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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Thea for SketchUp 是 Thea Render 的集成化版本。该软件可让您在 SketchUp 中创建精美的图像，并交互使用摄影机、材质和
光源进行操作。
该扩展程序支持在 Windows 和 Mac OS X 操作系统中使用 SketchUp Make 和 Pro 2015-2018 版。我们强烈推荐使用 64 位版本
的 SketchUp 2015 或更高版本，因为这样您就可以使用 64 位操作系统的所有内存。

2.安装
MS Windows
请从 www.thearender.com 下载并执行 Thea for SketchUp 安装程序。
安装插件时，请确保您拥有管理员权限。右击安装程序文件，然后选择“以管理
员身份运行”。
NVIDIA Optix 降噪器：该选项需要 NVIDIA 显卡。
重要提示：
安装 Thea for SketchUp 时，请设置 Thea Data 文件夹和 Thea Temporary 文
件夹的路径，以确保每位用户都拥有完全的读/写访问权限。如果该路径没有合
适的许可，插件将无法正常工作。

Mac OS X
请从 www.thearender.com 下载并执行 Thea for SketchUp 安装程序。
运行安装程序前，请确保至少启动一次 SketchUp；否则，其将不会出现在列表
中。
安装程序将会引导您完成必要的步骤。其会自动识别以前安装的 SketchUp 版本
并提供相应的插件安装。
Thea Data 将写入“Home/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Thea 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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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活
安装插件后，使用以下一种方法打开许可证向导：
- 点击 Thea 工具栏上的按钮。
- 选择“扩展程序”>“Thea Render”>“许可证表格”。
点击“立即注册”，填写表格，通过电子邮件接收许可证文件。
要激活 Thea，请点击“我有许可证文件。立即激活”，并浏览到您的许
可证文件。许可证详细信息显示在许可证表格的顶部。
注意：如果您未激活许可证，则将保持演示模式并会受到某些限制。

演示版限制
请注意，由于插件尚未获得许可，因此渲染过的图像分辨率将会受限
(1280x720) 并且会添加水印。所有其他特性和功能则完全开放。

4.插件（窗口）常规布局
安装插件后，其名称将会出现在“扩展程序”菜单中：
您还可以通过工具面板打开 Thea for SketchUp。从“扩展程序”菜单中
选择“显示 Thea for SketchUp 工具栏”。此时将出现以下工具栏：

用户界面包含三个窗口：

“THEA 工具”窗口
设置摄影机、编辑材质、添加和
编 辑 光 源 、 将 场 景 导 出 到 Thea
Studio 以及设置首选项。

THEA 主渲染窗口
显示当前渲染过的图像。选择引
擎和渲染模式，调整显示、通道
和环境设置。

“THEA 浏览器”窗口
插 入 Thea 模 型 、 材 质 、 天 空 以
及 SketchUp 组件/代理。

提示：如果未启用插件，请转至“SketchUp 首选项”>“扩展程序”启用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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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窗口
设置面板

控制面板

修改显示、渲染、通道和动画设置。

开始/暂停/停止渲染、保存当前图像以及查看当
前进度。

渲染面板 —“暗房”
显示渲染过的图像及其分辨率信息和所用的
渲染时间。 双击可将窗口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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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控制面板（生产模式）
“开始/暂停”按钮
点击“开始”以开始渲染过程。点
击“暂停”按钮（在渲染进行时可
用）可暂停渲染。

渲染模式
在交互模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切换。

终止标准

切换开关

设置时间或样本限制。达到限
制后，渲染将终止。

切换几何、材质、光源和代理更新。

渲染引擎选择
渲染选择

根据渲染模式选择渲染引擎。

启用后仅渲染当前选择。

打开/保存
打开并将当前渲染保存为图像，或将当前
渲 染 的 模 型 保 存 为 .pack.thea
或 .scn.thea 文件。

“停止”按钮
停止渲染并刷新主窗口，以便显示
最终图像。

5.2 控制面板（交互模式）
显示模式
在交互模式下可用。您可以从多种显示模式中进行选择，
以便在暗房或 SketchUp 视图中进行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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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EA 工具”窗口
6.1.“摄影机”选项卡
分辨率
通过修改宽度和高度设置，调整渲染过的图像的分辨率。请注意，交互式渲染模式会使用插件的整个
主窗口，并会以相同的分辨率进行渲染。每次点击加号或减号按钮，可将当前分辨率增加或降低两倍。
切换纵向/横向按钮可更改渲染过的图像的方向。

纵横比
该设置用于控制最终渲染过的图像的比例。
SU 窗口 - 使用与 SketchUp 中的模型视图相同的纵横比。
Thea 窗口 - 使用主渲染视图的当前比例。
4:3 - 用于分辨率为 800x600、1024x768 或 1600x1200 的旧显示器。
16:9 - 用于分辨率为 1600x900 或 1920x1080 的新宽屏显示器。
2:1 - 用于创建球形或半球形的全景图像。

镜头

投影： 选择“标准”选项，即可以投射渲染过的图像，方法与在 SketchUp 中相同（透视或正射），
或选择“球面”投影或“圆柱”投影。“球面”投影创建的全景渲染图可在外部程序中查看；正确的
球面图像纵横比为 2:1。
快门速度控制动态模糊。 您可以选择“圆形”或“多边形”并指定叶片数量，从而重新配置摄影
机的光圈。这会影响景深和动态模糊。

景深
修改摄影机镜头的“F 值”或 %（渲染过的图像的模糊度百分比），从而调整景深。
启用“自动对焦”，以便尽可能自动将对象置于焦点。要显示手动对焦距离，请点击“设置”按钮，
然后选择模型上的一个点；启用“自动对焦”后，该值将被忽略。

Z 剪辑
您可以输入距离（以米为单位），从而启用“近距离”或“远距离”垂直剪辑。这样，您就可以创建垂直切口，例如在查看房间内部时就无需切
开墙壁。

水平放置摄影机
点击该按钮即可水平放置摄影机，而无需更改摄影机位置，这在创建全景图像时尤其有用。

场景设置
这些设置可将 Thea Render 设置与 SketchUp 场景/页面相关联。其工作方式与 SketchUp 中的场景设置相同 — 当选中一个场景后，即可自
动加载这些设置。要保存这些设置，请从列表中选择场景名称，再选择想要保存的设置类型，然后点击“保存”按钮。
可用选项包括：“摄影机”、“显示”、“天空/IBL”和“渲染”设置。绿点表示场景包含这些设置。
点击一个绿点，然后选择“清除已选”，即可快速从所选场景中移除设置，或选择“清除所有”，从所有场景中移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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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材质”选项卡
在“材质”选项卡上，可以点击“预设”或“编辑器”。

材质预览
您可以通过选择“预设”或“编辑器”来查看“材质”选项卡左上角的材质预览。
进行更改时，预览会更新。要查看完整尺寸预览，请双击图像。

预设
此选项允许您通过简化的界面快速将标准 SketchUp 材质转换为 Thea 材质。
您可以从金属、车漆、玻璃等即用型材质列表中进行选择。在“默认预设”旁边，
点击汉堡菜单图标，然后点击材质。

加载和保存 Thea 材质
Thea 材质可以保存为 .mat.pack 和 .mat.thea 文件。右击材质预览区域，然后选
择“加载”或“保存 Thea 材质”。
.mat.thea： 此文件类型仅包含材质描述，不含任何位图。
.mat.pack： 此文件类型包括材质说明、位图文件和材质预览。

自定义预设材质
在通道的最右侧（颜色、反射、粗糙度等），点击图标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SketchUp：使用 SketchUp 材质托盘中定义的颜色。
•颜色： 选择自定义颜色。
•位图：选择位图纹理。 您可以预览位图纹理并编辑参数（色调映射、UV 编辑等）。

默认

薄半透明

云

发射体

漆

陶瓷

车漆

彩色金属

镜面

薄玻璃

玻璃

Thea 光标
“Thea 工具”窗口打开后，SketchUp 光标会变为 Thea 光标，这表明您可以点击一个面，从而挑选相应的材质进
行编辑。此外，您还可以从下拉列表（色调映射、UV 编辑等）中选择一种材质的名称，从而将其选中。

提示：在 Thea 窗口中进行交互式渲染时，光标会变成十字准线，这表明您可以直接在渲染过的图像中选择一种材质。点击一次，
打开“材质”选项卡并显示材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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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
使用完整材质编辑器进行创建 具有多个图层的复杂材质。

图层
您可以创建多个不同类型和权重的图层。
•创建图层： 点击加号（+）图标，然后点击一种图层 （选择基本图层、金属图层、玻璃图层、薄玻
璃图层或 SSS 图层）
。
•要更改一种图层： 点击球体图标，然后 点击一种图层 （选择基本、金属、玻璃、薄玻璃或
SSS）。

