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Chapter 1

OpenGL 概述

本章目标
阅读完本章内容之后，你将会具备以下能力：
 描述 OpenGL 的目的，它在创建计算机生成的图像时，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了解一个 OpenGL 程序的通用结构。
 列举出 OpenGL 渲染管线中的多个着色阶段。
这一章将对 OpenGL 做一个大概的阐述。本章主要包含以下几节：
 1.1 节将解释 OpenGL 的含义，它可以做到及不能做到的事情，以及它的工作方式。
 1.2 节将展示一个 OpenGL 程序的结构和表现形式。
 1.3 节介绍 OpenGL 所使用命令的命名格式。
 1.4 节介绍 OpenGL 创建图像的整个处理管线过程。
 1.5 节将重新剖析之前的 OpenGL 示例程序，并且对程序的每个部分提供更详尽的解
释说明。

1.1

什么是 OpenGL
OpenGL 是一种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它是一种

可以对图形硬件设备特性进行访问的软件库。OpenGL 库的 4.5 版本（即本书所使用的版本）
包含了超过 500 个不同的命令，可以用于设置所需的对象、图像和操作，以便开发交互式
的三维计算机图形应用程序。
OpenGL 被设计为一个现代化的、硬件无关的接口，因此我们可以在不考虑计算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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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或窗口系统的前提下，在多种不同的图形硬件系统上，或者完全通过软件的方式（如
果当前系统没有图形硬件）实现 OpenGL 的接口。OpenGL 自身并不包含任何执行窗口任务
或者处理用户输入的函数。事实上，我们需要通过应用程序所运行的窗口系统提供的接口
来执行这类操作。与此类似，OpenGL 也没有提供任何用于表达三维物体模型，或者读取图
像文件（例如 JPEG 文件）的操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几何图元（geometric
primitive）
（包括点、线、三角形以及面片）来创建三维空间的物体。
OpenGL 已经诞生了很长时间，它最早的 1.0 版本是在 1994 年 7 月发布的，通过 Silicon
的图形计算机系统开发出来。而到了今天已经发布了非常多的 OpenGL 版本，以及大量构建
于 OpenGL 之上以简化应用程序开发过程的软件库。这些软件库大量用于视频游戏、科学可
视化和医学软件的开发，或者只是用来显示图像。不过，如今 OpenGL 的版本与其早期的版
本已经有很多显著的不同。本书将介绍如何使用最新的 OpenGL 版本来创建不同的应用程序。
一个用来渲染图像的 OpenGL 程序需要执行的主要操作如下所示。（1.4 节将对这些操
作进行详细解释。
）
 从 OpenGL 的几何图元中设置数据，用于构建形状。
 使用不同的着色器（shader）对输入的图元数据执行计算操作，判断它们的位置、颜
色，以及其他渲染属性。
 将输入图元的数学描述转换为与屏幕位置对应的像素片元（fragment）。这一步也称
作光栅化（rasterization）。（OpenGL 中的片元若最终渲染为图像，那它就是像素。
）
 最后，针对光栅化过程产生的每个片元，执行片元着色器（fragment shader），从而
决定这个片元的最终颜色和位置。
 如果有必要，还需要对每个片元执行一些额外的操作，例如判断片元对应的对象是
否可见，或者将片元的颜色与当前屏幕位置的颜色进行融合。
OpenGL 是使用客户端 - 服务端的形式实现的，我们编写的应用程序可以看做客户端，
而计算机图形硬件厂商所提供的 OpenGL 实现可以看做服务端。OpenGL 的某些实现（例如
X 窗口系统的实现）允许服务端和客户端在一个网络内的不同计算机上运行。这种情况下，
客户端负责提交 OpenGL 命令，这些 OpenGL 命令然后被转换为窗口系统相关的协议，通
过共享网络传输到服务端，服务端最终执行并产生图像内容。
在大多数现代的实现方案中，硬件图形加速器被用来完成大部分的 OpenGL 指令，它
往往被构建在计算机的核心处理器中（不过依然是独立的部件），或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电路
板插入到计算机主板上。无论是哪种安装方式，我们都应当把图形加速器作为服务端，把
用户程序作为客户端来看待。

1.2

初识 OpenGL 程序
正因为可以用 OpenGL 去做那么多的事情，所以 OpenGL 程序有可能会写得非常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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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杂。不过，所有 OpenGL 程序的基本结构通常都是类似的：
1. 初始化物体渲染所对应的状态。
2. 设置需要渲染的物体。
在阅读代码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最常用的图形学名词。渲染（render）这个词在
前文中已经多次出现，它表示计算机从模型创建最终图像的过程。OpenGL 只是其中一种渲
染系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渲染系统。OpenGL 是基于光栅化的系统，但是也有
别的方法用于生成图像。例如光线跟踪（ray tracing），而这类技术已经超出了本书的介绍范
围。不过，就算是用到了光线跟踪技术的系统，同样有可能需要用到 OpenGL 来显示图像，
或者计算图像生成所需的信息。并且，OpenGL 的最新版本如今已经变得更加灵活而强大，
因此诸如光线跟踪、光子映射（photon mapping）、路径跟踪（path tracing）以及基于图像的
渲染（image-based rendering）这样的技术都可以相对简单地在可编程图形硬件端实现了。
模型（model），或者场景对象（我们会交替地使用这两个名词）是通过几何图元，例如
点、线和三角形来构建的，而图元与模型的顶点（vertex）也存在着各种对应的关系。
OpenGL 另一个最本质的概念叫做着色器，它是图形硬件设备所执行的一类特殊函数。
理解着色器最好的方法是把它看做专为图形处理单元（通常也叫做 GPU）编译的一种小型
程序。OpenGL 在其内部包含了所有的编译器工具，可以直接从着色器源代码创建 GPU 所
需的编译代码并执行。在 OpenGL 中，会用到六
种不同的着色阶段（shader stage）。其中最常用的
包括的顶点着色器（vertex shader）以及片元着色
器，前者用于处理顶点数据，后者用于处理光栅
化后的片元数据。
最终生成的图像包含了屏幕上绘制的所有像素
点。像素（pixel）是显示器上最小的可见单元。计
算机系统将所有的像素保存到帧缓存（framebuffer）
当中，后者是由图形硬件设备管理的一块独立内存
区域，可以直接映射到最终的显示设备上。
图 1-1 所示为一个简单的 OpenGL 程序的输出
结果，它在一个窗口中渲染了两个蓝色的三角形。
这个例子的完整源代码如例 1.1 所示。
例 1.1

