片段着色器变量读取的带宽也就越多。使用变量时，请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 

 

6.1.9 片段着色器 

片段着色器是原语光栅化后的图形流水线阶段。 

对于原语覆盖的像素的每个示例，都会生成一个片段。系统将针对每个生成的片段执行片段着色器代码。由于

片段的数量多于顶点数量，因此您必须注意在片段着色器中执行的运算量。 

在片段着色器中，您除了可以获取窗口空间的片段坐标外，您还可以获取从顶点着色器中得到的每个顶点输出值

的插值。 

在 6.1.2 着色器结构（第 6-86 页）中的着色器示例中，片段着色器接收来自顶点着色器的内插纹理坐标，并

执行纹理查找以获取在这些坐标处的颜色。它将此颜色和环境颜色合并在一起，从而产生最终的输出颜色。通

过声明片段着色器 float4 frag (vertexOutput input) :COLOR，很明显可以产生片段颜色。您可以

在片段着色器中执行此操作，以达到预期效果。最终步骤是将正确颜色分配至片段。 

 

6.1.10 向着色器提供数据 

任何在 Pass 块中被声明为统一变量的数据均可用于顶点着色器和片段着色器。 

由于统一变量无法在着色器中进行修改，因此可以将统一变量视作一种全局常数变量。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着色器提供此统一变量： 

 使用 Properties 块。 

 通过脚本编程。 

Properties 块能够让您在检视面板中以交互方式定义统一变量。任何在 Properties 块中声明的变量都会

出现在材质检视面板中，并且会带有变量名称。 

下列代码显示了与材质 ctSphereMat 相关的着色器示例 Properties 块： 

在 Properties 块中声明的名称为 Ambient Color 和 Base (RGB) 的变量 _AmbientColor 和 

_MainTex 分别出现在带有这些名称的材质检视面板中。

下图显示了材质检视面板中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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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材质检视面板中的属性 

当您处于着色器开发阶段时，使用 Properties 块将数据传递至着色器尤为有用，因为您可以在运行时以交

互方式更改数据并查看效果。 

您可以将下列类型的变量放入 Properties 块： 

 浮点数。 

 颜色。 

 纹理 2D。 

 立方体贴图。 

 长方形。 

 向量。 

如果在之前计算中需要使用数据，或者需要在指定时间点传递数据，则 Properties 块不是一种非常有用的

数据传递方法。 

向着色器传递数据的另一种方法是根据脚本编程。 

材质类显示了多种将材质相关数据传递至着色器的方法。下表列举了最常用的方法： 

表 6-2 将材质相关数据传递至着色器的常用方法 
 

方法 

SetColor (propertyName: string, color: Color); 

SetFloat (propertyName: string, value: float); 

Setlnt (propertyName: string, value: int); 

SetMatrix (propertyName: string, matrix: 
Matrix4x4); 

SetVector (propertyName: string, vector: Vector4); 

SetTexture (propertyName: string, texture: 
Texture); 

在下列代码中，主摄像机渲染完场景前，辅助摄像机 shwCam 会渲染阴影到将与主摄像机渲染通道合并的纹理。 

对于阴影纹理投影流程，必须以方便的方式转换顶点。阴影摄像机投影矩阵 (shwCam. projectionMatrix)、世

界到局部转换矩阵 (shwCam.transform.worldToLocalMatrix) 和渲染的阴影纹理 

(m_ShadowsTexture) 将传递至着色器。 

这些值可在着色器中用作为统一变量，其名称为 _ShwCamProjMat、_ShwCamViewMat 和 

m_Shadows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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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代码显示了如何借助 shwMats 列表包含的材质将矩阵和纹理发送至着色器。 

 

6.1.11 调试 Unity 中的着色器 

在 Unity 中，无法以处理传统代码的方式调试着色器。但是，您可以用片段着色器的输出使待调试的值形象化。然后

，您必须解析产生的图像。 

下图显示了应用于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现反射（第 6-98 页）提供的地板反射面的着色器 

ctReflLocalCubemap.shader 的输出： 
 

 

在下列片段着色器中，输出颜色已替换为标准化的局部修正反射向量： 

图 6-6 带有反射的棋牌室 

 

 

它使标准化为颜色的反射向量分量（而非反射图像）得以形象化。 

地板的红色区域指示反射向量拥有很强的 X 分量，也就是说，它大部分都指向 X 轴方向。红色区域显示来自

带窗墙壁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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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区域表示指向 Z 轴的反射向量（即来自右侧墙壁的反射）最为显著。 

在黑色区域中，向量主要指向 -Z，但是颜色只能拥有正值分量，因为负值分量已固定为 0。

下图显示了将片段输出颜色替换为标准化的局部修正反射向量的结果： 

 

图 6-7 使用多种颜色调试着色器 

最初可能很难在调试时解析各颜色的含义，因此请尝试专注于单一颜色分量。例如，您只能返回标准化局部修

正反射向量的 Y 分量： 
 

在这种情况下，输出只是主要来自摄像机上方屋顶的反射。也就是说，房间中指向 Y 轴的部分。房间墙壁的

反射来自 X、Z 和 -Z 方向，所以它们以黑色渲染。 

下图显示了使用单一颜色的着色器调试： 

图 6-8 使用单一颜色调试着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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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使用颜色调试的幅度是否介于 0 和 1 之间，因为所有其他值已自动固定。所有负值均指定为 0，而所有大

于 1 的值均指定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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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施反射 
对于在移动设备上渲染反射，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反射是很有用的技巧。 

Unity 版本 5 和更高版本将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反射实施为反射探测器。您可以将它们与其他类型的反射组

合，如运行时在您的自定义着色器中渲染的反射。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2.1 反射实施的历程（第 6-98 页）。 

 6.2.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生成正确的反射（第 6-100 页）。 

 6.2.3 着色器实施（第 6-102 页）。 

 6.2.4 过滤立方体贴图（第 6-104 页）。 

 6.2.5 射线与盒求交算法（第 6-108 页）。 

 6.2.6 用于使编辑器脚本生成立方体贴图的源代码（第 6-111 页）。 

 

6.2.1 反射实施的历程 

图形开发人员一直在尝试寻找计算量较小的反射实现方法。 

第一批解决方案中的其中一个便是球形贴图。此方案无需通过计算量大的射线跟踪或光照计算来模拟对象的反

射或光照。 

下图显示了球体上的环境贴图： 
 

 
 

下图显示了将球面映射为两个维度的方程： 

图 6-9 球体的环境贴图 

 
 

图 6-10 球面 2D 贴图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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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有多种劣势，但是主要问题在于，将图片贴图至球体时会出现失真。1999 年，立方体贴图与硬件加速

可结合使用。立方体贴图解决了与球形贴图相关的图像失真、视角依赖性以及低效计算等问题。 

下图显示了展开的立方体： 

 

图 6-11 展开的立方体 

立方体贴图使用立方体的六个面作为贴图形状。环境投射到立方体的每个面并存储为六个正方纹理，或展开为

单个纹理的六个区域。可以使用六个不同的摄像机方位从指定位置渲染场景，以生成立方体贴图，90 度的视锥

体代表每个立方体表面。源图像将被直接采样。对中间环境贴图重新采样不会产生任何失真。 

下图显示了无限反射： 

 

图 6-12 无限反射 

若要实现基于立方体贴图的反射，请评估反射向量 R 并用该向量从立方体贴图 _Cubemap 中获取像素元，方

法是使用可用纹理查找函数 tex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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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线 N 和视线向量 D 可从顶点着色器传输至片段着色器。片段着色器从立方体贴图中获取纹理颜色： 

此方法只能从立方体贴图位置不重要的远距离环境中复制反射。这种简单有效的技术主要用于室外光照，例如

增加天空的反射效果。 

下图显示了不正确的反射： 

图 6-13 不正确的反射 

如果在局部环境中使用此技术，则会产生不正确的反射。反射不正确的原因在于，在表达式 float4 color = 
texCUBE(_Cubemap, R); 中，没有与局部几何结构绑定。例如，如果您走过反射地板并从同一角度看它， 您将

始终看到相同的反射。反射向量始终相同，并且该表达式始终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是因为视线向量的方向未发生

变化。在真实的世界中，反射取决于观察角度和位置。 

 

6.2.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生成正确的反射 

此问题的解决方案涉及在程序中与局部几何结构绑定以计算反射。 

此解决方案在《GPU 精粹：实时图形编程的技术、技巧和技艺》（作者：Randima Fernando（丛书编辑）） 

进行了介绍。 

下图显示了使用包围球体进行局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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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使用包围球体进行局部修正 

包围球体用作界定待反射场景的代理区域。它不使用反射向量 R 从立方体贴图中获取纹理，而是使用新向量

R’。为构建此新向量，您需要在反射向量 R 方向的局部点 V 中找到射线包围球体的相交点 P。再根据生成立

方体贴图的立方体贴图 C 的中心创建相交点 P 的新向量 R’。然后使用此向量获取立方体贴图的纹理。 

此方法将在近球形的对象表面中产生较好的结果，但是平面反射表面的反射将会失真。此方法的另一缺点在于， 

用于计算与包围球体的相交点的算法需要解一元二次方程式，此过程非常复杂。 

2010 年，一位开发人员在论坛上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论坛网址为：http://www.gamedev.net。此方

法使用盒代替之前的包围球体，解决了前述方法所产生的失真和复杂性问题。有关更多详情，请参阅： 
http://www.gamedev.net/topic/568829-box-pmjected-cubemap-environment-mapping/?&p=4637262. 

下图显示了使用包围盒进行局部修正： 

 
图 6-15 使用包围盒进行局部修正 

 
 

 
 

http://www.gamedev.net/
http://www.gamedev.net/topic/568829-box-pmjected-cubemap-environment-mapping/?&amp;p=4637262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6-102 

6 高级图形技术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施反射 

 

 

 

Sebastien Lagarde 于 2012 年发布的一件新作品使用这种新方法模拟了更复杂的环境镜面反射光照（使用多

个立方体贴图），并使用一种算法评估了每个立方体贴图的作用并将其有效融合在 GPU 上。请参阅
http://seblagarde.wordpress.com 

表 6-3 无限和局部立方体贴图之间的差异 
 

无限立方体贴图 本地立方体贴图 

• 主要用于室外，代表远距离环境的光照。 

• 立方体贴图位置不重要。 

• 代表有限局部环境的光照。 

• 立方体贴图位置重要。 

• 这些立方体贴图的光照仅在立方体贴图的创建位置才正确。 

• 必须运用局部修正来调整立方体贴图的固有无限性，以使其适应局部

环境。 

下图显示了带有用局部立方体贴图所生成正确反射的场景。 

图 6-16 正确反射 

 

6.2.3 着色器实施 

本节介绍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施反射的着色器。 

顶点着色器用于计算作为内插值传输至片段着色器的三个幅度： 

 顶点位置。 

 观察方向。 

 法线。 

这些值位于世界坐标中。 

下列代码显示了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反射的着色器实施，它适用于 Unity。 
 

 
 

 
 

http://seblagarde.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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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盒中的相交点以及反射向量在片段着色器中计算。您将构建新的局部修正反射向量并用该向量从局部立方

体贴图中获取反射纹理。然后，您将结合纹理和反射生成输出颜色： 

在前述片段着色器代码中，幅度 _BBoxMax 和 _BBoxMin 是包围区域的最大点和最小点。变量 

_EnviCubeMapPos 是立方体贴图的创建位置。请通过下列脚本将这些值传输至着色器： 

将 _AmbientColor、_ReflAmount、主纹理以及立方体贴图纹理的值传输至着色器，作为属性块的统一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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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包围区域相交点的算法基于使用参数表示局部位置或片段的反射射线。有关射线与盒求交算法的说明，请

参阅 6.2.5 射线与盒求交算法（第 6-108 页）。 

 

6.2.4 过滤立方体贴图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现反射的其中一项优势就是立方体贴图为静态。也就是说，它在开发时生成，而非在运

行时生成。这样便能够对立方体贴图图像应用任何过滤来实现某一效果。 

CubeMapGen 是 AMD 提供的用于对立方体贴图应用过滤的工具。您可从 AMD 开发人员网站上获取 

CubeMapGen，网址为：http://developer.amd.com. 

若要将 Unity 中的立方体贴图图像导出至 CubeMapGen，您必须单独保存每张立方体贴图图像。有关图像保

存工具的源代码，请参阅 6.2.6 用于使编辑器脚本生成立方体贴图的源代码（第 6-111 页）。此工具不仅能够

创建立方体贴图，而且还可选择性地单独保存每张立方体贴图图像。 

您必须将此工具的脚本存储于 Asset 目录的 Editor 文件夹中。

如何使用立方体贴图编辑器工具： 

1. 创建立方体贴图。 

2. 从“游戏对象”菜单中启动烘焙立方体贴图工具。 

3. 提供立方体贴图和摄像机渲染位置。 

4. 如果您计划对立方体贴图应用过滤，请选择性地保存每张图像。

下图显示了烘焙立方体贴图工具界面： 

http://developer.a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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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烘焙立方体贴图工具界面 

您可以使用 CubeMapGen 为立方体贴图单独加载每张图像。 

从选择立方体表面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加载的表面，然后按下加载立方体表面按钮。加载完所有表面后，可旋转

立方体贴图并检查其是否正确。 

CubeMapGen 在过滤类型下拉菜单中拥有众多不同的过滤选项。选择您需要的过滤设置，然后按下过滤立方

体贴图，应用过滤器。过滤过程可能会花费数分钟，具体取决于立方体贴图的大小。由于没有撤消选项，因此在

应用任何过滤之前，请将立方体贴图保存为独立图像。如果过滤结果与您期待的不一样，您可以重新加载立方体贴

图并尝试调整参数。 

按照下列步骤将立方体贴图图像导入 CubeMapGen： 

1. 选中复选框，在烘焙立方体贴图时保存独立图像。 

2. 启动 CubeMapGen 工具，并按照下表所示关系加载立方体贴图图像。 

3. 将立方体贴图保存为单个dds 或立方体交叉图像。由于无法撤消，因此这使您能够在使用过滤器进行试验

的情况下重新加载立方体贴图。 

4. 根据需要对立方体贴图应用过滤器，直到结果满意为止。 

5. 将立方体贴图保存为独立图像。 

下表显示了 CubeMapGen 和 Unity 间立方体贴图表面指数的等效情况。 

表 6-4 CubeMapGen 和 Unity 间立方体贴图表面指数的等效情况 
 

AMD CubeMapGen Unity 

X+ -X 

X- +X 

Y+ +Y 

Y- -Y 

Z+ +Z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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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加载六张立方体贴图图像后的 CubeMapGen： 

图 6-18 CubeMapGen 

下图显示了在应用高斯滤波以获得霜冻效果后的 CubeMap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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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与高斯过滤器结合使用以达到霜冻效果的过滤器参数。 

图 6-19 显示霜冻效果的 CubeMap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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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CubeMapGen 中用于使反射产生霜冻效果的参数。 
 

过滤设置 值 

类型 高斯 

基本过滤角度 8 

Mip 初始过滤角度 5 

Mip 过滤角度比例 2.0 

边缘修复 已选中 

边缘修复宽度 4 

下图显示了通过带有霜冻效果的立方体贴图生成的反射： 

图 6-20 带有霜冻效果的反射 

下图汇总了使用 CubeMapGen 工具对 Unity 立方体贴图应用过滤的工作流程。 

图 6-21 立方体贴图过滤工作流程 
 

6.2.5 射线与盒求交算法 

本节介绍射线与盒求交算法。 

下图显示了含直线方程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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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方程 

图 6-22 含直线方程的图形 

 

 

