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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er-CN
  新手进阶向基础操作说明

整理发布： SEN 鱼片

    本文章内容来自于 blenderCN- 黑马赛克的视频内容的二次整理，

是对 BLENDER 内软件的基础工具和功能的进阶应用。适合对操作

有基础理解的新手，进一步的理解 BLENDER 内的工具功能 , 拓宽

建模思路。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联络我的 B 站 ID ： sen 鱼片

没 san 值 (UID ： 246843) 私信或者留言。



  

Blender 工作模板多样、窗口搭配自由、功能全面且插件丰富。
不管是纯粹的 3D 工作或者 2D 工作流程都能在这个强大的软件
里各取所需。开始前，我们先进行一下准备工作。

顶部菜单栏→编辑→设置 （打开设置）

默认情况下 GIMZMO SIZE 有些大。

进行点线面的选择的时候，有时会妨碍选择。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到合适的大小。

（右二图为 75PX 和 35PX 下移动工具图标的大小对
比。）



  

而 Look Dev Spheres Size 则可以调整顶边栏 shading 选项卡中环
境球和材质球的大小。

切换到这个选项卡，调整 Look Dev Spheres size 的数值。

400PX 就显示非常巨大的环境球和材质球。

准备完成，开始讲解关于“选择功能”的内容。



  

Shift+A 新建一个平面， TAB 键进入编辑模式。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细分。切割次数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数值。
如果觉得不够可以 Shift+R （重复上一步操作）再细分一次。

小贴士：可以按F9键打开工具的属性菜单。和右下角的是同样
的功能和属性。（可以在视图→调整上一步操作，中取消左下角
的显示。直接用 F9键呼出菜单。）

我们得到了一个带有大量顶点的平面。
作为我们讲解选择工具的一个示范对象。

W键连续按，可以来回切换选择工具的四种模式。
（新人很容易切换错模式导致无法选择或者其他的误操作。
建议切换的时候注意下右上角工具栏的图标状态。 )

1框选工具
按 B 键则可以快速唤起框选工具。
Shift 增加选区
Ctrl  减少选区
Ctrl+Shift 则是选择相交
不管是物体模式还是编辑模式下。
都是很常用的选择工具。



  

2刷选工具
按W键切换。

按住左键 的同时可以拨动中键滚轮扩大刷选范围。

Ctrl  减少选区。

3 套索工具
Shift 增加选区
Ctrl  减少选区
Ctrl+Shift 则是选择相交
与框选工具的选择模式相同。



  

4 选择工具
Shift 增加选区
Ctrl /Ctrl+Shift 则拾取最短路径。
与框选工具的选择模式相同。

点模式下 Ctrl与 Ctrl+Shift拾取最短路径的区别。

CtrlCtrl  Ctrl+ShiftCtrl+Shift

5 间隔式弃选



  

（可以做出一些有趣的选择状态，点线面三个模式都不太一样。）

间隔性弃选与球形化 (Alt+Shit+s)组合做出来的花砖。



  

6 选择区域轮廓线与标记缝合边

标记缝合边不会像锐边或倒角边一样产生
显示上的影响，可以利用他的这种特性进
行分区。

活用两个功能制作选区蒙版。

小贴士： Ctrl+V/E/F
可以分别唤出编辑模式下

点 /线 /面的三个菜单栏，
方便查找和使用功能。



  

1

2

3

将选区划分为3个区域，
鼠标移动到相应区域，
按 L键或者Ctrl+L键选择
相连元素中勾选缝合边，
即可按区域选择选区。

可以将模型的布线分区，从而
区分贴图、纹理、材质的变换。
也可以用于雕刻物体基的础型
的卡边。是应用范围很广的一
个选择小技巧。



  

A 键全选平面， Ctrl+E唤出

边模式的编辑菜单，

选择反细分，将迭代改成奇数。
细分网格就会差分为斜向模式。

7循环边与并排边
按住 Alt键再点选的话就能选择循环。
按住 Ctrl+Alt键点选的话则能选择并排边。

Alt                                                                    Alt                                                                    Ctrl+AltCtrl+Alt



  

● Step1：选择一个面，隔一定的间隔，按住 shift再选择一个面。
● Step2：Ctrl+Shift+数字键盘 +号键，就可以按规律选择下去。
● Step3：选择菜单栏→选择循环→并排边。
这时候再使用Ctrl+B倒角工具就可以做出如下的效果。
再配合E/Alt+E键的挤出工具的话，可以做机械表面排气孔。



  

间隔选择也可以用在非平面上。
如图可用在柱体上，
配合 S 键缩放工具。 F键面填充工具。
Ctrl+T 面三角化工具， Alt+J三角面＞四边面工具。
可以得到很有趣的基础形状。
封面实例是这种基础变换操作得来。



  

8扩展/缩减选区&选择活动项同侧& 镜像选择

ctrl+ 数字键盘 +号键
ctrl+ 数字键盘 -号键
可以扩大或者缩小选区。



  

该项选择需要一个活动顶点（最后选择的点）为活
动项选择。

Shift+Ctrl+M 镜像选择。选择镜像方向对应的网格元素。



  

9选择相似

选择相似是非常强大，组合非常多，
用途很广泛的一个操作。

新建一个棱角球。选择一个
五边面中心的点。

Shift+G 呼出选择相似菜
单。选择相邻面的数量。 



  

ctrl+ 数字键盘 +号键扩展选区
就可以选中所有的五边面。

小贴士： Ctrl+G指定到顶点
组。这样我们就把全部的五边
面打组了。就算全部取消选
择，只要再选到任何一个顶点
组内的点， Shift+G 选择顶点
组，就可以重新选回全部的五
边面。

是标记缝合边之外，另外一种

蒙版遮罩的方式。

打组成功后会有顶点组的标志。

点 /线 /面三种模式下，其选择门类也不尽相同。

注意模式，可以产生十分丰富的选择变化。



  

小贴士 :菜单栏显示的操作和功能会因为点 /线 /
面编辑模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导致功能显示不
全，所以建议善用搜索功能（ F3或空格键可以唤
出此菜单）。

继续我们棱角球的建模。
● Step1:F键填充面、数字键3切换到面模式。
● Step2:I 键挤出，拖动鼠标的时候按下Ctrl键，向内插入面。



  

● Step3 ： Shift+G 选择相似元素、类型*Area 、注意阈值。
● Step4 ： Ctrl+B 倒角工具，滚动中键滚轮多卡几层边。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程序化感觉的基础型。

Step5 ：再次 Shift+G 选择相似元素、类型*Area 、一
定注意调整阈值来调整识别的精度。



  

Step6 ： Alt+E 或者 Ctrl+F 沿法向挤出面。取消选择
后，选择任意一个挤出后的三面柱体。重复 STEP5 。

然后鼠标右键→细分，增加三面柱体的面数。



  

Step8 ： S 键选择缩放工具逗号键或顶部菜单栏选择法向，句号
键选择各自的圆心。（或顶边栏鼠标选择后再按 S 键缩放）再
按下 Shift +Z （排除 Z轴只变换 X 、 Y轴）。将三角面尽量缩
小。

Step7 ： Shift+G 选择相似元素、
类型*Area 、调整阈值后选择
全部的三角柱体的顶面， F 填充面。

小贴士：可按数字键盘右下角
的 .DEL 键放大显示所选区域。
在细分过多或细节量太大需要足够
放大观察时，十分有用。



  

Step9：字母 O键打开衰减编辑。 R键旋转工具，按 Z键锁定 Z轴旋

转。鼠标中键滚轮大小调整衰减编辑范围。

然后 Alt+M 选择 By distance 移除重叠点。使尖端尖锐的效果更好。

Step10 ：然后我们得到了一颗很前卫的海胆。
TAB 键退出编辑模式，进入物体模式， Ctrl+2给它一个细分。



  

还莫名某种克总眷族的海胆的感觉。
结合基础操作就可以做一些很酷炫，分形感很强，很程序化建
模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第三颗海胆，并不是前面流程图里那个，因为打雷把海
胆劈没了 emmmm总之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请看文章的同学参
考一下流程就好，参考流程就好。）