第一个 OpenGL 程序 triangles.cpp

图 1-1

第一个 OpenGL 程序 triangles.cpp
的结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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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觉得这里的代码有点多，不过它的确就是几乎每一个 OpenGL 程序所必需的
基本内容了。我们用到了不属于 OpenGL 正式部分的一些第三方软件库，以便实现一些简
单的工作，例如创建窗口、接收鼠标和键盘输入等—OpenGL 自身并不包含这些功能。我
们还创建了一些辅助函数和简单的 C++ 类来简化示例程序的编写。尽管 OpenGL 是一个 C
语言形式的库，但是本书中的所有示例都会使用 C++ 来编写，但只是非常简单的 C++。事
实上，我们用到的绝大部分 C++ 代码是用来实现一些数学概念如向量和矩阵的。
简单来说，下面列出的就是例 1.1 做的所有事情。不过不用担心，后面的章节会更详细
地解释这些概念。
 在程序的起始部分，我们包含了必要的头文件并且声明了一些全局变量 和其他有用
一

没错，对于大型程序而言我们会尽量避开全局变量，不过只是作为演示程序而言，使用它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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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程结构。
 init() 函数负责设置程序中需要用到的数据。它可能是渲染图元时用到的顶点信息，
或者用于执行纹理映射（texture mapping）的图像数据，第 6 章会介绍这一技术。
在这个 init() 函数中，首先指定了两个被渲染的三角形的位置信息。然后指定了程
序中使用的着色器。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只需要使用顶点和片元着色器。这里的
LoadShaders() 是我们为着色器进入 GPU 的操作专门实现的函数。第 2 章会详细介
绍与它相关的内容。
init() 函数的最后一部分叫做着色管线装配（shader plumbing），也就是将应用程序的
数据与着色器程序的变量关联起来。同样会在第 2 章详细介绍这些内容。
 display() 函数真正执行了渲染的工作。也就是说，它负责调用 OpenGL 函数并渲染
需要的内容。几乎所有的 display() 函数都要完成类似这个简单示例中的三个步骤。
1）调用 glClearBufferfv() 来清除窗口内容。
2）调用 OpenGL 命令来渲染对象。
3）将最终图像输出到屏幕。
 最后，main() 函数执行了创建窗口、调用 init() 以及最终进入事件循环体的一系列繁
重工作。这里你也会看到一些以 gl 开头的函数，但是它们看起来和其他的函数又有
一些不同。这些函数就是刚才所说的来自第三方库 GLFW 和 GL3W 的函数，我们会
随时使用它们来快速完成一些简单的功能，并且保证 OpenGL 程序可以运行在不同
的操作系统和窗口系统上。
在深入了解这些函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解释一下 OpenGL 的函数、常量的命名方式，
以及一些有用的编程结构。

1.3

OpenGL 语法
正如你可能已经了解的，OpenGL 库中所有的函数都会以字符“ gl ”作为前缀，然后是一

个或者多个大写字母开头的词组，以此来命名一个完整的函数（例如 glBindVertexArray()）。
OpenGL 的所有函数都是这种格式。在上面的程序中你还看到了以“ glfw ”开头的函数，它
们来自第三方库 GLFW，这是一个抽象化窗口管理和其他系统任务的开发库。与之类似，
你也会看到某个名为 gl3wInit() 的函数，它来自于第三方库 GL3W。附录 A 会进一步讲解
这两个库的内容。
与函数命名约定类似，OpenGL 库中定义的常量采用 GL_COLOR 的形式，如 display()
函数中所示。所有的常量都以 GL_ 作为前缀，并且使用下划线来分隔单词。这些常量的定
义是通过 #def ines 来完成的，它们基本上都可以在 OpenGL 的头文件 glcorearb.h 和 glext.h
中找到。
为了能够方便地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之间移植 OpenGL 程序，OpenGL 还为函数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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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数据类型，例如 GLf loat 是浮点数类型，在例 1.1 中用它来声明 vertices 数组。此
外，由于 OpenGL 是一个 C 语言形式的库，因此它不能使用函数的重载来处理不同类型的
数据，此时它使用函数名称的细微变化来管理实现同一类功能的函数集。举例来说，我们
会在第 2 章遇到一个名为 glUniform*() 的函数，它有多种变化形式，例如 glUniform2f() 和
glUniform3fv()。在函数名称的“核心”部分之后，我们通过后缀的变化来提示函数应当传
入的参数。例如，glUniform2f() 中的“2”表示这个函数需要传入 2 个参数值（由于还可
能会传入其他的参数，因此一共定义了 24 种不同的 glUniform*() 函数—在本书中，我们
使用 glUniform*()* 来统一表示所有 glUniform*() 函数的集合）。我们还要注意“2”之后的
“ f ”。这个字符表示这两个参数都是 GLf loat 类型的。最后，有些类型的函数名称末尾会有
一个“ v ”，它是 vector 的缩写，即表示我们需要用一个一维的 GLf loat 数组来传入 2 个浮
点数值（对于 glUniform2fv() 而言），而不是两个独立的参数值。
表 1-1 所示为所有可以作为后缀的字母，以及它们所对应的数据类型。
表 1-1
后缀

数据类型

命令后缀与参数数据类型
通常对应的 C 语言数据类型

对应的 OpenGL 类型

b

8 位整型

signed char

GLbyte

s

16 位整型

signed short

GLshort
GLint、GLsizei

i

32 位整型

int

f

32 位浮点型

f loat

GLf loat、GLclampf

d

64 位浮点型

double

GLdouble、GLclampd

ub

8 位无符号整型

unsigned char

GLubyte

us

16 位无符号整型

unsigned short

GLushort

ui

32 位无符号整型

unsigned int

GLuint、GLenum、GLbitf ield

注意

使用 C 语言的数据类型来直接表示 OpenGL 数据类型时，因为 OpenGL 自身的实现
不同，可能会造成类型不匹配。如果直接在应用程序中使用 OpenGL 定义的数据类
型，那么当需要在不同的 OpenGL 实现之间移植自己的代码时，就不会产生数据类
型不匹配的问题了。

1.4

OpenGL 渲染管线
OpenGL 实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渲染管线（rendering pipeline），它是一系列数据处理

过程，并且将应用程序的数据转换到最终渲染的图像。图 1-2 所示为 OpenGL 4.5 版本的管
线。自从 OpenGL 诞生以来，它的渲染管线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OpenGL 首先接收用户提供的几何数据（顶点和几何图元），并且将它输入到一系列
着 色 器 阶 段 中 进 行 处 理， 这 些 阶 段 包 括 顶 点 着 色、 细 分 着 色（它 本 身 包 含 两 个 着 色 器）
以及最后的几何着色，然后它将被送入光栅化单元（rasterizer）。光栅化单元负责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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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剪切区域（clipping region）内的图元生成片元数据，然后对每个生成的片元都执行一
个片元着色器。
顶点数据