•定义图层权重： 要更改 ％，请拖动彩色水平条。或者，要选择位图，请点击棋盘图标。
•删除图层： 点击图层，然后点击垃圾桶图标。
•移动图层： 点击图层，然后单击向上或向下箭头。

图层属性
在“图层”部分下方，您可以找到当前所选图层的参数。
显示高级参数： 要显示高级参数（半透明度、微粗糙度等），请点
击汉堡菜单图标。
注意：不同类型的图层可以使用不同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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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
涂层使用仅具有镜面反射分量的特殊反射模型。它可用于在分层材质上模拟清漆和油漆。
您可以使用多个涂层来模拟多种清漆和油漆。涂层本身反射一些光线，而下面的任何材质图层吸收
剩余光线。
您可以更改消光系数以修改反射率（基于菲涅耳方程）并定义下方材质图层的吸收密度。消光系数
和分层材质的厚度都用于计算微观水平的吸收。

基本图层
基本图层由漫反射、半透明和菲涅耳镜面反射分量组成。它是一种高能效材质，主要用于哑光和塑
料材质。
您也可以使用基本图层来创建金属和半透明材质。在大多数情况下，金属具有非零消光系数，其对
应于任何视角下的高菲涅耳系数。

金属图层
您可以创建具有完美反射（粗糙度= 0）的金属、非常粗糙的金属（粗糙度= 100）或介于两者之间
的某种金属。
双向散射分布函数 (BSDF) 使用菲涅耳方程进行反射，其由折射率和消光系数控制。
将折射率设置为 1 左右，以使材质反射性更低。随着该值的增加，反射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值非常
高的情况下，反射光呈现出所选颜色的颜色。
对消光系数使用非零值来放大反射。

玻璃图层
您可以创建具有全反射和折射（粗糙度= 0）的、非常粗糙的（粗糙度= 100）或处于两者之间的玻
璃材质。双向散射分布函数 (BSDF) 使用菲涅耳方程来平衡反射和折射，其由折射率和消光系数进
行控制。将折射率设置为 1 左右，使材质反射性更低、折射性更高。将值设置为 1 以使玻璃完全
透明。随着该值的增加，反射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值非常高的情况下，反射光呈现出所选颜色的颜
色。
提示：为了获得完全透明，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薄玻璃图层，而非已启用透射率且折射率设置为 1
的玻璃图层。
重要提示：菲涅耳系数基于折射率和入射角。即使折射率非常小，BSDF 也会对掠射角产生很大的反
射。现实世界的例子是游泳池。当您直视泳池时，水是透明的；但当您从远处看水池时，水会反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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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玻璃图层
该玻璃模型描述了具有全（镜面）反射和透明度的薄玻璃材质。
薄玻璃模型是非常精确的模型，非常适合分配给薄曲面，如窗户和薄透明塑料。虽然您也可以使
用已启用透射比且折射率设置为 1 的玻璃材质，但建议您在想要获得透明度时使用玻璃模型。
获得透明度的另一种方法是将曲面建模为薄双面界面（如窗户），其中两个面均发生折射。然而使
用玻璃模型在视觉精确度方面是最佳的，此外，它可以在阴影评估期间进行跟踪（此功能无法通
过双面界面模型来完成，因为会创建阴影）。玻璃模型不会假设模型闭合，因为它不会定义内部/
外部体积。折射率会像模型是双面界面那样进行使用，以便计算由双面折射引起的整体透射率。

SSS 图层
双向子面散射分布函数 (BSSDF) 是双向散射分布函数 (BSDF) 的一般化；但与 BSDF 不同的是，
BSSDF 的入口点和出口点可能会不同，而非重合。因此对 BSSDF 的评估要困难许多，因为涉及到
曲面反射率/透射比和通过参与媒介的散射之间的交互。
除了曲面反射率条目，还有描述对象内部吸收和散射的参数。为了正确评估 SSS 材质，对象应闭
合（无孔）。
带有高反照率的参与媒介（即：当分散密度比吸收密度高得多时）尤其难以渲染。要在最小精确
度损失的情况下加速渲染过程，通常可以将非对称媒介转变为各向异性媒介，同时降低其分散密
度。假设媒介的不对称性是 g > 0，则可以将不对称性设置为各向同性值 0，并将分散密度降低
到等于旧分散密度乘以 1-g 的值。新的媒介将具有较低的反照率，并且它将以最小的精度损失进
行更快的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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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参数
漫反射： 漫反射是指光在一个表面上从多个角度散射。您可以选择纹理、颜色或过程。
图层用于：基本
反射率： 反射率是当您从正上方查看曲面时镜面组件的纹理。也含蓄地定义了掠射角（90 度）的反射率。因此，镜面反射率是
作为用户反射率和 90 度反射率（默认为白色）的组合进行计算的，这取决于视角。
图层用于：基本、金属、玻璃、SSS 和涂层
各向异性： 拉伸和模糊突出显示材质的纹理，这对金属特别有用。如果没有各向异性，请将该值设置为 0 ％。如果是完全的各
向异性，请将该值设置为 100 ％（材质在一个方向上是完美的反射器/折射器，但在另一个方向上是完全粗糙的）。
图层用于：基本、金属、玻璃、SSS 和涂层
旋转（度）： 要使用各向异性旋转创建的拉伸和模糊高光，请输入一个 0 至 360 度的值或选择一种纹理。
图层用于：基本、金属、玻璃、SSS 和涂层
粗糙度： 在微观水平上为材质添加纹理，影响镜面反射率和透射比。0 ％ 会创造完美的镜面反射。较低的值会产生更清晰、更
明亮的反射。增加粗糙度将扩散并分散反射并创建更加无光泽的表面。较高的值会产生更大的高光和更加模糊暗淡的反射。当该
值接近 100 ％ 时，光变得太分散，反射几乎不可见，如果有的话。
图层用于：基本、金属、玻璃、SSS 和涂层
凹块： 在宏观层面上为材质添加纹理。凹凸贴图给出了纹理错觉，而不会对几何体进行物理扭曲，从而最大限度地缩短渲染时
间。每层材质都有自己的凹凸贴图。灰度贴图告诉 Thea Render 如何改变曲面法线，就像表面已经移位一样；修改后的法线用
于照明计算。凹凸贴图看起来与您可能期望看到的相反：黑色表示最高极限，白色表示最平极限，而灰色阴影表示两者之间的等
级。
图层用于：所有
法线： 这是凹凸贴图更详细的版本，您可以在其中选择 RGB 彩色图像而不是灰度图像。虽然标准凹凸贴图使用灰度值来描述曲
面的丘陵和山谷的高度，但法线贴图会将红色、绿色和蓝色值转换为 x、y 和 z 坐标。这会在丘陵上或山谷下的法向矢量中创
建纹理。具体来说，红色、绿色和蓝色值（ 0 至 255）分别被转换为 x（-1 至 1）、y（ -1 至 1）和 z（ 0 至 1）坐标。
图层用于：所有
折射率 (N)： 当您把东西放在一个透明对象的后面时，它会变形。失真水平由折射率决定，折射率定义了光在接触透明表面时
弯曲和反射的程度。例如，空气的值是 1.0，不会导致背景对象失真。当值变成 1.5 时，意味着背景对象变得相当扭曲（例如，
玻璃球）。当值低于 1.0 时，对象会沿其边缘反射（例如，从水下看到的气泡）。
图层用于：所有
消光系数 (K)： 指的是可能丢失的光源（即，吸收和散射）。消光系数越高，材质越不透明。您可以使用零或以上的值。
图层用于：基本、金属、玻璃和涂层
半透明： 点击纹理使材质变得半透明。如果未选择纹理，则不会渲染成半透明。
图层用于：基本

