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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社区是个啥 ?

blender 内部数据结构之 polygon

建筑模型流程过去与未来 - 定时开源精神

篮球排球网球怎么做

blender2.8 cycles 着色器研究blender 程序纹理基础运算讲解

卡通三渲二材质制作流程学习

南方人也会吃面条哦 ~ 就是辣！
blenderEEVEE 犯罪现场！

blender2.8x 烟雾模拟 智能手表硬表面制作流程讲解 A-
品构视觉传媒



大家可能对这个网站又陌生又觉得 CN 这个好大的口气。

没错，刚开始小编没进入社区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凭啥这个网
址叫 CN 还是 org 的域名？！

但是，当我接近社区并且加入社区后才发现，blenderCN 至少不
辱没 CN。

可能大家看过我的社区编年史的视频，就是去年年会的开场动画。
当然，也可能刚刚从我这片开场白文章里知道 cn 社区。那么您可以
去这个地址观看一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0999596（小编的 B 站地址）

或者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wNDQ2NzcwOA==.html（官方优酷频道）

这样大家都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知了。
社区非常不容易。非常 ~ 因为一直在做开源的软件的技术，当下又要增加一个使用开源

软件进行创作的推进。
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人力却一直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下图就是现阶段双向选择

加入社区的核心人员，当中有一些人退出社区，曾经小编跟社区老大 kidux 提出过建议，备
注退出人员的名字。但是被否决了。后来一想的确啊 ~ 人家加入社区并且社区也通过了，就
代表着曾经做过贡献，这些是不能被退出社区这 4 个字来做总结的）这种状态我们还能持续
增加新的事务 ~ 我也很自傲哦 ~ 啦啦啦 ~

BlenderCN团队（名字不分先后）:
Kidux Jollin Deathblood 老猫 阳 冰冻牡蛎 摇落月光 水经石 WeWe 猫 Wiilovy Harrison 

Richeir 无花果 AK 铁毛 索多玛城主 遥远的桥 疯子林 freemind FXZT masicblack 蓝色冰块 
CG 农民工 原志翔 Nihil 锐锋 毛货 Kirito John- 刘 NightCandle panther Leroy 诺德 颖心欢欣 
云风如我 MASSA-Ultra 小 A gkuggkug 豆豆 难知如阴 soul 夜海竹声 幻星孤独 Diao 盧 发霉
的红地蛋 野蛮人 一钱不名 守夜人 NGENNGT 空蓝 甬 |coffee 饥饿的面包 星煋★ star· 习鱼 
叶月葵 小闲 Klxux Kang Shark 极 D 创意 kirk Origin



cn 社区的发展重点在 2 年前已经确定
下来了。跟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样，我们也
有计划性。

2015 年开始碰头会已经有了一点点眉
目，2016 年年会确定了社区的软肋 - 创作
能力极端不足，技术基础极端之差，2017
年年会确定了夯实基础巩固学习者学习内
容量，2018 年确定了“备战”创作方向
的初始阶段 - 以原创为目的进行技术积累。
2019 年预展会延续“备战”计划并持续 
向下一步做准备。

当前我们已经完成技术点储备如下：

基础软件操作技术
基础建模技术
基本雕刻制作技术
基础合成技术
基础材质技术
基础灯光使用技术
基础渲染技术

下一时间段需要完成技术点储备如下：

基础纹理绘制技术
基础角色绑定技术
基础权重绘制技术
基础动画技术（2.8 重置）



现在，2.8x 正式的发布，也造成了当前 CGI 行业的一定疑惑。各
种对 blender 的错误的正确的奇怪的幻想的观点层出不穷。也出现了
很多对 CN社区的奇怪攻击。在这里小编以社区的名义发布对外明确
的澄清：

blenderCN社区不会推广各种对比其他软件的违背公平竞争的视
频图文和相关言论！

blenderCN社区不会反对和抵制任何机构推广职业技术方向
（blender 相关）的商业教程。

blenderCN社区不会使用任何夸张的广宣手段推广自己。

blenderCN 社区不会以任何条目发布商业运作信息（合作的商业
机构不在此列，我们只能保证 CN 社区自身）

blenderCN社区的维护目标是没有经济能力但是具有无限热情的
CGI 爱好者和工作者。有钱的除外 ~（有钱的不需要我们维护）

blenderCN社区的公开发布视频·图文·杂志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的。那些使用我们视频挣钱的 ..... 我们也没辙！

blenderCN社区的资金流向是在有能力有人力的前提下进行无限
透明公开受到所有人监督的。当前没人力去做，万分抱歉！



俺们是个土里土气的社区，这个土也是本土的土。我们按照国情
进行推进。

俺们之所以被商业机构讨厌（算不上厌恶啥的 ~ 哈哈）是因为我
们天生就是他们的对立面。我们在做的就是叫 blender 的知识用本土
的表述方法推广开来。也使用全力去做对应的事务。例如社区小 A 的
LANPR 的开发代码。想当初俺们这帮穷酸集资请人做了中文输入代
码。还得给总部社区钱并入主干。（2.8 又得重新开发了）

作为社区，一个非商业盈利的自发学习创作团体，自然而然定义
了我们的行为。降低学习门槛，提高学习的同好们的自学效率。降低
学习的硬性成本。这种必然侵犯一定的商业市场。商业机构喜欢我们
才怪 ~ 哈哈哈哈哈

不过我们的存在是必然的，没那么多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 学这个去挣钱养家吗？

在我们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前提下，CGI（开源）技术学习者大
部分还是为了吃饭这个目标而去学习的。

我们不和商业机构产生任何挂钩或者说是勾搭吧（这词好难听啊 ~）
也不会反对他们去收费，毕竟商业机构比我们更有人力和资源优势。
我们做的就是叫花不起巨款去学习的爱好者和想入行职业向的同志们
有一个自学的入口。并且我们努力使自学者能够得到更多知识。

 这是我们理解的社区



API 解析
Blender 内部数据结构之 polygon
Blender

Microsoft Office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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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er 内部数据结构之 polygon
本文主要以讲解模型内部数据存储为主，比较硬核，艺术家请跳过。
通常我们在使用 blender 建模 或者用**s max、草图*师、*aya 等只需要 shift a
一个立方体然后处理下细节 xxx 模型就做好了。往往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内部存
储，什么数据结构。但是作为开发者，这里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
以 blender 为例，其他软件类似。设想一下，我们在三维空间中看见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用哪些参数进行描述？
1. 顶点坐标 coordinate
2. 线的连接 edge
3. 面的连接 face
由以上三个参数就可以构成模型的基本显示。但实际可能更复杂，详见后文。
在 blender 中模型存储也主要以如上方式进行，但是稍微有一些区别。blender
中一个物体会包含各种数据，模型、材质、uv、法向，与坐标和材质映射有关
的数据使用 mesh 进行处理和创建，在完成有效性计算后 new 一个 object 并关
联 mesh 数据就可以完成模型创建。以下是 blender API 的部分详细解读：



如果你有幸能获取一份 api 手册，那么你一定能找到上图中红色方块标记的物
件，如果找不到。。。未完待续。。。
首先来到 Mesh(ID)这里，文档中提到物体模式下 mesh 数据是可访问的并且用
于压缩存储，当然提到了更便捷的 bmesh(本文不做讨论)。blender 存储了四
种 主 要 的 用 于 定 义 mesh 几 何 结 构 的 数 组 ---- 顶 点 坐 标 、 边 、 循 环 的 连 接
(loops)、多边形，调用方式分别为：
Mesh.vertices、Mesh.edges、Mesh.loops、Mesh.polygons
其中 Mesh 是一个网格对象(劝退第一弹:对象是编程中的术语,你可以理解为对象
是一堆可以实现某些功能的数据结构,包括读取核修改对象内的数据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 2.79中的 Mesh.tessfaces(三角面数据类型，取而代之的是
Mesh.triangles)数据结构在 2.8中被移除,所以基于 2.79的某些网格存取类插件
需要更改 api才能正常使用。
如下演示 Mesh 对象的数据调用：
import bpy  # 这里导入 bpy 主模块
Mesh = bpy.context.object.data  # 这里获取场景被激活物体的 Mesh 数据
uv_layer = Mesh.uv_layers.active.data  # 这里获取场景激活 uv层
for i in Mesh.vertices:  # 这里对 Mesh 网格对象中的顶点 vertices 进行遍历    



    # 遍历的意思是 把 vertices 中的每一个子元素都查看一遍,每个子元素就是一个顶点
    print(i.co)
for i in Mesh.polygons:  # 这里对 Mesh 网格对象中的多边形 polygons 进行遍历 
    # polygons子元素就是一个多边形，一个多边形可能包含法线、loop起始值、
    # loop长度、loop索引、多边形中心点、多边形索引等信息
    for j in i.vertices:  # 这里对多边形的顶点索引进行查看 并输出       
        print(j,end=' ')
    print()
for j in Mesh.edges:  # 对边进行遍历  并查看边对于的顶点索引
    print(j.vertices[:])
运行环境：开启 blender，在场景中新建一个立方体并选中，将以上代码复

制并粘贴到 blender 的文本编辑器中，点击运行脚本，结果在 blender 的命令
行窗口查看

以下是运行结果：



如上的顶点索引概念，请务必理解清楚，后面会用到。继续劝退………………
……….
在此基础上，我们知道一个三角面只需要其三个顶点索引就可以描述，那么是
否通过这些信息就可以完整的构成一个白模呢(只有点线面数据，没有材质索
引、、没有 UV、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先做一些
尝试：
1.假如我们有了顶点坐标：

vertices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
1.0, 1.0], [-1.0, -1.0, -1.0]]

2.假如我们有了面对应的顶点索引 并保证每个面都是四边面(此外还有三角面)
faces = [[0, 3, 4], [5, 4, 3], [1, 2, 5], [3, 0, 1], [5, 2, 4], [1, 0, 2], [5, 3, 1], [2, 0, 4]]
*.编号0对应第一条假设中的第一组点[1.0, 1.0, 1.0]，编号 1 对应第一条假设中
的第二组点[1.0, 1.0, -1.0] 以此类推。例如：第一个面的[0, 3, 4]可以得出对应的
坐标为：（[1.0, 1.0, 1.0]，[-1.0, 1.0, 1.0]，[-1.0, -1.0, 1.0]）。



tips：顶点坐标都用(x,y,z) 笛卡尔坐标系进行表示。
3.假如我们也知道了边对于的顶点索引
edges = [[0, 1], [5, 4], [5, 2], [4, 3], [3, 0], [2, 1], [2, 4], [0, 4], [0, 2], [5, 3], [3, 1], [1,
5]]
*.理解方式如上假设 2. 每一组边的索引可以推出其顶点坐标
以上假设的基础上，我们进行模型建立尝试：
import bpy
from bpy_extras.io_utils import unpack_list # 导入一个列表处理工具 可以把列表处理为 blender 的 mesh 数据可用的
格式

coordinates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faces = [[0, 3, 4], [5, 4, 3], [1, 2, 5], [3, 0, 1], [5, 2, 4], [1, 0, 2], [5, 3, 1], [2, 0, 4]]
edges = [[0, 1], [5, 4], [5, 2], [4, 3], [3, 0], [2, 1], [2, 4], [0, 4], [0, 2], [5, 3], [3, 1], [1, 5]]

Mesh = bpy.data.meshes.new('my_mesh')  # 新建一个网格对象 用于新数据的存储
# 以下三行 1.申请存储顶点的内存空间，长度和 coordinates 一样 2.申请存储边数据的内存空间  3.申请存储多边形的内
存空间
Mesh.vertices.add(len(coordinates))
Mesh.edges.add(len(edges))
Mesh.polygons.add(len(faces))
# 以下 对刚刚申请单内存空间进行填充 1.传入顶点坐标
# 2.传入边的顶点索引数据 3.传入面的顶点索引数据
Mesh.vertices.foreach_set('co',unpack_list(coordinates))
Mesh.edges.foreach_set('vertices',unpack_list(edges))
Mesh.polygons.foreach_set('vertices',unpack_list(faces))

# 定义一个物体 并设置物体的名称，传入物体的 mesh 网格数据
myObject = bpy.data.objects.new(name='my_object',object_data=Mesh)
# 获取当前操作的视图层，为了新增的物体到当前层
view_layer = bpy.context.view_layer
# 将以上创建的物体 myObject 关联到当前视图层 如果不关联到视图层 将无法显示物体
view_layer.active_layer_collection.collection.objects.link(myObject)



# 视图层更新
view_layer.update()
# 设置物体为选中
myObject.select_set(True)
# 设置激活物体为当前物体
view_layer.objects.active = myObject
# 进入编辑模式 并退出
bpy.ops.object.editmode_toggle()
bpy.ops.object.editmode_toggle()
同样的方式，复制到文本编辑器中运行：

我们得到了一副架子…是的！架子！  面不见了 只剩边和点了！！
很显然这样是行不通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缺少了什么数据，或者开发者的沙雕
设计。基于此，我们继续做深入尝试：