顶点
着色器

细分控制
着色器

光栅化

细分计算
着色器

裁减和剪切

几何
着色器

图元设置

片元着色器

图 1-2

OpenGL 管线

正如你所了解的，对于 OpenGL 应用程序而言着色器扮演了一个最主要的角色。你可
以完全控制自己需要用到的着色器来实现自己所需的功能。我们不需要用到所有的着色阶
段，事实上，只有顶点着色器和片元着色器是必需的。细分和几何着色器是可选的步骤。
现在，我们将稍微深入到每个着色阶段当中，以了解更多的背景知识。可以理解，现
在的阶段多少会让人感到望而却步，但是请不要担心。通过对一些概念的进一步理解，你
将会很快习惯 OpenGL 的开发过程。

1.4.1

准备向 OpenGL 传输数据

OpenGL 需要将所有的数据都保存到缓存对象（buffer object）中，它相当于由 OpenGL
维护的一块内存区域。我们可以使用多种方式来创建这样的数据缓存，不过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使用例 1.1 中的 glNamedBufferStorage() 命令同时设置缓存的大小及内容。我们可能
还需要对缓存做一些额外的设置，相关的内容请参见第 3 章。

1.4.2

将数据传输到 OpenGL

当将缓存初始化完毕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调用 OpenGL 的一个绘制命令来请求渲染几
何图元，例 1.1 中的 glDrawArrays() 就是一个常用的绘制命令。
OpenGL 的绘制通常就是将顶点数据传输到 OpenGL 服务端。我们可以将一个顶点视为
一个需要统一处理的数据包。这个包中的数据可以是我们需要的任何数据（也就是说，我们
自己负责定义构成顶点的所有数据），通常其中几乎始终会包含位置数据。其他的数据可能
用来决定一个像素的最终颜色。
第 3 章会更详细地介绍绘制命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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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着色

对于绘制命令传输的每个顶点，OpenGL 都会调用一个顶点着色器来处理顶点相关的数
据。根据其他光栅化之前的着色器的活跃情况，顶点着色器可能会非常简单，例如，只是
将数据复制并传递到下一个着色阶段，这叫做传递着色器（pass-through shader）；它也可能
非常复杂，例如，执行大量的计算来得到顶点在屏幕上的位置（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用到变
换矩阵（transformation matrix）的概念，参见第 5 章），或者通过光照的计算（参见第 7 章）
来判断顶点的颜色，或者其他一些技法的实现。
通常来说，一个复杂的应用程序可能包含许多个顶点着色器，但是在同一时刻只能有
一个顶点着色器起作用。

1.4.4

细分着色

顶点着色器处理每个顶点的关联数据之后，如果同时激活了细分着色器（tessellation
shader），那么它将进一步处理这些数据。正如在第 9 章将会看到的，细分着色器会使用面
片（patch）来描述一个物体的形状，并且使用相对简单的面片几何体连接来完成细分的工
作，其结果是几何图元的数量增加，并且模型的外观会变得更为平顺。细分着色阶段会用
到两个着色器来分别管理面片数据并生成最终的形状。

1.4.5

几何着色

下一个着色阶段（几何着色）允许在光栅化之前对每个几何图元做更进一步的处理，例如
创建新的图元。这个着色阶段也是可选的，但是我们在第 10 章里会体会到它的强大之处。

1.4.6

图元装配

前面介绍的着色阶段所处理的都是顶点数据，此外，这些顶点构成几何图元的所有信
息也会被传递到 OpenGL 当中。图元装配阶段将这些顶点与相关的几何图元之间组织起来，
准备下一步的剪切和光栅化工作。

1.4.7

剪切

顶点可能会落在视口（viewport）之外（也就是我们可以进行绘制的窗口区域），此时
与顶点相关的图元会做出改动，以保证相关的像素不会在视口外绘制。这一过程叫做剪切
（clipping），它是由 OpenGL 自动完成的。

1.4.8

光栅化

剪切之后马上要执行的工作，就是将更新后的图元传递到光栅化（rasterizer）单元，生
成对应的片元。光栅化的工作是判断某一部分几何体（点、线或者三角形）所覆盖的屏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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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得到了屏幕空间信息以及输入的顶点数据之后，光栅化单元就可以直接对片元着色器
中的每个可变变量进行线性插值，然后将结果值传递给用户的片元着色器。我们可以将一
个片元视为一个“候选的像素”，也就是可以放置在帧缓存中的像素，但是它也可能被最终
剔除，不再更新对应的像素位置。之后的两个阶段将会执行片元的处理，即片元着色和逐
片元的操作。
注意

OpenGL 实现光栅化和数据插值的方法是与具体平台相关的。我们无法保证在不同
平台上的插值结果总是相同的。

光栅化意味着一个片元的生命伊始，而片元着色器中的计算过程本质上意味着计算这
个片元的最终颜色，它绝不等价于 OpenGL 对这个片元所执行的全部操作。

1.4.9

片元着色

最后一个可以通过编程控制屏幕上显示颜色的阶段叫做片元着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我们使用着色器来计算片元的最终颜色（尽管在下一个阶段（逐片元的操作）时可能还会
最终改变一次颜色）和它的深度值。片元着色器非常强大，在这里我们会使用纹理映射的
方式，对顶点处理阶段所计算的颜色值进行补充。如果我们觉得不应该继续绘制某个片元，
在片元着色器中还可以终止这个片元的处理，这一步叫做片元的丢弃（discard）。
如果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处理顶点的着色器和片元着色器之间的区别，可以用这种方
法来记忆：顶点着色（包括细分和几何着色）决定了一个图元应该位于屏幕的什么位置，而
片元着色使用这些信息来决定某个片元的颜色应该是什么。

1.4.10

逐片元的操作

除了我们在片元着色器里做的工作之外，片元操作的下一步就是最后的独立片元处
理过程。在这个阶段里会使用深度测试（depth test，或者通常也称作 z 缓存）和模板测试
（stencil test）的方式来决定一个片元是否是可见的。
如果一个片元成功地通过了所有激活的测试，那么它就可以被直接绘制到帧缓存中了，
它对应的像素的颜色值（也可能包括深度值）会被更新，如果开启了融混（blending）模式，
那么片元的颜色会与该像素当前的颜色相叠加，形成一个新的颜色值并写入帧缓存中。
从图 1-2 中可以看到，像素数据的传输也有一条路径。通常来说，像素数据来自图像文
件，尽管它也可能是 OpenGL 直接渲染的。像素数据通常保存在纹理贴图当中，通过纹理
映射的方式调用。在纹理阶段我们可以从一张或者多张纹理贴图中查找所需的数据值。我
们将在第 6 章了解有关纹理映射的内容。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 OpenGL 管线的基础知识，接下来回到例 1.1，用渲染管线的方式讲
解其中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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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程序：深入分析
现在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之前的第一个程序。

1.5.1

进入 main() 函数

为了了解示例程序从一开始是如何运行的，首先了解一下 main() 函数当中都发生了什
么。前面的 6 行使用 GLFW 设置和打开了一个渲染用的窗口。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
附录 A，这里只介绍每一行的执行结果。

