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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数据转换和可视化 

简介 
虚幻引擎逐渐成为深受制造商信赖的可视化工具，因为 
它具备灵活、视觉质量、多平台支持和易于使用等优势。 
制造行业的设计师发现，在实时渲染中，他们不必局限 
于静态图片和视频，而是可以利用更多样化的资源，跨 
多种平台制作许多类型的互动媒体。 
 
 
 为了支持不断扩大的制造行业用户群体，Epic Games最 
近在旗下虚幻工作室工具套件中，增加了数据准备功能。 
该工具包支持“直接来自CAD”工作流，为制造可视化 
打造别具一格、功能强大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2018年初，Epic Games与McLaren设计团队合作，启动了 
一项实时可视化项目：车辆展示配置程序。它适用于多 
种车辆类型（跑车、古典车、豪华车），并且随着设计 
的进行，还可以将新设计信息更新到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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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虚幻工作室自动化CAD数据准备和实时可视化 

在McLaren项目中，我们的目标是使用虚幻工作室自动完成设计数据的准备、转换和可视化操作。 
这种自动化功能可以极大地减少在引擎中转换、整理和准备CAD数据时遇到的瓶颈。因此，该设计 
团队才能够将实时渲染和虚拟现实无缝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流程中。 
 

在数据准备中，保持数据准确性和提高效率都是关键所在。准备工作流程确定后，开发者便能够使 
用虚幻引擎内集成的Python自动读取和处理新设计。 
 
 
本文概述了McLaren在制作该项目的工作流程采取的步骤，以及您可以运用哪些核心概念和技术来确 
定自己公司的独特工作流程和满足自己的需要。 
 

传统数据准备挑战 

传统数据准备方法对于设计团队而言存在一些挑战。 

传统解决方案需要一个专门的操作员来转换、整理和可视化数据。不仅这些流程耗费时间，而且操作员 
和他/她的流程与设计团队是脱节的。在这样的工作流程中，无法进行快速审核、迭代和显示。 
 

此外，CAD、3D文件和元数据通常使用其应用程序专属的固有格式，导致只有专门的操作员能够访问这 
些数据。这意味着设计师和其他感兴趣的人无法轻易查看或更新这些数据。 
 

在制作互动媒体时,通常需要一个额外的软件包来呈现内容。这样就会在与外部团队和客户沟通时产生成 
本和后勤难题，因为对于每一个通过实时或VR体验产品的体验者，都需要配备额外的席位和经过培训的 
工作人员。 
 
 虚幻引擎和虚幻工作室经过专门的设计，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虚幻工作室简化了转换流程，因此不再需 
要一个专门的操作员。 
 

层级 几何体 

简化、扁平化 
场景物件层级 

筛选 
组件 

曲面细分 
几何体 

模型简化 
和修整 

材质 
替换 

导入数据 精简 

反转 
生成网格体、UV 

生成 
三角面、消除间隙、 
补孔、消除凹凸、 
替换凸包、 
拆分... 

简化、生成 
LOD、重建拓扑 

（simplygon） 

图1：从CAD到虚幻引擎的导入和优化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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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数据转换和可视化 

在虚幻引擎中，数据在一个集中的中心位置存储和编辑，许多团队成员都可以在需要时访问、查看或更新数据。 
 

虚幻引擎还会产生不需要额外软件来交付和查看的媒体。用户可以部署独立应用程序以分发给他们的组织和客户。 
 

利用虚幻工作室的优势满足McLaren设计团队的需要 

在了解McLaren团队的项目需要时，我们首先讨论了功能和效率目标。为了更有效地将实时3D车辆融入到他们的设计 
工作流程中，McLaren需要以下工作流程功能： 
 
 
• 
• 
• 

以高水平产品精确度呈现所建议的车辆表面形态和材质。 
轻松对比多种产品种类和以往设计。 
允许在设计和可视化之间快速迭代，以便在设计方案中完成或修改了设计时，能够立即在虚幻引擎中查看和 
比较设计。 
 

McLaren在采用可视化数据准备解决方案所遇到的传统障碍是需要较高的人力成本来实现方案。为确保解决方案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际效果仍能满足要求，还需要达到以下效率： 
 

• 能够自动化CAD转换和导入流程，以便McLaren实时专家能够专注于创意决策。 
 • 

• 
• 

任何文件保存/版本控制流程都必须适合设计部门中使用的现有流程。 
能够在发生更改时，自动处理和集成新设计。 
就易用性而言，设计师必须能够在实时审核或虚拟现实中保存、查看和比较设计，而不要求他们一定要具备 
虚幻引擎或其他软件的技术知识。 
 

在定制解决方案来满足McLaren的目标时，我们确定了他们的需要、最佳实践和应用程序设置，以准备在虚幻引擎 
中进行设计协作所需的CAD数据。 
 
本文后续章节将概括介绍数据准备所用的一些方法和概念。然后，我们将详细介绍实际开发自动化和功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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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数据准备 

本节概括介绍准备设计数据以便在虚幻引擎等实时可 
视化工具中使用的关键概念。 
 
 
Datasmith是虚幻工作室随附的一个导入工具套件，它 
提供一个将CAD文件导入到虚幻引擎的导入工具。该 
导入工具负责处理将CAD数据转换为虚幻引擎实体。 
 
 Datasmith支持从多种CAD、CAID和DCC应用程序导入文 
件，包括DELTAGEN、VRED、Alias、Revit、AutoCAD、CATIA、
3ds Max和SketchUp Pro。 
 
