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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验
化妆品建模
分享

作者：星星之火 - 亨利  B 站同名，大家觉得不错可以关注一下我哦



在工作中领导会根据需求告诉你要做什么样的新品效果图，也会大概告诉你需要什么样
的材质，或者给你一张材质参考图片，一般新品效果图会要求到比例要准确，这时我们需要
参数建模了。

我们就不废话了，打开 Blender 先来一张结构分析。

我们看到图中的结构，我已经标好了顺序了，
1、是磨砂半透的瓶子
2、是瓶子的液体
3、是喷头
4、是盖子
以上这些都是需要参数化建模的，这时领导要么会给你找个瓶子给你测量，要么就直告

诉你尺寸。



创建一个圆柱体，照着这个尺寸输入，这个是产品的实际尺寸，

Tab 键进入编辑模式之后删除顶部一个面，底部的面保留，

然后 Alt+z 进入透视模式，A 键全选，Shift+D 复制，S 键缩小一点点，如图所
示该给个怎么多的厚度 .

如上图所底部需要怎么多的厚度，之后里外都要倒角，



选择这两条循环边 W 键给他创建一个桥接循环边

然后在给这选中的两个边倒角，给三个循环边最后给表面细分，如上图所示
以上第一部分做完了

接下来做液体：



选中刚刚做好的物体内侧所有面，可以先关掉表面细分的预览，便于观察，然后把选择
的面复制出来，(Shift+D 复制 ) 回车键在 P 键分离选中项。



缩小一点点，不要让面与原来的物体的面重合，底部也往上放高一些，顶部位置保持，
选中顶部的循环边，F 键创建面，在倒角一点点，shift+E 给个这折痕边

第二部分也做完了，
第三部分由于盖子不是透明的看不见，可以不用做。

我们就这直接做第四部分。

盖子的尺寸如图所示，然后进入编辑模式，选择中顶部的面倒角，在选择底部的面删除面，
即可完成盖子的形状。



框选所有，选中瓶子。CTRL+P 键设置父级

接下来做一个瓶子背部的膏体



创建一个平面，拉长调整，倒角上面两个顶点，然后两边和下面分别在给四个顶点，在
Ctrl+F 创建 栅格填充

在给它边距离大的地方添加循环边

在添加一个多级精度，点细分这里点三次



进入雕刻模式



先用遮罩工具画出黑色部分，不要被受影响，如图所示：

在用自由线画出白色部分，使它凸起来，在用光滑工具把凸起来部分修饰光滑

回到物体模式，摆好位置和创建一个平面做为背景，在创建一个摄像机固定的这个
视角，如图下图所示

选择瓶子进入编辑模式，选择这些边给它一个标记缝合边



进入 UV 编辑面版，选择瓶子的面 U 键  沿着活动四边面展开  之后在 UV 编
辑面板调整好图像

由于贴图涉及商业，这里不做共享
请自行准备贴图



好我们选择瓶子给材质

大家按着这个参数去调整就对了

盖 子 材 质 和 内 部
液体都是一样的参数



膏体材质

在复制 2 份摆好位置，



创建一个面光，左边的能量是 3W  右边的是 8W

最后进入渲染，单独调整其他两个材质颜色即可

膏体雕刻哪里需要慢慢的去调整，我自己由于没有手绘板，用鼠标前前后后调整了三个
小时，最后才勉强达到这个效果，大家要是觉得麻烦也可以不用做了

好本期，经验分享就到这里，大家觉得不错的话记得在 B 站关注
我（星星之火 - 亨利）











经验分享-绘制贴图与灯光布置 

初次见面！我是水水水水元素，最近简单用 eevee 做了一个头像，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
同时有了一些小小的心得，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来说说皮肤贴图的制作： 
法线贴图不必多说，从高模烘焙到低模即可，但其实这一步不是必要的，如果你的电脑配置够好，可以在后面

的流程中直接绘制顶
点色，我呢因为在高
模上画顶点色比较
卡，所以就只好自己
做了个低模。 

对质感表达比较
重要的就是颜色贴图
和糙度贴图了，颜色
贴图给了我们一个最
直观的印象，糙度贴
图则更能表现出物体
在光照下细微的光线
变化，对于人脸，我研
究了不少教程之后，



得到了一些比较易于操作的表现方式。 
在给一个基础色之后，根据脸部的结构，有骨头突出的地方颜色偏黄，凹陷处偏蓝，肌肉包裹饱满的地方偏红。

稍微举个例子，比如在颧骨额头等位置偏黄，眼窝内侧偏蓝，我们常说的苹果肌还有咬肌位置会稍微红一点。那么
根据这个理论呢，我们能得到一张差不多这样的贴图： 

 
 
 
 
 
 
 
 
 
 

效果呢，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虽然这里我也不是追求完全写实，但是我还是觉得皮肤有点过于光滑了，好像缺少一些变化。于是对贴图进行二次
绘制，这次绘制我故意“手抖”了一些，意在画出一些随机的、不那么平均的颜色变化： 
 



 
差不多就是要画出一点“斑驳”的感觉，然后得到的效果自然也就更自然一点： 

 
（仔细看脸颊上细微的颜色变化，打破了之前过于平均的颜色） 
配合次表面着色器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另外说说脸部的糙度变化。 
从物理上来理解糙度也就是字面意思了，可以简单分析一下，T 区（鼻子以及两侧的区域）比较容易出油，应

该糙度比较低吧，嘴唇要么经常接触口水，要么涂了唇膏或者口红，糙度也应该是比较低的吧（当然也有雾面的口
红，那种另说），在我这里呢我不希望鼻子看起来太亮，我选择把嘴唇部分的糙度降低，眼周呢，为了衬托出眼睛的



亮度，单独提高了糙度，其余部分则是一个均匀的，中等的糙度： 

 
当然为了避免过于平均，我在节点编辑器中把它和沃罗诺伊纹理用进行了正片叠底。 

最后说一下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上面贴图部分的制作，都是在色彩
变换为标准下进行的，默认的 filmic 会把我好不容易画出来的颜色变化全
给压没了，所以我还是选择标准色彩变换，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再后期进
行调色。 
 
 
 
 
 
 
 
 
 
 
 
 
 
 
 
 
 
 
   然后再来说说如何根据画面和自身需求来打光。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戴眼镜的角色有眼镜的投影投在脸上会很酷，然后我先关掉环境光，然后打了第
一盏灯 



 
差不多是我想要的阴影效果，阴影效果是有了，可是现在暗部过暗，那我再给两个辅助光源，稍微照亮暗部。 

 
同时辅助光可以稍微带一点颜色倾向性，（比如常见的“红蓝对照”）这里我是稍微让它偏了一点紫色。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觉得面部整体还是有点暗，有一些颜色细节看不出来了，而且眼睛里没有高光光斑，显
得有点死，于是我在正面补了一个灯。 
 
 
 
 
 



 
差不多是我想要的效果了，这里注意一下正面光源的距离和强度，不要把之前做好的阴影给照没了，它只是稍微提
亮一下画面。最后再在背面补一个轮廓光，和黑背景区分开。 

 
根据需求调整一下各个灯光的强度，也就完成打光了。总的来说就是每一个光都要打得有目的性，根据画面需求来
打灯，而不是无脑地去套三点光源的公式。 
 
 
就这么多了，一点小小的心得，希望能对你有用！ 



Blender 插件之 Bmax Connector
作者：发霉的红地蛋 QQ：235527875

前言：
作为前 3ds max 的用

户，当换成 Blender 后，

想把 3ds Max 做的模型导

入到 Blender，手工导出又

有点烦索，这时就用到了一款免费的小插件—Bmax Connector。

这是第一次投稿，语言组织能力有限，将就着看吧，如有问题，去 Blender 的各

个群里@我吧。

下载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TitusLVR/BMAX_Connector/tree/Releases