第一个函数 glfwtInit() 负责初始化 GLFW 库。它会处理向程序输入的命令行参数，并
且移除其中与控制 GLFW 如何操作相关的部分（例如设置窗口的大小）。glfwtInit() 必须是
应用程序调用的第一个 GLFW 函数，它会负责设置其他 GLFW 例程所必需的数据结构。
glfwCreateWindow() 设置了程序所使用的窗口类型以及期望的窗口尺寸。如果我们不
想在这里设置一个固定值的话，也可以先查询显示设备的尺寸，然后根据计算机的屏幕大
小动态设置窗口的大小。
glfwCreateWindow() 还创建了一个与窗口关联的 OpenGL 设备环境。在使用环境之
前，我们必须设置它为当前环境。在一个程序中，我们可以设置多个设备环境以及多个窗
口，而用户指令只会传递到当前设备环境中 。

一

继续讨论这个例子，接下来会调用 gl3wInit() 函数，它属于我们用到的另一个辅助库
事实上，应用程序中的每个线程都会有一个对应的当前设备环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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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3W。GL3W 可以简化获取函数地址的过程，并且包含了可以跨平台使用的其他一些
OpenGL 编程方法。如果没有 GL3W，我们可能还需要执行相当多的工作才能够运行程序。
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使用 OpenGL 之前的全部设置工作。在马上要介绍的 init() 例
程中，我们将初始化 OpenGL 相关的所有数据，以便完成之后的渲染工作。
main() 函 数 中 调 用 的 最 后 一 个 指 令 是 一 个 无 限 执 行 的 循 环， 它 会 负 责 一 直 处 理
窗 口和操作系统的用户输入等操作。在循环中我们会判断是否需要关闭窗口（通过调用
glfwWindowShouldClose()）
，重绘它的内容，并且展现给最终用户（通过调用 glfwSwapBuffers()）
，
然后检查操作系统返回的任何信息（通过调用 glfwPollEvents()）。
如果我们认为需要关闭窗口，应用程序需要退出的话，会调用 glfwDestroyWindow()
来清理窗口，然后调用 glfwTerminate() 关闭 GLFW 库。

1.5.2

OpenGL 的初始化过程

下面将要讨论例 1.1 中的 init() 函数。首先再次列出与之相关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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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顶点数组对象
在 init() 中使用了不少函数和数据。在函数的起始部分，我们调用 glCreateVertexArrays()
分配了顶点数组对象（vertex-array object）。OpenGL 会因此分配一部分顶点数组对象的名称供我
们使用，在这里共有 NumVAOs 个对象，即这个全局变量所指代的数值。glCreateVertexArrays()
的第二个参数返回的是对象名的数组，也就是这里的 VAOs。
我们对 glCreateVertexArrays() 函数的完整解释如下：

void glCreateVertexArrays(GLsizei n, GLuint *arrays);
返回 n 个未使用的对象名到数组 arrays 中，用作顶点数组对象。返回的名字可以用
来分配更多的缓存对象，并且它们已经使用未初始化的顶点数组集合的默认状态进行了
数值的初始化。如果 n 是负数，产生 GL_INVALID_VALUE 错误。
我们会发现很多 OpenGL 命令都是 glCreate* 的形式，它们负责分配不同类型的 OpenGL
对象的名称。这里的名称类似 C 语言中的一个指针变量，我们可以分配内存对象并且用名称
引用它。当我们得到对象之后，可以将它绑定（bind）到 OpenGL 环境以便使用。在这个例子
中，我们通过 glBindVertexArray() 函数创建并且绑定了一个顶点数组对象。
void glBindVertexArray(GLuint array);
glBindVertexArray() 完成了两项工作。如果输入的变量 array 非 0，并且是 glCreateVertexArrays() 所返回的，那么会激活这个顶点数组对象，并且直接影响对象中所保存
的顶点数组状态。如果输入的变量 array 为 0，那么 OpenGL 将不再使用之前绑定的顶点
数组。
如 果 array 不 是 glCreateVertexArrays() 所 返 回 的 数 值， 或 者 它 已 经 被 glDeleteVertexArrays() 函数释放了，那么这里将产生一个 GL_INVALID_OPERATION 错误。
这个例子中，在生成一个顶点数组对象之后，就会使用 glBindVertexArray() 将它绑定
起来。在 OpenGL 中这样的对象绑定操作非常常见，但是我们可能无法立即了解它做了什
么。当我们绑定对象时（例如，用指定的对象名作为参数调用 glBind*()），OpenGL 内部会
将它作为当前对象，即所有后继的操作都会作用于这个被绑定的对象，例如，这里的顶点
数组对象的状态就会被后面执行的代码所改变。在第一次调用 glCreate*() 函数之后，新创
建的对象都会初始化为其默认状态，而我们通常需要一些额外的初始化工作来确保这个对
象可用。
绑定对象的过程有点类似设置铁路的道岔开关。一旦设置了开关，从这条线路通过的
所有列车都会驶向对应的轨道。如果我们将开关设置到另一个状态，那么所有之后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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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都会驶向另一条轨道。OpenGL 的对象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需
要绑定一个对象：创建对象并初始化它所对应的数据时；以及每次我们准备使用这个对象，
而它并不是当前绑定的对象时。我们会在 display() 例程中看到后一种情况，即在程序运行
过程中第二次调用 glBindVertexArray() 函数。
由于示例程序需要尽量短小，因此我们不打算做任何多余的操作。举例来说，在较大的程
序里当我们完成对顶点数组对象的操作之后，是可以调用 glDeleteVertexArrays() 将它释放的。
void glDeleteVertexArrays(GLsizei n, const GLuint *arrays);
删除 n 个在 arrays 中定义的顶点数组对象，这样所有的名称可以再次用作顶点数组。
如果绑定的顶点数组已经被删除，那么当前绑定的顶点数组对象被重设为 0（类似执行了
glBindBuffer() 函数，并且输入参数为 0），并且不再存在一个当前对象。在 arrays 当中
未使用的名称都会被释放，但是当前顶点数组的状态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最后，为了确保程序的完整性，我们可以调用 glIsVertexArray() 检查某个名称是否已
经被保留为一个顶点数组对象了。
GLboolean glIsVertexArray(GLuint array);
如果 array 是一个已经用 glCreateVertexArrays() 创建且没有被删除的顶点数组对象
的名称，那么返回 GL_TRUE。如果 array 为 0 或者不是任何顶点数组对象的名称，那么
返回 GL_FALSE。
对于 OpenGL 中其他类型的对象，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名为 glDelete* 和 glIs* 的例程。
分配缓存对象
顶点数组对象负责保存一系列顶点的数据。这些数据保存到缓存对象当中，并且由当
前绑定的顶点数组对象管理。我们只有一种顶点数组对象类型，但是却有很多种类型的
对象，并且其中一部分对象并不负责处理顶点数据。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缓存对象就是
OpenGL 服务端分配和管理的一块内存区域，并且几乎所有传入 OpenGL 的数据都是存储在
缓存对象当中的。
缓存对象的初始化过程与顶点数组对象的创建过程类似，不过需要有向缓存中添加数
据的一个过程。
首 先， 我 们 需 要 创 建 顶 点 缓 存 对 象 的 名 称。 我 们 调 用 的 还 是 glCreate* 形 式 的 函
数， 即 glCreateBuffers()。 在 这 个 例 子 中， 我 们 分 配 NumVBOs 个 对 象（VBO 即 Vertex