该方程的向量形式为： 

其中： 

O 代表原点 

D 代表方向矢量 

t 代表参数 

下图显示了一个轴对齐包围盒： 
 

图 6-23 轴对齐包围盒 

可通过最小点 A 和最大点 B 定义轴对齐包围盒 AABB。 

AABB 定义了一组与坐标轴平行的直线。可使用下列方程定义每条直线： 

若要找到射线与其中一条直线的相交点，只需使这两个方程相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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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解答方程写成： 

以相同的方式求出这两个相交点的所有可能解： 

 

向量形式的方程为： 

这可找出直线与立方体表面定义的平面相交的位置，但是它无法保证相交点位于立方体上。

下图显示了射线与盒相交点的 2D 表示： 

 

图 6-24 射线与盒相交点的 2D 表示

若要找到哪种答案确实是与盒的相交点，您需要用参数 t 中较大的值来确认最小平面上的相交点。 

 

您需要用参数 t 中较小的值来确认最大平面上的相交点。 

如果您未得到任何相交点，也必须考虑这些情况。

下图显示了无相交点的射线与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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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无相交点的射线与盒 

如果您保证反射面已被BBox 包围，即反射线的来源位于BBox 中，则始终存在两个与该盒相交的相交点，并

且处理不同情况的流程也会简化 

下图显示了 BBox 中的射线与盒相交点： 
 

 

图 6-26 BBox 中的射线与盒相交点 

 

6.2.6 用于使编辑器脚本生成立方体贴图的源代码 

本节提供的源代码可以供编辑器脚本生成立方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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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组合反射 
本节介绍组合反射。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3.1 关于组合反射（第 6-114 页）。 

 6.3.2 组合反射着色器实施（第 6-116 页）。 

 6.3.3 组合远距离环境的反射（第 6-118 页）。 

 

6.3.1 关于组合反射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反射技巧实现了基于静态局部立方体贴图渲染高质量、高效率的反射。但是，如果对象

是动态的，静态局部立方体贴图便不再有效，该技巧也无法发挥作用。 

您可以将静态反射与动态生成的反射相组合，从而解决此问题。

下图显示了组合来自静态和动态几何体的反射： 

 
 

 
 

如果反射表面是平面，您可以使用镜像摄像机生成动态反射。 

图 6-27 组合来自静态和动态几何体的反射 

要创建镜像摄像机，可计算在运行时渲染反射的主摄像机的位置和指向。

相对于反射平面，镜像主摄像机的位置和指向。 

下图显示了镜像摄像机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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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8 用于渲染平面反射的镜像摄像机技巧 

在镜像过程中，新的反射摄像机最终表现为其轴在相对的指向。与现实中的镜子一样，左右的反射被颠倒。这意

味着反射摄像机使用相反的卷绕渲染几何体。 

要正确渲染几何体，您必须逆转几何体卷绕，然后再渲染反射。完成了反射渲染时，恢复原始卷绕。

下图显示了设置镜像摄像机和渲染反射所需的步骤序列： 

 

图 6-29 设置镜像摄像机和渲染反射的主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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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镜像反射变换矩阵。使用此矩阵计算反射摄像机的位置和世界至摄像机变换矩阵。

下图显示了镜像反射变换矩阵： 

 
 

 
图 6-30 镜像反射变换矩阵 

将反射矩阵变换应用到主摄像机的位置和世界至摄像机矩阵。这将为您提供反射摄像机的位置和世界至摄像机

矩阵。 

反射摄像机的投影矩阵必须和主摄像机的投影矩阵相同。

反射摄像机将反射渲染到纹理。 

为获得良好的结果，在渲染之前必须先正确设置此纹理： 

 使用纹理映射。 

 将过滤模式设置为三线性。 

 使用多重采样。 

确保纹理大小与反射表面的面积成正比。纹理越大，反射的像素化程度越低。 

您可以从以下网址找到镜像摄像机的脚本示例：http://wiki.unity3d.com/index.php/File:MirrorReflection.png. 
 

6.3.2 组合反射着色器实施 

您可以组合着色器中的静态环境反射和动态平面反射。 

要组合着色器中的反射，您必须修改 6.2.3 着色器实施（第 6-102 页）中提供的着色器代码。 

着色器必须融合平面反射，在运行时通过反射摄像机渲染。要达到此目的，来自反射摄像机的纹理 

_ReflectionTex 作为统一变量传递到片段着色器，再使用 lerp() 函数与平面反射结果组合。 

除了与局部修正相关的数据外，顶点着色器还要使用内置函数 ComputeScreenPos() 计算顶点的屏幕坐标。

它将这些坐标传递给片段着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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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反射渲染至纹理，让片段着色器能够访问片段的屏幕坐标。为此，需要将顶点屏幕坐标作为变量传递到片

段着色器。 

在片段着色器中： 

 向反射向量应用局部修正。 

 从局部立方体贴图检索环境反射的颜色 staticRefIColor。 

下列代码显示了如何将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技巧的静态环境反射与运行时使用镜像摄像机技巧渲染的动态平

面反射相组合： 

从平面运行时反射纹理 _ReflectionTex 提取纹理颜色 dynReflColor。

在着色器中将 _ReflectionTex 声明为统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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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roperty 块中声明 _ReflectionTex。这可使您能够查看它在运行时的外观，从而帮助您在开发游戏期间进
行调试。 

为查找纹理，可投射纹理坐标，即：将纹理坐标除以坐标向量的最后一个分量。您可以使用 Unity 内置函数 

UNITY_PROJ_COORD() 进行此操作。 

使用 lerp() 函数组合静态环境反射和动态平面反射。组合以下所列： 

 反射颜色。 

 反射表面的纹理颜色。 

 环境颜色分量。 

 

6.3.3 组合远距离环境的反射 

在渲染静态和动态对象的反射时，您可能也必须考虑来自远距离环境的反射。例如，通过局部环境中某一窗户

可见的天空反射。 

在这种情形中，您必须组合三种不同的反射： 

 来自静态环境的反射，它使用的是局部立方体贴图技巧。 

 来自动态对象的平面反射，它使用的是镜像摄像机技巧。 

 来自天空盒的反射，它使用的是标准立方体贴图技巧。反射向量在从立方体贴图获取纹理前不需要修正。 

要整合来自天空盒的反射，可使用反射向量 reflDirWS 从天空盒立方体贴图获取像素元。将天空盒立方体贴

图纹理作为统一变量传递到着色器。 

备注

请勿应用局部修正。 

 

为确保天空盒仅可从窗户可见，请在为反射烘焙静态立方体贴图时在 alpha 通道渲染场景的透明度。 

如果是不透明几何体，分配值一；如果没有几何体或几何体全部透明，分配值零。例如，在alpha 通道中使用零

渲染与窗户对应的像素。 

将天空盒立方体贴图 _Skybox 作为统一变量传递到着色器。 

在 6.3.2 组合反射着色器实施（第 6-116 页）内的片段着色器代码中，查找下面这条注释： 

// Lookup the planar runtime texture 

在该注释前插入以下几行： 

此代码将静态反射与来自天空盒的反射组合。

下图显示了组合不同类型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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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组合不同类型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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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动态软阴影 
此技巧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保存代表静态环境透明度的纹理。此技巧在生成高质量软阴影时效率非常高。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4.1 关于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动态软阴影（第 6-120 页）。 

 6.4.2 生成阴影立方体贴图（第 6-120 页）。 

 6.4.3 渲染阴影（第 6-121 页）。 

 6.4.4 组合立方体贴图阴影与阴影贴图（第 6-124 页）。 

 6.4.5 立方体贴图阴影技巧的结果（第 6-125 页）。 

 

6.4.1 关于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动态软阴影 

在您的场景中，既存在移动的对象，也有房间等静态环境。通过使用此技巧，您不必对每一帧渲染静态几何体到

阴影贴图。这可让您通过纹理来表示阴影。 

立方体贴图可以很好地逼近许多种类的静态局部环境，例如冰穴演示中的洞穴等不规则形状。Alpha 通道也可

表示进入房间的光线量。 

运动的对象通常是除了房间外的一切。这些对象包括： 

 太阳。 

 摄像机。 

 动态对象。 

通过用立方体纹理来表示整个房间，您可以在一个片段着色器内访问环境的任意像素元。例如，这意味着太阳

可以在任意位置上，您也可以根据从立方体贴图获取的值计算照射到片段上的光线量。 

Alpha 通道或透明度可以表示进入房间的光线量。在您的场景中，将立方体贴图纹理附加到片段着色器上，这

些着色器渲染您要为其添加阴影的静态和动态对象。 

 

6.4.2 生成阴影立方体贴图 

首先着手于您要向其应用来自环境外部光源的阴影的局部环境。例如，房间、洞穴或笼子。 

此技巧类似于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反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现反射（第 

6-98 页）。 

创建阴影立方体贴图的方式与创建反射立方体贴图相同，但您还必须添加alpha 通道。Alpha 通道或透明度可

以表示进入房间的光线量。 

算出您要从中渲染立方体贴图六个面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形中，这是局部环境包围盒的中心。您需要此位置

来生成立方体贴图。还必须将此位置传递到着色器，从而计算局部修正向量，以便从立方体贴图获取正确的

像素元。 

决定了立方体贴图中心的位置后，您可以将所有面渲染到立方体贴图纹理，再记录局部环境的透明度或alpha 
通道。一个区域的透明度越高，进入环境中的光线越多。如果没有几何体，则完全透明。必要时，您可以使用 

RGB 通道存储彩色阴影的环境颜色，如有色玻璃、反射或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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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渲染阴影 

在世界空间中构建从顶点或片段到一个/多个光源的向量 PiL，然后使用此向量获取立方体贴图阴影。 

在获取每个像素元前，必须对 PiL 向量应用局部修正。ARM 建议在片段着色器中进行局部修正，从而获得更

加准确的阴影。 

要计算局部修正，您必须计算片段至光源向量与环境包围盒的交叉点。使用此交叉点构建从立方体贴图原点位置 

C 到交叉点 P 的另一向量。这可为您提供用于获取像素元的最终向量 CP。 

您需要下列输入参数来计算局部修正： 

 _EnviCubeMapPos 立方体贴图原点位置。 

 _BboxMax 环境包围盒的最大点。 

 _BboxMin 环境包围盒的最小点。 

 Pi 世界空间中的片段位置。 

 PiL 世界空间中正规化片段至光源向量。 

计算输出值 CP。这是修正后的片段至光源向量，您要用它从阴影立方体贴图获取像素元。

下图显示了片段至光源向量的局部修正。 

 

 

图 6-32 片段至光源向量的局部修正 

下列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正确计算 CP 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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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P 向量从立方体贴图获取像素元。像素元的 alpha 通道提供关于必须向片段应用多少光线或阴影的信息： 

下图显示了具有硬阴影的棋牌室： 

 

图 6-33 具有硬阴影的棋牌室

此技巧可以在场景中生成有效的阴影，但您可以通过两个额外的步骤来提高阴影的质量： 

 阴影中的背面 

 平滑 

 

阴影中的背面 

立方体贴图阴影技巧不使用深度信息来应用阴影。这意味着某些面在应当要处于阴影中时会得到错误的照明。 

只有表面朝向光源相反的方向时才会出现此问题。要解决此问题，可检查法线向量与片段至光源向量 PiL 之
间的角度。如果角度数超出 -90 到 90 度范围，该表面处于阴影中。 

下列代码片段进行此检查： 

以上代码导致每个三角形从亮硬切换至暗。若要获得平滑过渡，可使用下列公式： 

shadow *= max(dot(PiL, N),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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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hadow 是从阴影立方体贴图获取的 alpha 值。 

 PiL 是世界空间中的正规化片段至光源向量。 

 N 是表面在世界空间中的法线向量。

下图显示了具有阴影中背面的棋牌室： 

 

图 6-34 具有阴影中背面的棋牌室 

平滑 

此阴影技巧可以在您的场景中提供逼真的软阴影。 

1. 生成纹理映射，并为立方体贴图纹理设置三线性过滤。 

2. 测量片段至交叉点向量的长度。 

3. 将该长度乘以一个系数。 

该系数是环境中最大距离与纹理映射层级数的正规化子。您可以使用包围区域和纹理映射层级数自动计算它。

您必须按照自己的场景自定义该系数。这可让您调整相关的设置，使它适合您的环境，从而改善视觉质量。例如

，冰穴项目中使用的系数为 0.08。 

您可以重新利用为局部修正所进行的计算的结果。重新利用代码片段中局部修正的 dist，作为从片段位置到

片段至光源向量与包围盒交叉点的线段的长度： 
 

将 texLod 乘以距离系数： 

 

要实施柔和度，使用 Cg 函数texCUBElod() 或 GLSL 函数 textureLod() 获取纹理的正确纹理映射层级。

构造一个 vec4，其中 XYZ 代表方向矢量，W 分量则代表 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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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技巧可为您的场景提供高质量的平滑阴影。

下图显示了具有平滑阴影的棋牌室： 

 

图 6-35 平滑阴影 

 

6.4.4 组合立方体贴图阴影与阴影贴图 

要利用动态内容完善阴影，必须组合使用立方体贴图阴影和传统的阴影贴图技巧。这需要额外的工作，但值得

一试，因为您只需要将动态对象渲染到阴影贴图。 

下图显示了仅具有平滑阴影的棋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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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组合了平滑阴影和动态阴影的棋牌室： 

图 6-36 平滑阴影 

 

 

图 6-37 平滑阴影与动态阴影组合 

 

6.4.5 立方体贴图阴影技巧的结果 

使用传统的技巧时，渲染阴影的成本比较高，因为它涉及从每个阴影投射光源的视角渲染整个场景。此处介绍的

立方体贴图阴影技巧可以提高性能，因为它大部分是预烘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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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技巧还独立于输出分辨率。它在 1080p、720p 和其他分辨率上产生相同的视觉质量。 

柔和度过滤是在硬件中计算的，所以平滑几乎没有计算上的成本。阴影越平滑，此技巧的效用越佳。这是因为

较小的纹理映射层级数产生的数据要少于传统的阴影贴图技巧。传统的技巧需要较大的内核才能使阴影足够平滑

，从而在视觉上更吸引人。这需要很高的内存带宽，所以会降低性能。 

通过立方体贴图阴影技巧获得的质量可能会超越您的预期。它提供逼真的柔和度，阴影稳定，没有闪光的边缘。由

于光栅化和锯齿效应，使用传统的阴影贴图技巧时可能会看到闪光的边缘。不过，所有抗锯齿算法都不能完全修复此

问题。 

立方体贴图阴影技巧没有闪光问题。边缘稳定，即使您使用的分辨率远低于渲染目标所用的分辨率。您可以使

用比输出低四倍的分辨率，而且没有失真或多余的闪光。使用低四倍的分辨率也可节省内存带宽，因而能提升性能

。 

此技巧可用于市面上支持着色器的任何设备，比如支持 OpenGL ES 2.0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如果您已清楚使

用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技术的反射的位置和时机，您就可以轻松在实施中应用此阴影技巧。 

备注 

该技巧无法用于场景中的一切对象。例如，动态对象从立方体贴图接收阴影，但它们无法预烘焙到立方体贴图

纹理。对于动态对象，请使用阴影贴图来生成阴影，并与立方体贴图阴影技巧搭配使用。 

 

下图显示了具有阴影的冰穴： 

 
 

 
 

下图显示了具有平滑阴影的冰穴： 

图 6-38 具有阴影的冰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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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具有平滑阴影的冰穴： 

图 6-39 具有平滑阴影的冰穴 

 

 
 

