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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擎初始化(ModelEngine): 

1.1. 构造器 

“灵掌交互”三维可视化引擎总入口,需要实例化,实例化是需要传入一系

列参数. 

Ex: 

Html 部分： 

<canvas id="modelContainer"></canvas> 

Javascript 部分： 

let modelEngine = new ModelEngine({ 

canvasId:"modelContainer", 

webGLRenderer:{size:"fullScene",webGLRendererParameters:{}}, 

webSocketUrl:null, 

axis:{visible:false,size:500}, 

scene:{overrideMaterial:null, 

fog:null, 

background:null} 

loadSetting:{useCache:true, 

dynamicLoad:true, 

useWorker:true, 

cacheFile:true, 

cacheImage:false}, 

cameraSetting: { cameraType:"perspectiveCamera", 

                     cameraPosition:"front", 

           initAngle: 70, 

              properties:{fov:45,near:1,far:2000},         

        cameraControl:{controlType:"orbitControls"} 

 } 



}); 

 

参数说明: 

1. 必选参数: 

(1) canvasId:html 页面上提供的 canvas 标签的 id 值. 

(2) webSocketUrl:如果为 webSocket 加载则这个参数为必选,否

则为可选.默认为 null. 

 

2. 可选参数: 

(1) webGLRenderer(渲染器设置) 

size:标识 canvas 的大小,"fullScene":表示全屏."customSize":

表示自定义 canvas 大小 .如果要使用自定义的尺寸 ,需要给

canvas 一个定位. 

webGLRendererParameters:webGLRender 初始化时的参数,

详见 WebGL 参数,WebGLRender 初始化参数相同,不过不需要再

提供 canvas.并且抗锯齿属性默认为 true.其它都采用默认值. 

(2) axis(坐标轴设置) 

visible:是否可见.true 或者 false 默认为 true.显示的坐标系

为世界坐标系(偏移过的坐标系),坐标系中红色线条为 X 正方向,

蓝色线条为 Z 轴正方向,绿色线条为 Y 轴正方向. 

size:坐标系的大小,默认为 500.数值类型. 

(3) scene(场景设置) 

overrideMaterial:如果不为空.将强制使场景中的每个物体使

用这里的材质来渲染.默认为 null.如果需要设置请传入材质类型. 

fog: 雾 化 . 默 认 值 为 null, 也 可 以 开 启 雾 化 . 值 不 为

null,undefined 时,雾化开启.需要传入雾的颜色,开始应用雾的最

小距离,结束雾的最远距离.如果不传入则采用默认值.雾化颜色

最好跟背景色相近,以取得更好的展示效果. 

{color:0xFFFFFF,near:1,far:1000}为默认值, 

background:若不为空,在渲染场景时将设置背景,且背景总

是先被渲染.可以是一个颜色,或者一个图片路径也可以是”sky”.



如果是 sky,将会渲染一个天空背景,默认值为 null. 

(4) loadSetting(加载设置): 

useCache:是否使用缓存,这里的缓存采用前端数据库,默认

为 true. 

dynamicLoad:是否开启动态加载,一次加载多个模型时,如果

采用动态加载,模型将会加载成功立即渲染,若为 false.则会等待

所有模型加载完毕才会一次渲染所有的模型,默认为 true. 

useWorker:是否开启多线程解析模型文件.在加载模型较多

时,建议开启多线程加载,默认为 false.由于开启线程关闭线程将

耗费资源,因此模型数量较少时,尽量不开启.或者开启动态加载,

且在加载过程中希望能够操作模型,建议开启. 

cacheFile:是否缓存文件.默认为 true,useCache 为 true 时这

个属性才有效. 

cacheImage:是否缓存图片.默认为 false.只有 useCache 为

true 时设置这个属性才有效.开启缓存将会影响第一次加载模型

的速度. 

loadFont:是否加载默认字体,默认为 true,如果不使用模型文

字标签,建议设置为 false. 

 

(5) cameraSetting(相机设置) 

cameraType:相机类型,默认为透视相机,也可以选择透视相

机则值为:"orthographicCamera". 

cameraPosition:场景加载完毕之后相机所处的位置(在这里

Z 轴正方向为前方).8 个位置可选,默认为 front.分别是: 

"left":左方."right":右方."front":前方. 

"back":后方,"top":顶部,"bottom":底部, 

"front_left":左前方,"front_right":右前方, 

"back_left":左后方,"back_right":右后方. 

properties:相机初始化的参数. 

cameraControl:相机控制.默认为轨道控制器. 

initLevelDistance：相机的水品距离 



initVerticalDistance：相机的垂直距离 

zoomAdjust:正交相机的相机调整属性,默认为-2 

 



 

1.2. 内部常量 

1.2.1. 模型类型 

modelEngine.MODELTYPE:模型类型常量,是一个对象.模型加载时用到.其

中 key 代表了不同类型的模型类型.有以下几种: 

 model_3ds:3ds格式模型. 

model_obj:obj格式模型. 

model_3mf:3mf格式模型. 

model_fbx:fbx格式模型. 

model_gltf:gltf格式模型. 

model_assimp:assimp格式模型. 

1.2.2. 灯光类型 

modelEngine.LIGHTTYPE:灯光类型常量.是一个对象.创建灯光时用到,其中

key代表可不同类型的灯光类型.有以下几种: 

pointLight:点光源. 

ambientLight:环境光. 

rectAreaLight:区域光. 

directionalLight:平行光. 

hemisphereLight:半球光 

spotLight:聚光灯 

 

1.2.3. 材质类型 

modelEngine.MATERIALTYPE:材质类型常量.是一个对象,模型加载时用到用

于指定这个模型使用的材质.其中 key代表的是材质的类型,有以下几种: 

lineBasicMaterial:基础线条材质.一种用于绘制线框样式几何体材质. 



lineDashedMaterial:虚线材质.一种用于绘制虚线样式几何体材质. 

meshBasicMaterial:基础网格材质.一个以简单着色方式来绘制几何体的材

质,这种材质不受光照影响. 

meshDepthMaterial:深度网格材质.一种按深度绘制几何体的材质。深度基

于相机远近平面。白色最近，黑色最远。 

meshDistanceMaterial: 

meshLambertMaterial:Lambert 网格材质.一种非光泽表面的材质，没有镜

面高光。 

meshMatcapMaterial: 

meshNormalMaterial:法线网格材质.一种把法向量映射到 RGB颜色的材质。 

meshPhongMaterial:Phong 网格材质.一种用于具有镜面高光的光泽表面的

材质。 

 meshPhysicalMaterial:物理网格材质. 

meshStandardMaterial:标准网格材质.一种基于物理的标准材质，使用

Metallic-Roughness工作流程。 

meshToonMaterial:卡通网格材质 

pointsMaterial:点材质. 

spriteMaterial:点精灵材质.一种使用 Sprite的材质。 

shadowMaterial:阴影材质.此材质可以接收阴影，但在其他方面完全透明。 

shaderMaterial:着色器材质. 

 

 

 

1.2.4. 画线时线类型. 

modelEngine.LINETYPE:绘制线段时,线段的类型,可以是虚线或者实线. 

dashedLine:虚线类型. 

fullLine:实线类型. 



1.2.5. 场景雾化类型. 

modelEngine.FOGTYPE:开启场景雾化时选择雾化类型 

 

lineFog:线性雾. 

exp2Fog:指数变化雾. 

1.2.6. canvas 上作用的类类型. 

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切换 canvas事件时用到常量. 

 

defaultCanvasEvent:默认事件. 

roamingCanvasEvent:点选漫游事件. 

rangingCanvasEvent:测距事件. 

modelTransformCanvasEvent：对单个模型的操作事件 

boxSelectionCanvasEvent:框选事件. 

 

 

1.2.7. canvas 上作事件类型常量. 

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ENUM:给作用在 canvas 上的事件类添加回

调函数时用到. 

 

MOUSEDOWN:鼠标按下 

MOUSEMOVE:鼠标移动. 

MOUSEUP:鼠标抬起. 

CLICK：鼠标左键点击 

DBLCLICK:左键双击. 

RCLICK: 右键单击 

WHEELCLICK:滚轮点击 

 



1.2.8. 动画常量. 

modelEngine.ANIMATIONCONSTANT:创建动画或播放动画时用到. 

 

loopType:循环模式 

loopOnce:循环一次 

loopRepeat:重复播放 

loopPingPang:ping-pang 

interpolateType:插值类型 

interpolateDiscrete:离散插值 

interpolateLinear:线性插值. 

interpolateSmooth:平滑插值 

endingType:结束模式. 

zeroCurvatureEnding: 

zeroSlopeEnding: 

wrapAroundEnding: 

keyframeTrackType:关键帧轨道类型 

booleanKeyframeTrack:布尔类型的关键帧轨道. 

colorKeyframeTrack:反应颜色变化的关键帧轨道. 

numberKeyframeTrack:数字类型的关键帧轨道.  

quaternionKeyframeTrack:四元数类型的关键帧轨道. 

stringKeyframeTrack:字符串类型的关键帧轨道. 

vectorKeyframeTrack:向量类型的关键帧轨道. 

1.2.9. 漫游类型常量. 

modelEngine.ROAMTYPE:漫游类型常量. 

pointerLockRoam: 获取锁定漫游控制类. 

pointPathRoam:获取点路径漫游控制类. 



1.2.10. 阴影贴图类型. 

modelEngine.SHADOWMAPTYPE: 

basicShadowMap:没有经过过滤的阴影映射 —— 速度最快，但质

量最差. 

PCFShadowMap: 为默认值，使用 Percentage-Closer Filtering (PCF)

算法来过滤阴影映射. 

PCFSoftShadowMap:使用 Percentage-Closer Soft Shadows (PCSS)

算法来过滤阴影映射. 

VSMShadowMap: 使用 Variance Shadow Map (VSM)算法来过滤阴

影映射。当使用 VSMShadowMap 时，所有阴影接收者也将会投射阴影. 

 

 

1.2.11. 色调映射类型. 

modelEngine.TONEMAPPINGTYPE: 

 

noToneMapping: 禁用色调映射 

linearToneMapping:线性色调映射 

reinhardToneMapping: 

uncharted2ToneMapping: 

cineonToneMapping: 

 

 

1.3. 内部方法 

1.3.1. 模型加载: 

引擎提供两种模型加载方式:http 和 websocket,如果模型文件较大,采用

http 加载模型在网络传输方面将耗费较大时间,因此,如果模型文件较大的话,



最 好 采 用 websocket 方 式 来 加 载 模 型 . 目 前 支 持 的 模 型 格 式

有:3ds,obj,3mf,fbx,gltf,assimp 六种. 

1.3.1.1. HTTP 加载模型 

modelEngine.loadModelWithHttp(modelParameters) 

 

参数说明： 

参数 名字 
是否必

须 
说明 

model

Param

eters 

 加载的模

型的类型

路径等参

数 

是 

一个对象,key加载的模型的类型,value为

一个数组,表示要加载的这个类型的模型,数

组表示可以是多个.对于不同的格式数组内

部对象的属性可能不同. 

 

Ex: 

1.3.1.1.1. OBJ 格式模型加载: 

 如果 key 为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obj 表示要加载的模型格式

为 obj格式,则 value为一个对象数组,例如: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obj]:[{modelPath:"./models/obj/N-T

est/N-Test.obj",modelMtlPath:"./models/obj/N-Test/N-Test.mtl",materialTy

pe:modelEngine.MATERIALTYPE.meshStandardMaterial}] 

其中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obj 为引擎内置常量,代表 obj 格

式的模型类型.modelPath:obj 格式的文件的路径.modelMtlPath 材质文件的

路径,如果没有材质,modelMtlPath 可以为 null 或者空串.贴图文件必须放在

和 obj 模型文件同一个文件夹下(最好将 mtl 文件,obj 文件和贴图放在同一文

件夹下.)materialType: 

材质类型,表示这组模型将采用的材质,类型可选的见材质常量.obj 格式默认

为 meshStandardMaterial. 

 



1.3.1.1.2. GLTF 格式模型加载. 

参数的 key为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gltf 时,代表要加载GLTF

格式的模型,例如: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gltf]:[{modelPath:"./models/gltf/Littl

estTokyo.glb"},{modelPath:"./models/gltf/fix/fix.gltf",materialType:modelEn

gine.MATERIALTYPE.meshStandardMaterial}] 

其中key为要加载的模型的格式,为内置常量,value为一个数组.其中每一项代

表了要加载的模型的路径信息.modelPath:为模型路径信息.对于 GLTF 格式模型

来说,文件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为后缀为glb的文件,另外一种为后缀为gltf和bin

的两个文件,当后缀为 glb 时,直接填写 glb 文件的路径即可,当有两个文件时,需要

填写后缀为 gltf 的文件路径,在 gltf 内部会自动索引 bin 文件,一般也是寻找当前

文件夹下的 bin 文件,对于贴图也是寻找和 bin 文件或者 glb 文件同一路径下的贴

图文件.materialType:这组模型的材质类型,类型可选的见材质常量.gltf 格式默认

为 meshStandardMaterial. 

 

 

1.3.1.1.3. 3MF 格式模型加载. 

参数的 key为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mf时,代表要加载 3MF

格式的模型,例如: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mf]:[{modelPath:'./models/3mf/log

o/logo.3mf',materialType:modelEngine.MATERIALTYPE.meshPhongMaterial

}] 

其中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mf 为引擎内置常量,代表 3mf

格式的模型类型.modelPath:3mf 格式的文件的路径.materialType:材质类型,

表示这组模型将采用的材质 ,类型可选的见材质常量 .3mf 格式默认为

meshPhongMaterial. 

3mf 文件解析目前不支持贴图解析. 

3mf 文件以 xml 树结构存储数据包含 dom 操作,所以不支持 worker 线程

加载. 



 

1.3.1.1.4. 3DS 格式模型加载. 

参数的 key 为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ds 时,代表要加载 3DS

格式的模型,例如: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ds]:[{ modelPath:"./models/3ds/po

rtalgun/portalgun.3ds",materialType:modelEngine.MATERIALTYPE.meshLa

mbertMaterial}] 

其中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ds 为引擎内置常量,代表 3ds 格

式的模型类型.modelPath:3ds 格式的文件的路径.materialType:材质类型,表

示这组模型将采用的材质 ,类型可选的见材质常量 .3ds 格式默认为

meshBasicMaterial. 

3ds 贴图图片应放置于与 3ds 格式文件同级目录下. 

 

1.3.1.1.5. FBX 格式模型加载. 

1.3.1.1.6. Assimp 格式模型加载. 

 

1.3.1.2. WebSocket 加载模型 

modelEngine.loadModelWithWebSocket(modelParameters) 

接口说明:websocket加载模型. 

参数说明： 

参数 名字 
是否必

须 
说明 

modelPara

meters 

需要加载

的模型的

信息 

否 

是一个对象内部包含,key 为加载的模型

的类型,value 为一个数组,内部的每一项

说明了加载的模型的文件夹名称,模型名

称,和模型文件的后缀名(一般可省略),材



质类型(有默认值). 

ex:{folderName:"Monster",modelN

ame:"Monster",modelSuffix:"gltf",

materialType:modelEngine.MATERI

ALTYPE.meshLambertMaterial} 

其中 folderName 代表模型数据在后端

存储的文件夹名称.modelName:模型名

称.modelSuffix 模型的后缀,一般可省

略.不过 gltf 格式具有两种文件格式,需要

指明是哪种.materialType:这组模型使

用的材质类型. 

 

 

1.3.1.2.1. OBJ 格式模型加载: 

如果 key为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obj表示要加载的模型

格式为 obj 格式,则 value 为一个对象数组,例如: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obj]:[{modelPath:"/mockData/o

bj/male02/male02.obj",modelMtlPath:"/mockData/obj/male02/male02

.mtl",materialType:modelEngine1.MATERIALTYPE.meshLambertMaterial

}] 

其中[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obj]为指定模型的格式. 

value 为一个数组,内部的每一项为加载的模型信息,其中 modelPath

为后端保存这个模型的文件路径名称,modelMtlPath:材质文件路径(如果

没有可以为 null),materialType:材质类型.可以省略. 



 

 

 

 

 

 

 

 

 

 

 

 

 

 

 

 

 

 

1.3.1.2.2. GLTF 格式模型加载: 

如果key为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gltf表示要加载的模型

格式为 gltf 格式,则 value 为一个对象数组,例如: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gltf]:[{modelPath:"/mockData/gl

tf/Monster/glTF-Draco/Monster.gltf",DRACODecoderPath:"./plugin/dra

co/gltf/"}] 

其中[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gltf]为指定模型的格式. 



value 为一个数组,内部的每一项为加载的模型信息,其中 modelPath

为后端保存这个模型的文件路径名称 ,DRACODecoderPath:对于被

DRACO 加密算法加密过的文件需要制定其解密的 js 路径.解析文件时将

会主动去加载这个 js 文件,materialType:材质类型.可以省略 

 

 

 

 

 

 

1.3.1.2.3. 3MF 格式模型加载: 

参数的 key为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mf时,代表要加载 3MF

格式的模型,例如: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mf]:[{modelPath:"/mockData/3mf/



truck/truck.3mf"},materialType:modelEngine.MATERIALTYPE.meshPhongM

aterial}], 

其中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mf 为引擎内置常量,代表

3mf 格式的模型类型.其中 modelPath 为后端保存这个模型的文件路

径,materialType:材质类型,表示这组模型将采用的材质,类型可选的见材

质常量.3mf 格式默认为 meshPhongMaterial. 

3mf 文件解析目前不支持贴图解析. 

3mf 文件以 xml 树结构存储数据包含 dom 操作,所以不支持 worker 线程

加载. 

 



1.3.1.2.4. 3DS 格式模型加载: 

参数的 key 为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ds 时,代表要加载 3DS

格式的模型,例如: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ds]:[{modelPath:"/mockData/3ds/p

ortalgun/portalgun.3ds"},materialType:modelEngine.MATERIALTYPE.meshL

ambertMaterial}]; 

其中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3ds 为引擎内置常量,代表 3ds 格

式 的 模 型 类 型 . 其 中 modelPath 为 后 端 保 存 这 个 模 型 的 文 件 路

径.materialType:材质类型,表示这组模型将采用的材质,类型可选的见材质常

量.3ds 格式默认为 meshBasicMaterial.3ds 贴图图片应放置于与 3ds 格式文

件同级目录下. 



 

 

1.3.1.2.5. FBX 格式模型加载: 

参数的 key 为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fbx 时,代表要加载 fbx

格式的模型,例如: 

[modelEngine1.MODELTYPE.model_fbx]:[ 

{modelPath:"/mockData/fbx/N-t/N-Test.FBX"},  

 {modelPath:"/mockData/fbx/水泵房.FBX"}, 

{modelPath:"/mockData/fbx/水泵房.FBX"}], 



其中 modelEngine.MODELTYPE.model_fbx 为引擎内置常量,代表 fbx 格

式 的 模 型 类 型 . 其 中 modelPath 为 后 端 保 存 这 个 模 型 的 文 件 路

径.materialType:材质类型,表示这组模型将采用的材质,类型可选的见材质常

量. 

 

1.3.1.2.6. Assimp 格式模型加载: 

 

 

 



1.3.2. 获取 AnimateOperation 对象. 

modelEngine.getAnimateOperation(); 

 

接口说明:获取 AnimateOperation对象. 

 

1.3.3. 获取 LightOperation 对象. 

modelEngine.getLightOperation(); 

 

接口说明:获取 LightOperation对象. 

 

 

 

1.3.4. 获取 ModelOperation 对象. 

modelEngine.getModelOperation(); 

 

接口说明:获取 ModelOperation对象. 

 

1.3.5. 获取 RendererOperation 对象. 

modelEngine.getRendererOperation(); 

 

接口说明:获取 RendererOperation 对象. 

 

1.3.6. 获取 LoaderOperation 对象. 

modelEngine.getLoadOperation(); 



 

接口说明:获取 LoaderOperation 对象. 

 

1.3.7. 获取 MarkOperation 对象. 

modelEngine.getMarkOperation(); 

接口说明: 获取 MarkOperation 对象. 

 

 

 

 

1.3.8. 获取 CanvasEventDispatcher 对象. 

modelEngine.getCanvasEventDispatcher(); 

接口说明: 获取 CanvasEventDispatcher对象. 

 

 

1.3.9. 获取 CoordinateHelper 对象. 

modelEngine.getCoordinateHelper(); 

接口说明: 获取 CoordinateHelper对象. 

 

1.3.10. 获取 TextCreateHelper 对象. 

modelEngine.getTextCreateHelper(); 

接口说明: 获取 TextCreateHelper对象. 

 



1.3.11. 获取 PointerHelper 对象 

modelEngine.getPointerHelper(); 

接口说明:获取点辅助对象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点辅助对象. 

1.3.12. 获取 LineHelper 对象 

modelEngine.getLineHelper(); 

接口说明:获取画线对象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LineHelper对象的实例. 

1.3.13. 获取 BoxHelper 对象. 

modelEngine.getBoxHelper(); 

 

接口说明:获取 BoxHelper对象. 