打开网址后，找到下图所示的位置，下载



安装
把下载后的文件解

压到电脑中，会有三个

文件，如右图

BMAX_3dsmax.mzp: 3ds max 端脚本

BMAX_Blender.zip:Blender 端的插件

README：安装说明

3ds Max 端：
打开 3ds Max 后，有两种安装

方法：

方法 1.3ds Max 菜单中依

次选择 Scripting（脚本）>> Run 

Script(运行脚本)，然后在弹出的

窗口中选择刚才解压包里面的

BMAX_3dsmax.mzp



方案 2.直接把 BMAX_3dsmax.mzp 拖到 3ds max 窗口中

Blender 端安装：
以 Blender 2.8 为例，在菜单中依次选择 Edit（编辑）>> Preferences(设置),

找到 Addon（插件），选择 Install…(安装), 选择解压包里的

BMAX_Blender.zip 安装

使用
3ds Max 端：

在安装完后，默认是没有任何的按钮或是快捷键的，这时就需要我们自定义一



下，同样还是在顶部的菜单中依次选择 Customize

（自定义）>> Customize User Interface（自定义界

面）。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Toolbar（工具条）选项卡，

在下方的 Category（类别）中选择 Titus_Scripts,把下

方的 Connection between 3dsmax and Blender 直接

拖到主工具条的任一位置。

完成这一步后，

点按 Blender 图标，弹出如图的对话框。

Global Scale:全局缩放

Send to Blender：把选择的物体发送到 Blender

Get from Blender：获取从 Blender 中导出的模型

Blender 端：

在安装完后，按一下 N 键，打开 N 面板，找到

BMax 选项卡，如右图：

Global Scale:全局缩放

Send to 3dsmax：把选择的物体发送到 3ds 

Max

Get from 3dsmax：获取从 3ds 中导出的模型



Blender 新插件推送
作者：Stuart Attenborrow

我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软件开发人员和 3D 通才。十年前，当
Blender 2.5 发布时，我改用了行业标准的 3D 软件。它有一个很棒的用户
界面，功能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很稳定。

Blender Photogrammetry Addon v1.0
我最近写了一个插件，对于那些使用 Blender 的 VFX 摄像机跟踪器或那些对摄影测量

感兴趣的人来说可能很有用。

我一直在尝试重建稀疏的低分辨率图像，其中正常的自动管道发生故障。通常的解决
方法是拍摄更多照片，但我无法这样做，并且必须使用我所拥有的照片。Autodesk 过去曾
有一个名为 ImageModeler 的应用程序，它满足了这一需求，但此后一直停止使用许可证。
从本质上讲，ImageModeler 是一个摄影测量工具，用户手动放置点，软件解决了相机姿势
和稀疏 3D 点云。幸运的是，这正是 Blender 可以做到的！

在 Blender 中解决相机移动并生成 3D 场景之后，插件可用于利用 COLMAP 或 PMVS
从稀疏跟踪数据重建密集点云。

重建后，点云直接导入 Blender。这允许您使用数千个新点在场景中准确定位对象。
您还可以使用 Meshlab 从点云生成网格和关联纹理，然后将其导入 Blender。这将为您提供
纹理几何体，可以轻松地在您的 VFX 镜头中反射或模拟！

如果您想出一些很棒的东西，请分享！

https://github.com/stuarta0/blender-photogrammetry/releases/tag/1.0        下载

机翻

https://github.com/stuarta0/blender-photogrammetry/releases/tag/1.0
https://


I've recently written an addon that may be useful to those of you using Blender's camera 
tracker for VFX, or those interested in photogrammetry.

I've been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sparse, low resolution images where a normal 
automated pipeline fails. The usual fix is to take more photos but I'm unable to do so and 
must work with what I have. Autodesk had an application in the past called ImageModeler 
which met this need but has since been discontinued with no avenue for licensing. In 
essence, ImageModeler was a photogrammetry tool where the user manually placed 
points and the software solved the camera poses and sparse 3D point cloud. Fortunately, 
this is exactly what Blender can do!

After solving a camera move in Blender and generating a 3D scene, the addon can be used 
to leverage either COLMAP or PMVS to reconstruct a dense point cloud from the sparse 
tracking data.

After reconstruction, the point cloud is imported directly into Blender. This allows you 
to position objects accurately within your scene using the thousands of new points. You 
could also use Meshlab to generate a mesh and associated texture from the point cloud 
and then import this into Blender. This would give you textured geometry that can be 
reflected or simulated in your VFX shot with minimal effort!

If you come up with something awesome from it, please share!

原文

作者：JAYANAM
我的名字是来自 jayanam 的 Matthias，我们正在为 youtube 频道录

制 gamedev 教程。我们还使用 Blender，Unity，Krita 和其他应用程序创
建模型和游戏。

Blender 2.8 Free Batch Export Addon【免费批量导出插件】

Batex 是 Blender 2.8 的免费插件，用于批量 fbx 导出 - 例如虚幻引擎 4. 它具有将所选
对象导出为单独的 fbx 文件到预定义文件夹并在导出之前设置轴心点的选项。

Batex is a free addon for Blender 2.8 for batch fbx export - for example to Unreal 
Engine 4. It has options to export the selected objects to separate fbx files into a 
predefined folder and to set the pivot point before the export.

原文

机翻

https://github.com/jayanam/batex            下载

https://
https://
https://
https://github.com/jayanam/batex


动力学 多米诺骨牌
品构视觉设计公司供稿
撰稿人：masicblack 图文整理：kirk



多米诺骨牌很多人都知道，是一种力学的表现现象，在骨牌倒塌时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
和文字。骨牌一个个先后被前一个撞倒的过程是很令人兴奋的，当然还是要排除掉，巨长的
摆放时间和巨累的收拾时间。

那么现在开始制作多米诺骨牌，首先 Shift A 创建一个平面，作为骨牌在倒塌时的地面，
将平面在场景中按 S 键缩放一下，弄得大一点，缩放后记得 Ctrl A 应用一下缩放，这得
养成一个好习惯才行。

选择这个平面，进入属性面板 ( 就是
上图中的右下角的那部分 )，看下边，到
动力学部分，选择刚体，类型改成被动，
然后再给它一个碰撞



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在做动力学的时候会经常使用到它，类型改成被动意味着，它不
受重力的影响，所有物体碰到它都将被弹开。

我们新建一个立方体，沿 X,Y 轴缩放成骨牌的样子，就是薄的长方体，像下面↓

将它移动到平面的一端，
大约移动到这个位置



按住 Shift D，按 Y 键，向后拖一点，像下面这样

让两个骨牌之间隔开点距离，然后按 Shift R 键重做刚才的操作，多按几下，就会成
下面这样，这里给第一个骨牌加上碰撞和刚体，刚体那里默认的活动项不要改，骨牌是要
活动的嘛，然后，像下面这样

使用框选工具进行选择



之后，在 3D 视图上面找物体菜单，选择里面的刚体，然后选择从活动项复制



这时候所有骨牌就都有刚才设置的动力学选项了，这时按播放键，并没有任何动作，这
是因为它还没有任何力的效果。

我们新建一个经纬球，摆到骨牌的前方像下面这样

在第一帧的位置，选中球体，按 i 键，给球体一个位置关键帧



再在第十帧的地方，将球体放到骨牌上，再 i 一个位置

在时间线帧上，按 V 键，选择矢量，可以
让球匀速运动。

给经纬球添加刚体和碰撞，在刚体设置
里勾选播放动画，因为我们的球是有动画的。



按住 Shift + ⬅到时间线的起点

然后播放就可以看到骨牌的连锁效果了

更改第二个关键帧在时间线上的位置，两帧之间的帧数越多，球撞击的力度越小，反之，
帧数越少，力度越大，上面是 10 帧的效果，下面是 5 帧的效果

这样，我们的超简单动力学多米诺骨牌就做好了，接下来要你们自己去摆了



品构视觉设计公司供稿
撰稿人：masicblack 图文整理：kirk

CYCLES 灯光渲染



在这次教学中，我准备了一个控制器的场景
在界面中分出两个 3D 视图，其中一个切换到相机视图，当渲染视图

将 渲 染 引 擎 改 成 Cycles， 默 认 使 用
CPU，在性能里改成固定，我这默认是 8，
然后数量改成 5

5 个用于渲染，剩下三个用于操作，这样
不容易出问题。

改成 Cycles 之后，保证在 3D
视图相机中，并且在物体模式下，
Ctrl B 框选出一个预览区域，并且
显示为红色虚线



切换到渲染显示模式，就可以只在框选的部分里预览渲染效果，记得要随时保存。
如果预览渲染比较慢，可以用滚轮将预览视图缩小

Shift A 新建一个面光，选中，M 键，新建一个灯光集合，这样就建立了一个灯光组。

可以看到灯光里有一个区域灯光，把灯
光的属性改成 2W

并且将尺寸改成 0.5m，把灯光挪动到可以把核
心的物体遮盖住的位置就可以了



灯光效果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把地面的材质处理一下，将颜色弄成白
色，亮度拉到最高，给它一定的金属度并降低粗
糙度和高光

