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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装运行 

1 安装 

为了保证 VRP 及物理引擎的正常使用，用户必须安装以下几个部件： 
(1) VRP 编辑器物理引擎版本 
(2) Microsoft DirectX8.0 以上版本 
(3) Ageia PhysX 物理引擎包 7.0 以上版本 
(4) 加密狗驱动程序 
(5) 3DMAX 插件 

VRP 编辑器，DirectX 的安装在 VRP 帮助文件中有详细描述。 

1.1 物理引擎环境启用 

运行物理引擎版的 VRP-Builder，选择“帮助”菜单中的“VRP 插件信息”。 

 
将物理引擎相关功能项启用 

 

2 运行环境 

2.1 VRP 编辑器 

VRP 编辑器提供了用户对物理场景的编辑工具。用户可以在编辑状态下对模型添加物

理属性、构造物理场景、设置各种触发事件、设置布料、流体、柔体的参数等。在编辑器编

辑的虚拟场景，可以被保存为 VRP 文件，物理数据将会包含在.VRP 的文件中。虚拟场景，

可以通过编辑器打包成为仅供播放的场景、还可以在编辑器转换为在互联网上发布的 IE 场

景。VRP 编辑器的正常使用需要：(1) 软件加密狗；(2)VRP 编辑器物理引擎版；(3)安装了

正确的 DirectX 以及 PhysX。 
VRP 编辑器中，提供了一种预览模式，在预览模式中，物理场景正式启动，用户可以

观察到实时计算的动画效果。关闭预览模式后，物理场景将会停止，并回到播放前的状态。

因此用户可以在编辑器下轻松的编辑并且运行整个物理场景。 
编辑器同样支持物理脚本，根据脚本中函数的不同，一部分脚本可以在编辑状态下使用，

可以辅助用户对物理场景的编辑，其余的脚本将会被忽略；所有物理脚本都能在预览模式下



执行、脚本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对 终观看用户提对场景的操作交互。脚本可以在编辑状态加

编辑，在预览状态下执行，也可以在预览状态下现场编辑脚本执行。 

2.2 VRP 播放器 

VRP 播放器面向的是 终观看虚拟场景的客户。虚拟场景经过 VRP 编辑器的编辑和打

包后， 终也是通过播放器播放给 终客户观看和交互，VRP 播放器的运行效果就是编辑

器中预览状态的成果。在播放器中播放的虚拟场景仅供播放演示和用户交互，播放器中是无

法编辑或者保存的，并且在编辑器打包的同时可以设置安全密码保护播放的内容。播放器的

运行无需加密狗的支持，打包好的播放器以及场景不设有版权限制，可以复制并发布给 终

客户。为了保证播放器的正确使用，客户需要以下几点：(1)编辑器中成功打包的 exe 文件，

或者.VRP 场景文件和 VRP 播放器；(2)安装了 DirectX 以及 PhysX。 
VRP 播放器中，提供有脚本虚拟机。通过预先设置好的脚本，用户可以方便的对场景

进行一些预定操作交互。 

2.3 VRP-IE 

VRP-IE 是面向网络发布的 VRP 版本，在 VRP-IE 的支持下， 终用户可以通过浏览网

页直接打开 VRP 场景。VRP-IE 的使用可以看作是网页版本的 VRP 播放器，也可以看作是

3D 的网页 Flash。与 VRP 播放器不同在于：场景的数据源存储在网页服务器端，用户只需

要输入网页地址即可观看虚拟场景。能正确使用包括物理场景的VRP-IE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虚拟场景在 VRP 编辑器内部打包为 IE 网页发布的格式；(2)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正确连

接和设置；(3)客户端安装有 VRP-IE 的 OCX 插件（浏览网页自动安装）；(4)客户端安装有

DirectX 以及 PhysX。 

3 物理引擎场景 

3.1 图形场景、碰撞场景、动力学场景 

物理场景和图形场景共同构造了虚拟现实场景。在没有物理引擎的虚拟现实引擎中，通

常只有一个图形场景，图形场景是由一系列的模型三角形网格、纹理贴图、相机、动画骨骼

等各种为了渲染图像的元素所组成。物理引擎为虚拟现实带来了另外一个世界：物理场景。

这里，碰撞体、密度、重力、风力、受力是他的基本元素。物理场景又可以分为两个场景：

碰撞场景以及动力学场景。 
碰撞场景中，模型的实体存在于这里，各个模型的碰撞实体、碰撞替代体、位置矩阵等

均在这个场景内设置和更新，模型碰撞体之间是否接触，是否相互嵌入等状态均在这里计算。

在碰撞场景中，会自动计算模型的体积、模型相交后的相互嵌入量等数据，这些数据将会传

递给动力学场景以产生挤压力和运动速度等，动力学场景传递回来的刚体运动速度将在碰撞

场景更新后传递给图形场景显示给客户看见，所以碰撞场景还起着联系图形场景和动力学场

景的接口作用； 
动力学场景，由速度、加速度、密度等物理因素构成，经典牛顿力学公式是它的工作准



则，动力学场景处理重力、挤压力、摩擦力、连接约束、动量冲量等工作，他的运行结果

终会通过碰撞场景反映给图形场景得到展示。 
在没有设置物理属性的 VRP 场景中，碰撞场景以动力学场景均是空场景。用户首先需

要构造碰撞体，并且连接到图形场景来组建碰撞场景。这里，VRP 的物理引擎内部已经集

成了碰撞体的构造和连接，提供了用户便捷的编辑方式，使用户能便捷的、直观的编辑碰撞

场景。 
当设置好碰撞场景后，动力学场景已然存在，无需用户再对动力学场景进行编辑。同时，

为了用户更便捷的参与动力学的设置，VRP 已将动力学特性提取出来，形成重力、摩擦系

数、密度、弹性系数等让用户易懂易用的参数供用户调节，使编辑用户从复杂的物理公式中

解脱出来。动力学场景在编辑模式下静止，在预览、播放模式下运行。 
 

 