 

1.3.14. 获取 LoadOperation 对象 

modelEngine.getLoadOperation(); 

接口说明:获取模型加载控制对象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LoadOperation 对象的实例. 

1.3.15. 获取 OutLinePostProcess 对象 

modelEngine.getOutLinePostProcess(); 

接口说明:获取 outline辅助对象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OutLinePostProcess 对象的实例. 

 

 

1.3.16. 获取 WebSocketSpout 对象 

modelEngine.getWebSocketSpout(); 

接口说明:获取 WebsocketSpout对象的实例,用来利用 WebSoket和后端

进行数据交互.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WebsocketSpout对象的实例. 

 

 

1.3.17. 获取 IndexedDBFactory 对象 

modelEngine.getIndexedDBFactory(); 

接口说明:获取 IndexedDBFactory 对象的实例,来和 indexedDB 进行交

互.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WebsocketSpout对象的实例. 

 

 

1.3.18. 获取 TextureLoaderFactory 对象 

modelEngine.getTextureLoaderFactory(); 

接口说明:获取 TextureLoaderFactory对象的实例,来进行图片的加载.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TextureLoaderFactory对象的实例. 

 



1.3.19. 获取 FileLoadFactory 对象 

modelEngine.getFileLoadFactory(); 

接口说明:获取 FileLoadFactory 对象的实例,来进行文件的加载.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FileLoadFactory 对象的实例. 

 

1.3.20. 获取 ModelGroupAddition对象 

modelEngine.getModelGroupAddition(); 

接口说明:获取 ModelGroupAddition对象的实例,来将模型放入场景中.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ModelGroupAddition对象的实例. 

1.3.21. 获取 EngineClock对象 

modelEngine.getEngineClock(); 

接口说明:获取 EngineClock 对象的实例,记录了引擎启动的事件等其他

和时间相关的东西.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EngineClock对象的实例. 

 

1.3.22. 获取 TweenAnimationOperation对象 

modelEngine.getTweenAnimationOperation(); 

接口说明:获取 TweenAnimationOperation 对象的实例,用来操作和

TWEEN动画相关的东西,包括获取 TWEEN对象,移除所有 TWEEN动画等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TweenAnimationOperation 对象的实例. 

 



 

1.3.23. 获取 Mirror 对象. 

modelEngine.getMirror(); 

接口说明: 获取 Mirror对象. 

 

 

1.3.24. Scene 坐标转化世界坐标. 

modelEngine.transformWorldCoordinate 

(...vectors); 

接口说明: 将点转化为世界坐标 

参数说明:vectors:Vector3对象组,会改变原始值. 

返回值:无. 

1.3.25. 世界坐标转化 Scene 坐标. 

modelEngine.transformSceneCoordinate 

(...vectors); 

接口说明: 将点转化为 scene坐标 

参数说明:vectors:Vector3对象组,会改变原始值. 

返回值:无. 

 

1.3.26. 获取场景偏移矩阵的逆矩阵. 

modelEngine.getSceneMatrixInverse(); 

接口说明: 获取场景偏移矩阵的逆矩阵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场景偏移矩阵的逆矩阵克隆. 



1.3.27. 获取引擎设置信息 

modelEngine.getEngineSetting(); 

接口说明:获取引擎设置信息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引擎设置信息. 

 

 

第2章 模型操作(ModelOperation): 

2.1. 内部属性: 

2.1.1. materialOperation: 

MaterialOperation 对象,用来控制模型材质属性的变化(包括创建),包括

材质透明度,材质颜色,材质贴图等的变化. 

2.1.2. objectOperation: 

ObjectOperation 对象 , 用来操作物体的类 ( 包括创建 ), 主要包括

Mesh,Group.Sprite,Points,Line,SkinnedMesh.等实物体的属性操作 ,及其创

建. 

 

2.1.3. otherOperation: 

OtherOperation 对象,内部一些其他的操作. 

 



2.1.4. rangingOperation: 

RangingOperation 对象,内部一些其他的操作. 

2.1.5. plateClipOperation: 

PlateClipOperation 对象刨切操作. 

2.1.6. roamOperation: 

RoamOperation 对象,漫游操作. 

 

2.1.7. modelTransformOperation: 

ModelTransformOperation 对象,模型变换操作. 

2.1.8. geometryOperation 

GeometryOperation 对象,geometry 的操作(包括创建). 

 

以上 6 个类具体请看十一类介绍中的操作相关类 

第3章 动画(AnimateOperation): 

3.1. 内部属性: 

3.1.1. modelEngine:  

modelEngine 对象 



3.1.2. isPlayAllAnimations: 

Boolean,是否自动播放所有的动画,默认为 false 

3.1.3. animationGroup: 

Object,放置动画的对象 

3.2. 内部方法: 

3.2.1. 暂停所有动画; 

pauseAllAnimations(); 

方 法 说 明 : 暂 停 所 有 动 画 , 调 用 continueAnimation() 或 者

continueAllAnimation()来继续动画;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无 

3.2.2. 暂停指定动画; 

pauseAnimation(animationGroupName); 

方法说明:暂停动画,调用 continueAnimation来继续.这个暂停会保留

模型当前的状态. 

参数说明:  

animationGroupName: 动画名称 

返回值:无 

3.2.3. 继续所有动画; 

continueAllAnimations(timeScale); 

方法说明:继续所有动画; 

参数说明: timeScale:时间因子,-1反向播放动画.默认是 1, 0会是动画

暂停. 



返回值:无 

3.2.4. 继续指定动画; 

continueAnimation(animationGroupName,timeScale); 

方法说明:继续由 pauseAnimation 来暂停的动画.(动画会接着上

一帧执行.并不会重置); 

参数说明:  

animationGroupName : 动画名称 

   timeScale:时间因子,-1反向播放动画.默认是1, 0会是动画暂

  停. 

 

返回值:无 

3.2.5. 停止某个混合器上的所有动画; 

stopAnimation(animationGroupName); 

方法说明:停止某个混个器上的所有动画,(动作重置.) 

参数说明:  

animationGroupName : 动画名称 

返回值:无 

3.2.6. 停止所有混合器上的动画; 

stopAllAnimations(); 

方法说明:停止所有动画混合器上的动画(动画重置,模型保持当

前的状态)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无 

3.2.7. 开启某个混合器上停止的动画; 

playAnimation(animationGroupName,timeScale); 



方法说明:开始某个动画混合器上停止的动画.(重置动作) 

参数说明:  

animationGroupName : 动画名称 

timeScale:时间因子,-1反向播放动画.默认是1, 0会是动画暂

停. 

返回值:无 

3.2.8. 开启所有混合器上的动画; 

playAllAnimations(timeScale); 

方法说明:重新开始动画混合器上的动画(动作从头开始,并不会

接着上一帧执行). 

参数说明: timeScale:时间因子,-1 反向播放动画.默认是 1, 0 会是

动画暂停. 

返回值:无 

3.2.9. 设置是否播放所有动画 

setIsPlayAllAnimations(flag);  

方法说明:设置是否播放所有动画.(通过渲染来控制,时间流是否

推进); 

参数说明:  

flag : [boolean] 

返回值:无 

3.2.10. 创建动画对象 

createAnimations(rootObject,animationClips,animationGroupNam

e); 

方法说明:创建控制这个动画的对象.. 

参数说明:  

rootObject:动画执行的根对象 



animationClips:动画剪辑数组对象 

返回值:无 

3.2.11. 创建 Assimp 动画 

createAssimpAnimations(animation,animationGroupName); 

方法说明:创建 Assimp 动画 

参数说明:  

Animation : 动画对应的对象 

animationGroupName : 动画名称 

返回值:无 

3.2.12. 创建一个关键帧轨道集 

_createAnimationClip(name,tracks,duration = -1) 

方法说明:创建一个关键帧轨道集.代表动画.在创建自定义动画时内部调

用. 

参数说明:  

 name - 此剪辑的名称 

 duration - 持续时间 (单位秒). 如果传入负数, 持续时间将会从传 

 tracks - 一个由关键帧轨道（KeyframeTracks）组成的数组。 

返回值:AnimationClip 对象 

3.2.13. 创建帧轨道 

createKeyframeTrack({keyframeTrackType,name,times,values,interpolati

on}) 

方法说明:创建一个帧轨道 

参数说明:  

 keyframeTrackType- 帧轨道类型.为动画常量中的帧轨道类型常量. 

 name- 名字(重要,跟创建的动画属性有关) 

 times- 数组,时间轴信息. 



values- 数组,值. 

interpolation -插值类型,默认为线性插值,为动画常量中的插值常

   量  

返回值:Keyframe 对象. 

 

3.2.14.  创建自定义动画 

createNewCustomAnimation(mesh,keyframeTracks,animationName) 

方法说明:模型创建自定义动画. 

参数说明:  

 mesh- 要创建动画的模型. 

 keyframeTracks- 数组,为 createKeyframeTrack 参数的对象组. 

animationName:动画名字,用来暂停或者播放动画.  

返回值:AnimateOperation 对象. 

 

3.2.15.  获取指向 animationGroup 对象的 key 

getAllAnimationGroupName() 

方法说明:获取指向 animationGroup 对象的 key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指向 animationGroup 对象的 key 

 

3.2.16. 根据指向 animationGroup 对象的 key 来查找指向 action 对象

的所有 key 

getActionNamesByAnimationGroupName(animationGroupName) 

方法说明:获取模型上具有的 action 所有 name 

参数说明:  

animationGroupName==>指向 animationGroup 对象的 key 



 

返回值:返回值是一个数组，数组中存放的就是指向 action 对象的 key 

3.2.17. 根据指向 animationGroup 对象的 key 和指向 action 对象的

key 来获取指定的 action 对象 

getActionByAnimationNameAndActionName(animationGroupName,actio

n) 

方法说明:获取 action 对象 

参数说明: 

 animationGroupName==>指向 animationGroup 对象的 key  

    actionName==>指向 action 对象的 key 

返回值:action 对象 

3.2.18. 移除动画 

removeAnimation(animationGroupName) 

方法说明:移除动画 

参数说明: animationGroupName==>指向 animationGroup 对象的 key 

 返回值:无 

3.2.19. 创建位移动画 

createPositionAnimation(mesh,beginPosition,endPosition,duringTime,e

ndCall,animationName,isCache = true) 

方法说明:创建模型的位置移动动画. 执行一次.移动完毕触发回调函数,

这里的开始结束位置均为模型的 position 属性.也就是说是相对于其父级坐

标系下的坐标,而不是 scene 或者相机坐标. 

参数说明:animationName:动画的名称,用它来控制动画的播放,不能重复

(可选,如果为 null,则生成名字并返回). 

mesh:被动画作用的对象. 

beginPosition:动画开始位置. 



endPosition:动画结束位置. 

duringTime:动画持续时间 

endCall:动画结束的回调函数. 

isCache :是否缓存旧的模型位置.如果被缓存将可以被恢复. 

返回值:对象 {actions,customAnimationName} 

3.2.20. 创建缩放动画 

createScaleAnimation(mesh,beginScale,endScale,duringTime,endCall,a

nimationName,isCache = true) 

方法说明:创建模型的位置缩放动画. 执行一次.缩放完毕触发回调函数,

 参数说明:animationName:动画的名称,用它来控制动画的播放,不能重

复. 

mesh:被动画作用的对象. 

beginScale:动画开始缩放值. 

endScale:动画结束缩放值. 

duringTime:动画持续时间 

endCall:动画结束的回调函数. 

isCache :是否缓存旧的模型位置.如果被缓存将可以被恢复. 

返回值:对象 {actions,customAnimationName} 

 

3.2.21. 创建材质透明度变化动画 

createOpacityAnimation(animationName,mesh,endOpacity,duringTime, 

materialIndex, endCall,isCacheOld = true) 

方法说明:创建模型的材质透明度变化动画. 执行一次.缩放完毕触发

回调函数. 

 参数说明:animationName:动画的名称,用它来控制动画的播放,不能

 重复.(可选,如果为 null,则生成名字并返回). 

mesh:被动画作用的对象. 

endOpacity:动画结束透明度值. 



duringTime:动画持续时间 

materialIndex:如果模型的材质为数组可以通过这个属性来

控制某一单独材质的透明度变化.如果全部变化可以为 null. 

endCall:动画结束的回调函数. 

isCacheOld :是否缓存旧的模型材质透明度.如果被缓存将可

以被恢复. 

返回值:对象 {actions,customAnimationName} 

 

 

3.2.22. 创建材质颜色变化动画 

createMaterialColorChangeAnimation(mesh,colorHex,duringTime, 

materialIndex, endCall,animationName,isCacheOld = true) 

方法说明:创建模型的材质颜色变化动画(只执行一次)执行完毕触发

回调函数.(可选,如果为 null,则生成名字并返回). 

 参数说明:animationName:动画的名称,用它来控制动画的播放,不能

 重复. 

mesh:被动画作用的对象. 

colorHex:目标颜色值. 

duringTime:动画持续时间 

materialIndex:如果模型的材质为数组可以通过这个属性来

控制某一单独材质的颜色变化.如果全部变化可以为 null. 

endCall:动画结束的回调函数. 

isCacheOld :是否缓存旧的模型材质颜色如果被缓存将可以

被恢复. 

返回值:对象 {actions,customAnimationName} 

3.2.23. 创建材质颜色闪烁动画 

createMaterialColorShineAnimation(mesh,colorHex,duringTime, 

materialIndex, endCall,animationName,isCacheOld = true) 



方法说明:材质闪烁的动画(一直闪烁,手动停止.)被停止就是停止这个

动画,或者移除这个动画. 

 参数说明:animationName:动画的名称,用它来控制动画的播放,

不能重复.(可选,如果为 null,则生成名字并返回). 

mesh:被动画作用的对象. 

colorHex:目标颜色值. 

duringTime:动画持续时间 

materialIndex:如果模型的材质为数组可以通过这个属性来

控制某一单独材质的颜色变化.如果全部变化可以为 null. 

endCall:动画结束的回调函数. 

isCacheOld :是否缓存旧的模型材质颜色如果被缓存将可以

被恢复. 

返回值:对象 {actions,customAnimationName} 



 

第4章 相机(CameraOperation): 

 

4.1. 内部属性: 

4.1.1. modelEngine 

ModelEngine 对象; 

4.1.2. sceneCamera: 

相机,初始值为 null,symbol 变量,不可从外部获取 

4.1.3. cameraControls :  

CameraControls 对象; 

4.2. 内部方法: 

4.2.1. 创建相机; 

createCamera(); 

方法说明:创建相机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无 

4.2.2. 获得相机; 

getCamera(); 

方法说明:获取相机 



参数说明: 无 

返回值:sceneCamera:相机 

4.2.3. 重设相机初始位置; 

resetDefaultCameraPosition(); 

方法说明 : 模型加载完毕之后调用,重设相机的初始位置.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4.2.4. 设置相机的 10 个默认位置; 

setDefaultCameraPosition(position,endCallBack); 

方法说明 : 设置相机的 10 个默认位置. 

参数说明 :  

position: 位置( settingConstant 中的 cameraPosition); 

endCallBack : 回调  

返回值 : 无 

4.2.5. 根据 boundary 计算相机的位置; 

getSuitableCameraPosition(planeCenter,initLevelDistance= 

10,initVerticalDistance=0); 

方法说明 : 根据革面中心点信息,计算相机的合适位置; 

参数说明 :  

planeCenter: 用 boxHelper 计算出的各个面的中心面信息; 

initLevelDistance: 相机水平距离的调整 

initVerticalDistance: 相机垂直距离的调整. 

返回值 : 相机位置对象 

4.2.6. 设置相机位置无动画; 

setCameraPositionNoAnimation(position); 



方法说明 : 设置相机的位置无动画. 

参数说明 :  

position: 位置 

返回值 : 无 

4.2.7. 获取相机的当前位置; 

getCameraPosition(); 

方法说明 : 获取相机的当前位置.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相机位置 

4.2.8. 计算相机当前位置与 X 轴正方向的夹角; 

getCameraWithX_AxisAngle(); 

方法说明  : 计算相机当前位置与 X 轴正方向的夹角 . 和

BoundaryBox.js 中的计算盒子四个面与 x 轴夹角范围配合使用,来确定相

机当前位于哪个面.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夹角值 

4.2.9. 获取相机当前距离 boundary 盒子最近的面; 

getCameraNearPoint(); 

方法说明 : 获取相机当前距离 boundary 盒子最近的面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面 

4.2.10. 相机飞至指定模型; 

cameraFly2Mesh(meshes,distanceLevel,onUpdateCall,endCallback,Inte

rpolation,easing,time,otherChangeAttribute); 

方法说明 : 相机飞到模型(中心点也偏移为模型中心点) 



参数说明 :  

meshes: 多个模型模型对象,数组 

distanceLevel:距离多个模型对象的远近,默认为 1.5 

onUpdateCall:飞行过程中的回调函数 

endCallback:飞行完毕的回调函数. 

Interpolation:TWEEN.js 的插值算法 

easing:TWEEN.js 的插值算法 

time :动画持续时间 

otherChangeAttribute: 其 他 跟 随 时 间 改 变 的 对 象 . 比

如:{opacity:{begin:0,end:1}} 

返回值 : 无 

4.2.11. 相机飞至目标点; 

translate2Center(endCenter,endCameraPosition,endCallback,time 

= 10); 

方法说明 : 相机飞致目标点,中心点偏移至新中心点. 

参数说明 :  

endCenter :最终中心点(世界坐标中心点) ; 

endCameraPosition: 最终目标点 ; 

endCallback: 飞行完毕的回调函数; 

time :飞行时间; 

返回值 : 无 

4.2.12. 初始化相机控制; 

_initCameraControls(); 

方法说明 :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4.2.13. 获取相机控制对象; 

getCameraControls(); 

方法说明 : 获取相机控制对象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CameraControls 对象. 

 

 

4.2.14. 获取相机距离 boundary 盒子最近的面 

getNearestSideFromCamera() 

方法说明 : 判断依据当前相机位置和 boundary的中心点连线落在哪个角度

 区间，和其最近的面就是此角度区间对应的面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相机视锥体垂直视野角度 

 

 

4.2.15. 射线获取当前相机模型的 Boundary 盒子的交点 

getSuitableRayCameraPosition(mesh) 

方法说明 : 利用射线获取当前相机和模型的 Boundary 盒子的交点 

参数说明 : mesh:模型对象 

返回值 : 点 scene 坐标. 

 

 

4.2.16. 创建相机辅助对象 

createCameraHelper(camera,helperName) 

方法说明 : 创建相机的辅助对象. 



参数说明 : camera:相机对象.helperName:辅助对象的名字/ 

返回值 : 无. 

 

4.2.17. 设置相机的属性 

setCameraAttribute(attributeName,value) 

方法说明 : 设置相机的属性. 

参数说明 : attributeName:相机对象的属性名称.value:属性值 

返回值 : 无. 

 

4.2.18. 三维坐标投影到二维坐标 

project(vector3) 

方法说明 :使用主摄像机来投影（projects）该向量。计算出的是 webgl 中

的坐标系.中心点为 canvas 的中心点,y 为 1 到-1,x 为-1 到 1 三维向量,第三象限

无用. 

参数说明 : vector3:为世界坐标系下坐标点. 

返回值 : 三维点坐标. 

 

4.2.19. 三维坐标计算当前所在屏幕偏移值. 

getCanvasOffsetXY(vector3) 

方法说明 :获取当前三维坐标在屏幕上相对于 canvas 左上角 0,0 的偏移. 

参数说明 : vector3:为世界坐标系下坐标点. 

返回值 : 包含 offX,offY 属性的对象. 

 

 

 

 



 

 

 

 

 

 

第5章 事件(CanvasEventDispatcher): 

 

5.1. 内部属性: 

5.1.1. eventPool: 

事件池,创建的事件都会在这,以供选择. 

 

5.1.2. eventConstructorObj: 

存储了事件的构造函数. 

 

5.2. 内部方法: 

5.2.1. 获取事件控制. 

getCanvasEventByType(canvasType,isRemoveCallback); 

 

方法说明 : 根据 type 生成事件类型的实例,通过这个实例来管理回调函

数,添加或者删除事件类型等. 

参数说明 : type 为 modelEngine 内部 canvas 事件常量.当 type 为: 



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defaultCanvasEvent 时返

回类 DefaultCanvasEvent的实例. 

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modelTransformCanvasEvent

时返回类 ModelTransformCanvasEvent 的实例. 

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roamingCanvasEvent 时返回类

RoamingCanvasEvent 的实例. 

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rangingCanvasEvent 时返回类

RangingCanvasEvent 的实例. 

isRemoveCallback:是否移除当前正在生效的事件类型的回调函数,如果

移除掉,再切换回原始事件类型,回调函数将丢失. 

返回值 : 事件控制实例.根据 type 的不同会返回不同的对象. 

 

5.2.2. 移除正在起作用的事件. 

removeInEffectEventType(isRemoveCallback = false); 

方法说明 : 移除当前起作用的事件类型. 

参数说明 : isRemoveCallback:是否移除当前正在生效的事件类型的回调

函数,如果移除掉,再切换回原始事件类型,回调函数将丢失. 

返回值 : 当前对象. 