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在灯光的属性这里，将
可见性，射线可见性的光泽
勾掉

像这样



这里我们的背景有一个前后的变化了，看黑白渐变的这个效果

需要增加物体前面的可见性，我们再增加一个灯光，形状改成长方形，然后调整到合适
的位置，就是放在物体的斜前方，然后把能量改成 0.5，然后就成为下面的效果



点使用节点，在节
点编辑器里 Shift A
颜色中，添加一个光
线衰减

强度改成 1，平滑
改成 0.15，在把二次
型连接到自发光的强
度力度接口上

把 灯 光 的 形 状 改 一
下，最多反弹次数改成 4，
勾选上投射阴影，都勾
选上。

可 以 通 过 拖 动 这 四
个点来快捷改变灯光大
小



可以 Ctrl B 框选一小部分查看小区域的渲染效果，噪点可以不管，最后会有一个降噪
的功能

和刚才一样，使用节点，新建一个光线衰减，二次型连接到自发光的强度力度上，
光线衰减的强度力度，改成 0.6

可以看到它是这样一个效果



将刚才创建的放在插头上的灯光复制一份放在控制器左侧斜上方，并把光线衰减的强度
调高到 1.6

一 个 背 景 过 渡 就 可 以 了，
千万不要使用两个过渡，在渲染
设置的色彩管理中，把查看变
换改成，Filmic，胶片效果改
成无，把使用曲线勾掉。



记住，保存文件
在合成属性的通道中将这几个选项勾选上

我们暂时先将渲染设置里的采样的渲染改成
64，视图改成 16

现在可以 F12 看一下渲染效果



图上的白斑，我们这样去消除，渲
染设置里光程这里

将焦散下的滤除光泽改成 5
钳制下的间接光，改成 5
直接光改成 3 
最多反弹次数下的，总数改成 32
漫射 8
光泽 8
透明 1
透射 1
因为没有用到后两个，所以改成 1 

这次再渲染一下白斑会减少很多



在顶上选择合成工作空间，就会到合成中

在节点画板中，Shift A，输出里选择预览器



顺便把这里的结束点改成 1 

表示在 1 帧循环播放

在 Shift A 中查找降噪节点，记住是降噪
不是去噪



Shift 右键可以在线上切出一个圆点

可以在降噪之后添加其它效果，降噪之前也可以，比如，添加一个 RGB 曲线，然后
像下面这样设置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如果感觉图像锐度不够，我们可以在 Shift A 滤镜 ( 过滤中添加一个滤镜 )

然后将柔化改为锐化并
调系数到 0.1



这里先把合成这里的使用节点关掉，然后到 Layout 工作区里，将所有灯光的最多反
弹次数都改成 8，并把多重重要采样关掉，尽量节省资源

F12 渲染，渲染完毕后，先不要关渲染窗口，
切换到合成工作区，打开使用节点，选中锐化节
点按 M 键，禁用再启用该节点，之后再打开渲
染窗口，可以看到，合成效果已经更新了

选中节点后按 H 键可以最小化该节点



保存渲染图时，可以选择保存或者另存为





benderCN‑社区官方合作 CGI 公司

品构视觉设计

不好意思

这是一个硬广



咳咳~
诶呀~作为这个公司的职员， 一周一般去两次做技术培训的员工来讲~嗯。

稍稍有点脸红哈~
但是嘛~毕竟是小编（masicblack） 我所在的公司 ， 虽然小是小了点， 但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 并且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很好的“实习 ” 的地方哦~
不过， 大家有个准备， 离市中心有点远！ ！ ！
大家~懂得。 北平~这个地界儿就这样~没辙~





哈哈哈~
如何， 够远吧~
东五环外， 地铁黄渠站附近！
懋隆文化产业园

懋隆→→→懋这个字念 mao 四声

看看这乱七八糟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工作岗位。
是不是有一种颓废的新潮感觉？





嗯当然~在休息时间大家还有玩耍的可能性。（看老板当时的心
情~哈哈哈） 。 不过你要是一个篮球和足球迷的话， 可以交互的点会
多点哦。

俺们这个小工作室， 其实分三大块工作区间：

　 　 　 　 平面设计（挣钱最多）

　 　 　 　 合成特效（总在加班）

　 　 　 　 视频剪辑（总在嘲笑合成加班）

所以其实工作的范畴相当之大。 小编 M 我负责的就是从那个的
基础到这个基础到另一个基础培训。 当然当公司出现难度较大的工
作项目的时候。 小编我就得到处送 HP。 最终丝血回泉. . . . . .相当的苦
逼啊。



作为与斑斓中国社区战略合作伙伴。 俺们与 blenderCN
在头条上做了深度绑定整合。

算~嗯~半个无私吧~~哈哈哈哈（十分脸红） 的共享了
开源技术的商业使用经验吧。

可不要小瞧俺们， 至少没有一个公司做到我们这个地
步哦。 嘿嘿嘿~



其实， 本来， 应该啊。

这个图文是讲解俺们这个小公司对人才人力的渴望。 曾经我们也从社区中
寻找了若干人才， 其中有聪明的有机灵的有沉稳的有热爱变化性的也有深情流
露的。 当然最终的结论只有 2 个

→留下的→离开的

零零总总的一年多的时间， 我们发现从 CN 过来的同好都有个无法避免的
问题。 就是专业技能基本为 0。

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 当然不是针对人。 而是对公司来说。 专业技能
为零的话， 需要公司从头培养， 一旦中间循序不上， 公司的技术培养成本无限
接近于“无奈” 。

这是一个试炼， 也是一个摸石头过河没过去， 于是只能顺着摸过的石头回
来喘口气准备下一个过河的出路的时间段。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
深深地反思公司与社区的配合。 法线（发现） 问题所在的核心， 就是成本。

个人来说也是成本， 公司来说还是成本。

对于个人， 在北平这个旮沓， 生活成本太高了。
对于公司 ， 培养人才的成本太高了。

个人想入职就能得到更多的回报（工资， 奖金， 提成， 分红）
公司想个人入职就能给公司带来经济收益（多干活， 多加班）

个人来了公司 ， 没有专业技能， 没有高回报， 于是逆反心态爆棚。 公司得
到新人没有高收益， 恼火万分。 于是. . . . . . .

分道扬镳...



突然这个时候， 头条给我过了专栏. . . . . . . . .
有时候我还真觉得， 是不是被那个啥~~~控制我们的命运。 哈哈哈哈哈哈

一条路走不通， 就给你准备另一条路。

既然专业技能为 0， 我们就提供广普技能培训呗~。 在家或者在职就可以

学习开源的 blender· krita· inkscape 为核心的工作基架。

这样， 学习好技能后， 在决定是不是入职俺们这个小土地庙， 估计吧。
嗯~没几个会过来啦~不过我们也是看机缘不是吗？ 嘿嘿嘿~

我们将在这 1 年内陆续提供影视行业中视频特效·视频合成·视音
频剪辑·动画制作这些技术技能培训。 用俺们知道的技术和俺们实战的工

作经验来作为实例讲解。

大家不用吃猪肉！

看我们咋巴拉巴拉瘸腿跑就好啦~

PS： 关注今日头条小编哦~



最重要的！ ！ ！ ！ ！

大家

入职前

准备好半年的

租金支出
北京市品构视觉（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北京市懋隆产业文化园区 29A（地铁黄渠站东南出口 ， 红绿灯右转白色大门）

意向联系：
邮箱 masicblack@qq.com（入职前询问和质疑都可以， 无疑问后会告知人事联系方式）

公司无网址（小编总吐槽设计部门 . . . . . . . .造成怠工）
公司独立制作创作→无+无+无  （小编天天吐槽老板没创作的吃撑之心）

公司需要： 有创作欲望的同好们（纯粹的小编的心声）





今天就带大家来学习如何做一个超简单的 Q 版无脸男模型，无

需多说，下面直接开始。 

1、养成良好习惯，一切从参考开始！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第一张为大家童年最为熟悉的图片，而第二张为简单从

网上找的 Q 版表情包图片，可以简单将无脸男分为 3 块 

——半透明的身躯，圆形的面具，两只细细的 xio

手(真的可爱)，还有根据个人癖好额外添加的元素小风



车，兔耳。 

2、正式开始动手 

①先从身躯开始： 

 