3.2 物理场景时钟 

物理引擎的运行和图形渲染并非同时进行，为了保证物理场景的运行和真实的时间流逝

一一对应，而不受渲染效率的影响，物理场景是在单独的线程内运行的。因此，不会导致一

个物体在速度快的机器上掉落速度比在一台速度慢的机器上要快的现象。物理场景运行每一

帧后将会更新图形场景达到显示同步，目前，VRP 物理场景运行间隔为 20 毫秒（50FPS），
也就是每 20 毫秒更新一次物理场景（一个物体从 A 到 B 行走了 100 毫米花费了 1 秒钟，物

理场景中则是分50次，每20毫秒移动2毫米来计算的）。如果一个场景的渲染速度为200FPS，
那么将会平均经过 4 次渲染才更新一次物理场景的坐标。如果渲染速度为 10FPS(每 100 毫

秒渲染一帧)，那么在每一次渲染显示，物理场景将会把运行 5 次(100 毫秒)后的结果显示出

来。然而如果图形渲染过于慢，当渲染速度数小于 5FPS 时，物理场景将会只运行 10 次（200
毫秒），这是为了防止因为时间累计导致的计算量累计，多余的时间将会被抛弃，此时可能

会造成物理场景在时间模拟上的失真。比如一个场景平均以 1FPS 的速度在运行，那么物理

场景将会在每一次运行中（1 秒）只运行 200 毫秒， 终动画是正常模拟速度的 1/5。 

二、 动力学模拟 

1 角色类型 

角色可以看作是一个图形场景中的模型在物理场景中扮演的角色，有了角色的模型才能

在物理模拟中参与碰撞、获得实体 终运动起来。VRP 对刚体运动提供了三种角色，模型

可以通过在编辑器中设置为三种刚体运动角色之一。 



 

1.1 动态角色 

动态角色是物理场景中 普通的角色，VRP 中的动态角色具有碰撞体、速度、密度、

弹力、摩擦力等各种经典牛顿力学的物理特性。动态角色首先是具有碰撞体，能参与碰撞，

物理引擎将会根据碰撞体的类型和尺寸来自动计算角色的体积和重心，并且进一步通过用户

所赋予的密度属性来计算质量和动能。动态角色必须具有密度，如果密度差距太大，可能会

在挤压的时候产生巨大的速度导致物体运动行为失真，对于这种现象可以在场景设置中限制

物体的 高运动速度和 高旋转速度。动态角色能实时接受在用户所施加的力或扭矩。 

1.2 静态角色 

静态角色在场景中是无法移动的，但是能够参与碰撞。无论通过动力学模拟还是脚本设

置或者鼠标拖动，也不能在运行状态下删除，这是因为静态角色的碰撞体将会以特殊的格式

进行碰撞计算的优化。静态角色不具有质量，不受所有力、扭矩、冲击的影响，所有嵌入静

态角色的动态物体将会因为挤压力而弹开。 
因为静态角色的碰撞计算方法进行过优化，所以静态角色可以具有一些动态角色没有的

特性，比如将精确碰撞体的角色设置为静态角色的时候，布料和流体也可以与之产生碰撞，

而对于精确碰撞体的动态角色，这种碰撞检测是由于计算量过大而无法计算的。 
在使用过程中，通常将不会移动的地面、墙面建筑等设置为静态角色，以及其他一些不

会运动但是需要参与碰撞的物体都可以设置为静态角色。 

1.3 粘贴到角色 

粘贴角色可以和他的目标一起运动，但是粘贴的角色是不具有碰撞体的。比如当建模的

时候，一个人的头、头发、耳朵等因为材质或者建模方法的不同，因而在 VRP 中作为三个

模型存在，这个时候可以将人的头设置为动态角色，而头发、耳朵可以粘贴在头上保持和头

的相对位置不变，这样在头运动的时候，不会因为是三个模型而分离，也不会因为增加一些

修饰导致碰撞计算的计算量增加。 
在设定粘贴角色的时候，首先选择需要粘贴的物体（比如选择耳朵模型），然后选择绑

定到角色的单选框或者点击“选择角色”的按钮，这时会进入一种选择状态，只需要在场景

中双击需要粘贴的目标（头部模型）即可。粘贴的目标必须是已经构造成动态角色的刚体模

型，如果该刚体物体被删除或者取消动态属性，粘贴的角色会自动取消粘贴。 



2 物理角色属性 

2.1 材质 

物理材质不同于用于贴图的纹理材质，物理材质仅仅表达物理运动时候的动力学属性。

目前的 VRP 版本中，材质具有三个属性：弹性系数，静摩擦系数，动摩擦系数。 
弹性系数[0,1]：物体在运动中，相互嵌入后（超出皮肤宽度的容纳范围），将会产生反

弹力将两个物体拆分，受到的反弹力大小与两个物体的弹性系数有关。如果系数为 0，两个

物体在碰撞后将会失去碰撞时交互的动量；如果反弹系数设置为 1，碰撞将不会损失动量。 
静摩擦系数[0,inf）：两个物体在接触，并且相对保持静止时具有静摩擦力。静摩擦力由