 

5.2.3. 恢复上次作用的事件. 

recoverLastEventType(); 

方法说明 : 事件切换之后,恢复上次应用的事件. 

参数说明 : 无参数. 

返回值 : 作用的事件实例. 

 



5.2.4. 移除所有的事件. 

recoverLastEventType(isRemoveCallback = false); 

方法说明 : 移除所有的事件. 

参数说明 : isRemoveCallback:是否移除当前正在生效的事件类型的回调

函数,如果移除掉,再切换回原始事件类型,回调函数将丢失. 

返回值 : 当前对象. 

 

第6章 灯光(LightOperation): 

6.1. 内部属性: 

6.1.1. modelEngine 

ModelEngine 对象; 

6.1.2. lightNum 

灯光个数 

6.2. 内部方法: 

6.2.1. 创建默认光源; 

createDefaultLight(); 

方法说明 : 创建默认光源.一个平行光,一个环境光.默认颜色均为白

色.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6.2.2. 更改光源的强度; 

setLightIntensityByName(lightName,intensity = 1.0); 

方法说明 : 根据灯光的名称来更改光源的强度. 

参数说明 :  

lightName: 灯光名称 

intensity : 光源强度 

返回值 : 无 

6.2.3. 设置灯光的颜色; 

setLightColorByName(lightName,color=0xffffff ); 

方法说明 : 根据灯光的名称来设置光源颜色. 

参数说明 :  

lightName: 灯光名称 

color: 灯光颜色 

返回值 : 无 

6.2.4. 设置灯光的偏移; 

setLightPositionByName(lightName,{x = 0,y = 0,z = 0} = {}); 

方法说明 : 根据灯光的名称来设置光源颜色. 

参数说明 :  

lightName : 灯光名称 

x,y,z : 偏移坐标 

返回值 : 无 

6.2.5. 创建一个新的灯光; 

createNewLight(lightName,lightType=SettingConstant.lightType.di

rectionalLight,isOpenedLightHelper = true); 

方法说明 : 创建一个新的灯光.参数均为默认.会返回这个新创建的



灯光对象. 

参数说明 :  

lightName : 灯光名称 

lightType : 灯光类型 

isOpenedLightHelper : 打开灯光辅助 

 

返回值 : 灯光对象 

6.2.6. 获取灯光的辅助对象; 

getLightHelperByLightName(lightName,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灯光的辅助对象 

参数说明 :  

lightName : 灯光名称 

scene: 场景 

返回值 : 灯光辅助对象 

 

6.2.7. 移除灯光; 

removeLightByName(lightName); 

方法说明 : 移除灯光 

参数说明 :  

lightName : 灯光名称 

返回值 : 无 

6.2.8. 获取灯光; 

_getLightByLightName(lightName); 

方法说明 : 根据灯光名称获取灯光 

参数说明 :  

lightName : 灯光名称 



返回值 : 灯光 

6.2.9. 设置光照阴影; 

setLightShadow(lightName,{width=1024,height=1024,near= 

0.1,far=2000} = {}); 

方法说明 : 设置光照阴影,对于较高的 with 和 height 会有更大的性

能损耗,获得更好的阴影效果. 

参数说明 :  

lightName : 灯光名称 

width,height,near,far: 

返回值 : 无 

 

6.2.10.  设置默认环境光强度 

setDefaultAmbLightIntensity(intensity) 

方法说明 : 设置默认环境光强度 

参数说明 : intensity==>灯光强度值 0-1 之间 

返回值 : 无 

6.2.11.  设置默认平行光的强度 

setDefaultDirectionalLightIntensity(intensity) 

方法说明 : 设置默认平行光强度 

参数说明 : intensity==>灯光强度值 0-1 之间 

返回值 : 无 

6.2.12. 设置默认环境光颜色 

setDefaultAmbLightColor(color) 

方法说明 : 设置默认环境光颜色 

参数说明 : color==>16 进制颜色值 



返回值 : 无 

6.2.13.  设置默认平行光的颜色 

setDefaultDirectionalLightColor(color) 

方法说明 : 设置默认平行光颜色 

参数说明 : color==>16 进制颜色值 

返回值 : 无 

6.2.14.  设置默认环境光位置 

setDefaultAmbLightPosition(position) 

方法说明 : 设置默认环境光颜色 

参数说明 : position==>{x:...,y:...,z:...} 

返回值 : 无 

6.2.15. 设置默认平行光位置 

setDefaultDirectionLightPosition(position) 

方法说明 : 设置默认平行光颜色 

参数说明 : position==>{x:...,y:...,z:...} 

返回值 : 无 

6.2.16.  删除默认平行光 

removeDefaultDirectionLight() 

方法说明 : 删除默认平行光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6.2.17.  删除默认环境光 

removeDefaultAmbLight() 

方法说明 : 删除默认环境光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6.2.18. 删除所有默认灯光 

removeAllDefaultLight() 

方法说明 : 删除所有默认灯光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第7章 标签(MarkOperation): 

7.1. 内部属性: 

7.1.1. spriteMark: 

类 SpriteMark 的实例.详见类介绍中的标签类 

7.1.2. css2DMark: 

类 HtmlCSS2DMark 实例,详见类介绍中的标签类 

7.1.3. css3DMark: 

类 HtmlCSS3DMark 实例,详见类介绍中的标签类 

7.1.4. chart3dMark: 

类 Chart3dMark 实例,详见类介绍中的标签类 

 

 

 

 

第8章 渲染器(RenderOperation): 

控 制 场 景 默 认 的 三 个 渲 染 器 , 分 别 为

EngineCSS2DRenderer,EngineCSS3DRenderer,EngineWebGLRenderer 类. 



8.1. 内部属性: 

8.1.1. modelEngine 

ModelEngine 对象; 

8.2. 内部方法: 

 

8.2.1. 创建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WebGLRenderer 

引擎内部调用,用来初始化渲染场景的 EngineWebGLRenderer 渲染

器. 

_createMainEngineWebGLRenderer(); 

方法说明 : 创建 EngineWebGLRenderer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类 EngineWebGLRenderer 的实例. 

8.2.2. 获取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WebGLRenderer 

getMainEngineWebGLRenderer(); 

方法说明 : 获取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WebGLRenderer 渲染器的实

例,通过这个实例来控制场景内默认的 WebGLRenderer.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类 EngineWebGLRenderer 的实例. 

8.2.3. 创建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CSS2DRenderer 

引擎内部调用 

_createMainEngine2DRender(); 

方法说明 : 创建场景内默认的 CSS2D 渲染器,负责将页面的 dom 对

象渲染为 3D 场景内.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EngineCSS2DRenderer 实例 

 

 

8.2.4. 获取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CSS2DRenderer 

getMainEngine2DRender(); 

方法说明 : 获取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CSS2DRenderer 对象的实例,

通过这个实例来控制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CSS2DRenderer.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EngineCSS2DRenderer 的实例. 

8.2.5. 创建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CSS3DRenderer 

引擎内部调用,负责将页面的 dom 对象渲染为 3D 对象. 

 

_createMainEngine3DRender(); 

方法说明 : 创建 EngineCSS3DRenderer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EngineCSS3DRenderer 的实例. 

 

8.2.6. 获取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CSS3DRenderer 

getMainEngine3DRender(); 

方法说明 : 获取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CSS3DRenderer 对象的实例,

通过这个实例来控制场景内默认的 EngineCSS3DRenderer.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EngineCSS3DRenderer 的实例. 



8.2.7. 开启渲染 

引擎内部调用 

_animate() 

方法说明 : 开启渲染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8.2.8. 帧渲染 

引擎内部调用. 

 

_render(scene,camera,); 

方法说明 : requestAnimationFrame 方法调用 render 方法 

参数说明 :  

scene:场景 

camera:相机; 

返回值 : 无 

 

 

 

8.2.9. Canvas 的自适应. 

引擎内部调用. 

_onWindowResize(); 

方法说明 : canvas 的自适应. 

参数说明 : 无参数 

返回值 : 无. 

 

 

 



 

 

第9章 加载控制器(LoaderOperation): 

9.1. 内部属性: 

9.1.1. loadNum 加载模型的个数 

9.1.2. modelEngine modelEngine 入口对象 

9.1.3. modelLoadPromises 储存加载 promise 对象 

9.1.4. workerSupport 多线程加载对象 

9.1.5. indexedDBWorkerFactory 前端数据库 

9.1.6. loaderFactory 加载方式工厂对象 

9.1.7. dynamicLoad 动态加载 

9.2. 内部方法: 

9.2.1. 加载文件 

load(modelType,parameter,isUsedWebSocket) 

方法说明 : 加载文件 

参数说明 :  

modelType==>字符串 文件类型 

parameter==>json对象 调用modelEngine对象下 loadModelWithHttp

方法或者 loadModelWithWebSocket 方法传入的参数 



isUsedWebSocket==>布尔 是否使用 webSocket 获取文件 

返回值 : 无 

9.2.2. 把解析文件后得到的 Object3D 对象放入 scene 

addModel2Scene(loadPromise) 

方法说明 : 加载文件 

参数说明 :  

loadPromise==>带着 Object3D 对象的 Promise 

返回值 : 无 

9.2.3. 注册一个模型加载完毕的监听 

registerModelLoadedListener(listener) 

方法说明 : 注册一个模型加载完毕的监听 

参数说明 :  

listener==>事件监听 

返回值 : 无 

 

9.2.4. 设置加载文件的个数 

setLoadNum(loadNum) 

方法说明 : 设置加载模型文件个数 

参 数 说 明  : loadNum 加 载 模 型 文 件 的 个 数 , 在 未 调 用

setLoadNumWithAccurate 方法的情况下,程序内部将会调用这个方法来设置加

载文件的个数. 

返回值 : 无 

 

9.2.5. 准确手动设置加载文件的个数 

setLoadNumWithAccurate(loadNum) 



方法说明 : 准确设置加载模型文件个数 

参数说明 : loadNum 加载模型文件的个数 

返回值 : 无 

 

第10章 场景(SceneOperation): 

 

10.1. 内部属性: 

10.1.1. modelEngine 

10.2. 内部方法: 

10.2.1. 创建场景 

createScene(); 

方法说明 : 创建场景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10.2.2. 获得场景 

getMainScene(); 

方法说明 : 创建场景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场景 

10.2.3. 场景偏移 

offsetScene2Center(sceneBoundary); 



方法说明 : 模型加载完毕调用,对场景进行偏移. 

参数说明 :  

sceneBoundary :  场景边界 

返回值 : 无 

10.2.4. 场景偏移至指定位置 

_offsetScene(boundary,scene); 

方法说明 : 偏移 scene.相机旋转中心点发生变化,需要更新相机控

制; 

参数说明 :  

boundary :  场景边界; 

scene : 场景; 

返回值 : 场景偏移矩阵 

10.2.5. 恢复场景初始中心点 

recoverSceneCenter(); 

方法说明 : 恢复场景初始中心点;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10.2.6. 添加模型 Group 至 meshGroup 

_addModelGroups2Scene(...groups); 

方法说明 : 将模型 Group 添加进专门存储模型 Group 的 Group ,专

门存储模型的 group 名字为 meshGroup; 

参数说明 : 

 ...groups: 模型 group 们 

返回值 :  无 



10.2.7. 获取存储 Line 的父级 Group 

getLineGroup(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存储线的 Group 的父级 Group; 

参数说明 : 

 scene: [可选] 场景对象 

返回值 :  lineGroup 对象  

10.2.8. 获取存储模型 Group 的父级 Group 

getMeshGroup(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存储模型 Group 的父级 Group; 

参数说明 : 

 scene: [可选] 场景对象 

返回值 :  父级 Group 对象 

10.2.9. 获取存储 boundaryBoxGroup 的父级 Group 

getBoundaryBoxGroup(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 boundaryBoxGroup 

参数说明 : 

 scene: [可选] 场景对象 

返回值 : boundaryBoxGroup 对象 

 

10.2.10. 获取承载边缘盒子的 group 对象 

getEdgesBoxGroup(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承载边缘盒子的 group 对象; 

参数说明 : 

 scene: [可选] 场景对象 

返回值 : edgesBoxGroup 对象 



10.2.11. 获取承载线框盒子的 group 对象 

getWireframeBoxGroup(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承载线框盒子的 group 对象; 

参数说明 : 

 scene: [可选] 场景对象 

返回值 : wireframeBoxGroup 对象 

10.2.12. 获取承载坐标轴的 group 对象 

getAxisHelperGroup(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坐标轴的 group 对象; 

参数说明 : 

 scene: [可选] 场景对象 

返回值 : axisHelperGroup 对象 

10.2.13. 获取承载切面辅助对象的承载 group 

getClipPlanHelperGroup(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切面辅助对象的 group 对象; 

参数说明 : 

 scene: [可选] 场景对象 

返回值 : clipPlanHelperGroup 对象 

 

10.2.14. 获取承载 light 的 group 

getLightGroup(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 light 的 group 对象; 

参数说明 : 

 scene: [可选] 场景对象 

返回值 : lightGroup 对象 



10.2.15. 获取承载 lightHelper 的 group 

getLightHelperGroup(scene); 

方法说明 : 获取 light 的 group 对象; 

参数说明 : 

 scene: [可选] 场景对象 

返回值 : lightHelperGroup 对象 

10.2.16. 设置主画布背景 

setMainSceneBackground(background); 

方法说明 : 设置主画布的背景,可以是个颜色值,或者一个图片路径.; 

参数说明 : 

 background: 颜色值或者图片路径 

返回值 :无 

10.2.17. 获取雾化参数 

getDefaultFogParameter(fogType); 

方法说明 : 根据雾化类型获取默认的雾化参数; 

参数说明 : 

 fogType: 雾化类型 

返回值 :雾化参数 

 

10.2.18. 创建雾 

createFog(fogType,fogParameterObj); 

方法说明 : 创建雾; 

参数说明 : 

fogType: 雾化类型; 

fogParameterObj:雾对应的参数的对象形式 



返回值 : 无 

10.2.19. 取消雾化效果 

removeFog(); 

方法说明 : 取消雾;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无 

 

 

10.2.20. 获取场景的大小 

getSceneSize(); 

方法说明 : 获取当前场景的大小;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Vector2 对象,一个 2 维点对象. 

 

第11章 模型缓存(ObjectCache): 

11.1. 内部属性 

11.1.1. totalObjNum 

场景内缓存的模型的数量 

 



11.2. 内部方法 

11.2.1. 缓存模型对象 

cacheObject(object); 

功能描述: 缓存一个模型.只有被缓存的模型才会被选中.  

参数: object: 模型;  

返回值: 无 

11.2.2. 获取所有缓存起来的对象组. 

getAllCachedObjects(); 

功能描述: 获取所有缓存起来的物体对象组; 

参数: 无  

返回值: 数组 

 

 

11.2.3. 获取物体的类型; 

getObjectType(object); 

功能描述: 获取物体所属的类型; 

参数: 物体对象  

返回值: String 

11.2.4. 删除缓存 

deleteObjectCache(object); 

功能描述: 删除物体对象的缓存,只有在这个对象需要删除的时

候才调用.需要在所属的组里也移除掉; 

参数:  

object: 物体对象  



返回值: 无 

11.2.5. 将某个模型加入一个组; 

addObjectToGroup(object,groupName) 

功能描述: 将某个模型加入一个组,一个模型可以属于多个组; 

参数:  

object: 物体对象; 

groupName: 组名 

返回值: 无 

11.2.6. 将物体对象从组里移除; 

removeFromGroupByObjectAndGroupName(object,groupName); 

功能描述: 将 object 从组里移除; 

参数:  

object: 物体对象; 

groupName: 组名 

返回值: 当前类 

11.2.7. 根据 name,groupName 将物体从组里移除; 

removeFromGroupByObjectNameAndGroupName(objectName,gr

oupName); 

功能描述:模型名称.组名称叫模型从组中移除; 

参数:  

objectName: 物体的 name 属性; 

groupName: 组名 

返回值: 当前类 

11.2.8. 根据 name 将模型从所有组里移除; 

removeObjectFromGroupByName(objectName); 



功能描述: 根据模型的 name 属性将模型从组里移除; 

参数:  

objectName: 模型的 name 属性; 

返回值: 当前类 

11.2.9. 将模型从所有组里移除; 

removeFromGroupByObject(object); 

功能描述: 将 object 从组里移除; 

参数:  

object: 模型对象; 

返回值: 当前类 

11.2.10. 判断所属的组; 

getGroupNamesByObjectName(objectName); 

功能描述: 判断所属的组; 

参数:  

objectName: 模型的 name 属性; 

返回值: 组名组成的数组 

11.2.11. 判断所属的组; 

getGroupNamesByObject(object); 

功能描述: 判断 object 所在的 groups; 

参数:  

object: 模型对象; 

返回值: 所在的组的名称(数组) 

11.2.12. 获取组中的模型对象; 

getObjectsByGroupName(groupName); 

功能描述: 获取组中的模型对象; 



参数:  

groupName: 组的 name 属性; 

返回值: 模型对象数组 

11.2.13. 获取模型对象 

getObjectByName(name); 

功能描述: 模型对象; 

参数:  

name: 模型的 name 属性; 

返回值: 模型物体对象. 

11.2.14. 获取 group 对象; 

getGroupByGroupName(groupName); 

功能描述: 获取 group 对象  

参数:  

groupName: 组的 name 属性; 

返回值:Group 对象. 

 

11.2.15. 获取不能选择的模型对象数组; 

getUnableSelectedObjects(); 

功能描述: 获取不能选择的模型对象数组; 

参数: 无 

返回值:数组 

11.2.16. 获取缓存起来的模型对象总数; 

getTotalObjNum(); 

功能描述: 获取所有缓存的模型的总数; 

参数: 无 



返回值: int 

11.2.17. 获取缓存起来的可点击的模型; 

getCanSelectedObjects(); 

功能描述: 获取缓存起来的可点击的模型; 

参数: 无 

返回值: 数组 

11.2.18. 添加不可被选择的模型; 

addUnableSelectObject(object); 

功能描述: 添加缓存起来且不可被选中的模型; 

参数: object:模型物体对象. 

返回值: this 

11.2.19. 移除缓存起来的不可点击的模型; 

removeUnableSelectedObject(object); 

功能描述: 移除缓存起来且不可被选中的模型; 

参数:  object:模型物体对象. 

返回值: this 

11.2.20. 清空所有不可点击的模型; 

removeAllUnableSelectObjects(); 

功能描述: 清空不可点击模型; 

参数:  无. 

返回值: this 

11.2.21. 根据模型 id 获取模型; 

getObjectById(id); 



功能描述: 清空不可点击模型; 

参数:  id:模型的 id 属性. 

返回值: object 

11.2.22. 查询模型; 

querySelectorObject(selector); 

功能描述: 根据查询语法获取查询到的第一个模型; 

参数: selector: 查询语法，兼容根据名字，组名，组名查询，

group1>group2 或者 group2,group1;. 

返回值: object 

 

11.2.23. 条件查询所有的模型; 

querySelectorAllObject(selector); 

功能描述: 获取查询语法查询的所有模型; 

参数: selector: 查询语法，兼容根据名字，组名，组名查询，

group1>group2 或者 group2,group1;. 

返回值: object 组 

11.2.24. 获取和查询条件相反的模型; 

querySelectorAllOtherObject(selector); 

功能描述: 获取查询语法查询的模型的所有相反模型; 

参数: selector: 查询语法，兼容根据名字，组名，组名查询，

group1>group2 或者 group2,group1;. 

返回值: object 组 

 

11.2.25. 获取组的缓存 key; 

getGroupCacheKeys(); 



功能描述: 组将被缓存,这用来获取所有缓存的 key; 

参数:无. 

返回值: 数组 

 

11.2.26. 获取组下的模型 id; 

getIdsByCacheKey(groupKey); 

功能描述: 获取这个组下的模型 id 的数组; 

参数:缓存的组名. 

返回值: 数组 



 

第12章 边框后处理(OutLinePostProcess): 

 

 

 文档待增:



 

第13章 WebSocket 支持(WebSocketSpout): 

 文档待增:



 

第14章 图片加载(TextureLoaderFactory): 

 文档待增:



 

第15章 文件加载(FileLoadFactory): 

 文档待增:



 

第16章 前端数据库(IndexedDBFactory): 

 文档待增:



 

第17章 新增模型(ModelGroupAddition): 

 文档待增:



 

第18章 时间控制(EngineClock): 

 文档待增:



 

第19章 动画(TweenAnimationOperation) 

 文档待增:



 

第20章 类介绍: 

20.1. 标签相关类: 

20.1.1. Mark: 

Mark 类,继承 BasicOperation,是所有标签类的父类. 

20.1.1.1. 内部属性 

20.1.1.1.1. type 

type:不应该被被修改,用来标识子类的类型. 

20.1.1.1.2. markNum 

markNum:不应该被修改.用来统计创建此类型的标签的数量. 

 

20.1.1.2. 内部方法 

20.1.1.2.1. 将 label 添加到场景 

_addLabel2Scene(label); 

功能描述 :将 lable 对象添加到场景,内部调用. 

参数:label 标签对象. 

返回值:无返回值 

20.1.1.2.2. 根据标签的名字来获取标签对象. 

getLabelByName(labelName); 

功能描述 :根据 labelName 来获取 label 对象. 