图 6-40 具有平滑阴影的冰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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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 
您可以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施高质量折射，也可以在运行时将它们与反射组合。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5.1 关于折射（第 6-128 页）。 

 6.5.2 折射实施（第 6-128 页）。 

 6.5.3 关于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第 6-129 页）。 

 6.5.4 准备立方体贴图（第 6-129 页）。 

 6.5.5 着色器实施（第 6-131 页）。 

 

6.5.1 关于折射 

游戏开发人员经常寻觅高效的方法，在游戏中实施夺人眼球的视觉特效。以移动平台为目标开发时，这尤为重

要，因为您必须仔细权衡各种资源，从而获得最高的性能。 

折射是光波因为它所穿透的介质的变化而改变方向。如果希望提高半透明几何体的逼真度，折射是您要考虑的

一个重要效果。 

折射率决定了光线进入一种物质时弯折或折射的程度。折射定义为光线从折射率为 n1 的一种介质穿入折射率

为 n2 的另一介质时的弯折。 

您可以使用斯涅耳定律计算折射率和入射与折射角度正弦之间的关系。

下图显示了斯涅耳定律和折射： 

 

图 6-41 光线穿过一种介质射入另一种介质时的折射 

 

6.5.2 折射实施 

开发人员自开始渲染反射时就已尝试渲染折射，因为任何半透明表面上都会同时发生这些过程。渲染反射的技

巧有多种，但渲染折射的却不多。 

运行时实施折射的现有方法根据具体的折射类型而不同。大部分技巧是运行时将折射对象后的场景渲染到纹

理，然后在第二通道中应用纹理失真，从而获得折射的外观。根据纹理失真，您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渲染不同的

折射效果，如水、热雾、玻璃和其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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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技巧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但纹理失真不是以物理学为基础，因此结果不一定正确。例如，如果您从

折射摄像机的视角渲染纹理，可能会有一些区域不直接对该摄像机可见，但在基于物理的折射中可见。 

使用渲染至纹理方法的主要局限在于质量。当摄像机移动时，经常会出现像素闪光或像素不稳定的现象。 

 

6.5.3 关于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 

局部立方体贴图是一种优良的反射渲染技巧，开发人员自它们可用时便开始将静态立方体贴图同时用于实施反

射和折射。 

不过，如果您在局部环境中使用静态立方体贴图实施反射或折射，倘若不应用局部修正，结果就会不正确。 

此处描述的技巧中，通过应用局部修正来确保正确的结果。此技巧已经过高度优化。它对于移动设备特别有用， 因

为运行时资源有限，所以必须仔细均衡。 

 

6.5.4 准备立方体贴图 

您必须准备立方体贴图，以便在折射实施中使用： 

若要准备立方体贴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摄像机置于折射几何体的中心。 

2. 隐藏折射对象，并将六个方向上周围静态环境渲染到立方体贴图。您可以将这一立方体贴图同时用于实

施折射和反射。 

3. 将围绕折射对象的环境烘焙到静态立方体贴图。 

4. 确定折射向量的方向，再找到它与局部环境包围盒的相交处。 

5. 按照与 6.4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动态软阴影（第 6-120 页）中相同的方式，应用局部修正。 

6. 生成从立方体贴图生成的点到交叉点的一个新向量。使用这一最终向量从立方体贴图获取像素元，渲染

折射对象背后的内容。 

我们不使用折射向量 Rrf 从立方体贴图获取像素元，而是找到折射向量与包围盒相交的点 P，再构建一个从立

方体贴图中心 C 到交叉点 P 的新向量 R'rf。使用这一新向量从立方体贴图获取纹理颜色。 

float eta=n2/n1; 

float3Rrf = refract(D,N,eta); 

找到交叉点 P 

找到向量 R'rf = CP; 

Float4 col = texCube(Cubemap, R'rf)； 

下图显示了带有立方体贴图和折射向量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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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2 折射向量局部修正

此技巧生成的折射在物理学上是准确的，因为折射向量方向是通过斯涅耳定律计算的。 

您还可以在着色器中使用一个内置函数，找到严格遵循斯涅耳定律的折射向量 R： 

其中： 

 I 是正规化视角或入射向量。 

 N 是正规化法线向量。 

 eta 是折射率的比率 n1/n2。 

下图显示了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着色器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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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3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着色器实施 

 

6.5.5 着色器实施 

在获取与局部修正折射方向对应的像素元时，您可能要将折射颜色与其他光照组合。例如，与折射同时发生的

反射。 

要将折射颜色与其他光照组合，您必须传递一个额外的视角向量到片段着色器，再向它应用局部修正。使用其

结果从同一立方体贴图获取折射颜色。 

下列代码片段演示了如何组合反射和折射来生成最终的输出颜色： 

系数 _ReflAmount 作为统一变量传递到片段着色器。利用此系数调整反射与折射占比之间的均衡。您可以

手动调整 _ReflAmount 获得自己想要的视觉效果。 

您可以在以下反射博客中找到 LocalCorrect 函数的实施： 
http://community.arm.com/groups/arm-mali-graphics/blog/2014/08/07/reflections-based-on-local-cubemaps. 

当折射几何体是中空物体时，折射和反射会在正面和背面同时发生。 

 
 

http://community.arm.com/groups/arm-mali-graphics/blog/2014/08/07/reflections-based-on-local-cube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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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玻璃象棋子上基于立方体贴图的折射： 
 

 

左图显示了第一通道，它使用局部折射和反射仅渲染了背面。 

图 6-44 玻璃象棋子上基于立方体贴图的折射 

右图显示了第二通道，它使用局部折射和反射以及与第一通道的 alpha 混合渲染了正面。 

 在第一通道中，与您渲染不透明几何体时一样渲染半透明对象。打开正面剔除选项，最后渲染该对象， 

即仅渲染其背面。您不想要遮挡其他对象，所以请勿写入深度缓冲区。 

其背面颜色的获得方式为混合根据对象本身反射、折射和漫射颜色计算的颜色。 

 在第二通道中，使用背面剔除渲染正面，此工作放在渲染队列的末尾执行。确保深度写入为关闭。将折

射和反射纹理与漫射颜色混合，从而获得正面颜色。第二通道中的折射为最终的渲染增加了真实度。如

果背面的折射已足以突出效果，您可以跳过此步骤。 

 在最终通道中，您要将生成的颜色与第一通道进行 alpha 混合。 

下图显示了冰穴演示中对半透明凤凰实施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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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半透明凤凰翅膀： 

图 6-45 半透明凤凰折射 

 

图 6-46 半透明凤凰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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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冰穴演示中的镜面反射效果 
冰穴演示中的镜面反射效果是利用 Blinn 技巧实施的。此技巧非常高效，可以产生很好的结果。

下列代码演示了如何使用 Blinn 技巧实施镜面反射效果： 

 

Blinn 技巧的一个缺点在于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不正确的结果。例如，阴影中的区域可能会有镜面反射

效果。 

下图显示了没有镜面反射效果的阴影区域示例： 
 

 
 

下图显示了阴影区域中出现镜面反射效果的示例。这些是错误的： 

图 6-47 阴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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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光亮区域中出现镜面反射效果的示例。这是正确的： 

图 6-48 带有错误镜面反射效果的阴影区域 

 

 

图 6-49 带有正确镜面反射效果的光亮区域 

阴影应当会使得镜面反射效果的强度变强或变弱，具体取决于到达镜面表面的光线。冰穴演示中已经具备了修

正镜面反射效果强度的所有信息，所以修复此问题相对容易。用于反射和阴影效果的环境立方体贴图纹理包含两

种信息。RGB 通道包含用于反射的环境颜色。Alpha 通道包含用于阴影的不透明度。您可以使用 alpha 通道

来确定镜面反射强度，因为alpha 通道代表了洞穴中让光线进入环境的孔洞。Alpha 通道因此可用于确保镜面

反射效果仅应用到被光线照射到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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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需要在片段着色器中计算修正的反射向量来生成反射效果。有关创建修正后反射向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现反射（第 6-98 页）。使用此向量从立方体贴图纹理获取 RGBA 像素元： 

有关 SampleCubemapWithLocalCorrection() 函数定义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
现反射（第 6-98 页）。 

reflColor 是 RGBA 格式，其中 RGB 分量包含用于反射的颜色数据，而 alpha 通道则包含镜面反射效果的

强度。在冰穴演示中，alpha 通道基于镜面反射颜色翻倍，即使用 Blinn 技巧进行计算： 

specular 值代表最终的镜面反射颜色。您可以将此添加到光照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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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使用 Early-z 
 

6.7 使用 Early-z 
Mali GPU 包含了执行 Early-Z 算法的功能。Early-Z 可通过去除过度绘制的片段来提升性能。 

Mali GPU 通常对大部分内容执行 Eaxly-Z 算法，但在一些情形中并不执行，以达到确保正确度的目的。这可

能比较难以从 Unity 内部加以控制，因为它依赖于 Unity 引擎以及编译器生成的代码。不过，您可以查看一些

迹象。 

针对移动平台编译您的着色器，再查看其代码。确保您的着色器不会落入下列类别之一： 

着色器有副作用 

这意味着着色器线程在执行期间修改了全局状态，因此二次执行该着色器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通

常，这表示您的着色器写入到共享的读取/写入内存缓冲区，如着色器存储缓冲区对象或图像。例如， 

如果您创建通过递增计数器来测量性能的着色器，它就有副作用。 

如下所列不归类为副作用： 

 只读内存访问。 

 写入到仅写入缓冲区。 

 纯粹的局部内存访问。 

着色器调用 discard() 
如果片段着色器在执行期间可以调用 discard()，那么 Mali GPU 无法启用Early-Z。这是因为，片

段着色器可以丢弃当前的片段，但深度值之前被 Early-Z 测试修改，而这是无法逆转的。 

启用了 Alpha-to-coverage 
如果启用了 Alpha-to-coverage，则片段着色器会计算稍后为定义 alpha 而要访问的数据。 

例如，在渲染一棵树的树叶时，它们通常会表示为平面，其纹理定义树叶的哪个区域是透明还是不

透明。如果启用了Early-Z，您会获得不正确的结果，因为场景的一部分可能会被该平面的透明部分

遮挡。 

深度源不固定的函数 

用于深度测试的深度值不来自顶点着色器。如果您的片段着色器写入到 gl_FragDepth，Mali GPU 
无法执行 Early-Z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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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脏镜头光晕效果 

您可以使用脏镜头光晕效果来实现戏剧感。它通常与镜头光晕效果一起使用。 

您可以通过非常轻松和简单的方式来实施脏镜头光晕效果，这种方式很适合移动设备。 

在冰穴演示中，脏镜头效果是在一个功能最少的着色器中实施的，该着色器在场景基础上渲染一个强度可变的全

屏四边形。四边形的强度通过一个脚本传递。 

此着色器在所有透明几何体都渲染后的最终阶段，使用附加的 alpha 混合渲染该四边形。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8.1 着色器实施（第 6-138 页）。 

 6.8.2 脚本实施（第 6-140 页）。 

 6.8.3 脏镜头着色器代码（第 6-140 页）。 

 

6.8.1 着色器实施 

本节介绍脏镜头着色器。 

如需脏镜头着色器的完整源代码，请参见 6.8.3 脏镜头着色器代码（第 6-140 页）。

下列子着色器标记指示全屏四边形在所有不透明几何体和九个其他透明对象之后渲染： 

着色器使用以下命令停用深度缓冲区写入。这可以防止四边形遮挡它后面的几何体： 
 

在混合阶段，片段着色器的输出与帧缓冲区中已有像素颜色混合。 

着色器指定了附加混合类型 Blend One One。在这一混合类型中，来源和目标因子都是 float4 (1.0, 1.0, 
1.0, 1.0)。 

这种混合类型通常用于粒子系统来表示火焰等透明并且发光的效果。

着色器停用了剔除和 ZTest，以确保始终渲染脏镜头光晕效果。 

四边形的顶点在视口坐标中定义，所以顶点着色器中不会发生顶点变换。

片段着色器仅从纹理获取像素元，再应用与效果强度成比例的因子。 

下图显示了用作脏镜头光晕效果使用的全屏四边形纹理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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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0 冰穴演示中脏镜头光晕效果使用的纹理

下图显示了冰穴演示中脏镜头光晕效果呈现的样貌，图中所示为摄像机朝向来自洞穴入口的阳光： 

 

图 6-51 冰穴演示中所实施的脏镜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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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脚本实施 

一个简单脚本实施全屏四边形，并且计算传递到片段着色器的强度因子。

下列函数创建了 Start 函数中的四边形网格： 

 

创建该网格时，其边界将递增，以确保视锥体绝不会被裁剪。根据您场景的尺寸来设置边界的大小。 

该脚本计算强度因子，并将它传递到片段着色器。这基于摄像机至太阳向量和摄像机前向向量的相对朝向。当摄

像机正对太阳时，该效果的强度达到最大值。 

下列代码演示了强度因子的计算： 
 

 

6.8.3 脏镜头着色器代码 

这是 DirtyLensEffect.shader 的代码：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6-141 

6 高级图形技术 
6.9 光柱 

 

 

 

6.9 光柱 
光柱模拟云隙光、大气散射或阴影的效果。它们用于为场景增加深度和真实感。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9.1 关于光柱（第 6-141 页）。 

 6.9.2 淡化圆锥体边缘（第 6-143 页）。 

 

6.9.1 关于光柱 

在冰穴演示中，光柱模拟了从洞穴顶部开口处射入洞内的阳光散射。

下图显示了冰穴演示中的光柱： 

 

图 6-52 冰穴演示中的光柱

光柱的基础是一个截断的圆锥体。该圆锥体跟随光线的方向，其方式可确保圆锥体的上部始终固定。 

下图显示了圆锥体的几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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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显示光柱的基本几何体是具有顶部和底部两个截面的圆柱体。 

 b 显示其下截面已经扩展，根据您定义的角度 θ 获得一个被截断的圆锥几何体。 

 c 显示其上截面保持固定，下截面按照太阳光线的方向水平移位。 
 

 

图 6-53 光柱几何体 

一个脚本利用太阳的位置计算下列值： 

 圆锥体下截面扩展的幅度，它基于作为输入值的角度 θ。 

 截面移位的方向和幅度。 

顶点着色器基于此数据应用变换。在光柱局部坐标中，该变换应用到圆柱形几何体的原始顶点。 

在渲染光柱时，请避免渲染显露出其几何体的任何硬边缘。要达到这一目的，您可以使用纹理遮罩来平滑淡化其

顶部和底部。 

下图显示了光柱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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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4 光柱纹理。左侧为遮罩纹理。右侧为光束纹理。 

 

6.9.2 淡化圆锥体边缘 

在与截面平行的平面中，根据摄像机与顶点相对朝向，淡化光柱强度。

在顶点着色器中，将摄像机位置投影到截面上。 

构建一个从截面中心到投影的新向量，然后将它正规化。 

计算此向量与顶点法线的点积，然后将结果提升为幂指数。 

将结果作为变量传递到片段着色器。这用于调节光柱的强度。

顶点着色器在局部坐标系统 (LCS) 中进行这些计算。 

以下代码显示顶点着色器： 

您可以通过系数 _FadingEdgePower 细调光柱边缘的淡化。 

脚本传递系数 _CurrLightShaftIntensity。这使得光柱在摄像机靠近它时淡出。

下列代码演示了一个添加至光柱的最终润饰，它通过脚本缓慢向下滚动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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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着色器获取光束和遮罩纹理，然后使用强度因子将它们组合： 