两个物体之间的挤压力乘以静摩擦系数得到。 
动摩擦系数[0,inf)：两个物体在保持接触状态，并且在进行相对位移时受到的摩擦力，

动摩擦力的大小由两个物体的挤压力乘以动摩擦系数得到。 
每个物理角色都会有其属于自身的运动材质，可以在属性页中的物理材质下拉菜单中选

择编辑好的材质。 

 
物理材质可以通过主功能区->角色场景->编辑材质按钮打开物理材质编辑器，物理材质

编辑器中，用户可以自定义材质，也可以修改场景默认材质的属性。编辑完毕的材质可以在

刚体属性中，物理材质的下拉菜单中看见。 

 



2.2 碰撞组 

VRP 场景有多层的碰撞检测预处理过滤，当然也对编辑器的使用用户提供了一层碰撞

预处理设置，也就是碰撞组。通过碰撞组的设置，不仅可以让用户参与到碰撞检测的过滤，

还能实现一些场景内特殊的碰撞要求。 
碰撞组的编辑，同样在主功能区->角色场景->编辑碰撞组中打开碰撞组编辑对话框。 

 
碰撞组编辑器中，可以设置某个组能否和另外的组发生碰撞，或者某个组自身的碰撞检

测也可以在这里打开/关闭。编辑好的碰撞组可以用于多种物理角色（刚体、流体、布料、

力场、车辆、柔体等）。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在刚体角色属性->碰撞组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即

可。 

 

3 碰撞体 

3.1 碰撞替代替 

三维场景中的模型是由一系列的三角形面片构成的，在场景中看见的物体（盒子、球、

多面体、粒子），在计算机内则表示为一系列带有颜色的三角形面片共同构成。对于一个实

际的物体对象而言，我们不仅需要其拥有可以显示的外观三角形，还需要能参与交互的实体。



碰撞替代体一方面可以赋予物质这种实体，另一方面可以采用一些标准的碰撞替代体来优化

运行效率。 

3.2 精确碰撞体 

一些比较复杂的物体，我们很难找到与其相匹配的碰撞替代体。比如给一个茶壶添加碰

撞体的时候，我们希望物体在碰撞到茶壶嘴、茶壶盖等不同位置有不同的运动属性，甚至一

个小球能从茶壶手柄中间穿过去，这时就需要将茶壶设置为精确碰撞体。 
精确碰撞体的每个三角形面片都会参与和所有移动物体的碰撞检测，所以对运行资源的

消耗相当高，如果不是特殊情况 好避免使用精确碰撞体。精确碰撞体因为是三角形参与碰

撞检测，所以无法计算碰撞物体是否在封闭区域内部；其次，精确碰撞体的物体因为计算复

杂，所以不参与某些碰撞计算：动态的精确碰撞体角色不能和流体和布料发生碰撞检测(静
态角色可以参与碰撞)，精确碰撞体角色之间也无法进行碰撞检测。 

3.3 盒形、球形、胶囊形、凸多面体替代碰撞体 

盒形、球形、胶囊形、凸多面体替代碰撞体都是 VRP 物理引擎中的标准替代碰撞体，

这些碰撞体都具有高速的碰撞检测效率，并且均为“实心”物体，嵌入内部的其他动态角色

会因挤压弹出。 
VRP 在构造标准碰撞体时候是以包围合作为标准的：盒形碰撞体的大小就是包围合的

大小；球形碰撞体的球心在包围合中心，直径为包围合三条边的平均值；胶囊形（带有半径

的线段）碰撞体的中心同样是包围合中心，胶囊长度为包围合的 长边长度，直径为 短边

长度；凸多面体则会根据模型的顶点自动构造。 

4 移动限制 

用户对于某些物体可能会指定一些特定的移动，VRP 物理引擎可以让用户在 6 个自由

度上面设定物体的移动限制：三个坐标轴方向的平移和旋转。限制的坐标轴均为世界坐标轴，

也就是可以让动态物体的移动都能保持世界坐标轴的位置。用户还可以通过“忽略重力”的

选项来让该物体不受重力加速度的影响。 
为了模拟物体在空气中受到阻力的效果（运行速度越快的物体受到阻力越大），我们对

每个刚体都可以设置阻尼参数，阻尼参数包括线性运动阻尼和角速度阻尼，当物体相对于场

景世界有速度时，阻尼会自动生效，直到物体停止运行。比如台球在球桌上滚动的时候，我

们可以设置上角度阻尼让球停止下来，水下的箱子被击飞以后，可以通过线性阻尼很快静止

在水中。 

 



5 动力学场景 

物理模拟的场景属性可以在主功能区->角色场景->系统参数中调节。 

 

5.1 动力学场景参数： 

重力加速度：场景中普遍存在的加速度大小，所有物体如果没有特殊指定，都会受到重力的

影响。 
摩擦基数：这里可以调节整体摩擦力的大小，同样分为动摩擦基数和静摩擦基数。摩擦基数

的大小乘以物体之间的摩擦系数大小可以得到实际摩擦力的大小。 
旋转 大角速度：为了防止计算出过大的角速度而产生失真效果，VRP 物理引擎可以限制

物体的 大角速度， 大角速度的调节可以在场景参数中设置。 

5.2 皮肤宽度（SKIN_WIDTH） 

当物体产生堆积或者有接触的时候，VRP 内的物理引擎采取一种具有容错性的嵌入以

保持物体之间相互接触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会产生摩擦力、忽略反弹力、改变接触事件等。