参数:labelName:标签的名字,在生成时传入的名字(这个传入的名字

如果与已经存在的标签或模型重复,会生成一个新的不重复的名字). 

返回值:标签对象 

20.1.1.2.3. 根据标签的名字来删除标签. 

removeLabelByName(labelName); 

功能描述 :根据 labelName 来删除 label 对象. 

参数:标签的名字,在生成时传入的名字(这个传入的名字如果与已经

存在的标签或模型重复,会生成一个新的不重复的名字). 

返回值:this 

20.1.1.2.4. 删除所有的标签. 

removeAllLabel(); 

功能描述 :移除所有的标签. 

参数:无参数. 

返回值:无返回值 

 

20.1.1.2.5. 获取所有的标签. 

getAllLabel(); 

功能描述 :获取所有的标签. 

参数:无参数. 

返回值:数组 

20.1.1.2.6. 设置标签的可见性. 

setVisibleByName(labelName,visible); 

功能描述:设置标签的可见性. 

参数:labelName:标签的名字,在生成时传入的名字(这个传入的名字

如果与已经存在的标签或模型重复,会生成一个新的不重复的名字). 

visible:布尔值. 



返回值:this 

20.1.1.2.7. 设置标签的缩放值. 

setScaleByLabelName(labelName,scale,isCacheOld); 

功能描述:设置标签的缩放值. 

参数:labelName:标签的名字,在生成时传入的名字(这个传入的名字

如果与已经存在的标签或模型重复,会生成一个新的不重复的名字). 

scale:含有 x,y,z 属性的对象. 

isCachedOld,改变缩放值值是是否缓存旧的缩放值,如果缓存,则

可以恢复.默认为 true 

 

返回值:this 

20.1.1.2.8. 设置标签的缩放值. 

setScaleByLabel(label,scale,isCacheOld); 

功能描述:设置标签的缩放值. 

参数:labe:标签对象 

scale:含有 x,y,z 属性的对象. 

isCachedOld,改变缩放值值是是否缓存旧的缩放值,如果缓存,则

可以恢复.默认为 true 

返回值:this 

20.1.1.2.9. 设置标签的位置. 

setPositionByLabelName(labelName,position,isCacheOld); 

功能描述:设置标签的位置. 

参数:labelName:标签的名字,在生成时传入的名字(这个传入的名字

如果与已经存在的标签或模型重复,会生成一个新的不重复的名字). 

position:含有 x,y,z 属性的对象. 

isCachedOld,改变缩放值值是是否缓存旧的缩放值,如果缓存,则

可以恢复.默认为 true 



返回值:this 

20.1.1.2.10. 设置标签的位置. 

setPositionByLabel(label,position,isCacheOld); 

功能描述:设置标签的位置. 

参数:labe:标签对象 

position:含有 x,y,z 属性的对象. 

isCachedOld,改变缩放值值是是否缓存旧的缩放值,如果缓存,则

可以恢复.默认为 true 

返回值:this 

 

20.1.1.2.11. 设置需要被更新. 

needUpdate(labe); 

功能描述:标签内容需要被更新时调用. 

参数:labe:标签对象 

返回值:this 



20.1.2. HtmlCSS2DMark: 

 继承 Mark 类.具有父类内部的所有属性和方法. 

20.1.2.1. 内部属性. 

20.1.2.1.1. type. 

类型,不应该被更改. 

type = “HtmlCSS2DMark” 

20.1.2.1.2. isHtmlCSS2DMark. 

isHtmlCSS2DMark = true,不应该被更改. 

20.1.2.2. 内部方法. 

20.1.2.2.1. 采用内置 dom 结构创建 html 标签. 

create2DLabelWithBuiltIn(locate,parameter,labelName ); 

功能描述:采用内置的 dom 结构创建 2D 标签; 

参数:loacate:还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parameter:DomStructure 类内部 createBuiltInOne()方法的参

数, 

labelName :标签的名字,不应该重复.如果重复内部将会被更改 

返回值: 创建的标签对象. 

20.1.2.2.2. 创建 2Dhtml 标签. 

createHtmlLabel(domElement,locate,labelName ); 

功能描述:将 dom 对象渲染为 2D 的标签; 

参数:loacate:还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domElement:document 对象, 

labelName :标签的名字,不应该重复.如果重复内部将会被更改 



返回值: 创建的标签对象. 

 

20.1.3. SpriteMark: 

20.1.3.1. 内部属性. 

20.1.3.1.1. type. 

类型,不应该被更改. 

type = “SpriteMark” 

20.1.3.1.2. isSpriteMark. 

isSpriteMark= true,不应该被更改. 

20.1.3.2. 内部方法. 

20.1.3.2.1. 创建 canvas 精灵标签. 

createCanvasLabelByCoordinate(locate, parameter,labelName,type 

= "textOneF",ifHidden,scale); 

功能描述:采用内置的类型创建 canvas 精灵标签; 

参数:loacate:具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parameter:TextOneF 类内部 create()方法的参数, 

labelName :标签的名字,不应该重复.如果重复内部将会

     被更改. 

type :内置 canvas 标签的类型. 

ifHidden:标签是否会被遮挡,默认为 true. 

scale:精灵缩放值,具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返回值: 创建的标签对象. 



20.1.3.2.2. 创建精灵标签. 

createSpriteByCanvas(location,canvas,labelName,ifHidden,scale ); 

 

功能描述:将 canvas 渲染为精灵标签; 

参数:loacate:还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canvas:canvas 对象, 

labelName :标签的名字,不应该重复.如果重复内部将会

被更改 

ifHidden:标签是否会被遮挡,默认为 true. 

scale:精灵缩放值,具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返回值: 创建的标签对象. 

20.1.3.2.3. 创建精灵标签(图片创建). 

createImgLabel(location,img,labelName,ifHidden,scale ); 

 

功能描述:将 canvas 渲染为精灵标签; 

参数:loacate:还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img:图片路径,或者 base64 形式的数据.blob 数据 

labelName :标签的名字,不应该重复.如果重复内部将会

被更改 

ifHidden:标签是否会被遮挡,默认为 true. 

scale:精灵缩放值,具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返回值: 创建的标签对象. 

 



20.1.4. HtmlCSS3DMark: 

20.1.4.1. 内部属性. 

20.1.4.1.1. type. 

类型,不应该被更改. 

type = “HtmlCSS3DMark” 

20.1.4.1.2. isHtmlCSS3DMark. 

isHtmlCSS3DMark= true,不应该被更改. 

20.1.4.2. 内部方法. 

20.1.4.2.1. 使用内置方法创建 3D 标签. 

create3DLabelWithBuiltIn(locate,parameter,labelName,scale); 

功能描述:采用内置的类型创建 3DHtml 标签; 

参数:loacate:具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parameter:DomStructure 类内部 createBuiltInOne()方法

的参数. 

labelName :标签的名字,不应该重复.如果重复内部将会

     被更改. 

scale:精灵缩放值,具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返回值: 创建的标签对象. 

20.1.4.2.2. 创建 3D 标签. 

create3DLabel(domElement,locate,labelName,scale ); 

 

功能描述:根据 document 对象创建 3D 标签; 

参数:loacate:还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domElement:dom 对象. 

labelName :标签的名字,不应该重复.如果重复内部将会

被更改 

scale:精灵缩放值,具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 

返回值: 创建的标签对象. 

 

 

20.1.5. Chart3dMark: 

20.1.5.1. 内部属性. 

20.1.5.1.1. type. 

类型,不应该被更改. 

type = “Chart3DMark” 

20.1.5.1.2. isChart3DMark. 

isChart3DMark= true,不应该被更改. 

20.1.5.2. 内部方法. 

20.1.5.2.1. 创建图表标签. 

createChartLabel(canvas,labelName,size,locate,rotate); 

 

功能描述:canvas创建图表标签这个 canvas可以是绘制了图表的

对象; 

参数: 

canvas:绘制了图表的对象 

labelName :标签的名字,不应该重复.如果重复内部将会

被更改. 

size:图表的大小. 



loacate:还有 x,y,z 三个参数的对象.设置图表的位置. 

rotate:旋转.对象.axis:旋转的轴,被归一化的标量.angle:

旋转的角度. 

 

返回值: 创建的标签对象. 

20.1.5.2.2. 更新图表标签. 

needUpdate(label); 

 

功能描述:在图表需要被更新时调用. 

参数说明: 

label:创建图表标签时返回的图表对象 

 

返回值:this. 

 

20.1.6. TextOneF: 

TextOneF 类,用于创建 canvas 画布,辅助生成 Sprite 标签; 

 

20.1.6.1. 内部方法 

20.1.6.1.1. 创建标签 

create(parameters); 

功能描述:根据参数创建 canvas 画布 

参数: 

parameters: { 

content:[必须] // 文字内容 

    type: // 可选值:basic/floors/border/triangle,默认值:basic;

每种预设 type对应一种格式的标签,basic为蓝色普通文字,floors



主文字右上角出现副文字,border 文字加上边框,triangle 文字下

方出现指示箭头.此属性配合 content 文字,即可出现简单效果.如

果需要多种效果共存,则需要使用以下额外属性开启. 

     //主文字设置 

     textColor: // [object]文字颜色,rgba 格式,默认为蓝色, 

     fontWeight: // [string]文字粗细,默认为'bold', 

     textShadowColor:// [object]文字阴影颜色,rgba 格式,默认

为主文字颜色, 

     textShadowWidth: [number]// 文字阴影宽度,默认为 1, 

     textShadowMove:{ [object]//文字阴影偏移 

       right:  [number]//右偏移值,默认值为 1, 

       bottom:  [number]//上偏移值,默认值为 1 

     } 

     fontFace: [string]//字体,默认为 Arial, 

     fontSize:  [number]//文字大小,默认值为 20 

  

     //副文字设置 

     rightTopFlag:  [boolean]//开关,默认为 false, 

     rightTopContent:  [string]//副文字内容,默认值为空 

     rightTopFontSize:  [number]//副文字大小,默认值为主文

字大小 

     topDistance:  [number]//副文字上偏移值,默认为主文字

fontSize 的一半 

     leftDistance: [number]//副文字右偏移值,默认为为 10 

  

     //边框设置 

     borderFlag:   [boolean]//边框开关,默认值为 false 

     borderThickness:  [number]//边框宽度,默认值为 2 

     borderColor:   [object]//边框颜色,默认值为主文字颜色 

  

     //三角形设置 



     triangleFlag: [boolean]//三角形开关,默认值为 false 

     direction : [string]//三角形位于文字的方向和对应指向,默

认值为"down",暂无可选值 

     sideLength: [number]//等边三角形边长,默认值为 15 

        

     //canvas 画布宽高,宽高不一样会导致画布内容畸变,并影

响在 sprite 中的大小.画布越大,sprite 大小不变的情况下,画布内

容显示越小 

     canvasWidth:  [number]//画布宽,默认为 100 

     canvasHeight:  [number]//画布高,默认为画布宽   

} 

 

返回值:canvas 

20.1.6.1.2. 内部绘制圆角矩形 

roundRect(ctx,borderColor,x, y, w, h, r); 

功能描述:根据参数在 canvas 画布绘制圆角矩形 

参数: 

ctx : 画笔; 

borderColor : 矩形的颜色; 

x,y : 矩形的起点坐标; 

w,h : 矩形的宽,高; 

r : 圆角矩形的圆角的半径 

返回值: 无  

20.1.6.1.3. 内部绘制三角形 

roundTriangle(ctx,color,sideLength,height,startX,startY); 

功能描述 : 根据参数在 canvas 画布绘制等边三角形; 

参数: 

ctx : 画笔; 



color: 颜色; 

sideLength : 边长; 

height : 高; 

startX,startY : 起始点坐标 

返回值: 无 

20.1.6.1.4. 内部绘制渐变色填充 

fillGradient(ctx,startX,startY,endX,endY,startColor,endColor); 

功能描述 : 绘制渐变色 ; 

参数: 

ctx : 画笔; 

startX,startY : 起始点坐标 

endX,endY : 结束点坐标 

startColor : 起始点颜色, 

endColor : 结束点颜色 

返回值: 渐变色 

20.1.7. DomStructure: 

DomStructure类,用于创建html标签.辅助生成 css2dObject,css3dObject

标签; 

20.1.7.1. 内部方法 

20.1.7.1.1. 创建内置 html 标签 

createBuiltInOne(parameters); 

功能描述:根据参数创建 html 标签参数: 

参数: 

parameters = { 

content : [必须参数][String],标签文字 

contentPartStyle : [object],文字及文字包裹框 css 样式,键:样



式名,值:样式值. 

 //图标部分样式 

 shapePartStyle : [object],图标 css 样式,键:样式名,值:样式值. 

} 



 

20.2. 引擎工具相关类: 

20.2.1. EngineUtil :  

EngineUtil 类,静态类; 

 

20.2.1.1. 静态方法 

20.2.1.1.1. 引擎设置参数校验; 

verifyModelEngineSetting(setting); 

功能描述:对引擎设置参数进行校验.并赋予默认值; 

参数:  

setting :设置  

返回值: 校验过后的 setting 

20.2.1.1.2. 对象校验; 

_initializeObj(obj1,obj2); 

功能描述:对象选择性覆盖; 

参数:  

obj1:默认值对象; 

obj2:新的对象 

返回值: 被 obj2 选择性覆盖的 obj1 

20.2.1.1.3. 获取 canvas 大小; 

getCanvasSize(modelEngine); 

功能描述:获取 canvas 大小; 

参数:  

modelEngine:modelEngine 对象; 



返回值: 宽高数组 

20.2.1.1.4. 获取 canvas; 

getCanvas(modelEngine); 

功能描述:获取 canvas; 

参数:  

modelEngine:modelEngine 对象; 

返回值: canvas 

20.2.1.1.5. 点绕 y 轴旋转; 

rotationVector(vector,rotation1); 

功能描述:点绕 y 轴旋转; 

参数:  

vector:点; 

rotation1: 旋转角度 

返回值: 旋转后的点对象 

20.2.1.1.6. scene 坐标转化为世界坐标; 

transformationWord (modelEngine, ...sceneVoxels); 

功能描述:scene 坐标转化为世界坐标; 

参数:  

modelEngine:modelEngine 对象; 

...sceneVoxels: scene 坐标 

返回值: 无 

20.2.1.1.7. 世界坐标转化为 scene 坐标; 

transformationScene(modelEngine,...wordVoxels); 

功能描述:世界坐标转化为 scene 坐标; 

参数:  

modelEngine:modelEngine 对象; 



...wordVoxels: 世界坐标 

返回值: 无 

20.2.1.1.8. 获取场景矩阵的逆矩阵; 

getSceneMatrixInverse(modelEngine); 

功能描述:获取场景矩阵的逆矩阵; 

参数:  

modelEngine:modelEngine 对象; 

返回值: 场景矩阵的逆矩阵 

20.2.1.1.9. 判断两个点是否相等; 

pointEquals(p1,p2); 

功能描述:判断两个点是否相等; 

参数:  

p1:点 1; 

p2:点 2; 

返回值: 布尔值,true 或 false 

20.2.1.1.10. 计算两点之间距离; 

distance2Point(p1,p2); 

功能描述:计算两点之间距离; 

参数:  

p1:点 1; 

p2:点 2; 

返回值: 距离 

20.2.1.1.11. http 图片加载; 

httpTextureLoader(url,indexedDBWorkerListener, 

manager,crossOrigin,onProgress, onError); 

功能描述:图片加载.图片会被缓存到 indexedDB(可配置是否缓



存); 

参数:  

url:图片路径; 

indexedDBWorkerListener:indexedDBWorkerListener 对象; 

manager:加载管理器; 

crossOrigin: ; 

onProgress: 进行回调; 

onError: 错误回调; 

返回值:  promise 对象 

20.2.1.1.12. webSocket 图片加载; 

webSocketTextureLoader(url,webSocketSpout,modelType,modelPa

rameter,manager,onError); 

功能描述:webSocket 图片加载; 

参数:  

url:图片路径; 

webSocketSpout:webSocketSpout 对象; 

modelType:模型类型; 

modelParameter: 模型参数;  

manager: 加载管理器; 

onError: 错误回调; 

返回值:  promise 对象 

20.2.1.1.13. Img 图片转化为 base64 格式; 

getBase64Image(img); 

功能描述:Img 图片转化为 base64 格式; 

参数:  

img:图片; 

返回值:  base64 数据 



20.2.1.1.14. base64 字符串转二进制; 

dataURLtoBlob(dataUrl); 

功能描述:base64 字符串转二进制; 

参数:  

dataUrl: base64 字符串; 

返回值:  blob 二进制数据 

20.2.1.1.15. 二进制图片显示; 

decodePic(buffer,mimeType); 

功能描述:2 进制图片显示.直接传入 TextureLoader 即可; 

参数:  

buffer: 图片二进制; 

mimeType: base64 数据前缀 

返回值:  图片路径 

20.2.1.1.16. 创建材质; 

createMaterial(modelEngine,materialType,materialParameter = {}); 

功能描述: 创建材质; 

参数:  

modelEngine: modelEngine 对象; 

materialType: 材质类型; 

materialParameter :材质属性; 

返回值: 材质对象  

20.2.1.1.17. 校验材质类型; 

verifyMaterialType(parameter,newMaterialType); 

功能描述: 校验材质类型,若无效,则应用第二个参数类型材质; 

参数:  

parameter: 默认材质属性参数; 



newMaterialType: 材质类型; 

返回值: 无  

 

20.2.1.1.18. 判断目标面和当前面的位置关系; 

judgeTargetPositionWithNowPositionLocation(targetPosition,n

owPosition); 

功能描述: 在进行视角切换时,判断目标面和当前面的位置关系.

相 true,向对面返回 false; 

参数:  

targetPosition: 目标面位置; 

nowPosition: 当前面位置; 

返回值: 目标面位置  

20.2.1.1.19. 判断是否有这个相机默认位置; 

judgeExitCameraPosition(position); 

功能描述: 判断是否有这个相机默认位置; 

参数:  

position: 位置; 

返回值: 布尔值 

20.2.1.1.20. 根据点对象创建一个矩阵 

createMatrix4ByVector3(vector3) 

功能描述: 根据点对象矩阵 

参数: vector3==>点对象 

返回值: 矩阵 

20.2.1.1.21. 计算 3 个世界坐标的法向量.center,scene 坐标.如果不则,向量为相对于原点的. 

compute3WorldVector(modelEngine,point1,point2,point3,center=new 

Vector3()) 



功能描述: 计算 3 个世界坐标的法向量.center,scene 坐标.如果不则,向量为相对

于原点的. 