光柱几何体继所有不透明几何体之后，在透明队列中渲染。

它使用附加混合将片段颜色与帧缓冲区中的对应像素组合。 

该着色器也禁用剔除和深度缓冲区写入，以便不遮挡其他对象。

此通道的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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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雾化效果 
雾化效果可为场景增添气氛。您不需要通过高级实施来生成雾化，简单的雾化效果即可奏效。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10.1 关于雾化效果（第 6-145 页）。 

 6.10.2 过程线性雾（第 6-145 页）。 

 6.10.3 具有高度的线性雾（第 6-146 页）。 

 6.10.4 非均匀雾（第 6-147 页）。 

 6.10.5 预烘焙雾（第 6-147 页）。 

 6.10.6 使用粒子的体积雾（第 6-147 页）。 

 

6.10.1 关于雾化效果 

在现实世界中，您越往远看，被淡化的颜色就越多。不一定需要雾天才能看到这种效果，阳光灿烂时您也可以看

到，特别是观赏高山风景时。 

这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常见，所以在游戏中添加此效果可以为场景增添真实感。

此部分介绍两种版本的雾化效果： 

 过程线性雾。 

 基于粒子的雾。 

您可以同时应用这两种效果。冰穴演示中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技巧。 

 

6.10.2 过程线性雾 

确保对象距离越远，其颜色更多地淡化为定义的雾颜色。要在片段着色器中实现这一目标，您可以在片段颜色

和雾颜色之间使用简单线性插值。 

下方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基于和摄像机的距离在顶点着色器中计算雾颜色。此颜色作为变量传递到片段着色

器。 
 

其中： 

 vertexDistance 是顶点至摄像机距离。 

 _FogDistanceScale 是作为统一变量传递至着色器的因子。 

 _FogColor 是您定义的基准雾颜色，作为统一变量传递。 

在片段着色器中，插值的 input.fogColor 与片段颜色 output.Color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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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您在场景中获得的结果： 

图 6-55 基于距离的线性雾 

备注 

在着色器中计算雾意味着您不需要执行任何额外的后处理来生成雾化效果。 
 

设法将尽可能多的效果合并到一个着色器中。但是，务必要检查性能，因为超出缓存时性能可能会降低。您可

能必须将着色器拆分为两个或更多通道。 

您可以在顶点着色器或片段着色器中进行雾颜色计算。在片段着色器中计算更加准确，但需要更多计算性能， 

因为它是针对每个片段计算的。 

顶点着色器计算精度较低，但性能也较高，因为它仅针对每一顶点计算一次。 

 

6.10.3 具有高度的线性雾 

雾在场景中均匀地应用。您可以按照高度更改密度，让它更具真实感。 

提高低处的雾气浓度，降低高处的雾气浓度。您可以显示高度值，以进行手动调整。

下图显示了基于距离和高度的线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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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6 基于距离和高度的线性雾 

 

6.10.4 非均匀雾 

雾不一定是均匀的。您可以引入一些噪点，让雾的视觉效果更加引人。

您可以应用噪点纹理创建非均匀雾。 

若要获得更加复杂的效果，还可以应用多个噪点纹理，让它们以不同的速度滑动。例如，距离较远的噪点纹理

的滑动速度慢于离摄像机较近的纹理。 

您可以在一个着色器中的一个通道中应用多个纹理，只需根据距离混合噪点纹理。 

 

6.10.5 预烘焙雾 

如果知道摄像机不会靠近它们，您可以将雾预烘焙到纹理中。这可以降低所需的计算功率。 

 

6.10.6 使用粒子的体积雾 

您可以使用粒子模拟体积雾。这可以产生高质量的结果。 

将粒子数量保持到最小值。粒子会增加过度绘制，因为每个片段要执行更多的着色器。尝试使用较大的粒子， 

而不要创建更多个粒子。 

在冰穴演示中，一次使用了最多 15 个粒子。

几何体取代公告板渲染 

将粒子系统的渲染模式设置为网格，不要使用公告板。这是因为，要获得体积效果，各个粒子必须随机旋转。

下图显示了没有纹理的粒子几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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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带有纹理的粒子几何体： 

图 6-57 没有纹理的粒子 

 

 
 

 
 

下图显示了应用至各个粒子的纹理： 

图 6-58 带有纹理的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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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淡化效果 

图 6-59 个别粒子的纹理 

按照粒子相对于摄像机位置的朝向，淡入和淡出各个粒子。如果您不淡入和淡出粒子，粒子就会显现锐利边缘。下

列示例代码演示了执行淡化的顶点着色器： 

 

可变参数 output.visibility 在粒子多边形上插值。在片段着色器中读取此值，再应用一定数量的透明度。下

列代码演示了它的实现方式： 

 

渲染粒子 

要渲染粒子，可使用下列步骤： 

1. 将粒子渲染为帧内最后的原语。 

Tags { "Queue" = "Transparent+10" } 

本例中出现了 +10，因为冰穴演示中在粒子前面渲染了 9 个其他透明对象。 

2. 设置适当的混合模式。 

在着色器通道的开头，添加下面这一行： 

Blend SrcAlpha One 
3. 禁用写入到 z 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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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下面这一行： 

ZWrite Off 

粒子系统设置 

下图显示了冰穴演示中用于粒子系统的设置： 

图 6-60 来自冰穴演示的粒子系统参数

下图显示了生成粒子的区域。这通过图像中的方框表示。该方框通过 Unity 粒子系统中内置的形状选项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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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1 生成粒子的粒子方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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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高光溢出 
高光溢出用于再现真实摄像机在明亮环境中拍摄图片时出现的效果。高光溢出模拟从明亮区域边界延伸的光线

条纹，创造出明亮光线压倒摄像机的假象。 

下图显示了冰穴演示中洞穴入口处的高光溢出： 

图 6-62 冰穴演示中所实施的洞穴入口处高光溢出 

高光溢出效果发生于真实镜头，因为它们无法完美对焦。当光线穿过摄像机的光圈时，一些光线出现衍射，在

图像周围创造出一个明亮的圆盘。此效果在大部分情形中通常不明显，但在强光照明下可见。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11.1 实施高光溢出（第 6-152 页）。 

 6.11.2 创建高光溢出调节因子脚本（第 6-153 页）。 

 6.11.3 顶点着色器（第 6-153 页）。 

 6.11.4 片段着色器（第 6-154 页）。 

 6.11.5 修正高光溢出效果（第 6-154 页）。 

 6.11.6 遮挡贴图间插值（第 6-157 页）。 

 

6.11.1 实施高光溢出 

高光溢出效果通常作为后处理效果实施。使用这种方式生成效果可能会占用大量的计算功率，因此不适合运用

到移动游戏。如果您的游戏使用大量类似于冰穴演示中的复杂效果，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 

一种替代方法是使用简单平面。将这一平面放在摄像机和光源之间。该平面的朝向必须是其法线指向摄像机应

在其中移动的场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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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这样的方式创建高光溢出效果，可将一个平面放置在您要产生高光溢出效果的位置上。利用一个因子调节

效果的强度，该因子基于视角向量与平面法线和光源的对齐。冰穴演示中实施了这种方法。 

下图显示了利用平面实施的高光溢出效果： 

图 6-63 平面位于实施高光溢出效果的洞口 

 

6.11.2 创建高光溢出调节因子脚本 

对齐因子可以使用脚本进行计算。此因子基于摄像机查看该效果的角度改变高光溢出效果。

例如，下列脚本计算了平面所附着的对齐因子： 

 

对齐因子 sunLightPlaneCameraAlignment 传递到着色器，以调节所渲染的颜色的强度。 

 

6.11.3 顶点着色器 

顶点着色器接收 sunLightPlainCameraAlignment 因子，并使用它调节所渲染的高光溢出颜色的强度。

顶点着色器应用 MVP 矩阵，将纹理坐标传递到片段着色器，再输出顶点坐标。 

下列代码演示了它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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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 片段着色器 

片段着色器获取纹理颜色并使用 CurrBloomColor 浅色进行递增，后者作为统一变量进行传递。对齐因子先

调节颜色，然后再使用。 

下列代码演示了此流程的执行方式： 

高光溢出平面继所有不透明几何体之后，在透明队列中渲染。在着色器中，使用下列队列标记设置渲染顺序： 

 

高光溢出平面利用附加的一对一混合来应用，将片段颜色和已存储在帧缓冲区中的对应像素相组合。该着色器

也使用指令 ZWrite Off 禁用对深度缓冲区的写入，使得现有的对象不会被遮挡。 

下图显示了冰穴演示用于其高光溢出效果的纹理，以及它所创造的结果： 

图 6-64 显示摄像机进入不透明底座后遮挡区域的序列 

 

6.11.5 修正高光溢出效果 

使用平面产生高光溢出效果非常简单，也适合移动设备。然而，当产生高光溢出的光源和摄像机之间存在不透

明对象时，它就无法产生预期的结果。您可以使用遮挡贴图进行修正。 

不透明对象后方的高光溢出效果外观出错的原因是该效果是在透明队列中渲染的。因此，混合发生于高光溢出

平面前面的任何对象上。 

下图中的示例显示产生的不正确高光溢出效果尚未得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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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5 不透明底座上显示的不正确高光溢出效果

为防止出现这些错误，您可以修改计算对齐因子的脚本，使它处理一个额外的遮挡贴图。这一遮挡贴图描述了摄

像机通常不当应用高光溢出效果的区域。这些冲突区域分配到的遮挡贴图值为零。此因子与对齐因子结合， 将

这些位置上该因子的强度设为零。此更改将高光溢出设为零，使它不再渲染必须遮挡它的对象。下列代码实施了这

一调整： 

由于冰穴演示摄像机可以在三个维度上自由移动，因此使用了三个灰度贴图，各自覆盖不同的高度。黑色表示

零，所以遮挡贴图因子乘以对齐因子使得最终强度为零，高光溢出被遮挡。白色表示一，所以强度等于对齐因子

，高光溢出不被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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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地平面的 occlusionMapFactor： 

图 6-66 地平面高光溢出遮挡贴图 

备注 

贴图中间的黑色辐射区域是不透明底座背后的区域，它们遮挡了来自洞口的高光溢出效果。 
 

地平面上方 Hmax 高度上没有遮挡对象。这表示地平面上方的高光溢出遮挡贴图为白色。下图显示了地平面上

方的 occlusionMapFactor： 

 

图 6-67 地平面上方的高光溢出遮挡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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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高度Hmin 时，即地平面下方，高光溢出效果被完全遮挡。这表示地平面下方的高光溢出遮挡贴图为全黑。添

加了白色轮廓线，使得该贴图可见。下图显示了地平面下方的 occlusionMapFactor： 

图 6-68 地平面下方的高光溢出遮挡贴图 

 

6.11.6 遮挡贴图间插值 

在冰穴演示中，脚本计算每一帧中摄像机位置在 2D 洞穴贴图上的 XZ 投影，并将结果正规化到零和一之间。

如果摄像机高度低于Hmin 或高于Hmax，则使用正规化后的坐标从单一贴图获取颜色值。如果摄像机高度在 Hmin 

和 Hmax 之间，则从两个贴图获取颜色并进行插值。 

此插值可以为不同高度上的效果创造平滑的过渡。 

冰穴演示使用 GetPixelBilinear() 函数从贴图获取颜色。此函数利用下列代码返回滤波颜色值： 

使用高光溢出遮挡贴图可以防止在遮挡的不透明对象上混合高光溢出。下图显示了产生的效果。当摄像机进入

和离开时，遮挡的黑色在不透明柱子的后方，从而防止出现不正确的高光溢出。 

下图显示摄像机进入不透明底座后遮挡区域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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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9 进入不透明底座后的遮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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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冰墙效果 
在冰穴演示中，洞穴的冰墙上使用了细微的反射效果。此效果很细微，但为场景增添额外的真实感和气氛。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12.1 关于冰墙效果（第 6-159 页）。 

 6.12.2 修改和组合法线贴图以影响反射（第 6-160 页）。 

 6.12.3 从不同的法线贴图创建反射（第 6-162 页）。 

 6.12.4 向反射应用局部修正（第 6-164 页）。 

 

6.12.1 关于冰墙效果 

冰是一种难以复制的材质，因为光线会以不同的方式从它散射开来，具体取决于其表面的细微细节。反射可

以是完全清晰的、完全失真的，或介于两者之间。冰穴演示显示了此效果，并包含一个带来更高真实感的视

差效果。 

下图显示了展示此效果的冰穴演示： 
 

 
 

下图显示了此效果的特写： 

图 6-70 冰穴演示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6-160 

6 高级图形技术 
6.12 冰墙效果 

 

 

 

 

图 6-71 反射冰墙的特写 

 

6.12.2 修改和组合法线贴图以影响反射 

冰穴演示中的反射效果使用了正切空间法线贴图和计算而来的灰度虚构法线贴图。将这两种贴图与一些修改器

组合，创造了演示中的效果。 

灰度虚构法线贴图是正切空间法线贴图的灰度版本。在冰穴演示中，灰度贴图中的大部分值处于 0.3-0.8 范围

内。下图显示了冰穴演示所使用的正切空间法线贴图和灰度虚构法线贴图： 

图 6-72 正切空间法线贴图和灰度虚构法线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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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使用正切空间法线贴图 

冰穴演示中使用了正切空间法线贴图，因为它们具有生成的灰度中的一小范围的值。这意味着，正切空间法线

贴图在此渲染流程的后续阶段中发挥效果。 

另一个选择是使用对象空间法线贴图。这些贴图显示与正切空间法线贴图相同的细节，但也同时显示光线照射

到的位置。因此，生成的对象空间法线贴图灰度中的值范围太大，无法在渲染流程的后续阶段中发挥效果。下图显

示了此效果： 
 

 
 

向法线贴图的部件应用透明 

图 6-73 对象空间法线贴图和灰度效果 

灰度虚构法线贴图仅应用到没有雪的区域。为防止它们被应用到有雪的区域，可通过对相同的表面使用漫射

纹理贴图来修改灰度虚构法线贴图。此修改可在雪出现于纹理贴图中的位置上增大灰度虚构法线贴图的 

alpha 分量。 

下图显示了用于冰穴演示静态表面的漫射纹理贴图，以及它们应用到灰度虚构法线贴图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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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4 漫射纹理和带有透明区域的最终虚构法线贴图 

 

6.12.3 从不同的法线贴图创建反射 

将调整了透明度的灰度虚构法线贴图和真正法线贴图相组合，可创造出冰穴演示中展示的反射效果。 

调整了透明度的灰度虚构法线贴图 bumpFake 和真正法线贴图 bumpNorm 按比例组合。该组合使用了以下

函数： 
 

此代码意味着，在洞穴的昏暗部分中，主要的反射组成来自于灰度虚构法线。在洞穴的有雪区域，该效果来自于

对象空间法线。 

要应用使用灰度虚构法线贴图的效果，灰度必须转换为法线向量。要开始此流程，需要将法线向量的三个分量

设置为和灰度值相等。在冰穴演示中，这表示分量向量介于(0.3, 0.3, 0.3) 到 (0.8, 0.8, 0.8) 范围内。因为所有

分量都设置为相同的值，所有法线向量指向同一个方向。 

着色器向法线分量应用一个变换。它使用的变换通常用于将 0-1 范围中的值变换为 -1 到 1 范围中的值。执行

此更改的等式为，结果= 2 * 值 -1。此等式更改了法线向量，使得它们或者指向与之前相同的方向，或者指向

相反的方向。例如，如果原先具有分量 (0.3, 0.3, 0.3)，则生成的法线为 (-0.4, -0.4, -0.4)。如果原先具有分量 (0.8, 
0.8, 0.8)，则生成的法线为 (0.6, 0.6, 0.6)。 