依照图中分为简单几步： 

（1）创建立方体，在物体模式下 Ctrl+2（数字代表细 

   分次数）进行表面细分，使用 Shift+alt+s 球形化。 



（2）选中球体下半部分进行删除，并选择如图顶点下拉并

s-z-0 将其对齐

（3）再次进行细分并对点进行调整，当初做的时候做了拖

尾，不过其实因为后面要让下体透明，所以不做也无 

所谓 



②面具制作

只需简单对平面进行细分，内插并移动面做出面具的

效果，将其手动调整以贴合面部即可，相当简单 

③xio 手手制作



使用基础的修改器，镜像，蒙皮，表面细分 3 者结合， 

可以很轻松就完成手部，需要注意细分修改器应置于蒙

皮之下，其次对于蒙皮的点使用 ctrl+A 即可进行缩放，

在做比例的时候上臂稍大，下臂稍小，另外，骨骼无需

另外创建，因为只是做静帧，即使不做骨骼也可，需要

做的话在蒙皮修改器中点击创建骨架即可。 

④风车及兔耳朵



（1）风车

风车可以分为 3 个部分，由父子级连接，此处只

说风车转叶部分（其余不会的话建议 b 站顺子老师

黑马赛克辣椒酱走起 b(￣▽￣)d） 

风车单体如右图所示 



创建一个三角形（将四边形一个点去掉即可），

使用 K 在适当位置切出两条线，以便对折。 

对折简单来说就是旋转，这里使用的方法是将游

标移到旋转轴，再以游标为轴进行旋转，有自己其

他方式做亦可，不用纠结于过程 



最终使用表面细分并对外圈进行 shift+e 添加

折痕即可达成效果 



最后一步使用 shift+右键调整游标位置（作为旋

绕的中心点）并使用旋绕进行旋转 360°即可（注意

最后要进行重叠点融合，因为 360 旋转会导致首尾

重叠） 



（2）兔耳

创建一个平面，进行适当横向的环切，并按图添加

修改器，注意缩裹的偏移量稍微加大一点，让物体整



体在身体外，除了表面细分以外都可以应用掉 

兔耳的制作其实相当简单，环切后对随机几个面挤出，再对前

半的面进行内插移动即可，猫耳等兽耳基本同理（舔一下） 

3、材质的制作 

主要介绍身体和面具，其他部分都相当简单，自己调整

即可

①面具



直接使用图片绘制，对于新手小白而言注意绘制贴图

的流程 

（1）进入 texture painter 模式，可以看见左侧窗体新

建字样，新建一张图片，按 Alt+S 保存（一定要

保存，否则无法连接节点） 



（2）如图连接节点便可开始绘制，因为图片比较简单

故不展开说，大家自行随便画点什么也行

②身体



 

直接上节点，对于新接触材质的萌新相当的友好，简单

来说就是透明与黑色，在此基础上用渐变纹理来控制黑与透

明的比例 



 

务必记得开启 node wrangler 插件，这样使用 ctrl+shift+

左键即可实时预览当前节点的情况，图中预览的是颜色渐变，

白为 1，黑为 0，所以对于透明与黑来说就是上黑下透，即

可达到效果 



 

 



 

 



 

自此为止便完成了无脸男的全过程，一系列的流程都

是相当基础的修改器与功能的使用，没有任何一点称得

上是困难或者难以解决的部分，各位和我一样的新手朋

友们都可以大胆地尝试着做来玩 XD，谢谢。 



洋面+动绘流程 cg 制作 

作者：会飞的键盘侠 

联系方式：1016296617@qq.com 



A.洋面样本—置换贴图—(基本搬运) 

1. 添加网格并平面细分 60(细分次数根据自己情况调整) 

2. 洋面修改器+细分-----参数按照自己喜欢的调整 

洋面修改器参数简述： 

时间：控制海洋随时间变化 

分辨率：海洋的细节提现，值越高细节越多，越烧配置 

深度：海洋水深度，会影响波浪的动态 

尺寸:值越大浪越小，整个海洋越平整，值越小浪花体现越明显 

随机种：*** 

空间尺寸：越大洋面细节越少，但可以调整分辨率参数来恢复洋面细节 

翻滚度：值越大浪越汹 

对齐：值越大浪的方向性越强，10 的时候浪花朝单方向运动，0 的时候随机

运动 

缩放：可以理解为浪高，值越大浪越汹涌，和翻滚度不同的是这里是直接控

制浪花，建议调节范围为 0-5 之间 

方向：控制浪花的方向性，一般配合对齐使用，当对齐值接

近 0 的时候调节方向基本看不出效果 

最小波浪：最小的波浪的尺寸，值越大，在一个区块上出现

的波浪越少，单个波浪越大，建议调节范围为 0-0.1 

阻尼：可以理解为产生的波浪会有两个方向，阻尼控制其产

生的反向波浪的衰减，值越大衰减越强，波浪的方向性越强，

值越小，正向波浪和反向波浪碰撞越多，波浪方向性越随机 

风速：值越大浪之间的距离越大，值越小浪间距越小，建议

调节范围|t|≥4m/s 

如图，楼主的设置 

3. 设置洋面动画关键帧—动态的海洋 

4. 设置洋面材质+添加 hdri 光照 

糙度 0,折射率 1.333,背景色全黑---构造简单的水材质 

5. 快速预览 

 

 

6. 设置相机---由于是大尺寸场景，所以结束点可以稍微大一

点 4w 都正常 



 

7. 烘焙洋面置换纹理 

这里的重点是----你一定要知道 

你把贴图烘焙到了哪里，否则，，你的显卡就白打工了！ 

 

8. 重复以上操作，烘焙出两套不同的洋面动画 

这里可以设置不同的尺寸方便在 B 步骤使用， 

这里是楼主的设置 

 

 

 

B.大型洋面场景制作 

1. 创建大洋面+细分----其实就是一大块平面网格-细分一下 

细分次数决定替换的细节程度，根据配置酌情细分，楼

主的密度，大家参考。 

 

随后修改实

验特性，并

给该平面添

加两个细分

修改器，如

图。 

 

 

 

 

 

2. 新建洋面材质+填充烘焙好的洋面置换贴图 



这里的重点是，添加的图片纹理需要用序列帧方式导入，并勾选图片纹理的

自动刷新，播放起来就是动画了 

 
这里在纹理坐标处使用的空物体坐标作为洋面纹理采样，输出位物体坐标，

如上图。在纹理映射上缩放尺寸可以和自己渲染的洋面样本尺寸设置一致： 

 

 

噪波系数自行调整。这里大型洋面就制作完成了。 

C.动绘 

这里主要以讲解为主，结合使用需要自己下去练习。 

1. 动态绘制简介 

动态绘制即动态地对物体进行改变，使物体随着时间线的移动呈现动态变化。 

常用的使用场景如雨景/波浪/消融等 

 

2. 动态绘制基本用法 



Blender 中动态绘制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绘制面

和绘制笔

刷。在物

理计算中

添加。 

 

 

 

笔刷的类型支持下图等多种类型。 

 

3. 示例 1 

 特别注意的是画布平面的细分有助于体现

动态绘制的细节，但同时会消耗更多的计

算机资源 

 参考右图的细分密度 

 给步骤 2 中的笔刷类型设置为‘物体中心’ 

 Shift+space 播放模式下移动笔刷平面接近

画布平面即可观察到效果 

 

 

 

4. 示例 2 



对笔刷平面添加粒子，并将笔刷类型

修改为‘粒子系统’ ，画布表面类型更 

改为置换，shift+space 播放动画可观察

到效果： 

 
5. 示例 3 

给指定物体添加笔刷，笔刷类型更改为网格体积，画布表面类型更改为‘波浪’ 

在播放动画情况下移动物体穿过画布可以观察到效果： 



 

**.最后将前面的操作组合起来，制作好洋面动画，再选择一部分洋面进行细

分，添加画布物理计算，放入船只等物体作为笔刷更改笔刷类型为网格体积

进行动画制作。 

**. 我自己的

制作流程是

将大型洋面

场景制作好

之后 (烘焙洋

面制作节点-

---新建场景

---- 创 建 平

面 ---- 尺 寸

4000m*4000m--细分至 1024 个面----cy 下实验特性----给平面添加细分修

改器---勾选自适应---视图层级为 3----更改试图结束帧 ) 

初步效果： 



 
Tips：增加细分修改器的试图层级可以增加更多细节 

增加渲染选项下的 参数也可以增加细节。记得点上光滑着色 

修改细化后效果： 

 
 

