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atch + 3D design = 

Blockly3D

使用图形化编程进行3D创意

快速向导

https://www.ezaoyun.com:8282



知识准备

1. 空间坐标系 

2. 空间⼏何体及其参数 

3. 空间⼏何体的变换 

4. 计算机图形学的近似规则 

5. 布尔运算：差集和并集 

6. 顺序步骤、逻辑和循环等编程思维 
(适合⼩学4年级及以上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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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半径为5, 
⾼度为10的圆柱体 
⼏何中⼼坐标： 

(0, 0, 5)

你应该知道的基本概念和知识

O

O

1. 平⾯直⾓坐标系 O-xy, 以及点坐标 
平⾯上的点坐标由2个数值组成 

2. 空间直⾓坐标系 O-xyz，以及点坐标 
3D空间的点坐标由3个数值组成 

3. 空间⼏何实体的⻓宽⾼ 

4. 空间⼏何实体的中⼼ 

5. 基本空间⼏何体的参数 
(1) ⻓⽅体的三参数(⻓宽⾼) 
(2) 圆柱体的两参数(截⾯半径和⾼) 
(3) 圆环体的两参数(截⾯半径和环半径) 
(4) 球体的单参数(半径) 
(5) 圆台的三参数(顶和底⾯半径、⾼) 

6. 空间⼏何体的变换操作 
(1) 缩放(只改变⼏何体的⻓宽⾼) 
(2) 平移(只改变⼏何中⼼坐标) 
(3) 旋转(改变姿态和⼏何中⼼坐标) 
(4) 镜像(相对坐标平⾯的镜像位置)



计算机图形学的近似规则

1. 在计算机的⼆进制世界⾥，只能采⽤近似

的⽅法来描述连续的曲线和曲⾯ 
(众所周知的STL⽂件，就是⼀个3D模型的

三⾓⾯信息(顶点和法向量)组成的⽂件) 

2. 圆，计算机只能⽤凸正多边形近似地描绘! 
正多边形的边⻓越⼩越接近圆 
最粗糙的圆是采⽤正三⾓形近似的 
圆滑度，即近似圆的正多边形的边数

3D模型的参数化
1. 左图的4个⽰例中，我们通过修改“圆锥

体”的4个参数，得到不同的⼏何实体 
(1) 顶⾯半径为0，且圆滑度不⼩于12 
(2) 顶⾯半径为底⾯半径的⼀半 
(3) 圆滑度修改为4 
(4) 顶⾯半径为0，圆滑度为6

(圆锥体)

(圆台体)

(4棱台体)

(6棱锥体)



A-B = A B 

A+B = A B 

布尔运算: 差集和并集
1. 两个⾮空集合相减，A-B即 

从A中去掉A和B相交的部分 

2. 两个⾮空集合相加，A+B即 
A和B的并集

“红⾊⻓⽅体”同时减去

“灰⾊的和⿊⾊的⻓⽅体”

之后是⼀张桌⼦

布尔运算在3D建模中的应⽤用
1. 空间实体之间的组合，取他们的并集 

2. 空间实体和挖孔体之间的组合，取实体

减去挖孔体的差集。如构建桌⼦的程序



你已经掌握的基本技能和知识

1. 图形化编程的基本⽅法(拖放和拼积⽊) 

2. 编程的基本思维 
(1) 顺序步骤 
(2) 循环、嵌套循环 
      有限次⽆条件循环 
      以循环变量⾃增/⾃减的有限次循环 
(3) 逻辑⽐较、逻辑组合和逻辑分叉 
      等、⼤于、不⼤于的逻辑判断 
      与、或、⾮的逻辑运算和组合 
      if..else..以及逻辑嵌套 
(4) 变量和函数 

3. 编程学习让你掌握与计算机交流的能⼒，

你可以编写指令让计算机⾃动执⾏。 
Blockly3D能够让使⽤图形化编程的⽅法

编写3D创意的指令，然后由计算机⾃动

把你的创意变成3D模型。如果你愿意，

还可以使⽤3D打印机把创意造出来

控制类积⽊木块 
⽤用于编程的流程控制和逻辑判断

数学类积⽊木块 
⽤用于数值的四则运算、三⻆角函数等



认识Blockly3D

1. https://www.ezaoyun.com:8282 

2. Blockly3D软件界⾯ 

3. 3D创意的思维导图 

4. 基本⼏何体积⽊块的⽤法 

5. 空间变换积⽊块的⽤法



如何打开Blockly3D软件
1. 请使⽤Chrome、Safari或FireFox等打开 

https://www.ezaoyun.com:8282 

2. 或从易造云(https://www.ezaoyun.com)