下面的是我做的一些实例。放一些思路。



  



  

根据选择的方向不同可以得到不同的镂空效果。

倒⻆后切换到⾯模式 Ctrl+I

反 选 X 键删除⾯。

然后添加实体修改器。



  仅仅只是一些基础的选择模式的变化组合，就可以做出非常
丰富的图形了。希望看了这篇文章的小伙伴也能试一试。
以及感谢阅读~





先把需要绑定的模
型放在世界原点。

ctrl+A应用下位置，
使模型质心归位到世界原点，
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搭建骨
骼了。



Shift+a 创 建
单段骨骼，选中骨骼
进入编辑模式。

这段骨骼当脊椎骨
上移骨骼后被模型覆盖住了，这

样不方便操纵

在骨架参数面板中将 in Frint勾上就
能透过模型显示骨骼了



切换到侧视图（2.8 快捷
键：alt+ 鼠标中键）

选中尾部小球按 E挤出

看你需要多少根骨头，继
续挤出调整好位置

切回正视图



选择骨骼底部小球按 e+z沿 z
轴挤出一段骨骼，或者新建一个。

选中新挤出的骨骼，移动到左腿位
置（随便先搭建哪边都行）

切换到侧视图继续挤出，可以参考显示中人体的骨骼对好位置，

这里注意的是这个关节需要向前弯曲点，这样添加 ik时候软件才能识别骨骼运动的正
确方向。（大家可以试下一条直直的骨头搭建绑定好 ik 之后是啥效果）



继续挤出脚掌骨骼 回到正视图，选中全部的腿部骨骼，移动
对好位置后，腿部骨骼基本搭建完成。



依然从这来一根，shift+a创建一根
也行

这里放在右边手臂吧，因为我这个模型右边才分得清手关节
在哪



这里依然和腿部一样，向后拐一点，

手掌就这样（下次再更新更加详细进阶）



头部挤出挤出脖子部分
和头部对好位置。

下面是眼球骨骼。

这里我是先把眼球分离



把眼球原点归位到多边形中心（如果和我一样是使用了右键
选择的操作方式，在视图中右键就会有物体原点设置的菜单）

再把游标吸附到眼球中心用于定位
(SHIFT+S)



游标吸附好之后创建一根新
骨骼

旋转90°

再把骨头吸附
到游标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眼球的原
点位置），这样骨
骼旋转时候就是带
着眼球围绕中心旋
转了



调整下这个骨骼的长度 另一只眼睛可以复制另一个的骨骼然
后定位下游标，再吸附到游标。

接下来依次选择腿和尾椎这两个骨骼

Ctrl+p
绑定好父子关
系（这是在骨
骼的编辑模式
下完成）



手部也是一样。接下来就是镜像下骨骼就好了 . 全部选中

这里直接对称是没
用的，



需要先命名下才行

再对称就没问题了

腿部也是一样。



接下来创建 ik 控制骨

选中这两个小球挤出

挤出后选中它们按 y分离它们与整个骨架的连接。



（这里只是展示下分离的效果，分离之后不要移动这两个骨
骼的位置）

腿部 ik 控制骨也是和手部的一样

到这 , 一个简单的人体
骨架就搭建完毕了，接下来
就是绑定控制器。



控制器的驱动需要进入姿态模式。先绑定手部的 ik



依次选择，先选 ik 骨骼控制器 , 后选需要添加 ik那段骨骼的尾部
的骨头 .

之后就可以直接按 shift+i直接创建 ik 约束。

（但是，，，我想你们了解的更透彻些，所以我们不用快捷键的方法）



选中需要添加
ik 约束骨骼的尾
部那根。

在约束器面板中添加
反向动力学

注意图标是这个，中间有个小骨头的菜单中，不是上
边那个。



控制器首先就是两个参数需要设置，

点开后，整个场景中的
物体都有，你们肯定不知道
啥意思。
这里目标参数中需要选

择的物体，就是你想要哪个
物体当 ik 控制柄就把哪个物
体选到这里边，

我这就选个个立方体做
示范。



所以不一定非要骨骼当控制器（但我们还是推荐用骨头当控制器）

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当你想回到初始状态时，alt+g复位操作之后它不会回到你
想要的位置。“这里整个骨架都被方块影响了（解决方法在下面）”



会直接回到世界原点，因为这个立方体的原始位置就在世界原点，而不是你绑定 ik 的地
方，所以 alt+g会回到世界原点。

当你拿其它物体当控
制器的时候就要需要先这
样操作一下就不会出现上
面的问题了。

这是没有应用之前。

应用之后当前物体所
在位置就是原始的位置
了，就不会出现 alt+g
回到世界原点的情况，
而是回到应用变化操作
时候所在的位置。

还有一点就是，其它物体当控制
器的时候，物体原点必须在创建 ik 骨
骼的原点上。



现在做个错误的示范

不在 ik 骨的原点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骨头被吸附到 ik 控制器所在的位
置（当然如果你偏要为难自己这样也行）



好，接下来继续说将骨头当控制器

这样的话这里就是选择
骨架了，因为你是要拿当前
骨架中的骨头当控制器，所
以当然是选骨架。

多了个参数不用懵逼，
多出来的参数也是和上面一
样，让你选择当控制器的骨
骼。（你肯定不能拿整个骨
架当控制器对吧，所以多出
一个参数来让你具体到哪个
骨头当控制器）



这里先把骨骼显示名称打开。

可以看到我们要当
控制器的骨骼名字是
Bone.008L.001.

这里直接打 008 搜
所出来然后选择就好了。



这样就创建好了。
接下来说不让控制器影响整个骨架的解决方法。

回到这，这里有个链长的参数。
这个参数的意思就是让你告诉软件 ik 要控制（影响）多少个骨头，



我们这里要控制的只有两个

那我们链长设置为 2 就
行了

设置好之后完全没得问题。



其它 ik 和上面一样设
置。

回到编辑模式



关节处挤出两段骨骼当极向量约束器（就是告诉软件胳膊肘子要往哪拐的东西）



选中 Y键分离，这里就要往后移了（肘子往哪拐就往哪移）

腿子也一样。



进入姿态模式，选中 i 添加了 ik 约束的骨头进入到约束器面板。

这里和上面一样的原因。



一样，输入搜索选择

完了，问题又来了。



这里勾上就好。



绑定好后，你胳膊肘子想怎么拐就怎么拐。

同样可以用别的物体，
绑定之前这上面小方块一样
操作后再绑定，但是如果你
选定用骨骼当控制器就统一
用骨骼，其它物体当就全部
使用其它物体，不要混用。



脚部一样，这里添加后腿部直接扭了，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调节这个角度就好了，这个参数一般都是 45°相加或减的角度来校正。

好，极向量也设置完毕。



接下来说下怎么让脚部能
方便的做踮脚等动作

回到编辑模式，挤出这四个，y
分离。

依次绑定好父子关系。



给这两根骨骼设定 ik，我们只要控制一根骨头，所以链长设置为 1就行。

后边一个和前面的一样。

这样就能方便的踮脚了，也不会出现纯 ik 移动时会跟着动的情况。



这里我们还需要添加一
个骨头来带动整个脚的移动。

回到编辑模式复制或者
新建一个放在脚底板，同样
需要 y分离出来。



和脚尖上的骨头创建好父子关系。



这样就好了。

另一边一样的方法

接下来眼睛

复制出来两根，y分离。



回到姿态模式，添加标准跟随。

这里和上面说的反向动力学是一样的，先选骨架，再具体到骨骼。



另一只眼睛一样的操作。

这样眼球绑定后就能跟着转了。
这样两个眼球都是单独控制肯定不好，因为一般眼球都是同时转同一个方

向的。



回到编辑模式，所以我们还要添加一个骨骼来当控制眼球朝向的骨头的爸爸。

设置好父级。

这样就能一起转了。



头部的话，我就不说了，都是上面所说的知识点。最后极向量也要到编辑模式中绑好父
子关系，也自己摸索摸索应该怎么处理吧。
PS：自己摸索出来印象才更深，比跟这步骤做理解的更透彻。并不是我懒得打字 ~，下