场景动画： 



这里我们先取消掉细分修改器。并截取需要添加船只动绘的范围----这是我

截取的总场景的中间部分作为我动画

设计的范围，然后按选中项分离出来。

在最中间选取一小部分作为放船只的

场景—添加细分修改器-细分层级 4 作

为动绘调试，并对其添加画布，表面类

型更改为波浪。添加物体作为画笔制作

动画，调试效果及参数设置如下： 

 画布参数 

最后，取消刚刚的临时修改器，恢复洋面的修改器

并添加水花进行渲染就 ok 了（记住波浪一定要烘

焙后再渲染哦）。缓存烘焙相信大家是会的。。！！ 

 

 

 

最后可进行调色： 

炸调色---不要介意 哈哈哈哈 

大圣号启程！！！呜~呜~呜~！！ 



 

 

这里动绘的波浪和海洋结合使用就完结了，目的是对初学者提供一个思路。

具体细节可以深入研究一下。物体移动产生的水花可以用粒子和烟雾结合进

行制作，这里就不用赘述了，粒子及烟雾的教程有很多，可以去找找鲨大和

辣椒等大神的教程。 

最后附上做好的节点： 

主要是方便控制洋面的变化性 才这样做的—可以忽略如下操作。。。 

 

 

 

 

主节点： 



 

子节点 1： 



 

子节点 2： 



 
 

附上工程： 

https://pan.baidu.com/s/19XQpUtRiH6fkV53L5oOoJw 

 



大型山体混合制作 

作者：会飞的键盘侠 

联系方式：1016296617@qq.com



tips:老年机---酌情尝试 

楼主配置：i7 8700 32g gtx1070 

利用 Blender 自带插件 Landscape 地形生成器+洋面修改器制作大型山地模型 

1. 烘焙洋面（单张） 作为循环替换

这里烘焙洋面置换贴图的作用是便于将步骤

2 中的单个山地混合起来，洋面是循环置换

图，也就是可以沿着 x 和 y 进行复制，混合

了山地模型后可以进行循环置换。以上是我

自己调节的两张置换洋面，读者自行调节。 

附上修改器参数： 

2. 制作 Landscape 地形 多个 用于节点混合

首先勾上这个插件， 然后 add 

mesh—Landscape，参数可以参考我

的。一定要注意 1024 那项参数！！！

本 人 i7 8700 32g 所 以 设 置 的

1024/1024，自己斟酌！！！ 



这里我制作三张不同的山地图备用： 

全家福~~~ 

3. 烘焙地形高度

这里在 EV 下进行，合成节点添加规格化 z 深度



烘焙预设有两种方式： 

方式 1---摄像机放在需要烘焙到地形正下方： 

调整渲染图片的尺寸为 4000px*4000px 和摄像机的视角 使得摄像机视角刚

好把地形框进去，并 F12 渲染得到深度图： 



这里得到的深度图是和原地形关于某个轴向对称的。需要注意！ 

方式 2---将摄像机放在需要烘焙到地形正上方： 

镜头朝下，同样调整视窗大小刚刚框住地形，F12 烘焙得深度图。这种情况

下得到的深度图需要在使用的时候对黑白色进行反转！ 

将得到的渲染深度图保存为 16 色 png。记住自己渲染保存的文件路径和文件

名哦！ 

Tips: 

 为了保持三个地形的尺寸统一，

这里摄像机和灯光位置不变，渲

染深度图都时候依次将地形往

下放。往下移动地形烘焙第二个

深度图前将第一个烘焙的图设

置为不可渲染或删除。往下一栋

只需要修改图层的 z轴数据不需

要手动移动，以免造成误差。 



4. 测试地形置换

将烘焙好的深度图作为置换贴图，新建一个平面，细分，添加材质。

如果使用的是方式 1 得到的置换贴图，置换图层时，纹理坐标映射中更改 x

轴或者 y 轴旋转 180°！

如果是使用的方式 2 得到的置换贴图，置换图层时，给上黑白反向

5. 混合地形

重开一个工程，新建一个平面，4000*4000m，细分至 4096 个面 cy 下实验特性，

给平面一个细分修改器，自适应，层级 3，导入以上两张洋面置换，三张地形



按照纹理坐标小，中，大，进行三层混合，这里我使用的小型山体为 disp1+depth1

（纹理坐标缩放为 100，噪波 200）、中型山体为 disp2+depth2（纹理缩放为 200

噪波为 400）、大型山体为 disp1+depth3（纹理缩放为 800，噪波为 1600），每

个山体都混合一个噪波纹理作为随机性控制。最后将三种山体进行矢量相加作为

置换输出。 

预览下： 

节点介绍： 

主节点： 

这里为了方便 调整 依旧做成了复合节点，可以调节每个山体都山体高度和山体

混合缩放系数。 



Main 复合节点： 

同时对纹理坐标做了一定角度的旋转： 

Landscape 复合节点： 

这里注意 我只展示的其中一个山体复合节点，只需要替换置换图和深度图就可

以，然后在主节点界面对山体高度和山体噪波进行调整。 



高度增益复合节点： 

最后灯光+HDRI---渲染---end！！ 



我这审美…大家多担待。。。主要是思路！思路！思路！路！~ 

不过说实在的，只是渲染单帧的话 这样做有些多余，不如用噪波和沃诺诺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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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原理       
     看看插件的秘密

M e s h m a c h i n e

文章作者 Kang

Blender 插件



虽说强大的插件能让我们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对于其中的工作原理，一定要去
了解，我们可以使用Blender的内置功能对插件进行还原模仿，目的不是为了完全摆脱插
件，也不是为了装X．当插件出错时我们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并找到解决方案，对于并不
想付费购买插件的人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实现相同的效果．

Unfuse

这是Ufuse功能在MESHmachine中的执行效果，将“圆角”还原成了斜角。
相当于选中了倒角内部的所有循环边，做了一个融并边的操作。



用内置功能来实现确实
也是这么做，先用快捷

键 C 刷选其中一段倒

角内部的“并排边”

然后通过选择菜单
下的“选择循环边”
功能选中所有循环
边



然后使用快捷键 X 选择“融并边”，或者直接使用快捷键 Ctrl X 快速融并。

结果如下，需要标记锐边的话，直接选择需要的边 Ctrl E 选择“标记锐边”



Refuse

这是Refuse在MESHmachine中的执行效果，可对倒角的分段、曲率随时进行重新
调整。



用内置功能来时现，得先融并倒角内的循环边，然后通过快捷键 Alt Ctrl 来

选中倒角的“并排边”。

然后通过 Ctrl E 中的“细分并排边”进行倒角分段和曲率的重新编辑。



默认参数肯定不对，需要将

参数中的“插值类型”改成 
混合曲面 。细分并排

边之后面的曲率才会根据面
的形状来过度。

这是“插值类型”
改为“混合曲面”
之后正确的过度效
果，调整“切割次
数”就是调整倒角
分段，调整“平滑
度”就是调整倒角
的曲率。



但是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在倒角端面为非平面的情况下，细分并排边之后，
倒角的端面会非常难看。就像下图这样......

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想办法把端面拍平了，用缩放来做的话，点不是在边上滑行，而
是三个坐标都有变动，这样倒角肯定会变形。
用MESHmachine做的话，是用Flatten功能拍平。



现在我们用内置功能来实现，首先开启内置插件“tinyCAD”,开启后在右键菜
单中调用。



tinyCAD中最后一个功能“E2F”就是延伸边线到面，先选择一个面再选择一条边，
就可以将目标边线延伸到面上，这个面是向外无限延伸的。不过一次只能延伸一条边，
无法多条边同时延伸。如果要延伸到一个绝对平的面上，可以先拆出一个三角面出来。