在介绍了上述的常见网格数据外，我们再引入两个次常用的数据：
1. loop_start    用于描述 loop 开始的索引
2. loop_total    用于描述 loop 一共有多少个索引
3. loops        用于描述 loop 的索引

那么这里先说一下 loop 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 loop 用于描述一个面的循环构
成：



如图，对于三个点构成的三角面而言，
loop 就是内圈的红色剪头 loop顺序
为 1—2—3，对于四个点构成的四边
面而言，loop 就是外圈的蓝色剪头，
loop顺序为 1—2—3—4。
这时候，如果将顶点索引值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得到一组由 loop重新构成
的数据组合。那么 loops 就是所有

loop 的索引顺序了！
import bpy
from bpy_extras.io_utils import unpack_list 

coordinates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edges = [(0, 2), (2, 1), (5, 1), (3, 5),(4, 3), (4, 0), (2, 4), (5, 4), (2, 5), (3, 0), (0, 1)]
loops = [0, 2, 1, 3, 0, 1, 4, 5, 2, 3, 4, 0, 1, 5, 3, 2, 0, 4, 3, 5, 4, 1, 2, 5]
loop_start = [0, 3, 6, 9, 12, 15, 18, 21]
loop_total = [3, 3, 3, 3, 3, 3, 3, 3]

Mesh = bpy.data.meshes.new('mesh')  # 新建一个网格对象 用于新数据的存储
# 这里新增了 loops 数据
Mesh.vertices.add(len(coordinates))
Mesh.edges.add(len(edges))
Mesh.loops.add(len(loops))
Mesh.polygons.add(len(loop_start))
# 新增 loops 数据的传入  * 是否使用 unpack_list 取决于 数据是否是一维结构
Mesh.vertices.foreach_set('co',unpack_list(coordinates))
Mesh.edges.foreach_set('vertices',unpack_list(edges))
Mesh.loops.foreach_set("vertex_index",loops)
Mesh.polygons.foreach_set('loop_start',loop_start)
Mesh.polygons.foreach_set('loop_total',loop_total)



# 定义一个物体 并设置物体的名称，传入物体的 mesh 网格数据
myObject = bpy.data.objects.new(name='object',object_data=Mesh)
# 获取当前操作的视图层，为了新增的物体到当前层
view_layer = bpy.context.view_layer
# 将以上创建的物体 myObject 关联到当前视图层 如果不关联到视图层 将无法显示物体
view_layer.active_layer_collection.collection.objects.link(myObject)
# 视图层更新
view_layer.update()
# 设置物体为选中
myObject.select_set(True)
# 设置激活物体为当前物体
view_layer.objects.active = myObject
# 进入编辑模式 并退出
bpy.ops.object.editmode_toggle()
bpy.ops.object.editmode_toggle()

解决方案如下：



终于成功了

在成功用代码控制下创建了一个物体后，仿佛有点儿兴奋，兴奋之余你不妨打
开刚刚创建的模型，查看一下他的 UV，非常奇怪的是他居然啥都没有。我们知
道，blender 中就算是 shift+a 的一个物体，都会有一个默认的UV，是的，我们
创建的物体没有这玩意儿！这个坑可以填上---
继续劝退………………………………………………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些UV相关的知识：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常用的 UV编辑面板下，UV映射是一个平面，而模型是
一个三维物体，如何才能把平面和三维物体对应起来，这就问题的关键！



我们尝试去 shift+a 一个立方体,并查看他的 uv

这之中，我们观察到，三维物体被拆解成一个平铺的构成，每个面均对到网格
上的一个点。这就是 uv 的工作原理。而再使用 blender 数据结构存储时和前文
的面、边等相同，只是更改了调用方式：
Mesh.uv_layers.new()
for i in range(len(uv_list)):

me.uv_layers[0].data[i].uv=uv_list[i]
# 其中 uv_list 就是需要传入的UV坐标 
########################分割线一下部分才是完整代码############
import bpy
from bpy_extras.io_utils import unpack_list

coordinates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edges = [(0, 2), (2, 1), (5, 1), (3, 5), (4, 3), (4, 0),
         (2, 4), (5, 4), (2, 5), (3, 0), (0, 1)]
loops = [0, 2, 1, 3, 0, 1, 4, 5, 2, 3, 4,
         0, 1, 5, 3, 2, 0, 4, 3, 5, 4, 1, 2, 5]
loop_start = [0, 3, 6, 9, 12, 15, 18, 21]
loop_total = [3, 3, 3, 3, 3, 3, 3, 3]
# 新增UV坐标映射数据  可以看出坐标映射数据和 loops 的数量时相同的，也就是每个面的UV映射可以独立
uv_list = [[0.375, 0.0], [0.625, 0.0], [0.625, 0.25], [0.625, 0.25], [0.625, 0.5], [0.375, 0.5], [0.375, 0.5],
           [0.375, 0.0], [0.625, 0.25], [0.625, 1.0], [0.375, 0.75], [0.625, 0.5], [0.375, 0.5], [0.375, 0.75],



           [0.125, 0.75], [0.625, 0.5], [0.875, 0.5], [0.875, 0.75], [0.375, 1.0], [0.375, 0.75], [0.625, 1.0],
           [0.375, 0.5], [0.625, 0.5], [0.375, 0.75]]
Mesh = bpy.data.meshes.new('mesh')  # 新建一个网格对象 用于新数据的存储
# 这里新增了 loops 数据
Mesh.vertices.add(len(coordinates))
Mesh.edges.add(len(edges))
Mesh.loops.add(len(loops))
Mesh.polygons.add(len(loop_start))
# 新增 loops 数据的传入  * 是否使用 unpack_list 取决于 数据是否是一维结构
Mesh.vertices.foreach_set('co', unpack_list(coordinates))
Mesh.edges.foreach_set('vertices', unpack_list(edges))
Mesh.loops.foreach_set("vertex_index", loops)
Mesh.polygons.foreach_set('loop_start', loop_start)
Mesh.polygons.foreach_set('loop_total', loop_total)
# 新建UV层
Mesh.uv_layers.new()
# 传入UV参数
for i in range(len(uv_list)):
    Mesh.uv_layers[0].data[i].uv=uv_list[i]
# 这个位置插入以下两行代码 进行网格有效性和网格更新(重新计算边)
Mesh.validate(clean_customdata=False)
Mesh.update(calc_edges=True, calc_edges_loose=True)
# 定义一个物体 并设置物体的名称，传入物体的 mesh 网格数据
myObject = bpy.data.objects.new(name='object', object_data=Mesh)

# 获取当前操作的视图层，为了新增的物体到当前层
view_layer = bpy.context.view_layer
# 将以上创建的物体 myObject 关联到当前视图层 如果不关联到视图层 将无法显示物体
view_layer.active_layer_collection.collection.objects.link(myObject)
# 视图层更新
view_layer.update()
# 设置物体为选中



myObject.select_set(True)
# 设置激活物体为当前物体
view_layer.objects.active = myObject
# 进入编辑模式 并退出
bpy.ops.object.editmode_toggle()
bpy.ops.object.editmode_toggle()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如有疑问欢迎骚扰！！！

~代码凑字数简直无敌……



建筑模型流程 

制作：发霉的红地蛋 QQ/微信：235527875 

 

最近接了一个工程，时间也比

较充实，所以直接尝试用 Blender

完成整套，结果有点超出我的预

料。 

 下面我就把简单的流程说一下。 

建模部分  

这是甲方提供的图纸，所以嘛，就是要先整理一下图纸，把不需要的东西删除，比如文

字，标注，尺寸等等 

 

 

这是整理完的图纸 



 

其中一个立面 

 

 

保存为 DXF 格式，然后导入到 Blender，注意一下比例大小 



 

 下面就是把导入的立面和平面上的位置对应 

1.新建一个 Box，然后把导入的立面和这个 Box 建立父子关系 

2.在平面上建几个物体，我这里建的是建筑的柱子，建完后，选择其中的一个面，用选

择的这一个面作为参考坐标系。 

 

3.再次选择刚才新建的 Box，然后使用对齐到坐标系的命令 

 

 



 

 

 

 



 

这样新建的 Box 的方向就和平面上方向一致了， 然后就可以完美的建模了。 

后来我找到一个叫 Qblocker 的插件，可以直接捕捉想要的面，效率快了很多。 

 

 



 

大约一天半的时间，最终完成的模型 

 

材质部分 

墙面材质  



 

玻璃 

 

木质栅格 



 

金属栏杆 

 

地面 



 

 

渲染部分 

渲染使用的 Cycles 渲染器，新版的 2.81.11 添加了 Optix 选项，而我正好使用的是

GTX 2080S 显卡，所以渲染速度快了好多。 

灯光部分，直接使用一张 HDRI 贴图，作为光源 

 

渲染其它部分基本就是调一下整体亮度，调整 UV 的值，控制一下光照的方向。 

最终渲染的图最大边都是 4000px，采样 500，在合成部分添加 Denoise 节点，以便



节省渲染时间，最终图渲染时间都在 6 分钟以内。 

渲染完成后，在后期软件中调整整体对比度，白平衡。 

成图部分： 

 

 



 



 

 



过去与未来-定时开源精神

前⾔

 这⾥是拿着⼀篇推⼴⽂的辣椒酱，今天主要是想介绍⼀下我现在的⿊铁开源课程和提⼀下未

来的定时开源精神。同时感谢⼗年如⼀⽇⼀直⽀持blender的社区，能给我这个机会，感谢~

即将过去的坚持——⿊铁骑⼠

朋友，这⾥是⼀个微不⾜道的开源⼩故事~

从⼏个⽉前的某⼀天开始...

‘’hi，朋友那个知识点，稍等~我需要⼀点时间去录教程~”

“这是⼀个不错的共性问题，⻢上对他进⾏处理”

“或许我们需要进⾏⼀些实验~嗯，等我去制作⼀些参考⽂档”

“机器⼈⾥已经完成了内容的录⼊了..”

“AI:2.81最近更新了原点移动..”

类似的对话，在2019年下半年⽆数次的反复进⾏...。

经过⽇复⼀⽇的努⼒，⼤家终于把⽆数的共性问题汇聚成⼀个公开、通⽤、开源的

blender数据中⼼。

现在，对于未来任何想要获得这些知识的⼈，都能免费⽽且快速的得到这些问题的视频讲

解——通过使⽤辣椒酱的机器⼈（⽬前机器⼈回答次数即将突破10万，且准备更⼤范围的开

源）。

在解答问题的同时，也为⼤家提供⼀个明确的学习⽅向——《⿊铁骑⼠主⼲课程》。虽然

辣椒酱不是⼀个教学经验丰富的培训者，并且我们前进的⼩路也是满布荆棘，但是我知道学习



路上必然需要有更多的⼈站出来，为任何站在blender⼤⻔⾯前，看着坑坑洼洼地⾯⽽犯难的

学习者填坑铺路。

现今（截⽌到10.6⽇），本着完全开放开源的精神，经过努⼒我们得到了⼀些⾯向全体初

学者的完整公开教程：

《⿊铁骑⼠课程》160集：从安装开始学习blender2.8X的初学者教程（仍在更新...）

观看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550709

《blender每⽇技巧》131集：汇聚各类常⻅问题（仍在更新...）

观看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557051

《斑斓利刃插件教程》16集：好⽤插件介绍（仍在更新...）

观看地址：https://space.bilibili.com/35723238/channel/detail?cid=81994

以及若⼲辅助类教程，有的因为排期还没有进⼊⾼峰更新

《炼⾦术⼠》《每周挑战》（仍在更新...）

《更新报告》《建模宝典》（仍在更新...）

观看地址：https://space.bilibili.com/35723238/channel/detail?cid=77107

还有若⼲⽂章和测评报告（仍在更新...）

《blender 2.8 cycles 着⾊器节点研究报告（草稿）》

地址：https://shimo.im/docs/qKYQrcDGX3GyptvT/ 

《blender 2.8 cylces 输⼊节点研究报告（草稿）》

地址：https://shimo.im/docs/WttdyyQVChx66dpQ/

《CYCLES渲染设置建议研究报告（草稿）》

地址：https://shimo.im/docs/9WD36Y6pgK3dvhVd/

《基于B3D的光影（灯光和阴影）原理研究报告》

地址：https://shimo.im/docs/XVxgt6pJHKKCqwqQ/ 

《炼⾦术师EV着⾊器研究报告》

地址：https://shimo.im/docs/0DvL2As67uIbXvF1/ 

《blender插件百科全书图鉴》（即将更新）

《blender物理模拟研究报告》（即将更新）

同时，经过其他内容创作者的⼀起浴⾎奋战，我认为学习blender2.8已经⽐以往的时候⻔

槛都要低，我们的环境略微的得到了改善。

这，就是⿊铁的故事，从为了不忍看到⽆经验初学者被⽆良培训机构套路，到决⼼给予初

学者能够做出理性判断和度过⼊⻔阶段的知识，并最终践⾏信念的过程。

更好的未来——《辣椒酱定时开源精神》

快乐时光⼀扫⽽过，按照原来的剧本，或许就该这样打住。

如我在刚更新⿊铁骑⼠教程的时候所说，我们的⽬标是让每⼀个⽤⼼研究学习⿊铁课程的

⼈，在⿊铁完结的时候，能够做到⾃主学习。即便是没有我后续的课程的引导，他也能甄别什

么知识是有⽤的什么是没⽤的，同时也能⼴泛的思考，了解⾃⼰该如何提升，成为⼀个主动的

知识获取者。

但这个no money no knowledge（知识）的⼤环境下，我留意到除了越来越多的培训套

路喜欢针对初学者，还有的就是⼀批⼀批⼜⼀批的反复。就如同航海⼀样，港⼝挤满了看船的

⼈，出航的却不多。

很明显。这是不对的，我们的知识不该如此停滞！我们的知识需要流动起来！我们的知识

需要惠及更多的⼈！同时我们的知识需要更深层次的研究！

但现实很残酷，如同blender⾯临的问题⼀样——我们的内容提供者热情的开放知识，但

最后想要出海却没有钱来⽀付航海必须的经费。甚⾄内容提供者本着开源精神⽽释放的努⼒⼼

⾎，⽐如翻译⽐如教程，喂饱了⼀批倒卖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55070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557051
https://space.bilibili.com/35723238/channel/detail?cid=81994
https://space.bilibili.com/35723238/channel/detail?cid=77107
https://shimo.im/docs/qKYQrcDGX3GyptvT/
https://shimo.im/docs/WttdyyQVChx66dpQ/
https://shimo.im/docs/9WD36Y6pgK3dvhVd/
https://shimo.im/docs/XVxgt6pJHKKCqwqQ/
https://shimo.im/docs/0DvL2As67uIbXvF1/