主站打开链接，还可看到各种分享的设计

Blockly3D软件的功能分区

积⽊木块程序的编辑区 
(拖着积⽊木块移到垃圾桶或积⽊木抽屉区并放⼿手，可删除积⽊木块)

运⾏行行积⽊木块程序的按钮 
(根据程序⽣生成3D模型)

积⽊木 
抽屉 
(点开 
选择 
积⽊木)

打开云端或本地的设计⽂文件 将设计⽂文件保存到云端或本地 ⽤用户登录

清除设计 
按钮

3D设计(模型)预览区 
(按⿏鼠标左右键可旋转视图, 按中间键可拖动图纸)

返回默认缩放的按钮

放⼤大积⽊木块的按钮
缩⼩小积⽊木块的按钮

返回默认缩放的按钮

放⼤大视图的按钮
缩⼩小视图的按钮

⽹网格On/Off的按钮

https://www.ezaoyun.com:8282
https://www.ezaoyun.com


新的几何实体 

变形的几何实体 

缩放与近似

布尔差和并运算

变换和组合

参数化的3D模型 

结构与造型艺术

使⽤用图形化编程实现3D创意的思维导图

1. 虚拟装配指的是，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将

⼀堆零件装配成完整的作品。我们可以⽤

程序来描述各零件之间装配关系，即可实

现⾃动化的虚拟装配 

2. 如果你拥有很多种⼏何实体/挖孔，编写程

序让计算机对这些空间⼏何体做⼀些有创

意的缩放、平移、旋转和镜像变换，计算

机就能⾃动地输出创意的3D作品

使用图形化编程

设计3D实体/挖孔

的变换规则(即计

算机的设计指令),

由计算机自动产

生你的3D创意

空间几何实体 



“基本⼏几何体”积⽊木块的⽤用法

1. Blockly3D软件⺫前提供17种基本⼏何

体,包括⻓⽅体、球体(和椭球体)、圆柱

体、棱柱体(即圆柱体的低圆滑度近似体)、

圆锥体、棱锥体(即圆锥体的低圆滑度近

似体)、抛物⾯体、3D⽂字、圆环等 

2. 每种⼏何体都有两个造型属性选项参

数：颜⾊、实体or挖孔。  
合理地使⽤颜⾊属性将凸显你的3D创意 
实体or挖孔可定义被减数和减数(在布尔

运算中，A-B 不⼀定等于 B-A 

3. 每种⼏何体具有各⾃的⼏何属性参数，

如球体的半径和圆滑度。不同的⼏何体

拥有不同的⼏何参数。 
如果你不熟悉这17种⼏何体，Blockly3D

软件为你提供最快速的、最简单的可视

化效果去了解他们。尝试着修改他们的

⼏何参数，将会呈现不⼀样的效果



关于“创建实体xx”的积⽊木块

1. 如果你熟悉Scratch的图形化编程，你⼀

定知道“⼩绿旗”这个积⽊块的作⽤。

点击“⼩绿旗按钮”之后，凡是“⼩绿

旗”积⽊块下⽅的所有积⽊块指令都会

被顺序地执⾏ 

2. 在Blockly3D软件中也有⼀个类似“⼩绿

旗”的积⽊块，即“创建实体xx”的积

⽊块。点击“运⾏”按钮后，凡是在“创

建实体xx”的积⽊块之内的所有积⽊块

指令都会被顺序地执⾏。 

3. Blockly3D允许你使⽤多个“创建实体xx”

的积⽊块，⽽且他们会被同时执⾏ 

4. 与Scratch相⽐，Blockly3D软件为你提

供个性化的3D创意show，除了⾃定义的

“函数”和“创建实体xx”内部的积⽊

块之外都会被“灰化处理”，即不被执

⾏的积⽊块



“变换”积⽊木块的⽤用法

1. ⼏何体在3D空间的变换操作包括 
(1) 平移/偏移 (X: ?, Y: ?, Z: ? ) 
(2) 绕 (X/Y/Z) 轴旋转 (90) 度 
(3) 缩放⽐例 (X: ?, y: ?, Z: ?)  
(4) 以(X=0/Y=0/Z=0) 平⾯镜像变换 