具有皮肤宽度的两个刚体会轻微的嵌入对方，因此过大的皮肤宽度会明显的影响视觉效果，

但是，过小甚至取消皮肤宽度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两个物体堆叠的时候，没有稳定状态能

保持，两个物体永远是一种：从分离状态->因为重力相互嵌入->因为嵌入产生的挤压力重新

分离的一种循环状态。通常，皮肤宽度的大小因和重力大小和物理场景运行的时间间隔成正

比：重力设置得越大，较大的皮肤宽度才能满足模拟稳定的要求；对于物理场景运行的时调，

物理场景计算越频繁，每一帧物体的位移就越小，也就可以设置比较小的皮肤宽度。对于不

同的场景，用户可能需求不同的皮肤宽度，掌握好皮肤宽度的设置可以让你的虚拟场景在稳

定的前提上避免视觉上的失真。 



 

5.3 反弹过滤 

物体在地面上不断反弹时，反弹物体的速度会越来越小，如果反弹力小于过滤值后，物

体的反弹将会被忽略，这样可以保持场景模拟的稳定性，也提高物理模拟效率。过大的反弹

过滤阀值会让物体在反弹时无法弹起，过小的阀值更会让场景运行产生不稳定。 
 

三、 运动连接约束 

VRP 物理引擎中，允许给运动物体之间添加连接约束。比如一扇门通过合页链接到门

框后，门只能围着轴线方向运动，而其他方向的受力将会通过合页传递到门框；又比如我们

使用的铁锁链，同样也是一环扣一环的连接上的。连接可以存在于动态运动物体之间，也可

以把动态的运动物体连接到一个静态物体（实际上是连接到场景）。 
要创造两个物体之间的连接约束，我们可以先切换到物体连接标签，然后在场景中连续

选择上这两个物体，进而点击新建按钮，选择需要创建的连接类型即可构造一个新的连接。

在连接的两个物体被删除或者取消刚体角色的时候，该连接也会自动删除。 

 

1 锚点和连接轴 

无论什么类型的连接，在虚拟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设置一个连接锚点，锚点是两个连接相

互传递力和扭矩的位置，也是一些连接类型在旋转时候的中心点。锚点在场景中以蓝色菱形



的标记显示。 
对于某些连接类型（合页、圆柱、直轨），一个锚点不足以表达其连接位置和受力情况，

所以还需要确定一个连接轴。连接轴均是一条通过锚点的无线长的直线，根据连接类型的不

同，连接轴所代表的含义也不同，在连接类型的介绍中，会详细说明连接轴的含义。 

2 连接类型 

根据约束的不同，物体的连接分为很多种约束，VRP 中提供了 常用的 5 种链接方式： 

2.1 合页连接 

被这种连接类型相连接的两个物体，只会以连接轴为轴产生相对旋转的角位移，约束了

在轴向上产生的相对移动，也约束了其他方向的旋转、平移。 

 

2.2 胶合连接 

该连接可以让两个物体想胶水一样粘贴在一起，无法产生任何相对移动和旋转。该连接

类型没有轴。 



 

2.3 圆柱连接 

被这种连接类型相连接的两个物体，可以在围绕其连接轴产生相对旋转的角位移，而且

也能在轴向上产生的相对移动，其他方向的相对旋转、平移均被约束。 

 

2.4 球形连接 

被这种连接类型相连接的两个物体，可以在围绕锚点的方向上产生 3 自由度的任意旋



转，但是约束了平移的相对移动。 

 

2.5 直轨连接 

被这种连接类型相连接的两个物体，只能在其连接轴的轴向上产生相对位移，无法在其

他方向上产生相对位移或者任意方向的相对旋转。 

 



3 可断连接 

在连接的时候，受力均由锚点传递。如果当锚点传递的力度过大，VRP 物理引擎提供

了中断连接的功能。比如一扇门和门框以合页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如果有一股很大的力把

门踢开，因为力度过大合页中断，导致门脱离门框飞了出去，这就是运动连接中断。因为物

体能承受的扭矩和拉力是不同的，所以在 VRP 物理引擎中，可以分别设置某个链接能承受

的 大扭矩或拉力。 
默认状态下，两个连接体之间是没有碰撞检测的，如果希望门不至于嵌入门框，那么可

以打开连接体碰撞。 

 

 

四、 事件 

当物理场景运行的时候，用户无法预知在什么时候能发生什么结果，但是用户却想要在

某些结果发生的时候让场景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一个瓶子掉在地上后，用户希望听到碎裂

的声音，又或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碰撞，用户希望看到一个贴图置换后的碎裂的

车窗。在 VRP 物理引擎模块中，提供了让用户自定义事件的功能，并且可以将事件绑定到

函数脚本，当事件触发时，运行指定脚本函数。 
碰撞事件：碰撞事件是两个物体的实体在发生接触时产生的事件。要新建一个碰撞事件

可以在主功能区->事件设置->新建事件->碰撞事件。 

 
新建后的碰撞事件可以进一步在属性面板中调节事件属性： 
事件名称：为该事件命名后，可以通过脚本命令操作该事件。 
绑定脚本：在脚本编辑器中的自定义脚本函数名称，当事件触发的时候，可以运行该脚

本。 
禁用事件：有时候当事件设置好以后，不需要其马上启动，可以先禁用该事件，事件则

不会发生消息，可以在脚本中禁用/启用事件。 
碰撞事件设置：碰撞体 AB，碰撞事件的两个刚体角色。因为静态物体是无法发生碰撞

的，所以两个碰撞体必须有一个是动态角色。 
开始接触：两个物体从未接触到开始接触的瞬间触发该事件。 
保持接触：两个物体保持接触时候，不断触发该事件，保持接触事件的稳定性和场景中