那么为了让每⼀个想要响应开源，却有所顾虑的内容制作者，能够做⼀些挣扎和保护，同

时也为了我们有⼀个更好的未来，促进知识流动和普及，为任何想要开放知识经验的内容提供

者能够获得⽣存和深⼊研究的必须经济⽀持，在这⾥我给出了⼀个解决⽅案

那便是定时开源精神——⼀个略微平衡开源理想和现实⽣存的⽅案

《倡议！更好的未来-定时开源精神》：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3643835

核⼼内容如下

使⽤约定时间转变开源性质的⽅案，对于内容制作者，既能维持⽣存所需⼜能减少对于知

识开源的顾虑，还能⽤保护⾃⼰的著作权。同时对于知识流动和深⼊研究有更多的促进。当然

对于学习者来说，未来将会获得更好的学习环境。

今天⼤概想说的就这些，希望这个萌芽能茁壮成⻓，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好事发⽣~

只剩⼀瓶辣椒酱的B站空间：https://space.bilibili.com/35723238

某辣椒酱的定时开源⽹站（逐步完善中）：http://www.blendermagic.cn/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3643835
https://space.bilibili.com/35723238
http://www.blendermagic.cn/


BLENDER 2.8 CYCLES着⾊器研究

作者：只剩⼀瓶辣椒酱（需要转载标明出处即可）

前⾔和静态版说明

在blender⾥，虽然我们有了如此快速的EV渲染器但是对于⼀些精确写实的渲染任务来

说，EV就显得捉襟⻅肘了。针对这种情况，在这⾥需要⼤家对这两种渲染器都进⾏学习。所

以在这⾥我就制作了⼀个图⽂教程让⼤家来更快的了解我们的cycles着⾊器节点。

希望你能喜欢。

声明：

由于PDF⽆法放⼊GIF，特别转换静态版。此外对于⽂档的改进补充等以动态版为准。

动态版（额外30%动图+修改）：https://shimo.im/docs/qKYQrcDGX3GyptvT/ 

只剩⼀瓶辣椒酱B站链接：https://space.bilibili.com/35723238

视频讲解：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550709/?p=128

⽬前草稿状态，有好的建议请告诉我：1132692358@qq.com

·漫射BSDF

https://shimo.im/docs/qKYQrcDGX3GyptvT/
https://space.bilibili.com/3572323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550709/?p=128


性质：接受光线，使物体表⾯产⽣漫反射（注意区分镜⾯反射）。

光线表现：投射到表⾯，被⽆规则分散反射，不穿透表⾯。#⽆规则划重点

属性：

颜⾊：更改表⾯颜⾊

糙度(⽬前不⽀持EV)：改变表⾯的粗糙度。注意：⼤多数情况下漫射的糙度变化很⼩，⾁眼不

易察觉。

法向：法向可⽤于着⾊；如果没有连接其它选项，则使⽤默认着⾊法向。

⽤途：如⼲燥的泥⼟，麻布棉布，沙⼟，⼲茶叶等等

·光泽BSDF



性质：接受光线，能够根据进⾏糙度数值来进⾏反射，可⽤于制作镜⼦⾦属等材质

光线表现：投射到表⾯，根据粗糙程度被定向反射（粗糙度越⼤反射越不规则越分散），不穿

透表⾯。（⻅糙度图）

属性：

颜⾊：更改表⾯颜⾊

糙度：

1 粗糙度越⼤，光线越分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让你反射的倒影变得模糊。

 2 除此之外你还要注意的是，粗糙度越⼤物体就会相对变暗，但对于不同分布算法有区

别 



分布算法：

在⼏⼗年的程序开发和数学模拟的推动下，对于表⾯分布有很多算法。作为⼀个艺术家你

需要根据⾃⼰的需求来决定使⽤哪个效果，换句话说想⽤哪个⽤哪个。

以下是⼀些讨论的经验：

1 GGX：通⽤，就和faker说岳伦那样，没有什么缺点也没有什么优点的默认选项

2 多重散射GGX（仅cycles）：相对于GGX会计算微平⾯之间的光线多次反弹和散射，能

够避免过度变暗。（就是会把微平⾯之间的光线也计算上去所以会⽐GGX亮⼀点）

3⻉克曼（仅cycles）：在制作⾦属⽅⾯被⼴泛应⽤

4Ashikhmin-Shirley（仅cycles）：会产⽣更⾼的暗度和更⾼的粗糙感（更容易变

暗和显得粗糙）

5锐边：⽤于制作完美镜⾯，不受粗糙度约束

6请注意糙度为0的情况，在糙度为0各类分布表现相同



⽤途：塑料，镜⼦，光滑桌⾯等

·各向异性BSDF

性质：和光泽着⾊器⼗分相似，两者区别在于光线反射的⽅式（各向异性的光线有⼀定偏向）



光线表现：投射到表⾯，被定向反射（与光泽反射相⽐各向异性具有更强随视⻆切线⽅向变化

的的特征），不穿透表⾯。

属性：

颜⾊：更改表⾯颜⾊

糙度和分布算法：（参考光泽）

各向异性：反射时的各个⽅向数量，可以观察-1，0和1的极端值来理解（-1切线，1切线正

交）



旋转：旋转各向异性切线⽅向（0-1分别对应0-360°，例如0.25就是90°）【注意观察0、

0.25、0.5的变化】

切向：可连接输⼊的切向节点给予切向节点（以下依次为X,Y,Z,UV的切向）

注意：灯光数量的影响

⽤途：拉丝⾦属等等

·玻璃BSDF



性质：模拟真实玻璃属性（曲光，反射），注意折射率IOR的影响（不同物体具备不同IOR）

光线表现：投射到表⾯，根据表⾯粗糙度产⽣反射，根据IOR产⽣折射（折射率与厚度⽆关，

但是折射效果和厚度有关），光线穿透表⾯（可反复）。

属性：

颜⾊：更改表⾯颜⾊

糙度：参考光泽等负责反射等

分布算法：

⽼规矩挑⼀个⾃⼰喜欢的样式使⽤吧（磨砂玻璃了解下）



IOR折射率：对于不同物体的IOR折射率不同（此外还受温度影响），在下⽅给予⼀些常⻅的

当作参考。（可参考：https://www.jianshu.com/p/03c6adcdb2d4）

此外折射效果受到模型厚度的影响：请参照下⽅对于实⼼模型和空⼼模型的对⽐

额外补充

模型的厚度对于玻璃着⾊器的影响

#测试⽅式模型->添加实体化修改器（逐渐将厚度进⾏减⼩）

#实⼼模型IOR->数值1-2

#空⼼模型IOR->数值1-2

https://www.jianshu.com/p/03c6adcdb2d4


⽤途：玻璃制品，液体（⽔，⼄醇，啤酒果汁等），晶体宝⽯等等

·折射BSDF

性质：类似于玻璃材质，能对光线进⾏扭曲，但是并不反射灯光。（可⽤于模拟⻜机引擎的热

变形或者⿊洞或者放⼤镜）

光线表现：投射到表⾯，不产⽣灯光反射，根据IOR产⽣折射（折射率与厚度⽆关，但是折射

效果和厚度有关），光线穿透表⾯（可反复）。

属性：

颜⾊：更改物体颜⾊

糙度：使模型表⾯粗糙化，注意虽然折射材质并不对灯光进⾏反射，但是过⾼的粗糙度会影响

光线的通过，如图所示，放在后⾯的猴⼦模型的折射效果，会因为粗糙度升⾼⽽变得模糊。

分布算法：

原理⼤体相似，看到这⾥再去认识下之前的经验总结，或许另有⼀番收获（注意锐边不受糙度

影响）



IOR折射：对应的是不同物体的折射率（注意留⼼厚度对于折射效果的影响，特别是区分模型

实⼼和罩体结构，可参考玻璃材质，下图左⽅是实⼼模型，右边是加了实体化修改器的罩体

（空⼼）结构模型）

⽤途：可⽤于模拟⻜机引擎的热变形或者⿊洞或者放⼤镜

·透明BSDF



性质：给表⾯透明属性，注意不要和玻璃折射等弄混，透明着⾊器的透明指的是透明度⽽不包

含折射，适合承载alpha贴图。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认为它让表⾯变成了可以改变颜⾊和透明

度的玻璃纸（没有反射））

光线表现：投射到表⾯，不产⽣反射，也不产⽣折射，光线可穿透，光根据颜⾊决定透明度和

叠⾊效果。

属性：

颜⾊：透明着⾊器的颜⾊与透明度进⾏挂钩（可以参考下⽅HSVA⾊板）



经验总结：不同颜⾊能够产⽣不同的颜⾊叠加效果，但会受到饱和度明度等影响

1明度（V）：决定是否透明（纯⽩==完全透明；纯⿊==完全不透明；中间==半透明（颜⾊越

暗越不透明））

2饱和度（S）：饱和度越⾼颜⾊影响能⼒越强（影响不仅表现在颜⾊浓度，还会根据不同颜

⾊波⻓的明暗信息，不同影响透明度）【下图为在添加透明着⾊器材质模型球后⾯放置⼀个蓝

⾊猴⼦模型，然后调节饱和度，注意观察变化】

3注意透过透明材质得到颜⾊叠加的物体，不同颜⾊表⾯受影响程度不同。（-纯⽩最易受影

响）

·半透BSDF

性质：给予表⾯半透属性（注意不是⼀半透明度的意思⽽是Lambert ian diffuse t ransmission

朗博漫透射，⼀种理想化模型，请具体参考效果）；不要和次表⾯散射（SSS）着⾊器混淆。

光线表现：投射到表⾯，不反射，不折射，光线 可穿透根据颜⾊决定半透效果（Lambert ian 

diffuse t ransmission）和叠⾊效果。



使⽤：由于半透着⾊器的性质，所以直接正⾯打光并不是很适⽤（对于需要半透的表⾯来说，

要从表⾯内侧打光。如图将灯光置于表⾯内侧来提供光线，从⽽激活效果，此外对于此材质⼀

般情况下不推荐单独使⽤。

属性：

颜⾊：更改物体颜⾊信息。

半透颜⾊表现与透明着⾊器类似。在颜⾊为全⽩时为绝对的半透状态，全⿊时为全不透。

颜⾊明度(⿊⽩)测试



灯光强度对于半透着⾊器影响（注意，灯光强度要结合具体模型确认，这⾥展示强度加强过

程）

颜⾊变化对于表⾯影响（注意⽤于提供照明的光源的颜⾊变化也会产⽣类似的影响且可与颜⾊

混合）

⽤途：如你所⻅他能为我们提供更加均匀的“漫透射”，可以结合灯光制作⼀些VFX视效。或者

结合其他的着⾊器去⽤作⼀些较薄的模型⽐如树叶，纸张等等

·丝绒BSDF

性质：模拟布料反射，最好搭配其他着⾊器使⽤



属性：

颜⾊：给表⾯添加颜⾊

⻄格玛：可认为是⼀种特殊粗糙度，⽤于控制模拟的布料反射效果

注意：对于中间的⿊点，可以结合其他着⾊器使⽤，如示例，⽤来模拟⾦属的边缘上⾊，此外

⾯的曲率对于丝绒有影响

⽤途：模拟布料反射或者是类似反射



·卡通BSDF

性质：给予表⾯卡通效果，注意需要灯光⾯积配合。

属性：

颜⾊：更改表⾯颜⾊

模式：漫射：采⽤漫射着⾊ 光泽：采⽤光泽镜⾯反射

其⼆者区别如下：

尺⼨：

灯光相同平滑度为0，更改尺⼨（漫射效果⾯积更⼤，暗部较亮，整体会逐渐柔和；⽽光泽模

式效果⾯积⼩暗部更暗，有较为强烈明暗对⽐）

注意：尺⼨为0时的特殊状态（由于尺⼨为0为⿊⾊，下⽅动图实际是从0.005开始）



平滑：

灯光相同，尺⼨均为0.005，平滑度发⽣改变（漫射模式效果较亮整体明暗均匀，光泽模式效

果较暗整体明暗明显）

注意：平滑为0的特殊状态

补充：

着⾊器颜⾊明度（⿊⽩变化）的影响

灯光强度（逐渐增强）的影响



着⾊器颜⾊⾊相（⾊彩变化）的影响

 