面放两张头部的关系图



（实在摸索不来的话那就来 B站求助下吧）
下期说蒙皮权重。



Blender3D 模型库（www.blender-3d.cn）
是一个主要以 blender这一开源软件为基础的模型与素材分享交

流网站平台，网站在 blender 这一开源免费 3d 设计软件的基础上，
帮助国内设计狮展示自己作品，分享学习过程和经验，同时也通过作
品共享获得收入，实现共赢，网站定位与BlenderCN中国社区互补，
立志于帮助更多人认识、熟悉和使用 blender，促进国内 3D 设计行
业更快更好发展。网站目前以 blender3d 模型下载、纹理材质下载、
插件下载等为主要服务内容，以“共享创造价值”为理念，以“尊重
原创”为准则。满足用户不同的建模需求是我们的追求，成为网友友
学习交流、提升设计水平的家园。



blender 模型专区
模型展示栏目，同时也是网站主要服务内容。会员上传和分享的

各类模型在此栏目展示，在遵守版权许可协议的前提下，模型可以由
其他会员无偿或有偿下载使用。每个模型页面有留言功能，方便会员
之间进行交流和提升。



blender 插件专区
玩转 blender 怎么可能少得了插件，同模型专区一样，会员分享

的各式插件都在此栏目进行展示和分享，大量的插件不仅填补了软
件功能上的不足，同时使 blender 的性能相比其他软件不遑多让，
blender 在手，天下我有。



材质纹理专区
模型如果没有材质纹理，就如同豪华别墅没有装修，在设计者眼

中也是暴殄天物。材质纹理栏目，提供各类别材质纹理和贴图等素材，
进行创作不必再为“包装”而烦恼，为大家设计作品锦上添花。



资讯动态专区
斑斓杂志更新了？ blender 又有新功能加进来了？ blender 又获

得了设计大奖？反正有啥大事发生，都会第一时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及时获取 blender 新动态，学习新知识，一定要常在这里看看。



结尾站长的话：
网站初创，各方面逐渐完善当中，以后会越来越好，希望大家一

起努力，共同呵护，一起成长。

Blender3D模型库将一直致力为设计师和泛办公人群提供高品质、
多品类、快更新的创意作品服务。未来，Blender3D 模型库的服务内
容也会在设计场景基础上不断向专业场景延伸，提高用户的设计&办
公效率。



5 个必须知道的

凹凸·法线贴图的小技巧
（blender2.8）

如果你刚接触到 bender 中的烘焙过程，请参阅文章的结尾（问题 5！）有关从材质和
其他对象生成简单法线 /凹凸贴图的方法。
嗨，凹凸贴图制作本身可以说是一格曲折的过程，啥是法线贴图？谁能说明白法线是个

啥子类？事实上，一个数学家可能很容易告诉我们什么是法线，但是！重点是从一个艺术家
的角度看，学习法线是一个曲折蜿蜒倒霉的过程。
注意啊！学习法线不要觉得太简单了，凹凸 /法线贴图的容易犯错的地方在于，我们不

会像彩色纹理那样直接看到它们，相反，我们会更多地看到从物体表面反射的光是如何因它
们而发生变化的效果。

这代表着，凹凸 /法线贴图问题可以显而易见的解决，问题在于如何修复完整法线
效果。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我们将把这些问题详细的并且认真的检查解析。



目录
问题 1–默认图像设置

问题 2–多个菜单中的颜色空间

问题 3–文件类型

问题 4–法线中超边界锐化锯齿波

问题 5a– 从材质烘焙

问题 5b– 从对象烘焙

问题 1：默认图像设置（即 8位图像）不适合法线 /凹凸图像
下面是我们默认的新图像设置，请注意，未选中的 32 位浮点复选框意味着我们的新

图像将是 8位。

如果我们保持原样，用这个默认的较低的位深度烘焙，我们会遇
到这样的问题…



注意到中间立方体奇怪的漩
涡状矩形纹路了吗？这些人为
硬边锯齿波没有出现在 - 没有
法线贴图（上图）或高分辨率
网格（用于烘焙（下图）的法
线上。

下面是另一个在简单平面上
使用 8位凹凸贴图的示例…



黑白图是我们用作材质显示中平面凹凸贴图的纹理。

我们再次可以看到“锯齿波”。
我们在这里会有很多关于纹理的疑问，虽然看到物体是如何干净，光滑，定义和光泽，

但是，实际上你的材质相当粗糙 /劣质。我们可以在法线贴图上隐藏这些人为造成的锯齿波
问题…



上面是和之前相同的立方体（原来有锯齿波的那个），为
了保证显示正确，我们使用了较低的 0.05 的粗糙度数值，而不
是早先的 0.4 的粗糙度数值，这样只能解决一定的问题。

因此，为了保证法线贴图使用正确，请确保我们为 bump/
normal 映射启用了 32 位浮点复选框

现在我们有了深度图了，让我们继续……

问题 2：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编辑器中设置不同的“颜色空间”，以确
保正确（同样，这里的默认设置对我们没有帮助）。

在下一张图片中，您将看到两个编辑器相互重叠。

在上面，我们在“材质编辑器”（Shader Editor）中选择了图像节点，

在“图像编辑器”（Image Editor）中使用的“法线贴图”（Normal Map）纹理
下方选择了图像节点。

这就是之前立方体用来显示 8 位纹理问题的方法。



注意，在每一个编辑器中，我们都打开了属性面板（用N键切换），红色线条区域显
示的是我们可以设置图像的“颜色空间”。
自问下，设置后会不会自动变换到材质变化上？答案是——不！所以我们需要记住这里

需要的色彩空间为“非颜色”数据（non-color）。



8 位色深

对于 8位图像，Blender 会默认颜色空间为“sRGB”。这意味着图像不只是作为数据
来处理，所以我们需要抵消这一特点。幸运的是，这很容易做到，因为在图像编辑器中，我
们有一个下拉菜单，可以设置为“非色彩数据”。

如果我们将图像节点设置为“颜色”而不是“非色彩数据”，那么肯定不会像上
面图像中 A图片所示那样看起来正确。

A



需要牢记的一点是，为了使法线贴图正确表现，我们需要在“材质编辑器”（Shader 
Editor）中明确地告诉 Blender，不应将此图像视为典型的颜色图像。无论红色、绿色和蓝
色通道中存储的值是什么，都已（通过 sRGB 配置文件）更改为我们不想要的值。

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要修改它们？好吧，这基本上是因为它使纹理更适合显示器，对人
眼来说更直观。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虽然这种纹理不会被人眼直接看到，但这是为了改变法线，所以我
们想要改变颜色空间的变化。图像节点上的“非色彩数据”选项就是做这个用的！

专业化提示！
如果我们自己想手动控制，我们可以简单地添加 gamma 节

点将数值修改为 0.454（线性到 srgb）或 2.2（srgb 到线性），
而不是切换“非色彩数据”设置。

注意，图像节点设置为“颜色”，但在视图中看起来仍然正确。

最后一个注意事项
如果将图像编辑器中的颜色空间从 sRGB切换到“非色彩数据”，则会出现这

种情况。然后，您可能会发现，在“材质编辑器”（Shader Editor）中切换图像节点上的
“颜色 / 非颜色”（Color/Non-Color）切换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如果这不是一个
bug，可不可以叫该选项变灰，表明它在这种情况没有非色彩数据的使用可能呢？这有助于
图片属性不至于误操作）



32 位色深
这里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可能有一些状况最终会被开发人员改变，或者可能在当前的2.80

测试版中存在一些 bug。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面的内容应该是处理 32 位图像以获得所需内
容的最方便和一致的方法。

对于32位浮点图像，Blender可能会将颜色空间默认为“linear”，而不是“srgb”。
使用线性颜色空间当然是很好，但是正如我提到的，有一些 bug 潜伏着，我有时会让它翻
转颜色，这时不要将图像节点设置为“颜色”，而是需要将其设置为“非色彩数据”。
非颜色空间是作用于纹理的，比如法线 /凹凸贴图，明白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深入学习了 ~
注意：如果我们在一个编辑器中更改颜色空间，它将同步在另一个编辑器中。