刚体的皮肤宽度有关系，详细可以参考皮肤宽度的说明。 



 

五、 流体模拟 

VRP 的流体模拟模块允许用户通过该功能模拟粒子的水流、烟雾等。和普通的粒子系

统有不同在于：流体模块产生的每个粒子都能参与碰撞检测，能和场景自动进行交互，比如

水流粒子能从发射器射出以后，因为重力在地面模型上流淌或者聚集；烟雾粒子从发射器出

来后能随着风向力场自由飘动，能和建筑物发生碰撞。此外，VRP 物理引擎流体模块中的

粒子还可以开启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力，流体粒子间会产生一种黏着力保持流体粒子的聚合

性，也会在过于挤压的时候产生排斥力。 后，流体粒子都拥有自身的质量，可以推动刚体

和布料的运动。 
通过主功能区->流体模拟->新建流体可以创建一个流体粒子发射器。初始创建的流体都

在场景坐标原点（X=Y=Z=0），随后可以功过改变流体粒子的属性调节为用户需要的流体粒

子效果。 

1 粒子属性 

每个独立流体都有自己的属性： 
名称：用于标记流体，同时为了在脚本中方便控制； 
发射器类型：分为点发射器、矩形发射器、椭圆发射器，用户可以对矩形和椭圆发射器

调节发射面的大小，发射的粒子将会随机的出现在发射面中； 
粒子总数：对于该流体，允许场景中同时存在的粒子总数。发射器连续发射的粒子会通

过时间流逝自动消亡，如果总粒子数大于该设定值，将不会构造发射新的粒子。该数量设置

为 0 则表示不限制粒子总数。通常在没有硬件加速驱动的情况下可以支持 2000-4000 个（因



CPU 而异）粒子同时参与碰撞，在具有 PPU 加速情况下可以支持几万个粒子。 
碰撞组：粒子同样具有碰撞组，可以过滤掉一些不希望发生的碰撞交互。 
粒子阻尼：粒子运动时，速度衰减的程度，与刚体运动阻尼类似，不同在于没有角速度

阻尼。 

 

2 发射器 

在 VRP 中发射粒子的方法有两种：通过脚本指定的发射粒子或者通过粒子发射器持续

发射粒子。 
当新建流体的时候，系统默认产生一个发射器在场景原点，在场景中以天蓝色箭头表示。

用户可以通过移动、旋转发射器的箭头来控制粒子发射器的位置和方向。 
发射器位置，尺寸：流体系统的粒子发射器分为点发射器、矩形发射器和椭圆发射器三

种，发射器中的发射面尺寸可以调节矩形发射器和椭圆发射器发射面的尺寸。 
发射角度：发射器可以随机的发射锥形粒子束，发射角度代表了随机发射时能偏移发射

器所指方向的 大角度。 
发射频率：持续发射粒子时，每秒钟发射的粒子数量。 

粒子寿命：粒子从发射器发射出来后， 大生存时间，发射频率乘以粒子寿命可以计算

当前场景中同时存在的粒子数量。如果在之前设置了粒子总数小于该数量，那么多余的粒子

将不会被发射，直到有粒子消亡才继续发射；如果粒子寿命设置为 0，那么发射出去的粒子

将不会被消亡。 



 

3 粒子渲染 

对于粒子发射器的粒子显示效果可以通过渲染属性来调节： 
粒子贴图：默认的粒子贴图为一个中心 Alpha 为 0.5，边缘 Alpha 为 0 的透明度白色圆

形贴图。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贴图类型，贴图支持 BMP，JPG，PNG……等各种图片格式，如

果需要透明粒子，请将贴图的 Alpha 通道编辑好。贴图在选择后加载到内存，如果修改了贴

图请重新选择一次。 

 
粒子颜色：除了定义粒子贴图，用户还可以直接修改粒子的颜色属性。粒子颜色如果设

置为白色，则是贴图的原始颜色； 



  
融合方式：粒子和背景图的色彩融合方式。这里有色彩覆盖和色彩叠加两种方式选择，

色彩覆盖—— 前方的粒子绘制的时候覆盖后面的背景，比如在模拟烟雾等粒子环境的模拟

时，在视线前面的烟雾会遮挡住后面的背景，无论背景光线如何强烈都将会被遮挡一部分，

这是色彩覆盖是烟雾的 好方式；色彩叠加——粒子颗粒为发光型的，背景光线将会和粒子

光线叠加，比如在模拟烟火粒子的时候，在粒子叠加的地方会显得特别亮。 

4 流体特性 

速度衰减：该属性在粒子动力学模拟中比较重要，不仅决定了粒子运动的 大速度（衰

减度越小， 大速度越大），还决定了粒子稳定时候的距离范围。该值的设定应根据场景尺

寸大小指定，场景越大，数值越小；场景越小，数值越大。 
弹力系数：流体粒子在冲击到刚体表面时被反弹回来的弹力系数。 
流动摩擦：流体在刚体表面流动的阻力系数。 
粒子密度，粒子半径：决定了粒子的质量，以及在粒子在产生相互作用力时的半径大小。 
粒子间作用力：开启此选项将会计算粒子间因为粘着和挤压产生的相互作用力，让粒子

保持一种液体状态。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力与粒子半径和速度衰减数值有关，当粒子间距离小

于稳定距离时，扩张力会产生作用，当粒子间距离大于稳定距离并且小于分离距离时，吸附

力会产生作用。 

 