Buffer Object， 用 来 标 识 存 储 顶 点 数 据 的 缓 存 对 象） 到 数 组 buffers 当 中。 以 下 是
glCreateBuffers() 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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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glGenBuffers(GLsizei n, GLuint *buffers);
返回 n 个当前未使用的缓存对象名称，并保存到 buffers 数组中。返回到 buffers 中的
名称不一定是连续的整型数据。如果 n 是负数，那么产生 GL_INVALID_VALUE 错误。
这里返回的名称表示新创建的缓存对象，带有默认可用状态。
0 是一个保留的缓存对象名称，glCreateBuffers() 永远都不会返回这个值的缓存对象。
当 分 配 缓 存 之 后， 就 可 以 调 用 glBindBuffer() 来 绑 定 它 们 到 OpenGL 环 境 了。 由 于
OpenGL 中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缓存对象，因此绑定一个缓存时，需要指定它所对应的类
型。在这个例子中，由于是将顶点数据保存到缓存当中，因此使用 GL_ARRAY_BUFFER
类型。而绑定缓存的类型也称作绑定目标（binding target）。缓存对象的类型现在有很多种，
它们用于不同的 OpenGL 功能实现。本书后面的章节会分别讨论各种类型的对应操作。
glBindBuffer() 函数的详细介绍如下。
void glBindBuffer(GLenum target, GLuint buffer);
指 定 当 前 激 活 的 缓 存 对 象。target 必 须 设 置 为 以 下 类 型 中 的 一 个：GL_ARRAY_
BUFFER、GL_ATOMIC_COUNTER_BUFFER、GL_ELEMENT_ARRAY_BUFFER、GL_
PIXEL_PACK_BUFFER、GL_PIXEL_UNPACK_BUFFER、GL_COPY_READ_BUFFER、
GL_COPY_WRITE_BUFFER、GL_SHADER_STORAGE_BUFFER、GL_QUERY_RESULT_
BUFFER、GL_DRAW_INDIRECT_BUFFER、GL_TRANSFORM_FEEDBACK_BUFFER 和
GL_UNIFORM_BUFFER。buffer 设置的是要绑定的缓存对象名称。
glBindBuffer() 完成了两项工作：1）如果绑定到一个已经创建的缓存对象，那么它将
成为当前 target 中被激活的缓存对象。2）如果绑定的 buffer 值为 0，那么 OpenGL 将不
再对当前 target 使用任何缓存对象。
所有的缓存对象都可以使用 glDeleteBuffers() 直接释放。
void glDeleteBuffers(GLsizei n, const GLuint *buffers);
删除 n 个保存在 buffers 数组中的缓存对象。被释放的缓存对象可以重用（例如，使
用 glCreateBuffers()）。
如果删除的缓存对象已经被绑定，那么该对象的所有绑定将会重置为默认的缓存对
象，即相当于用 0 作为参数执行 glBindBuffer() 的结果。如果试图删除不存在的缓存对
象，或者缓存对象为 0，那么将忽略该操作（不会产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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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用 glIsBuffer() 来判断一个整数值是否是一个缓存对象的名称。
GLboolean glIsBuffer(GLuint buffer);
如果 buffer 是一个已经分配并且没有释放的缓存对象的名称，则返回 GL_TRUE。如
果 buffer 为 0 或者不是缓存对象的名称，则返回 GL_FALSE。
将数据载入缓存对象
初始化顶点缓存对象之后，我们需要让 OpenGL 分配缓存对象的空间并把顶点数据从对象
传输到缓存对象当中。这一步是通过 glNamedBufferStorage() 例程完成的，它主要有两个任
务：分配顶点数据所需的存储空间，然后将数据从应用程序的数组中拷贝到 OpenGL 服务端的
内存中。glNamedBufferStorage() 为一处缓存分配空间，并进行命名（缓存不需要被绑定）。
有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场景中多次应用 glNamedBufferStorage()，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深
入了解它的过程，尽管我们在这本书中还会多次遇到这个函数。首先，glNamedBufferStorage()
的详细定义介绍如下。
void glNamedBufferStorage(GLuint buffer, GLsizeiptr size, const void *data, GLbitf ield f lags);
在 OpenGL 服务端内存中分配 size 个存储单元（通常为 byte），用于存储数据或者索
引。glNamedBufferStorage() 作用于名为 buffer 的缓存区域。它不需要设置 target 参数。
size 表示存储数据的总数量。这个数值等于 data 中存储的元素的总数乘以单位元素
存储空间的结果。
data 要么是一个客户端内存的指针，以便初始化缓存对象，要么是 NULL。如果传
入的指针合法，那么将会有 size 大小的数据从客户端拷贝到服务端。如果传入 NULL，
那么将保留 size 大小的未初始化的数据，以备后用。
f lags 提供了缓存中存储的数据相关的用途信息。它是下面一系列标识量经过逻辑“与”
运算的总和：
GL_DYNAMIC_STORAGE_BIT、GL_MAP_READ_BIT、GL_MAP_WRITE_BIT、
GL_MAP_PERSISTENT_BIT、GL_MAP_COHERENT_BIT 和 GL_CLIENT_STORAGE_
BIT。我们会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依次予以介绍。
如果所需的 size 大小超过了服务端能够分配的额度，那么 glNamedBufferData() 将
产生一个 GL_OUT_OF_MEMORY 错误。如果 f lags 包含的不是可用的模式值，那么将
产生 GL_INVALID_VALUE 错误。
一下子理解这么多的内容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这些函数在后面的学习中会多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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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在本书的开始部分就详细地对它们做出讲解。
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直 接 调 用 了 glNamedBufferData()。 因 为 顶 点 数 据 就 保 存 在 一 个
vertices 数组当中。如果需要静态地从程序中加载顶点数据，那么我们可能需要从模型文件
中读取这些数值，或者通过某些算法来生成。由于我们的数据是顶点属性数据，因此设置
这个缓存的目标为 GL_ARRAY_BUFFER，即它的第一个参数。我们还需要指定内存分配
的大小（单位为 byte），因此直接使用 sizeof(vertices) 来完成计算。最后，我们需要