灯光颜⾊（⾊彩变化）的影响

灯光和着⾊器颜⾊混合影响：注意灯光和着⾊器颜⾊产⽣混合时，饱和度越强亮度越低越不容

易受影响。

提示：

叠加使⽤



与灯光和其他着⾊器搭配使⽤

⽤途：制作三渲⼆基础效果

·次表⾯散射（SSS）BSDF



性质：⽤来制作蜡、⽪肤、⼤理⽯、⽟⽯、⽜奶、红酒等材质。对于这些材质来说，光线进⼊

后不会直接反射⽽是穿透表⾯在内部反射，然后被吸收或者投射到附近其他部分（注意查看预

览图的中⼼剖开边缘部分）。

属性：

颜⾊：更改物体表⾯颜⾊，注意不同颜⾊在明度颜⾊变化等⽅⾯有所差别。

缩放：控制光线散射的距离

模拟次表⾯散射算法（此处为展示效果以0~50的缩放数值进⾏测试）：

⽼规矩分析算法特点，根据⾃⼰需要进⾏选择。（注意三次型有额外的锐度选项）

1克⾥斯坦森-伯利

基于物理学中体积散射的近似值。与三次型和⾼斯函数相⽐，其渲染结果更加模糊

2随机游⾛

对使⽤薄和曲⾯物体效果较好。此外该模式需要更⻓时间计算，对于⾼密度材质（⽐如

⽪肤）可以保留更多⼏何细节。推荐使⽤闭合⽹格，因为重叠⾯或者孔洞可能会导致⼀

些问题。

3三次型

对于许多简单的材料来说是⼀个尖锐的衰减⽅式

锐度：⽤于控制边缘软硬程度，减少边缘过分柔化（有效范围0-1。注意超出范围的对⽐）

4⾼斯（正态分布）

在正态分布之后给出更平滑的衰减，将⼀个或多个这种⾼斯函数的测量数据应⽤于更⾼

级的材料时，该⽅式更具优势。



半径：

使⽤半径也能控制光线散射距离，当你点开之后看到的是三个数值分别是rgb信息。可以直接

输⼊数值或者链接⼀个颜⾊节点让光散射有颜⾊偏向。（⽐如⽪肤你可以让它偏红⼀些）



纹理模糊：给纹理添加模糊（0为不起效果），注意，⼤多数情况下使⽤贴图会在绘制时给与

贴图模糊，所以有可能不经常使⽤

·⾃发光BSDF

性质：1、让表⾯发光 2、发光可产⽣照明

光线表现：

属性：

颜⾊：控制表⾯颜⾊（发光颜⾊）

特别注意：颜⾊的明度对于发光效果有影响！（测试明度时，有⼀定的强度，所以不是纯⿊）



强度⼒度：增⼤数值可以提升发光的强度（可以突破纯⽩⾊的发光阈值，⽐如提升5倍亮度）

·

·⽑发BSDF

性质：（预览图加上了粒⼦⽑发）⽤来模拟⽑发对于光的吸收和反射；从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被

认为拥有漫射半透和各向异性着⾊器的属性表现；（之所以有这样⼀个着⾊器，是因为如果我

们⽤组合材质的⽅法（⽐如半透或者SSS+漫射或者光泽等）来制作⽑发的话，会需要很⻓很

⻓的时间来进⾏渲染，在这⾥采取了近似效果的⽅法节省渲染时间，所以单独有了这个着⾊

器）

属性：

颜⾊：控制着⾊器表⾯颜⾊

⽅式：

透射和反射

偏移量

U(⽔平)粗糙



V(垂直)粗糙

切向（参考各向异性连接切向节点下⽅是XYZ）

⽤途：模拟⽑发（头发，⽑⽪等）的材质

·体积吸收BSDF

性质：对穿过的光线进⾏吸收，光线进⼊越深吸收越强

WIKI:ht tps://zh.wikipedia.org/wiki/⽐尔-朗伯定律

属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5%B0%94-%E6%9C%97%E4%BC%AF%E5%AE%9A%E5%BE%8B


颜⾊：改变体积颜⾊

密度：控制体积密度，密度越⾼，光线吸收越强，产⽣的颜⾊越丰富

测试数据：

明度变化（颜⾊由纯⿊到纯⽩）

密度变化（密度由0-5）

颜⾊变化（随机改变颜⾊）

⽤途：⽤于制作对光线进⾏吸收的材质，⽐如⾖浆、某些玻璃等

·体积散射BSDF



性质：对光线进⾏散射（常⻅⽤来制作体积光【⼜称丁达尔光，神光】）

属性：

颜⾊：改变体积颜⾊

密度：增⼤折射体积密度（参考栗⼦：雾）

各向异性：这个属性可以让体积散射效果被光线和摄像机控制

⼀般情况，当光线和摄像机为同⼀朝向时（⽐如相机使⽤闪光灯这个姿势），各向异性为负

值，体积效果会更为明显。光线与相机为相反⽅向（逆光拍摄）时，各向异性为正值，提及效

果会更为明显。

⽤途：制作雾⽓，搭配灯光制造丁达尔效应等



·阻隔

性质：如你所⻅，添加阻隔之后，它能够以被添加物体为蒙板，让观察视⻆观察到的部分为透

明

·混合着⾊器与相加着⾊器

混合着⾊器

在实际环境中，⼤多数物体的材质都拥有多个着⾊器的属性，⽐如我们⽊桌⼦，会由于⽊头的

纹路等原因不可能只有⼀种着⾊器，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让着⾊器根据⾃⼰需要进⾏组

合。

在blender⾥给与了混合和相加着⾊器来帮助我们实现两个节点组合

但注意这两个着⾊器具备不同的特点

⾸先让我们看⼀下对⽐

1混合着⾊器

2相加着⾊器



现在可以看出相加着⾊器的亮度⽐混合着⾊器更亮，对于这个情况可以按下⽅进⾏理解

1 混合着⾊器将两个着⾊器混合在⼀起，使其具备两个着⾊器的效果，但是对于亮度等信息仅

仅会计算⼀次混合的所以混合⽅式是符合物理计算的现实结果（亮度计算⼀次，物理正确）。

2相加着⾊器与混合着⾊器不同在于，它会把⽤于混合的亮度等信息直接进⾏相加在⼀起，所

以这样会有⼀个亮度叠加（亮度计算两次，物理不正确）。

但是对于两个组合着⾊器，我们要根据他的特点来决定该如何使⽤

⾸先明⽩他们的共同特点

能对着⾊器进⾏混合

最明显的不同

1 混合基于物理正确，亮度仅计算⼀次混合后的

2 相加会将亮度信息进⾏叠加

3 混合能使⽤系数进⾏控制

·原理化BSDF

性质：混合多个着⾊器节点性质从⽽组成⼀个更加全能并且易于使⽤的节点（也称作PBR着⾊

器，从⽽⽅便和renderman、需要换或者是SP进⾏连接）【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认为原理化

BSDF融合其他⼤多数着⾊器（注意并不是全部）】

各项属性：由于我们上⾯对于⼤多数性质做了测试，所以对于节点相同属性可以参考官⽅⼿册

（下列图⽚摘⾃blender2.8⼿册：https://docs.blender.org/manual/zh-hans/dev/render/sh

ader_nodes/shader/principled.html）

https://docs.blender.org/manual/zh-hans/dev/render/shader_nodes/shader/principled.html




·原理化体积BSDF

性质：聚合了与体积相关的着⾊器，从⽽形成⼀个功能更强的着⾊器节点（拥有散射吸收⿊体

辐射等属性，甚⾄单独依赖这个着⾊器就可以对烟雾和⽕焰进⾏渲染）

属性：由于我们上⾯对于⼤多数性质做了测试，所以对于节点相同属性可以参考官⽅⼿册（ht

tps://docs.blender.org/manual/zh-hans/dev/render/shader_nodes/shader/volume_princip

led.html）

·原理化⽑发BSDF

性质：基于物理特性对⽑发进⾏着⾊

属性：由于我们上⾯对于⼤多数性质做了测试，所以对于节点相同属性可以参考官⽅⼿册（ht

tps://docs.blender.org/manual/zh-hans/dev/render/shader_nodes/shader/hair_principled.

html）

请参考上述属性进⾏调节

⽬前草稿状态，有好的建议请告诉我：1132692358

https://docs.blender.org/manual/zh-hans/dev/render/shader_nodes/shader/volume_principled.html
https://docs.blender.org/manual/zh-hans/dev/render/shader_nodes/shader/hair_principled.html


之所以选择cycles,是为了设置材质⾥的
�凹凸与置换�.EEVEE是没有的

在制作之前，我们需要先分析⼀下编织物的结构：

基本单元类似“井”字型，纵横交叉：

截⾯图如下：

所以，我们可以从最基础的波浪单元着⼿。

1.打开blender2.8，进⾏如下设置：



2.添加⼀个平⾯,创建材质.在材质选项卡进⾏如下设置：

重要！！

把“设置”选项下的“表（曲）⾯”下的置换
类型更改为：“ ”置换与凹凸

3.为⽅便制作，⼤家可以将界⾯进⾏如下设置：

4.选择平⾯，进⼊编辑模式，按U键，展开UV；�按W键，细分；�shift+R，重复上⼀步操作，进⾏
多次细分。退出编辑模式，进⼊物体模式。将观察区视图改为渲染模式。

5.进⼊“着⾊器编辑器”，断开“原理化BSDF”节点（ctrl+⿏标右键划线可执⾏断开操作），
添加节点（shift+A）：输⼊---UV贴图；输⼊---值（明度）；颜⾊---混合RGB。把“ ”连到UV贴图
“混合RGB”的“ ”，“ ”连到“混合RGB”的“ ”，按住shift点击“混合RGB”颜⾊1 值（明度） 颜⾊2
预览效果。注意：“UV贴图”节点下拉框选择“UV贴图”，“值（明度）数值为1”，混合RGB模式



为“正⽚叠底（相乘）”，系数为“1”。

6.添加节点：转换器---分离XYZ。选择Y，得到Y轴⽅向的⿊⽩渐变，后续使⽤Y轴数据进⾏纹
理变换。 节点连接如下： 运算结果如下：

7.添加节点：转换器---运算，将运算模式设置为“ ”， ；�shift+D�复制正⽚叠底（相乘） 数值“2”
此节点，运算模式设置为“ ”， 。此时，图案变成2个⿊⽩渐变。模数 数值“1”

注意：模数运算即为“求余数”。Y轴数据*2，�然后对1进⾏模数运算，结果为0.因为2包含两个
1，所以图案变成2个⿊⽩渐变。

模数运算⽰例：
7�mod�3�=�1（� �7除以3，�商为2，�余数为1），呈现在纹理⾥，即2����个循环。

1
3
_



8.添加节点：转换器---颜⾊渐变。设置为：位置0，纯⿊（明度为0）；位置0.5，纯⽩（明度为1）；
位置1，纯⿊（明度为0）。此节点将渐变图案转换为两边⿊、中间⽩的渐变。结果如下：

9.添加节点：转换器---颜⾊渐变。调整⿊⾊的颜⾊控制点，可控制渐变图案中的⿊⽩⽐例。
增加⿊⾊的范围，使⽩条间隙扩⼤。结果如下：
注意：之所以作此变化，是因为⽩条就是两根编织纤维。

10.添加节点：⽮量---置换。把“颜⾊渐变”连到“置换”的“ ”，“置换”连接到“材质输出”⾼度
的置换。
此步骤是将图案的数据转换为⾼度值，更直观地看到结果。



11.添加节点：颜⾊---RGB曲线，使尖锐的三⻆变为圆滑的波浪形。结果如下：

注意：平⾯要设置为平滑着⾊。调节置换节点的缩放值，使波浪的⾼度变低，更圆滑。

12.把“原理化BSDF”连到“材质输出”观察结果，可以发现，我们已经获得了编织纤维的截
⾯图，节点连接即结果如下：



14.CTRL+G将节点打组（打组范围如上图红框所⽰）。在节点组内，选择“组输出”节点，N⾯
板---节点标签，把输出项下的color删掉，把“颜⾊渐变”的alpha连到租出输出，此时，输出
项下出现alpha，断开“颜⾊渐变”的alpha,把“RGB曲线”连到“组输出”。按Tab退出节点组，
结果如下图。此节点组为“ ”。基础波浪形