如需了解完整的受支持格式列表，请参阅 
Datasmith支持的软件和文件类型帮助主题。 

图3：CAD和DCC数据包以及导入到 
虚幻引擎中的工作流程 

CAD与三角面 

在行业内，有两种主要的格式类别：精准（precise）和曲面细分（tessellated）。虽然这两种格式的渲染可能非常 
相似，但它们有许多不同之处： 
 

精准 

• 
• 
• 

固体及其表面用参数函数来描述，因此在几何体上是精确匹配的。 
该模型包含可以用来进行筛选的构造信息。 
这通常是由CAD系统产生的模型类型。此类模型不适用于实时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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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细分 

• 表面由网格体表示，这是一种使用三角面的结构化表示方法（也称为多边形或几何体）。这些三角面“编织” 
在一起，形成一个用来表示物体表面的网格体。通过使用小尺寸三角面，可以大致估算出在一定距离处看起来 
平滑的曲面。 
所有构造信息都会丢失。 • 

• 曲面细分模型适合用于实时可视化。 

CAD系统是一些创建和组织产品Digital Mock-Up（DMU）的工具集。DMU的最终用途是为生产而优化的精准模型， 
但不太适用于交互式可视化。 
 

CAD转换 

准备数据的一个基本步骤是将工程最优数据（CAD）转换为能够有效用于可视化的数据（DCC）。3D引擎仅处理 
三角面模型；因此，如果格式为精准，则曲面细分步骤必不可少。 

CAD模型通常还包含一些层级、装配件和其他组织结构，每次转换为游戏引擎格式时都需要保留这些信息。通过 
Datasmith转换会保留零部件结构的层级，并会进行曲面细分。 
 

图4：CAD设计环境截图。这是根据一系列数学运算得出并以 
图形形式表示的最终模型结果（构造历史）。 

 

图5：同一个引擎在虚幻编辑器中的截图。该模型由三角面网格体组装而成， 
原始模型的每个零部件都是一个独立的三角面网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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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转换 

大部分DCC（数字内容创建）软件数据包（Maya、3ds Max等）都使用基于三角面的模型，因此，来自DCC数据包 
的文件通常无需进行曲面细分，可以直接导入到实时引擎中。 
 
但是，DCC格式有时不会导出与构造历史有关的信息，或者与DCC数据包特有特征有关的信息。虽然有一些软件能 
够执行网格体分析，并补偿在为游戏引擎准备模型时存在的这些缺陷，但这种分析非常耗时。 
 

从DCC格式到游戏引擎的转换过程必须考虑在所产生网格体中保留特有特征的要求。 
 

虚幻引擎网格体的类型 

将一个对象导入到虚幻引擎中后，它被称为静态网格体。静态网格体也属于一类更广泛对象类型Actor的一部分。 
Actor可以是任意类型的对象（静态网格体、摄像头、可单击的图标等），并可以放置在虚幻引擎场景中。 
 

在这里介绍这些术语是为了清楚明白地帮助读者理解本文的一些概念。 

长期以来，三角面一直是渲染算法的原始几何形状选择。这是可以用来估算表面的最简单的原始几何形状，也是 
3D数学和渲染中用来计算空间位置、方向和屏幕投影的直接方法。因此，实时应用中使用的几何形状才会表示为 
一组三角面。 
 

曲面细分 

曲面细分步骤有两个目的：将精准表面转换为三角面模型（采样），并减少模型的细节层次。精准模型的优势在 
于它们可以经过曲面细分处理以达到用户所需的细节层次。 
 

通过对精准表面采样，转换流程会生成原始表面的近似版本。用户可以对采样频率进行参数化，因此会影响近似 
输出的质量/大小。在表面曲面细分的情况下，参数控制用来表示表面的三角面的密度。CAD导入工具中提供了多 
个参数，每个参数都对三角面生成有不同的影响。 
 

图6：左图是基于NURBS的原生文件，表示的是CAD查看器中渲染的车罩。 
右图是同一个表面采样后形成的三角面网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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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曲面细分具备以下特征： 

• 
• 

采样充分，以便生成将能够捕捉和表示表面细节的三角面密度。 
三角面大小整体是一致的。网格体中应避免出现细长三角面或形状不规整的三角面。三角面大小一致是保证网 
格体光滑着色和反射的重要条件。 
 

图7：左侧网格体的三角面密度低，因此反射不连续。右侧 
网格体具有更合适的网格体密度，因此反射更准确。 

 

转换后模型的细节层次取决于曲面细分所用的参数。 

用来控制曲面细分精准度的参数有三个：弦容差（Chord Tolerance）、最大边长（Max Edge Length）和法线容差 
（Normal Tolerance）。 

图8：“Datasmith导入选项”对话框中的曲面细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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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容差 

弦容差也称为弦误差或垂度，是用于简化模型的参数。它定义初始表面和曲面细分表面之间的容差，即两个表面之 
间的最大可接受距离。该值越低，从原始表面获取的样本数量越多，因此越接近于原始表面。 
 