对32位使用非颜色空间，可能会发现图像节点的非颜色/颜色切换可能不会产生变化。



请记住，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想手动控制图像，我们可以简单地将 gamma数值调节到
2.2（srgb 到 linear）或 0.454（linear 到 srgb），而不是将图像节点从“颜色”切换到“非
色彩数据”。
实际上，当我们将图像编辑器中的颜色空间设置为“非颜色”后，图像节点上的“颜色

/非颜色”下拉列表实际上不会执行任何操作。再一次怀疑这个 bug 随时都可能被修正。



问题3：哪种文件格式/设置最适合用于保存外部凹凸/法线贴图？

如我们所知，为了获得理想的纹理，我们需要完整的位深度。但是，我们可以保存哪些
图像，并希望保持所有数据的良好状态？

在我们生成了法线贴图之后，从图像编辑器中，我们将要执行图像>保存副本…（不
要使用“另存为”，因为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文件类型，就无法更改修正！）

这将向我们展示所有的文件类型…

注意，默认设置为“rgb”，我们将使用此设置进行保存，如
果我们还想保存 alpha 通道，则需要使用“rgba”，在示例中
我们没有透明的问题所以没有选择 rgba。

值得注意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32 位法线贴图看起来比我们使用的标准图像就是 8 位
色深的图像看起来更灰白一些，强度感觉更弱一些。如果能像我们用 8 位图像那样用更典型
的深色来观察它，那就太好了 ~

总之，我们将图像本身设置为非颜色，并将在“材质编辑器”（Shader Editor）中
进入“法线贴图”（Normal Map）的图像节点设置为“非色彩数据”（Non-Color）。
将是一个标准的使用工作流。

我发现的唯一例外是，当要烘焙并生成法线贴图本身时，可以将您选择告诉 Blender 烘
焙到该图像的图像节点 - 保留为其默认“颜色”设置。

在我们制作完法线 / 凹凸贴图之后，我们可能会希望保存当前设置，这样我们就可以继
续干活了…



在右侧的比较中，让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为上面的多维数据集烘焙的相同法
线贴图（未保存的生成 32 位版本）与
将其保存为 8 位和 16 位 PNG 的结果的
比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8 位 PNG 图像
显示了我们之前发现的那些人为缺陷。

但 是 16 位 PNG 似 乎 与 完 整 的 32
位生成烘焙几乎相同。

我做了一些进一步的测试，并注意
到下面的一些文件大小。

上传图像并在这里显示它们似乎毫
无意义，因为所有 16 位或以上的测试
看起来都与生成的 32 位烘焙相同！

（所有示例均针对 1024 x 1024 纹理大

小）

8 位 png=117 kb

16 位 PNG（默认 15% 压缩）=1080 kb

16 位 PNG（0% 压缩）=6156KB

16 位 PNG（100% 压缩）=792 kb

32位（全浮点）openexr（无编解码器）

=12305 kb（最大！）

32 位（全浮点）openexr（zip 无损编

解码器）=4350 kb（最小无损选项）

32 位（全浮点）openexr（pxr24 有损

编解码器）=637 kb（最小有损选项！

不包括 8 位）



请注意，对于OpenEXR，下拉菜单中还有更多的编解码器可是尝试下，因此如果
担心空间问题，您可能会发现不同的编解码器将图像文件压缩得更小，并且不会明显丢失您
需要的图像信息。
对于 PNG，16 位文件压缩在这里很有用。结果相同，但文件大小不同，低压缩生成的

文件更快，但数据更大（几乎是大 10 倍！）反之亦然，对于高压缩，如果在动画中生成大
量的帧，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需要的纹理尽可能的逼真，我们可以节省下来，那么这就是

OpenEXR的 32 位潜力。
同样，由于文件大小是未压缩 PNG的两倍，因此需要平衡成本。对于编解码器选项，

原始信息可以为“无”，但这将是可用的最大文件大小。我建议您尝试使用 pxr24，看
看是否可以使用更小的文件大小。我以前试过这个方法，在原始版本的一小部分大小上有不
可区分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会成为所有文件中最小的一个！（当然不
包括 8位图像！）

问题 4：不受欢迎的躁斑 /锯齿状过度闪烁动画

有时候，凹凸节点对eevee中的材质作用为外表表现，这在动画中可能会有问题。因此，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知道如何将这些凹凸 /高度纹理替换为法线贴图。

https://youtu.be/xzxstgJEHlk



在对比图的左边，当你和右边比较时，特别是在最后几秒钟内，你应该能够看到那闪闪发光的
过度锐利的外观。最好的选择是全屏观看，并确保将其设置为以最高分辨率播放。否则压缩可能会
掩盖真相！！！

如图所示，用于凹凸节点的高度贴图和转换为法线贴图然后插入法线贴图节点
的相同高度贴图将具有不同的阴影。
这是我们可能需要牢记的一点，在这里我们可能需要调整材质设置、灯光的镜面反射性

和凹凸强度，以使它们看起来更相似。

总而言之，尽管有时需要特别小心地更改设置，并让“法线”贴图更接近于我们已经
获得的凹凸节点的整体效果，但它仍然值得使用，因为它可以消除过度闪耀 /锯齿 / 过渡锐
化的表现。

问题 5：如何烘焙法线或凹凸贴图？

我有两种方法可以用来烘焙一些简单的法线或凹凸贴图。

方法 1–从材质烘焙
首先，让我们看看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这里我有一个简单的二维平面，平面上是一个

完整的程序纹理网络，如噪波纹理节点，它们共同创建进入该材质球的凹凸节点的高度
贴图。而不是所有那些节点（它们在右侧创建了纹理），我要将所有的凹凸信息烘焙到一个
单独的纹理中。



1.UV 展开
我们可能已经有一些 UV，你可以在 UV

图像编辑器中查看。然而，假设UV需要改变，
让我们转到三维视图。在编辑模式下，按A
键确保选中所有内容，然后按“U”键打开“展
开”菜单（见下文），对于简单平面，这些
选项中的几个命令将提供我们需要的内容。

对于三维几何图形，“智能UV展开”
选项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同样，它也适用于
二维平面），如果不确定，请自己尝试一下。

请注意，我在“UV 编辑”工作空间中，在左侧的“UV 编辑器”中，我们可以看
到已选定的橙色UV轮廓填充整个网格空间。一个简单的平面显然不会浪费任何纹理空间！



2. 创建要烘焙到的图像
有几种方法可以在Blender中创建图像，这次让我们从“材质编辑器”中进行操作。

我将再次切换工作区，然后放大以更好地查看节点，并 shift+A> 纹理添加新的“图像
纹理”节点。

单击图像节点上的“新建”…

从这里我们可以命名它，设置分辨率并
选择“32 位浮点”。

创建新图像后，打开“n”属性侧栏，
找到“属 性”部分，我们可以在这里将
颜色空间从“线性”更改为“非色彩数
据”。注意，我们可以通过查看“float 
buffer”旁边的复选框来确认这是32位。



图像节点不需要连接到任何东西，它只需要存在于“材质编辑器”（Shader Editor）中，
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它，并让 Blender 知道这是我们在单击“烘焙”（Bake）按钮时要覆
盖的图像。

3. 烘焙

好了，我们准备好烘焙了！在写这篇文章时，eevee没有烘焙选
项，因此在“渲染设置”选项卡的“主要属性”窗口中，我们将
确保渲染引擎设置为“cycles”。

另外，在底部的“渲染”选项卡上，我们将找到烘焙设置本身。



法线
如果我想将材质的凹凸信息烘焙到法线贴图中，我可以保持材质设置不

变。在烘焙设置中，只需选择“Normal”作为烘焙类型。

然后快速浏览一下，在“材质编辑器”（shader editor）中仍然选
择了正确的图像节点（我之前称之为‘bake to me’2 个图像），然后点击
“烘焙”（bake）按钮。就这样！