15.添加节点对Y轴数据进⾏变换。添加节点：转换器---运算，模式为“模数”，数值“1”，此时
图案⽆变化。因为Y轴数据是1，1mod1，结果⽆变化。添加节点：转换器---运算，模式为“⼤
于”，数值0.5，此时图案变为⿊⽩各半。结果如下：

对于“⼤于”运算，可理解为⼤于0.5为1，⼩于0.5为0，⽽Y轴为0~1渐变，因此变为⿊⽩各半。



注意:这⾥模数--⼤于--相乘的运算⽅法,到后⾯的相加--模数,⼤家可以当做这种错落纹理的
运算公式.
运算结果如下: 断开置换运算结果如下:

17.可以发现图案已有编织的雏形。观察⼩单元格，可以发现图案是沿X轴的⿊⽩渐变，⽽在
编织纹理中，是中间⾼两边低，因为两边是被其他编织条压住的。因此，需要把⼩单元格的
渐变改为“⿊⽩⿊”（ ）。添加节点：转换器---颜⾊渐变，设置为两头⿊⿊⽩对应纹理的⾼度值
中间⽩。
节点连接如下: 运算结果如下:

16.继续添加运算节点，模式为“正⽚叠底（相乘）”，数值“0.5”。添加运算节点，模式为“相加”
把Y轴运算后数据连到数值2，X轴数据连到数值1。继续添加运算节点，模式为“模数”，数值
“1”;�把最前⾯的“值（明度）”数值调到2。此时图案变为交错的⿊⽩波浪,节点如下:



18.继续调整图案，把作为间隙的⿊⾊条纹变宽。添加节点：转换器---颜⾊渐变。拖动⿊⾊
控制点，使图案的⿊⾊变宽。

节点连接如下： 运算结果如下：

19.把“颜⾊渐变”连到“置换”，“原理化BSDF”连到“材质输出”，发现图形很尖锐，因此添加
节点：颜⾊---RGB曲线，连到“颜⾊渐变后”，使图形变得圆滑。

节点连接如下： 运算结果如下：

注意：RGB曲线需要调节为S型曲线，使得波峰和波⾕的曲度变化都变得圆滑。⼤家也可以
调节成其他类型的曲线，查看结果变化。

20.观察此时的图案，X轴向的条带之间没有间隙，⽽实际编织纹理是有间隙的，因此，需要
给X轴向条带之间添加间隙。观察“ ”的图案，可以发现，把“基础波浪形”的⿊⾊基础波浪形
间隙叠加给现在的图案即可。
现有图案如下： 基础波浪形图案如下：



21.把两种纹理叠加，使⽤乘算，添加节点：运算---正⽚叠底（相乘）。节点连接如下：

运算结果如下:

22.观察发现，条带之间已经有了间隙，只是间隙
边缘模糊，间隙的边缘实际就是编织孔的边缘，⽽
编织孔的边缘是⽐较硬的，所以，需要将间隙边缘
变得明晰。添加节点：运算---⼤于，添加到“基础
波浪形”之后，数值“0.5”。

注意：⼤于运算的值为0.5。在渐变
图案中，数值都是0~1的，因此，只
要⼤于的值为0.5，即可�获得泾渭
分明的⿊⽩纹理。



注意：关于⽤相乘还是相加，⼤家可以⾃⾏实验。以实际效果为准。

23.观察现在的图形，可以发现，条带之间有了间隙。只是现在波峰到波⾕在Y轴⽅向的过渡
太尖锐，⽽且波⾕太低，⽽编织纹理都是有厚度的。⼀个⽐较好的⽅法是把“基础波浪形”的
纹理数据叠加的现在的纹理数据上，即可解决前⾯的问题。

现在纹理图案： 基础波浪形图案：

添加节点：转换器---运算，模式为“相加”，把“基础波浪形”的数值连到运算节点的值1。节
点连接如下：

运算结果如下：



名称经过重命名

进阶波浪形

此时，编织的基本纹理单元完成。断开置换，查看结果如下：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波浪条带上带有错落的浅灰⾊。

24.将现在的纹理旋转90度之后再叠加到⼀起，即可获得完整的编织纹理。现在，我们将现
在的纹理节点打组，称为“ ”。从“分离XYZ”之后，到最后的“相加运算”，按B框选进阶波浪形
按CTRL+G打组。在组内，将“基层波浪形”之后的“⼤于运算”连到“组输出”，即可获得“组
输出”alpha输出端⼝。alpha端⼝是编织孔的数据。



25.为什么⼤于运算后可以获得alpha？
⾸先,我们再看⼀下进阶波浪形获得的纹理图.
⿊⽩相间的条纹,⽩⾊条纹带浅灰⾊.给这个纹理
进⾏值为 . 的⼤于运算,就会消除浅灰.当这张图0 5
作为 输出的时候,⿊⾊透明,⽩⾊不透。当两alpha
张纹理相互垂直叠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编
织中间的孔洞。⽰意如下:

纹理A 纹理B

复合纹理

在复合纹理中，⽩⾊为编织的条带，⿊⾊即为条带中间的孔洞，⿊⾊透明。

26.进阶波浪形打组�后，节点图如下：

选中进阶波浪形节点，ctrl+shift+D复制节点（复制且保持节点的连接），将XY的连接位置互
换，之后预览复制的节点，即可获得⼀个 的进阶波浪形的纹理。旋转90

节点连接如下：������������������������������������������������������ 纹理预览如下：



27.获得两张纹理之后,需要将他们叠加起来。在考虑运算之前,先观察纹理。

观察发现，波峰和波⾕的⾼度值，都是需要的，⽆需改变⾼度。当和另⼀张旋转90的纹理叠
加之时，也⽆需要改变⾼度值，因此,我们选择“ ”运算，两者相⽐取其⼤。最⼤值
节点连接如下：

28.观察结果，可以发现，X轴波峰和Y轴波峰并没有叠加到⼀起，都冒了出来。因此，只需将X
轴或者Y轴的位置稍微移动，将波峰叠加到⼀起即可，即改变X轴或者Y轴的输出数值。
节点连接如下：

Y X

注意：此时，我们相加的是⾼度值！



运算结果如下：

But，还需⼀个数据， 。即编织孔的alpha值

断开置换预览纹理如下：

⾮常漂亮的编织纹理！！！



29.编织孔的alpha值，我们只需要将“进阶波浪形”获得的X、Y轴数据的alpha值做“最⼤值”
运算即可。节点连接如下：

运算结果如下：

作为alpha通道的数值，请记住： ⿊⾊即为透明！⿊透⽩不透！

30.到了这⾥，我们已经获得了编织纹理的⾼度值和alpha值，⾼度值作为法线，alpha值作
为系数，即为完整的
����������������������������������������������������������������������������纯数学编织纹理！！！
接下来，连⼀下材质吧。



作为编织的材质，⾸先，编织孔是透明的，需要⼀个透明节点:�shift+A添加节点---着⾊器----
透明BSDF.其次,添加⼀个基础的漫反射节点:�着⾊器---漫射BSDF;�之后,�按住ctrl+shift,⿏
标右键点击漫射着⾊器,�拖向透明着⾊器,�两者会⾃动混合,�出现⼀个混合着⾊器( :操作注意
模式⼀直是 ,⽽且打开了 �).节点如下:右键选择模式 插件Node�Wrangler

注意:因为alpha数据要连到混合着
⾊器的系数,所以透明⼀定要连到混
合着⾊器的第⼀个位置!

现在,我们希望材质是光滑的布料,那么,可以给漫射节点混合⼀个�光泽BSDF�,连接如下:

布料边缘薄⼀点,有点半透明,可以再给漫射混合⼀个�半透明BSDF�着⾊器,连接如下:

布料有半透明的情况下,需要半透效果更弱,可以在半透明前添加⼀个混合着⾊器,并调低系
数.连接如下:



现在,添加⼀个�菲涅尔�节点来控制光泽的效果，添加节点----输⼊----菲涅尔,把菲涅尔连到
光泽前⾯的混合着⾊器的系数。菲涅尔效果⼤家可以⾃⾏搜索资料了解。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在菲尼尔之前添加了相乘运算，且是个⼩数，是为了降低菲涅尔效果。有但是没那么
强，⼀切视材质需求和个⼈⼝味调节。

现在,为材质添加颜⾊。可以看到，材质⼀共有四个着⾊器混合⽽成，添加的颜⾊是材质的
固有⾊，因此，只需要添加给漫射和半透明即可。添加节点：输⼊----RGB。连接如下：



31.材质节点完成后，我们就需要将⾼度数据和alpha赋予材质节点。⾸先，添加节点：⽮量
----凹凸。将“进阶波浪形”混合的⾼度数据连接到“凹凸”节点的⾼度值，将“凹凸”的法向
分别连到“半透明”、“漫射”、“菲涅尔”、“光泽”。连接如下：

注意：把“凹凸”的⾼度值调整到较⼩数值。我们的平⾯只是2*2的尺⼨。



32.把alpha赋予材质节点。将“进阶波浪形”混合的alpha连接到材质输出前⾯的�混合着⾊
器�的系数.连接如下:

注意:按住shifit,拖动
⿏标右键在节点连接
线上划线，可以在线上
添加点。节点连线的曲
度可以在主题--节点编
辑器--连接曲度，进⾏
调整.数值越⼤,连线越
弯曲.



33.⾄此，编织纹理就连接完成了。我们可以在最前的“值（明度）”节点修改数值，调整编织
格⼦的数⽬。注意：格⼦数⽬越多，凹凸节点的⾼度数值要越⼩。

如果需要调整编织孔的⼤⼩，可以到“基础波浪形”⾥去调整⿊⽩渐变。

先进⼊“进阶波浪形” 再进⼊“基础波浪形”

调整⿊⽩渐变，使编织孔变化。





格⼦衫纹理制作

参考纹理如下：

开始制作：

1.打开Blender2.8，界⾯设置如下：

⼯作区 观察区

注意：这样设置⽐较⽅便，⼯作区够⼤，⼤家也可根据⾃⼰的习惯设置。渲染器设置为
EEVEE即可，观察区设置为渲染模式。shift+A�添加⼀个平⾯（plane），按Tab键打开Pie菜
单（需要打开pie菜单插件），进⼊编辑模式，按U键，展开UV，切换为物体模式。给平⾯添加
材质。



2.在着⾊器编辑器内，断开“原理化BSDF”节点，放到⼀边备⽤（选择节点，按H键可折叠）。
添加节点(shift+A)：输⼊---UV贴图；输⼊---值（明度）；颜⾊---混合RGB。“UV贴图”下拉框
选择“UVMap”，“值（明度）”数值“1”，“混合RGB”模式为“正⽚叠底（相乘）”，系数为“1”;
“UV贴图”连到“混合RGB”的颜⾊1“, 值（明度）”连到“混合RGB”的颜⾊2。Ctrl+Shift+点击
�混合RGB�预览，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在这⾥，我的观察区是顶视图正交模式。观察图案，要注意坐标轴的朝向。

0

1X

Y
1

在这个坐标轴内, 。在（0，0）位置，颜⾊是⿊⾊，此处红X轴的颜⾊是红⾊,Y轴的颜⾊是绿⾊
绿的灰度值都是0，在（1，1）位置，红绿的灰度值都是1，红绿颜⾊融合为⻩。在（1，0）处是红
⾊，此处红⾊灰度值是1，绿⾊灰度值为0.为了切换到我们更熟悉的坐标轴，按⼩键盘4旋
转视图，转换到如下图所⽰⽅向。

X

Y
1

1

0



3.添加节点:转换器---分离XYZ，把这个节点连到“混合RGB”后，然后预览。节点连接如下：

可以看到，X轴红⾊的灰度值是从⿊到⽩的渐变。⿊⾊代表此区域红⾊灰度值为0，越亮的
区域代表红⾊灰度值越⾼。当X轴和Y轴的颜⾊灰度值都⼤于0的时候，红绿就会混合为⻩
⾊，两种颜⾊越浓，混合的颜⾊也越浓。此处使⽤X轴数据先做⼀个⽅向的条纹。

4.添加节点:转换器---运算，模式为“正⽚叠底（相乘）”，数值“2”，然后预览。节点连接如下：

可以明显发现，图案整体变亮了，⽩⾊⽐例变⼤，⿊⾊⽐例变⼩。原因是：颜⾊的可视化范
围是0~1，数值可以计算，但是观察范围是不变的，因此超过1的都视为1，可观察到的变化
都是计算结果在1以内的。⼤家需要明⽩， 。数值可以各种运算，但是可视化范围是不变的

5.添加节点:转换器---运算，模式为“模数”，数值“0.5”，然后预览。节点连接如下：

可以发现，图案被分成4个相同的渐变图案。因为初始的“值（明度）”是1，在乘2后，对0.5进
⾏模数运算，得到四个完整的单元格。如果模数值为1.5，则会是mod（2，1.5）=0.5（2除以1.5
得1余0.5，结果为0.5），表现到图形上会是1⼜1/3个单元格。⼤家可以⾃⼰试验。



6.添加节点:转换器---颜⾊渐变。渐变设置为⿊⽩⿊，即位置0为纯⿊，位置0.5为纯⽩，位置
1为纯⿊。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渐变的控制点位置可以直接在“位置”那⾥输⼊数值确定。添加渐变之后，可以看到，
图案的⿊⾊竖条纹变成“灰⿊灰”，这样的话，线条的位置就是刚好处于分割点上。如果没
有渐变节点，灰⾊条纹就是“灰⿊⽩”的，在后续计算的时候位置会有问题（就是不太好确
定）。

7.添加节点:转换器---运算，模式为“⼤于”。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在这⾥尤其要注意值的确定。“⼤于”运算是求⽩⾊的运算，⽽值则是表⽰⼀个单元
格内从这个值到1的范围内为⽩⾊。此案例⼤于为0.2，即表⽰0.2~1的范围内都是⽩⾊。当
值为1时图案为⿊⾊；当值为0是图案为⽩⾊，但是有细细的⿊线，可以理解为0~1这个范围
不包含0这个位置 值为负，因此有⿊线，如果要全⽩，则需要⼤于的 。当“⼩于”运算时，也
是求⽩的运算，值表⽰从 到这个数值范围内为⽩⾊。值 则表⽰⽩⾊范围为 。当值0 0~0.20.2
为 时，图案为⿊⾊，表⽰⼩于 的范围内都是⽩⾊，因为不包含 位置，所以没有⽩线。当值0 0 0
为 时，图案为⽩⾊，但是有⿊线，因为 的，如果要纯⽩则需要值 .1 ⼤于10~1的范围是包含1
总结：“⼤于”、“⼩于”运算时，0~1的范围是包含1，不包含0.