图9：弦容差以及与几何表象的关系 

增大弦容差的效果在沿着曲面采样的顶点位置处可以显现出来。表面平滑度会降低，构成表面的三角面会变得明显。 
 

下图描绘出了弦容差的效果，其他曲面细分参数保持不变。 

0.1mm - 134 000个三角面 0.5mm - 37 500个三角面 10mm - 13 500个三角面 

图10：汽车座椅的表面，显示的是不同弦容差设置所产生的曲面细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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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边长 

最大边长参数控制三角面任意边的最大长度，因此有助于限制模型中存在大三角面或细长三角面。在Datasmith中， 
将该值设置为0表示忽略该参数。 

图11：最大边长以及与几何表象的关系 

在以下示例中，弦容差和法线容差保持不变，以突显最大边长的效果。 

10mm - 128 000个三角面 20mm - 43 700个三角面 40mm - 21 000个三角面 

图12：不同最大边长设置所产生的曲面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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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线容差 

法线容差参数限制在表面上，两个相邻三角面之间的角度。曲面细分算法将限制这些值的大小，以防止采样不足， 
并保证保留大概的表面形状。 
 
 

图13：法线容差以及与几何表象的关系 

与弦容差类似的是，法线容差也会影响NURBS表面和采样表面之间的可接受偏差。它与弦容差不同的是，它能够保 
证最小曲率，从而在高曲率区域保留细节。 
 

5° - 295,000个三角面 10° - 100,000个三角面 40° - 21,500个三角面 

图14：不同法线容差设置所产生的曲面细分。 

不同零部件的不同需要 

弦容差、最大边长和法线容差根据零部件的复杂程度和形状均匀地应用于任何所处理的几何体。各自的理想设置 
可能会根据所处理的零部件有所变化。 

在某些情况下，最佳做法可能是将导入的模型拆分成多个CAD文件，然后可以对这些文件应用不同的曲面细分级别， 
再在游戏引擎编辑器中重新合并导入的网格体。 
 
初始导入的目标是创建近距离观察仍有足够精细细节的网格体。后面将介绍一个额外的简化步骤，以在零部件没有 
靠近摄像头时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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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三角面 

在多边形建模中，每个三角面都通过三个点在内部定义，每个点都位于三维空间中的不同位置。如果有两个或更多 
三角面顶点位于同一个位置，则结果会产生退化三角面。如果有两个顶点位于同一个位置，则三角面只有一个边。 
如果三个顶点都位于同一个位置，则三角面由一个点构成。 
 

这些退化三角面形态在渲染过程中会导致计算和视觉结果方面的问题。在进行曲面细分时，使用不会产生退化形状 
的设置十分重要。 

优化提速 

3D场景的渲染流程包含多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几何体和照明将转换为渲染图像。在这个管道中，每个步骤都 
以时间来衡量成本。其目的是在渲染质量和交互性或播放速度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种速度的衡量单位是每秒渲染 
的帧数（fps）。 

理想准备结果是根据平台的目标预算减少三角面数量，同时保留视觉质量。这可以在初始导入模型时，通过调整曲 
面细分参数来实现。 

模型导入后，可以使用一些工具来限制从一定距离观察时模型使用的三角面数量。 
 

LOD 

使用细节层次（LOD）功能指示虚幻引擎使用某个版本 
的模型；在这个版本中，多边形较少，当模型距离摄像 
头足够远时，不会检测到缺少的细节。当有LOD可用时， 
引擎会根据模型在屏幕上的相对大小，将几何体替换 
为低面数对等结构。LOD主要用来减少对象上的三角面 
数量，以提高渲染速度，但也可以通过使用材质较少或 
着色器较少的网格体来实现最低LOD，从而减少绘图调 
用。如需查看有关LOD的文档，请参阅帮助主题 
创建和使用LOD。 

为了利用这个功能，应该为场景中使用的静态网格体创 
建LOD配置。有两个可用的选项： 
 

• 

• 

要创建您自己的LOD，可以生成模型的低面数版本， 
然后将它们导入到虚幻引擎中，并与静态网格体链 
接起来。另一种方法是针对每个LOD，从LOD 0开始 
定义三角面百分比，以及屏幕上引擎交换LOD时将用 
作阈值的的大小。 
 
使用编辑器中定义的预设LOD组之一。选择一个预设 
后，编辑器会生成对应数量的LOD和屏幕上的大小。 
 

图15：LOD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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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绘了引擎模型上的高细节配置。当该零部件在屏幕上占据的空间超过23%时，便会立即显示全细节零部 
件LOD 0。 
 

LOD 0 
屏幕大小：低于1.0 
三角面数量：389 000 (N) 

LOD 1 
屏幕大小：低于0.23 
三角面数量：195 000 (N/2) 

LOD 2 
屏幕大小：低于0.10 
三角面数量：97 000 (N/4) 

LOD 3 
屏幕大小：低于0.05 
三角面数量：48 000 (N/8) 

LOD 4 
屏幕大小：低于0.033 
三角面数量：24 000 (N/16) 

LOD 5 
屏幕大小：低于0.01 
三角面数量：12 000 (N/32) 

表1：LOD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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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描绘了一个场景中的LOD使用效果，LOD 0为白色，LOD 5为粉色。 

图16：以不同颜色表示的LOD 

模型简化 

模型简化命令用于移除突出、通孔和盲孔。模型简化可以显著减少机械模型中 
的多边形数量。 

该功能指定应该移除哪些类型的特征以及要处理的维度阈值。 
 

图17：模型简化选项 

图18：根据阈值，最小的通孔已被堵上，直径较大的通孔则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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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绘图调用 