2. 克隆⼏何体为(实体/挖孔)的操作包括 
(克隆只是针对上⾯最邻近的⼏何体有效)  
(1) 偏移 (X: ?, Y: ?, Z?) 
(2) 到坐标原点 
(3) 以 (X=0/Y=0/Z=0) 镜像 

3. 将模型颜⾊修改为 (从颜⾊选项表中选择)  
(渲染颜⾊只是针对上⾯最邻近的⼏何体) 

4. 组合以上所有模型 
限于⼀个“创建实体xx”积⽊块内部的且

该积⽊块以上的所有3D模型，计算机将

会⾃动执⾏“差”和“并”布尔运算



我们已经准备好从以下的案例例开始学习, 使⽤用图形化编程进⾏行行3D创意设计

https://www.ezaoyun.com:8282



使⽤用布尔运算(差集)设计⼀一个桌⼦子

A

A和B

A-B
A-B和C

A-B-C

B为挖孔体 C为挖孔体

1. 加⼊⼀个60x60x60的⻓⽅体, 定义为实体(A) 

2. 加⼊⼀个50x66x60的⻓⽅体，定义为挖孔体 (B) 
并平移到(0,0,-5) 

3. 加⼊⼀个66x50x60的⻓⽅体，定义为挖孔体 (C)  
并平移到(0,0,-5) 

4. 组合这些实体和挖孔体，得到(A-B-C)

思考和验证 

1. 请验证上述程序的执⾏结果 

2. 尝试将程序中两个66的尺⼨数值修改为60或更⼩，

并验证执⾏效果。并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3. 如果我们想要设计⼀个四腿的圆桌，如何实现？
本案例程序设计的链接：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0

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0


使⽤用并集(⼀一个桌⾯面和四条腿的组合)设计⼀一个桌⼦子

A

A和B

1. 加⼊⼀个60x60x5的⻓⽅体(薄板), 定义为实体(A) 

2. 加⼊⼀个5x5x60的⻓⽅体(⻓条)，定义为实体(B)  
并平移到(27.5, 27.5, 30) 

3. 第⼆步再重复3次，但平移的X和Y坐标的符号不同

思考和验证 

1. 为什么桌腿的平移变换X和Y坐标的绝对值是27.5? 

2. 请把四条腿的装配程序修改成循环4次的操作

B

平移B

前两步的操作再重复3次

本案例程序设计的链接：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8 

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8


使⽤用并集(圆柱体、棱柱体和棱锥体的组合)临摹⼀一⽀支铅笔

红色圆柱体(实体), R=5, H=6, 圆滑度=48, 并平移到(0, 0, 3)

金黄色圆柱体(实体), R=5, H=16, 圆滑度=48, 并平移到(0, 0, 12)

绿色圆柱体(实体), R=5.2, H=120, 圆滑度=6, 并平移到(0, 0, 78)

黄色圆锥体(实体), 下底面R=5.2, 上底面R=1, H=20,  
圆滑度=6, 并平移到(0, 0, 148)

黑色圆锥体(实体), 下底面R=1, 上底面R=0.2, 
H=6, 圆滑度=6, 并平移到(0, 0, 161)

最后添加上个性化文字

本案例程序设计的链接：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1

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1


使⽤用并集(⻓长⽅方体和圆柱体的组合)设计⼀一个创意云吊牌

思考和验证 

1. 你能给出“云计算”Logo的其他设计⽅法? 试⼀试 

2. 请设计⼏种不同的个性化吊牌

橙色长方体(实体), L=20, W=10, H=2

红色圆柱体(实体), R=5, H=2 
并平移到(-10, 0, 0)

绿色圆柱体(实体), R=7, H=2 
并平移到(10, 2, 0)

绿色圆柱体(实体), R=10, H=2 
并平移到(-1, 5, 0)