变换到 -1 到 1 范围后，向量馈入到 reflect() 函数。此函数设计为使用正规化法线向量工作，但在这一情

形中，非正规化法线被传递到该函数。下列代码演示了着色器内置函数 reflect() 的工作方式： 

根据反射定律，将此函数与长度小于一的非正规化输入法线搭配使用时，会导致反射向量偏离法线的程度超过预

期。 

当法线向量分量的值低于 0.5 时，反射向量将切换到相反的方向。此时，将读取立方体贴图中的另一个部分。

这种在立方体贴图中不同部分间的切换，创造了在立方体贴图岩石部分反射的旁边反射立方体贴图中白色部分的

不均匀点效果。由于灰度虚构法线贴图中导致在正向和负向法线之间切换的区域也是产生被反射向量最为失真的角度

的区域，这创造了一种视觉引人的漩涡效果。下图显示了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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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5 冰雪反射中的漩涡效果 

如果着色器被编程为无非正规化固定阶段的虚构法线值，其结果则将具有对角条纹。这是显著的差别，因此这

些阶段非常重要。下图显示了没有固定阶段时生成的结果： 

图 6-76 无固定阶段的冰雪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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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 向反射应用局部修正 

向反射向量应用局部修正可提高反射效果的真实感。如果没有此修正，反射就不会像现实中一样随着摄像机位

置的变化而改变。对于摄像机侧向移动而言，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 

相关信息 

6.2.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生成正确的反射（第 6-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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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过程天空盒 
冰穴演示中使用一个时间系统来展示您可以通过局部立方体贴图实现的动态阴影效果。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13.1 关于过程天空盒（第 6-165 页）。 

 6.13.2 管理一天中的时间（第 6-166 页）。 

 6.13.3 渲染太阳（第 6-167 页）。 

 6.13.4 淡化群山后的太阳（第 6-168 页）。 

 6.13.5 子表面散射（第 6-170 页）。 

 

6.13.1 关于过程天空盒 

要获得动态时间效果，需要组合下列元素： 

 过程性生成的太阳。 

 代表昼夜更替的一系列淡化天空盒背景立方体贴图。 

 天空盒云朵立方体贴图。 

过程太阳和单独的云朵纹理也可创建计算成本低廉的子表面散射效果。

下图显示了天空盒的一个视图： 

 

图 6-77 冰穴演示中具有子表面散射的太阳渲染 

冰穴演示使用了视角方向从立方体贴图采样。这使得该演示可以避免渲染天空盒的一个半球。相反，它在洞穴

的孔洞附近使用平面。 

相较于渲染之后大体被其他几何体遮挡的半球，这样做可以提升性能。

下图显示了利用平面渲染的天空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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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8 利用平面渲染的天空盒 

 

6.13.2 管理一天中的时间 

此效果使用 C# 脚本管理一天中的时间的数学计算，以及昼夜更替动画。一个着色器而后组合太阳和天空贴图。您

必须为该脚本指定下列值： 

 淡化天空盒背景相位的数量。 

 昼夜更替的最长时长。 

对于每一个帧，该脚本选择天空盒立方体贴图并将它们混合在一起。选定的天空盒被设置为着色器的纹理，它在

渲染时将这些纹理混合在一起。 

为设置纹理，冰穴演示使用了Unity 着色器全局功能。这样，您可以在一个位置设置纹理，而后供应用程序的

所有着色器使用。下列代码对此进行了演示： 

备注 

使用的采样器名称不得与着色器在本地定义的名称冲突。 

 

脚本代码中进行了如下设置： 

 插值了两个立方体贴图。值 idx1 和 idx2 根据消逝的时间计算。 

 blendAlpha 因子，在着色器中用于混合两个立方体贴图。 

 正规化太阳位置，用于渲染太阳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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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的多个参数。 

 太阳的颜色。 

 云朵立方体贴图。ShaderCubemap1 和 ShaderCubemap2 是包含唯一取样器名称的两个字符串，本例

中为 _SkyboxCubemap1 和 _SkyboxCubemap2。 

为了在着色器中访问这些纹理，您必须使用下列代码声明它们： 

该脚本根据您指定的列表选择太阳颜色和环境颜色。它们针对每一个相位进行插值。

太阳颜色传递到着色器，从而使用正确的颜色渲染太阳。 

环境颜色用于动态设置 Unity 变量 RenderSettings.ambientSkyColor： 

设置此变量可使所有材质获得正确的环境颜色，同时也能让 Enlighten 在更新光照贴图时获得正确的环境颜色。

在冰穴演示中，此效果导致场景根据一天中所处的时段出现总体颜色的渐进变化。 

6.13.3 渲染太阳 

要渲染太阳，您必须在片段着色器中针对天空盒的每一像素检查它是否处于太阳圆周的内部。 

为此，着色器必须计算所渲染像素的世界坐标中正规化太阳位置向量和正规化视角方向向量的点积。 

下图显示了太阳的渲染。正规化视角向量和太阳位置的点积用于确定片段是渲染为天空 (P2) 还是渲染为太阳 

(P1)。 

图 6-79 渲染太阳 

通过 C# 脚本，将正规化太阳位置向量传递到着色器。 

 如果值大于指定的阈值，像素着色为太阳的颜色。 

 如果值小于指定的阈值，像素着色为天空的颜色。

点积也可朝着太阳边缘创造出淡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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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晴空中的太阳视图： 

图 6-80 晴朗天空条件下过程太阳渲染 

 

6.13.4 淡化群山后的太阳 

如果太阳在天空中的高度较低，会存在一个问题。在现实中，它会在群山背后消失。 

为创造这一效果，立方体贴图的 alpha 通道用于存储值 0（如果像素元代表天空）和值 1（如果像素元代表

大山）。 

在渲染太阳时，纹理被采样，其alpha 用于使太阳在群山背后淡化。此采样过程几乎自由，因为纹理已被采样

用于渲染群山。 

您也可以渐进淡化边缘附近或山上有雪覆盖区域的alpha。这可以产生阳光从白雪反弹的效果，而且几乎不需

要计算工作。 

类似的技巧也可用于为云朵创建计算代价低廉的子表面散射效果。

原始的相位立方体贴图分入两个独立小组。 

 一组立方体贴图包含天空和群山。其 alpha 值设为 0（天空）和 1（群山）。 

 另一组立方体贴图包含云朵。其 alpha 值在无云区域中设为 0，然后随着云朵变密而逐渐增大到 1。

下图显示了群山纹理。群山的 alpha 值为一，而天空的值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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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1 群山纹理 

在云朵天空盒中，空白区域 alpha 值为 0，有云朵覆盖区域的值渐变为 1。其 alpha 通道平滑淡化，确保云朵

的外观不像是人为置于天空中那样。下图显示了具有 alpha 的云朵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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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2 云朵纹理 

着色器执行如下工作： 

1. 对代表一天中当前时段的两个天空盒进行采样。 

2. 根据由 C# 脚本计算的混合因子混合两种颜色。 

3. 对云朵天空盒进行采样。 

4. 使用云朵 alpha 将点 2 的颜色与云朵的颜色混合。 

5. 将云朵 alpha 和天空盒 alpha 加到一起。 

6. 调用一个函数，计算太阳颜色对当前像素的作用。 

7. 将点 6 的结果和前面混合的天空盒与云朵颜色加到一起。

备注 

您可以将天空、群山和云朵放入一个天空盒内，优化这一序列。它们在冰穴演示中是分开的，以便美术师可以轻

松地分别修改天空盒和云朵。 
 

 

6.13.5 子表面散射 

您可以添加子表面散射效果，此效果使用 alpha 信息来增加太阳的半径。 

在现实中，太阳位于晴朗天空中时，其大小会显得相对较小，因为没有云层能够偏移或散射照向您的眼睛的光线

。您看到的是直接从太阳射来的光线，仅受到空气的些许漫射。 

当太阳被云朵遮挡时，但又没有完全遮蔽时，部分光线会在云朵周围散射。此光线可从与太阳稍有距离的方向进

入您的眼睛。这可以使太阳显得比实际大。 

冰穴演示中使用下列代码实现这一效果： 

函数的参数为 viewDirection 以及计算的 alpha，即云朵 alpha 和天空盒 alpha 加到一起后。

太阳位置和视角方向的点积用于计算一个缩放因子，它用于表示当前像素与太阳中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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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unDistanceFade 计算使用 smoothstep() 函数提供边缘附近从太阳中心到天空的更加平缓的渐变。这

可以使得太阳的半径在靠近云朵时加大，从而模拟子表面散射效果。 

此函数具有一个基于alpha 的变量域，晴朗天空中时其 alpha 为 0，范围则在 _SunParameters.z 到 1.0 内。

在此情形中，_SunParameters.z 在 C# 脚本中初始化为 0.995，它对应于直径为 5 度的太阳，cos(5 
degrees) = 0.995。 

如果被处理的像素包含云朵，则太阳的半径提高到 13 度，实现在靠近云朵时的加长散射效果。 

_sunOcclusionFade 因子用于根据从群山和云朵获得的遮挡，将太阳的作用值逐渐变小。

下图显示了未被云朵遮挡的太阳： 

 
 

 
 

下图显示了被云朵遮挡的太阳： 

图 6-83 太阳未被云朵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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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4 太阳被云朵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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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种发光的飞虫，在冰穴演示中用来增加动态感，并且演示将 Enlighten 用于实时全局照明的优点。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14.1 关于萤火虫（第 6-173 页）。 

 6.14.2 萤火虫生成器预制件（第 6-175 页）。 

 

6.14.1 关于萤火虫 

萤火虫由下列组件组成： 

 在运行时实例化的预制对象。 

 用于限制萤火虫飞行区域的盒碰撞器。 

这两个组件通过 C# 脚本组合在一起，该脚本管理萤火虫的运动并且定义它们遵循的路径。

下图显示了萤火虫： 

 

图 6-85 萤火虫 

萤火虫预制件使用 Unity 标准粒子系统生成萤火虫的轨迹。

下图显示了供萤火虫使用的 Unity 粒子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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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6 Unity 粒子系统设置

根据您要获得的效果，您可以使用 Unity Trail Renderer 来提供更为连贯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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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 Renderer 为每一道轨迹生成大量的三角形。您可以通过修改 Trail Renderer 的最小顶点距离设置来更改

三角形的数量，但较大的值可能会在来源移动速度太快时造成轨迹运动不连贯。 

最小顶点距离选项定义形成轨迹的顶点之间的最小距离。较高的数字对直线轨迹而言不错，但对曲线轨迹则会出

现外观不平滑。 

生成的轨迹始终朝向摄像机；因此，来源运动的任何断续可能会造成轨迹与自身重叠。这将导致因混合形成轨迹

的三角形而产生失真。 

下图显示了由重叠轨迹导致的失真： 
 

 

添加到预制件中的最终分量是点光源，它一边移动一边在场景中投射光线。 

图 6-87 重叠轨迹失真 

此光源影响提供光线反弹效果的Enlighten 全局照明，尤其是在场景的狭窄部分中，这些位置上由于光线分散

较少而使得光线反弹可见性更高。 

 

6.14.2 萤火虫生成器预制件 

萤火虫生成器预制件管理萤火虫的创建，并在每一帧上更新它们。它包含用于更新的 C# 脚本，以及封闭每个

萤火虫可以在其中运动的体积的盒碰撞器。 

该脚本将要生成的萤火虫数量取为参数，并利用预制件初始化萤火虫对象。由于萤火虫在包围盒内随机运动， 

它将变化限制在离开萤火虫运动方向的一个特定范围内。这可确保萤火虫不会突然改变方向。 

为生成随机运动，使用一个分段三次埃尔米特插值来创建控制点。埃尔米特插值提供了一个平滑、连贯的功能， 即

使不同的路径连接在一起也能正确运行。端点的第一次衍生也是连贯的，所以没有突然的速度变化。 

这种插值需要起点和终点各一个控制点，以及每个控制点两条切线。由于它们是随机生成的，该脚本可以存储

三个控制点和两条切线。它使用第一和第二控制点的位置来定义第一点切线，使用第二和第三控制点来定义第二控

制点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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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载时，该脚本为每一个萤火虫生成以下几项： 

 初始位置。 

 初始方向，利用 Unity 函数 Random.onUnitSphere() 生成。

下列代码演示了如何初始化控制点： 

初始控制点在一条直线上。切线从这些的控制点生成： 

 

为完成萤火虫初始化，您必须设置萤火虫的颜色，以及当前路径间隔的长度。 

在每一帧上，该脚本使用下列代码计算埃尔米特插值，更新每个萤火虫的位置： 

 

如果萤火虫完成了随机生成的整段路径，脚本从当前路径的终点开始创建一段新的随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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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法线转换工具 
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法线转换工具由 C# 脚本和着色器组成。该工具在 Unity 编辑器中离线运行，不会影响您

的游戏的运行时性能。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6.15.1 关于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法线转换工具（第 6-177 页）。 

 6.15.2 C# 脚本（第 6-177 页）。 

 6.15.3 WorldSpaceNormalCreator 着色器（第 6-180 页）。 

 6.15.4 WorldSpaceNormalsCreators C# 脚本（第 6-181 页）。 

 6.15.5 WorldSpaceNormalCreator 着色器代码（第 6-183 页）。 

 

6.15.1 关于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转换工具 

对冰穴演示的分析表明，其算术流水线中存在一个瓶颈。为降低负载，冰穴演示将世界空间法线贴图用于静态

几何体，而不是正切空间法线贴图。 

正切空间法线贴图可用于动画和动态对象，但需要额外的计算来正确定向取样的法线。 

由于冰穴演示中大部分几何体是静态的，法线贴图转换成世界空间法线贴图。这可确保为纹理取样的法线已在

世界空间中正确定向。此更改可以实现，因为冰穴演示光照是在一个自定义着色器中计算的，而Unity 标准着色

器使用正切空间法线贴图。 

转换工具由以下内容组成： 

 C# 脚本，用于在编辑器中添加新选项。 

 着色器，执行转换。 

该工具在 Unity 编辑器中离线运行，不会影响您的游戏的运行时性能。 

 

6.15.2 C# 脚本 

您必须将 C# 脚本放在Unity Assets/Editor 目录中。这可使脚本向Unity 编辑器中的 GameObject 菜单添

加新的选项。如果不存在此目录，请进行创建。 

下列代码演示了如何在 Unity 编辑器中添加新选项： 

下图显示了脚本所添加的 GameObject 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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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8 脚本添加的 GameObject 菜单选项 

C# 脚本中定义的类派生自 Unity ScriptableWizard 类，并且有权访问它的一些成员。从此类派生，生成

编辑器向导。编辑器向导通常通过菜单项打开。 

在 OnWizardUpdate 代码中，helpString 变量存放向导所创建的窗口中显示的帮助消息。 

isValid 成员用于定义何时选中了所有正确的参数，以及何时可使用创建按钮。在本例中，_currentObj 成
员已被选中，确保它指向有效的对象。 

向导窗口的栏位是该类的公共成员。在本例中，只有 _currentObj 是公共的，因此向导窗口只有一个栏位。

下图显示了自定义向导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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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9 自定义向导窗口

当选中了对象并且单击了创建按钮时，系统将调用   OnWizardCreate()  函数。OnWizardCreate() 

函数执行转换的主要工作。 

为转换法线，该工具创建一个临时摄像机，将新的世界空间法线渲染到 RenderTexture。为此，摄像机被

设置为正交模式，对象的图层更改为未使用的层级。这意味着，它可以自行渲染该对象，即使它已经是场景的一

个部分。 

下列代码演示了如何设置此摄像机： 

脚本设置了执行转换的替换着色器： 

 