8.可以发现，“⼤于”的数值不同时，可以获得宽度不同的⿊⽩条纹。当我们使⽤两组数值
不同的条纹进⾏混合时，可以获得条纹更多的竖条纹。因此，添加节点：颜⾊---混合RGB。
把两个数值不同的“⼤于”分别连到⾊彩1和⾊彩2。节点连接如下：

可以看到图案变成了⿊⽩灰条纹。这⾥需要明⽩“混合RGB”的系数是控制⾊彩2与⾊彩1混
合时所占⽐例。当系数为1时，图案会变成“⼤于”值为0.4的⼀⽀⼀模⼀样，表⽰此时⾊彩2
的混合占⽐为100%；当系数为0时，则表⽰⾊彩1的混合占⽐为100%；系数为0.5表⽰各占
50%。通过调整两个“⼤于”的数值，即可获得宽度不等的三⾊条纹。

9.现在获得了⿊⽩灰的条纹，⽽我们需要的是有⾊彩的条纹，所以，需要给图案赋予颜⾊，
并将⿊⽩灰条纹的数据作为系数来控制颜⾊范围。把上⾯的“⼤于”连到“混合RGB”的系数
，空出来的⾊彩1改成蓝⾊，查看图案。节点连接如下：

可以看到图案变成了蓝⿊⽩条纹。造成这种图案的原因为：上⾯的“⼤于”作为系数连接时，
把图案分成了两部分，0~0.2是⿊⾊，0.2~1是⽩⾊（⼤于0.2求⽩的结果），⽽⾊彩1会赋予系
数控制的⿊⾊部分，所以看到图案0~0.2是⾊彩1的颜⾊，即蓝⾊；⽽系数控制的⽩⾊部分则
由⾊彩2填充。⾊彩2⼜是由下⾯的“⼤于”分成的图案填充，即0~0.4是⿊⾊，0.4~1是⽩⾊。
当两个图层叠加之后变成0~0.2是蓝⾊，0.2~0.4是⿊⾊（⾊彩2的0~0.4是⿊⾊，但是被⾊彩1
的蓝⾊遮住了），0.4~1⽩⾊。

10.现⽤同样的⽅法为⾊彩2添加颜⾊。添加节点：颜⾊---混合RGB，把节点放到下⾯的“⼤
于”和⾊彩2中间，“⼤于”作为“混合RGB”的系数。节点连接如下：



可以看到，红⾊和⻩⾊按照西⾯的“⼤于”分成的⿊⽩范围分别赋予了⾊彩1和⾊彩2。这⾥
更容易理解，第⼀个“混合RGB”是图层1，第⼆个“混合RGB”是图层2。同样的道理，如果我
们需要叠加更多的图层，可以按照这种⽅法继续在下⽅添加图层3、图层4等。⽰意如下：

注意：下⽅的�⼤于�数值要⼀直增⼤,包含上⽅的�⼤于�范围，⽽且下⽅叠加的图层⼀定要
连接到⾊彩2。如果连到⾊彩1的话，就会把颜⾊赋予上⽅图层，⽽上⽅图层的颜⾊范围是
由上⽅的“⼤于”控制的，这样就是失去多⾊条纹的效果。变成双⾊条纹。⽰例如下：

这⾥会由图层2的颜⾊给到图层1，⽽图层1的⾊彩1颜⾊范围是0~0.2，所以图层2的颜⾊只
有0~0.2起作⽤，赋予图层1，即为红⾊，图层1余下的0.2~1则由图层�1�⾊彩2的绿⾊填充，变
成了双⾊条纹，⽽图层2的的⾊彩2没有作⽤范围⽽⽆法显现。

图层1

图层2



11.把这种获得多⾊条纹的节点打组,称作�条纹⽅法�。按B框选节点组,按ctrl+G打组。打组
范围如下：

打组结果如下：

注意：在这个节点组内，有1个“组输⼊”和1个“组输出”。“组输出”只有1个结果，即条纹纹
理，⽽“组输⼊”只有1个轴向数据输⼊。为了更⽅便的管理两个“⼤于”的数值和三个颜⾊，
可以把两个“⼤于”的值和三个颜⾊都连到“组输⼊”，这样，在退出节点组以后，可以在组外
控制这5个数据。节点连接如下：

按Tab键退出节点组，或者点击窗⼝右上⽅的“回到⽗级节点树”按钮。



退出节点组后节点连接如下:

12.现在我们把这个�条纹⽅法�应⽤到Y轴数据。选中“条纹⽅法”节点组，shif+D复制节点组
分离XYZ的Y轴连到节点组，预览结果。节点连接如下：

13.可以发现，通过这种⽅法，我们获得了两张互相垂直的条纹纹理，现在只需将两张纹理
叠加即可。添加节点：颜⾊---混合RGB，把两个节点组分别连到⾊彩1和⾊彩2，把“混合RG
B”的模式改为“正⽚叠底（相乘）”，系数“1”。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这⾥“混合RGB”的模式选择为“正⽚叠底（相乘）”，也可以根据⾃⼰的需求选择其他
模式，通过调整系数可以调出很多颜⾊不同的纹理。

14.此时我们可以发现，“条纹⽅法”节点组⼀共有两个，⽽每个节点组都有2个值和3个颜⾊
可控制，为了更⽅便的控制它们，我们需要添加两个输⼊--“- 值（明度）”，三个输⼊---RGB，
然后把两个节点组的值和颜⾊陆续按两个⼀组连接即可。节点连接如下：



15.调整好两个�值(明度)�之后,可以开始调颜⾊了。在“着⾊器编辑器”旁边拉出⼀个“UV编
辑器”，然后把参靠图拖到“UV编辑器”⾥，即可打开参考图。之后点击“RGB”的颜⾊，使⽤
吸管⼯具吸取参考图的颜⾊。⽰例如下：



16.使⽤吸管⼯具可以⽅便的给条纹着⾊。调整完颜⾊之后，⼤家可以根据需要再对重叠后
的颜⾊进⾏调整，可以使⽤颜⾊---RGB曲线、明度亮度�等等节点进⾏调整。然后添加节点：
着⾊器---原理化BSDF，把输出的纹理连到“原理化BSDF”的基础⾊即可。通过调整“原理化
BSDF”的糙度等属性对材质进⾏调整。节点连接如下：



17.调整完成后,可以把材质给到衬衫模型,或者其他布料。如果需要把纹理做到和参考图⼀
模⼀样的话，则多叠加图层即可，只要耐⼼去做,是可以做出来的。调整最前⾯的�值(明度)�
即可调整纹理的密度。







程序纹理基础运算讲解

程序纹理就是计算机⽣成的图像。根据Blender内提供的运算⽅式，通过不断的组合，可
以⽣成⾮常漂亮的纹理，⽽且⽅便控制。任何复杂的程序纹理都是通过基础运算的不同
组合获得的，因此，懂得基础运算的原理，对于制作复杂的程序纹理⾮常重要。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以2D平⾯内的基础运算来讲解，blender版本为2.8。

1.打开blender，shift+A添加⼀个平⾯物体（plane）,并给物体新建⼀个材质。3D视图中，
选中平⾯，按Tab键进⼊编辑模式，按U键，展开UV，然后退回到物体模式。之后把主视图
从“3D视图”改为“着⾊器编辑器”，把右上⻆的“⼤纲视图”改为“3D视图”，并切换到渲染
模式。界⾯如下图所⽰：

⼯作区 观察区

注意：可以把观察区的这两个图标点掉，避免影响观察

2.断开“原理化BSDF”与“材质输出”的连接。选中“原理化BSDF�”，按H键折叠，放到⼀边
备⽤。因为我们主要讲纹理，与着⾊器关系不⼤，可以不⽤此节点。之后添加节点：输⼊--
UV贴图、输⼊---值（明度）、颜⾊---混合RGB。把“UV贴图”和“值（明度）”连到“混合RGB”
的左侧，按住ctrl+shift+点击“混合RGB”，即可预览结果。“UV贴图”下拉框选择“UVMap”
“值（明度）”数值“1”，“混合RGB”模式“正⽚叠底（相乘）”，系数“1”。节点如下：



这⾥，“UV贴图”节点是给平⾯⼀张UV贴图，与“值（明度）”⼀起连到“混合RGB”是为了⽅
便控制UV贴图的数值。当我们直接预览“UV贴图”会发现图案并没有变化，是因为这三个
节点组合在⼀起就是给“UV贴图”赋值“1”，与初始的“UV贴图”是⼀样的。“混合RGB”模
式为“正⽚叠底（相乘）”，是让“UV贴图”与“值（明度）”相乘，⽽“值（明度）”数值为“1”，即
“UV贴图”乘1；“混合RGB”的系数为1，即表⽰⾊彩2的作⽤程度100%，运算结果就是⾊彩
2。当把“值（明度）”的值设置为2时，调节“混合RGB”的系数到0.5，可以发现结果与现在
⼀样。

3.在观察区的3D视图中，按⼩键盘4键，旋转视图，把图案调整到如下所⽰：

调整到这样，在后续的计算中，可以获得⽐较熟悉的XY坐标系。即：

4.添加节点：转换器---分离XYZ。节点连接如下：

x

x

0

注意：此时连接的是X轴，所以图案是X轴颜⾊的灰阶图，即红⾊的灰阶图。0位⿊，1为⽩。
⿊表⽰此处⽆红⾊，⽩⾊表⽰此处红⾊是100%，当出处绿⾊的分布⼤于0时，红和绿就会



混合成为⻩⾊。下图为Y轴的绿⾊灰阶图：

5.添加节点：转换器---运算，模式为“相加”。当我们获得X轴和Y轴的数据图像后，即可进⾏
运算，⾸先来看⼀下加法运算。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把XY分别连到“相加”的两个输⼊端⼝，表⽰XY相加。可以看到图像发⽣了变化，那
相加是如何运算的呢？

我们需要把图案看做是⼀个⼀个表⽰运算结果的点集合⽽成。在A点，X输⼊0.5，Y输⼊0.5
则表⽰A点的运算结果是1，就是纯⽩。在B、C点，运算结果也是1。不难发现，直线BAC右侧
的区域计算结果都会⼤于1的，⽽颜⾊的可视范围限制在0~1，所以超过1的都视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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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把“相加”改为“相减”，查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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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相减是如何运算的呢？

在这⾥，X轴是连在“相减”的位置1，表⽰X轴数据是被减数，即X-Y。所以B点数据是0-1=0，
以⿊⾊表⽰；C点数据是1-0=1，以⽩⾊表⽰。可以发现，直线xy左侧的计算结果都是⼩于0
的，都以⿊⾊表⽰，右侧则是从A到C轴向的⿊⽩渐变。如果把输⼊端XY的位置调换，则可
以得到相反的图像，⼤家可以⾃⾏查看。

7.把“相减”改为“正⽚叠底（相乘）”，查看结果如下：

依然把图像放⼊坐标轴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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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每个点还是代表XY相乘的运算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要看到颜⾊渐变的趋势。这
对于我们后续做纹理时⾮常重要。