参数:  

modelEngine==>modelEngine 对象 

point1,point2,point3==>点对象 

center==>中心 可不传 

返回值: 法向量



 

20.3. 操作相关类: 

 

20.3.1. PlateClipOperation 剖切: 

PlateClipOperation 类,继承 BasicOperation 类,剖切功能; 

20.3.1.1. 内部属性 

20.3.1.1.1. Planes 

剖切面对象 

x：x 正方向 

y：y 正方向 

z：z 正方向 

x_negative：x 反方向 

y_negative：y 反方向 

z_negative：z 反方向 

 

20.3.1.1.2. defaultParameter 

默认的预设属性值 

clipIntersection:false,剪裁平面的行为，以便仅剪切其交叉点，而不是它们的并

集 

clipShadows : false, 定义是否根据此材质上指定的剪裁平面剪切阴影 

scale:1.3,剖切面大小的缩放值. 

opacity:0.2, 剖切面透明度 

color: 0xffff00 剖切面颜色 

 



 

20.3.1.2. 内部方法 

20.3.1.2.1. 初始化剪切面的位置 

initPlanConstant(type); 

功能描述: 初始化剪切面的位置 

参数:  

type==>字符串 值可以是以下 6 个 

x：x 正方向 

y：y 正方向 

z：z 正方向 

x_negative：x 反方向 

y_negative：y 反方向 

z_negative：z 反方向 

返回值: 场景 boundary 

20.3.1.2.2. 模型剖切设置 

clip (type, value); 

功能描述: 模型剖切设置 

参数:  

type:剖析模式 x ,y ,z, 三个方向.剖切面的起始位置为 X-,Y+

和 Z-;还有与其相反的 x_negative,y_negative,z_negative 

value:剖析值 0 到 100 ,0 就是为重置截切面的位置; 

返回值: 无 

20.3.1.2.3. 创建剖切面辅助对象 

createPlanHelper (value,type,w = 100,h = 50); 

功能描述: 创建剖切面辅助对象 

参数:  



value:距离中心点的距离 

type: 剖切方向; 

w:宽; 

h:高; 

返回值: 无 

20.3.1.2.4. 获取用来剪切 mesh 的平面组 

getClipPlansArray(); 

功能描述: 获取用来剪切 mesh 的平面组; 

参数:无 

返回值: 平面数组 

20.3.1.2.5. 获取剪切平面的行为布尔值 

getClipIntersection(); 

功能描述: 剪裁平面的行为，以便仅剪切其交叉点，而不是它们

的并集; 

参数:无 

返回值: 布尔值; 

20.3.1.2.6. 获取是否根据此材质上指定的剪裁平面剪切阴影的布尔值; 

getClipShadows(); 

功能描述: 获取是否根据此材质上指定的剪裁平面剪切阴影的

布尔值; 

参数:无 

返回值: 布尔值; 

20.3.1.2.7. 设置剪裁平面的行为; 

setClipIntersection(clipIntersection); 

功能描述: 设置剪裁平面的行为; 

参数: 



clipIntersection : 布尔值 

返回值: 当前类; 

20.3.1.2.8. 设置是否根据此材质上指定的剪裁平面剪切阴影; 

setClipShadows(clipShadows); 

功能描述: 设置是否根据此材质上指定的剪裁平面剪切阴影; 

参数: 

clipShadows: 布尔值 

返回值: 当前类; 

20.3.1.2.9. 设置面的缩放值; 

setPlanScale(scale); 

功能描述: 当缩放值为 1 时面的大小为盒子边界的面的大小,需

要在剪切之前设置; 

参数: 

scale: 缩放值 

返回值: 当前类; 

20.3.1.2.10. 设置面的透明度; 

setPlanOpacity(num); 

功能描述: 改变剪切平面的透明度,需要在剪切之前设置; 

参数: 

num: 透明度 0-100 之间 

返回值: 当前类; 

20.3.1.2.11. 设置剪切面的颜色; 

setPlanColor(color); 

功能描述: 改变剪切平面的颜色,需要在剪切之前设置; 

参数: 

color: 16 进制颜色值, 



返回值: 当前类; 

 

20.3.1.2.12. 校验剪切平面时传入的数值; 

_verifyPlanConstant(constant); 

功能描述: 校验剪切平面时传入的数值,必须在 0-100 之间; 

参数: 

constant: 需要验证并订正数值 

返回值: 验证过后的数值; 

20.3.1.2.13. 清除剪切面辅助对象; 

deletePlanHelperByType(type); 

功能描述: 清除剪切面辅助对象; 

参数: 

type: 剪切面类型 

返回值: 剪切面辅助对象; 

20.3.1.2.14. 清除所有的剪切面辅助对象; 

deleteAllPlanHelper(); 

功能描述: 除所有的 planHelper 对象.并重置已经设置的属性;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3.1.2.15. 设置剪切面的可见性; 

setPlanHelperVisible(type,visible); 

功能描述:设置剪切面的可见性 ; 

参数:type:剪切面类型 ,visible:可见性 ; 

返回值: 无返回值; 

 



20.3.1.2.16. 创建平面 

createPlan(value,type,w,h) 

功能描述:设置剪切面的可见性  

参数: 

value:距离中心点的距离 

type: 剖切方向; 

w:宽; 

h:高; 

返回值: 返回平面对象 

20.3.2. RangingOperation 测距: 

RangingOperation 类,继承 BasicOperation 类,测距功能; 

20.3.2.1. 内部属性 

 

20.3.2.1.1. positions 

数组,存放点击时在场景内生成的测量点; 

20.3.2.1.2. pointHelper 

点辅助对象,会在点位置生成一个小球; 

20.3.2.1.3. rangLinePrefix 

画出的线的名字前半部分 

20.3.2.1.4. lablePrefix 

画出的标签的名字前半部分 



20.3.2.1.5. lineHelper 

画线用的对象 

20.3.2.1.6. canvasEventDispatcher 

事件注册用的对象 

 

 

20.3.2.2. 内部方法 

20.3.2.2.1. 开启测距 

beginRange(); 

功能描述: 开启测距; 

参数: 无参数; 

返回值: 当前类; 

20.3.2.2.2. 退出测距 

exitRange(); 

功能描述: 退出测距模式; 

参数:无参数; 

返回值: 当前类; 

20.3.2.2.3. 测距回退; 

rangingRegresses (); 

功能描述: 测距回退; 

参数: 无参数  

返回值: Ranging 对象的实例; 



20.3.2.2.4. 清除模型上的线和注释; 

removeRangingElement(); 

功能描述: 清除模型上的线和注释;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3.2.2.5. 计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的直线距离 用线连接点 并且显示两点间的距离 

computedRange(point) 

功能描述: 计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的直线距离 用线连接点 

并且显示两点间的距离 

参数:  

point==>Raycaster 对象选中的 point 

返回值: 无; 

 

20.3.2.2.6. RoamOperation 漫游: 

RoamOperation 类,继承 BasicOperation 类,漫游功能; 

 

20.3.2.3. 内部方法 

20.3.2.3.1. 获取漫游控制; 

getRoamControls(type) 

功能描述: 获取漫游控制类; 

参数: 漫游类型 type:为 modelEngine 内部漫游类型常量,获取不同的漫游控

制类. 

返回值: 对应类型的漫游控制类; 

 



20.3.3. ObjectOperation 模型操作: 

20.3.3.1. 内部属性: 

20.3.3.1.1. selectionsObj 

一个对象,用来存储被选中的模型结构为 name=>object. 

20.3.3.1.2. objectAttributeChangeCacheObj 

一个对象,用来存储 mesh 属性发生变化的时 mesh 的旧属性. 

20.3.3.1.3. selectColor 

选中模型时 mesh 的颜色 

20.3.3.2. 内部方法: 

20.3.3.2.1. 模型可见性 

20.3.3.2.1.1. 根据 name 改变模型的可见性 

changeModelVisibleByName(name,visible)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name:必选参数.模型的 name 属性 

visible:必选参数;Boolean 类型.是否可见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1.2. 根据 object 改变其可见性 

changeModelVisible(object,visible)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object:必选参数.模型对象 



Visible:必选参数;Boolean 类型.是否可见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1.3. 根据 groupName 改变一组模型的可见性 

changeModelVisibleByGroupName(groupName,visible)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groupName:必选参数.group 的名字 

Visible:必选参数;Boolean 类型.是否可见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1.4. 根据 groupName 恢复一组模型的可见性 

recoverModelVisibleByGroupName(groupName) 

 

方法说明:恢复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groupName:必选参数.group 的名字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1.5. 根据 name 恢复对应模型的可见性 

recoverModelVisibleByName(name) 

 

方法说明:恢复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name:必选参数.模型的 name 属性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1.6. 根据 mesh 恢复其可见性 

recoverModelVisible(object) 

 

方法说明:恢复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object:必选参数.模型对象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1.7. 改变所有模型的可见性 

changeAllModelVisible(visible) 

 

方法说明:改变所有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Visible:必选参数;Boolean 类型.是否可见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1.8. 恢复所有模型的可见性 

recoverAllModelVisible() 

 

方法说明:恢复所有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1.9. 根据 name 查看模型的可见性 

getModelVisibleByName(name) 

 

方法说明:查看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name:必选参数 

返回值:布尔值. 

20.3.3.2.1.10. 根据 object 获取其可见性 

getModelVisible(object) 

 

方法说明:查看模型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object:必选参数 

返回值:布尔值. 

 



20.3.3.2.2. 模型选择 

模型被选中时颜色会发生变化. 

20.3.3.2.2.1. 根据 name 将模型选中 

setSelectedByName(name) 

 

方法说明:设置模型为选中状态. 

参数说明:name:必选参数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2.2. 根据 object 将模型选中 

setModelSelected(object) 

 

方法说明:设置模型为选中状态. 

参数说明:object:必选参数,object 模型对象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2.3. 根据 groupName 将一组模型选中 

setModelSelectedByGroupName(groupName) 

 

方法说明:设置模型为选中状态. 

参数说明:groupName:必选参数,需要被选中的分组的名字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2.4. 将选中的模型清空 

removeAllModelSelected() 

 

方法说明:将选中的模型清空.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2.5. 根据 name 将模型变为未选中 

removeModelSelectedByName(name) 

 

方法说明:将选中的模型变为未选中. 

参数说明::name:必选参数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2.6. 根据 object 将模型置为未选中 

removeModelSelected(object) 

 

方法说明:将选中的模型变为未选中. 

参数说明::object:必选参数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2.7. 根据 groupName 将一组模型置为未选中 

removeModelSelectedByGroupName(groupName) 

 

方法说明:将选中的模型变为未选中. 

参数说明::groupName:必选参数,要取消选择的 Group 的名字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2.8. 获取选中的模型 

getSelectedObjects() 

 

方法说明:返回选中的模型对象的数组.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模型的数组对象. 

 

20.3.3.2.2.9. 获取选中的模型的 name 数组 

getSelectedNames() 



 

方法说明:返回选中的模型对象的 name 属性数组.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的数组对象. 

 

20.3.3.2.2.10. 判断是否被选中 

isSelected(key) 

 

方法说明:判断是否被选中. 

参数说明:key:必选参数,为模型对象的名字或者模型对象 

返回值:布尔值,是否被选中. 

 

20.3.3.2.2.11. 设置选中时模型的颜色 

setSelectColor(color = 0x00EE00) 

 

方法说明:设置模型被选中时的颜色改变. 

参数说明:color:可选参数,16 进制颜色值,默认为 0x00EE00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3. 其它 

20.3.3.2.3.1. 开启阴影. 

openShadow() 

 

方法说明:开启阴影. 确保场景中有可以生成阴影的灯光,且已经调用

LightOperation.setLightShadow 方法对阴影进行了设置..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this. 

 

20.3.3.2.3.2. 设置模型是否接受阴影. 

setModelIsReceiveShadow(object,flag) 



 

方法说明:设置模型是否接受阴影. 

参数说明:object:模型对象. 

Flag:bool 值 

返回值:this. 

 

20.3.3.2.3.3. 设置模型是否产生阴影. 

setModelIsCastShadow(object,flag) 

 

方法说明:设置模型是否产生阴影. 

参数说明:object:模型对象. 

flag:bool 值 

返回值:this. 

 

 

20.3.3.2.3.4. 关闭阴影. 

closeShadow() 

 

方法说明:关闭阴影.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this. 

20.3.3.2.3.5. 改变模型缩放值. 

changeObjectScale(obj,scale = {})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缩放值. 

参数说明:obj:模型对象. 

scale:缩放数值对象,具有 x,y,z 属性的对象. 

返回值:this. 

20.3.3.2.3.6. 恢复模型缩放值. 

recoverModelScale(obj) 



 

方法说明:恢复模型的缩放值,恢复改变过的模型的缩放值. 

参数说明:obj:模型对象. 

返回值:this. 

20.3.3.2.3.7. 改变模型位置. 

changeObjectPosition(obj,position= {})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位置. 

参数说明:obj:模型对象. 

position:具有 x,y,z 属性的对象. 

返回值:this. 

20.3.3.2.3.8. 恢复模型位置. 

recoverModelPosition(obj) 

 

方法说明:恢复模型位置.. 

参数说明:obj:模型对象. 

返回值:this. 

 

20.3.3.2.4. 公用方法 

20.3.3.2.4.1. 改变 object 的属性 

changeObjectAttribute(object,attributeName,attrValue,isCacheOld 

= true) 

 

方法说明:改变 object 的属性. 

参数说明:object:必选参数,要改变的模型对象. 

attributeName:必选参数,要改变的模型的属性名.必须为模

型对象本身具有的属性. 

attrValue:必选参数,改变为的值. 

isCacheOld :可选参数,是否缓存旧的属性,只有缓存了才可以



恢复.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4.2. 缓存 object 的属性 

_cacheOldObjectAttribute(object,attributeName) 

方法说明:缓存 object 的属性. 

参数说明:object:必选参数,要改变的模型对象. 

attributeName:必选参数,要改变的模型的属性名.必须为模

型对象本身具有的属性.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4.3. 恢复模型改变的属性值 

recoverObjectAttributeByAttrName(attributeName) 

 

方法说明:恢复改变的属性值(所有的改变的). 

参数说明:attributeName:必选参数,改变了的mesh 的属性名,字符串

类型.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4.4. 恢复 mesh 改变的属性值 

recoverObjectAttributeByObjectAndAttrName(object,attributeNam

e,attributeValue) 

 

方法说明:恢复 object 的改变的属性值. 

参数说明:attributeName:必选参数,改变了的 object 模型的属性名,

字符串类型. 

object:必选参数,要恢复的模型对象. 

attributeValue:可选,如果改变时没有被缓存,需要这个值,



将属性改变为这个值.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3.2.4.5. 恢复所有模型改变的属性值 

recoverAllModelAttribute() 

 

方法说明:恢复所有的模型的改变的属性值.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ObjectOperation 对象. 

 

 

20.3.4. MaterialOperation 模型材质操作: 

继承 BasicOperation 类. 

20.3.4.1. 内部属性: 

20.3.4.1.1. materialAttributeChangeCache: 

一个对象,用来存储材质属性发生变化时的原始属性. 

20.3.4.1.2. glitterContainer 

用来保存模型闪烁的定时器以及闪烁的模型 

 

20.3.4.2. 内部方法: 

20.3.4.2.1. 模型透明度 

20.3.4.2.1.1. 改变所有模型的其透明度 

changeAllObjectOpacity(opacity) 



 

方法说明:改变所有模型的透明度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opacity:浮点类型,在 0-1 之间,0 代表完全透明,1

代表完全不透明. 

返回值类型: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 

20.3.4.2.1.2. 恢复所有改变的透明度 

recoverAllObjectOpacity() 

 

方法说明:恢复所有已经改变的模型的透明度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类型::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1.3. 根据 name 恢复透明 

recoverObjectOpacityByName(name) 

 

方法说明:根据 name 恢复模型的透明度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name:模型的标识.存在于模型对象的 name 属性

上. 

返回值类型::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1.4. 根据 name 改变模型的透明度 

changeObjectOpacityByName(name,opacity) 

 

方法说明:根据 name 改变模型的透明度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name:mesh 的标识, 

必须参数 opacity:透明度.0-1 的浮点类型. 

返回值类型::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1.5. 动画更改模型的透明度 

 changeObjectOpacityWithAnimal(object,endOpacity,endCallback, 

duringTime = 2) 

方法说明:动画更改模型的透明度 



参数说明: 

object==>模型对象 

endOpacity==>动画结束后最终的透明度 

endCallback==>动画结束后的回调 

time==>动画播放时间 

返回值类型:无 

 

20.3.4.2.1.6. 根据 groupName 恢复一组模型的透明度 

recoverObjectOpacityByGroupName(groupName) 

 

方法说明:根据 groupName 恢复一组模型的透明度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groupName:组的名字 

返回值类型: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1.7. 根据 groupName 改变一组模型的透明度 

changeObjectOpacityByGroupName(groupName,opacity) 

 

方法说明:根据 groupName 改变一组 mesh 的透明度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groupName:组名称, 

必须参数 opacity:透明度.0-1 的浮点类型. 

返回值类型: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1.8. 校验透明度参数 

_verifyMaterialOpacity(opacity) 

 

方法说明:校验透明度参数,设置透明度的函数内部校验传入透明度

数值均调用这个函数. 

参数说明:需要校验的 opacity. 

返回值:会返回一个合法的透明度值. 

 



20.3.4.2.2. 模型颜色 

20.3.4.2.2.1. 根据 name 改变模型的颜色值 

changeObjectColorByName(name,color)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颜色值. 

参数说明:必须参数 name:模型的 name 属性. 

可选参数 color:16 进制颜色值,默认为 0x00EE00.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2.2. 根据 groupName 改变一组模型的颜色值 

changeObjectColorByGroupName(groupName,color)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颜色值. 

参数说明:必须参数 groupName:组的名字. 

可选参数 color:16 进制颜色值,默认为 0x00EE00.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2.3. 根据模型对象改变其颜色值 

changeObjectColor(object,color,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颜色值.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object:模型对象. 

可选参数 color 为 16 进制颜色值,默认为 0x00EE00. 

materialIndex:可选参数,标识要更改的材质的索引.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2.4. 根据 mesh 动画改变其颜色值 

changeObjectColorWithAnimation(object,colorHex,endCallback,du

ringTime = 2) 

 



 

方法说明:动画改变模型的颜色值.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object:模型对象. 

可选参数 color 为 16 进制颜色值,默认为 0x00EE00. 

endCallback:动画执行完毕的回调函数. 

duringTime :动画持续时间.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2.5. 根据 name 恢复模型颜色 

recoverObjectColorByName(name) 

 

方法说明:恢复模型的颜色值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name:模型的 name 属性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2.6. 根据 groupName 恢复一组模型的颜色值 

recoverModelColorByGroupName(groupName) 

 

方法说明:恢复一组模型的颜色.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groupName:组的名称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2.7. 根据 mesh 对象来改变其颜色值 

recoverObjectColor(object,isRemoveCache,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恢复模型的颜色值 

参数说明:必须参数 object:模型对象 

isRemoveCache:可选参数:默认为 true,是否移除缓存. 



materialIndex:可选参数.恢复的材质的索引,默认为 null,表示

所有材质.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2.8. 恢复所有模型的颜色 

recoverAllObjectColor() 

 

方法说明:恢复所有改变的模型的颜色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3. 模型闪烁 

20.3.4.2.3.1. 闪烁多个模型 

setGlitterDefineOXColorWithNames(xClolr=0xFF0000, 

names,glitterName,time) 

 

方法说明:闪烁多个模型 

参数说明:glitterName:闪烁的名字,用来清除闪烁.(可选,如果为 null

则返回闪烁的名称,来清除闪烁) 

xClolr :闪烁的颜色,16 进制颜色. 

meshes:要闪烁的模型组. 

time:闪烁的快慢 

返回值:String:闪烁的名称. 

 

20.3.4.2.3.2. 闪烁多个模型 

setGlitterDefineOXColor(xClolr=0xFF0000,objects,glitterName,time) 

方法说明:闪烁多个模型 

参数说明:glitterName:闪烁的名字,用来清除闪烁.(可选,如果为 null

则返回闪烁的名称,来清除闪烁) 

xClolr :闪烁的颜色,16 进制颜色. 



objects:要闪烁的模型组. 

time:闪烁的快慢 

 

返回值:String:闪烁的名称. 

 

 

20.3.4.2.3.3. 取消闪烁 

stopGlitterByName(glitterName) 

方法说明:停止闪烁 

参数说明:glitterName:闪烁时的名字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3.4. 取消全部闪烁 

stopAllBatchGlitter() 

 

方法说明:取消所有的闪烁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4. 贴图 

20.3.4.2.4.1. 修改:给单个模型贴图 

updateObjectTexture(pathObj,object,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给指定 mesh 贴图 

参数说明: 

pathObj : 一个对象 key 为贴图的类型,value 为贴图路径,不

同的材质具有不同的贴图类型.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 

object: [必选参数][object]模型对象 

返回值:无 

20.3.4.2.4.2. 修改:给多个模型贴图 

updateObjectsTexture(pathObj,objects,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给指定一组模型贴图 

参数说明: 

pathObj: 一个对象 key 为贴图的类型,value 为贴图路径,不

同的材质具有不同的贴图类型.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 

objects: [必选参数][array]模型对象组成的数组 

返回值:无 

20.3.4.2.4.3. 修改:根据 name 给单个模型贴图 

updateObjectTextureByName(pathObj,name,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给指定模型贴图,这个方法会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 

参数说明: 

pathObj:一个对象属性.key 为贴图的类型,value 为贴图路径,

不同的材质具有不同的贴图类型.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 

name: [必选参数]mesh 模型 name 属性 

返回值:无 

20.3.4.2.4.4. 修改:根据 names 给多个模型贴图 

updateObjectTextureByNames(pathObj,names,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给模型贴图 

参数说明: 

pathObj:一个对象 key 为贴图的类型,value 为贴图路径,不同

的材质具有不同的贴图类型.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 

names: [必选参数][array]模型 name 属性组成的数组 

返回值:无 

20.3.4.2.4.5. 给指定模型贴图 

 getTextureThenReplace(object,textureObj,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给指定模型贴图 

参数说明： 

object==> 需要设置贴图的模型对象 

textureObj==>一个对象 key 为贴图的类型,value 为贴图路径,不

同的材质具有不同的贴图类型. 

 materialIndex==>材质的下下标 

返回值：无 

 

 

 

20.3.4.2.4.6. 恢复:恢复贴图 

recoverObjectTexture(object,mapTypes,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恢复指定模型贴图 

参数说明: 

object: [必选参数][object]object 模型对象 

mapTypes: [必选参数][array]要恢复的模型的贴图类型数组.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 

 

返回值:无 

20.3.4.2.4.7. 恢复:恢复多个,模型贴图 

recoverObjectsTexture(objects,mapTypes,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恢复多个模型贴图 

参数说明: 

objects: [必选参数][object]模型对象组成的数组 

mapTypes: [必选参数][array]模型们的贴图类型为键,贴图目

标为值,组成的多个对象合集.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 

 

返回值:无 

20.3.4.2.4.8. 恢复:根据 name 恢复贴图 

recoverObjectTextureByName(name,mapTypes,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恢复模型贴图 

参数说明: 

name: [必选参数][string]模型 name 属性; 

mapTypes: [必选参数][array]要恢复的模型的贴图类型数组.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 

返回值:无 

20.3.4.2.4.9. 恢复:根据多个 name 恢复贴图 

recoverObjectTextureByNames(names,mapTypes,materialIndex); 

 



方法说明:恢复多个模型贴图 

参数说明: 

names: [必选参数][array]模型 name 属性组成的数组; 

mapTypes: [必选参数][array]要恢复的模型的贴图类型数组.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 

返回值:无 

20.3.4.2.5. 贴图属性更改 

20.3.4.2.5.1. 改变 mesh 材质的贴图对象的属性 

setObjectMaterialTextureAttribute(object,attributeObjs,materialInd

ex = null)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材质的贴图对象的属性 

参数说明: 

object: 要改变的模型对象; 

attributeObjs: 要改变的属性的对象数组 [{type:贴图类

型,key:贴图属性,value:属性要更改为的值}]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属性 

返回值:无 

 

20.3.4.2.5.2. 改变材质的贴图对象的属性 

setObjectsMaterialTextureAttribute(objects,attributeObjs,materialI

ndex = null) 

方法说明:改变材质的贴图对象的属性. 