组合所有实体, 修改颜色为橙色

添加文字”HiiBot”(挖孔) 
并平移到(-8, -1, 1)

黑色圆柱体(挖孔), R=2, H=4 
并平移到(0, 10, 1)

本案例程序设计的链接：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2

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2


使⽤用并集(圆锥体、球体和星锥体的组合)设计⼀一枚创意⽕火箭

顶部:  
圆锥体(实体) 
顶面半径=0.2 
底面半径=0.67*R 
高度=0.25*H 
平移到(0, 0, H)

主舱:  
椭球体(实体) 
水平半径=R 
高=2*H 
平移到(0, 0, 0.5*H)

尾翼1:  
星锥体(实体) 
角数=6 
外半径=1.68*R 
内半径=0.58*R 
高度=0.6*H 
平移到(0, 0, 0.1*H)

尾翼2:  
星锥体(实体) 
角数=6 
外半径=1.68*R 
内半径=0.58*R 
高度=0.1*H 
绕Z轴旋转180度 
平移到(0, 0, 0.1*H)

尾部:  
圆锥体(实体) 
底面半径=0.5*R 
顶面半径=0.6*R 
高度=0.1*H 
绕Z轴旋转180度 
平移到(0, 0, 0.05*H)

个性化⽂文字:  
“HiiBot”(挖孔) 
字高=2.6 
字厚度=1 
绕Y轴旋转89度 
平移到(0.97R, -1.6, 0.66*H)

本案例程序设计的链接：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3

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3


四只脚:  
抛物面体(实体) 
半径=8，高=17, 水平圆滑度=8, 竖直圆滑度=6 
绕X轴旋转180度 
绕Y轴旋转-15度 
绕Z轴旋转45度 
平移(9.2, 20, 4) 
以X=0平面镜像克隆出另一只脚 
组合以上两个模型(并集) 
以Y=0平面镜像克隆出另外两只脚 
长方体(挖孔)将四只脚裁剪成平底，站得稳也便于3D打印

身体:  
球体(实体) 
圆滑度=16 
半径=25 
缩放(0.78, 1.66, 1) 
平移到(0, 0, 25)

使⽤用差集和并集⽅方法设计“⾦金金猪2019”的3D创意

脑袋:  
球体(实体) 
半径=18 
圆滑度=16 
平移到(0, -28, 25)

个性化⽂文字:  
“2019”(挖孔) 
字高=3 
厚度=3 
绕Y轴旋转180 
绕X轴旋转90 
绕Z轴旋转90 
平移到(-18.6, 10, 23)

⽿耳朵:  
半椭球体(实体) 
半径=5 
高度=15 
克隆半椭球体并偏移(0, -3, 0) 
组合两椭球体(差集) 
平移到(-15, -15, 50) 
绕Y轴旋转30度 
绕X轴旋转30度 
以X=0平面镜像克隆出另一只耳朵

眼睛:  
黑色球体(实体) 
半径=2 
圆滑度=12 
缩放(1, 0.7, 1) 
平移到(9, -40, 33) 
以X=0平面镜像克隆出另一只眼睛

嘴巴:  
圆锥体(实体) 
顶面半径=6，底面半径=9，高=10 
圆滑度=12 
圆柱体(挖孔) 
半径=2，高=6，圆滑度=12 
平移(3, 0, 2) 
以X=0平面镜像克隆出另一个圆柱体挖孔 
组合三个模型(差集) 
绕X轴旋转90度 
平移(0, -45, 25) 本案例程序设计的链接：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7

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7


使⽤用循环、函数及其调⽤用的⽅方法创建桌⼦子和多个凳⼦子

1桌4凳

1桌6凳

本案例程序设计的链接：https://www.ezaoyun.com/project/blockly3D_detail/65



欢迎访问易易造云 
https://www.ezaoyun.com 

⽆无需安装任何软件即可开启创意之旅 

孩宝官⽹网 
http://www.hibottoy.com 

免费咨询热线：400-666-8152 
杭州乐伴科技有限公司

易造云 
https://www.ezaoyun.com

设计和分享、存储
切片和共享打印

编程圆橙盒和蓝盒

https://www.ezaoyun.com
http://www.hibott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