当我们通过运算把⿊⽩渐变变得泾渭分明时，就可以得到简单的图案。

这⾥在乘算后加了⼀个运算“⼤于”。注意：这⾥的“⼤于”的数值是0.25，意思是让图案
上每个点的运算结果与0.25⽐⼤⼩（不是XY⽐⼤⼩），⼤于0.25的都是1，即为⽩⾊，⼩于
0.25的都是0，即为⿊⾊。同理，把“⼤于”换成“⼩于”，意思是⼩于0.25的为⽩，⼤于0.25的



为⿊。结果如下:

以上就是“⼤于”和“⼩于”运算的原理。

8.回到最初XY输⼊端的计算，看⼀下“相除”运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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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坐标轴中查看如下：

注意：这⾥是X除以Y。在最底下⼀⾏，此时Y都是0，但是0是不能做除数的；在实际计算中，
浮点数采样的时候很难正好到0，⼀般为了处理这种边界情况，会统⼀加⼀个FLT_EPS，
⼀般在10^-13左右，就能让机器不崩。 。简单理解为不含0即可



9.把运算模式切换为“圆(四舍五⼊)”,运算结果如下：

“ 。这个运算值需要1个输圆（四舍五⼊）”运算意思是⼤于或等于0.5的为1，⼩于0.5的为0
⼊端，故上⾯的节点运算其实只是对X轴数据进⾏四舍五⼊运算。“四舍五⼊”下⾯的值没
有实际意义。

10.把运算模式切换为“基⾯”,运算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图像完全变成了⿊⾊。“基⾯”运算的意思是“对下取整”，⽽且只有⼀个输⼊端
，所以现在的节点实际是对X轴数据进⾏“基⾯”运算。我们知道X轴数据是0~1，“基⾯”运
算也就成了对1向下取整，⽽⼩于1的整数只有0，所以图案变成了⿊⾊。当我们把“值（明
度）”的数值设置为2时，运算就成了对2进⾏取整，则有0和1两个整数，画⾯就会等分为⿊
⽩两块。如果对3进⾏“基⾯”运算，会有0、1、2三个整数，但是因为可视范围限制为0~1，超
过1的都视为1，所以在图案上2也表现为1，就会造成图像三等分为0、1、1，⿊占据1/3，⽩占
据2/3。结果如下：



11.把运算模式切换为“向上取整”,运算结果如下：

“向上取整”也只需要⼀个输⼊端，因此是对X轴数据进⾏运算。“向上取整”的意思是当数
值包含⼩数的时候，即向上取最近整数。⽐如对1.5取整，结果为2，图像就会分成两块。

⼤家可以⾃⾏搜索“ceiling函数”，查看具体意义。

12.把运算模式切换为“分数”,运算结果如下：

注意：此时“值（明度）”的数值为2。“分数”的意思就是进⾏等分。值为2，就进⾏2等分。当
值带⼩数时，⽐如1.5，就会按1、0.5的⽐例进⾏等分；为2.5，会按1、1、0.5的⽐例进⾏等分。
“等分”是以1为基本单位就⾏的。



13.把运算模式切换为“模数”,运算结果如下：

注意：此时“值（明度）”的数值为2，模数的值为1。 。“模“模数”运算两个输⼊端都是有效的
数”运算是求余数运算。这⾥就是2对1作“模数”运算，结果为0，2包括两个1，图案就2等分。
当“模数”的值为1.5时，2对1.5作“模数”运算，结果是0.5，图案就会按1、0.5的⽐例分成2份。
之所以是这样的结果， ，0.5占1的1半。当“模数”的数值⼀个完整的基本单位的数值是“1”
为0.9的时候，结果是0.2，⽽0.2是“1”的五分之⼀，图案就会按1、1、0.2的⽐例划分。

14.把运算模式切换为“最⼤值”,运算结果如下：

注意：此时“值（明度）”的数值为1。“最⼤值”运算就是两者相⽐取⼤，因此需要两个输⼊
端数据进⾏对⽐。观察图案，此时XY同时输⼊，沿对⻆线⽅向是从0~1的渐变。因为在对⻆
线上，XY的数据是相同的，且沿着对⻆线不断增⼤。当把运算切换为“最⼩值”时，就会获
得相反的图案。结果如下：



15.以上就是常⽤运算。下⾯，我们做⼀个基础的案例。

我们以这个图案作为参考案例。当然，这个图很简单，或者做贴图更简单，我们做这个案
例主要讲⼀下思路和基础运算的应⽤。

16.⾸先，分析⼀下参考图。在这个图案⾥，我们先选择轴向作为基本的叠加图案，⽐如可
以选择X轴，那么可以把图像看成X轴向的⻩&浅蓝图案和红&湖蓝叠加，即

图案1 图案2
⽽且，在Y轴向上，图案1占据上半部分，图案2占据下半部分。

17.我们先做图案1。⾸先把图案1的颜⾊范围划分做出来，⼤致按照空⽩占0.1，之后算出
左侧⻩⾊的颜⾊范围，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这⾥使⽤的是“⼩于”运算，值为0.45，即⼩于0.45的范围为⽩⾊，然后我们再算出⻩
⾊左侧的边，范围为0.1，依然⽤“⼩于”运算，连接如下：

现在，我们⽤0.45的范围减去0.1的范围，即可得到⻩⾊的范围，连接如下：

得到颜⾊范围之后，即可赋予颜⾊，添加节点：颜⾊---混合RGB，连接如下：

注意： 。在连接混合RGB后，范围中⿊⾊控制“⾊彩1”获得的颜⾊范围是作为系数来使⽤的
，⽩⾊控制“⾊彩2”，所以，我们把⾊彩1设置为⿊⾊，⾊彩2设置为⻩⾊。
接下来，使⽤同样的⽅法来获得右侧浅蓝⾊的范围。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右侧使⽤的是 运算，使⽤0.55的范围减去0.9的范围获得颜⾊范围。“⼤于”



18.在得到⻩⾊和浅蓝的⾊条之后,我们把两张图叠加到⼀起。添加节点：颜⾊---混合RGB
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颜⾊混合模式为“混合”。
19.使⽤同样的⽅法来获得红蓝⾊条图案，节点连接如下：

20.在得到两张图之后，我们只需要把图案1在Y轴⽅向上填充上半部，图案2填充下半部即
可。我们需要获得Y轴的颜⾊⽅位作为系数来混合两张图案。



如上图，即可获得图案1的颜⾊范围。我们把这个节点组作为系数来控制图案1进⾏着⾊。
添加节点：颜⾊---混合RGB。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选择⼀群节点，ctrl+J可以编组。

21.同样的⽅法来获得下半部红蓝图案。节点连接如下：

22.接下来，只需要将上下半部的图案混合到⼀起即可。添加节点：颜⾊---混合RGB。



23.⾄此,连接完成。如果我们需要⿊⾊范围是透明的，则需要将⿊⾊范围作为alpha即可。
把X轴的⿊⽩条纹图和Y轴的⿊⽩条纹图叠加到⼀起即可获得alpha值。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作为alpha值时，依然是⽩⾊范围才起作⽤。所以加了节点：颜⾊---反转。

24.添加材质节点，把原理化BSDF混合透明BSDF，把刚才获得的图案给到原理化BSDF的
基础⾊，alpha则连到混合着⾊器的系数。节点连接如下：



注意：材质⾥的透明需要打开。





节点组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只是同样的⽅法来回使⽤。



























希望大家骚扰作者，告诉他！他的文字能力太差了！





底色

通过blender提供的 shader→RGB
这个节点，可以很方便的将材质效
果转换成单纯的颜色，不会让后面
的节点出线材质连接材质的错误。
通过渐变可以控制光影的范围大小
和软硬程度。

得到了比较硬朗的光影效果后，给模型添加简单
的底色，这个看自己的需求添加各式各样的颜色
丰富度吧。
最后把得到的两个条件，光影作为系数控制两种
颜色混合就得到一个基础的底色了。

想方便
日后使
用可以
做成节
点组保
存起来



      头发高光几期也有过方法介绍，这里是简单的制作
一下.
     重点在红框，如果纯粹的叠加高光上去会导致亮暗面
都有高光出现。  通过一个光影节点，作为遮罩可以很方
便的使暗面出现的高光被去除。
     最后高光以自发光来调节颜色，通过混合着色器把底
色色的材质叠加一起就能制作一个比较不错的高光处理了。
（虽然这个高光不怎么好看-哈哈哈哈）！！

头发高光



物体高光

物体高光这块，操作也几乎相同，也是通
过转换节点，将高光材质这个节点转换成
颜色，再通过渐变来控制他的锐利程度和
大小范围。(而且高光可以更好的随光源
变换）
当然你想让它形状怪异，也可以在渐变前
方加别的纹理啊啥的 进行控制。方加别的纹理啊啥的 进行控制。
最后用自发光作为高光颜色控制，因为
通过自发光可以更方便的改变高光的强度
也是通过混合着色器来进行和底色的混合

就算不是人物，物体
高光还是很多地方需要
用到的  做成节点组 
保存起来吧！



叠加颜色

通过菲涅尔 ，还可以叠加出

肩膀 和这个靴子这样的更多层

颜色变化 。（其实最近再瞎摸

瞎搞得到过程中发现更多用法

还没来得及再度尝试）

估计叠3层就因该没啥效果了，

可以多尝试看看。可以多尝试看看。



这种描边也不多说了 ，就是
通过实体化修改器 将实体出
来的一层模型 通过忽略背面
的形式让遮挡的位置不显示。
形成的描边（其实想要描的
好看还是吃模型的制作）
可以实时显示  各种描边可以实时显示  各种描边
（各有各的好处吧）

描边





Deathblood

南方人也吃面条的哦 ~



本来想试试用布料制作面条的可行性，后来一看，面条都做了那就索性做完这碗吧，细
节上可能还是推敲的不太够，只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小教学来看吧，本教学主要涵盖布料，
材质，物体放置脚本object scatter的使用。

首先做一个碗，碗很简单，用个圆挤压即可得到。最后加个细分修改器哦，更平滑！



下面就开始说面条，首先建立一个平面，然后进入编辑模式把平面拉长拉细，Ctrl+R
进行环切，滚轮可以增加段数，最好多一些，算出来的结果更柔和一些。

退出面条的编辑模式，选择碗，给碗加一个碰撞属性。



面条加上布料，默认下，播放动画看看结果。一定要从第一帧开始算哦，否则可能
会出现布料乱飞的情况。

这么看，感觉不太好，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把面条搞的硬一些。

这里自带了一些预设，可以直接使用，看看橡胶橡皮的感觉，好象有点那个意思了，
不过穿插有点严重。



开启自碰撞，效果就好多了，现在的面条还是片儿，再加个修改器就能变立体了。

实体化厚度根据需要调节，可以做挂面，拉面的感觉，最后加上细分让面条更圆滑。



接下来试试多做几根看看结果，这里我是在面条内部复制的，这样只要自碰撞就行了，
不用复制太多物体。物体太多反而不好控制，一个物体内部计算即可。



这结果感觉还可以，因为是汤面，底部的碗底可以抬高一些，这样不用太多面条就可以
放满了，你要是机器好，那就无所谓了，复制个 50 根放满不是问题。

复制碗体，保留部分制作汤模型，现实里由于水的表面张力，会出现接触面变成弧度的
效果，这里碗边接触的地方一定要做个弧度。那么面条和汤之间的就麻烦了，2.81 加入了
网格重构，它可以通过模型的体积生成新的模型，并且是融合效果的，正好处理这种麻
烦的地方。

面条和汤复制出来，ctrl+J合并成一个物体，使用网格重构。



把模型放回原位，原来的汤可以隐藏掉了，现在看看效果，是不是有面在水里的感觉了呢，
这样做的好处是为了渲染的时候产生一些高光，显得更真实。如果出现模型重叠，可以把水
面上的那些模型删除掉。

筷子上做一个滴水的效果，上面放一些水珠放了个葱花，个人小心思一下 ^^



后来我又加了肉片和鸡蛋，所以原来的汤模型又用上了，因为我要重新网格重构下，毕
竟它们和汤之间也是接触面。这就是为啥汤的原始模型一直保留的原因。

重构效果如下：

接下来说说，Object scatter插件，这个插件是内置的，打开即可。



选择葱花模型再复选汤模型，直接 F3搜索散列，英文是 scatter就可以搜索到，然
后点击开始刷葱花。直接在汤模型上画画就会出现蓝块了，每个蓝块就是一个葱花，右边的
参数可以随时调整分布大小旋转。

确认好了就回车即可，葱花就撒好了。



接下来是芝麻，方法一样，先选择芝麻再选择面，或者肉饼鸡蛋，直接画就好了。很快
就能撒好芝麻。
默认是开启了实例显示的，就是那些小三角形，如果影响你的感官，可以隐藏掉。