剩下的就是把结果保存在某个地方。

凹凸
如果我们要烘焙凹凸信息，那么我们创建一个自发光材质，并将进入凹

凸节点的内容挂接到该自发光材质上，这需要挂接到主材质输出。

在烘焙设置中，我们可以选择“自发光”作为我们的烘焙类型，然后
像之前一样，我们准备点击烘焙按钮！

注意：要记住的是，自发光的渲染光程（以及其他几个光程（但不是法
线！）。将考虑渲染示例。因此，由于自发光材质只需要一个渲染采样就
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一切，为了节省不必要的烘焙时间，我们可以在渲
染采样设置中将其设置为 1，其实采样 1 不成最少 8。



方法 2–从另一个对象进行烘焙
前两个步骤与从材质球烘焙相同。因此，请参阅上面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1.UV 展开
2. 创建要烘焙到的图像
3. 烘焙
这里是事情开始有点分歧的地方，要从另一个对象烘焙，我们需要在烘焙面板中启

用“选定活动对象”并设置光线距离。在这个例子中，大约0.2的数值距离还是很好。
但是，如果烘焙后看起来不太合适，请尝试将“光线距离”设置更改为更高的值。



要实际去烘焙，我们需要选择要烘焙的对象（通常是更高分辨率的网格），然后按住
Shift键选择要烘焙到的对象（使其成为活动对象，从而成为目标网格）。

然后和以前一样，确保在“材质编辑器”（Shader Editor）中选择了正确的图像节点，
然后单击“烘焙”（Bake）按钮！

然后 ...... 坐下来，放松一下，我建议回想下原来学习的步骤，就像我们在本文中遇到的
所有事情一样。

这次练习的主要收获是：

8 位色深（即默认选项）需要更改，如果我们要获得可在大多数情况下正确使
用的法线 / 凹凸贴图（光滑干净的表面，而不是粗糙和粗糙的表面）为凹凸 / 法
线贴图生成 32 位浮点纹理时，请在图像或节点编辑器中将其设置为非色彩数据。 
在“图像编辑器颜色空间”（Image Editor Color Space）中设置为“非色彩数据”

（Non-Color）时，可以忽略“材质编辑器”（Shader Editor）中图像节点的“颜色空间”
（Color Space）设置。

请 注 意！ 如 果 您 希 望 将 所 有 数 据 中 的 大 部 分 保 存 到 图 像 纹 理 中， 那 么 使 用
openexr格式（float full）—尝试有损编解码器（如 pxr24），可以节省大量空间。 
如果严重依赖 eevee 中的凹凸节点，会发现动画有很多不希望的躁斑 /锯齿，那么尝试
将凹凸贴图换成法线贴图。

本文原文地址：
https://www.creativeshrimp.com/normal-map-blender-

tutorial.html



改善 blender 中 FLIP Fluids

工作流程的 10个技巧

Flip Fluids 开发团队的 Ryan 和 Dennis 向您展示了如何通过他们最畅销的 Blender 插
件快速改进您的工作流程。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更喜欢看而不是阅读，那就向下滚动查看
Ryan 和 Dennis 对于当前技巧进行讲解的视频吧 ~

1.debug 流体模拟调试
您知道 FLIP Fluids 中的调试功能可用于诊断和解决模拟设置中的问题吗？

让我们以一个常见的问题为例：你已经模拟了一个漂亮的瓶子或最完美的杯子液体混合
效果，但当你试图用你最喜欢的液体填满它时，你发现你的液体只是到处都漏。真是一团糟！

那么……为什么液体会泄漏？原因可能是您的模型对于模拟分辨率来说太薄了。Flip 
Fluids 插件是一个基于网格的模拟器，其中物理方程在 3D 网格上求解，分辨率值控
制网格的精度程度。让我们通过在调试面板中打开显示网格选项来可视化网格。



左：网格分辨率太低，导致调试网格出现裂缝。
右：提高网格分辨率后，调试网格现在完全解决。

启用“显示网格”选项后，您将看到模拟网格的可视化以及网格如何划分为单元。
网格单元的大小可以理解为将在流体模拟中显示的最小细节量。
例如：最小的液滴，最薄的飞溅，以及障碍物的最小厚度。

网格显示模式是交互式的 - 请尝试调整域分辨率或缩放和调整域大小，以更好地了解
网格的变化。

为了防止薄的障碍物泄漏，障碍物最薄的部分应至少有一个网格单元厚。

您可以通过重新建模对象的壁厚使其变厚或增加模拟分辨率来确保障碍物足够厚。

另一种检查障碍物在模拟中是否正常工作的方法是设置“启用障碍物调试”复选框。
此选项将输出一个调试网格，该网格将显示插件如何转换障碍以及它如何在模拟中“看到”
障碍。启用此选项后，需要开始烘焙模拟以生成此调试网格。如果障碍物未设置动画，则可
以在第一帧完成后停止烘焙，然后重新加载该帧以显示调试网格。如果障碍物太薄，则会在
调试网格中看到孔、裂缝或其他错误，在这些错误中，流体将泄漏。

文档：FLIP Fluid调试面板



2. 表面张力和薄片
你是想创造一个现实的小规模流体效果，但你的流体模拟不断分裂断开？你的液体是不

是更像一个大海洋而不是一个小杯子？

您可能想尝试启用“ 世 界”面板中的“ 表 面 张 力”和“ 薄 片 特 性 
”功能！
表面张力通过模拟表面分子的自然内聚力，有助于创造真实的小规模效应，这种内聚力

会使液体形成水珠、滴落，并为飞溅物添加弹性外观。这些力在小尺度流体行为中起着更为
重要的作用。
在海洋等大型流体中，表面张力在视觉上不太明显，模拟时可以忽略不计。
启用“薄片特性”功能还可以通过防止流体飞溅随着飞溅的增长而分解成微小的水滴来

帮助实现小规模效果中的真实感。添加一些薄片可以使流体看起来更具弹性。
“薄片特性”功能通过填充分离流体之间的间隙来帮助保护薄流体薄片和飞溅物。结合

表面张力和薄片特性功能可以帮助您创造漂亮的液体效果！

上：没有薄片，在不断增加的飞溅中形成小孔。
下：用薄片填充孔以防止飞溅物破裂。

文档：FLIP Fluid 世界面板



3. 以较低的分辨率测试模拟
不要在没有做一些测试的情况下就按照你的最终决定烘焙！
我们建议在运行最终模拟之前先以较低的分辨率测试场景。较低分辨率的模拟烘焙速度

更快，您可能会注意到模拟设置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也许你的液体流动太慢或太快，不符
合你的要求，或者你注意到你忘了设置一个物体作为障碍物。你不想一夜之间运行一个模拟
运算，醒来发现这一切都是由于一个愚蠢的错误而造成的浪费！

4. 禁用泡沫、泡沫或喷雾粒子
在我们的灯塔演示中，我们使用 WhiteWater 产生所有的泡沫和喷雾颗粒，以及许

多气泡颗粒，你可以在水下看到这些。
但是，所有这些粒子都需要进行模拟和渲染，这会增加烘焙时间，也会增加模拟缓存文

件的大小。然而，如果你正在创建一个场景，在渲染中气泡或喷雾粒子将不可见，你可以禁
止它们被模拟！禁用粒子的设置可以在 WhiteWater 面板中找到。只需点击高级视图模式，
您就会看到在 WhiteWater 粒子部分模拟泡沫 / 气泡 / 喷雾粒子的复选框。

注意，禁用粒子会影响模拟结果，因此我们建议首先像前面的提示一样测试模拟！

文档： FLIP Fluid Whitewate 面板

5. 加快视图显示速度
您已经完成了一个大场景的烘焙，并且您发现从所有导入的模拟数据来看，视图速度非

常慢。这里我们有一些关于如何提高视窗速度和回放的提示！

我们的第一个技巧是使用预览网格。最简单的方法是打开“FLIP Fluid 工具箱”
菜单，单击“快速视口显示”部分下的“预览”按钮，然后重新加载帧。通过这样做，
将导入更小更详细的网格，现在搅拌机处理的数据更少。