微粗糙度： 随着观看距离从近到远，调整反射的锐度。当查看完全粗糙的表面时，距离更近的平面看起来更粗糙（因为您可以
更清楚地看到它们），而距离较远的表面看起来更平滑（因为您看不太清楚）。您可以调整高度和宽度以定义表面上凸起的平均高
度和宽度 (μm)。
图层用于：基本、金属、玻璃、SSS 和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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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 (μm)： 指的是涂层厚度。厚度和消光系数用于计算涂层下面任何图层吸收的光量。
图层用于：涂层
IOR 文件： 您可以使用折射率文件创建物理精确的材质，该文件为材质的每个波长提供精确的折射率和消光系数。文件扩展名
为.ior 或 .nk。
图层用于：玻璃和金属
透射比： 穿过材质的光量。
图层用于：玻璃和薄玻璃
吸收 (1/m)： 改变吸收密度和颜色。您可以使用零或更高的值。密度越高，材质的吸收性越强。
注意：对于基本材质，您需要先选择半透明的颜色或纹理。对于陶瓷材质，您需要先选择透射比的颜色或纹理。
图层用于：基本、玻璃、SSS 和涂层
色散系数： 可用于在一个对象内部创建彩虹效果，例如宝石。如果没有这种彩虹效果，那么宝石看起来就像玻璃一样。较低的
值对应较强的彩虹效果。增加该值以获得更细微的效果。您可以在线查找特定材质的值。色散系数描述了折射率相对于波长的变
化。
图层用于：玻璃
干扰： 使表面呈彩虹色，模拟一种被称为薄膜干扰的现象。您可能已经在肥皂泡、水面上的浮油或孔雀羽毛中看到过这种情况。
当光波与薄膜接触时，一些光波从顶面反射出去，而另一些光波则穿透薄膜，到达底面并反射。当这些光波相互作用时，会产生
瞬间的颜色条纹。当视角改变时，彩虹色也会改变。调整厚度以改变彩虹色级别。200 至 1000 是进行可见变化的一个很好的通
用范围。
图层用于：薄玻璃
散射 (1/m)： 改变子面散射材质的分散密度和颜色。您可以使用零或更高的值。请注意，值越大，渲染材质所需的时间越长。
分散颜色用于内散射和外散射光的相互作用。
图层用于：SSS
不对称性： 控制子面散射媒介的不对称系数，其遵循 Henyey-Greenstein 相位函数。您可以使用介于 -1 和 +1 之间的值，其
中 -1 对应于完美的背散射媒介，+1 对应于完美的前散射媒介，0 对应于各向同性媒介。
图层用于：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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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属性
参数属性可以在“图层属性”部分下找到。
颜色： 使用颜色选择器定义颜色的 RGB 值。
光谱： 使用颜色光谱模式定义颜色的 RGB 值。
位图： 您可以使用色调映射（灰度系数、饱和度等），更改投影，并将位图与颜色混合。
程序： 程序有自己的可自定义设置。

发射体
Thea Render 支持区域发射体和点光发射体。区域发射体应用于表面。通
常，区域发射体具有类似于漫反射的发射模型并且在所有方向上均匀地分
布光。然而，可以使用 IES 文件定义更复杂的发射模型。
颜色： 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定义光的颜色：颜色、自定义颜色、温度、
位图和程序。
功率： 定义发射功率。
无源发射体： 发射体不会将光线投射到场景中，但它会发光。
IES 发射体
要将标准发射体转换为 IES 发射体，请点击汉堡菜单图标并选择 IES 发
射体。
功效： 最大功效为 683 lm/w，相当于没有能量损失的光（所有功率都转
换为可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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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
用于使材质区域变得透明，使用灰度纹理贴图，其中黑色
表示完全透明度，白色表示完全不透明度。这对于快速创
建网格等打孔材质非常有用，因为您可以手动跳过对孔进
行建模。
纹理： 选择图像。彩色图像将被映射成灰度图像。
软剪辑（默认）： 柔化完全透明度和不透明度之间的对比
度。遵循图像的 Alpha 通道，并使用所有灰度值剪辑材
质。
硬剪辑： 增加完全透明度和不透明度之间的对比度。与
阈值参数结合使用时，可以选择哪部分图像用于剪辑材 软剪辑
质。
阈值： 更改纹理贴图的解释方式。例如，当值等于 50
时，50 ％ 的灰色被解释为 50 ％ 的透明。使纹理的更大
区域变得透明，增加阈值；使纹理的更大区域变得不透明，
降低阈值。当值等于 100 时，所有纹理都是透明的；当
值等于 0 时，所有纹理都是不透明的。

具有 5 ％ 阈值的硬剪辑

剪辑映射窗口

具有 30% 阈值的硬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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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
使用“位移”可以创建具有更大深度和更强细节感的曲面，显示自遮挡、自阴影和轮廓。
注意：与其他纹理技术相比，“位移”明显增加了渲染时间，因为它会产生大量额外的几何
体。
位移： 选择图像。像凹凸贴图一样，位移贴图是灰度图；黑色表示零位移，白色表示最大位
移（使用下面的高度参数定义的值）。
细分： 在位移之前控制对象具有的细分数。值越高，结果越准确。
高度 (cm)： 用于设置位移的最大距离。要显示位移，该值必须大于零。
中心： 反转位移。这对于沿地面定位对象很有用。例如，给地毯添加位移贴图使其看起来是
浮动的。中心减少，地毯将会重新回到地板上。或者，添加位移贴图可能会导致对象与地板
交叉。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增加中心以避免交叉。
黑色区域表示没有位移，白色区域表示 100 ％ 的位移（对应于您给出的高度）。如果将位移
更改为 0.5，则位移中的 50 ％ 灰色将表示无位移，而将位移设置为 1 时，则 100 ％ 的白
色将表示无位移（它将以相反的方式进行位移）。
这种反转位移有时很有用，对于地面位移，您希望避免与地面上的对象交叉，例如位于位移
地面上的车轮，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中心设置为 1。
法向平滑化： 能够渲染具有平滑边缘的模型。不能渲染具有锐边（框、平面等）的模型。
紧密边界： 启用此选项可为位移曲面计算更精确的边界体积，从而缩短渲染时间。但是，初
始化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提示：良好的网格拓扑有助于位移像预期那样进行。建模应用程序中的预细分曲面将使位移
有效进行。

“位移”选项卡

高度设置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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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
支持真实的体积散射。Thea Render 可以解决包括参与媒介在内的光传输问题。由于媒介可以
是均匀的，因此有很多可能性。支持许多相位函数。
吸收颜色： 定义透射比颜色 — 这实际上是在 1 米距离（假设单位密度和无散射）外的可视
化颜色。当距离小于 1 米时，颜色向白色移动。当距离变大时，透射比向黑色移动。颜色随
距离的变化是非线性的；因此，建议避免高度饱和的颜色。
吸收密度： 以 1/m 为单位定义吸收密度。值越高，吸收越高。您可以选择程序纹理以定义空
间变化的吸收（异质媒介）。
分散颜色： 定义分散颜色 — 这是媒介中的粒子反弹的颜色。吸收和分散颜色的总和乘以它
们相应的密度，定义媒介的消光系数，用于计算远处的总吸收值。对于媒介内反弹的粒子（特
别是对于高度分散的媒介），可以多次使用分散颜色；因此，建议避免高度饱和的颜色。
分散密度： 以 1/m 为单位定义分散密度。值越高，散射越高。您可以选择程序纹理以定义空
间变化的散射（异质媒介）。
相位函数： 定义向外辐射在方向球上的变化。相位函数是双向散射分布函数（用于曲面）的
媒 介 模 拟 。 可 用 的 函 数 是 Isotropic、Rayleigh、Mie Hazy、Mie Murky、Mie Retro 或
Henyey-Greenstein（您也可以在它下面设置不对称值）。最常用的相位函数是 Isotropic 和
Henyey-Greenstein。
不对称： 定义 Henyey-Greenstein 相位函数的不对称参数。该参数是无单位的，取值范围为
-1（完全向后散射）至 1（完全向前散射）。-1 和 1 这两个极值在实际中不会向粒子方向外
散射光，这两个值并没有实际用途。值为 0 则表示向前和向后散射得到平衡，这与使用
Isotropic 相位函数的效果相同。

“媒介”选项卡

启用媒介的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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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编辑
编辑模式
纹理编辑工具有两种模式可用，即概览模式和编辑模式。
简介： 仅显示修改的参数；其余的都是隐藏的。
编辑： 显示位图编辑（纹理属性、色调映射和坐标）的所有可
用参数。
此处修改的任何参数都将显示在“概览模式”中。

编辑位图：
默认情况下，Thea 材质编辑器在“概览模式”中，仅显示文件的路径。要开始编辑位图，
请点击汉堡菜单图标，然后选择编辑模式。

纹理属性
投影： 按向下箭头，然后选择所选纹理的投影：UV、立方体、圆柱、球面、平面、正面、
收缩包裹、相机贴图、立方体（居中）和平面（居中）。
UV 通道; 您可以将纹理链接到通道（例如，漫反射、折射、凹凸等）上。
通道： 纹理存在两个主要通道：RGB 通道和 Alpha 通道。
插值： 选择所选图像的插值类型：无、双线性或三线性。
重复： 强制位图纹理在所有方向上平铺。