摄像机被指向对象。这可防止对象在视锥体剔除期间被移除： 
 

对于分配至对象的每一材质，脚本查找 _BumpMap 纹理。此纹理设置为利用着色器全局函数的替换着色器的
来源纹理。 

清色设置为 (0.5,0.5,0.5)，因为必须表示指向负方向的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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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渲染了场景后，像素被读回，并保存为 PNG 图像。 

摄像机剔除遮罩使用二进制遮罩（用十六进制格式表示）指定要渲染的图层。

本例中使用了图层 30： 

 

其十六进制格式为 0x40000000，因为它的第三十位被设为 1。 

 

6.15.3 WorldSpaceNormalCreator 着色器 

实施转换的着色器代码非常简单明了。它不使用实际的顶点位置，而将顶点的纹理坐标用作其位置。这使得对

象投影到一个 2D 平面上，与纹理化时相同。 

为使 OpenGL 流水线正确运作，UV 坐标从标准的 [0,1] 范围移到 [-1,1] 范围，并逆转 Y 坐标。未使用 Z 
坐标，所以它可以设置为 0 或在近处和远处剪切平面内的任何值： 

 

法线、切线和双切线在顶点着色器中计算，并传递到片段着色器以执行转换： 

 

片段着色器： 

1. 将法线从正切空间转换为世界空间。 

2. 将法线缩放到 [0,1] 范围。 

3. 将法线输出到新纹理。

下列代码对此进行了演示： 

 

下图显示了处理之前的正切空间法线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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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该工具生成的世界空间法线贴图： 

图 6-90 原始正切空间法线贴图 

 

 

 
6.15.4 WorldSpaceNormalsCreators C# 脚本 

以下是 WorldSpaceNormalsCreators C# 脚本的代码： 

图 6-91 生成的世界空间法线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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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5 WorldSpaceNormalCreator 着色器代码

以下是 WorldSpaceNormalCreator 着色器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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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虚拟现实 

本章节描述了调整应用程序或游戏以便在虚拟现实硬件上运行的流程，同时介绍了虚拟现实中实施反射的一些

区别。 

它包含下列部分： 

 7.1 Unity 虚拟现实硬件支持（第 7-185 页）。

 7.2 Unity VR 移植流程（第 7-186 页）。

 7.3 移植到 VR 时需要考虑的问题（第 7-189 页）。

 7.4 VR 中的反射（第 7-191 页）。

 7.5 结果（第 7-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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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虚拟现实 

7.1 Unity 虚拟现实硬件支持

7.1 Unity 虚拟现实硬件支持 

有多种类型的虚拟现实 (VR) 硬件具有Unity 支持。Unity 原生支持一些设备。也可通过插件实现对一些其他设

备的支持。 

如果设备具有原生 Unity VR 支持，它实现的性能要高于使用插件支持的设备。这是因为 Unity 为具有原生Unity 
VR 支持的设备实施了内部优化。

下列设备具有原生 Unity VR 支持：

 Oculus Rift。
 Samsung Gear VR。

 PlayStation VR。

 Microsoft Hololens。

下列设备可通过插件支持 Unity VR：

 Google Cardboard。
 Moverio。
 HTC Vive 以及 Steam VR 平台支持的其他设备。

多种其他设备可借助面向 Unity 的开源虚拟现实 (OSVR) 插件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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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Unity VR 移植流程 
应用程序或游戏移植到原生 Unity VR 是一个多阶段流程。

应用程序移植到 Unity VR 时需要的阶段有：

1. 安装 Unity 5.1 或更高版本。Unity 5.1 和更高版本原生支持 VR。

2. 若有必要，可从适当的网站获取您的设备的签名文件，并将它放入设备上指定的文件夹中。

对于运行冰穴演示的 Samsung Gear VR，则应访问 Oculus 开发者网站

https://developer.oculus.com/osig。Samsung 设备的签名文件必须放入 Plugins/Android/assets
文件夹。

3. 在 Unity 中，选择打开文件 > 构建设置 > 播放器设置。此时显示“播放器设置”窗口。在“其他设置”部分中，

打开支持虚拟现实选项。

下图显示了此窗口的屏幕快照。

图 7-1 播放器设置窗口

4. 设置摄像机的父级。所有摄像机控制必须设置相对于此摄像机父级的位置和朝向。

5. 根据需要，将摄像机控制与 VR 耳机触控板关联。

6. 对于 Android 设备，启用开发者选项并打开 USB 调试。

下图显示了开发者选项菜单。

https://developer.oculus.com/o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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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开发者选项菜单

7. 生成应用程序，并将它安装到设备上。

8. 启动应用程序。

在Samsung 设备上启动应用程序时，它将提示您将设备插入耳机。如果设备尚未做好VR 准备，它将提示您

连接网络下载 Samsung VR 软件。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7.2.1 启用 Samsung Gear VR 开发者模式（第 7-187 页）。

7.2.1 启用 Samsung Gear VR 开发者模式

开发者模式可以帮助您视觉化呈现运行的 VR 应用程序，而不必将设备插入 VR 耳机。

如果之前安装过已签名VR 应用程序，则可启用 Samsung Gear VR 开发者模式。如果之前未安装过已签名 VR 
应用程序，请安装一个已签名 VR 应用程序，以便能启用此模式。

启用开发者模式： 

1. 在 Samsung 设备上，选择设置 > 应用管理器 > Gear VR 服务。

2. 选择管理存储。

3. 点击 VR 服务版本六次。

4. 等待扫描流程完成。此时显示开发者模式开关。

备注 

使用开发者模式将缩短手机的电池续航时间，因为它将覆盖未使用时关闭耳机的所有设置。 

下图显示了来自 Samsung Gear VR 开发者模式视图的冰穴屏幕快照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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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在 Samsung Gear VR 开发者模式中运行的 VR 应用程序的屏幕快照示例



ARM 100140_0303_00_cn 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7-189 

7 虚拟现实 
7.3 移植到 VR 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7.3 移植到 VR 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VR 创造了与其他应用程序类型大为不同的用户体验。这意味着一些适用于非 VR 应用程序或游戏的项目对VR 
无效。 

针对几位不同的用户测试应用程序，判断其舒适程度并调整代码，让他们找到舒适的体验。 

在非VR 游戏中悦目的摄像机动画可能会在游戏的VR 版本中令人不适。例如，非VR 的冰穴演示具有针对摄

像机的动画模式。部分用户感觉这令人不适，并产生运动病症，尤其是当摄像机向后移动时。移除此模式可以防

止这种让人不安的体验。 

非 VR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手机的触控屏幕或倾斜手机来进行控制，而在VR 应用程序中可能无法实现这些控制

机制。例如，原始版本的冰穴演示利用两个虚拟手柄控制摄像机，而这在VR 设备上不可工作，因为无法访问触

控屏幕。冰穴VR 演示设计为可以在Samsung Gear VR 上运行，其耳机一侧配有触控板。使用触控板而非触

控屏幕，即可解决此问题。 

下图显示了 Samsung Gear VR 耳机上的触控板。 

图 7-4 Samsung Gear VR 耳机触控板位置 

用户可能会发现，一些在非VR 应用程序中正常的视觉特效在VR 应用程序中出现错误。例如，非VR 版冰穴

演示使用了一个脏镜头光晕效果，它会根据摄像机与太阳的对齐情况改变强度。在 VR 中测试此效果的用户发

现它显示错误，所以它已被去除。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7.3.1 摄像机的外部设备控制（第 7-189 页）。 

 

7.3.1 摄像机的外部设备控制 

VR 可以从通常不与手机和移动设备关联的控制方法获益。其中一些方法值得考虑，具体取决于应用程序的目

标受众。 

可以使用控制器，通过蓝牙将它们与VR 设备连接。为实现这一点，冰穴演示使用了一个扩展Unity 功能的自

定义插件，使得它能够解读 Android 蓝牙事件。这些事件触发摄像机的运动。 

下图显示了可用于冰穴演示的蓝牙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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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控制冰穴演示的蓝牙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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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VR 中的反射 
反射在任何 VR 应用程序中都很重要。现实世界包含许多反射，所以游戏或应用程序中缺乏它们，人们会注

意到。 

VR 中的反射可以使用传统游戏所用的相同技巧，但必须加以修改，使它能够配合用户所看到的立体视觉输出。

良好实施反射可以让应用程序或游戏变得更加真实、更有沉浸感。然而，在VR 中实施反射时您必须考虑一些

额外的问题。 

本节包含以下小节： 

 7.4.1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反射（第 7-191 页）。

 7.4.2 组合不同类型的反射（第 7-191 页）。

 7.4.3 立体反射（第 7-191 页）。

7.4.1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反射 

您可以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创建反射。这种方法避免了每一帧创建反射纹理，而是从预先渲染的立方体贴图获

取反射纹理。此方法根据立方体贴图生成的位置和场景包围盒，对反射向量应用局部修正，并使用该信息来获取正

确的纹理。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生成的反射不会出现像素不稳定或像素闪光，而在运行时为每一帧生成反射时可能会有这

样的问题。 

有关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反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现反射（第 6-98 页）。

7.4.2 组合不同类型的反射 

需要使用不同的反射生成技巧，从而获得最佳的性能和效果。具体需要哪一种技巧取决于反射表面的形状，以

及反射表面和被反射对象是静态还是动态。来自不同反射生成技巧的结果必须进行组合，从而产生用户所见到的

结果。 

有关组合不同反射类型的信息，请参见 6.3 组合反射（第 6-114 页）。

7.4.3 立体反射 

在非VR 游戏中，只有一个摄像机视点。而在VR 中，每只眼睛都有一个摄像机视点。这意味着，必须为每只

眼睛单独计算反射。 

如果向两只眼睛呈现相同的反射，那么用户很快就会注意到反射中没有深度。这与他们的预期不符，可能会破

坏他们的沉浸感，给 VR 体验的质量造成负面影响。

为修正此问题，必须计算并显示两个反射，同时根据用户在游戏中观察时每只眼睛的位置加以正确调整。 

为了在冰穴演示中实施这些反射，它将两个反射纹理用于来自动态对象的平面反射，并使用两个不同的局部修

正反射向量从一个供静态对象反射使用的单一局部立方体贴图获取纹理。 

反射可能是动态或静态对象。每一种反射需要进行一组不同的更改，才能在 VR 中工作。

在 Unity VR 中实施立体平面反射

在 VR 游戏中实施立体反射需要对非 VR 游戏代码进行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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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之前，请先确保在 Unity 中启用了虚拟现实支持。为此，请选择构建设置 > 播放器设置 > 其他设置， 

再选中支持虚拟现实复选框。 

动态立体平面反射 

动态反射要求进行一些更改，从而为两只眼睛生成正确的结果。 

您必须创建两个摄像机，并且为每个摄像机创建要渲染到的目标纹理。禁用两个摄像机，使它们的渲染通过程

序执行。然后，为两者附加下列脚本。 

此脚本使用主摄像机的位置和朝向设定反射摄像机的位置和朝向。为此，它将调用 

SetUpReflectionCamera() 函数，紧接在左右反射摄像机渲染之前。下列代码演示了此函数的实施方式。 

此函数计算反射摄像机的视图和投影矩阵。它决定了反射变换，以应用到主摄像机的视图矩阵 

worldToCameraMatrix。 

为设置每只眼睛的摄像机位置，可将下列代码添加到这一行后面：Matrix4x4 m = 
Camera.main.worldToCameraMatrix * reflection;: 

左眼 

右眼 

 

移位值 stereoSeparation 为 0.011。stereoSeparation 值是眼睛分离值的一半。 

将另一脚本附加到主摄像机，以控制左右两个反射摄像机的渲染。下列代码演示了此脚本的冰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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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脚本在主摄像机的 OnPreRender() 回调函数中处理左右反射摄像机的渲染。先对左眼调用此脚本一次，

而后对右眼调用一次。eyeIndex 变量为各个反射摄像机分配正确的渲染顺序，并将正确的反射应用到主摄

像机的每个眼睛。第一次调用该回调函数时，将假定其针对的是左眼。这是 Unity 调用 OnPreRender() 方
法的顺序。 

检查为各个眼睛使用的不同纹理 

检查脚本是否为各个眼睛正确生成不同的渲染纹理，这一点很重要。测试是否为每个眼睛显示了正确纹理： 

步骤 

1. 更改脚本，使它将 eyeIndex 值作为统一变量传递到着色器。

2. 对反射纹理使用两种颜色，分别用于各个 eyeIndex 值。

如果您的脚本正常工作，其输出将类似于下图，其中显示了两个不同的稳定反射处于可见状态的屏幕快照。

图 7-6 正确反射纹理输出检查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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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立体反射 

您可以使用立方体贴图，高效地创建来自静态物体的立体反射。唯一的差别在于，您必须使用两个反射向量从

立方体贴图获取像素元，分别用于每只眼睛。 

Unity 提供了一个内置的值，用于在着色器中访问世界坐标表示的摄像机位置： 

_WorldSpaceCameraPos. 

但在VR 中，需要左、右两个摄像机的位置。_WorldSpaceCameraPos 无法提供左、右两个摄像机的位置。

因此，您必须使用脚本计算左、右两个摄像机的位置，并将结果作为统一变量传递到着色器。 

在可以传递摄像机位置信息的着色器中声明新的统一变量： 

计算左、右两个摄像机位置的最佳场所是附加到主摄像机的脚本中，因为这可以轻松访问主摄像机视图矩阵。

下列代码演示可如何对 eyeIndex = 0 情形进行此操作。 

代码修改了主摄像机的视图矩阵，以设置用局部坐标表示的左眼位置。左眼位置需要在世界坐标中，所以要查

找逆矩阵。左眼位置通过统一变量 _StereoCamPosWorld 传递到着色器。 

代码对右眼相同，除了立体分离是从 mWorldToCamera[12] 相减而来，而不是相加而得。

在顶点着色器中，您必须找到下面这一行，它负责计算视图向量： 

 

将它替换为下面这一行，以使用通过世界坐标表示的新左、右眼摄像机位置： 

实施了立体反射时，它在应用程序以编辑器模式运行时可见，因为反射纹理会由于它不断从左眼改为右眼而闪烁

。这种闪烁在 VR 设备上不可见，因为对每只眼睛使用了不同的纹理。 

优化立体反射 

如果不作进一步优化，立体反射实施将始终运行。这意味着，反射不可见时其处理时间就会浪费。 

在对反射本身执行任何工作之前，插入检查反射表面是否可见的代码。为此，可将类似下例所示的代码附加到

反射对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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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了这个类后，在附加到主摄像机的脚本中使用以下 if 语句，使得仅在反射对象可见时才执行立体反射的计

算。 

其余的代码放入到此 if 语句内。此 if 语句使用 IsReflectiveObjectVisible 类检查反射对象是否可

见。若不可见，则不计算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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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结果 

7.5 结果 

此工作创建了您的游戏的VR 版本，它实施的立体反射有益于加强沉浸感，提高整体的VR 用户体验。更改为

立体反射可以大幅提升用户体验；这是因为，如果不实施，人们会注意到反射缺少深度。 

下图显示了冰穴演示在开发者模式中运行时的屏幕照示例，它展示了所实施的立体反射。 

图 7-7 冰穴演示屏幕快照 

 
 



第  8  章
Vulkan

本章将介绍 Vulkan 及其启用方法。
Vulkan 是 Khronos Group 提供的一个跨平台处理图形和计算的 API，与 OpenGL 和 
OpenGL ES 相比，它有许多优势。这些优势包括：
• 为移动设备、桌面设备、控制台、服务器和嵌入式系统提供一个统一的 API 框架。• 具备各种功能，可为硬件提供支持。
• 尽量降低驱动程序开销，以帮助 GPU 硬件实现高性能。
• 应用程序可获取更多对 GPU 和计算资源的低级别访问权限。
• 减少应用程序处理器瓶颈。
• 支持多线程和多处理。
• 高效使用多个应用程序处理器。
• 使用适用于着色器的 SPIR-V 中间语言，减少运行时内核编译时间。
• 无需附带着色器源代码。
• 应用程序处理器开销更低，驱动程序进行了简化，并使用了更多片上存储器，因此能耗更