如果您在场景中模拟 Whitewater ，我们还有另一个加速视图的技巧，那就是减少



显示粒子的百分比。您可以在“Whitewater 显示设置”部分的“流体显示”面
板中找到这些设置。要在查看粒子时获得最佳的视区性能，请将 WhiteWater 预览百分比设
置为 1%。这通常足以让我们对粒子的流动方式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如果您根本不需要查看
粒子，您可以将该值设置为 0%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通过设置泡沫和喷雾来预览 whitewater ，并将气泡设置为 0% 来
显示气泡。

文档：FLIP Fluid 显示面板

6. 管理缓存文件
有时，您可能希望尝试不同的模拟设置，但不要覆盖已完成的模拟。

好消息是：有一个简单快捷的技巧可以做到这一点！只需在“缓存设置”面板中更
改当前缓存目录的名称，然后开始烘焙。只需更改目录名，就可以轻松地在烘焙之间切换。

我们建议您写下一些关于您更改了哪些设置的注释，以便记住哪个缓存目录是哪个缓存
位置。

文档：FLIP Fluid Cache 面板

 

7. 慢动作效果
如果你想在后期处理中放慢动画的速度，你可以通过以更高的帧速率进行模拟来获得完

美的质量结果！这可以通过在“流体模拟设置”面板中设置“帧速率”参数来完成。
尝试使用高帧速率，如 100fps。当然，这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模拟和渲染，但完成后，您
将不需要使用任何慢动作插值插件。

8. 使用反向障碍物的简单方法
在本技巧中，我们将向您展示使用反向障碍物的重要性！假设您希望模拟某些文字物体

或任何其他对象形状内部的流体。
您可能会尝试通过用薄壁建模空心对象来实现这一点，以将流体保持在对象内部，但这



需要时间，如果需要更改对象形状或调整对象大小，则可能会很困难。这比要求的工作要多

诀窍是通过启用障碍物设置中的“反转”复选框，在模拟器内将障碍物“内翻外”。
此选项使对象内的所有内容都是空心的，而障碍物外的所有内容都是实心的。这有多酷？

在我们的“不可见盒子中的流体”演示中，我们使用反转选项来模拟翻滚盒子中的流体

文档：FLIP Fluid 障碍设置
9. 修改器
通过选择曲面并添加修改器，可以在流体上使用修改器。

这么简单，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可以应用到流体表面！例如，将平滑修改器添加到
流体曲面以平滑凹凸和瑕疵。这将使你的表面看起来完美！
在 blender 中可以使用许多修改器，在流体表面使用它们时可以获得创造性。尝试添加

海洋修改器，并将“几何体”设置为“置换”。这可以用来在模拟的海洋效果表面上创
建波纹和波浪的假象。我们将在未来的视频中为您提供 FLIP Fluids 海洋教程！

模拟流体后，海洋修改器可用于添加额外的波纹和运动。

文档：blender 中的修改器



10. 视图渲染
如果希望实时查看最终模拟，但不想浪费渲染时间或磁盘空间，可以进行视图渲染。
当然，这与生产就绪的渲染相差甚远，但它提供了所有必需的信息，以确保您准备好开

始最终的渲染。

在“视图渲染”中，您将只希望显示在最终渲染中可见的对象。按视图中的 N 键打
开视区属性菜单。在“显示”面板下，启用“唯一渲染”部分。

要启动“视图渲染”，请选择“渲染 >OpenGL 渲染动画”。确保设置渲染分
辨率和输出目录！

文档：视区属性 >显示面板OpenGL 渲染
这些小贴士是由 Ryan 和 Dennis（Flip Fluids 的创造者）制作的。要查看其他学习资源

视频，请访问他们的 Blender Physics YouTube 频道或查看 Flip Fluids 文档和 wiki。另外，
看看 Ryan 和 Dennis 的一次访谈，了解他们是如何制作 FLIP Fluids 的，他们最喜欢的插件，
以及他们对 Blender2.8 的期望。

https://www.youtube.com/c/BlenderPhysics-Videos



使用道具和灯光

在场景中营造气氛
https://80.lv/articles/001agt-shabby-back-alley-rendering-lighting-in-eevee/

Maarten Hof 谈到了他最近的一个场景，一条破旧的小巷：设计空间、照明和渲染使用
blender 的 Eevee。





目标和参考
我在这条破旧的小巷里的主要目标是做一个非常完整的场景，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这

样我就知道我不会在这条线的某个地方失去兴趣。
除此之外，这也是一个利用我为之前的项目所做的所有未使用资产 , 并学习 Blender 

Eevee 的机会——是我一直想做的。
当我想到一个小范围的封闭场景时，我立刻想到了一条小巷。当我在寻找灵感的时候，

我偶然发现了 Wojtek Fus 为底特律创作的这幅令人惊叹的概念艺术：成为人类，这成为了
灯光和情感表现方面的主要参考。除此之外，我还参考了纽约和芝加哥的后巷照片。

创造主空间
我先用较大的物件摆列空间。我试着把它们放在有意义的地方。从那时起，开始研究这

些剪影，以及如何使它们更有趣。例如，我增加了空调机组来打破小巷后面的直线。在那之后，
我开始到处挪移东西，以便更好地传达场景。我试图通过将“道具物体 " 分组来做到这一点，
这样就有了不同的感兴趣的“视觉区域”。这为观众提供了在主要表现的主题哪里做了修正
和搭配烘托。然后我调整了灯光和各种物体的反射，使场景传达了一个很好的深度和气氛。



就表现而言，最有用的道具是硬纸板和垃圾道具。如果没有这些，整个场景就会分崩离析。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电缆（包括悬挂的和挂在墙上的）。



建筑
这里的建筑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基本上是两边各有两个方案。我在 Blender 中使用布尔

修改器为窗口开了几个孔，这使我可以轻松地增减挪移窗口的位置。一旦我把它放下，我就
把真正的窗户资产放进正确的墙孔中。

窗口的布尔框在早期渲染中仍然可见。

我最初为喜欢我们的一个粉丝设计的一组窗户，后来很好地用于这个。



Eevee 预览
我认为比较eevee和marmoset toolbag 3这 2 个 3D 渲染器。在很多方面，

它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渲染部分）。eevee 的功能与任何其他实时渲染器一样，这意味着
您的阴影和灯光不是非常精确，您可以调整很多设置，让灯光和渲染按您的需要进行。我真
的很喜欢 Eevee——它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你习惯于使用一个游戏引擎，比如“虚幻”，那
么选择 eevee 就不会有问题。此外，eevee 输出仍然使用许多可以自己设置的模板进行渲染，
并且渲染时间非常快——另一件我非常喜欢 Eevee 的事情，实际上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就是体积雾：这看起来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设置。

照明
我使用灯光来设置气氛和引导观众，也可以创建高光和强调轮廓。知道了这一点，我从

一个关键的灯光开始：门上的橙色灯。然后，我开始寻找如何表现这光的方法。例如，在开
始的时候，我在后巷的另一边有一个蓝色的灯，如下所示：



最后，这盏灯以错误的方式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它没有感觉到连贯性并且造成了混乱 
的色彩冲突，所以我用一个黄色的霓虹灯标志取代了它。这个标志带来了一点乐趣，为保持 
在同一个色相的光，自门洞那里引导您的眼睛从而达到由一个方向传导到主题的作用。

为了模拟城市中穿过浓雾的灯光，我使用了悬挂在后巷上方的平面灯。这些灯光在电缆
和砖块上创造了亮点。

最重要的是，我用一个“辐照度体积”创造了反弹，这样重点的门的光的表现细节
更加突出。

结论
我花了大约 1 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个场景。请记住，我之前已经建立了很多资产，所以