色调映射
反转： 将纹理的所有颜色反转成其互补色。
灰度系数： 使用 -100 ％ 至 100 ％ 的值。在下一个图像中，您可以看到灰度系数如何
影响纹理的外观。
饱和度： 使用 -100 ％ 至 100 ％ 的值。在下一个纹理中，您可以看到饱和度的两个极
值如何影响纹理的色调。
亮度： 使用 -100 ％ 至 100 ％ 的值来控制纹理的色调。亮度为 -100 ％ 时，图像完全
变黑。
对比度： 纹理的对比度。
钳制最小值和最大值： 指定所选纹理的最小和最大钳制。RGB 颜色范围通常在 0 至 255
之间。例如，通过将最小钳制设置为 20 ％，RGB 值小于 51 的颜色将被“切割”并获得
这个值。通过增加最小钳位的百分比，图像变得更白，而减小最大钳位的百分比会导致图
像颜色变深。通过降低最大百分比并同时增加最小值，纹理往往显得更灰，因为灰色的
RGV 值大概在 256 色 (128, 128, 128) 的中间。

坐标
X 轴和 Y 轴偏移值： 在 x 轴或 y 轴上偏移位图。
X 轴和 Y 轴空间尺寸： 当从 UV 坐标更改为立方坐标时，空间尺寸用来正确计算缩放，
而一旦使用 UV 投影，UV 缩放便会影响缩放。
X 轴和 Y 轴 UV 缩放： 在 x 轴或 y 轴上缩放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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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光源”选项卡
SketchUp 没有本机光源。Thea for SketchUp 使用带有特殊名称的组件来定义光源的位置
和方向。可用的光源类型共四种：
投影仪光源
投射图像
点光
在各个方向
上均匀发射
光线

聚光
从 特 定 位 置 向 某一方 向 投
射一束方向

IES 光源
IES 文件是真实光源的数字配置文件。其可
精确模拟真实的光源。您可以在线查找免费
的 IES 文件。

此外，您还可以将发射体材质应用于面，从而创建一个间接光源。该面的前侧将会发光。

创建光源
要创建光源，请打开“Thea 工具”窗口，然后选择“光源”选项卡。点击选项卡底部的任
意一个按钮，即可创建一个点光、聚光、IES 光源或投影仪光源。右击放置光源，然后再
次右击放置光源的目标。对于点光，仅使用光源至目标的距离来计算光线到达目标所需要
的功率。确保光源与任何邻近几何体之间的距离大于光源的半径；否则，最终渲染结果中
可能包含“噪波”。创建完成后，光源的名称和属性会显示在“光源”选项卡中。

提示：如果渲染中的光源看起来较弱，请检查曝光设置（ISO、快门速度和 F 值）。对于内
部场景，通常将 ISO、快门速度和 F 值分别设为 800、30 和 2.4。

常规属性
已启用： 打开/关闭光源。
阴影（仅 BSD）： 打开/关闭阴影。仅适用 Adaptive BSD。
软阴影 — 半径 (m)： 通过更改半径（以米为单位）使光投射柔和阴
影。
要选择“容器”和“评估”选项，请先点击汉堡菜单图标。
容器： 如果要将光源置于由某种材质构造的容器中，且该材质具有某种
媒介的属性，或者如果要将光源浸在水中，则可通过“容器”选项来选择
容器材质。此外，其还可用于显示体积光投射。
评估： 判断光源是否应该影响列出的材质属性。示例：如果未勾选“漫
反射”，则光源不会影响对象的漫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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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光源
双击一个光源组件（当 Thea 工具打开后也可单击），即可查看光源属性。当前光源的名称会显示在“光源”选项卡顶部。

点光和聚光属性
点光和聚光有多种共同属性：
发射强度： 光源的颜色由光源材质的颜色控制。但是，如果启用了“温度”，则由其控制
光源的颜色。
所有光源都有以下参数：
功率（可用多种单位）、功效 (lm/W)、衰减和温度 (K)。

聚光的独特属性
聚光有两个可以控制其锥形的独特属性。
亮斑： 锥尖的角度，锥尖处的光线发射强度最大。
衰减： 光线消退处的角度。

IES 光源属性
乘法器： 该选项用来修改 IES 光源的强度。
一般而言，建议保留默认值 1.0，因为 IES 光源能够精确模拟真实的光源。要让渲染结果
变得更加明亮，请调整显示设置。
默认的 IES 光源使用 sample.ies 文件。预览图像显示在下方。
您可以使用下拉菜单和点击“加载”按钮来选择其他 IES 文件。
要使用您自己的 IES 文件，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其他文件”，然后点击“加载”。选择
所需的 IES 文件，其将会与光线组件一起保存。
提示： IES 描述保存在每个 IES 光源组件内。您可以安全地与其他人共享 SketchUp 模
型，而无需将 .ies 文件包括在内。

投影仪光源属性
投影仪光源可投射四角锥形状的光线，从而将图像投射到平面上。如果
未选择图像，则投影仪光源将会发射一种颜色（具体取决于光源材质的颜色
或“温度”参数）。
使用“宽 x 高”（宽度和高度）选项来更改所投射的图像的大小。默认情况下，纵横比处
于锁定状态。点击链条图标将其解锁。
“功率”、“功效”和“衰减”与其他光源类型相同。
提示： 确保光源与任何邻近几何体之间的距离大于光源的半径；否则，最终渲染结果中可
能包含“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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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环境”选项卡
背景为一片晴朗的天空，且可根据太阳的位置自动变化。如果未使用背景图像，则
! 切换天空：
该背景图像会被禁用。

D 切换太阳： 创建一个可生成相同阴影的太阳，与在 SketchUp 模型中一样。
0 切换地面： 切换可捕捉阴影并反射对象的地面。
隐藏/取消隐藏预览窗口小部件。该小部件可提供环境预览并自动更新。
9 切换预览窗口小部件：
如果禁用“手动太阳”并使用 IBL 照明，则可通过拖动预览图像来旋转环境映射。
太阳/地面/天空选项卡
手动太阳
默认情况下，会根据 SketchUp 中的“阴影”设置来自动处理太阳的强度、位置和光谱颜
色。“手动太阳”选项可以让您覆盖这些设置。
启用“手动太阳”后，您可以通过乘法器、功率和发射强度设置来修改太阳阴影的柔和
度。
如果想要完全控制太阳的位置而不考虑 SketchUp 的阴影设置，则应禁用“使用 SketchUp
太阳位置”。您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调整太阳极角和方位角，第一种方法是输入期望值，
第二种方法是打开环境预览窗口小部件，然后在预览中点击首选位置。
地面设置
“地面设置”用于控制地面反射光线的方式。您可以指定反射面的粗糙度及其强度 (%) 和
颜色。
天空设置
“天空设置”用于控制 Thea 物理天空的外观。最重要的参数是“浊度”，如要获得一片
晴朗的天空，必须使该值接近 2.5；如要获得一片阴暗的天空，则必须使该值接近 10.0。

IBL 选项卡
使用 IBL 选项卡来指定照明、背景、反射和折射贴图。
基于图像的照明是向场景中添加照明的一种便捷方式。此外，还可以使用真实场景的照片，
以创建高度逼真的照明，并且会增强渲染的真实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您需要使用高动态
范围图像，以确保提供充足的
照明。
您可以使用一张图像来为场景提供照明，或为背景、反射和折射设置不同的图像。这样，
就可以使用不同的光源和不同的背景/反射源，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都需要更加精细的图像。
标准操作是：照明源是精细度相对较低的纹理，这样图像就可以快速“收敛”，而背景和
反射则使用精细的映射来获取视觉效果更佳的结果。
要添加图像，应先选择类型，然后点击 S 按钮来选择所需的图像。选中一张位图后，其
路径会显示在按钮旁边。您可以控制“强度”、“旋转”和“包裹”（图像包裹模型的方
式）。
此外，还可以选择将纯色应用于 IBL 插槽。要使用该选项，请点击图像按钮，然后选择“颜
色”。在该菜单中，您还可以选择“移除位图”，从而移除当前加载在插槽中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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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媒介”选项卡
媒介类型（雾）
您可以使用雾预设，实现整个模型的体积效果。使用云预设，可以在指定的体积内创建体
积效果。
雾密度： 控制雾的厚度。
最高/最低位置（米）： 确定雾的起点位置和终点位置。

媒介类型（自定义媒介）
切换至“自定义媒介”后，整个模型空间将会被全局媒介填满，并可使用“吸收颜色”、
“分散颜色”和“折射率”这三个参数来进行调整。请注意，“天空”、IBL 和“太阳”
选项不兼容该模式，因为所用媒介具有全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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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设置面板
7.1.“显示”选项卡
“显示”选项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在该区域您可以编辑渲染过的图像（尤其是曝光/亮度、色彩
饱和度以及对比度等设置），也可以应用后处理效果。