引擎在实时更新场景时，会对每一帧执行绘图调用。绘图调用是针对当前视图，请求获取绘制场景所需的所有信息 
的内部请求。 
 
每个绘图调用都存在一定的时间成本。通过减少绘图调用，我们或许可以提高实时播放速度。 

合并与实例化 

对于每个绘图命令，命令本身存在一定的成本——对实时引擎而言，1个由100,000三角面组成的对象和100个由1,000 
个三角面组成的对象相比，虽然三角面总数是相同的，但前者绘制所用的时间更少。这意味着，合并对象可以减少 
绘图调用，因此提高性能。 
 
如果可能，操作员应该合并对象来减少绘图调用。如果场景依赖重复的几何体，还可以使用实例化来降低绘图成 
本。通过实例化，将存储一个对象的实际几何体，而这个对象的其余版本将作为对原始对象的引用进行存储。这 
种存储一个对象的多个版本的方法在重新绘制场景时能够节省时间。 
 

下表提供了合并部分汽车外观上的元素的示例。为了突出显示独立零部件，使用了分解式视觉效果。 
 

不合并 
90个对象 

好处：仅绘制可见表面的三角面。 

弊端：如果整个外观可见，就会有90个绘图调用。 

一个对象的最多三角面数量： 
75,000（轮罩拱） 

部分合并 
8个对象 

绘图调用和几何体均衡的解决方案，最多8个绘图调用。 

为了添加动画效果，车罩、车门和燃料检测装置保持相互独立。 

一个对象的最多三角面数量： 
313,000（后部外观） 

全部合并 
1个对象 

好处：只有一次绘图调用 

弊端：尽管只能看到一部分外观，也会绘制整个外观。 

一个对象的最多三角面数量： 
1,000,000（完整外观） 

表2：多种合并级别的利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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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并网格体后，可以为合并后的实体生成新的LOD。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虚幻引擎文档中的Actor合并帮 
助主题。 
 
代理LOD 

代理LOD是虚幻引擎中的一个试验性选项。该系统将生 
成具有一个纹理的一个网格体来取代一组选定的网格体。 
这样通过将两个或更多材质合并为一个，可以减少三角 
形的数量，并减少绘图调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虚 
幻引擎文档中的代理几何体工具帮助主题。 

图19：左侧是原始底盘（3,875,000个三角面，52个网格 
体和19个材质）。右侧是代理版本（130,000个三角面， 
1个网格体和1个材质）。 

 LOD控制 

在准备数据时，有时您可能想要在场景中保留一个高分辨率LOD，而当前应用程序不需要这种程度的细节。在LOD 
配置中，有一个选项可以用来控制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的最小LOD（最高细节级别）。 
 

LOD配置还提供了一种根据运行应用程序的平台定义不同屏幕尺寸值的方法。这样，所有资源都会经过准备并存储 
在一个项目中，但最终应用程序中只会使用相关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每个平台的LOD屏幕大小帮助主题。 

包壳 

另一个用于限制绘图调用数量的选项是使用包壳功能，它会检测可能会被遮挡的对象，以便将它们隐藏或删除。在 
许多内部零部件可见概率较低的复杂装配件中，可以使用包壳。 
 

图20：初始模型有447个对象，删除了223个被遮挡的对象。 

该方法指定一个阈值，低于该阈值时，不会对几何体中的间隙进行可见性检查。这样允许处理未完全闭合的装配 
件，并删除被遮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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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准备策略和最佳实践 

能够明确一个应用程序的具体要求与掌握数据准备工具知识同样重要。要明确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目标平台和目标应 
用程序。明确目标平台即明确了已知限制以及项目的技术限制。明确目标应用程序即明确了如何让所需功能优先利 
用有限资源。 
 

平台： 

目标平台类型将影响优化以及应用程序的架构。该步骤是以场景中的资源质量和数量确定预算的重要步骤。 
 

台式电脑或服务器 

在所有可能的平台中，台式电脑或服务器是计算能力最强、存储空间最大、因此限制最少的的实时配置。在台式机 
上，应用程序将呈现在标准显示屏上，并使用标准输入设备（键盘、鼠标、控制台）。在硬件限制最小的台式机装 
置配置中，图形质量可以达到最高水平。这也是能够在几何体中支持最高细节层次的配置。 
 

VR头盔 

虚拟现实头盔通常由台式电脑驱动，因此需要考虑的问 
题也是类似的。但是，每个视点两个渲染（一只眼睛一 
个渲染），并且保持高帧速（为了让用户体验舒适）对 
渲染造成了额外的压力。基于台式机的VR和AR的主要好 
处是让用户完全沉浸在3D环境中，营造出一种更逼真的 
体积和空间感。VR也是一种更“自然”的使用应用程序 
的方法，因为用户可以直接依赖身体运动和手部操控在 
虚拟场景中导航和互动。因此，在以体验为关键要素的 
应用中，例如培训、探索建筑物和审查等，通常使用VR。 
 

 
表3：多种VR HMD（头戴式显示器）设备的帧速 

VR CAVE/投影墙 

投影墙或CAVE（洞穴状自动虚拟环境）上的VR与头盔VR体验非常相似，因为它使用性能强大的计算机上的双渲染 
和高刷新率。主要差异在于它需要多显示屏输出，因为这种应用需要渲染多个不同的视角，并将它们推送到多个屏 
幕或投影仪。从虚幻引擎v4.20开始，已经添加了对多显示屏输出的支持。 
 