然后先选中三角面，再选要延伸的边，执行“E2F”。



依次把剩下的边都做好延伸。

最后选中倒角相关循环边，用快捷键 Shift V 将边滑动到延伸边末端，并移

除重叠点，或者开启自动合并，完成平面化操作。



Unchamfer/Unbevel
MESHmachine中这两个功能是一样的，都是把倒角还原成未倒角之前的状态。

用内置功能实现，还是先将倒角内部的边融并，再用tinyCAD中的延伸边到面功能，
将边依次延伸，完成同样的操作。



Unf*ck
我们在倒角或者加厚操作时经常会碰到倒角半径大于曲率半径的情况，这个时候倒

角或加厚后的边线会相交，Unf*ck就是处理边线相交问题的。



用内置功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开启内置插件“LoopTools”。



首先需要用“Gstretch”将倒角所在的边均匀拉直，然后通过调整采样点用
“曲线”功能将所在点自动附着在采样点形成的虚拟曲线上。

在拉直之前需要在两端卡下点或边，因为Gstretch执行时所选的点链两端点是不动
的。







这是执行“曲线”后的结果，最后移除重叠点即可。

至于MESHmachine中的Fuse、Change Width、Flatten等功能前面已说过，这里
不再重复。



法向
首先是“平化”功能，它会将光滑显示的面平直显示。实际上就是根据角度编辑

了法线和编辑标记锐边。

手动做法就是直接标记锐边即可，记得开启物体数据下的自动光滑。



“Transfer”这是在MESHmachine中实用的功能，但是需要先用

“Stash it”将网格信息备份，这个信息包含了法线信息，并且可以备份多个版本。

它的作用是在做硬表面的时候，当物体表面遭到破坏时，比如布尔操作，很多时候
是不需要修改布线的，直接将备份好的破坏之前的法线信息传递过来即可。





手动实现此功能，需要手动复制该物体作为备份，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物体有细
分修改器，备份的物体细分值一定要等于或高于原始物体的细分值，否则后面传递法线
数据时精度不够。



给被破坏的物体加上数据传递修改器





修复面被破坏后的法线数据到此已全部完成。

Plug
Plug是MESHmachine中制作硬表面时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可以将很多硬表面细节

做成素材，制作细节时无视布线，并修复布尔后的法线错乱。



手动实现此功能，首先要学会制作硬表面细节素材库，以在任意表面制作方形孔洞
为例。











用缩裹修改器将凹坑物体的外缘缩裹在备份的猴头表面，可以视具体情况调整凹坑
物体的细分值来获得最佳视觉效果。



给凹坑物体添加数据传递修改器，将完整的猴头的面的法线数据传递给凹坑物体的
外缘，也就是顶点组：法线传递。缩裹修改器让凹坑外缘获得了与备份猴头同位置相同
的曲率，数据传递让凹坑物体外缘获得了与备份猴头同位置相同的法线数据，衰减程度
由最开始指定顶点组的权重值决定。

现在我们完成了Plug的手动版本制作，我们可以开启面吸附，对制作好的硬表面特
征进行随意的移动，并且保持完美的视觉效果，而不必考虑布线。



Blender 进 化 趋 势
万 物 节 点 时 代

K i d u x 投 稿



Everything Nodes 

万物节点
As Blender is growing, the amount of functionality is increasing quickly.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a place for all tool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in an ordinary user interface. The main goals of this project are:

随着 Blender的发展，功能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在普通用户界面中很难找到所有工具及其组合的位置。

本项目的主要目标是：

•Make it possible to add new tools without making the user interface less usable every time.

•Allow more functionality to be used together to increase flexibility.

•Introduce proceduralism in more areas of Blender.

Note: the goal is not to implement more node systems per se. However, node systems are a great way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refore,

they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ject.

•可以添加新工具，而不必每次都降低用户界面的可用性。

•允许更多的功能一起使用，以增加灵活性。

•在 Blender的更多领域引入程序主义。

注意：目标不是实现更多的节点系统本身。然而，节点系统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此，

他们将在本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Since there is no way to design the whole system upfront, I decided to try to go into the right direction step by step. My plan is to start 

to integrate a generic function system. A function will probably be like a node group for Cycles, just more generic (i.e. it will be able to 

handle many more types of data). Additionally, different parts of Blender can become function users. A function user is able to use all 

functions that have a specific signature. A signature is the set of inputs and outputs of a function. This way, every tool in Blender that 

can use functions, automatically becomes much more flexible.

由于无法预先设计整个系统，我决定一步一步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我的计划是开始集成一个通用的

功能系统。一个函数可能像一个 Cycles的节点组，只是更通用（即它能够处理更多类型的数据）。此外，

Blender的不同部分也可以使用这些函数。函数用户可以使用具有特定签名的所有函数。签名是函数的一组

输入和输出。这样，Blender中的每个工具都可以使用函数，自动地变得更加灵活。

Examples:

•A function that has a vector as input and another vector as output can be used as deform modifier.

•A function that outputs a float can be used in a driver.

•A function that outputs a mesh can be used for procedual modelling.

•A function that outputs many matrices can be used to control instancing or an armature.

•A function that takes in a 2D vector and outputs a color can be used for image generation.

A function has to fulfill two main requirements to be widely useful:

•It must not have side effects. So any modification of data that can impact other systems is not allowed.

•It must be possible to get all dependencies of a function without executing it.

示例：

•有一个矢量作为输入，另一个矢量作为输出的函数可以用作变形修改器。

•驱动器中可以使用输出浮点数的功能。

•输出网格的函数可用于程序建模。

•输出多矩阵的函数可用于控制实例或骨架。



•可以使用接收二维矢量并输出颜色的函数生成图像。

函数必须满足两个重要要求才能广泛使用：

•不得有副作用。因此，不允许对可能影响其他系统的数据进行任何修改。

•必须能够在不执行函数的情况下获取函数的所有依赖项。

Especially the first requirement feels very restrictive at first. However, it is the key ingredient to make many tools accept function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fear breaking something else. Not having side effects also makes composing many existing functions into 

bigger functions much easier. Obviously, at some point you want to have side effects ("Software exists for its side effects"). This is where 

function users come into play. They execute functions and use the result to change other data like the location of an object.

尤其是第一个要求在开始时感觉非常严格。然而，它是使许多工具接受函数的关键要素，因为它们不必
担心破坏其他功能。没有副作用也使得将现有的许多函数组合成更大的函数变得更容易。显然，在某个
时刻，你想要有副作用（“软件是为它的副作用而存在的”）。这就是函数用户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
执行函数并使用结果更改其他数据，如物体的位置。

Personally, I believe that just having this concept opens up a whole lot of new possibilities in Blender. My goal is to fit as much as 

possible into this simple concept. It will probably take some trial and error. At some point we might notice that certain more complex 

operations (e.g. some kinds of simulation) don't fit in very well. If that's the case, we can carefully add higher level concepts later on. 

Before we make that decision, we should have tried though.

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只要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在 Blender 中打开许多新的可能性。我的目标是尽可能

地融入这个简单的概念。这可能需要一些尝试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某些更复杂的
操作（例如某些模拟）不太适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以后小心地添加更高级别的概念。在我
们做出决定之前，我们应该试一下。

There are many possible approaches to create functions. Usually functions are written in code. However, we want that artists are able to 

make their own functions without having to code. Also it should be easy to share them like any other Blender asset. This is where node 

systems become important.

创建函数有许多可能的方法。函数通常是用代码编写的。但是，我们希望艺术家能够在不需要编码的情
况下创建自己的函数。而且，像其他任何 Blender资产一样，共享它们应该很容易。这就是节点系统变得

重要的地方。

Over time I'll implement one or more new node tree types, whose goal it is to provide a good user interface to create custom functions. 

In theory a single node system is enough. However, maybe it will turn out to be more user friendly to provide multiple frontends, each 

of which is specialised for a specific tasks. Note: Not every frontend one can imagine is a node system. Other types of frontends could 

exist as well.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实现一个或多个新的节点树类型，其目标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用户界面来创建自定
义函数。理论上，单节点系统就足够了。然而，也许提供多个前端会更方便用户，每个前端都专门用于
特定的任务。注意：并非每个前端都可以想象为一个节点系统。其他类型的前端也可能存在。

Executing Node Trees

执行节点树

A node tree itself does nothing. There has to be a system that executes the function described by a node tree. Since we don't want to 

restrict ourselves too much yet, multiple execution backends can be implemented. An execution backend takes a node tree and turns it 

into something that can be executed on some device (CPU/GPU/...?).

Multiple types of backends can be imagined:

•Transpile node graph into LLVM IR and compile it down to machine code.

•Transpile node graph into GLSL/... and compile it.

•Interpret node graph without compiling it.

•Interpret node graph interactively with user interaction.



All backends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E.g. using LLVM might give very good CPU performance, but maybe compiling a large 

node graph will take too long. Instead the node tree currently being edited could be interpreted instead of compiled.