曝光
色调映射： 选择色调映射的方法：标准、电影式、Reinhard 全局和 Reinhard 局部。
ISO： 定义图像传感器对存在的光量的敏感程度。对于晴朗天空和阳光照射下的外部照片，常用的感
光度为 100。较高的值，通常在 400 - 1600 之间，主要用于内部照片。
快门： 快门速度对应于摄影机快门保持打开的持续时间，单位是 1/秒。感光度的值越低，图像会越
亮。
F 值： 镜头孔径是焦距与有效孔径直径之间的比率。值越低，图像越亮。
灰度系数： 灰度系数因子通常在 1.0 到 2.5 的范围内。为了补偿由于非线性输出引起的图像变暗，
我们在显示图像之前将灰度系数校正方案应用于像素值。
亮度： 该参数用于补偿监视器对图像造成的线性缩放。

摄影机响应功能
摄影机响应功能文件使用摄影机制造商提供的实际数据来创建逼真（非线性）的显示结果，就像该图
像是使用该特定摄影机拍摄的一样。

过滤
锐度： 这是在图像降采样时控制过滤的最重要选项。建议使用默认值 50 ％，这是模糊和锐化之间的
平衡值。该值越接近 0%，图像会越模糊，该值越接近 100%，图像会更加锐化。
燃烧： 燃烧值可用于将高动态范围 (HDR) 图像压缩为低动态范围 (LDR) 图像，可在屏幕和其他有
限范围设备上显示。将燃烧值设置为 100 ％ 意味着没有压缩。
渐晕： 在摄影和光学中，渐晕指图像边缘相对于图像中心的亮度或饱和度的降低。
色度： 增加色度值以增强图像的色彩。色度是对饱和度的控制。
对比度： 确定某对象和同一视场内的其他对象在颜色和亮度方面的差异。0% 相当于禁用控制。100%
是可以设置的最大值。
白平衡 (K)： 改变渲染的整体色彩平衡，使其与预期的物理现象相匹配。通常使用 6500 K 的值来
平衡太阳光并使白色墙壁呈现出白色，即使阳光是黄色的。
炫光： 炫光是大量质子到达胶片时的影响，导致照明也会溢出附近区域。炫光本身的形状取决于光
圈的形状。
炫光类型： 选择您想要的叶片数量。辐射状相当于光晕。
炫光权重： 控制炫光强度。
炫光半径： 控制叶片长度

其他
Optix 降噪器 Optix 提供 AI 加速降噪。可以在渲染完成之前或之后启用降噪器。如果在启动引擎
之前启用 Optix，则另外两个通道会被启用，以确保获得最佳的降噪质量。这些通道是法线和纯漫射
颜色。Optix 需要 NVIDIA GPU 才能工作。
立体： 使用此选项可生成立体图像（立体图像、左视图、右视图、左/右视图、顶/底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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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渲染”选项卡
“渲染”选项卡显示已选的引擎参数以及每个其他常见的渲染设置，如“设备列表”、“网络渲染”
等。

引擎设置：
在本节中，仅显示已选的引擎设置。有关每个引擎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8.1 节。

设备（仅 Presto MC）
提供一份系统上已检测到的所有设备的列表。包括 CPU 和任何 NVIDIA/AMD 显卡。可以单独启用/禁
用设备，并设置每个设备的优先级。对于具有多个 GPU 的计算机，最好禁用 Windows 所使用的
GPU。

粘土
通过启用此选项，场景中的所有材质将被渲染成漫反射灰色，从而为最终图像提供粘土效果。在最终
渲染中仍然可以看到像凹凸和剪辑这样的材质属性。
反射率： 增加/减少漫反射材质的反射率（从黑色到白色）。

网络渲染
网络渲染仅在生产模式下可用。要开始使用本地网络上的计算机，请点击复选框以启用网络渲染。
服务器模型： 有两种选择可供选择。“渲染和管理”使服务器与其他节点一起渲染。当服务器功能
不强时，应使用“仅管理节点”；这样，服务器就不会执行渲染，而仅与节点交换数据。
服务器端口： 默认值是 6200，用于 SketchUp（服务器）和节点之间的通信。
有关网络渲染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9 节（“网络”选项卡）。

分布
线程： 指渲染过程中使用的工作线程。虽然默认值被设置成最大值，但您可以通过下拉菜单选择首
选线程数量。
优先级： 此参数对应于操作系统分配给渲染线程的优先级。选择“法线”使渲染变得更快；但是，
当您并行使用计算机或运行其他费时的过程时，不建议使用“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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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通道”选项卡
当需要其他图像而非标准渲染时，则可使用该选项卡。当需要使用外部图像编辑程序进行后处理时，
最常使用该选项卡。
可用通道包括：颜色（标准渲染）、法线、深度、Alpha 值、对象 ID、材质 ID 和针对 Adaptive
(BSD) 渲染模式的通道（直接、环境光遮蔽、全局照明、子面散射、反射、折射、透明度和辐照度）。
阴影、纯漫射颜色、纯漫射照明、纯漫射 GI、自我照明和光源对应通道等部分通道仅适用于 Presto
引擎。
启用“光源对应通道”后，将会为所有可用的光源生成独立的图像。如果光源很多且分辨率过高，这
将会占用大量内存。
只有在使用 Thea 右键菜单将蒙板分配给组、组件或图像后，“蒙板”通道才会显示。

活动通道： 在渲染面板中显示所选通道。渲染完成后，每个启用的通道都会显示在该列表中。
降噪
这是 Thea Render 的内置降噪器。您必须启用降噪通道才能查看已降噪的图像并使用强度和细节参
数。
强度： 控制降噪过滤对最终图像的影响程度。
详细信息： 控制在最终渲染中保留多少图像的原始细节。较高的值将尽量保留更多的细节。

深度通道范围
Z 轴最小值/最大值 (m)： 控制沿摄影机 Z 轴的最小和最大距离。
光度分析
“亮度分析”用于说明亮度和照度分布。Thea Render 可计算两者的值。对于任何您已经渲染过的图
像和所有渲染设置，亮度可直接计算得出。照度则由 Adaptive BSD 引擎计算。要查看渲染过的图像
的分析结果，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光度”。 最小/最大照度 — 亮度 这些值代表亮度范围 (cd/
m2)。改变这些值也会相应地更新伪彩色图像。

7.4.“动画”选项卡
Thea 可以渲染以下动画类型：
- 基于 SketchUp 场景的标准摄影机动画；但是，将不会应用视场更改。
- 对象和基于各种 SketchUp 插件的摄影机动画，这些插件会在您播放 SketchUp 场景动画时显示动
画。- 此模式被称作“通用”。
- 可使用 SketchyReplay 重播的 SketchyPhysics 动画
- MSPhysics 动画 (0.80+)
- Fredo's Animator 动画
动画将以一系列编号图像的形式导出。因此，您需要使用专业软件将这些图像转换为可播放的视频文
件。例如，VirtualDub 就是一个免费的开源软件。
“动画”选项卡用于控制下列参数：
- 为摄影机添加动画效果 — 指定是否为摄影机运动添加动画效果。
- 为对象添加动画效果 — 指定是否为对象运动添加动画效果。该操作需要使用动画插件，因为
SketchUp 本身无法为对象添加动画效果。
- 每秒帧数 (fps) — 控制流畅性，即每秒播发的动画帧数。标准值为 24 fps 或 25 fps。
- 插件：（通用、SketchyPhysics、MSPhysics、Fredo's Animator）— 选择将确定用于控制对象运动
的插件。
- 渲染帧（所有、已选）— 指定 Thea 是否应该渲染在下方字段中指定的所有帧。您可以输入具体的
帧数或指定帧范围，并用逗号隔开（例如 15,30‐45,60）。
- 网络合作（帧、分区|像素）— 仅在通过使用节点的网络执行渲染时使用。其用于确定网络中的计
算机是独立渲染所有帧（帧）
，还是参与到每帧的渲染中（分区|像素）
。我们推荐使用“分区|像素”，
因为在将所有帧从节点发送至服务器时，这可以将所需的网络带宽降至最小。此外，如果网络中存在
性能各异的计算机，该选项尤为有效。
如果使用 Adaptive (BSD) 引擎和纯摄影机运动，则还可以启用“穿行”选项。该选项可加快穿行渲染的速度，
因为照明计算仅执行一次，而计算结果将与所有帧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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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渲染动画”按钮后，您将需要选择一个文件夹并指定一个文件名。帧编号会自动附加到文件名的末尾（例如 Animation000.png、
Animation001.png 等）。
请注意，目前，Thea For SketchUp 尚不能为标准光源添加动画效果。如果是通过 Fredo's Animator 而不是 Thea 对动画进行渲染，则
Fredo's Animator 将可以为标准光源添加动画效果。