六、 布料模拟 

1 布料属性 

 
布料属性在创建布料的时候设置，用于创建基本的布料属性值。 
密度：密度只能在创建布料时定义，该值定义了单位面积内的布料质量。 
厚度：厚度定义了三角形的厚度水平，该值越高布料越厚，因此不建议将该值设置很低，

这样极薄的布料会导致碰撞处理失败，布料的厚度值通常设定为布料网格中三角形的变长

值。 
抗弯系数：抗弯系数用于设置布料的弯曲。该值很大，布料就会像硬纸板一样非常脆；

改制接近于 0，布料就会非常柔软，非常易于弯曲。 
抗拉系数：抗拉系数用于设置布料的拉伸。该值越大，布料越难拉伸；反之，该值接近

于 0 时，布料就会像橡皮筋一样易于拉伸。 
摩擦系数：摩擦系数控制布料和刚体之间接触的摩擦反应。该值越大，二者间摩擦越大；

反之，该值很小的话，布料可以轻松在刚体表面滑动。 
静止系数：静止系数设置布料粒子运动的 小值过滤，如果运动速度小于该值则忽略运

动，并且被判断为静止。当布料中所有的顶点均处于静止状态时候，该布料的计算内部将会

停止，直到有外界物体让其苏醒。 

2 布料碰撞 

 

布料碰撞用于设置布料和其他物体碰撞时的反应。 
选中刚体反碰复选框，可以设置布料和刚体碰撞时的反应；选中流体反碰复选框，可以



设置流体滴在布料上时的反应。 
反撞系数越大，二者碰撞时弹开的距离越远；反之，该值接近于 0 时，物体会吸附在布

料上。 
碰撞组用于设置与布料接触的物体。 

3 阻尼设置 

 
设置布料粒子运动时的阻尼数值，阻尼表现在单个粒子运动速度的快慢。选中粒子阻尼

复选框，可以设置相应的阻尼系数。 

4 空气压力 

 
当布料模型是一个封闭模型时，比如球形。我们可以打开空气压力选项让其内部充满空

气。充满空气的布料将会在运动中保持其总体积，模拟运动的时候如同一个柔体。其中压力

大小的值决定了布料在初始化时候的内部气压，如果设置为 1 表示和外部气压相等，如果设

置压力较大，在运行物理模拟时，布料将会被内部压力撑大。 

5 撕裂特性 

 
撕裂特性用于设置布料是否可以撕裂。 
选中可撕裂复选框，施加于布料的作用力过大时，布料将会被撕裂。 
撕裂系数用于设置物体被撕裂的难易程度，该值越高，布料越难被撕裂；反之，该值越

低，布料越容易被撕裂。 



6 粘贴到物体 

 

粘贴到物体用于设置布料和物体间的吸附属性。单击粘贴按钮选择相应的粘贴对象，设

置完成后，布料模型在对象内部的顶点将吸附于所粘贴对象上。比如我们可以将一个旗帜的

布料粘贴在一个旗杆的刚体上。布料所粘贴的刚体对象必须是凸多面体、盒型、球形、胶囊

形碰撞替代体其中的一种，精确碰撞体由于无法判定内部，所以无法与布料粘贴。 
选中可断粘贴复选框后，布料和物体之间的依附属性可以被外力分开。 
选中受力反馈复选框后，布料受到的力将通过粘贴的顶点传递给被粘贴物体。 

七、 力场 

力场可以用来模拟一定体积内的受力区域，比如刮风、流水的时候，物体在力场环境下

会受到持续的推力，重力就是一个特殊的覆盖整个世界的力场。力场的应用可以很灵活，比

如可以模拟刮风的室外环境，可以模拟大坝底部受到的水压情况，当大坝结构坍塌时候水压

力场将坝体推向外部，也可以在管道内部模拟抽水泵把水粒子从下往上运送。 

1 力场属性 

名称：力场的名称在脚本中进行交互会被使用到；如果脚本对相同名称的力场进行交互，

那么相同命名的力场均有作用。 
粘贴角色：力场在场景中存在的时候，同样可以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静态力场稳定的

存在于场景世界坐标下的某个区域，如河流，户外等。动态力场可以将自己绑定到运动的物

体上，这样力场的区域是动态的，比如我们将一个风力的力场绑定在电风扇的头部后，力场

的作用范围会随着电风扇的转动而改变； 
碰撞组：同样，碰撞组的设置可以让用户进一步的指定力场的作用范围。 



 

2 力场引力 

恒力+噪音：力场的引力分为恒力和噪音两个向量，向量所存在的坐标系为力场的自身

坐标系， 终施力的大小为： 终施力=恒力+噪音×（0-1 的随机数）。 
引力系数：力场的作用范围包括刚体、流体粒子、布料、柔体等，我们可以为每种物体

的受力比例进行调节，达到理想的模拟效果。 

 

3 力场范围 

在受力区域，我们采取了添加物体包围合的方式。添加成力场范围的物体可以隐藏，或

者移动，也可以经过移动、旋转等操作后继续添加成另外一个受力区域。一个力场可以有多

个受力区域，叠加在一起的受力区域不会受到多倍力场的影响。 

 
 



八、 控制器 

控制器为了控制场景中某些特殊的操作有关。场景中所有的运动物体均受到重力、惯性

力、摩擦力等各种特性，并且交互的方法限制于对物体施加力，那么想要自由的控制一个物

体在场景中将会是比较复杂而不理想的事情。在游戏操作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物体能够