节点树本身不做任何事情。必须有一个执行节点树描述的函数的系统。由于我们还不想太多地限制自己，
因此可以实现多个执行后端。执行后端获取一个节点树，并将其转换为可在某些设备上执行的内容（cpu/

gpu/…？）.

可以想象多种后端：

•将节点图分解为 llvm-ir，并将其编译为机器代码。

•蒸腾节点图到 glsl/……然后编译它。

•解释节点图而不编译它。

•通过用户交互以交互方式解释节点图。

所有后端都有优点和缺点。例如，使用 LLVM可能会提供非常好的 CPU性能，但编译大型节点图可能会花

费太长时间。相反，当前正在编辑的节点树可以解释，而不是编译。

To avoid having to write the same backend for multiple frontends, an intermediate node representation should be used. I call it the data 

flow graph. The data flow graph looks just like a node tree but has some more restrictions:

•Every input socket has to be connected to some output socket (-> there are exactly as many links as there are inputs).

•Every node represents a function (user level node trees can have special nodes like Input and Output).

A data flow graph does not store which inputs/outputs the final function will have. Instead, multiple functions could be generated based 

on the same data flow graph with different inputs and outputs. Note: not every node might support every backend. Having an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makes implementing new frontends and backends easier.

Some operations can work on the data flow graph directly:

•Insert nodes that do implicit conversions between types. Otherwise every backend or frontend had to do it.

•Extracting external dependencies of a function.

为了避免为多个前端编写相同的后端，应该使用中间节点表示。我称之为数据流图。数据流图看起来就
像一个节点树，但还有一些限制：

•每个输入插座必须连接到一些输出插座（->有与输入完全相同的链接）。

•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功能（用户级节点树可以有特殊的节点，如输入和输出）。

数据流图不存储最终函数将具有哪些输入/输出。相反，可以基于相同的数据流图生成多个具有不同输入

和输出的函数。注意：并非每个节点都支持每个后端。具有中间表示使实现新的前端和后端更容易。

一些操作可以直接在数据流图上工作：

•插入执行类型间隐式转换的节点。否则，每个后端或前端都必须这样做。

•提取函数的外部依赖项。





骨骼教程 
手部骨骼 

其实到这骨骼绑定图文已经差不多了，之后就是更新一些更细节的东西了。 

先创建一个手臂，新建骨骼，进入编辑模式，E 挤出一节。



 
选中这两个骨头， 

 

SHIFT+D将它们复制出来当手指骨头，调整好位置和大小， 



 
手指骨头有三节，所以我们要挤出一节，调整好长度关系。 

 
和上面的步骤一样，选中我们调整好的手指骨骼，SHIFT+D复制出其它四根手指的骨头，

一样调整好位置与大小关系。 



 

最后再在手臂尾部挤出一节骨头。 
 
 

 
现在已经搭建完毕了。 

但是还要添加一下胳膊的 IK，这里不做演示了，因为之前教程写过了。 



 

 把手指骨头和刚刚挤出的骨头创建好父子关系。  
 

 
剩下的四个也是一样，创建好父子关系。 

 
全部绑定好之后我们开始给手指骨头添加复制旋转的约束。 



 
按照图中的顺序选择（先选被复制的），然后快捷键 SHIFT+CTRL+C 添加复制旋转约束

器。 

 

这里就直接添加上了，目标也直接为你选择好了。 



 

 
这里的空间要改成从自身空间到自身空间。 

 

 
这里的偏移量可以勾上，这样旋转参数就不会被控制死了，跟随旋转的同时你还可以自由

的控制旋转。 



 
 
 

 
剩下的也全部添加好，除了大拇指骨头。 



 
回到编辑模式，选中这四根骨头。 

 
SHIFT+D复制出来 

 



 
进入姿态模式，和上面的步骤一样，为它们添加复制旋转。 

 
大拇指的话，为最后一根添加复制旋转就好了。 

 



 
剩下四根控制手指旋转的骨头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添加一个限制旋转的约束器。 

 
 

 
限定之后，无论你怎么转都不会出现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了。 

好，这期就到这，下一期软骨骼图文。 



Oleg Zherebin，概念艺术家设计师

永无龙之日
https://www.blendernation.com/2019/05/13/behind-the -scenes -no -more -
dragons/?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创作解析



简述
你好，我叫 Oleg Zherebin。出生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一个小镇上，5 年前我

搬到了伦敦。
我在 Pokerstars 担任首席艺术家，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移动应用程序设计。我把所有的

空闲时间都花在我的爱好上—概念艺术的发展上。我做概念工作已经三年了。有时我把自由
职业和主要工作结合起来。

去年秋天我开始每天使用 blender。我多次尝试去学习，但都没有成功，直到我意识到
它的真正力量，当我看到贾玛·朱拉巴耶夫的精彩作品，以及在即将到来的 2.8 版本中所做
的事情。

在这之前，我用了 10 多年的 3dsmax，第一次用 v-ray 进行建筑建模和渲染，后来我在
工具箱中添加了 3dcoat、keyshot 和 Marvelous Designer。

我从 LearnSquared 的课程中学到的概念艺术知识。老师给了我难以置信的信心，从那
时起，我想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为电影和游戏创造概念。

想法和灵感
我目前正在与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和超级艺术家 JamaJurabaev 合作一个 https://www.

bigmediumsmall.co 的项目。
我们的想法是让艺术家和模特有机会在我们现成的包装的帮助下将他们的想法转化为现

实。为了创建高质量和开发良好的概念或插图，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搜索参考文献、创建 3D
模型、搜索高质量纹理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非常劳动密集的过程，这需要大量的项目
时间，而创意部分本身只剩下很少的时间。我们要提供各种主题、设计和历史时代的现成的
集合，这一切都将是创造一个新世界所必需的。我们对 blender 的所有资产进行了优化，使
之在 Eevee 中工作表现良好。

这个系列的主要目的是向国王展示艺术家可以用我们的中世纪包做什么 - 他们只要有创
意和一点点软件只是就可以了。

我是中世纪和《权力的游戏》节目的忠实粉丝，所以我决定在一个幻想世界里创建一个
小项目。哪种幻想没有龙，对吧？我想，也许一队恶棍会在一大群人面前向国王展示他们的
猎物。听起来很有趣。

参考文献
我想让气氛变得非常黑暗，必须非常有根据和可信。我做了一个参考素材整理。主要是

来自 GOT 和一些电影的图片。



国王造型和纹理
我实际上是从国王开始这个项目的，因为他将是这个系列中最重要的焦点之一。



他的头在 3D-coat 中被雕刻和纹理化。

我花了一段时间在 Marvelous Designer 为特定的姿势定制服装。

我 还 使 用 了 我 们
包 中 基 本 模 型 的 纹
理。事实上，只需在
现 有 的 UV 贴 图 纹 理
上绘制一些纹理，并
对其进行真实照片映
射，就可以很容易地
创建出国王的服装。 
 



我对目前的结果很满意。我在 Eevee 做了一个实时测试。我第一次尝试在 blender 中使
用头发模拟时忘了提这一点。网格和最后的头发不是完美的，但对于概念和后来替换它是可
以的。

龙头造型
下一步是创造一个龙首和马车。我经常使用 3D-coat 进行雕刻、重新设计和纹理处理；

在这种类型的软件中，您可以从头开始创建随时可用的最终模型。龙首的雕刻和纹理很快，
我的重点不是花很多时间在不必要的细节上，因为它大部分要么在阴影中，要么被雾和雪覆
盖。



管型资产创建
我 在 blender 里 为 马 车 做 了 一 个 非 常 简 单 的 底 座。 在 这 种 建 模 中，Hardops 和

BoxCutter 非常有用。我使用 3D-coat 进行纹理制作。从这一点来说，管道将与现场其他小
资产相同，如王座、楼梯等。

场景设置
当我完成所有资产的创建后，项目的有趣部分就开始了。我开始在 blender 中添加模型，

设置照明，并安排环境。这是我做的前几个照明测试。

城堡和周围的一切都很容易组装，因为所有模型都是模块化的，并且已经有了纹理。所
以我做了一个快速布局。Eevee 实时预览帮助了我很多。

在这一点上，现场非常接近其最终状态。我试图找到有趣的相机角度和微调照明。



但我想，那里有些东西不见了，里面没有什么失误呢？一个朋友很乐意提供宝贵的反馈，
之后我就进入了最后阶段。

这是场景的最终布局。我惊讶于 blender 能处理多少多边形。在某些情况下，有超过 1.3
亿面。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我并不真正关心网格限制，因为我的电脑可以实现它，我
不需要对最终图像进行优化。