8.渲染引擎
8.1.渲染模式
Thea for SketchUp 提供两种渲染模式：交互模式和生产模式。

交互模式 (IR)
IR 模式不仅可以将模型渲染为静态图像，还围绕模型交互地移动摄影机、调整阴影和材质、修改
模型以及查看正在更新的渲染结果。提供交互模式的引擎包括：Presto 和 Adaptive AMC。

生产模式 (PR)
PR 模 式 用 于 最 终 渲 染 ， 其 中 场 景 的 更 改 不 会 影 响 渲 染 时 的 最 终 图 像 。 所 有 引 擎 （Presto、
Adaptive AMC、Adaptive BSD、Unbiased TR1/TR2）均可用于生产模式中。

8.2.PRESTO
Thea Presto 是一个高级渲染引擎，该引擎是从头开始编写的并 对同步 GPU 和 CPU 执行进行了优
化，从而充分利用所有的计算能力。该引擎已针对快速交互式渲染进行了优化。这使得 GPU + CPU
计算达到了极限，同时保持了 Thea Render 的高逼真性。

Presto 设置
跟踪深度： 这是渐进式发动机的重要参数。在场景中存在大量镜像或电介质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增
加该参数，但它对渲染时间有直接影响。

漫射深度： 这是一个单独的值，用于控制漫反射曲面的跟踪深度。将漫射深度设置为 0 可消除场
景中的所有光线反射，仅留下直射光。

钳位等级： 限制像素评估，提高抗锯齿效果。该数字对应于钳位限制。当使用大于 1 的值时，钳
位对于抗锯齿的效果会降低。当使用小于 1 的值时，钳位变得更有效，但也会极大地降低图像的亮
度。

分区渲染： 对具有多个通道的高分辨率图像进行渲染通常是 GPU 的问题，但通过使用分区渲染，
您可以克服此限制因素并提高可扩展性。

环境光遮蔽
环境光遮蔽可用于模拟全局照明的一部分，使渲染引擎运行更快。

距离： 这是样本可以被评估成中间（灰色）颜色的最大距离。在此距离之后，样本会被评估成白
色。

强度： 该值定义了所使用的环境光遮蔽的强度。

扩展跟踪
扩展跟踪可以使用较低的跟踪深度有效地渲染具有透明对象或子面散射材质的场景。

透明度深度： 确定所有透明材质（如“薄玻璃”、“玻璃”和“剪切贴图”）的扩展跟踪深度。
内部反射深度： 确定具有折射和全内反射的透明材质的扩展跟踪深度。这些材质是使用玻璃图层（例如，固体玻璃或水）制成的。如果您注
意到实心玻璃上有暗区，这通常是内部反射深度太低的结果，而不是因为透明度深度。

SSS 深度： 确定子面散射 (SSS) 材质的扩展跟踪深度。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增加该值以增加颜色鲜艳且密集的 SSS 材质的亮度。启用“漫
射深度”时不可用。

24

Copyright © 2018 - Altair Engineering, Inc

高级设置
超 级 采 样：

指 的 是 用 于 图 像 输 出 的 超 级 采 样 （ 即 ， 用 于 抗 锯 齿 增 强 的 内 部 分 辨 率 乘 法 器 ）。
“无”指不进行超级采样，“正常”指 2x2，“高”指 3x3。“自动”指不对偏置引擎执行超级采样（默认情况下禁用）。
将超级采样设置为更高级别通常会提高输出的抗锯齿效果，但会增加存储图像的内存需求（“正常”为 4 倍，“高”为 9 倍）。对于偏置引擎，
渲染场景所需的时间也增加了。

8.3.UNBIASED TR1/TR2
Thea Render 支持优质且无偏置的内核，这是市场上最先进的内核之一，提供的图像好到令人惊叹。探索了所有可能的照明传输路径，提供最
高的精确度，没有任何伪影。稳妥处理太阳池焦散和明暗界线的伪影，效果令人惊叹。

Unbiased TR1/TR2 设置
这两个引擎没有设置，只受样本和时限的控制。
Unbiased TR1 引擎适用于具有主导直接光照的外部和场景，而 Unbiased TR2 引擎对于极其困难的间接和焦散照明是最佳选择。

8.4.ADAPTIVE BSD
Thea 偏置引擎 (Adaptive BSD) 使用插值方案（例如辐照度缓存）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渲染，
使用该引擎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最需要的地方。
此外，这是由感知标准驱动的，产生自然感知的
高质量结果。

Adaptive (BSD) 设置
Adaptive BSD 引擎使用预设工作流程让用户控制引擎。内部和外部有几种预设，每种预设质量各不
相同（拔模、低、高等）。

8.5.ADAPTIVE (AMC)
Adaptive AMC 引擎基于 Unbiased TR2 引擎，但有快捷方式以使其运转更快。对于困难的间接照明
情况（例如，间接焦散），应该优选该引擎，并且它可以用于交互和生产两种模式。

Adaptive AMC 设置
跟踪深度： 就像在 Presto 引擎中一样，这是渐进式发动机的重要参数。在场景中存在大量镜像或
电介质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增加该参数，但它对渲染时间有直接影响。
自适应偏置： 通过增加自适应偏置值，可以从计算中去掉几条困难的路径，使其运转更快。
焦散： 删除焦散路径。通常，此选项应始终启用。

提示：在进行交互式渲染时，将使用屏幕分辨率而非摄影机分辨率。禁用“交互式”选项可在最大大小下进行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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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网络”选项卡
网络渲染仅在生产模式下可用。
要启用网络渲染，请转至设置面
板并切换到渲染选项卡。点击复
选框打开网络渲染。
设置网络渲染时，请确保所有计
算机均已正确连接至网络，并且
可以共享文件、访问网络驱动器
等 。 重 要 的 是 ， 端 口 6200 在
Windows 防火墙或网络中的计算
机上安装的其他任何防火墙中处
于打开状态。默认情况下，该端
口用于 SketchUp 服务器和节点
之间的通信。
您可以在附录 B 中找到有关如何设置渲染节点的更多信息。
渲染开始后，“网络”选项卡会显示已找到的节点，经过一段时间后（具体取决于模型的复杂程度）再显示这些节点已在服务器上交付渲染。
“网络”选项卡会显示所有已连接至 SketchUp 服务器的计算机及其状态、贡献和技术明细。
如果服务器性能不够强大，在点击“开始”按钮前请选择“仅管理节点”。这样，服务器就不会执行渲染，而仅与节点交换数据。请注意，“仅
管理节点”选项不适用于 Adaptive (BSD) 引擎。

10.“控制台”选项卡

控制台用于显示插件版本、安装路径、渲染进度、渲染时间和警告。如果某些操作不符合预期，请打开控制台，以查找问题根源。如果出现重
大错误，控制台即会自动打开。

11.“批渲染”选项卡
“批渲染”窗口将会在表格中列出所有可用的场景。选
择所要渲染的场景以及要应用的设置（“摄影机”、“显
示”、“环境”、“渲染”）。然后，点击“开始批渲
染”按钮。
此时会打开一个新窗口，以便您为渲染过的图像指定位
置。在渲染过程中，批处理信息会显示在窗口底部。您
随时都可以点击“停止”按钮，从而停止渲染过程。

提示 #1：点击“刷新场景”按钮可清除以前的选
择，这样您就可以重新开始。
提示 #2：您可以使用“Thea 工具”窗口中的“摄影机”选项卡来保存场景设置，相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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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交互式渲染的窗口选择 — 覆盖选项
启用“交互式”渲染后，可使用
下拉列表选择是在 Thea 窗口（见
右 侧 ） 还 是 在 SketchUp 窗 口 中
以覆盖图的形式（见下方）显示
交互式渲染。
“有边”模式尤其适用于与
SketchUp 模型进行交互。该模式
会 临 时 修 改 SketchUp 的 显 示 样
式，从而清楚地标明模型内侧和
外侧的边缘。您可以进行导航、修改材质、添加模型以及在渲染过程中查看
更改的生效情况。
“混合”模式和“相乘”模式可让您完全自由地设置 SketchUp 样式。“混
合”模式最适合于深色背景和白色线条（类似于“有边”模式）。“相乘”
模式则与之相反，最适合于使用白色背景的隐藏线模式。
在标准模式和覆盖模式下，渲染结果均可另存为图像。