我实际工作的只有摆放、照明和基础修改。我认为快速构建这些场景的关键是有一个清晰的
愿景和一个合乎逻辑的方法。概念艺术和参考 / 情绪图画可以帮助创作者带来更多灵感。



https://www.blendernation.com/2019/03/20/behind-the-scenes-samurai-girl/

Behind the Scenes: Samurai Girl

武士女孩制作背后的故事

由艾比·克劳福德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



简单介绍
大家好，我叫布鲁诺·马佐奇·洛佩斯。

我出生在巴西的圣罗，在西班牙的马拉加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当然现在我已经成
年啦 ~
我从小就对艺术感兴趣。很好奇动画电影是如何制作的，想以某种方式与之联系。2012年，

我父亲给我看了blender（这是一见钟情），我断断续续地工作了几年。只在 2016 年下
半年才开始正式用来工作，同年我也开始在 Zbrush工作（我感谢我的教授帕科·门多萨，
他给我展示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工具！）。
我想说的是，我的母亲一直是我生活中的支柱，总是鼓励我继续前进。
2017 年初，我回到了我的祖国（巴西），在Melies（技术和动画学校）学习，在那里

我学习了创造角色的正确方法，从概念到最终渲染。

对我来说自学是非常重要的；YouTube一直是我的学校，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一切！
Blender Guru、Pixologi、Rafa Souza、Andr_Castro、

LibelStudios的频道都帮助我完成了创作过程！我非常感谢这些频道。我用 blender
试着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想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我用 blender 进行雕刻。随着我对它的
深入研究，我可以说我喜欢塑造人物。
现在 ~我已经是自由职业者了。

灵感
我在寻找一个二维的概念，能够转化到到三维表现，因为我想提高我的三维创作能力。

所以我去了 ArtStation，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阿尔贝托·卡马拉！
我真的很喜欢他画的一个武士的素描，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武士的概念，我想用 3D来表现它，
无法控制这种创作推力！！！



在这里，我用上了在 YouTube和Melies上学到的所有知识









在屏幕上显示参考 , 提高生产速度



工具书类
我开始到处搜索素材，网上啊 ~ 自己绘画啊（嗯 ~ 小编判断）。
硬件和软件我的笔记本是华硕，型号 GL552VWDM141T。

规格：
处理器：i7-6700HQ
内存：8GB DDR4
图形板：Nvidia Geforce GTX 960M 2GB

软件：
Zbrush 和 blender（模型）
MAYA（拓扑学）
Photoshop（后期制作）
Substance Painter
cycles 渲染

角色单元
我开始在 zbrush 里雕刻女孩。模型制作步骤非常重要！块的重点是使用简单的形状（球

体，立方体…）来开发人物的轮廓和比例，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将来的问题。

在创作阶段多做摸索和练习。继续努力直到得到你喜欢的结果。



雕刻
当我对当前模型感到满意（衣服是用 blender 做模型的）时，我改进了形状。这实际上

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关于她的姿势，我使用“T-pose master”工具和 zbrush 一起完成了。



我在 MAYA 做重新拓扑，使用 Quad draw tool；这个工具快速直观。

在 blender 中编辑 uv 是非常快捷简单方便直观的（至少对我来说）。

展开网格后，我在 xnormal 或 substance painter（也很好）中生成了高多边形和低
多边形网格之间的法线贴图和 AO。

我在画人物的时候，在 substance painter 和 Zbrush 之间交替。



blender
我们终于到了 blender 时间啦！
在将所有内容导入到场景中之后，我开始使用材质球、灯光和头发。这是我第一次在一

个项目中使用粒子系统。

我把相机放在她面前，因为我想看到角色的脸上的表情。也就是让她表现出战胜一切的
自信和决心。



头发
她的头发很有趣。NazarNoschenko 的视频展示了如何使用粒子头发系统。教程对我帮

助很大。关于头发材质，我从Gumroad下载了素材。
此视频将材质的显示为路径线段。

表现力
我将渲染分为两部分，分别渲染角色和环境。然后会在 photoshop 中调整它们。



在这里我展示了一些我做的第一次渲染…但并不好。我继续修改以获
得想要的结果。

这是姿势中的第一
次呈现，我最初认为这
很好…
但后来我决定要改

进它。





最终图像
我们已经完成了武士女孩的表演。最后我在 photoshop 做了后期调节。

这是如此有趣的工作，
我有机会走出我的舒适区，
学习新事物。

我希望你喜欢这个作品，
这就是我完成这个作品的步
骤。在我做的每一件工作中，
我总是想比我上一个做的更
好！

永远学习，不断进步！

Bruno Marzochi Lopes, 
3D Character Artist and Character 
Design



嗨，我叫伊戈尔·凯克列维。我的姓太寻常了，我的名字也太普通了，所以人们通常都
叫我 keki。

我是一个对 3D 图形有着强烈热情的人，一个 40 岁的老男孩，还在努力想知道我
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除了变老）。同时，我完成了我在美术方面的学习，获得了数
字艺术博士学位，并在技术科学学院（塞尔维亚诺维萨德）担任助理教授，在那里我
教授传统绘画、3D 图形基础、3D 人物动画、动画等科目。未来的计算机图形工程师。 
 

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插图、图形设计、徽标、广告、电子游戏、网站开发和可
用性设计，我花了近 20 年的时间才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很多事情上做得好并不意味
着你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优秀的。今年我放弃了一切，除了教育工作和 3D 人物艺术。几年后
我才能知道这是不是个好决定。；-）

制作幕后
在淋浴中歌唱



诱因
在 CGI 中， 我 总 是 喜 欢 风 格 化 而 不 是 现 实 主 义。 我 最 喜 欢 的 角 色 艺 术 家 是 Matt 

Thorup，但我也喜欢像 Yuditya、Julien、Zach、Yan、Nazar 等神奇的 blender 艺术家……
但我不只是在其他 3D 角色艺术家的作品中寻找灵感，也在插画家的作品中寻找灵感。几周前，
当我开始关注 Bob_ivkovi_ 的 Instagram 简介时，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我从小就喜欢他的插
图，30 年前从他的插图中学到了如何画漫画。我觉得看到他的一些 3D 作品会很酷。

Dobrislav Bob Zivkovic 原图



我决定不去制作原图的精确副本，而是自己对其进行解释。
我试着尊重鲍勃风格的基本原则，但运用计算机生成的三维形式的特点。
二维和三维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它们是不同的介质。这就像把一首歌翻译成另一种

语言，试图用不同的歌词获得相似的效果。
我甚至想给自己留点空间。这个项目的计划听起来很复杂，但我可以做一个适应复杂工

作的人。：-）
对于这个项目，我主要使用 Blender2.79，因为我使用的是为 2.79 开发的工具和脚本。

角色创作阶段
创作阶段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步；当我寻找合适的比例、轮廓和线条时。它就像一座

房子的基础，它决定了所有的房屋是否会保持稳固或倒塌。
我从简单的形状开始，这是我对每一个风格化的角色所做的练习。这些简单的形状通常



是非常低的多分辨率修改网格，结合了硬表面建模和数字雕刻。这种工作流程给了我一个干
净简单的角色设计。

在雕刻过程中，我总是把模型转过来重新定义轮廓。我最常用的刷子是 Grab 笔刷和 
Inflate/Deflate笔刷。我有我的脚本，可以在击键时切换这两个刷子（krita的特性），
这在进行数字雕刻时速度很快。

对于头部，我把鼻子、眼睑和耳朵作为单独的物体，在形体设计的过程中。这样可以方
便地移动、缩放、旋转或对头部的一个元素使用不同的分辨率，而不会影响头部或其他元素
的整体形状。

手通常很难做，因为有这个手指。我用一个形状作为手掌，每个手指用不同的形状。拇指、
中指、戒指和小指实际上是链接到共享同一网格的实例对象。这样，所有这些手指都是相同
的样式，并且很容易进行总体设计更改。指甲也是实例，共享同一个网格。



对于牙齿，我使用了硬表面建模方法。它们是作为一个单一的物体来完成的，每颗牙齿
只是一个平面。齿厚和最终形状通过修改器完成，它们通过简单的变形修改器弯曲，并通过
网格变形修改器进行调整。如果我需要改变一些牙齿形态，在编辑模式下很容易做到。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在下一个项目中使用相同的牙齿，只需做一些小的调整。当然，这
不适用于现实人物，但对于程序化建模来说，效果很好。