与场景发生碰撞，能推动场景中的物体，但是却不想它受到惯性、重力、摩擦力的影响；又

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使用的数据手套或者是传感器输入的一些精确数据能够对应的驱动

场景中的物体，但是如果用施力的方式模拟无法保证其位移的精确性。 
控制器除了能够方便的控制、驱动模型和场景发生交互以外，还具有 CCD 连续碰撞检

测功能，移动再快的控制物体也无法穿墙而过。控制器还具有特殊的控制器事件，当控制器

发生一些碰撞时，可以将碰撞的物体以及碰撞的力度反馈到用户手中，更加方便用户处理碰

撞事件。 

1 控制器属性 

名称：辨别控制器，在脚本交互中指定控制器。 
碰撞组：通过碰撞组设定能与控制器交互的场景范围。 
皮肤宽度：同刚体运动时候的皮肤宽度。 
受重力影响：如果用作人物角色控制可以开启重力影响，让控制器自动落地。并且可以

有离地、落地的事件交互。飞行控制器可以取消其受重力影响的属性。 
控制器形状：控制器形状分为：盒形、球形、胶囊形三种形状，和替代碰撞体一样，他

们拥有很快的碰撞检测效率。 

 

2 控制位置 

控制器创建的时候，其位置都处于当前相机处。可以通过控制器属性面板中的位置和方

向属性调节控制器的位置。 



 

3 控制参数 

通过编辑控制按钮可以设定当控制器在打开时，键盘如何控制控制器移动。 

 

控制器属性设置中，用户可以指定控制器的移动速度、跳跃速度。爬坡角度决定了控制

器能爬行的 陡峭的坡度角度。上楼高度决定了控制器能在竖直方向上爬升的 大高度。 

 

4 物体绑定 

控制器是不进行渲染的，也就是在场景运行的时候，是看不见控制器的。如果想直观控

制某些模型，我们可以将模型添加到控制器的模型粘贴列表中，这样，粘贴模型会随着控制

器的移动而移动。 



 

九、 车辆模拟 

VRP 物理引擎集成了仿真度极高的车辆模拟，该车辆模拟模块能让用户自由的组装并

驾驶车辆。无论是标准汽车车辆，还是四驱车、三轮车、自行车，甚至一些结构奇怪的月球

车、火星车等，都可以通过物理引擎模拟出逼真的运动效果。 

1 车辆属性 

车辆名称：用于识别车辆，在脚本中指定车辆。 
碰撞组：碰撞组的应用同刚体碰撞组。 
车辆重量：车辆的质量，影响到车辆行驶时的速度表现，以及压在轮胎上的弹力位移。 
车辆重心：车辆的中心决定车辆运行时候的行为状态，车辆的重心高度对于车辆运行的

平稳性起着重要的影响。 
行驶阻尼：车辆在运行时候，由于速度过快受到的阻尼，也是限制车辆 大速度的一种

方式。 

 

2 车体组装 

构建车辆后，可以将输入车体的模型选中，然后点击“添加为车体”的按钮。所添加的

模型将会和车体一起运动。第一次添加为车体的所有模型，将会拥有一个包围盒，该包围盒



构成车辆的碰撞体。 

 

3 车轮组装 

和添加车体的操作方法一样，在场景中选择上车轮的模型，然后点击添加为车轮的按钮。

添加到车轮正上方是车轮坐标轴的 Y 轴正方向，围绕 Y 轴的旋转为控制转弯时的操舵角度。

车轮的正前方（车辆前进的方向）根据模型的包围合大小自动适配，无需在 MAX 模型制作

的时候留意车轮的朝向，但是必须让正前方和某个坐标轴重合。 
车轮装配后，车轮的滚动动画会自动生成，无需在 MAX 中制作刚体车轮的动画。 
装配完毕的车轮，可以设置其驱动、制动和转向属性，如果没有勾选相应的功能，则在

通过车辆控制驾驶的时候会忽略对相应车轮的控制。比如我们想在车辆刹车的时候，只用后

轮制动，那么需要在列表中选择上组装好的前轮，然后取消掉刹车制动的功能。 
车轮悬挂：我们知道为了维持车辆车体的平衡，车体和车轮之间都有弹性装置，可以减

缓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由于地面陡峭传输到车体的震动，也能维持车体的平衡。在物理引擎的

模拟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制定车体与车轮之间弹簧设施的各种参数： 
悬挂位移：悬挂弹簧设置所能移动的 大位移量，某些车轮比较大的车辆，在悬挂位移

量方面也是很大的。 
悬挂弹力：当偏离稳定悬挂点后，弹簧的恢复力。 
弹簧阻尼：如果没有弹簧阻尼和车体的刚体阻尼，弹簧装置会不断的反复抖动，弹簧阻

尼是减小弹簧势能的一种方式。 



 

十、 物理引擎脚本 

1 刚体控制 

 

刚体受力（模型名称，力种类，力方向坐标，力向量，力名称） 
/*对物体模型添加力*/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5 
参数一：模型名称 



参数二：类型（作用力的类型）；0=持续力；1=冲力 
参数三：坐标轴（作用力方向坐标系选择）；0=世界坐标；1=视点坐标；2=模型坐标；

3=视线水平投影 
参数四：力向量（作用力向量） 
参数五：力名称 
刚体扭矩（模型名称，力类型，坐标类型，力大小，力名词） 
/*对物体模型添加扭矩*/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5 
参数一：模型名称 
参数二：类型（扭矩力的类型）；0=持续力；1=冲力 
参数三：坐标轴（扭矩力方向坐标系选择）；0=世界坐标；1=视点坐标；2=模型坐标；