在 THEA 窗口中

在 SKETCHUP 窗口中

在有边的 SKETCHUP 中

与 SKETCHUP 混合

与 SKETCHUP 相乘

提示：在使用覆盖选项和修改模型时，要获得最佳效果，则应使用 Presto 引擎并仅使用 GPU 进行渲染。不应使用 CPU，但应使
其可用于 Sketc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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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ketchUp 窗口中进行交互式区域渲染
在 SketchUp 窗口中进行交互式渲染可让您渲染场景中的选定区域。开启交互式渲
染后，按住 Shift 键，同时点击并拖动以选择所需区域。可同时显示多个区域。此
外，您还可以点击“保存”按钮，以保存活动区域。

在渲染窗口中进行区域渲染
渲染完成后，您可能会编辑特定区域。相对于重新渲染整个场景，您
可以仅重新渲染特定区域。右击并拖动以选择要重新渲染的区域。所
选区域将会用绿色虚线标明，区域大小也会显示出来。
请注意，虽然整个图像均会显示出来，但显示设置将只影响所选区域。
一般而言，不建议修改这些设置，因为结果将与原始图像不匹配。
整个图像只能以非 HDRI 格式保存。所选区域则可以保存为 Exr、
img.thea 或 HDRI 格式。

13.“THEA 浏览器”窗口
通过 Thea 浏览器，您可以：
• 快速获取 Thea 材质、外部模型和天空，以及 Thea Data 文件夹
中的 SketchUp 组件
• 获取由用户定义的“自定义文件夹”中的相同项目
• 寻找当前使用的和丢失的外部纹理、模型和其他图像映射
• 压缩带有所有外部依赖关系（纹理、图像和模型）的 SketchUp 文
件
• 请注意，Thea 提供了一系列材料库、模型以及天空/工作室照明设
置。您可以通过“Thea 工具”/“工具”/“检查更新”选项进行下
载和安装。
双击所需的材质或模型。之后，您可以在 SketchUp 中将这些材料应
用于表面，或将模型插入到所需位置。
双击启用 Thea 天空，然后将其直接添加到“环境”选项卡的 IBL
中。请注意，天空可能会更改当前的显示设置。
右击并选择“添加文件夹”选项，即可创建一个自定义文件夹。此外，您还可以在右击后刷新或移除文件夹。
外部 Thea 模型通常包含非常复杂的几何体。因此，无法直接将其加载到 SketchUp 中。默认情况下，Thea
仅导入外部模型的边界框，但一般而言，更好的情况是有一个能够构成整个几何体形状的“代理”组件。右击
可使 Thea 自动创建该代理。有关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5 页。
SketchUp 模型 (*.mod.skp) 可作为 Thea 模型 (*.mod.thea) 写入同一个文件夹。这样，在插入外部模型作
为代理时，将可以使用 SketchUp 文件而非边界框。如果存在 mod.skp 模型，则将会在 mod.thea 预览界面的顶部显示该模型的预览，如图所
示。
您可以通过右键单击缩略图并选择“应用到已编辑的 Thea 材质”，将材质从 Thea 浏览器窗口应用到 Thea
材质编辑器。

注意：您需要先在“材质编辑器”中打开材质，然后才能选择或替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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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模型信息
Thea 浏览器的“模型信息”区域会显示与模型相关的外部依赖关系。
通过该窗口可查看和寻找/修改/更新场景中使用的外部纹理、IBL 和模型。

保存带有依赖关系的 SketchUp 模型
右击“模型信息”，以 *.zip 格式保存带有依赖关系（纹理、外部模型等）的整个场景。

14.首选项
语言
点击“首选项”按钮，在打开的窗口中更改语言。然后执行以下步骤：
- 在文件夹中找到 TheaForSketchUp.po 文件：Thea4SU_file/languages/
- 如果需要，使用 Poedit 翻译该文件，然后将其编译为 .mo 文件。
— 将翻译后的 TheaForSketchUp.mo 文件复制到对应的语言文件夹中。常用的国家代码包括：
de（德语）、es（西班牙语）、fr（法语）、it（意大利语）、ja（日语）、pt（葡萄牙语）、
pt_BR（巴西葡萄牙语）、ru（俄语）、zh_CN（简体中文）和 zh_TW（繁体中文）。
- 如果已配置了所需语言，SketchUp 启动后将会自动使用该语言。否则，应打开“Thea 工
具”/“工具”/“首选项”，然后手动选择所需语言。例如，如果您将 TheaForSketchUp.mo
文件放入 es（西班牙语）文件夹，则将可以从“语言-下拉列表中选择“西班牙语”。
- 语言更改将在重启 SketchUp 后生效。

使用背面材质
该选项会应用于模型，且这些模型中存在多个仅后侧染色的面（正面没有材质）。启用该选项
后，SketchUp 将会使用背面材质进行渲染，而不是默认的白色材质。

接合顶点
该选项默认处于禁用状态。启用该选项后，在将 SketchUp 模型转换为 Thea 格式时即可接合对象的顶点。该选项实际上仅用于使用位移或带
有线框过程纹理的对象。对于使用位移的几何体，会自动执行接合。建议仅在使用线框纹理时启用该选项。

自动保存
启用“自动保存”后，Thea 会自动保存渲染过的图像，保存间隔为 10 分钟（这是默认时间，您可以更改）。要查找“自动保存”位置，请转
至渲染窗口的“控制台”选项卡。

服务器端口
该参数用于网络渲染，并可指定服务器与渲染节点通信时所要使用的端口号。请确保端口已在防火墙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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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渲染 — IR
交互式渲染的初始外貌
移动滑块，以便在渲染质量和响应能力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响应能力越好，初始帧精确度越低。

IR 覆盖分辨率降低
您可以使用与显示器相同的分辨率进行渲染，但如果您的显示器分辨率过高，则此种做法不可行。
分辨率降低选项可让您降低渲染分辨率，这样您就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渲染（图像仍会正确映
射至 SketchUp 视图）。如果您的显示器分辨率为 4K+，则强烈建议使用分辨率降低选项。

通道
使用“通道”首选项面板选择格式。如果选择 EXR 格式，则可为每个通道选择一个位深度。注
意：并非所有通道都需要使用 32 位深度；只有部分通道（例如位置、深度和 UV 通道）将使用
32 位深度。
要将渲染通道另存为一份多层的 EXR 文件，应启用“创建包括所有通道的多层 EXR”；否则，
每个通道将另存为单独的文件。

15.分层方案
分层方案区域显示材质的所有图层。除了获取该区域的基本信息外，您还可以执行多项任务。
选择图层时，左侧的图标用蓝色突出显示，水平栏用深灰色显示。要向上或向下移动图层，点击该图
层，然后点击箭头。
每个图层中的灰色条显示指定的材质（金属、基本等）和相对于其他图层的图层权重。
提示：拖动图层条以增加或减少图层权重。
通过点击左侧图标并选择其他图层类型，您可以随时更改图层类型（不会丢失指定的纹理、颜色和
值）
。

15.1.混合图层
您可以通过调整每个图层的图层权重来垂直混合图层。
请记住，图层权重会从上到下影响材质。这意味着如果最顶层的权重为 100 ％，则引擎不会考虑其
下方的任何图层。
例如：
我们创建了两个图层。图层 A 的权重为 25 ％，而图层 B 的权重为 100 ％。堆叠顺序起着重要作
用。
图层 A 在图层 B 之上
最终材质将使用图层 A 的 25 ％，剩余的权重 (75 ％) 用于图层 B。
图层 B 在图层 A 之上
最终材质将使用图层 B 的 100%。
注意：位于分层方案底部的图层始终具有 100 ％ 的图层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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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使用图层
要添加新图层，请单击 "+" 图标。将在分层方案之上创建新图层。
要删除现有图层，请点击该图层，然后点击右侧显示的 "X" 图标。
要向上或向下移动图层，请点击图层，然后点击左侧的“向上”或“向下”箭头。
要更改图层类型，请点击图层，点击左侧的蓝色图标，然后在对话框中选择图层类型。
提示：在不同图层类型之间切换时，任何指定的纹理、颜色或值都将转移到所选类型。

15.3.图层权重
对于分层方案中的每个图层，您可以定义所选图层相对于其他图层的权重 (％)。
所有图层权重根据其总和进行标准化，以便每个图层的反射率按相对百分比进行修改。在没有任
何权重的情况下，再次对图层进行标准化以使用相同的权重进行反射。
涂层的权重实际上改变了允许到达下方图层的光的百分比。
要调整图层的权重，请向左或向右拖动以增大或减小该值。
您还可以加载一个纹理，该纹理将用作其余图层的蒙版，这有助于创建高级材质。