AR 

AR（增强现实）通常在轻量级的小型设备上运行，这类设备计算能力有限，自主性强，如手机、平板电脑或头盔。 
AR需要进行位置跟踪以便虚拟物体能够与真实环境相符，这样就需要耗费资源来处理图像，因此会剥夺一些计算资 
源。所以，AR配置在准备过程中需要全面周到，并采用最高水平的优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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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不同受众的需求各不相同；客户所需的实时体验不同于工程师所需的体验。确定应用和受众有助于确定功能和优化 
的优先级，因此而确定准备数据所用的方法。 
 

应用 要求 

设计审查/检验 几何体细节：隐藏几何体具备高水平和可见性 

受众：设计师/工程师 部件数量：高。部件独立以便单独检验，或 
以低水平合并。 

材质复杂性：中等到高（设计） 

数据：工程和变体 

屏幕尺寸：中等到高（产品） 

互动性：中等；操控、动画、材质切换 

几何体细节：中等水平 工艺模拟/工厂 

受众：工程师/生产经理/ 部件数量：非常高 
工人 

材质复杂性：简单到中等 

数据：工程和序列 

屏幕尺寸：非常高（工厂、城市） 

互动性：高；动画和模拟（物理） 

几何体细节：高水平 市场营销 

受众：零售商/客户 部件数量：中 

材质复杂性：高 

数据：市场、销售 

屏幕尺寸：中等到高（产品） 

互动性：中等；操控、动画、材质切换 

表4：多种应用及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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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方法 

1.根据您的应用需要，确定每个几何体项目的预期最低细节层次。 
2.导入一小部分代表性零部件，并确定产品的曲面细分参数，以便每个静态网格体都能与其预期细节层次匹配。将 
这些曲面细分参数存储在预设中。避免使用会产生退化和细长三角面的曲面细分参数。 

3.创建一种配置方法：将产品零部件与您的一个曲面细分预设关联起来。 
4.将产品作为静态网格体导入。每个零部件都应该有能够满足应用需要的细节层次。 
5.为静态网格体创建LOD。对于大多数应用，强烈建议采纳该步骤，尤其是您有多个目标平台，并且它们有着不同的 
性能能力。 

6.合并对象：在对应用用途有意义的合并与对象空间接近性之间寻求平衡。不建议合并空间上距离较远的对象。 
7.场景内容： 

a)  重复性网格体：使用静态网格体实例 
b)  大型静态环境：使用分层LOD 
c)  大型对象：先拆分几何体再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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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实践：McLaren设计团队 
在通过虚幻引擎解决方案为McLaren设计可视化团队提供支持时，我们的一部分目标是与现有设计工作流程集成， 

并为在不同类型的实时可视化应用场景中呈现设计信息尽量减少对于各种资源，软件和时间的需求数量，同时 

保持所需的图像质量。我们的测试项目包括自动化摄入和转换流程的各个部分，以便让设计人力能够专注于有附 

加价值的工作。 
 

定制解决方案 
下文描述了在虚幻引擎中处理McLaren项目时考虑的事项。 

可用的3D数据 

在此情况下，我们使用前期设计数据，此类数据在某些区域是不完整的（大多数制造商在这个阶段通常如此）。 
该数据不会推出到市场；它的用途是以最低开销在团队中实现视觉沟通方式。在此情况下，当保存了IGES或 
CATPART版本的数据后，就会将这些文件连同它们的元数据一起发布到中央元库或数据库。 

 

可用元数据 

与3D数据类似，这个阶段的元数据在复杂性和用处方面仍处于早期阶段。创建日期、配置版本和零部件组等数据 
会为基本组织结构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质量需要 

数据需要具有相对较高的分辨率，以便在从NURBS转换为多边形时能够保留设计构想。它的质量水平应该能够准 
确传达设计构想，但未经额外清理时不会用于市场营销。 
 
 

快速迭代需要 

该设计团队每日都要修改他们的设计，因此需要一种能让他们快速查看这些更改，而无需安排人力来准备数据的解 
决方案。 
 

最终用途 

该团队希望将该数据用于图像创建、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因此多个曲面细分LOD是明智的选择。但是，此时速度 
比精细准备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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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ython实现自动化 

在数据准备和转换过程中，每个步骤都是处理器密集型的重复任务，因此对于个人而言非常耗时。创建数据准备系 
统的一个目标是自动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避免发生处理任务繁重而导致个人工作站停机的情况。 
 

虽然我们现有的软件尝试自动完成尽可能多的通用步骤，但始终存在一些每个企业特有的项目，必须单独定义来解 
决特定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流程具有十分清晰的逻辑，因此能在部门手册中逐步说明，则我们（以及设计 
师和经理）更愿意用代码来自动完成这个流程。 
 
 
正因如此，在虚幻工作室中集成Python才体现出重要价值。Python是3D/VFX管道中的标准语言。它易于使用，在3D 
管道（以及机器学习）中拥有悠久的使用历史，因此它是为重复性任务查找或创建快速低范围定制的理想选择。在 
虚幻引擎的编辑器中，几乎所有虚幻引擎工具和功能都可以通过Python访问，因此可以实现快速自动化。简单的脚 
本可以关联起来产生更强大的效果。 
 