惊奇渲染改进
我做了临时的场景渲染，然后为自己做了一个快速的天桥，只是为了探索我需要如何改

变最终渲染的灯光。



渲染设置
我对最终渲染使用了相当简单的设置。我不需要高采样数的无噪音图像，而且在场景中

使用如此多的多边形和灯光渲染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我的解决方案是低反弹计数，
简化 AO 反弹，2000 个样本和降噪。每帧渲染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当我得到呈现 , 我开始最终修改。
在 这 个 阶 段 是 非 常 重 要 为 最 终 合 成 呈 现 不 同 的 传 递 , 如 材 质 或

对 象 通 道 ,z 通 道 还 有 雾 效。 焦 点 , 添 加 一 些 效 果 , 并 在 图 像 的 不 必
要 的 地 方 减 少 视 觉 噪 点 , 一 些 图 片 合 成 和 一 点 点 夸 张 , 完 成 这 些。 







BY ABBY CRAWFORD ON 
JULY 31, 2019现代浴室制作 eevee



嗨，我是 Svenja Strobel，是一个自学的 blender 用户，住在德国，今年 18 岁。
我 13 岁的时候就开始学 blender 了，从那时起，它是五年来一直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我通过 Youtube 发现了 Blender，最后我也通过平台和自己的实验专门学习了 Blender。那
里确实有很多可用的资源。

刚上完高中，我现在计划学习计算机科学，同时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自由职业，或者只
是创作我的个人 3D 艺术作品。将来我希望能找到一份能把两个领域结合起来的工作。

目前，我每周使用 blender，创建较小的个人项目，几天就可以完成。平均来说，我花
了大约 25 个小时在一件作品上。看到你的想法变成现实真的很有趣！

我的大多数项目都是和科林·贝伦斯合作的，他是我几年前通过 blender 社区认识的一
个了不起的人。一起工作的好处是有两对眼睛对图像进行评价，并发现更多的错误。此外，
您还可以互相激励，这有助于当您在工作流程中遇到挫折时，会更有趣！我强烈建议尝试合
作：）

浴室的渲染是我为数不多的个人项目之一。



灵感和想法
在我看来，找到一个制作的主意总是很困难的。在寻找灵感的过程中，我经常浏览

Pinterest，寻找随机的东西，总是希望能找到真正激起我兴趣的图片。我通常会得到三到五
张参考图片，这会导致我提出自己的想法。通常我会做一个速写，以确保我不会忘记这个想
法，尽管可能画的很难看 ~

我所做的大多数渲染都是角色渲染。这次促使我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的原因是在 eevee
视频和我在 youtube 和 blendarratists.org 上看到的许多项目表现。我想亲自尝试一下，在
Pinterest 上寻找建筑表现的灵感。浏览了几个小时后，我想到了一个我喜欢的主意。然后
我开始进行创作，实际上能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完成整个作品。

这个场景中的目标是找出 Eevee 中的工作流与 cycles 中的工作流的比较方式。这也是
我在本文中要关注的。

建模



这个项目中，我使用了 poligon.com 的一些资产，比如椅子、马桶和其他一些小东西。
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个场景中的主要目标是找出 eevee 和 cycles 之间的区别。

剩下的场景我可以自己快速建模。我把单位计量转换成了米，这对于建筑表现来说非常
重要。在过去，我总是很难让缩放看起来正确，但是如果切换到现实世界的单位，这会变得
容易得多。为了正确的缩放比例，我最终走进家里的浴室，在现实生活中测量一些家具的尺寸。

这是我建模 / 添加对象的顺序：
房间的主要结构窗户和浴缸等主要家具
水槽柜或厕所小家具
淋浴使场景看起来更逼真的细节
肥皂盒或毛巾
所以基本上，我先对大块进行建模，然后不断地添加越来越小的细节。

照明：或 -如何消除 EEVEE 中的光溢出
所以这是我的新挑战。Eevee 中的照明与 cycles 中的照明有很大的不同，最终使其看起

来正确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实验。
我最近在网上了解到，区域灯应该在 Eevee 中工作得很好，所以我没有像平时那样使用

HDR，而是添加了一个区域灯来模拟多云天空中的柔和光线。



而且，虽然灯没有天空那么大，但它仍然相当大。我还把它放在离窗户相当远的地方，
以便模仿天空的距离，得到合适的光线衰减。现在我的房间里有灯光！不幸的是，出现了一
个问题：光溢出。要想摆脱这种局面，需要做一些试验。

我开始将 shadow 方法从 esm 改为 vsm，因为这样可以提高阴影的质量。我还启用了
高位深度和软阴影。

启用软阴影使 Eevee 中的灯工作得更类似于 cycles 中的灯。阴影最终会变得更柔和，
这取决于灯的大小，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场景中的区域灯如此巨大的原因。为了让这个看起来
更好，你必须增加采样的数值。

另一个消除光溢出的步骤是增加房间墙壁的厚度。它们最终比普通的墙厚得多，但幸运
的是，在最终的渲染中，这并不是真正可见的，而且光溢出明显减少，几乎消失了。

其他一些提高 Eevee 照明的技巧，我也使用了：

在“灯光设置”下，可以增加柔和度。这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以使其
看起来很好，但它可以改善场景的外观。

如果谨慎使用，接触阴影也可以增加场景的真实感！这并不是一种消除
光出血的方法，而是一种补偿 eevee 相当不准确的阴影的方法，并确保物体
看起来确实接触到了地板。



尝试环境光遮蔽和 bloom 设置也有助于改善照明效果。你使用什么设
置取决于你的场景和个人品味。

总的来说，我不得不说，Eevee 的照明确实是相当不准确的，在开始的
时候感觉很不舒服。不过，仍然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

纹理和材质
eevee 中的纹理与 cycles 非常相似。但是，您必须对许多值进行实验，例如置换、光泽

度等，因为如果要使用相同的值，渲染结果可能会与在 cycles 中使用的结果略有不同。
但是，为了获得真实的照片效果，必须在两个渲染引擎中使用良好的纹理。我总是使用

poligon.com 的 PBR 纹理，分辨率至少为 3K。
但是现在 cycles 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纹理处理在 eevee 中要快得多！在 cycles 中，您

总是需要许多测试渲染来找到正确的材质设置。在 cycles 中工作时，此步骤通常占用的时
间最多，因为测试渲染通常具有较长的渲染时间。

然 而， 在 eevee 中， 您 可 以 实 时 调 整 设 置 并 找 到 适 合 您 场 景 的 展 示。 
不过，Eevee 不擅长的一点是玻璃和反射。在 Eevee 中设置玻璃也是一个非常烦人的过程，
需要进行一些实验。首先，你需要知道，为了在 eevee 中实现良好的反射，你必须使用反射面。



它们应该与应该具有反射的对象的大小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看到镜子及其周
围的反射平面。为了得到正确的反射，物体的箭头也必须朝向正确的方向。

如果场景中有玻璃或其他反射对象，还必须确保在渲染设置中激活屏幕空间反射和“折
射”。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弄清楚如何让玻璃和其他反光物体在 Eevee 工作；我希望我的提示
能帮助你。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一些水和镜子的渲染，这是场景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以使其看起
来正确：



渲染 -Eevee 与 Cycles
现在这场景制作基本结束了。我仍然想知道与循环中的渲染结果相比，eevee 中的渲染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在 eevee 和循环中使用相同数量的样本（700）渲染的场景的样子：

Eevee 的场景没有噪点，已经有大约 100 个采样了。为了在 cyc 中获得无噪的结果，我
必须使用 12000 个采样。渲染时间约为 5h，比 eevee 中的渲染时间长约 150 倍。但是，渲
染看起来比 eeve 版本更真实，特别是由于间接照明。



Cycles version:



项目总结
最后，我不得不说，eevee 的功能在于更短的渲染时间，这将加快您的工作流程。然而，

弄清楚如何在 Eevee 中获得良好的照明效果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而且感觉很不舒服。
最后的结果看起来也不像 cycles 产生的那样真实。所以我认为 eevee 是一个很好的外

观开发工具，在这种情况下，eevee 真的很有帮助。不过，对于最终的现实渲染，我将坚持
cycles，这也是我建议其他人也要做的。eevee 可以生成相当逼真的渲染效果，但 cycles 效
果仍然更好。

作者：Svenja Stro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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