16.剖切

如果被直接放入模型，则 SketchUp 剖切可得到完全支持。如果它们被嵌套在一个组中，那么整个模型都将会被剪切，而不仅仅是剪切组中的
几何体。
注意：与在 SketchUp 中不同，当剪切一个房间/对象后，太阳光将不会穿透。Thea 会保留原始的照明条件，当您想要获取照明条件完全符合
设计的狭窄内景的快照时，这尤其有用。如果没有剖切，摄影机将会被现有墙壁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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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HEA 右键菜单
点击一个组件、组或图像，即可打开 Thea 右键菜单。利用该菜单可以对对象执行操作，或修改对象的特定属性。

创建外部模型/代理
该选项可将组件导入外部 Thea 模型，并为该组件创建缩减占位符。这可能有助于使 SketchUp 文件大小保持在较小状态，同时
还可以使高多边形模型仅在您的渲染结果中可见。有关该流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第 33 页。

分配蒙版索引
该选项用于向所选对象分配蒙版索引，索引范围为 0–15。如果您在渲染窗口的“通道”选项卡中启用了“蒙板”通道，则将可
以看到该对象的黑色背景上创建了一个白色蒙板。

Thea 模型标记
Thea for SketchUp 让您可以在渲染过的图像中控制单个组件、
组和图像的可见性及阴影。
右击打开 Thea Render 右键菜单/“Thea 模型标志”/“可见”
或“投射阴影”。
该属性将应用于所有子组或子组件。

可见：打开
投射阴影：关闭

可见：关闭
投射阴影：打开

18.疑难解答
- 在我的 Mac 计算机上，无法在 SketchUp 中看到 Thea 插件。
在运行 Thea 安装程序前，请至少启动一次 SketchUp；否则，将无法识别 SketchUp 版本。
- 我的 NVIDIA GPU 显卡未能被识别。
请确保您的 GPU 出现在以下列表中：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gpus，同时您还应该安装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包
括 CUDA。
- 我的渲染结果非常暗。
默认显示属性是针对外部日光条件而设置的。如果您要渲染内部视图，则需要和手动使用摄影机一样，调整 ISO、快门速度、F
值。开始时，最好将 ISO 设置为 800，将快门速度设置为 60，将 F 值设置为 2.4。
有关准确光源强度和摄影机曝光的完整指南，请访问：https://thearender.com/site/index.php/resources/tutorials/studio‐
general.html
https://thearender.com/site/index.php/resources/tutorials/studio-general.html
- 开打 Mat‐Lab 后，SketchUp 会暂停。
这是正常现象。Mat‐Lab 在模式窗口中打开；因此，在完成材质编辑后需要关闭 Mat‐Lab，才可以返回到 Sketc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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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创建外部模型及其代理
要使 SketchUp 模型大小尽量保持在较小状态，同时仍生成高质量的
渲染结果，则应将最重的组件（例如树木、车辆等）导出到外
部 .mod.thea 文件中，并将其替换为 SketchUp 中的简化“代理”版
本。
此外，还可为源自其他建模应用程序的 Thea 模型创建代理。该操作
可在 Thea 浏览器中完成。
每个 SketchUp 组件都可以导出到外部 .mod.thea 文件中，并替换为
自动生成的原始组件代理。
右 击一个 选 中 的 组 件 ， 然 后 选 择 Thea Render/“ 创 建 外 部 模 型/代
理”选项。

创建外部模型
点击“来自 SketchUp”按钮，即可直接从 SketchUp 获取外部模型的缩略图。或者，点击
“渲染”按钮，使用当前引擎和设置重新执行一次渲染；建议选择一种交互式渲染方法。将
仅渲染一个选中的对象。要在运行渲染的过程中查看预览，请再次点击“渲染”按钮；将仅
显示视图的一部分。您可以调整摄影机/太阳的位置，以获取最佳视觉效果。如果对结果感
到满意，则可以按照以下说明创建代理。

创建代理
要为原始组件创建代理，请选择“详式代理”。选择
“三角形”或“点”，并指定三角形或点的最大数
量。 右侧是包含约 27000 个面的原始模型。其正下
方是两个代理，每个代理仅包含约 2000 个三角形或
点。
如果只想在当前模型中使用代理，则应禁用“另存
为 .mod.skp”选项。
在右侧最下方的代理中，“显示边界框”选项已启
用。 要仅显示边界框，请禁用“详式代理”选项。
您可以选择仅替换所选组件的选定实例， 或替换该组
件的所有实例。
点击“保存”后，将要选择用于保存外部模型和代理
（可选）的位置。所有与该组件相关联的纹理都将保存
在同一个文件夹中。
要从现有 Thea 模型中创建代理组件，应在 Thea 浏
览器中右击缩略图，然后选择“三角形”或“点”。
如果启用了“详式代理”选项，则可以根据需要显示
边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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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手动创建代理组件，但这些组件必须基于使用前述两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创建
的代理。
以下方法尤其适用于树木：
• 将一个 mod.thea 插入到空 SketchUp 模型的原点上。
• 切换至前视图，并关闭透视视图。
• 选择“摄影机”/“缩放”工具，这样整个 SketchUp 视
图都会与代理的边界框对齐。
• 将 Thea 摄影机的纵横比设置为“任意”并调整分辨率，
这样红色的摄影机框架即会与边界框匹配。分辨率（通常
为垂直分辨率）可增大至 512 像素。
• 在“通道”选项卡中，启用“Alpha 值”通道，然后在
Thea 窗口中对模型进行非交互式渲染。
• 当对渲染结果感到满意时，将图像另存为 *.png 文件。
用于控制透明度的 Alpha 值通道将会自动以该格式保存。
• 为侧视图和顶视图重复上述步骤。
这样就可以得到三张图像，之后您可以将这些图像导入到
SketchUp 中，并将其放入代理组件。您可以分解这些图像
（将其变为可编辑的几何体），并删除边界框。当对结果感
到满意时，您可以右击组件，然后将其与原始 .mod.thea
文件保存在同一个文件夹中。

20.版权
Copyright of this manual belongs to Altair Engineering, Inc. 3ds max is copyright Autodesk, SketchUp is Trimble and CUDA is copyright
NVIDIA.

21.免责声明
“Thea for SketchUp” is provided “as‐is” and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implied or otherwis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 of this software be held liable for data loss,
damages, loss of profits or any other kind of loss while using or misusing this software.
The software must not be modified, you may not decompile, disassemble.Any kind of reverse engineering of the software is pro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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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附录 A
材质预设类型

材质预设

描述

默认

尽可能与 SketchUp 材质相类似。SketchUp
透明度转换为统一的 Alpha 值透明度。

薄半透明

生产单面半透明材质，非常适合窗帘和其他
非体积对象。您可以控制“透明度 (%)”。

漆

代表漆面，如硬木地板上的末道漆。
包括“反射”和“粗糙度”两个参数。如果
将“粗糙度”设置为 0，则材质会变得平整
光滑；值越大，则材质越像绸缎。

陶瓷

这种材质预设类似于表面带有光泽的
陶瓷材质。

车漆

使用该预设的材质看起来类似于
车漆。启用“金属”选项后，
车漆将像是含有分布不均匀的
金属碎片。

彩色金属

当粗糙度小于 10 时，
这种类型的设计
使金属外观具有明显的反射。

可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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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预设

描述

镜面

特性类似于镜面。
覆盖 SketchUp 材质的颜色。

薄玻璃

一种建筑玻璃。您可以调整金属反射，其
可能在添加涂层后出现。该材质尤其适用
于非实体的薄面对象。

玻璃

生成一种玻璃量器，此种玻璃考虑到了对
象内部的折射。您可以控制表面的“粗糙
度”和“反射”强度。

云

针对由实体组组件定义的体积效果而预设
的云材质。

发射体

可用选项

预览

将漆面变为发光体，其功率可以用不同的单位
指定。您可以使用“温度”来调整颜色/纹理。
您可以选择使发光体在渲染结果中不可见，或
将其设为“无源”（其将会发光，但不会投射
直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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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附录 B：
网络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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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渲染需要在本地网络中设置已连接的计算机。

开始 THEA 节点
第一步：
Windows： 将压缩文件解压到一个文件夹中。浏览到 Windows64
文件夹，然后双击 TheaNode.exe 文件。
MacOS： 打 开 Terminal.app（ 通 常 位 于 Applications >
Utilities）。使用 cd 命令进入 \Mac64 文件夹，然后按 Enter
键。您也可以输入 cd，添加一个空格，然后在终端内拖动 Mac64
文件夹。
然后键入 ./TheaNode 并按 Enter 键。

第二步：
打开 SketchUp，从 Thea 渲染窗口切换到“渲染”选项卡并启用
网络渲染。

第三步：
在生产模式下开始渲染。Thea 渲染窗口中的“网络”选项卡将开
始显示所有渲染节点。
不需要复制任何资产以使渲染节点正常工作，因为该步骤是自动进
行的。
Thea 节点工具无需获得许可即可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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