对于McLaren，我们对以下任务实现了自动化，以配合他们的流程和元数据，并简化工作流程： 

• 解析元库并 a)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如果是首次导入）或者 b) 将新版本导入到现有的虚幻引擎项目中。 
 • 

• 
• 

曲面细分几何体并生成LOD。 
按照McLaren的文件夹层级结构，在虚幻引擎中对生成的资源分组。 
复制和镜像几何体：许多零部件都是在一半汽车上设计的，因此需要镜像，以便在实时应用程序中呈现。 
 • 

• 
将导入几何体的Actor填充到虚幻引擎场景中。 
为场景Actor分配具体材质。 

解析元素： 
确定新几何体 

曲面细分： 
创建网格体、LOD并存储在相应 
的文件夹中 

填充场景： 
使用模板和材质关联生成几何体 对称 

解析元数据： 
对称、配置、材质关联 

图21：使用Python脚本自动导入几何体和元数据的关键步骤视图。 

Python脚本功能可以通过虚幻编辑器中的Python插件访问。对项目激活Python脚本后，即可执行脚本来为项目生成和 
修改资源。 

UE4提供了一组专门为帮助撰写脚本而设计的高级库。EditorAssetLibrary、EditorLevelLibrary和EditorStaticMeshLibrary 
通过包含低级UE4编辑器功能，以一种便捷的方式对资源、关卡和静态网格体执行标准操作。Datasmith导入功能也 
可供访问，例如，通过DatasmithCADSceneElement类可以使用CAD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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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示例脚本 

本节旨在展示和描述McLaren项目已经使用的代码片段，这些代码稍作调整即可用于其他设计可视化项目。 
 

设置关卡和导入CAD 

以下代码片段根据默认关卡模板（包含地面、天空和照明设置的标准场景）创建一个新的关卡： 
 

from unreal import EditorLevelLibrary 

#根据模板创建新关卡 
new_level = EditorLevelLibrary.new_level_from_template(“/Game/NewLevel”, “/Engine/Maps/Templates/Template_Default”) 

#保存新关卡 
EditorLevelLibrary.save_all_dirty_levels() 

通过Datasmith使用Python命令可以导入CAD文件。除了编辑器界面中已经公开的设置外，Python命令还有更多高级 
设置，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例如，以下代码将CAD文件导入当前关卡，并设置曲面细分参数和保存所有导入的资源： 
 

from unreal import EditorAssetLibrary, DatasmithCADSceneElement, DatasmithImportScene 

#将用于保存导入资源的内容文件夹 
content_folder = “/Game/Import” 

#要导入的CAD文件，必须使用Datasmith支持的格式 
cad_file_path = “D:/Data/Engine.SLDASM” 

#从CAD文件和目标内容目录初始化Datasmith CAD场景导入 
datasmith_scene = DatasmithCADSceneElement.construct_datasmith_scene_from_file(cad_file_path, content_folder) 
import_opt = datasmith_scene.get_import_options() 
import_opt.base_options.scene_handling = DatasmithImportScene.CURRENT_LEVEL 
import_opt.tessellation_options.chord_tolerance = 0.3 
import_opt.tessellation_options.max_edge_length = 0 
import_opt.tessellation_options.normal_tolerance = 30 

#处理导入场景 
datasmith_scene.process_scene() 

#将场景导入到当前关卡 
result = datasmith_scene.import_scene() 

#保存导入的静态网格体和材质资源 
for static_mesh in result.imported_meshes: 

EditorAssetLibrary.save_loaded_asset(static_mesh) 
for i in range(static_mesh.get_num_sections(0)): 

material_interface = static_mesh.get_material(i) 
EditorAssetLibrary.save_loaded_asset(material_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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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组织结构 

资源组织结构和命名是实现正确自动化的关键。以下样本代码在内容文件夹中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并将所有静态 
网格体资源移到该文件夹。请注意，重命名资源会阻止重新导入CAD文件，该功能要求以特定方式来命名要执行的 
文件。 
 

from os import path 
from unreal import EditorAssetLibrary 

#在内容文件夹中创建一个新目录 
EditorAssetLibrary.make_directory(“/Game/NewDirectory”) 

for static_mesh in result.imported_meshes: 
#将现有资源移到新创建的目录 
new_path_name = “/Game/NewDirectory/” + path.basename(static_mesh.get_outermost().get_name()) 
EditorAssetLibrary.rename_loaded_asset(static_mesh, new_path_name) 

在导入多个使用相同数据的文件后，某些资源可能会在多个地方重复出现。虚幻引擎有一个函数，名为 
“consolidation”，它通过仅保留一个引用版本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下代码样本查找所有内容目录的子文件夹中的材质资源，并整合所有具有相同名称的材质。请注意，整合条件作 
用的是资源名称，因此具有不同材质属性但名称相同的资源最后将会被整合。 
 

from unreal import EditorAssetLibrary, MaterialInstanceConstant 

#检索所有材质实例资源 
all_asset_names = EditorAssetLibrary.list_assets(“/Game/”, True, False) 

#从给定目录装入所有指定类的资源 
material_assets = [] 
for asset_name in all_asset_names: 

loaded_asset = EditorAssetLibrary.load_asset(asset_name) 
if loaded_asset.__class__ == MaterialInstanceConstant: 

material_assets.append(loaded_asset) 