指定数据在 OpenGL 中使用的方式。我们可以简单地设置 f lags 为 0。至于 f lags 中可以使
用的其他标识量，我们会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进行介绍。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vertices 数组中的数值，就会发现它们在 x 和 y 方向都被限定在

[–1, 1] 的范围内。实际上，OpenGL 只能够绘制坐标空间内的几何体图元。而具有该范围限
制的坐标系统也称为规格化设备坐标系统（Normalized Device Coordinate，NDC）。这听起
来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限制，但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第 5 章会介绍将三维空间中的复杂物体
映射到规格化设备坐标系中的数学方法。在这个例子中直接使用 NDC 坐标，不过实际上我
们通常会使用一些更为复杂的坐标空间。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创建了一个顶点数组对象，并且将它传递到缓存对象中。下一
步，我们要设置程序中用到的着色器了。
初始化顶点与片元着色器
每一个 OpenGL 程序进行绘制的时候，都需要指定至少两个着色器：顶点着色器和片
元着色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通过一个辅助函数 LoadShaders() 来实现这个要求，它需
要输入一个 ShaderInfo 结构体数组（这个结构体的实现过程可以参见示例源代码的头文件
LoadShaders.h）。
对 于 OpenGL 程 序 员 而 言， 着 色 器 就 是 使 用 OpenGL 着 色 语 言（OpenGL Shading
Language，GLSL）编写的一个小型程序。GLSL 是构成所有 OpenGL 着色器的语言，它与
C++ 语言非常类似，尽管 GLSL 中的所有特性并不能用于 OpenGL 的每个着色阶段。我们
可以以字符串的形式传输 GLSL 着色器到 OpenGL。不过为了简化这个例子，并且让读者更
容易地使用着色器去进行开发，我们选择将着色器字符串的内容保存到文件中，并且使用
LoadShaders() 读取文件和创建 OpenGL 着色器程序。使用 OpenGL 着色器进行编程的具
体过程可以参见第 2 章的内容。
为了帮助读者尽快开始了解着色器的内容，我们并没有将所有相关的细节内容都立即
呈现出来。事实上，本书后面的内容都会与 GLSL 的具体实现相关，而现在，我们只需要
在例 1.2 中对顶点着色器的代码做一个深入了解。
例 1.2

triangles.cpp 对应的顶点着色器：triangles.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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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它的内容只有这么多。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传递着色器（pass-through
shader）的例子。它只负责将输入数据拷贝到输出数据中。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要展
开深入讨论。
第 一 行“ #version 450 core ” 指 定 了 我 们 所 用 的 OpenGL 着 色 语 言 的 版 本。 这 里 的
“450”表示我们准备使用 OpenGL 4.5 对应的 GLSL 语言。这里的命名规范是基于 OpenGL
3.3 版本的。在那之前的 OpenGL 版本中，版本号所用的数字是完全不一样的（详细介绍参
见第 2 章）。这里的“ core ”表示我们将使用 OpenGL 核心模式（core prof ile），它也是新的
应用程序应当采用的模式。每个着色器的第一行都应该设置“ #version ”，否则系统会假设
使用“110”版本，但是这与 OpenGL 核心模式并不兼容。我们在本书中只针对 330 版本及
以上的着色器以及它的特性进行讲解；如果这个版本号不是最新的版本，那么程序的可移
植性应该会更好，但是你将无法使用最新的系统特性。
下一步，我们分配了一个着色器变量。着色器变量是着色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所在。

data comes from; it merely sees its input variables populated with data
换句话说，着色器并不知道自己的数据从哪里来，它只是在每次运行时直接获取数据对应
every time it executes.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connect the shader plumbing (this is our term, but you’ll see why it makes sense) so that data in your
的输入变量。而我们必须自己完成着色管线的装配（在后面内容中你将了解它所表示的意
application can flow into and between the various OpenGL shader stages.

思），然后才可以将应用程序中的数据与不同的 OpenGL 着色阶段互相关联。

In our simple example, we have one input variable named vPosition,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只有一个名为 vPosition 的输入变量，它被声明为“ in ”。事
which you can determine by the ‘‘in’’ on its declaration line. In fact, there’s
a lot going on in this one line.
实上，就算是这一行也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layout(location = 0) in vec4 vPosition;

我们最好从右往左来解读这一行的信息。
It’s
easier to parse the line from right to left.
显而易见 vPosition
就是变量的名称。我们使用一个字符“
v ”作为这个顶点属性
•  vPosition
is, of course, the
name of the variable. We’ll use the
convention of prefixing a vertex attribute with the letter ‘‘v’’. So, in this
名称的前缀。这个变量所保存的是顶点的位置信息。
case, this variable will hold a vertex’s positional information.
•

 下一个字段是 vec4，也就是 vPosition 类型。在这里它是一个 GLSL 的四维浮点
Next, you see vec4, which is vPositions type. In this case, it’s a GLSL
4-component
vector
of floating-point values. There are many
data
数向量。GLSL
中有非常多的数据类型，这会在第
2 章里详细介绍。
types in GLSL, that we’ll discuss in Chapter 2.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我们在例 1.1 的程序中对每个顶点只设置了两个坐标值，但是在顶

You may have noticed that when we specified the data for each vertex
点着色器中却使用
vec4
来表达它。那么另外两个坐标值来自哪里？事实上
OpenGL 会
in
Example 1.1 we only
specified
two coordinates, but in our vertex
shader,
we
use
a
vec4.
Where
do
the
other
two
coordinates
come
用默认数值自动填充这些缺失的坐标值。而 vec4 的默认值为 (0.0, 0.0, 0.0, 1.0)，因此当
from? OpenGL will automatically fill in any missing coordinates with
x 和 The
y 坐标的时候，其他两个坐标值（z
仅指定了
和 w）将被自动指定为
0 和 1。
default
values.
default value for a vec4 is (0,0,0,1),
so if we only
specify
the
xand
y-coordinates,
the
other
values
(z
and
w),
are
 在类型之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in 字段，它指定了数据进入着色器的流向。正如你
assigned 0 and 1 respectively.
•

•

所见，这里还可以声明变量为 out。不过我们在这里暂时还不会用到它。

Preceding the type is the in we mentioned before, which specifies
最后的字段是
= If
0)，它也叫做布局限定符（layout
qualif ier），
 which
direction layout(location
data flows into the shader.
you’re wondering if there
might
be
an
out;
yes,
you’re
right.
We
don’t
show
that
here,
but
will
目的是为变量提供元数据（meta data）。我们可以使用布局限定符来设置很多不同的
soon.
Finally, the layout(location = 0) part is called a layout qualifier,
and provides meta-data for our variable declaration. There are many
options that can be set with a layout qualifier, some of which are
shader-stage specific.
In this case, we just set vPosition attribute location to zero. We’ll us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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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其中有些是与不同的着色阶段相关的。
在这里，设置 vPosition 的位置属性 location 为 0。这个设置与 init() 函数的最后两
行会共同起作用。
最后，在着色器的 main() 函数中实现它的主体部分。OpenGL 的所有着色器，无论是
处于哪个着色阶段，都会有一个 main() 函数。对于这个着色器而言，它所实现的就是将输
入的顶点位置复制到顶点着色器的指定输出位置 gl_Position 中。后文中我们将会了解
到 OpenGL 所提供的一些着色器变量，它们全部都是以 gl_ 作为前缀的。