低。
它包含以下部分:
• 8.1 关于 Vulkan (第 8-198 页) 
• 8.2 关于 Unity 中的 Vulkan (第 8-200 页)  
• 8.3 在 Unity 中启用 Vulkan (第 8-201 页)  
• 8.4 Vulkan 案例研究 (第 8-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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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关于 Vulkan
Vulkan 是 Khronos Group 提供的一个跨平台处理图形和计算的 API。
与以往的 OpenGL 和 OpenGL ES 标准相比，Vulkan 拥有很多优势：

Vulkan 可为移动设备、桌面设备、控制台和嵌入式系统提供一个统一 API 框
架。它的可移植性运用广泛，并可用于多种应用程序。

驱动程序更简单
Vulkan 使用的驱动程序更简单，可 大限度地减少驱动程序开销。更低的延迟和更高的
能效意味着，与使用 OpenGL ES 3.1 的应用程序相比，使用 Vulkan 的应用程序性能更
高。
更简单的驱动程序可减少应用程序处理器瓶颈。
您的应用程序执行资源管理，并可直接对 GPU 进行低级别控制。

多线程和多处理
Vulkan 支持跨多个应用程序处理器来实施多线程处理。通过这个功能，您可以高效使
用多个应用程序处理器，从而降低处理负载和功耗。
您的应用程序会控制线程管理和同步。

Command Buffer

SPIR-V

您可以使用多线程来给command buffer并行地创建命令。此外，您还可以使用单独的
提交线程将command buffer放入命令队列。
您可以添加图形、计算和 使用DMA的command buffer。
不同的图形、DMA 和计算队列可为作业分配提供灵活性。
借助多线程命令创建，您的代码能够跨多个应用程序处理器内核来完成运行，从而提高
性能。通过使用多个以较低时钟率运行的应用程序处理器（而不用一个时钟率更高的处
理器）也可降低功耗。

Vulkan 使用 SPIR-V 中间语言，它支持通用的前端语言。
SPIR-V 是一种支持多API的中间语言，能同时支持计算和图形处理。它包括流控制、图形和并行计算结构。
它可以为 Vulkan 着色器和 OpenCL 内核源语言提供本机表示。
多个平台可以使用同一个 SPIR-V 前端编译程序生成预编译着色器。使用 SPIR-V 意味着 Vulkan 驱动程序中没有前端编译程序，所以驱动程序更简单，着
色器编译速度也更快。
使用中间语言意味着您的应用程序无需附带着色器源代码。此外，它还提供了在将来使
用不同着色语言的灵活性。

可加载的layer
      借助 Vulkan，您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加载软件layer以进行测试和调试。

多余的软件layer可以拿掉，因此您的产品上市不会产生测试开销。
多通道渲染

多通道渲染是一种在render pass中提前规划好所有内容的技术。您可以为每个sub 
pass指定不同的输出，并将它们链接在一起。
在一个sub pass中的像素访问同一像素位置上的前一个sub pass的结果时，驱动程序
可以借助多个render进行优化。通过这种方式，数据可以包含在快速片上存储器中，
从而节省带宽和电量。此流程比基于 tile-based 的GPU（如 Mali™ GPU）更高效。多通道渲染的使用情形示例包括：
• 延迟渲染
• Soft-particle• 色调映射

下图显示了 Vulkan 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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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overhead driver
with direct GPU control

Application

· Allocates memory.
· Manages threads.
· Generates command buffers

with multiple-threads.
· Submits work to multiple

queues.

Mali GPU

Front-end compiler

Loadable layers for 
debug and validation

SPIR-V
pre-compiled 

shaders

图 8-1  Vulkan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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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关于 Unity 中的 Vulkan
在 Unity 中使用 Vulkan 的优势。
Vulkan 的许多优势都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 Vulkan 的驱动程序比 OpenGL 和 OpenGL ES 更
加简单。
但是，这也存在一些风险，即大部分管理工作都必须在应用程序中进行处理，而这种低级别访问
让应用程序的编写更加复杂。
Unity 会为您处理大部分这类工作，所以，您的应用程序将自动受益于 Vulkan 的增强性能。
在 Unity 中，您需要做的就是将 Vulkan 添加到 Unity 可用于构建应用程序的图形 API 列表
中。
Vulkan 比 OpenGL ES 更高效，它可以降低能耗并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如果可用的话，它通
常就是更好的选择。如有以下情况，请考虑使用 Vulkan：
• 您希望应用程序拥有 佳性能。
• 您的应用程序受应用程序处理器的限制。
• 您怀疑由于使用 OpenGL 或 OpenGL ES 驱动程序引发了问题。

8 Vul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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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在 Unity 中启用 Vulkan
以下介绍在 Unity 5.6 中启用 Vulkan 的过程。
启用 Vulkan 的步骤：
1. 选择 File > Build Settings …。
2. 在新窗口对话框中，按下 Player Settings … 按钮。
3. 在 Player Settings 窗口中，找到 Other Settings 部分。
4. 确保未选中 Auto Graphics API 复选框，这样才能手动选择 API。
5. 要将 Vulkan 添加为 API，按下 +，以将新 API 添加到列表，并添加 Vulkan。Vulkan 将

添加为 后一个选项。
6. 要将 Vulkan 设置为主要 API，请选中 Vulkan，并将其移动到列表顶端。
现在，Vulkan 是玩家的主要 API。如下图所示。

图 8-2  Unity API 选择
您可以移除其他两个 API，让 Vulkan 成为唯一的 API。
那么，请选择一个 API，并按下 – 将其移除。

8 Vulkan
8.3 在 Unity 中启用 Vulkan

100140_0303_00_zh 8-201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8.4 Vulkan 案例研究
游戏开发公司 Infinite Dreams 如何使用 Vulkan 提高性能。
移动游戏开发公司 Infinite Dreams 开发了流行的移动游戏 Sky Force Reloaded。Sky Force
Reloaded 采用丰富的图形环境，设计有激烈的动作，对应用程序处理器和 GPU 的要求都很
高。Sky Force Reloaded 初通过采用 OpenGL ES 的 Unity 构建。

图 8-3  Sky Force Reloaded
Sky Force Reloaded 优化

初的游戏开发营造了所需的丰富图形体验。下一阶段就是优化。
该游戏在图形方面非常复杂，屏幕上会同时显示很多内容，因此团队认为 应该进行优化的方面
就是填充率。填充率方面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降低帧缓冲区的分辨率来解决。
但是，在他们尝试使用低分辨率渲染游戏后，仍然会出现性能问题。即使在高端设备上，也不可
能始终将每秒帧数 (FPS) 维持在 60。团队发现该游戏会进行大量draw call。有时，每帧的
draw call多达 1000 个。
每个draw call都会占用计算开销，因此，要进行大量draw call则需要占用巨大的计算开销。这
将导致OpenGL ES 驱动程序使应用程序处理器在长时间内一直忙于为 GPU 准备数据。因此，
即使采用高端移动设备，也会面临运行速度减慢的情况。
为了进行优化，团队需要 大限度地减少draw call的数量，或对其进行修改，以便游戏引擎对
其进行批处理。但是，这样迟早是会影响游戏质量的。
测试 Vulkan
该团队听说了 Vulkan，他们决定看看 Vulkan 能否提高游戏性能。
在 Unity 中，Vulkan 只是一个渲染 API，而 Unity 负责处理所有繁重的工作。该团队只需在
Unity 中激活 Vulkan，便可让Vulkan开始工作。
为了测试 OpenGL ES 与 Vulkan 之间的差异，该团队分析了此款游戏。在游戏里，存在一些
OpenGL无法达到 60 FPS 的慢速环节，他们挑选了其中一个环节作为测试对象。为了比较 
OpenGL ES 与 Vulkan 之间的性能差异，开发团队根据这部分游戏内容创建了一个合成基准。
该基准使用可重复的场景来让API完成渲染，对两种 API 都进行一致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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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图中，您会发现 Vulkan 能在大部分时间保持 60 FPS，而 OpenGL ES 很难做到这一点。
与使用OpenGL ES相比，使用Vulkan后，整体性能提升了15%。考虑到 Vulkan 只是一个图形 API，该团队认为这个结果非常理想。
下图显示了对比 OpenGL ES 和 Vulkan 的基准测试结果：

图 8-4  对比 OpenGL ES 和 Vulkan 的 Sky Force Reloaded 基准测试
测试 Vulkan 的其他性能
认识到 Vulkan 能够在大部分时间保持 60 FPS 的运行速度后，该团队开始好奇 Vulkan 到底可
以将性能提高多少呢。
开发人员开始将额外的一些对象添加到基准测试里，直到 Vulkan 也无法实现 60 FPS，这导致OpenGL ES 与 Vulkan 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平均而言，Vulkan 的速度比 OpenGL ES快 
32%。
下图显示了对比 OpenGL ES 和 Vulkan 的基准测试结果，此时的场景中添加了一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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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添加对象后的 Sky Force Reloaded 基准测试
确实有一些额外的性能可以加以利用，因此该团队开始考虑如何在游戏中利用这股额外的力量。
他们添加了更多图形、particle、对象和动画。该团队发现他们能让游戏画面看起来更丰富，同
时仍能保持 60 FPS。可以达到这样棒又没有附加费用的优化结果全要归功于Vulkan。
Vulkan 视频对比
有关视频对比，请访问：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Skp-QZ37M  。
该视频通过并排形式显示了 Vulkan 版本与 OpenGL ES 版本的性能对比。左侧的游戏使用的是
OpenGL ES。右侧的游戏使用的是 Vulkan。两个版本的运行速度都是每秒 60 帧。
在同样的帧速率下，Vulkan 能渲染的星星数量比 OpenGL ES 版本多六倍，子弹数量多一倍。
使用 OpenGL ES 时，渲染相同数量的对象会导致在复杂的场景下帧速率大幅下降。在同样的帧
速率下，与 OpenGL ES 相比，Vulkan 支持您向屏幕添加更多几何图形。
下图显示了对比视频中的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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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对比 OpenGL ES 和 Vulkan 的 Sky Force Reloaded 帧

Vulkan 的功耗
Sky Force Reloaded 是一款应用程序处理器和 GPU 密集型游戏。有些玩家甚至抱怨过游戏耗
电速度太快。该团队不希望游戏控制台般的质量受到丝毫影响，所以他们反复查验，想看看
Vulkan 能否提供帮助。他们使用 Vulkan 进行了测试，以查看它能否降低功耗，从而延长电池
寿命。在 Unity 中启用 Vulkan 能够降低 10-12% 的功耗，从而延长 10-12% 分钟的游戏时间。
有关视频对比，请访问：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7nXq8oo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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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Mali Graphics Debugger

本章将介绍 Mali Graphics Debugger (MGD)。
它包含以下部分:
• 9.1 关于 Mali Graphics Debugger (第 9-207 页) 
• 9.2 MGD 功能 (第 9-208 页) 
• 9.3 启用 MGD (第 9-210 页) 
• 9.4 在使用 Vulkan 的环境中启用 MGD (第 9-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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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关于 Mali Graphics Debugger
Mali Graphics Debugger 是一种适用于 OpenGL ES、Vulkan 和 OpenCL 的 API 跟踪和调试
工具。它可以帮助您识别应用程序可能存在的问题。
Mali Graphics Debugger 为您提供了一组工具，让您能够监控并分析应用程序的操作。
它可以显示不同类型的信息和统计数据，从而告诉您有关应用程序的数据存取和处理情况。您可
以借助此信息调试应用程序或识别性能瓶颈。
下图即为 Mali Graphics Debugger：

图 9-1  Mali Graphics Debugger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developer.arm.com/product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graphics-development-tools/mali-graphics-debu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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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MGD 功能
Mali Graphics Debugger 有大量功能可帮助您识别应用程序可能存在的问题。
借助 MGD，您能够跟踪 API 调用，并了解其在应用程序中的逐帧效果。此外，它还可以突出
显示常见的 API 问题，并提供性能改进建议。
MGD 具有以下功能和优势：
跟踪 API 调用

对draw call逐个检查，发现问题，查找出冗余的draw call，助您发现优化机会。
通过参数、时间、进程 ID 和线程 ID 跟踪 OpenGL ES、Vulkan、EGL 和OpenCL 
API 调用。
它从一开始就可以进行全方位跟踪，且会自动检查错误。它具有搜索功能，还包含多进
程支持。
自动跟踪视图使您能够在遇到特定帧时自动运行一系列标准 MGD 命令。

大纲视图
大纲视图支持您在帧级别进行核查，以查找哪些draw call具有更大的几何影响。您可
以快速调用重要的绘图操作，如帧、渲染目标和draw call。

目标状态调试
目标状态调试可以全方位展示跟踪过程中任何一点的图形状态和状态更改。此外，您还
可以使用它发现状态更改的时间和方式。
每次在跟踪中选定新 API 调用时，状态就会更新。这有助于调试问题并了解出现性能问
题的原因。
您可以在大纲视图和跟踪视图之间顺畅地跳转，有助于您进行调查。

跟踪统计和分析
您可以分析跟踪，以查找常见问题（如性能警告）。
MGD 提供有关跟踪的每帧以及每个draw call的高级别统计数据。
此外，MGD 还通过在跟踪视图中突出显示有问题的 API 调用来显示 API 误用。

统一和顶点属性数据视图
在您选择draw call后，MGD 会显示所有相关的统一和顶点属性数据。通过顶点属性
和统一视图，您可以查看顶点和索引缓冲区数据。您可以对它们进行分析，以查看其
在应用程序中的使用情况。
统一视图显示统一值，如采样器、矩阵和数组。
顶点属性视图显示顶点属性，如顶点名称和顶点位置。

缓冲区和纹理访问
纹理视图能让您看到应用程序中的纹理使用，帮助您识别压缩纹理或更改格式的机会。
只要它们发生更改，系统就会捕获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缓冲区。这让您能够了解各个 
API调用是如何影响缓冲区的。
上传的所有纹理都以原始分辨率捕获，让您可以检查纹理的尺寸、格式和类型。此外，
您还可以访问所有大型资源（包括数据缓冲区和纹理），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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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色器报告和统计数据
着色器统计数据和循环计数可帮助您了解哪些顶点和片段着色器 耗计算开销。
系统将测量应用程序使用的所有着色器。对于各draw call，MGD 会计算着色器执行的次数，并计算总体统计数据。
各着色器也会通过 Mali Offline Compiler 进行编译。这样可以通过静态方式分析着
色器，以显示各 GPU 管线的指令数以及工作寄存器和统一寄存器的数量。

帧捕获和分析
MGD 可以捕获帧，以便您分析各draw call的效果。
每次完成draw call后，系统都会捕获各帧缓冲区的原始分辨率快照。快照捕获在目标设备上进行，因此您可以调查与目标相关的故障或精度问题。
此外，您还可以导出捕获图像，进行单独分析。

替代绘制模式
MGD 包含多种可以帮助您分析帧的专用绘制模式。您可以将它们用于实时渲染和帧捕
获：
原生模式

在原生模式下，帧会通过原始着色器进行渲染。
过度绘制模式

过度绘制模式会突出显示出现过度绘制的位置。您可以通过查看过度绘制捕获和
柱状图来分析过度绘制像素对每个帧缓冲区的影响。

着色器图模式
在着色器图模式下，原生着色器会替换为不同的纯色。这可以向您显示在一个帧
中使用不同着色器的位置。

片段计数模式
在片段计数模式下，系统会计算为每个帧处理的所有片段。这可以向您显示一个
帧的不同部分使用的片段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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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启用 MGD
以下介绍如何在 Unity 中启用 MGD。
MGD 库加载已集成到 Unity 中。您可以通过将 MGD 和 Unity 配合使用来分析 OpenGL ES 应
用程序。
要启用 MGD，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拥有 Unity 5.6 或更高版本。
• 您的 Android 设备必须采用 Android 4.2 或更高版本。
• 拥有 https://developer.arm.com/graphics 提供的 新版 MGD。
• 拥有 Android 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 您的 PATH 必须包括 adb 二进制文件的路径。
• 您必须具有与目标设备的有效 ADB 连接。ADB 必须能返回设备的 ID，且没有权限错误，同

时您必须能执行应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 Android 设备文档。
• 您的目标设备必须允许在端口 5002 上进行 TCP/IP 通信。
要为 Unity 应用程序添加 MGD 支持，请遵循以下步骤：
1.