#将相同资源重新分组 
asset_consolidation = {} 
for i in range(0, len(material_assets)): 

name = material_assets[i].get_name() 
if not name in asset_consolidation: 

asset_consolidation[name] = [] 
asset_consolidation[name].append(i) 

#整合相同资源的引用 
for asset_name, assets_ids in asset_consolidation.iteritems(): 

if len(assets_ids) < 2: 
continue 

EditorAssetLibrary.consolidate_assets(material_assets[assets_ids[0]], [material_assets[i] for i in assets_id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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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组织结构 

填充或编辑场景内容也是非常适合实现自动化的操作。以下示例是一个简单的脚本，它根据现有静态网格体资源， 
在场景原点处产生一个新的静态网格体Actor。它还将新创建Actor的移动性设置为“可移动”，这是能够在运行时 
操纵对象所必需的设置。 
 

from unreal import EditorLevelLibrary, StaticMeshActor, ComponentMobility, Rotator, Vector 

#在原点处产生新的静态网格体Actor 
new_actor = EditorLevelLibrary.spawn_actor_from_class(StaticMeshActor, Vector(0, 0, 0), Rotator(0, 0, 0)) 

#加载静态网格体资源 
static_mesh = EditorAssetLibrary.load_asset(“/Game/SM_Test”) 

#设置新Actor的静态网格体组件 
new_actor.static_mesh_component.set_static_mesh(static_mesh) 

#设置新Actor标签（在世界大纲视图中针对该Actor显示的文本） 
new_actor.set_actor_label(“Actor spawned from Python”) 
#将该Actor的的移动性设置为“可移动” 
new_actor.root_component.set_editor_property(“mobility”, ComponentMobility.MOVABLE) 

场景优化 

如上一章所述，能够合并几何体是减少绘图调用数量并提高性能的好方法。在以下示例中，我们自动合并当前关 
卡中名称以“Bolt”开头的所有静态网格体Actor。 
 

from unreal import EditorLevelLibrary, EditorScriptingMergeStaticMeshActorsOptions 
from unreal import MeshLODSelectionType, StaticMeshActor 

#检索关卡中名称以“Bolt”开头的所有静态网格体Actor 
actors = EditorLevelLibrary.get_all_level_actors() 
actors_to_merge = [a for a in actors if a.__class__ == StaticMeshActor and a.get_actor_label().startswith(“Bolt”)] 

#设置合并选项 
merge_options = EditorScriptingMergeStaticMeshActorsOptions() 
merge_options.base_package_name = “/Game/SM_MergedActor” 
merge_options.destroy_source_actors = False 
merge_options.new_actor_label = “Merged Actor” 
merge_options.spawn_merged_actor = True 
merge_options.mesh_merging_settings.bake_vertex_data_to_mesh = False 
merge_options.mesh_merging_settings.computed_light_map_resolution = False 
merge_options.mesh_merging_settings.generate_light_map_uv = False 
merge_options.mesh_merging_settings.lod_selection_type = MeshLODSelectionType.ALL_LO_DS 
merge_options.mesh_merging_settings.merge_physics_data = True 
merge_options.mesh_merging_settings.pivot_point_at_zero = True 

#合并网格体Actor并检索产生的Actor 
merged_actor = EditorLevelLibrary.merge_static_mesh_actors(actors_to_merge, merge_options) 

26 



 

加速数据转换和可视化 

还可以使用Python为静态网格体生成细节层次。以下脚本为当前关卡中使用的每个静态网格体生成两个细节层次。 
第一个LOD使用所有三角面，第二个使用25%，并在对象占据的屏幕空间大小降低至总屏幕大小的60%以下时自动 
启用。 
 

from unreal import EditorLevelLibrary, EditorStaticMeshLibrary 
from unreal import StaticMeshActor, EditorScriptingMeshReductionOptions, EditorScriptingMeshReductionSettings 

#检索关卡中的静态网格体Actor 
actors = EditorLevelLibrary.get_all_level_actors() 
static_meshes = { a.static_mesh_component.static_mesh for a in actors if a.__class__ == StaticMeshActor } 

#为每个静态网格体生成LOD 
for static_mesh in static_meshes: 

#每个细节层次的降低设置 
settings = [EditorScriptingMeshReductionSettings(1.0, 1.0), EditorScriptingMeshReductionSettings(0.25, 0.6)] 
#网格体的选项：不自动计算屏幕大小并使用先前降低设置 
options = EditorScriptingMeshReductionOptions(False, settings) 
EditorStaticMeshLibrary.set_lods(static_mesh, options) 

设置碰撞参数 

UE4需要碰撞形状来执行碰撞检测、物理模拟或光线投射。碰撞数据通常是互动应用程序所必需的。以下示例展示 
了如何为当前关卡中的所有静态网格体创建简单的凸包络碰撞形状。 
 

from unreal import EditorLevelLibrary, EditorStaticMeshLibrary, StaticMeshActor, ScriptingCollisionShapeType 

#检索关卡中的静态网格体Actor 
actors = EditorLevelLibrary.get_all_level_actors() 
static_meshes = { a.static_mesh_component.static_mesh for a in actors if a.__class__ == StaticMeshActor } 

#向所有静态网格体添加碰撞形状 
for static_mesh in static_meshes: 

