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相机矩阵 
 

 
 
创建相机矩阵步骤: 
I. 找出镜头法线的 3 个轴向，放入矩阵左上角 3*3 部分 
II. 镜头的位置放入矩阵左下角的 1*3 部分 
 
 

1.1.1  Direct3D 9 way 
View Transform (Direct3D 9) 
mk:@MSITStore:D:\Program%20Files\Microsoft%20DirectX%20SDK%20(Februar
y%202010)\Documentation\DirectX9\windows_graphics.chm::/View_Transform.htm 
 

 
 
D3DXMATRIX out; 
D3DXVECTOR3 eye(2,3,3); 
D3DXVECTOR3 at(0,0,0); 
D3DXVECTOR3 up(0,1,0); 
D3DXMatrixLookAtLH(&out, &eye, &at, &up); 
 
计算公式如下 
zaxis = normal(At - Eye) 
xaxis = normal(cross(Up, zaxis)) 
yaxis = cross(zaxis, xaxis) 
     
 xaxis.x           yaxis.x           zaxis.x         0 
 xaxis.y           yaxis.y           zaxis.y         0 
 xaxis.z           yaxis.z           zaxis.z         0 
-dot(xaxis, eye)  -dot(yaxis, eye)  -dot(zaxis, eye)    l 
 



 
 
 

? 假设从(0,1,0)看下原点，up 还是(0,1,0),岂不矛盾? 

// 鏡頭位置 
Vector4 g_eye(0.0f,3.0f,3.0f);  
Vector4 g_lookat(0.0f, 0.0f, 0.0f);  
Vector4 g_up(0.0f, -1.0f, 1.0f);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3 1 
 
 

1.1.2  Code way 
 
// right hand coord system 
// eye = 鏡頭位置 
// lookat = 鏡頭對準的位置 
// up = 鏡頭正上方的方向 
Matrix4x4 GutMatrixLookAtRH(Vector4 &eye, Vector4 &lookat, Vector4 &up) 
{ 
 Vector4 up_normalized = VectorNormalize(up); 
 Vector4 zaxis = (eye - lookat); zaxis.Normalize(); 
 Vector4 xaxis = Vector3CrossProduct(up_normalized, zaxis); 
 Vector4 yaxis = Vector3CrossProduct(zaxis, xaxis); 
 
 Matrix4x4 matrix;  
 matrix.Identity(); 
 
 matrix.SetColumn(0, xaxis); 
 matrix.SetColumn(1, yaxis); 
 matrix.SetColumn(2, zaxis); 
 matrix[3][0] = -Vector3Dot(xaxis, eye)[0]; 
 matrix[3][1] = -Vector3Dot(yaxis, eye)[0]; 
 matrix[3][2] = -Vector3Dot(zaxis, eye)[0]; 
 
 return matrix; 
} 
 



1.1.3  UP 的正交性理解 
 

 
找出相机坐标系的思路很简单，也即找出相机坐标系 3 个法向，分别放入 4*4
矩阵的左上角的 3*3 部分，如截图中代码所示。 
Z 部分 
Z 部分最简单。首先找出左手坐标系下+Z 方向，at-eye 即是，也就是图示中的 look
方向，归一化。左手坐标系这个方向即相机正对的方向，右手坐标系下正好反过

来。DX 默认是左手坐标系，+Z 方向就是相机正前方，当然也可以用右手坐标

系 API，OpenGL 正好反过来。可以认为微软喜欢用小 JJ 戳人，OpenGL 则谦虚

的转过身，拍照的时候不偷看。 
 
尝试 Y 部分 
如图所示，并不能保证 Y 一定与 Z 正交，所以先只能求出 X，这是最快捷的方

式。要得到 Y 必须先得到 X，似乎是唯一的方式。 
 
X 部分 
up 与 look 叉乘即可，归一化。注意不是 look 与 up 叉乘，不要以为 lookup 就

look*up，是 up*look!没有 lookup，只有 look at! 
 
Y 部分 
现在是 look*x 了，既然 look 和 x 都已经归一化，结果即是 Y 部分。可以看到，

up 方向不一定与 look 方向正交，up 只是一个辅助向量，在 up 可以在 look 方向



的 180°里自由旋转。 
有时候简化计算可以不用特意给出正交的 Y 方向，就算你给出了正交的 Y，

dx/openg API 还是会算出 X 再重现计算一次(前提是 DX SDK 官方文档的公式即

是 API 的实现)。 
 
 
相机的位移好理解，就是 4*4 矩阵左下角的 1*3 部分 
 

1.1.4  延伸到任意坐标系变换 
假设场景中某一对象 obj 的坐标是(x,y,z), 朝向是 qua.场景中有个木瓜，坐标是

(x’,y’,z’). 
如果 obj是人眼睛，则使用上面的相机矩阵可以算出木瓜在人的坐标系里的坐标，

用来摘果子吃也是不错的。 
如果 obj 是点光源，则可以用上面的相机矩阵算出木瓜在点光源的坐标系里的坐

标，来计算阴影也是很好玩的。 
 
 

1.1.5  Case 金字塔 
 
// 金字塔形的 8 條邊線 
Vector4 g_vertices[] =  
{ 
 Vector4(-1.0f, 1.0f,-1.0f), 
 Vector4(-1.0f,-1.0f,-1.0f), 
 
 Vector4(-1.0f,-1.0f,-1.0f), 
 Vector4( 1.0f,-1.0f,-1.0f), 
 
 Vector4( 1.0f,-1.0f,-1.0f), 
 Vector4( 1.0f, 1.0f,-1.0f), 
 
 Vector4( 1.0f, 1.0f,-1.0f), 
 Vector4(-1.0f, 1.0f,-1.0f), 
 
 Vector4( 0.0f, 0.0f, 1.0f), 
 Vector4(-1.0f, 1.0f,-1.0f), 
 
 Vector4( 0.0f, 0.0f, 1.0f), 
 Vector4(-1.0f,-1.0f,-1.0f), 
 
 Vector4( 0.0f, 0.0f, 1.0f), 
 Vector4( 1.0f,-1.0f,-1.0f), 



 
 Vector4( 0.0f, 0.0f, 1.0f), 
 Vector4( 1.0f, 1.0f,-1.0f), 
}; 
 
// 鏡頭位置 
Vector4 g_eye(0.0f,3.0f,3.0f);  
// 鏡頭對準的點 
Vector4 g_lookat(0.0f, 0.0f, 0.0f);  
// 鏡頭正上方的方向 
Vector4 g_up(0.0f, -1.0f, 1.0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