参数说明: 

objects: 要改变的模型对象数组; 

attributeObjs: 要改变的属性的对象数组 [{type:贴图类



型,key:贴图属性,value:属性要更改为的值}]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材质,其材质

为一个数组.可以为 null,为 null 时修改模型的所有材质的这个类

型的贴图属性 

返回值:无 

 

 

 

20.3.4.2.6. 公用方法 

20.3.4.2.6.1. 改变模型的材质属性 

changeObjectsMaterialAttribute(object,attributeName,attrValue,m

aterialIndex,isCacheOld =true)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材质属性 

参数说明:object:必须参数,需要改变的模型对象. 

attributeName:必须参数,材质的属性名.(必须为材质本身具

有的属性) 

attrValue:必选参数,更改成的值.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对于多材质,可以提供索引来修改

一个材质的属性,如果想全部修改,则可以给 null. 

isCacheOld:可选参数,是否保存这个材质的旧的属性,默认为

true.用于材质属性的恢复.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6.2. 改变模型的多个材质属性 

changeObjectMaterialAttributes(object,attributesObjs) 

 

方法说明:改变模型的材质多个属性 

参数说明:object:必须参数,需要改变的模型对象. 



attributesObjs:数组对象,具有以下四个属性的对象数组: 

attributeName:必须参数,材质的属性名.(必须为材质本

身具有的属性) 

attrValue:必选参数,更改成的值. 

materialIndex:材质的索引,对于多材质,可以提供索引来

修改一个材质的属性,如果想全部修改,则可以给 null. 

isCacheOld:可选参数,是否保存这个材质的旧的属性,默

认为 true.用于材质属性的恢复.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6.3. 恢复模型材质的某一属性 

recoverObjectMaterialAttribute(object,attributeName,materialInde

x,attrValue,isRemoveCache = true) 

 

方法说明:恢复模型材质的某一属性. 

参数说明:object:必须参数,需要改变的模型对象. 

attributeName:必须参数,需要恢复的材质的属性名. 

materialIndex:要恢复的材质索引.全部恢复可以为 null. 

attrValue:可选参数,更改成的值(如果更改的时候被缓存,则

这这个参数可以没有.), 

isRemoveCache :是否删除旧的缓存,默认为 true.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6.4. 恢复所有改变的材质的属性 

recoverObjectMaterialByAttributeByName(attributeName) 

 

方法说明:恢复所有改变的材质的属性(改变时被缓存才可以恢复) 

参数说明:attributeName:必须参数,需要恢复的材质的属性名.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4.2.6.5. 获取改变了这个属性的 name 数组 

_getMaterialChangedNamesByAttributeName(attributeName) 

 

方法说明:根据属性名称获取改变了模型材质的这个属性的 name 数

组,(改变的时候 isCachedOld 必须设置为 true 才可以获得) 

参数说明:attributeName:必须参数,材质属性名. 

返回值:name 数组. 

20.3.4.2.6.6. 恢复所有材质改变的属性 

recoverAllObjectMaterial() 

 

方法说明:恢复所有材质改变的属性(改变时必须被缓存) 

参数说明:无参数 

返回值:MaterialOperation 对象. 

 

20.3.5. OtherOperation 其他操作: 

20.3.5.1. 内部属性: 

20.3.5.1.1. materialAttributeChangeCache: 

一个对象,用来存储材质属性发生变化时的原始属性. 

 

20.3.5.2. 内部方法: 

20.3.5.2.1. 截图: 

snapshot(); 

 



方法说明 : 利用 canvas 截图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 position:相机拍摄位置坐标,imgSrc : base64 格式截图照片 } 

 

 

20.3.5.2.2. 模型爆炸: 

modelBlast(dimension); 

 

方法说明 : 将模型爆炸分散展示 

参数说明 : dimension:爆炸的力度.越大,则分开的越远. 

返回值: 无 

 

20.3.5.2.3. 恢复爆炸: 

recoverBlast(); 

 

方法说明 : 爆炸恢复 

参数说明 : 无参数. 

返回值: 无 

 

20.3.6. ModelTransformOperation 模型变换操作: 

继承 BasicOperation,模型变换操作对象. 

20.3.6.1. 内部属性: 

20.3.6.1.1. meshName2TransformMesh 

一个对象,用来存储变换过的模型. 



20.3.6.1.2. transformDefaultSetting: 

一个对象,变换模式的默认参数. 

{model:"translate",space:"local",size:1} 

model:”translate”表示平移操作. 

space:”local”自身坐标系. 

size: 1 坐标系的大小. 

20.3.6.1.3. currentTransformMesh: 

存储当前操作的模型. 

20.3.6.1.4. isBeginTransForm 

是否已经开始过度 

20.3.6.1.5. canvasEventDispatcher 

注册事件用的对象 

 

 

 

20.3.6.2. 内部方法: 

20.3.6.2.1. 绑定模型: 

attachModel(mesh); 

 

方法说明 : 绑定模型,显示自身的坐标轴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无返回值 

 



20.3.6.2.2. 开启模型变换操作: 

beginTransform(); 

 

方法说明 : 开启模型变换操作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返回当前对象实例 

 

20.3.6.2.3. 退出模型变换操作: 

exitModelTransForm() 

方法说明 : 退出模型变换操作,并不会恢复变换过的模型.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返回当前对象实例 

 

20.3.6.2.4. 恢复所有变换过的模型: 

recoverAllTransFormModel() 

方法说明 : 退出模型变换操作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返回当前对象实例 

 

20.3.6.2.5. 设置变换模式: 

setModel(model) 

方法说明 : 设置变换模式 

参 数 说 明  : model: 变 换 模 式 : 三 种 旋 转 , 偏 移 和 缩

放."translate","rotate","scale" 

返回值: 返回当前对象实例 

 



20.3.6.2.6. 设置辅助对象的大小: 

setSize(size) 

方法说明 : 设置辅助对象的大小 

参数说明 :size: 数字类型 

返回值: 返回当前对象实例 

20.3.6.2.7. 置操作时使用的参考坐标轴对象: 

setSpace(space) 

方法说明 : 设置参考坐标轴空间 

参数说明 :space:"local"或者"world" 

返回值: 返回当前对象实例 

20.3.6.2.8. 校验 size 的有效性: 

_verifySize(size) 

方法说明 : 校验 size 的有效性 

参数说明 :传入的 size 

返回值: 有效的 size 

20.3.6.2.9. 创建坐标控制 

createTransformControls() 

方法说明 : 创建坐标控制 

参数说明 : 无 

返回值: 无 

 

20.3.7. BasicOperation 基本操作: 

继承 EventRegister 类 , 继承 BasicOperation 的所有类 , 均可以调用

EventRegister 中的方法. 



❖ 内部属性: 

(1) ModelEngine: 

ModelEngine 对象. 

❖ 内部方法: 

(1) 移除 mesh: 

removeObjFromParent(moveObj); 

方法说明:废置 mesh 的 geometry 对象,然后从 mesh 的 parent 里移

除 mesh;  

参数说明:必选参数 opacity:浮点类型,在 0-1 之间,0 代表完全透明,1

代表完全不透明. 

返回值类型: 无 

 

(2) 获取可选择的 mesh: 

getCanSelectedMeshes(); 

方法说明:获取可选择的 mesh;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mesh 对象组成的数组 

(3) 获取 meshName 到 mesh 的索引缓存对象: 

getMeshName2Mesh(); 

方法说明:获取 meshName 到 mesh 的索引缓存对象;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meshName 索引对象; 



(4) 获取 id 到 meshName 的索引缓存对象: 

getMeshId2MeshName(); 

方法说明:获取 id 到 meshName 的索引缓存对象;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id 到 meshName 索引对象; 

(5) 根据 id 获取 meshName: 

getMeshNameById(id); 

方法说明:根据 id 获取 meshName;  

参数说明: 

Id: mesh 的 id 属性; 

返回值类型: meshName; 

(6) 获取不能被选择的 mesh: 

getUnableSelectMeshes(); 

方法说明:获取不能被选择的 mesh;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mesh 数组; 

(7) 获取 mesh 总数量: 

getTotalMeshNum(); 

方法说明:获取 mesh 总数;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Number]mesh 总数量; 

 

(8) 获取所有 mesh: 

getAllMeshes(); 

方法说明:获取所有 mesh;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mesh 组成的数组; 

(9) 获取 group 分组缓存对象: 

getgroupName2MeshObj(); 

方法说明:获取 group 分组缓存对象;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Object]键为 groupName,值为对象(键为 meshName,值

为 mesh) 

(10) 获取组中的所有 mesh: 

getMeshesByGroupName(groupName); 

方法说明:获取组 groupName 中的 mesh;  

参数说明:分组的名字; 

返回值类型:数组 

 

(11) 缓存 mesh: 

cacheMesh(mesh); 

方法说明:缓存 mesh,对于需要被点击选中的新创建模型,需要调用这

个方法;  

参数说明:创建的物体对象; 

返回值类型:无 

(12) 缓存 mesh 并将其分配一个组: 

cacheMeshAndAdd2Group(mesh,groupName); 

方法说明:缓存 mesh,对于需要被点击选中的新创建模型,需要调用这

个方法; 并将这个模型分配一个组 

参数说明:mesh 物体对象;groupName:组名称 

返回值类型:无 



 

20.4. 漫游相关类: 

20.4.1. Roam 漫游: 

继承 BasicOperation 类,所有的漫游控制类均继承这个类 

20.4.1.1. 内部方法:  

20.4.1.1.1. 开启漫游: 

begin(); 

方法说明:开始漫游;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当前漫游控制类实例 

 

20.4.1.1.2. 退出漫游: 

exit(); 

方法说明:退出漫游;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无返回值 

 

20.4.1.1.3. 暂停漫游: 

pause(); 

方法说明:暂停漫游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漫游暂停 

 



20.4.2. PointerLockRoamControl 漫游: 

锁定漫游控制类. 

 

20.4.2.1. 内部方法:  

20.4.2.1.1. 开启漫游: 

beginRoam(); 

方法说明:开始漫游;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2. 退出漫游: 

exitRoam(); 

方法说明:退出漫游;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无返回值 

20.4.2.1.3. 暂停漫游: 

pauseRoam(); 

方法说明:暂停漫游;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4. 添加键盘事件 

addKeyboardControls() 

方法说明:添加键盘事件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无 

20.4.2.1.5. 创建开始漫游时的提示界面 暂停漫游时这个界面也会出现 

 createBTNStart(style) 

方法说明:创建开始漫游时的提示界面 暂停漫游时这个界面也会出现 

参数说明:  

可选参数 style==>设置这个界面的样式 css 行内样式写法  

返回值类型: 返回创建好的界面的 dom 节点 

 

20.4.2.1.6. 设置 X 轴旋转限制: 

setHighAngularXLimit(angle); 

方法说明:设置 X 轴旋转限制; 默认只能上下旋转 Math.PI/2 

参数说明:angle;弧度制角度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7. 设置 Y 轴旋转限制: 

setHighAngularYLimit(angle); 

方法说明:设置绕 Y 轴旋转限制; 默认可以随意旋转 

参数说明:angle;弧度制角度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8. 设置 X 轴旋转速度: 

setRotationXSpeed(speed); 

方法说明:设置绕 X 轴旋转速度.默认为 0.002; 

参数说明:speed;数字类型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9. 设置 Y 轴旋转速度: 

setRotationYSpeed(speed); 

方法说明:设置绕 Y 轴旋转速度.默认为 0.002; 

参数说明:speed;数字类型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10. 设置 XY 轴旋转速度: 

setRotationXYSpeed(x,y) 

方法说明:设置绕 XY 轴旋转速度 

参数说明: 

x==>X 轴旋转速度 

x==>Y 轴旋转速度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11. 设置相机的 boundary 限制: 

setLimitBoundary(boundary); 

方法说明:设置相机的 boundary 限制,边界检测用到,会限制相机的边界

值; 

参数说明:boundary 对象.含有 min,max 属性的对象.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12. 设置是否开启相机的边界检测: 

setOpenBoundaryTest(bool); 

方法说明:是否开启相机的边界检测 

参数说明:bool 布尔值.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13. 设置相机移动的速度 

setTranslationSpeed(speed) 



方法说明:设置相机移动的速度 

参数说明: 

speed==>移动速度 传小数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14. 获取相机移动的速度 

getTranslationSpeed() 

方法说明:获取相机移动的速度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相机移动速度 

20.4.2.1.15. 设置相机的起始位置: 

setCameraInitPosition(position); 

方法说明:设置相机的起始位置,需要在开启漫游之前设置. 

参数说明:position :Vector3 对象.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4.2.1.16. 获取 x 轴旋转最大角度限制 

getHighAngularXLimit () 

方法说明:获取 x 轴旋转最大角度限制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x 轴旋转最大角度限制 

20.4.2.1.17. 获取 y 轴旋转最大角度限制 

getHighAngularYLimit () 

方法说明:获取 y 轴旋转最大角度限制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y 轴旋转最大角度限制 

 



20.4.2.1.18. 获取 x 轴旋转速度 

getRotationXSpeed() 

方法说明:获取 x 轴旋转速度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获取 x 轴旋转速度 

20.4.2.1.19. 获取 y 轴旋转速度 

getRotationYSpeed () 

方法说明:获取 y 轴旋转速度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获取 y 轴旋转速度 

20.4.2.1.20. 边界检测函数: 

_boundaryTest(cameraPosition,translateX,translateY,translateZ); 

方法说明:内部调用,检测边界 

参数说明: 

返回值类型:  

20.4.3. PointPathRoamControl 漫游: 

点路径漫游,继承 Roam 类 

20.4.3.1. 内部属性:  

20.4.3.1.1. routeObjectArray： 

数组类型，用于存储 world 坐标系的漫游路线对象 

20.4.3.1.2. pointObjectName 

子串类型，在模型上绘制的点对象的名称后缀 



20.4.3.1.3. labelObjectName 

子串类型，在模型上绘制的标签对象的名称后缀 

20.4.3.1.4. routeObjectArray 

漫游路线集合（world 坐标系） 

20.4.3.1.5. canvasEventDispatcher 

事件注册 

20.4.3.1.6. LineHelper 

画线对象 

20.4.3.1.7. pointerHelper 

画点对象 

 

20.4.3.2. 内部方法: 

(1) beginRoam（routeName） 

方法说明：进入点选模式（改变了点击事件.可以在模型上直接点选需要漫游

的点） 

参数说明： 

routeName==>路径名称，此接口不需要用户设置回调，用系统内部的

默认回调 

返回值：当前对象。 

(2) startRoaming（） 

方法说明：开始进行漫游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将要漫游的路线的名称 

返回值：无。 

(3) removeallRoute（） 

方法说明：删除所有的漫游路线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无。 

 

(4) removeRouteByName（） 

方法说明：删除漫游路线对象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返回值：无。 

(5) addRouteObject（） 

方法说明：添加漫游路线对象 

参数说明：route:必须，object 类型,漫游路线对象，其中 routeName 属

性为必须 

返回值：无。 

(6) checkRouteName（routeName） 

方法说明：验证漫游路线是否存在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返回值：boolean 值。 

(7) removeAllHelper（） 

方法说明：移除所有辅助对象.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无。 



(8) removeHelperByName（routeName） 

方法说明：清除指定的辅助点、标签和线段.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返回值：无。 

 

 

(9) setPointHelperVisible（） 

方法说明：设置路径中点对象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Visible:必须，boolean 类型，是否可见 

返回值：无。 

(10) setLineVisible（） 

方法说明：设置路径中线对象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Visible:必须，boolean 类型，是否可见 

返回值：无。 

 

(11) setRoamLabelVisible（） 

方法说明：设置路径中标签对象的可见性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Visible:必须，boolean 类型，是否可见 

返回值：无。 

(12) setRoamLabelScale（） 

方法说明：设置路径中标签对象的缩放值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Scale:必须，缩放值。 

返回值：无。 

(13) pauseRoam（） 

 

方法说明：暂停或继续正在漫游的路线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返回值：无。 

(14) resetRoutePostionState（） 

 

方法说明：将漫游路线中的点位状态重置为未巡视状态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返回值：无。 

 

(15) _createRoutePositionBox（） 

 

方法说明：创建包围盒 

参数说明：position:必须，包围盒中心点，world 坐标系坐标 

  Size：可选，包围盒大小 

返回值：包围盒对象。 

 

(16) _implementCallback（） 

方法说明：执行用户注册的回调函数 

参数说明：result:可选，object 类型，回调函数的参数 

返回值：无。 



(17) getRoutePointNum（routeName） 

方法说明：获取指定 route 的点位数，应该多余两个才可以漫游 

参数说明：routeName：必须，字串类型，漫游路线的名称。 

返回值：指定 route 的点位数 

 

20.5. 事件相关类: 

20.5.1. CanvasEvent: 

所有事件的父类 .所有类型的事件都继承这个类 .这个类又继承类

BasicOperation. 

20.5.1.1. 内部属性: 

20.5.1.1.1. eventType 

字符串类型,标识类实例的类型. 

20.5.1.1.2. canvasEventCall 

存放回调函数的类.是 CanvasEventCall 类的实例. 

20.5.1.1.3. rayCaster 

光线检查对象 

20.5.1.2. 内部方法: 

20.5.1.2.1. 射线获取模型公共函数 

_getIntersects(event) 

功能描述: 射线获取当前选中的模型; 

参数: 事件实例;  



返回值: 选中的模型组. 

20.5.1.2.2. 添加 canvas 的 dom 事件. 

addEvent(type) 

功能描述: 给 canvas 添加 dom 事件,调用这个方法的实例必须重写

[type]方法,才会将这个事件注册到 canvas 上; 

参数: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5.1.2.3. 移除 canvas 的 dom 事件. 

removeEvent(type) 

功能描述: 移除 canvas 的 dom 事件; 

参数:  type: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ENUM枚举类型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5.1.2.4. 移除所有 dom 事件. 

removeAllEvent() 

功能描述: 移除所有事件; 

参数: 无参数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5.1.2.5. 添加 dom 事件的回调函数. 

addCallFun(type,name,fun) 

功能描述: 添加 dom 事件执行时的回调函数; 

参数: type: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ENUM 枚举类型 

name:回调函数的名字.用来移除这个回调函数. 

fun:dom 事件触发时执行的回调函数.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5.1.2.6. 清除某类 dom 事件的回调函数. 

clearCallFunsByType(type) 

功能描述: 清除某类 dom 事件的回调函数; 

参数: type: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ENUM 枚举类型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5.1.2.7. 清除某类中特定的 dom 事件的回调函数. 

removeCallFunsByTypeAndName(type,name) 

功能描述: 清除某类 dom 事件中的某个特定的回调函数; 

参数: type: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ENUM 枚举类型 

 name:添加回调函数时的 name 值.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5.1.2.8. 移除所有的事件回调函数. 

deleteAllCallFun() 

功能描述: 移除所有的事件回调; 

参数: 无参数.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5.1.2.9. 获取某类 dom 事件的所有回调函数. 

getCallFuns(type) 

功能描述: 获取某类 dom 事件的所有回调函数组; 

参数: type type: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ENUM 枚举类型 

返回值: 回调函数的数组对象或者 null. 



20.5.1.2.10. 执行某类 dom 事件的所有回调函数. 

executeCallFuns(type,...parameter) 

功能描述: 执行某类 dom 事件的回调函数; 

参数: type: type:modelEngine.CANVASEVENTTYPEENUM 枚举类型 

parameter:回调函数的参数 

返回值: 无返回值. 

20.5.1.2.11. 设置鼠标按下,到抬起不触发点击事件的时长.. 

setMouseDown2ClickCallTime(time) 

功能描述:当鼠标被按下旋转时,再抬起会触发点击事件,这个值用来

阻止这个时候点击回调函数的触发,; 

参数: time:毫秒值. 

返回值: 无返回值. 



 

20.5.2. DefaultCanvasEvent: 

默认点击事件类.继承 CanvasEvent 类. 场景加载完毕之后默认会使用这

个事件类型,如果不需要,可以调用相关方法去除.由于这个事件内部的回调函

数注册的比较多 ,如果想获取一个纯净的自定义的事件类 ,可以继承

CanvasEvent 类,并在 CanvasEventDispatcher 中注册.就可以切换自己的纯净

事件控制类. 

 

20.5.2.1. 内部属性: 

20.5.2.1.1. eventType 

“DefaultCanvasEvent”.用来标识类的类型,不应该被修改. 