角色打磨和细节
我将角色的某些元素作为单独的对象（嘴唇、舌头、牙齿、指甲和乳头）保留，但对于

角色的身体，所有形状都需要连接到一个网格中。
为此，我使用布尔修改器，将手指连接到手掌、手掌连接到手臂、手臂连接到躯干等。

此步骤可以手动完成，但我使用的脚本将修改器应用于所有选定对象，应用比例，然后将它
们组合成单个网格。

在布尔后，我通常通过手动平滑处理，使用雕刻和动态笔刷选项，使连接处更好，但这
次我使用了新的 Memesh 功能：

Blender 2.8 雕刻分支作者是 Pablo Dobbaro。这位大神做得很好，引起我的极度
舒适感。



通常数码雕塑师会在设计外形阶段为角色做最后一个姿势，但我更喜欢中性的姿势，因
为我使用了一个绑定骨架来摆姿势。这是一项额外的工作，但是可以对多个姿势甚至动画使
用相同的图形。

我必须为模型重新拓扑网格，因为它很难正确的进行权重绑定。在拓扑之后，我使用
了一个多级精度修改器和缩裹修改器来从高多边形网格传输细节。这是我从伟大扎
克的教程中学到的技巧。我建议只在添加细分级别时应用包裹修改器，以获得最佳效果。

在设置角色的姿势之后，我添加了所有附件、场景元素、头发粒子和其他细节。



关于细节，我经常使用修改器，并试图以非破坏性的方式工作。
这使我可以轻松地改变当前工作结果，因为在添加所有元素之后总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调

整。
例如，淋浴软管使用修改器、简单的低多边形网格和曲线。

路径曲线非常适合快速设置，我使用曲线的顶点半径来设置厚度变化。

纹理与材质
所有的材质都很简单，都是原理化BSDF，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设置。
例如，皮肤材质是具有最小次表面数量的默认原理化 BSDF。颜色是通过顶点绘制和

几何节点的尖锐度完成的。
我不想因为糟糕的光影关系毁掉这个项目，所以为了安全。我在角色上方使用了一个区

域光作为主光源，在角色后面添加了一个太阳光作为边缘光，以及 50%的 HDRI 环境贴图
以获得更好的反射和更自然的环境照明。



最后的告白
我使用了各种各样的 3D软件，自从 Softimage 消失后，Blender 是我最喜欢的工具。

它不仅可以完成我的工作，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关于blender和 blender用户社区的积极内容。
作为一名 3D艺术工作者，我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其中一些真的很累很无聊。但有了

这个，我真的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从人们那里得到这样积极的反馈是很好的事情。这种
积极的能量是我不断学习和在未来继续做这种角色创作的巨大动力。



https://www.blendernation.com/2019/06/14/best-of-blender-
artists-2019-week-24/

Best of Blender Artists: 2019, week 24
blender 世界创作者论坛最佳周选 - 第 24 周































https://www.blendernation.com/2019/06/21/best-of-b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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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of Blender Artists: 2019, week 25
blender 世界创作者论坛最佳周选 - 第 25 周

















































    不会画画也能创作雕刻

盘古制作初探
材质制作 - 简单到死



大家都说，2.7x 版本的材质学习难度太高。正好现在 2.8 的出现的确降低
了入门的技术门槛。并且也增加了画面表现的方式方法。在上下两个图中，我
们就能体会到 2.8 下的视图预览的提高（因为这也可以作为渲染使用）请万分
注意箭头处的参数变化。





看完对比图片我们大概清楚了视图预览和各种着色方案的对比效果。

在 2.8 的版本下，强化了视图显示的立体表现能力。一定程度上来说，如果我们想要做
一些简单的动画形式，那么我们可以无需渲染或者材质显示，直接使用视图中的阴影方式体
现。当然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注意：

不要忽视细节，在 2.8 中隐藏了很多细节调整按钮（这也是我一直吐槽 2.8 非友好界面
的原因）非常非常非常不“人性化”例如下面图中光影朝向控制按钮这样。



在当前 2.8 版本下视图显示优化极端之好 ~ 反正小编极为喜欢。可能很多人会跟 zb 进
行对比。不过雕刻来说 zb 算是最高阶了吧？

嗯 ~ 所以你懂得哦 ~



这个实例，使用了类似漫画过渡色表现的快照材质。突出体现硬汉的体型和造型效果。
阴影的强度为最高。这样带有一点点忧郁和迷茫（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对未知无所知晓，逐步
开始觉醒的始祖）。



如上图所示，我们开始使用材质节点来为这个角色制作材质。注意的是，个人使用
节点的时候不喜欢所谓的直线连接方式，万分喜欢这种曲线的赶脚 ~

所以为了叫大家看清节点关系，我稍作了逻辑整理。这样大家就能非常明晰的看清节点
的三条脉络：

主要纹理就是所谓的噪波纹理，从噪波纹理分出 2 条并行线接入表面颜色和糙度（小
小的控制下金属表现程度）

另一个分支就是所谓的置换效果。

这样大家就能清晰的感受到材质的简洁实用了。



主要的噪波纹理
一个分支要用颜色渐
变节点控制对比。另一
个使用灰色替换黑色区
域来制作角色表面纹理
变化程度。被颜色渐
变节点控制后输出给新
的噪波纹理的矢量输
入端来控制细节（其实
就是法线控制）



灰 色 过 渡
表 现 再 被 新 的
颜 色 渐 变 节 点
钳 制 进 行 灰 度
钳 制。 注 意 色
彩 变 化 哦 ~ 不
是 白 色 到 黑 色
哦 ~

下图中大家可以看到，开始被第一个颜色渐变钳制的噪波纹理
实际上是输出给了凹凸节点，再连接到输出材质的法线输入端口。千万
注意啊！！强度设置要细微一些，因为我们的创作画面是近景特效！



上图大家可以看到基础色·粗糙·金属度·法线的材质纹理接线脉络。千万别混淆，这时
候我们会发现曲线绕起来后的清晰表现和美感 ~ 直线有啥子美感哦 ~~ 是不是撒 ~

下图，就是置换图制作啦。本身此案例就是没有使用任何外在纹理贴图。全部是内置的
程序贴图，为了避免同质化太过严重，这里我们使用了沃洛诺伊纹理节点连接数学节点中的
相乘再连接置换。

ps：沃罗诺伊图（Voronoi diagram）又叫狄利克雷镶嵌（Dirichlet tessellation）或者
泰森多边形（Thiessen polygon）。沃罗诺伊图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基于一组特定点将平
面分割成不同区域，而每一区域又仅包含唯一的特定点，并且该区域内任意位置到该特定点
的距离比到其它的特定点都要更近。（摘自知乎作者：肖尧）



材质说完，就是灯光了。灯光就非常简单啦 ~ 标准 3 光源，只不过我们三光源做的不那
么标范罢了。主光左侧前方向下打光，辅助轮廓光为背光。胸下打一个情绪光。主
光为暖橙色，辅助背光为深蓝色。胸下情绪光为青色。

眼睛那里非常有意思哦 ~ 好多人问我咋做的 ~~ 其实就是 2 个面光 ~ 哈哈哈哈



瞳孔的黑色区域就是面光跟模型交叉的区域
这样就形成那瞳孔的黑色，而且面光改为正圆形显示，这样就有了发圆弧光效果。简

单粗暴直观是小编我做创作一直追求的 ~~~ 啦啦啦啦
在渲染模式下观察立体效果 ~ 还不赖 ~



制作虚焦效果，我们做过很多次直播录屏各种图文讲解了。

大家都知道怎么在摄像机中设置dof就是焦点。没错！就是建立一个空物体来当焦点，
最后调节焦距范围即可。

嗯这里带焦距变化的效果还真不错 ~
反正小编自我满足啦



景深调节参数如图所示，
这个实例的啊 , 不要套别的
案例和自己的创作。要不然
~哼哼哼 ~~



渲染效果下的显示



最后，就是渲染设置啦，请一定注意下面 2 个图的参数设置。这
可是质量管理啊 ~ 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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