与之类似，我们也需要一个片元着色器来配合顶点着色器的工作。例 1.3 所示就是片元

着色器的内容。
例 1.3

triangles.cpp 对应的片元着色器：triangles.frag

令人高兴的是，这里大部分的代码看起来很类似，虽然它们分别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
着色器类型。我们还是需要声明版本号、变量以及 main() 函数。这里存在着一些差异，但
是你依然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着色器的基本结构都是这样的。
片元着色器的重点内容如下：
 声明的变量名为 fColor。没错，它使用了 out 限定符！在这里，着色器将会把 fColor
对应的数值输出，而这也就是片元所对应的颜色值（因此这里用到了前缀字符“f”
）。
 与我们在顶点着色器中的输入类似，在输出变量 fColor 的声明之前也需要加上限定
符 layout (location = 0)。片元着色器可以设置多个输出值，而某个变量所对
应的输出结果就是通过 location 来设置的。虽然在这个着色器中我们只用到了一个输
出值，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给所有的输入和输出变量设置 location。
 设定片元的颜色。在这里，每个片元都会设置一个四维的向量。OpenGL 中的颜色是
通过 RGB 颜色空间来表示的，其中每个颜色分量（R 表示红色，G 表示绿色，B 表
示蓝色）的范围都是 [0, 1]。留心的读者在这里可能会问，“但是这是一个四维的向
量”。没错，OpenGL 实际上使用了 RGBA 颜色空间，其中第四个值并不是颜色值。
它叫做 alpha 值，专用于度量透明度。第 4 章将深入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在现在，我
们将它直接设置为 1.0，这表示片元的颜色是完全不透明的。
片元着色器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我们可以用它来实现非常多的算法和技巧。
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初始化的过程。init() 中最后的两个函数指定了顶点着色器的变量
与我们存储在缓存对象中数据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着色管线装配的过程，即将应

20

OpenGL 编程指南

用程序与着色器之间，以及不同着色阶段之间的数据通道连接起来。
为了输入顶点着色器的数据，也就是 OpenGL 将要处理的所有顶点数据，需要在着色
器中声明一个 in 变量，然后使用 glVertexAttribPointer() 将它关联到一个顶点属性数组。
void glVertexAttribPointer(GLuint index, GLint size, GLenum type, GLboolean normalized,
GLsizei stride, const GLvoid *pointer);
设 置 index（着 色 器 中 的 属 性 位 置） 位 置 对 应 的 数 据 值。pointer 表 示 缓 存 对 象 中，
从起始位置开始计算的数组数据的偏移值（假设起始地址为 0），使用基本的系统单位
（byte）。size 表示每个顶点需要更新的分量数目，可以是 1、2、3、4 或者 GL_BGRA。
type 指定了数组中每个元素的数据类型（GL_BYTE、GL_UNSIGNED_BYTE、GL_SHORT、
GL_UNSIGNED_SHORT、GL_INT、GL_UNSIGNED_INT、GL_FIXED、GL_HALF_FLOAT、
GL_FLOAT 或 GL_DOUBLE）。normalized 设置顶点数据在存储前是否需要进行归一化
（或者使用 glVertexAttribFourN*() 函数）。stride 是数组中每两个元素之间的大小偏移值
（byte）。如果 stride 为 0，那么数据应该紧密地封装在一起。
看起来我们有一大堆事情需要考虑，因为 glVertexAttribPointer() 其实是一个非常灵活
的命令。只要在内存中数据是规范组织的（保存在一个连续的数组中，不使用其他基于节点
的容器，比如链表），我们就可以使用 glVertexAttribPointer() 告诉 OpenGL 直接从内存中
获取数据。在例子中，vertices 里已经包含了我们所需的全部信息。表 1-2 所示为在这
个例子里 glVertexAttribPointer() 中各个参数的设置及其意义。
表 1-2
参数名称

判断 glVertexAttribPointer() 中参数的例子

数值

解释

index

0

这就是顶点着色器中输入变量的 location 值，也就是之前的 vPosition。
在着色器中这个值用来直接指定布局限位符，不过也可以用于着色
器编译后的判断

size

2

这就是数组中每个顶点的元素数目。vertices 中共有 NumVertices
个顶点，每个顶点有两个元素值

type

GL_FLOAT

normalized

GL_FALSE

这里设置为 GL_FALSE 的原因有两个：最重要的第一点是因为它
表示位置坐标值，因此可以是任何数值，不应当限制在 [-1, 1] 的归
一化范围内，第二点是因为它不是整型（GLint 或者 GLshort）

stride

0

数据在这里是“紧密封装”的，即每组数据值在内存中都是立即
与下一组数据值相衔接的，因此可以直接设置为 0

pointer

BUFFER_OFFSET(0)

这里设置为 0，因为数据是从缓存对象的第一个字节（地址为 0）
开始的

这个枚举量表示 GLf loat 类型

希望上面的参数解释能够帮助你判断自己的数据结构所对应的数值。在后文中我们还
会多次用到 glVertexAttribPointer() 来实现示例程序。

at the first byte (address zero) of our buffer
object.

Hopefully that explanation of how we arrived at the parameters will help
第 1 章 OpenGL 概述
you determine the necessary values for your own data structures. We will
have plenty more examples of using glVertexAttrib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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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additional technique we use is using our BUFFER_OFFSET macro in
这里我们还用到了一个技巧，就是用 glVertexAttribPointer() 中的 BUFFER_OFFSET
glVertexAttribPointer() to specify the offset. There’s nothing special about
宏来指定偏移量。这个宏的定义没有什么特别的，如下所示：
our macro; here’s its definition.
#define BUFFER_OFFSET(offset) ((void *)(offset))
While
there a long
history当中并不需要用到这个宏
of OpenGL lore on why one ，不过现在我们希望使用它来设置数
might do this,2 we
在以往版本的
OpenGL
use this macro to make the point that we’re specifying an offset into a
据在缓存对象中的偏移量，而不是像
的原型那样直接设置一个指向
buffer object, rather than a pointer toglVertexAttribPointer()
a block of memory as
glVertexAttribPointer()’s
prototype
would
suggest.
内存块的指针。
一