3=视线水平投影 
参数四：扭矩向量围绕轴 X/Y/Z 
参数五：力名称 
删除力（力名称） 
/*删除持续的力/扭矩/冰冻角色的持续位移*/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1 
参数一：力名称 
刚体速度（模型名称，速度类型，速度方向，速度大小） 
/*修改刚体当前的线性速度*/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4 
参数一：模型名称 
参数二：类型（设置和增加当前线性速度值）；0=设置速度；1=增加速度 
参数三：坐标轴（速度向量坐标系选择）；0=世界坐标；1=模型坐标；2=视点坐标；3=

视线水平投影 
参数四：速度向量 
设置角速度（模型名称，角速度类型，角速度方向，角速度大小） 
/*修改刚体当前的角速度*/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4 
参数一：模型名称 
参数二：类型（设置和增加当前角速度值）；0=设置角速度；1=增加角速度 
参数三：坐标轴（角速度向量坐标系选择）；0=世界坐标；1=模型坐标；2=视点坐标；

3=视线水平投影 
参数四：角速度量基于绕 X/Y/Z 轴（角速度围绕的坐标轴） 
冰冻物体（冰冻范围，冰冻状态，冰冻目标） 
/*设置模型/组的冻结状态*/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3 
参数一：范围（选择冻结的物体）；0=模型；1=组 
参数二：状态（选择物体状态）；0=冻结；1=解冻 



参数三：目标名称 
移动冰冻角色（移动类型，移动范围，移动目标，移动量坐标系，移动量，持续移动名

称） 
当模型具有角色原有脚本失效，请使用现在的脚本。 
/*移动被冻结的物体*/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6 
参数一：范围（移动单个模型还是一组模型）；0=模型；1=组 
参数二：类型（模型移动类型，如相对移动，持续移动）；0=设置坐标；1=相对原位置

移动；2=持续相对位移 
参数三：目标名称 
参数四：坐标系；0=世界坐标；1=模型坐标；2=视点坐标；3=视线水平投影 
参数五：移动向量 
参数六：名称（可以通过删除力来删除持续移动） 
开启鼠标控制角色 
/*切换到鼠标控制角色状态*/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3 
参数一：控制目标，多个目标之间用；号隔开，控制所有物体请用<all> 
参数二：坐标轴；0=世界坐标；1=模型坐标系；2=视点坐标系 
参数三：抓移面法向量（X/Y/Z），基于上面坐标系 
关闭鼠标控制角色 
/*结束到鼠标控制角色状态*/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0 
转动冰冻角色（转动类型，转动范围，移动目标，移动量坐标系，移动量，持续转动名

称） 
/*旋转被冻结的物体*/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6 
参数一：范围（转动单个模型还是一组模型）；0=模型；1=组 
参数二：类型（模型转动类型，如相对转动，持续转动）；0=设置坐标；1=相对原位置

移动；2=持续相对位移 
参数三：目标名称 
参数四：坐标系；0=世界坐标；1=模型坐标；2=视点坐标；3=视线水平投影 
参数五：移动向量 
参数六：名称（可以通过删除力来删除持续移动） 

2 连接约束 

 
断裂连接（模型 1，模型 2） 



/*让连接中断*/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2 
参数一：模型 A 
参数二：模型 B 
创建链接（模型 1，模型 2，连接点，连接轴） 
/*创造连接*/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5 
参数一：模型 A 
参数二：模型 B 
参数三：类型（模型连接类型）；0=粘合；1=合页；2=球面；3=直轨；4=柱面 
参数四：锚点坐标 
参数五：连接轴向量 

3 流体 

 

设置流体参数（流体名称，流体参数类型，新参数） 
/*设置流体参数*/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3 
参数一：流体名称 
参数二：参数；0=是否禁用 
参数三：参数值 
流体粘贴模型（流体名称，模型名称，绑定状态） 
/*流体粘贴模型*/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3 
参数一：流体名称 
参数二：粘贴方式；0=位置+方向；1=位置；2=方向 
参数三：刚体模型 
显示隐藏流体 
/*显示隐藏流体*/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2 
参数一：流体名称 
参数二：粘贴方式；0=隐藏；1=显示 
创建球状流体 
/*创建球状流体*/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1 
参数一：流体名称 

4 布料 

 
设置布料参数（布料模型名称，布料参数类型，新参数） 
/*设置布料参数*/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3 
参数一：布料模型 
参数二：参数；0=粘贴撕裂系数；1=撕裂系数；2=抗弯系数；3=阻尼；4=摩擦系数；

5=厚度；6=刚体反馈系数；7=流体反馈系数；8=抗拉系数 
参数三：参数值 
布料粘贴模型（布料模型名称，粘贴对象名称，粘贴状态） 
/*布料粘贴模型*/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2 
参数一：布料模型 
参数二：刚体模型 
开始鼠标拖动布料 
/*开始鼠标拖动布料*/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3 
参数一：布料模型 
参数二：拖拽力度 
参数三：点取范围 
取消鼠标控制 
/*取消所有鼠标控制*/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0 
振动相机 
/*振动相机*/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2 
参数一：位移量 
参数二：振动时间 



5 事件 

 
事件绑定脚本（脚本函数名，事件名称） 
/*将脚本绑定到定义事件*/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2 
参数一：函数名称 
参数二：事件名称 
取消事件绑定（事件名称） 
/*取消事件绑定*/ 
返回值：无 
参数个数：1 
参数一：事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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