 

20.5.2.1.2. defaultSetting 

一些默认的设置,应该调用方法来修改. 

 

20.5.2.2. 内部方法: 

20.5.2.2.1. 点击事件. 

click(event) 

功能描述: 点击 canvas 触发的事件; 

参数: event 事件;  

返回值: 无返回值. 

 



20.5.2.2.2. 鼠标滑过事件(暂未实现). 

mousemove(event) 

功能描述: 鼠标滑过 canvas 触发的事件; 

参数: event 事件;  

返回值: 无返回值. 

20.5.2.2.3. 设置相机是否跟随点击的模型移动. 

setCameraFly2Mesh(bool) 

功能描述: 设置相机是否跟随点击的模型移动; 

参数: bool:布尔值 true 或者 false;  

返回值: 当前类实例. 

20.5.2.2.4. 选中的模型是否显示边框盒子. 

setDisappearedBoundaryBox(bool) 

功能描述: 设置是否显示选中的模型的盒子移动; 

参数: bool:布尔值 true 或者 false;  

返回值: 当前类实例. 

20.5.2.2.5. 设置显示的边框盒子的颜色. 

setBoundaryBoxColor(color) 

功能描述: 设置显示的边框盒子的颜色; 

参数: color:16 进制颜色值 

返回值: 当前类实例. 

 

20.5.2.2.6. 设置选中的模型是否闪烁. 

setHighLightModel(bool) 

功能描述: 设置选中的模型是否闪烁; 

参数:bool:布尔值 true 或者 false;  



返回值: 当前类实例. 

20.5.2.2.7. 设置闪烁的颜色. 

setHighLightColorModel(color) 

功能描述: 设置闪烁的颜色; 

参数:color:16 进制颜色值;  

返回值: 当前类实例. 

 

20.5.2.2.8. 设置闪烁的时间. 

setHighLightTime(time) 

功能描述: 设置闪烁的时间; 

参数:time 事件,单位为秒;  

返回值: 当前类实例. 

20.5.2.2.9. 设置是否显示模型的自身坐标系. 

setVisibleLocalAxes(bool) 

功能描述: 设置是否显示模型自身的坐标系; 

参数:bool:布尔值;  

返回值: 当前类实例. 

 

 

20.5.2.2.10. 设置选中模型之后其他模型是否变透明. 

setOtherModelTransparency(bool) 

功能描述: 设置选中模型之后其他模型是否变透明; 

参数:bool:布尔值 true 或者 false; ;  

返回值: 当前类实例. 



20.5.2.2.11. 设置选中模型之后其他模型的透明度. 

setOtherModelOpacity(opacity) 

功能描述: 设置其他模型的透明度; 

参数:opacity :0-1 之间的浮点数 ;  

返回值: 当前类实例. 

 

20.5.2.2.12. 选中模型之后的调用函数. 

内部调用,不应该被修改 

clickOperation(mesh) 

功能描述: 选中模型之后的调用; 

参数:选中的模型 ;  

返回值: 无返回值. 

 

 

20.5.2.2.13. 恢复上次改变的模型. 

recoverLastClickModel() 

功能描述: 恢复其他模型透明度,去除边框; 

参数:无参数 ;  

返回值: 无返回值. 

20.5.3. EventRegister: 

事件注册类. 

20.5.3.1. 添加事件监听. 

addEventListener(type,listener); 

接口说明: 注册模型加载过程中的事件监听 

参数说明:type:事件类型. 



listener:触发时的回调函数 

20.5.3.2. 移除事件监听. 

removeEventListener(type,listener); 

接口说明: 移除事件监听 

参数说明:type:事件类型 

listener:函数 

20.5.3.3. 触发事件监听. 

triggerEventListener(...events); 

接口说明: 触发事件监听 

参数说明:events可变长,一次可触发多个事件类型. 

20.5.3.4. 判断事件存在. 

hasEventListener(type,listener); 

接口说明: 触发事件监听 

参数说明:type:事件类型 

listener:函数. 

 

20.6. 模型辅助相关类: 

20.6.1. BoxHelper: 

BoxHelper 类,计算每个 mesh 的 boundary{min:Vec3,max:Vec3},这个类内部的所

有 boundary 参数均为 scene 坐标下的 boundary 坐标. 

 



20.6.1.1. 内部属性 

20.6.1.1.1. bundaryBoxPrefix 

常量,boundary 盒子 name 的前缀 

20.6.1.1.2. edgesBoxPrefix 

常量,边缘盒子的 name 的前缀 

20.6.1.1.3. wireframePrefix 

常量,线框盒子的 name 的前缀 

20.6.1.1.4. lineHelper 

画线辅助对象 LineHelper 

20.6.1.2. 内部方法 

20.6.1.2.1. 获取 scene 最大盒子的 8 个顶点坐标 

getSceneBoundaryBoxVertexs(boundary); 

功能描述:获取 scene 最大盒子的 8 个顶点坐标; 

参数: 

boundary: boundary 坐标 

返回值:坐标数组 

20.6.1.2.2. 获取缩放过的 sceneBoundary 并且为 scene 坐标下的 boundary 

   getSceneBoundary() 

功能描述:获取缩放过的 sceneBoundary 并且为 scene 坐标下的

boundary 

参数：无 

返回值:坐标数组 



20.6.1.2.3. 设置 scene 的 Boundary 

setSceneBoundary(boundary) 

功能描述:设置 scene 的 Boundary 

参数：boundary==> 必须为 scene 级别的坐标 

返回值:无 

20.6.1.2.4. 对 boundary 进行缩放 

scaleBoundary(boundary); 

功能描述:对 boundary 进行缩放; 

参数: 

boundary: boundary 坐标 

返回值: 缩放后的 boundary 

20.6.1.2.5. 获取 scene 的缩放值 

getScaleValue(); 

功能描述:获取 scene 的缩放值; 

参数: 无 

返回值: 缩放值 

20.6.1.2.6. 创建整个场景的 boundary 盒子 

createSceneBoundaryBox(lineType,lineMaterialParameters); 

功能描述:创建整个场景的 boundary 盒子; 

参数:  

lineType: 线; 

lineMaterialParameters: 线的材质参数  

返回值: 缩放值 

20.6.1.2.7. 画出 boundary 盒子的边框 

_drawBoundaryBox(boundary,name,lineType,lineMaterialParamete



rs); 

功能描述:画出 boundary 和盒子的 8 个顶点; 

参数:  

boundary:boundary ; 

name:盒子 name 属性 ; 

lineType: 线的类型; 

lineMaterialParameters: 线的材质参数  

返回值: 线 

20.6.1.2.8. 计算 boundary 的 8 个顶点 

_calculateSceneBoundaryBoxVertexs(calculateBoundary2); 

 

功能描述:计算 boundary 的 8 个顶点; 

参数:  

calculateBoundary2:目标 boundary ; 

返回值: 顶点坐标数组 

20.6.1.2.9. 计算 boundary 盒子 6 个面的中心点 

calculateBoundaryPlaneCenter(boundary); 

 

功能描述:计算 boundary 盒子 6 个面的中心点; 

参数:  

boundary:目标 boundary ; 

返回值: [object]六个点坐标 

20.6.1.2.10. 计算 boundary 的中心点 

calculateBoundaryCenter(boundary); 

 

功能描述:计算 boundary 的中心点; 

参数:  



boundary:目标 boundary ; 

返回值: 坐标点对象. 

20.6.1.2.11. 场景盒子四个面与 X 轴夹角的范围; 

calculate4PlanWithXAngle(); 

 

功能描述:场景盒子四个面与 X 轴夹角的范围; 

参数: 无 

返回值: 夹角范围对象 

20.6.1.2.12. 计算 scene 的 boundary; 

calculateSceneBoundaryBox(meshGroup); 

 

功能描述:计算 scene的boundary,这个方法最好只在模型加载的

时候调用; 

参数:  

meshGroup: meshGroup 

返回值: 无 

20.6.1.2.13. 计算 object 对象的 boundary.Box; 

calculateObjectBoundary(...objects); 

功能描述:计算 object 对象的 boundary.Box (为 scene 坐标下的

boundary 坐标); 

参数:  

...objects: 目标盒子们 

返回值: box 

20.6.1.2.14. 创建 mesh 的 boundary 盒子辅助线 

createBoundaryBoxByMesh(mesh,lineType,linematerialParamet

er) 



功能描述: 创建 mesh 的 boundary 盒子的辅助线 

参数:  

mesh==>mesh 对象 

LineType==>SettingConstant.js 下的 lineType 

linematerialParameter==>实例化 lineBasicMaterial 时需要

传入的参数  

返回值:当前类 

20.6.1.2.15. 创建 boundary 盒子 

createBoundaryBoxByMeshName(meshName,lineType,linemat

erialParameter) 

功能描述: 创建 boundary 盒子 

参数:  

mesh==>mesh 下 name 属性的值 

LineType==>SettingConstant.js 下的 lineType 

linematerialParameter==>实例化 lineBasicMaterial 时需要

传入的参数  

返回值:当前类 

20.6.1.2.16. 根据 meshName 移除其 boundary 盒子 

removeBoundaryBoxByMeshName(meshName) 

功能描述:根据 meshName 移除其 boundary 盒子  

参数:  

mesh==>mesh 下 name 属性的值 

返回值:当前类的实例 

20.6.1.2.17. 移除所有的 boundary 盒子 

removeAllBoundaryBox() 

功能描述:移除所有的 boundary 盒子  

参数: 无 



返回值:无 

 

 

 

20.6.1.2.18. 根据 boundary 盒子的 name 来移除 boundary 盒子; 

_removeBoundaryBoxByBoxName(boundaryBoxName); 

功能描述:根据 boundary 盒子的 name 来移除 boundary 盒子; 

参数:  

boundaryBoxName: boundary 盒子的 name 属性; 

返回值:当前类 

20.6.1.2.19. 创建 geometry 数据的边缘盒; 

createEdgesBoxByMesh(mesh,lineType,lineMaterialParameters); 

功能描述:创建 geometry 数据的边缘盒; 

参数:  

mesh: 模型; 

lineType:线型; 

lineMaterialParameters: 材质属性; 

返回值:边缘盒 

20.6.1.2.20. 根据 meshName 移除边缘盒; 

removeEdgesBoxByMeshName(meshName); 

功能描述:根据 meshName 移除边缘盒; 

参数:  

meshName: 模型 name 属性; 

返回值:当前类 

20.6.1.2.21. 移除所有的数据边缘盒 

removeAllEdgesBox() 



功能描述:移除所有的数据边缘盒 

参数: 无 

返回值:无 

 

 

20.6.1.2.22. 根据边缘盒的名字来移除边缘盒; 

_removeEdgesBoxByEdgesName(edgesName); 

功能描述:根据边缘盒的名字来移除边缘盒; 

参数:  

edgesName: 边缘盒 name 属性; 

返回值:当前类 

20.6.1.2.23. 创建模型的线框; 

createWireframeByMesh(mesh,lineType,lineMaterialParameters); 

功能描述:创建模型的线框; 

参数:  

mesh: 模型; 

lineType:线型 ; 

lineMaterialParameters: 线型材质属性; 

返回值:当前类 

20.6.1.2.24. 移除所有的数据边缘盒 

   removeAllWireframe() 

 功能描述:移除所有的数据边缘盒子 

参数: 无 

返回值:无 

 

 



20.6.2. CoordinateHelper: 

CoordinateHelper 类,坐标系的指示类; 

 

20.6.2.1. 内部属性 

20.6.2.1.1. modelEngine 

ModelEngine 类; 

20.6.2.2. 内部方法 

20.6.2.2.1. 添加上坐标轴等辅助对象; 

createDefaultAxes(); 

功能描述:模型加载完毕之后调用,添加上坐标轴等辅助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无 

20.6.2.2.2. 创建世界坐标系; 

createWorldAxes(size,visible = true); 

功能描述:创建世界坐标系,指示场景偏移过的坐标系; 

参数:  

size : 轴的线段长度 

visible : 可见 

返回值: 世界坐标系对象 

20.6.2.2.3. 创建 scene 坐标系; 

createSceneAxes(size,visible = true); 

功能描述:创建 scene 坐标系; 

参数:  



size : 轴的线段长度 

visible : 可见 

返回值: scene 坐标系对象 

20.6.2.2.4. 创建坐标轴; 

_createAxes(axisName,size,visible); 

功能描述:创建坐标轴; 

参数:  

axisName: 坐标轴的 name 属性; 

size:轴的线段长度; 

visible:是否可见; 

返回值: 坐标轴对象 

20.6.2.2.5. 创建指示方向小正方体; 

createCubeViewport(); 

功能描述:创建指示方向小正方体;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6.2.2.6. 更新小正方体相机的位置; 

updateCubeViewCameraPosition(); 

功能描述:更新小正方体相机的位置;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6.2.2.7. 关闭小正方体的控制; 

closeCubeControls(); 

功能描述:关闭小正方体的控制;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6.2.2.8. 打开小正方体的控制; 

openCubeControls(); 

功能描述:打开小正方体的控制;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6.3. LineHelper: 

LineHelper 类,画线的类,继承 BasicOperation; 

20.6.3.1. 内部属性 

20.6.3.1.1. lineDefaultProperties 

线段绘制时的默认属性 

20.6.3.1.2. lineNum 

线段个数 

20.6.3.2. 内部方法 

20.6.3.2.1. 动态画线 

drawLineWithAnimal(p1,p2,lineName,endCallBack,lineType,lineMat

erialParameters,time = 10); 

功能描述: 动态画线; 

参数:  

p1,p2:起始点坐标对象,结束点坐标对象; 

lineName: 线段父级 group 的 name 属性; 

endCallBack: 结束回调; 

lineType: 线段类型; 



lineMaterialParameters:材质属性对象 key 为属性名称,value

为属性值 

time: 时间; 

返回值: 无 

20.6.3.2.2. 清除线 

clearLineWithAnimal(lineName,endCallBack); 

功能描述: 清除线,如果为动态绘制,则动态清除; 

参数:  

lineName: 线段的 name 属性; 

endCallBack: 结束回调; 

返回值: 无 

20.6.3.2.3. 根据线的类型获取线条的默认属性 

getLineDefaultLineProperties(lineType); 

功能描述: 根据线的类型获取线条的默认属性,颜色随机; 

参数:  

lineType: 线段类型; 

返回值: 线段属性 

20.6.3.2.4. 创建线材质,虚线材质和实线材质 

createLineMaterial(lineType,lineMaterialParameters); 

功能描述: 根据线条类型创建不同的线材质,虚线材质和实线材

质; 

参数:  

lineType: 线段类型; 

lineMaterialParameters: 线段设置属性 

返回值: 线段对象 



20.6.3.2.5. 设置线的可见性 

setLineVisibleByName(lineName,visible); 

功能描述: 设置线的可见性 

参数:  

lineName: 线段名字; 

visible: 可见性 

返回值: this 

 

20.6.4. PointHelper: 

点辅助对象,会生成一个小球,来标识点所在的位置. 

 

20.6.4.1. 内部方法 

20.6.4.1.1. 创建点辅助对象; 

createPointsMeshContainer(pointsMeshContainerName, ...points); 

功能描述:生成点辅助对象; 

参数: pointsMeshContainerName:点辅助对象的名字 

Points:可变长坐标对象, 

返回值:返回创建的这个 group 对象. 

20.6.4.1.2. 删除点辅助对象; 

deletePointsMeshContainerByName(pointsMeshContainerName); 

功能描述:删除点辅助对象; 

参数: pointsMeshContainerName:点辅助对象的名字 

返回值:无返回值. 

 



20.6.4.1.3. 设置点辅助对象的可见性; 

setVisibleByContainerName(pointsMeshContainerName,visible); 

功能描述:点辅助对象的可见性; 

参数: pointsMeshContainerName:点辅助对象的名字 

Visible:可见性 

返回值:无返回值. 

 

20.6.5. TextCreateHelper: 

文字创建辅助对象.用来生成文字模型. 

20.6.5.1. 内部属性 

20.6.5.1.1. FontPromisePool 

储存字体加载 Promise 对象 

 

20.6.5.1.2. defaultTextGeometrySetting 

创建 TextGeometry 使用的默认参数. 

{ 

            //字体大小 

            size:1, 

            //挤出的文本的厚度 

            height:0.5, 

            //文本的曲线上的点数量 

            curveSegments:12, 

            //是否开启斜角 

            bevelEnabled:false, 

            //文件上斜角的深度 



            bevelThickness:20, 

            //斜角与原始文本轮廓之间的延伸距离 

            bevelSize:8, 

            //斜角的分段数 

            bevelSegments:3 

        } 

 

20.6.5.1.3. defaultShapesSetting 

创建 ShapeGeometry 使用的默认参数 

{ 

//每一个形状的分段数，默认值为 12 

            curveSegments:12, 

            // 字体大小 

            size:1, 

} 

20.6.5.1.4. defaultLineSetting 

创建 LineGeometry 使用的默认参数. 

{ 

            size:1, 

        } 

20.6.5.1.5. spriteModelNamesSet 

开启了精灵的模型名字集合. 

20.6.5.2. 内部方法 

20.6.5.2.1. 下载字体 

loadTextFont(fontName,fontPath); 



功能描述: 下载字体; 

参数: fontName:给这个字体的一个标识,通过这个标识来使用这个字体. 

fontPath:字体的路径.文件是一个 json 格式的字体,可以使用你可以使用

facetype.js 在线转换字体。转化为 json格式来使用. 

 

返回值: 无 

 

20.6.5.2.2. 判断字体是否已经存在 

judgeFontIsExit(fontName); 

功能描述: 判断字体是否存在; 

参数: fontName:加载字体时,给这个字体的标识 

返回值: 布尔类型 

 

20.6.5.2.3. 移除字体 

removeFont(fontName); 

功能描述: 移除字体; 

参数: fontName:加载字体时,给这个字体的标识 

返回值: 布尔类型,标识是否移除成功. 

 

20.6.5.2.4. 创建字模型(有厚度) 

createTextModel(text,fontName,textName,materialType,geometryParamet

ers,materialParameters); 

功能描述: 创建具有厚度的字模型; 

参数:  text:要创建的内容. 

fontName:要使用的字体的标识. 

textName:创建的模型的标识,用它来设置位置和缩放值等. 

materialType: 创 建 模 型 使 用 的 材 质 的 类 型 . 使 用 的 是

https://gero3.github.io/facetype.js/


modelEngine.MATERIALTYPE 材质类型. 

geometryParameters:geometry 创建时的参数,是一个对象,可选

参数,如果不传入则取 defaultTextGeometrySetting 中的默认值.如果

传入,将使用传入的属性值. 

materialParameters:材质的属性,不同的材质,具有不同的属性. 

返回值: 如果创建成功会返回一个 Promise 对象. 

20.6.5.2.5. 创建字模型(无厚度) 

createShapesModel(text,fontName,textName,materialType,geometryPara

meters,materialParameters); 

功能描述:,是一种形状不具有厚度; 

参数: text:要创建的内容. 

fontName:要使用的字体的标识. 

textName:创建的模型的标识,用它来设置位置和缩放值等. 

materialType: 创 建 模 型 使 用 的 材 质 的 类 型 . 使 用 的 是

modelEngine.MATERIALTYPE 材质类型. 

geometryParameters:geometry 创建时的参数,是一个对象,可选

参数,如果不传入则取 defaultShapesSetting 中的默认值.如果传入,

将使用传入的属性值. 

materialParameters:材质的属性,不同的材质,具有不同的属性. 

返回值: 如果创建成功会返回一个 Promise 对象. 

 

20.6.5.2.6. 创建字模型(线边框) 

createLineHoleModel(text,fontName,textName,lineType,geometryParamet

ers,materialParameters); 

功能描述:,是一种形状不具有厚度; 

参数: text:要创建的内容. 

fontName:要使用的字体的标识. 

textName:创建的模型的标识,用它来设置位置和缩放值等. 



lineType:创建线的类型 modelEngine.LINETYPE. 

geometryParameters:geometry 创建时的参数,是一个对象,可选参

数,如果不传入则取 defaultShapesSetting 中的默认值.如果传入,将使用传入的属

性值. 

materialParameters:材质的属性,不同线的类型,具有不同的属性. 

返回值: 如果创建成功会返回一个 Promise 对象. 

 

 

20.6.5.2.7. 通过字体模型的 name 属性设置创建出来的字模型的位置 

setModelPositionByName(textName,position); 

功能描述:设置创建出来的字模型的位置; 

参数: textName:创建的模型的标识. 

position:具有 x,y,z 属性的对象.scene 坐标.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6.5.2.8. 设置创建出来的字模型的位置 

setModelPositionByModel(model,position); 

功能描述:设置创建出来的字模型的位置; 

参数: model:创建的字体模型. 

position:具有 x,y,z 属性的对象.scene 坐标.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6.5.2.9. 设置创建出来的字模型缩放值 

setModelScale(textName,scale); 

功能描述:设置创建出来的字模型的缩放值. 

参数: textName:创建的模型的标识. 

scale:缩放值. 

返回值: 当前类对象. 