At
point,
we have one task left to do in init(), which is to enable our
在this
init()
中，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那就是启用顶点属性数组。我们通过调用
vertex-attribute array. We do this by calling glEnableVertexAttribArray()
glEnableVertexAttribArray()
来完成这项工作，同时将 glVertexAttribPointer() 初始化的属
and passing the index of the attribute array pointer we initialized by
calling
glVertexAttribPointer().
The glEnableVertexAttribArray()
full details for
性数组指针索引传入这个函数。有关
的详细解释如下所示。
glEnableVertexAttribArray() are provided below.

void glEnableVertexAttribArray(GLuint index);
void glDisableVertexAttribArray(GLuint index);
设 置 是 否 启 用 与 index 索 引 相 关 联 的 顶 点 数 组。index 必 须 是 一 个 介 于 0 到 GL_
2. In previous versions of OpenGL (prior to Version 3.1) vertex-attribute data was permitted to
-1 之间的值。
MAX_VERTEX_ATTRIBS
be stored in application memory, as compared to GPU buffer objects, so pointers made sense
in that respect.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使用 glVertexAttribPointer()
和 glEnableVertexAttribArray()
设置
Our First Program: A Detailed
Discussion
27
的状态是保存到在函数伊始就绑定好的顶点数组对象中的。而状态的改变是在绑定对象时私下
完成的。如果希望设置一个顶点数组对象，但是不要把它绑定到设备环境中，那么可以调用
glEnableVertexArrayAttrib()、glVertexArrayAttribFormat() 和 glVertexArrayVertexBuffers()，
也就是通过直接状态访问（direct state access）的模式来完成相同的操作。
现在，我们只需要完成绘制的工作即可。

1.5.3

第一次使用 OpenGL 进行渲染

在设置和初始化所有数据之后，渲染的工作（在这个例子中）就非常简单了。display()
函数只有 4 行代码，不过它所包含的内容在所有 OpenGL 程序中都会用到。下面我们先阅
读其中的代码。

在 OpenGL 的早期版本当中（3.1 版本之前），顶点属性数据可以直接保存在应用程序内存中，而不一定
是 GPU 的缓存对象，因此这个时候使用指针的形式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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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清除帧缓存的数据再进行渲染。清除的工作由 glClearBufferfv() 完成。
void glClearBufferfv(GLenum buffer, GLint drawbuffer, const GLf loat *value);
清 除 当 前 绘 制 帧 缓 存 中 的 指 定 缓 存 类 型， 清 除 结 果 为 value。 参 数 buffer 设 置 了
要 清 除 的 缓 存 类 型， 它 可 以 是 GL_COLOR、GL_DEPTH， 或 者 GL_STENCIL。 参 数
drawbuffer 设置了要清除的缓存索引。如果当前绑定的是默认帧缓存，或者 buffer 设置
为 GL_DEPTH 或 GL_STENCIL，那么 drawbuffer 必须是 0。否则它表示需要被清除的颜
色缓存的索引。
参数 value 是一个数组的指针，其中包含了一个或者四个浮点数，用来设置清除缓存
之后的颜色。如果 buffer 设置为 GL_COLOR，那么 value 必须是一个最少四个数值的数
组，以表示颜色值。如果 buffer 是 GL_DEPTH 或者 GL_STENCIL，那么 value 可以是一
个单独的浮点数，分别用来设置深度缓存或者模板缓存清除后的结果。
我们会在第 4 章中学习深度缓存（depth buffer）与模板缓存（stencil buffer）的内容，
当然还有对颜色缓存（color buffer）的深入探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颜色缓存清除为黑色。如果你想把视口中的画面清除为白色，可以
调用 glClearBufferfv() 并设置 value 为一个数组的指针，且这个数组的四个浮点数都是 1.0。
试一试

在 triangles.cpp 中修改 black 变量中的数值，观察颜色清除后的不同效果。

使用 OpenGL 进行绘制
例子中后面两行的工作是选择我们准备绘制的顶点数据，然后请求进行绘制。首先调
用 glBindVertexArray() 来选择作为顶点数据使用的顶点数组。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我们可
以用这个函数来切换程序中保存的多个顶点数据对象集合。
其次调用 glDrawArrays() 来实现顶点数据向 OpenGL 管线的传输。
void glDrawArrays(GLenum mode, GLint f irst, GLsizei count);
使用当前绑定的顶点数组元素来建立一系列的几何图元，起始位置为 f irst，而结
束位置为 f irst + count-1。mode 设置了构建图元的类型，它可以是 GL_POINTS、GL_
LINES、GL_LINE_STRIP、GL_LINE_LOOP、GL_TRIANGLES、GL_TRIANGLE_
STRIP、GL_TRIANGLE_FAN 和 GL_PATCHES 中的任意一种。
glDrawArrays() 函 数 可 以 被 认 为 是 更 复 杂 的 glDrawArraysInstancedBaseInstance()
函数的一个简化版本，后者包含了更多的参数。我们会在 3.4.2 节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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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 glVertexAttribPointer() 设置渲染模式为 GL_TRIANGLES，
起始位置位于缓存的 0 偏移位置，共渲染 NumVertices 个元素（这个例子中为 6 个），这

样就可以渲染出独立的三角形图元了。我们会在第 3 章详细介绍所有的图元形状。
试一试

修改 triangles.cpp 让它渲染一个不同类型的几何图元，例如 GL_POINTS 或者 GL_
LINES。你可以使用上文中列出的任何一种图元，但是有些的结果可能会比较奇怪，
此外 GL_PATCHES 类型是不会输出任何结果的，因为它是用于细分着色器的，参
见第 9 章的内容。

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已经绘制了一些内容。而这些框架性质的代码已经可以很好地维
护显示的结果了。
启用和禁用 OpenGL 的操作
在第一个例子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并没有用到，但是在后文中我们会反复用到它，
那就是对于 OpenGL 操作模式的启用和禁用。绝大多数的操作模式都可以通过 glEnable()
和 glDisable() 命令开启或者关闭。
void glEnable(GLenum capability);
void glDisable(GLenum capability);
glEnable() 会 开 启 一 个 模 式，glDisable() 会 关 闭 它。 有 很 多 枚 举 量 可 以 作 为 模 式
参数传入 glEnable() 和 glDisable()。例如 GL_DEPTH_TEST 可以用来开启或者关闭深
度测试；GL_BLEND 可以用来控制融合的操作，而 GL_RASTERIZER_DISCARD 用于
transform feedback 过程中的高级渲染控制。
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用 OpenGL 编写的库需要提供给其他程序员使用的时候，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判断是否开启某个特性，这时候可以使用 glIsEnabled() 来返回是否启用
指定模式的信息。
GLboolean glIsEnabled(GLenum capability);
根据是否启用当前指定的模式，返回 GL_TRUE 或者 GL_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