找到 MGD 安装文件夹。例如，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默认的安装路径是
C:\Programs Files\ARM\Mali Developer Tools\Mali Graphics Debugger vX.Y.0。
找到包含 MGD Android Application MGD.apk 的子文件夹 target\android\arm\。
要将此 apk 安装到您需要分析 Unity 游戏或应用程序的 Android 设备上，请键入此命
令：
adb install -r MGD.apk

2.
在 target\android\arm\unrooted\armeabi-v7a\ 下的 MGD 安装文件夹中找到
libMGD.so 库。
在 Unity 项目中，创建子文件夹 Assets\Plugins\Android\。将 libMGD.so 库放置在此
处。

图 9-2  将 libMGD.so 复制到 Unity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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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Unity Build Settings 对话框中，选中 Development Build 选项。这会指示 Unity 将libMGD.so 库打包到 apk 中，并在主机设备上运行时进行加载。
生成 apk。

图 9-3  选中 Development Build 选项
4.

要在 Android 设备上安装支持 MGD 的 Unity 应用程序，请键入：
adb install -r YourApplication.apk

5.
要使 MGD 通过 USB 连接到守护程序，请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adb forward tcp:5002 tcp:5002

9 Mali Graphics Debugger
9.3 启用 MGD

100140_0303_00_zh 9-211版权所有 © 2014-2017 ARM。保留所有权利。
非机密 



6.
在主机上启动 MGD Android 应用程序，并通过滑动按钮启用 MGD 守护程序。链接到
libMGD.so 库的 Unity 应用程序将列出。

图 9-4  启用 MGD 守护程序
7.

在桌面设备上启动 MGD。单击 图标，以连接到目标并开始跟踪。
MGD 会等待跟踪输入。

8.
在您的设备上点击由 MGD Android 应用程序列出的应用程序。MGD 拦截器将应用程
序发出的所有 OpenGL ES 和 EGL 调用发送到 MGD 主机应用程序。

下图显示了 MGD 跟踪采用 OpenGL ES 的 Unity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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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MGD 跟踪采用 OpenGL ES 的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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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在使用 Vulkan 的环境中启用 MGD
以下介绍如何在采用 Vulkan 的 Unity 中启用 MGD。
MGD 支持对使用高性能 Vulkan API 开发的图形应用程序进行调试。
要在 Vulkan 中调试应用程序，请使用能够在运行时插入系统的附加的 layer。MGD 包括可
以用作Vulkan layer的拦截器库。
要将 layer 添加到基于 Vulkan 的 Unity Android 应用程序，您必须将 layer 库复制到项目文件夹Assets/Plugins/Android/libs/armeabi-v7a。
要构建支持 MGD 的 Vulkan 应用程序，您还必须将 MGD 库复制到同一文件夹中。

要针对采用 Vulkan 的 Unity 启用 MGD，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拥有 Unity 5.6 或更高版本。
• 您的 Android 设备必须采用 Android 4.2 或更高版本。
• 拥有 https://developer.arm.com/graphics 提供的 新版 MGD。
• 拥有 Android 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 您的 PATH 必须包括 adb 二进制文件的路径。
• 您必须具有与目标设备的有效 ADB 连接。ADB 必须能返回设备的 ID，且没有权限错误，同

时您必须能执行应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 Android 设备文档。
• 您的目标设备必须允许在端口 5002 上进行 TCP/IP 通信。
要为使用 Vulkan 开发的 Unity 应用程序添加 MGD 支持，请遵循以下步骤：
1.

找到 MGD 安装文件夹。例如，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默认的安装路径是
C:\Programs Files\ARM\Mali Developer Tools\Mali Graphics Debugger vX.Y.0。
找到子文件夹 target\android\arm\。
此文件夹包含 MGD Android Application MGD.apk。
要将此 apk 安装到您需要分析 Unity 游戏或应用程序的 Android 设备上，请键入此命
令：
adb install -r MGD.apk

2.

在文件夹 target\android\arm\rooted\armeabi-v7a\ 下的 MGD 安装文件夹中找到
MGD 库 libMGD.so。
复制此库，并将其重命名为 libVkLayerMGD32.so。
将其复制到 Unity 项目文件夹 Assets\Plugins\Android\libs\armeabi-v7a 中。

图 9-6  将 libVkLayerMGD32.so 复制到 Unity 项目

9 Mali Graphics Debu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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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在 Unity Build Settings 对话框中，选中 Development Build 选项。这会指示 Unity 在运行时启用 Vulkan layer 机制。libVkLayerMGD32.so库则会打包进apk，与
Development Build选项里的状态无关。
生成 apk。

通过运行以下命令安装应用程序：
adb install -r YourApplication.apk

要使 MGD 通过 USB 连接到守护程序，请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adb forward tcp:5002 tcp:5002

在主机上启动 MGD Android 应用程序，并通过滑动按钮启用 MGD 守护程序。
 说明 

如果您使用的是 MGD 版本 4.5 或更低版本，MGD 守护程序不会列出您的应用程序。

要启用 MGD Vulkan layer，请键入以下命令：
adb shell

setprop debug.vulkan.layers VK_LAYER_ARM_MGD

此命令将指示 Vulkan 加载程序加载名为 VK_LAYER_ARM_MGD 的 layer。

8.
在桌面设备上启动 MGD。单击 图标，以连接到目标并开始跟踪。按下 MGD 窗口右

9.

上角的透视图标，并选择“Vulkan”。
MGD 会等待跟踪输入。

点击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MGD Vulkan layer 将 Vulkan 调用发送给 MGD，MGD 会显示这些调用。

下图显示了 MGD 跟踪采用 Vulkan 的 Unity 的过程：

9 Mali Graphics Debu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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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MGD 跟踪采用 Vulkan 的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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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修订 

此附录介绍本书发布的版本之间的变化。

它包含下列部分： 

 A.1 修订（第 Appx-A-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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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修订 

此附录介绍本书发布之后的内容增补。 

A 修订 
A.1 修订

表 A-1 版本 3.0 中的增补

增补 位置 影响 

在自定义着色器中使用 Enlighten 5.5 在自定义着色器中使用 Enlighten（第 5-80 页） 版本 3.0 

组合反射 6.3 组合反射（第 6-114 页） 版本 3.0 

使用 Early-z 6.7 使用 Early-z（第 6-137 页） 版本 3.0 

脏镜头光晕效果 6.8 脏镜头光晕效果（第 6-138 页） 版本 3.0 

光柱 6.9 光柱（第 6-141 页） 版本 3.0 

雾化效果 6.10 雾化效果（第 6-145 页） 版本 3.0 

高光溢出 6.11 高光溢出（第 6-152 页） 版本 3.0 

冰墙效果 6.12 冰墙效果（第 6-159 页） 版本 3.0 

过程天空盒 6.13 过程天空盒（第 6-165 页） 版本 3.0 

萤火虫 6.14 萤火虫（第 6-173 页） 版本 3.0 

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的转换工具。 6.15 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法线转换工具（第 6-177 页） 版本 3.0 

表 A-2 版本 3.0_01 中的变更

变更 位置 影响 

从“使用 Early-z”中删除了一个列表条目 6.7 使用 Early-z（第 6-137 页） 版本 3.0 

表 A-3 版本 3.1 中的变更

变更 位置 影响 

添加了关于虚拟现实的一个章节 第 7 章虚拟现实（第 7-184 页） 版本 3.0 

表 A-4 版本 3.2 中的变更

变更 位置 影响 

更新了 Enlighten 章节的信息和结构 第 5 章 Unity 中利用 Enlighten 的全局照明（第 5-60 页） 版本 3.2 首次发布 


	面向 Unity 开发人员的 ARM® 指南-优化移动游戏图形
	目录
	前言
	关于本书
	产品修改状态
	目标受众
	使用本书
	词汇表
	书写规范
	黑体

	补充阅读资料
	ARM 出版物
	其他出版物


	反馈
	产品反馈
	内容反馈


	第 1 章 简介
	1.1 关于 Unity
	1.2 关于 Mali™ GPU
	1.3 关于 Unity 优化
	1.4 关于冰穴演示

	第 2 章 优化应用程序
	2.1 优化流程
	2.2 Unity 质量设置

	第 3 章 分析您的应用程序
	3.1 关于分析
	3.2 使用 Unity 分析器分析
	3.3 Unity Frame Debugger

	第 4 章 优化列表
	4.1 应用处理器优化
	4.2 GPU 优化
	4.2.1 杂项 GPU 优化
	4.2.2 光照贴图和灯光探测器
	构建光照贴图
	使用定向光照贴图
	针对游戏中的动态对象使用灯光探测器

	4.2.3 ASTC 纹理压缩
	为 ASTC 纹理选择恰当的格式

	4.2.4 纹理映射
	纹理映射和 GUI 纹理

	4.2.5 天空盒
	4.2.6 阴影
	谨慎使用实时阴影

	4.2.7 遮挡剔除
	4.2.8 使用 OnBecameVisible() 和 OnBecameInvisible() 回调函数
	4.2.9 指定渲染顺序
	使用渲染顺序提升性能

	4.2.10 使用深度预通道

	4.3 资源优化
	4.4 使用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优化
	4.4.1 关于 Mali™ Offline Shader Compiler
	4.4.2 衡量 Unity 着色器
	4.4.3 分析统计信息
	4.4.4 针对 Mali™ GPU 流水线进行优化
	算术流水线
	加载/存储流水线
	纹理流水线

	4.4.5 减少流水线周期的其他技巧
	避免寄存器溢出
	降低变量和统一变量的精度
	将世界空间法线贴图用于静态对象



	第 5 章 Unity 中利用 Enlighten 的全局照明

	5.1 关于 Enlighten
	5.2 Enlighten 的结构
	5.2.1 概览
	5.2.2 预计算
	封装
	集群
	计算光线传输

	5.2.3 实时求解器
	5.2.4 烘焙光照贴图

	5.3 使用 Enlighten 设置场景
	5.4 示例：冰穴演示的 Enlighten 设置
	5.5 在自定义着色器中使用 Enlighten
	5.5.1 全局光照代码流程
	顶点着色器
	片段着色器

	5.5.2 自定义着色器代码
	5.5.3 Enlighten.cginc


	第 6 章 高级图形技术
	6.1 自定义着色器
	6.1.1 关于自定义着色器
	6.1.2 着色器结构
	6.1.3 编译指令
	6.1.4 include 语句
	6.15 OpenGL ES 3.0 图形流水线
	6.1.6 顶点着色器
	6.1.7 顶点着色器输入
	6.1.8 顶点着色器输出和变量
	6.1.9 片段着色器
	6.1.10 向着色器提供数据
	6.1.11 调试 Unity 中的着色器

	6.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实施反射
	6.2.1 反射实施的历程
	6.2.2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生成正确的反射
	6.2.3 着色器实施
	6.2.4 过滤立方体贴图
	6.2.5 射线与盒求交算法
	6.2.6 用于使编辑器脚本生成立方体贴图的源代码

	6.3 组合反射
	6.3.1 关于组合反射
	6.3.2 组合反射着色器实施
	6.3.3 组合远距离环境的反射

	6.4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动态软阴影
	6.4.1 关于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动态软阴影
	6.4.2 生成阴影立方体贴图
	6.4.3 渲染阴影
	阴影中的背面
	平滑

	6.4.4 组合立方体贴图阴影与阴影贴图
	6.4.5 立方体贴图阴影技巧的结果

	6.5 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
	6.5.1 关于折射
	6.5.2 折射实施
	6.5.3 关于基于局部立方体贴图的折射
	6.5.4 准备立方体贴图
	6.5.5 着色器实施

	6.6 冰穴演示中的镜面反射效果
	6.7 使用 Early-z
	6.8 脏镜头光晕效果
	6.8.1 着色器实施
	6.8.2 脚本实施
	6.8.3 脏镜头着色器代码

	6.9 光柱
	6.9.1 关于光柱
	6.9.2 淡化圆锥体边缘

	6.10 雾化效果
	6.10.1 关于雾化效果
	6.10.2 过程线性雾
	6.10.3 具有高度的线性雾
	6.10.4 非均匀雾
	6.10.5 预烘焙雾
	6.10.6 使用粒子的体积雾
	几何体取代公告板渲染
	角度淡化效果
	渲染粒子
	粒子系统设置


	6.11 高光溢出
	6.11.1 实施高光溢出
	6.11.2 创建高光溢出调节因子脚本
	6.11.3 顶点着色器
	6.11.4 片段着色器
	6.11.5 修正高光溢出效果
	6.11.6 遮挡贴图间插值

	6.12 冰墙效果
	6.12.1 关于冰墙效果
	6.12.2 修改和组合法线贴图以影响反射
	为何使用正切空间法线贴图
	向法线贴图的部件应用透明

	6.12.3 从不同的法线贴图创建反射
	6.12.4 向反射应用局部修正

	6.13 过程天空盒
	6.13.1 关于过程天空盒
	6.13.2 管理一天中的时间
	6.13.3 渲染太阳
	6.13.4 淡化群山后的太阳
	6.13.5 子表面散射

	6.14 萤火虫
	6.14.1 关于萤火虫
	6.14.2 萤火虫生成器预制件

	6.15 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法线转换工具
	6.15.1 关于正切空间至世界空间转换工具
	6.15.2 C# 脚本
	6.15.3 WorldSpaceNormalCreator 着色器
	6.15.4 WorldSpaceNormalsCreators C# 脚本
	6.15.5 WorldSpaceNormalCreator 着色器代码


	第7章 虚拟现实
	7.1 Unity 虚拟现实硬件支持
	7.2 Unity VR 移植流程
	启用 Samsung Gear VR 开发者模式

	7.3 移植到 VR 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7.3.1 摄像机的外部设备控制

	7.4 VR中的反射
	7.4.1 使用局部立方体贴图的反射
	7.4.2 组合不同类型的反射
	7.4.3 立体反射
	在 Unity VR 中实施立体平面反射
	动态立体平面反射
	检查为各个眼睛使用的不同纹理

	静态立体反射
	优化立体反射


	7.5 结果

	第 8 章 Vulkan
	8.1 关于 Vulkan
	8.2 关于 Unity 中的 Vulkan
	8.3 在 Unity 中启用 Vulkan
	8.4 Vulkan 案例研究

	第 9 章 Mali Graphics Debugger
	9.1 关于 Mali Graphics Debugger
	9.2 MGD 功能
	9.3 启用 MGD
	9.4 在使用 Vulkan 的环境中启用 MGD

	附录 A
	A.1 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