 

20.6.5.2.10. 根据自定义的名字来获取创建的这个字对象 

getModelByName(textName); 

功能描述:根据创建字体模型的时候的标识来获取这个字模型对象. 

参数: textName:创建的模型的标识. 

返回值: 字体模型对象. 

 

20.6.5.2.11. 根据自定义的名字来移除创建的这个字对象 

removeModelByName(textName); 

功能描述:根据创建字体模型的时候的标识来移除这个字模型对象. 

参数: textName:创建的模型的标识. 

返回值: this. 

20.6.5.2.12. 移除所有的字对象 

removeAllModel(); 

功能描述:移除所有的字对象. 

参数: 无参数. 

返回值: this. 

20.6.5.2.13. 开启字对象的精灵模型 

openModelSprite(textName); 

功能描述:开启字的精灵模式,使其永远面朝相机. 

参数: textName:创建的模型的标识 

返回值: this. 

20.6.5.2.14. 关闭字对象的精灵模型 

closeModelSprite(textName); 



功能描述:关闭字的精灵模式 

参数: textName:创建的模型的标识 

返回值: this. 

20.6.5.2.15. 关闭所有字对象的精灵模型 

closeAllModelSprite(); 

功能描述:关闭所有的字的精灵模式 

参数:无参数 

返回值: this. 

20.7. 渲染器相关类: 

20.7.1. EngineRenderer: 

继承 EventRegister 类. 

20.7.1.1. 内部属性: 

20.7.1.1.1. type. 

标志这个 EngineRender 的类型. 

20.7.1.1.2. clock. 

Render 时的回调函数中用到. 

20.7.1.2. 内部方法: 

20.7.1.2.1. 渲染. 

引擎内部调用 

_renderEngineRenderer(); 

功能描述: 引擎内部调用.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7.1.2.2. 设置渲染器的渲染大小. 

引擎内部调用 

setSize(with,height); 

功能描述: 设置渲染器的渲染大小. 

参数: 宽,高 

返回值: this. 

 

20.7.2. EngineCSS2DRenderer: 

继承 EngineRenderer 类 . 内部属性详见其父类 . 此类事件类型

为”css2DLRendererTrigger”,在 render 中会触发此类型的回调函数 

20.7.2.1. 内部方法: 

20.7.2.1.1. 获取装载 2D 标签的页面 dom 对象. 

getDomElement(); 

功能描述: 获取装载页面生成 2Dlable 的页面 dom 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dom 对象. 

20.7.2.1.2. 触发 EngineCSS2DRenderer 渲染时的回调函数. 

内部调用.回调函数默认为空,需要调用 addEventListener 来添加回调函

数. 

 

_triggerRendererCall(); 

功能描述: 触发类型为”css2DLRendererTrigger”的回调函数.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7.3. EngineCSS3DRenderer: 

继承 EngineRenderer 类 . 内部属性详见其父类 . 此类事件类型

为”css3DLRendererTrigger”,在 render 中会触发此类型的回调函数 

20.7.3.1. 内部方法: 

20.7.3.1.1. 获取装载 3D 标签的页面 dom 对象. 

getDomElement(); 

功能描述: 获取装载页面生成 3Dlable 的页面 dom 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dom 对象. 

20.7.3.1.2. 触发 EngineCSS3DRenderer 渲染时的回调函数. 

内部调用.回调函数默认为空,需要调用 addEventListener 来添加回调函

数. 

 

_triggerRendererCall(); 

功能描述: 触发类型为”css3DLRendererTrigger”的回调函数.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7.4. EngineWebGLRenderer: 

继承 EngineRenderer 类 . 内部属性详见其父类 . 此类事件类型

为”webGLRendererTrigger”,在 render 中会触发此类型的回调函数 

 



20.7.4.1. 内部方法: 

20.7.4.1.1. 获取装载模型的页面 canvas 对象. 

getDomElement(); 

功能描述: 获取装载模型的页面 canvas 对象 

参数: 无 

返回值: dom 对象. 

 

20.7.4.1.2. 触发 EngineWebGLRenderer 渲染时的回调函数. 

内部调用.回调函数默认为空,需要调用 addEventListener 来添加回调函

数. 

 

_triggerRendererCall(); 

功能描述: 触发类型为”webGLRendererTrigger”的回调函数.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20.7.4.1.3. 设置是否清除其输出 

setAutoClear(bool); 

功能描述: 设置渲染器是否在渲染每一帧之前自动清除其输出,

默认为 tru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4. 获取是否清除其输出 

getAutoClear(); 

功能描述: 获取渲染器是否在渲染每一帧之前自动清除其输出,

 参数: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5. 设置是否清除颜色缓存 

setAutoClearColor(bool); 

功能描述: 如果 getAutoClear()是 true,设置渲染器是否在渲染每

一帧之前自动清除其颜色缓存,默认为 tru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6. 获取是否清除颜色缓存 

getAutoClearColor(); 

功能描述: 获取渲染器是否在渲染每一帧之前自动清除其颜色

缓存  

参数: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7. 设置清除深度缓存 

setAutoClearDepth(bool); 

功能描述: 如果 getAutoClear()是 true,设置渲染器是否在渲染每

一帧之前自动清除其深度,默认为 tru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8. 获取是否清除深度缓存 

getAutoClearDepth(); 

功能描述: 获取渲染器是否在渲染每一帧之前自动清除其深度

缓存. 

参数: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9. 设置是否清除模板缓存 

setAutoClearStencil(bool); 

功能描述: 如果 getAutoClear()是 true,设置渲染器是否在渲染每

一帧之前自动清除其模板缓存,默认为 tru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10. 获取是否清除模板缓存 

setAutoClearStencil(); 

功能描述: 获取渲染器是否在渲染每一帧之前自动清除其模板

缓存. 

参数: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11. 获取 gamma 值 

getGammaFactor(); 

功能描述: 获取 gamma 值,默认为 2 

参数:无 

返回值:float 类型. 

20.7.4.1.12. 设置 gamma 值 

setGammaFactor(float); 

功能描述: 设置 gamma 值, 

参数:浮点类型 

返回值:this. 

20.7.4.1.13. 设置输入是否乘 gamma 值 

setGammaInput(bool); 

功能描述: 如果设置，那么所有的纹理和颜色都会预乘 gamma。 



默认值是 fals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14. 获取输入是否乘 gamma 值 

getGammaInput(); 

功能描述: 获取输入是否乘以 gamma 值 

参数: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15. 设置输出是否乘 gamma 值 

setGammaOutput(bool); 

功能描述: 如果设置，那么所有的纹理和颜色都会预乘 gamma。 

默认值是 fals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16. 获取输出是否乘 gamma 值 

getGammaOutput(); 

功能描述: 获取输入是否乘以 gamma 值 

参数: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17. 设置输是否考虑裁剪平面 

setLocalClippingEnabled(bool); 

功能描述: 定义渲染器是否考虑对象级剪切平面。 默认为 false.

裁剪功能就是将其设置为 tru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18. 获取是否考虑裁剪平面 

getLocalClippingEnabled(); 

功能描述: 获取渲染器是否考虑对象级剪切平面 

参数: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19. 设置着色器中允许的最大 MorphTargets 

setMaxMorphTargets(int); 

功能描述: 默认是 8。 一个着色器中允许的最大 MorphTargets

数。标准材质只允许 8 个 MorphTargets 

参数: int 类型 

返回值: this. 

20.7.4.1.20. 获取着色器中允许的最大 MorphTargets 

getMaxMorphTargets(); 

功能描述: 获取一个着色器中允许的最大 MorphTargets 数。\ 

参数:无 

返回值: int 类型. 

20.7.4.1.21. 设置着色器中允许的最大 MorphNormal 

setMaxMorphNormals(int); 

功能描述: 默认是 4。 一个着色器中允许的最大 MorphNormal

数。标准材质只允许 4 个 MorphNormal 

参数: int 类型 

返回值: this. 

20.7.4.1.22. 获取着色器中允许的最大 MorphNormal 

getMaxMorphNormals(); 

功能描述: 获取一个着色器中允许的最大 MorphNormal 数。 



参数:无 

返回值: int 类型. 

20.7.4.1.23. 设置是否应用物理上的正确光照 

setPhysicallyCorrectLights(bool); 

功能描述: 是否使用物理上正确的光照模式。 默认是 fals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24. 获取是否应用物理上的正确光照 

getPhysicallyCorrectLights(); 

功能描述: 获取是否应用物理上的正确光照 

参数: 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25. 设置是否应用阴影贴图 

setShadowMapEnable(bool); 

功能描述: 设置是否在场景中使用阴影贴图。 默认是 fals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26. 获取是否开启阴影贴图 

getShadowMapEnable(); 

功能描述: 获取是否开启阴影贴图 

参数: 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27. 设置是否自动更新阴影贴图 

setShadowMapAutoUpdate(bool); 



功能描述: 启用场景中的阴影自动更新。默认是 true 如果不需

要动态光照阴影, 则可以在实例化渲染器时将之设为 fals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28. 获取场景阴影贴图是否自动更新 

getShadowMapAutoUpdate(); 

功能描述: 获取是否自动更新阴影贴图. 

参数: 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29. 设置阴影贴图需要更新 

setShadowMapNeedsUpdate(bool); 

功能描述: 当被设为 true, 场景中的阴影贴图会在下次 render调

用时刷新。默认是 false,如果你已经禁用了阴影贴图的自动更新

(shadowMap.autoUpdate = false),那么想要在下一次渲染时更新阴

影的话就需要将此值设为 true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30. 设置阴影贴图的类型 

setShadowMapType(type); 

功能描述: 设置阴影贴图的类型. 

参数: type 可选值见 modelEngine 中的阴影贴图常量. 

返回值: this. 

20.7.4.1.31. 获取场景阴影贴图的类型 

getShadowMapType(); 

功能描述: 获取是否自动更新阴影贴图. 



参数: 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32. 设置渲染器是否对对象排序 

setSortObjects(bool); 

功能描述: 定义渲染器是否应对对象进行排序。默认是 true. 

     说明: 排序用于尝试正确渲染出具有一定透明度的对象。 

     根据定义，排序可能不总是有用。根据应用的需求， 

     可能需要关闭排序并使其他方法来处理透明度的渲染，例

如， 手动确定每个对象的显然顺序。 

参数: bool 布尔类型,true or false 

返回值: this. 

20.7.4.1.33. 获取渲染器是否对对象排序 

getSortObjects(); 

功能描述: 获取渲染器是否对对象排序. 

参数: 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34. 设置色调映射类型 

setToneMapping(type); 

功能描述: 设置色调映射 这个属性用于在普通计算机显示器或

者移动设备屏幕等低动态范围介质上，模拟、逼近高动态范围（HDR）

效果。默认为线性色调映射。 

参数: type:可选值见 

返回值: this. 

20.7.4.1.35. 获取色调映射类型 

getToneMapping(); 

功能描述: 获取色调映射类型. 



参数: 无 

返回值: bool 类型. 

20.7.4.1.36. 设置色调映射的曝光级别 

setToneMappingExposure(num); 

功能描述:色调映射的曝光级别。默认是 1 。 

参数: num:数字类型 

返回值: this. 

20.7.4.1.37. 获取色调映射的曝光级别 

getToneMappingExposure(); 

功能描述: 获取色调映射的曝光级别. 

参数: 无 

返回值: 数字类型. 

20.7.4.1.38. 设置色调映射的白点 

setToneMappingWhitePoint(num); 

功能描述:色调映射的曝光级别。默认是 1 。 

参数: num:数字类型 

返回值: this. 

20.7.4.1.39. 获取色调映射的白点 

getToneMappingWhitePoint(); 

功能描述: 获取色调映射的白点. 

参数: 无 

返回值: 数字类型. 

20.7.4.1.40. 设置设备像素比 

setPixelRatio(num); 



功能描述: 设置设备像素比。通常用于避免 HiDPI 设备上绘图模

糊. 

参数: num,数字类型 

返回值: this. 

20.7.4.1.41. 获取最高纹素样本数 

getMaxAnisotropy(); 

功能描述: 获取最高纹素密度的像素样本数,查询 GPU 中各向异

性的最大有效值；这个值通常是 2 的幂。 

参数: 无参数 

返回值: num 类型. 

20.7.4.1.42. 设置每一帧会调用的函数 

setAnimationLoop(fun); 

功能描述: 每个可用帧都会调用的函数。 如果传入‘null’,所有

正在进行的动画都会停止。。 

参数: fun:函数 

返回值: this. 

20.7.4.1.43. 获取包含渲染器 canvas 的宽度和高度的对象 

getSize(); 

功能描述: 返回包含渲染器输出 canvas的宽度和高度(单位像素)

的对象。 

参数:无参数 

返回值: Vector2 对象. 



20.8. 数学工具类: 

20.8.1. Color: 

20.8.2. Euler: 

20.8.3. Matrix3: 

20.8.4. Matrix4: 

20.8.5. Quaternion: 

20.8.6. Vector2: 

20.8.7. Vector3: 

20.8.8. Vector4: 

 

 

20.9. 其他类: 

20.9.1. CameraControls: 

20.9.1.1. 内部方法:  

20.9.1.1.1. 添加控制的回调函数: 

addEventListener(type,listener); 

方法说明:添加控的回调函数;  

参数说明:type:类型,有”change”,”start”,”end”三种类型. 



listener:回调函数;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对象 

 

20.9.1.1.2. 移除控制的回调函数: 

removeEventListener(type,listener); 

方法说明:移除控制的回调函数;  

参数说明:type:类型, 

listener 函数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3. 判断控制回调函数是否已经存在: 

hasEventListener(type,listener); 

方法说明:判断控制的回调函数是否存在;  

参数说明::type:类型, 

listener 函数 

返回值类型: bool 值. 

20.9.1.1.4. 触发控制的回调函数: 

triggerEventListener(event) 

方法说明:移除控制的回调函数;  

参数说明:event==>需要触发的事件 

返回值类型: 无 

 

20.9.1.1.5. 更新相机控制 

 updateControls() 



方法说明:移更新相机控制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无 

20.9.1.1.6. 获取相机控制 

getControls() 

方法说明:获取相机控制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相机控制 

20.9.1.1.7. 关闭相机控制 

closeControls() 

方法说明:关闭相机控制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8. 打开相机控制 

openControls() 

方法说明:关闭相机控制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9. 是否启用键盘 

setEnablePan(bool) 

方法说明:是否启用键盘  

参数说明:bool==>布尔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0. 是否可以旋转 

setEnableRotate(bool) 

方法说明:是否可以旋转  

参数说明:bool==>布尔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1. 是否可以缩放 

setEnableZoom(bool) 

方法说明:是否可以缩放  

参数说明:bool==>布尔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2. 设置键盘平移速度 

seKeyPanSpeed(num) 

方法说明:设置键盘平移速度  

参数说明:num==>需要设置的速度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3. 设置最小距离 

setMinDistance(num) 

方法说明:设置最小距离 

参数说明:num==>设置的值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4. 设置最大距离 

setMaxDistance(num) 

方法说明:设置最大距离度  



参数说明:num==>设置的值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5. 设置最小缩放值 

setMinZoom(num) 

方法说明:设置最小缩放值 

参数说明:num==>设置的值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6. 设置最大缩放值 

setMaxZoom(num) 

方法说明:设置最大缩放值  

参数说明:num==>设置的值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7. 设置能够垂直旋转的角度上限 

setMaxPolarAngle(angle) 

方法说明:设置能够垂直旋转的角度上限  

参数说明 angle==>范围是 0 到 Math.PI 其默认值为 Math.PI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8. 设置能够垂直旋转的角度下限 

setMinPolarAngle(angle) 

方法说明:设置能够垂直旋转的角度下限  

参数说明 angle==>范围是 0 到 Math.PI 其默认值为 Math.PI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19. 获取相机中心点 

getTarget() 

方法说明:获取相机中心点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1.1.20. 设置相机中心点 

setTarget() 

方法说明:设置相机中心点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类型: 当前类的实例 

 

 

20.9.2. Mirror: 

镜子类.会生成一个镜面反射. 

20.9.2.1. 内部方法:  

20.9.2.1.1. createMirror(mesh,w,h,mirrorName,rotationX = 0,rotationY = 0,rotationZ = 0) 

方法说明:创建镜面反射对象  

参数说明: 

mesh==>需要创建镜面反射的 mesh 对象 

W==>反射区域的宽 

H==>反射区域的高 

mirrorName==>镜面反射的标识 

otationX ==>可选参数 x 轴旋转角度 

rotationY ==>可选参数 y 轴旋转角度 

otationZ ==>可选参数 z 轴旋转角度 



返回值类型: 无 

20.9.2.1.2. createMirrorNode(mesh,type,mirrorName,rotationX= Math.PI / 2,rotationY = 0 ,rotationZ = 

0,alpha = 0.5) 

方法说明:根据 mesh 来生成镜子 

参数说明: 

mesh==>需要创建镜面反射的 mesh 对象 

type==>六个面.要生成镜子的面必须与坐标轴垂

 直.top,bottom,left,right,back,front 

mirrorName==>镜面反射的标识 

otationX ==>可选参数 x 轴旋转角度 

rotationY ==>可选参数 y 轴旋转角度 

otationZ ==>可选参数 z 轴旋转角度 

alpha ==>可选参数 透明度 

返回值类型: 无 

 

20.9.2.1.3. createMirrorNodeWithPlan(plan,mirrorName,rotationX= Math.PI / 2,rotationY = 0 ,rotationZ = 

0,alpha = 0.5) 

方法说明:创建节点镜子,使用 plan,不使用场景中的模型 

参数说明: 

plan==>平面 

mirrorName==>镜面反射的标识 

otationX ==>可选参数 x 轴旋转角度 

rotationY ==>可选参数 y 轴旋转角度 

otationZ ==>可选参数 z 轴旋转角度 

alpha ==>可选参数 透明度 

返回值类型: 无 

 

 



20.9.2.1.4. deleteMirrorByName(mirrorName) 

方法说明:删除镜子 

参数说明: 

mirrorName==>镜面反射的标识 

返回值类型: 无 



 

 

第21章 属性可视化操作（VisualControl） 

21.1. 文件夹结构 

 

DefaultConstant.js 是配置文件 你想要展示那些属性写到此文件即可 

ShowMaterialAttribute.js：展示 Material 属性的功能类 

ShowMeshAttribute.js：展示 Mesh 属性的功能类 

SimpleDialogs.js：对话框功能类 

ShowAttributeBasic.js：ShowMaterialAttribute 和 ShowMeshAttribute 的基类 

VisualControl.js: 入口文件 

 

 

 

 

 

 



21.2. 功能介绍 

这个类是针对 mesh 以及 mesh 下 material 对象属性的可视化操作 

21.3. 注意点 

值为 string number boolean 类型的属性，值为 Vector3，Euler，color 对象的

属性可被操作。如果值为 null 将不显示该属性的控件，并且会在控制台给出警

告信息。如果是其他的复杂数据类型，例如 parent 属性的值是 object3D 等，也

不会显示控件。 

 

21.4. 如何使用 

要展示哪些属性需要自己配置 写在 DefaultConstant.js 中。 

需要展示和控制的 mesh 属性 将属性名写入数组即可。例如： 

export let meshAtrributes=[] 

需要展示和控制的 material 属性 将属性名写入数组即可。例如： 

export let materialAtrributes=[] 

如果属性值为 number类型 请设置该属性的最大值max 和最小值 min 以及步长

step。以属性名为 key。例如： 

export let range={ 

position：{max:...,min:..,step:...,} 

} 

 

VisualControl 只提供展示属性的功能，事件根据自己需要添加，传入需要展示

的 mesh 即可，方法调用后会弹出对话框询问需要显示 mesh 还是 material，选

择后会显示控制界面，点击对话按钮以外的地方会关闭对话框退出选择。废话不

多说，请看调用示例代码： 

// 属性可视化操作界面使用例子 

let canvasEventDispatcher = 

modelEngine1.getCanvasEventDispatcher(); 



let canvasEvent = 

canvasEventDispatcher.getCanvasEventByType(SettingConstant.ca

nvasEventType.defaultCanvasEvent,false); 

let prev; 

canvasEvent.addClick() 

    .addClickCallFuns({clickMeshCall:function (callobj) { 

        //关闭上一个对象的操作界面 

        if(prev){ 

            prev.destroyDatGui() 

        } 

        //实例化 VisualControl ,初始化界面 

        let visualControl=new VisualControl(); 

        //调用 showAttribute出入 mesh 对象 

        visualControl.showAttribute(callobj.object) 

        .then(isShow=>{ 

            //isShow代表是否成功展示属性 

            //如果没有展示（例如用户未选择显示 mesh还是显示

material），则需要销毁初始化界面 

            if(isShow){ 

                prev=visualControl; 

            }else{ 

                visualControl.destroyDatGui() 

            } 

        }); 

    }}); 

 

21.5. VisualControl 类下的主要方法 

21.5.1. showAttribute(mesh) 

功能描述:展示对象属性 生成可视化操作界面 



传入参数：mesh===>需要显示属性的对象 

返回值：该对象的属性是否被可视化界面显示 

21.5.2. destroyDatGui() 

功能描述:销毁可视化界面 

 传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其他方法以及其他类暂不介绍，都是内部使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