#使用具有26个面的k-DOP凸包 
EditorStaticMeshLibrary.add_simple_collisions(static_mesh, ScriptingCollisionShapeType.NDO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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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aren设计可视化应用 
McLaren项目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用来将CAD内容填充到虚幻引擎项目中的导入脚本，和包含设计可视化应用程 
序所需的逻辑和函数的虚幻引擎项目。这种划分有助于将准备工作的具体任务和需求与可视化应用程序的功能区分 
开来。 
 

我们已经了解了行之有效的数据准备和导入。以下章节涵盖在虚幻引擎中创建应用程序本体的功能和流程。 
 

导航 

为使用虚幻引擎减轻产品审查应用程序的部署和使用，虚幻工作室提供了一个模板项目，名为“产品查看器”。该 
项目旨在让用户以最少的单击次数快速开始尝试VR、手机和桌面产品可视化。所有必需逻辑已经用虚幻引擎的蓝图 
可视化脚本语言开发完毕。 
 

正如虚幻工作室项目模板帮助主题中所述，该模板使用起来非常简便。只需导入数据，连接要供应用程序逻辑使用的已导 
入数据，然后在所选平台上进行试验即可。 
 

图22：轻松设置产品查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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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包含标准导航方法，如适用于桌面模式的飞行、环绕，适用于VR模式的瞬间移动。然后，用户还可以使用 
审查功能，例如，通过桌面鼠标操纵零部件，或通过VR中的控制器操纵零部件。X光功能可以将一个零部件或一组 
零部件渲染为透明状态，使用户能够直观地检验装配件。 
 

图23：使用鼠标操纵零部件 

图24：使用X光功能检验装配件   

整个模板在设计时始终考虑了扩展性，因此用户可以轻松地向项目添加特定于作业的功能。 
 

虚幻引擎产品查看器模板具备多功能性，因此是定制设计可视化应用程序的理想基础模板。只需添加切换逻辑来创 
建配置程序即可。 

将该产品查看器模板与自有模型结合使用也非常容易：对于包含几何体的任何已添加Actor，将它们连接到该默 
认模板场景中的特定根下面。该操作在导入脚本中执行，其中： 

• 
• 

当前激活关卡是默认产品查看器关卡，并且 
产生的Actor存储在连接到Interactive_root节点下面的的树中。 

29 



 

加速数据转换和可视化 

适用于汽车零部件的定制蓝图 

为提供切换几何体的功能，需要表示应用程序内部的数据组织结构。首 
先，必须标识与在应用程序中筛选对象有关的关键属性：版本、配置、创 
建日期等。其次，必须导入并存储该元数据。可以通过使用虚幻引擎数据 
表来完成这个操作，或者如本示例所示存储在定制蓝图中。 
 

一个汽车元素可能存在于不同的配置中，如跑车、古典车或豪华车，而且对 
于每个配置，随着设计的进行，可能会创建该元素的多个版本。 
 

处理切换行为所需的两个主要类型的对象是： 

• 

• 

“零部件节点”蓝图，这是一个静态网格体Actor，用于表示一个零部件 
以及与其关联的属性。 
“配置节点”蓝图，这是一个标准Actor，用于保存配置以及其中的零部 
件的列表。当用户选择该配置时，将使用这个配置中的零部件。 
 图25：大纲视图中的Interactive_root节点 

图26：零部件节点 图27：配置节点 

导入脚本也用来根据McLaren数据产生特定类型的Actor，并填充元数据，如配置名称、创建时间和版本。 
 

零部件选择触发操作在专用Actor的蓝图中执行。在键触发器上，将执行点击测试来确定位于光标下的零部件。确定 
该零部件后，将向关联的配置节点发送事件，因为该节点是保存与该部件不同版本和配置有关的完整信息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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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零部件配置的蓝图图形 

在配置节点的事件图形中，有两个主要事件： 

• 

• 

开始时：填充包含零部件数组的配置自身的数组。该操作的执行方法是扫描配置节点下面的“零部件节点”。 
 
选择零部件时：让UI可见，并在其中填充与当前配置节点有关的信息。 

图29：标注了所选内容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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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用户界面 

定制UI拆分成两个特定资源：一个用于保存配置/版本列表的小部件，以及一个用于表示列表中可选单元格的小部件。 
当用户在模型上选择一个零部件时，UI小部件中将填充对应的配置和版本信息，并显示在用户光标下面。 
 

图30：定制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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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小部件的逻辑是相互独立的。单元格小部件用来触发配置或版本的切换，配置小部件用来集中存放通过浏览 
列表触发的切换事件。 
 
在单元格小部件事件图形中，定义了一个特定行为，以在光标悬浮于该单元格上时运行。根据单元格类型，悬浮会 
改变项目背景色，或者触发配置更改或零部件更改。 
 

图31：单元格小部件事件图形 

在配置小部件事件图形中，当前配置和版本索引会更新，对应的Actor会变为可见。 
 

图32：配置小部件事件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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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引擎即平台 
数据准备就绪并妥善设置结构，从而能够在虚幻引擎中使用后，您便有了无限机会来创造内容和互动体验。值得注意的是， 
虚幻引擎相对简化了在项目之间迁移内容和功能的过程，许多这方面的用例都可以组合为一套解决方案，以在生产中带来 
规模效益。 
 
 
要查看如何在虚幻引擎中使用准备就绪的数据的示例，并从中获得启发，请参阅虚幻引擎企业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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