其它模型就不说了，比较简单，接下来看看材质：

面条材质，主要是 SSS+ 基础色，再添加光泽产生高光。

烤肉片的材质，用了一张牛肉贴图，烤黑的地方直接用的程序纹理。主要是固有色的生成，
和凹凸贴图的产生，清漆上做了一些调整。



汤底的材质，为了让它更浓重，玻璃上再加入了体积效果。



辣椒材质，重点在凹凸上，干辣椒效果就出来了。

碗的材质也简单，我用黑白贴图混合两种材质，一个是白陶瓷，一个是花纹。



UV 也简单，缝合线就像圆柱体搞就可以了。

最后打光，我用了一个 hdri 和一个面光源，主要是为
了高光，不然面光源都省了。



最后渲染，用了 2.81 版本，因为加入了后期降噪功能，这功能真
的神了，降噪完还可以和原始噪点图像混合，模拟照片的颗粒效果。
Cryptomatte功能是可以针对局部调节的功能，比如辣椒不够红，
可以通过这个节点单独的给辣椒调颜色，这里不做细讲了，想了解的
去 B站看我录制的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7121090







这个创意来源于 pinterest 网上的一张插画（原图就展示不了了，，你们懂的，，我现
在比较困难，，，）
整个工程的技术点没有太多，都是基础。所以我这就主要展示展示灯光一些的设置还有

丢丢贴图绘制的小技巧了。



这个磁带条我是先创建一条曲线，调
整好位置

调整好位置就可以在物体菜
单中直接转化为网格。



如果嫌弃转换后点太多的话可以使用按间距合并一下就少了



再就是向下挤出，挤出后切换到边模式，开启衰减编辑选中一条边来旋转一下就能
做出磁带条那种流畅的感觉啦。

接下来就是那丢丢贴图绘制的小技巧了。
开始之前先给你们瞅瞅这少女心的地毯纹理节点吧。



先说这和谐的血渍是怎么直接绘制



百度上直接搜出来的都是白色底的，我们直接使用白色的笔刷。

再把它与漫射纹理混合
个正片叠底，系数调整为 1
就能直接混上去了。当然也
可以在绘制之前就创建个纯
白的纹理来绘制，这样实时
就能查看两个纹理的混合情
况。
当然这个也可以在修图

工具中 P好之后直接贴上去
的。

好，就这么多了，这个小磁带在 B站我也有
更新视频的教程，但是由于不可抗的原因，鸽
鸽鸽了段时间 (。・∀・)ノ --- 最近准备继续
填坑了。



整个场景只打了三个聚光灯，最上面的冷色灯光是用来调和下颜色过渡。



请大家记住这个无良作者 ~
勿忘！



作者：星星之火 - 亨利 



好！废话不多说，Blende 启动
开始我们的图文讲解

如图所示：先创建一个球体，做用于烟雾发射体，（或者创建其他物体也行）

之后，在物体这里找到快速效果 >>> 快速烟雾，点击之后会自动创建物理计算
烟雾所需的域 .



这个橙色的长方形
就是域，域的作用是烟雾模
拟的区域，域外面是不模拟
烟雾的。

好我们一顿操作猛如虎，快速创建摄像机
视角和调整域的大小，如上图所示：红色箭头是物
理计算的属性位置，黄色箭头是域的边界对准是相
机视角的边缘，上面留一点位置 .



点击时间轴的按钮播放

播放之后烟雾是往上升的，显示中的烟雾是热气，热气当然是往上升，这是我们需要给
这个烟雾制冷让它往下漂 .



选中球体摆放好位置，在物理计算属
性这里找到温差给输入 -1，这个时候我
们的烟雾制冷好了，播放它就开始往下漂
了 .

创建灯光 >>> 点光



摆放好灯光位置，属性面板找到灯光的图标，能量这里输入 1000w  ( 注意箭头颜色 )



用 EEVEE 渲染器，然后点这里进入渲染 



选中域然后在属性面板找到自适配域 勾上，自适配域的作用是烟雾散开多大域就有
多大，可以节省电脑的计算这样电脑就不会太卡，当然烟雾最大散开的范围不会超出我们设
定这个范围的，也就是说烟雾最大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去自适配。

再次播放之后我们发现域会随之烟雾
散开变小变大



开启消融，消融的意思是在第五帧之后慢慢的开始消失，这是开始消融后烟雾
的效果和位置

没有开启消融的烟雾位置



没有开启减慢，烟雾在第五帧之后直接没有了，不会慢慢的消失，这是没有减慢
的烟雾效果和位置

开启减慢，时间给个 100，这时候烟雾还是没有往两边散开



我们在边界碰撞找到全部碰撞，播放烟雾到底之后就会往两边散开了

细分精度 >>>90， 这里主要是添加烟雾的精度让烟雾看起更多，数值给得太高你
的电脑会变得卡



选中我们的球体，勾选初始速度 >>> 输入 1.5 的值

选中域，找到高精度 勾上， 细分精度给个 5， 强度 / 力度 0，  这时候播放你会发现
电脑特别卡



所以我们关掉高精度渲染出图的时候在开启

好，我们消融时间给为 60



把上面这盏灯光调成蓝色 然后在复制两份个灯光放在左右位置，（Shift+D 复制）
左边的颜色调成黄色的，右边调节成紫色。然后播放看下效果会发现两边的灯光不够亮

把左右灯光的能量调成 2000w，这时就够亮了



我们做灯光动画，首先把两个灯光放在这个位置，之后把时间轴放在 30 帧的
位置，最后在条目 >>> 变换 >>> 位置这里 X 轴这里右键插入单项关键帧，（注意
入单项关键帧后 X 轴哪里已经变了颜色了，没有变颜色就是没有插入关键帧）

我们再次吧灯光调回到原来的位置，时间轴调到 90 帧，
再次右键插入单项关键帧，



右边灯光的骚操作跟左边一样的，设置好之后可以播放看一下动画效果。

找到世界图标，颜色这里调成黑色的，世界背景就变成黑色的了



把左右的灯光能量调成 3000

消融 >>> 时间调成 50



把时间轴的结束点调成 300，密度减低看一下效果，（做动画用）密度值越低烟
雾越少，值是 0 的话则没有烟雾。

把时间轴放在 180 帧，密度这里
插入关键帧



把时间轴放在 220 帧，密度这里的值调成 0 再次插入关键帧

上面这盏灯光把时间轴
放在 210 帧这里，之后在条
目 >>> 变换 >>> 位置这里 z
轴插入单项关键帧（右键插
入单项关键帧）



调整灯光位置，时间轴放在 250 帧，之后在条目 >>> 变换 >>> 位置这里 再次 z
轴插入单项关键帧（右键插入单项关键帧）

找到渲染图标，依次找到体积，对着箭头的参数输入，这些设置主要提高烟雾渲染的精
度和阴影，同时电脑会变得很卡 .



高精度开启，结束点记得改成 300，要跟我们的时间轴一样，之后点烘培，不烘培的
话播放会很卡，烘培之后就不会卡了

烘培好之后我们可以拖动时间轴随意查看效果



设置一个输出位置，其他不动，ctrl+F12 渲染输出序列帧，等到渲染后之后我们
在合成视频

点击这里新建一个视频
编辑窗口



Shift+A 添加图片序列帧

找到我们刚刚渲染图片的位置 A 键全选，
添加图像片段



这时候图片就添加进来了，播放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卡，原因是请往下看…………

回到我们的物体编辑窗口，把高精度关了



回到我们的渲染属性体积 >>> 把平铺尺寸改为 8X， 这时候播放视频就不卡了

回到视频编辑窗口，找到修改器，添加修改器这里找到曲线



曲线这样调，鼠标左键添加一个控制点



如图所示：设置好文件位置调整文件格式，然后 Ctrl+F12 输出视频

这时你的视频烟雾模拟操作已完成，靓仔，如果觉得
不错记得去 B 站关注一下我，点个
赞！！！



本次图文已经录视频教程，请上哔哩哔哩查看

https: / /www.bi l ib i l i .com/video/
av70403583

哔哩哔哩网站关注此人可以观看更多的视频教程





    0. 简介

    1. 准备阶段

    2. 表盘建模

    3. 表扣建模

    4. 表带建模

    5. 带扣建模

    6. 基础材质

    7. 贴图映射

    8. 手表灯光

    9. 最终渲染展示

    10. 附录：快捷键使用表

0. 简介：
这套智能手表的硬表面的视频教程由 blenderCN 社区的 MasicBlack 录制，也就是

社区的合作公司，品构设计的成员。视频教程将会发布到今日头条上。这篇教程是与
视频教程配套的，从导入参考图开始一直到渲染出最终效果图展示的全流程硬表面教程，我
呢，则是根据视频教程来编写这套配套教程的 Kirk.，也可以叫我小 k，在社区很多群都能
看到我的身影。

这篇教程分为准备阶段、表盘建模，表扣建模、表带建模、带扣建模、基础材质、贴图映射、
自发光制作和最终渲染展示九个阶段，最后会附上制作所使用的快捷键及快捷键介绍，对
于初学者来说，这套教程学完之后对硬表面建模和材质方面将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希望大家
能投入到其中来，认真学习这套教程所讲的知识。 

教程将分为几部分分别投稿到杂志上，这期的部分包含 0、1、2、3 四个阶段，剩余部
分在之后的期刊投稿，不过，每一期都包含第十阶段的快捷键表，方便查询。



    1. 准备阶段
这节将会讲解窗口的设置和参考图的设置。

首先，将大纲视图改成图像编辑器，像下面这样：

打开一张图片 , 在文件浏览面板
中选择一张参考图，这里要注意，鼠
标在这个位置时按 Ctrl B 键可以新
增一个标签，用于快速进入这个文件
夹内选取素材：



选择一张图片，并打开就会像下面一样：

然后，新建一张图像，选 Background，就会进入文件浏览面板，继续选择刚才的
参考图，图片会在世界中心被创建：



打开图片的 Alpha 选项，让图片不会遮挡栅格，然后将参考图的表盘的
中心移动到世界中心：

Shift A 新建一个圆环并缩放移动到表盘的对应位置：



将参考图的深度改成前，透明改成 0.5：

拖动 3D 视图的边角，弄出一个新的窗口，改成大纲视图，点漏斗，将鼠标指针图标点上，
然后点参考图 empty 后面的鼠标光标让参考图不可被选中，这样可以避免在建模中不小
心改动参考图：



再打开几张参考图，点上面的小盾牌将参考图保护起来：

从下面的图可以看出来，表盘应该是平面：



    2. 表盘建模
从参考图知道表盘是平面，那么将圆环缩放到绿箭头的位置，然后按 F 键填充面，再内

插到红箭头的位置，内插两次：

然后再内插到表盘需要放置贴图的
位置：

挤出表盘的边缘，到这里：



表盘的厚度，大概挤出这么多，然后对表盘正面做一个 Ctrl B 倒角：

在这里环切一下，做一个两段的小倒角，然后在倒角的中心再加一段环切，按 Alt S 键，
按法向缩放，向内缩放一点，成这样：



顺便退到物体模式，右键，给一个光滑着色，再给上面倒角的两边再各环切卡一条线，
使这个凹槽显得更硬。这里新增一个知识点，在显示下拉菜单中勾选 Cavity 选项，这样
可以让凹槽更有深度。



它分世界环境和滤色环境两种，滤色在边界和有深度的地方可以感觉到与世界环
境的不同，世界环境就是在全局上有一个变化，但是不太明显，可以通过调大它的参数来提
高他的表现力度，这里可以使用两者，但是数值就不要太大了，做完这些，观察起来就比较
容易了。

表盘后面也是同样，填充一下面，给个倒角，但是会发现跟参考图相比这个表盘有点太
厚了。

这里我们处理一下，Alt Z 进入透视显示 ( 不是透视视图哦 )，然后按 B 键框选一下，
把厚度减少一点：



下面做表盘背面的圆，内插两下：

里面那圈的流是一定要有的，不管做不做里面的部分。 然后再内插一次，才是里面真正
的圈的部分：



然后切换到面模式，把这里 E 挤出出来：

然后给挤出的这两个边一个倒角，用 Shift 细调一下，倒角二段。



在选择单边的时候可以使用选择里的选择循环边，这样可以减少错误选择的几率

像背面这里的挤出，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挤出的多一些方便观察，正常做的时候再按实际
的来。现在做心率感应器左边的黑色凹槽，再给它内插两圈线然后选择这些面，内插一下并
挤出进去：



然后再内插一下，让里面的面硬一点：

心率感应器这里，内插一下：

按一下 Shift H 键只显示所选网格



切换到顶点模式，选中上下两边的顶点，按英文句点，选择活动元素，使用 S Y 0( 数字零 )
来将线压成一条直线：



Alt H 显示所有刚才隐藏的网格，再以 Z 轴缩放一下，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之后内插一下，挤出进
去，再内插一下

到面模式选择那一圈面挤出一下



但是这样会影响观察，在修改器里关闭效果显示

选这里这个循环边，给一个倒角



这里也加一个倒角

把倒角的其中一条边滑动边线 (GG) 向内移动一些

然后给剩下的那条边再做一个三段倒角，做完之后选中线，再做一个倒角，使它成为一
个硬边



得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这部分与黑色凹槽的距离太大了，这里放大一下它

接下来做右边的四个圆孔，直接在这里加线会是黑色凹槽变方，所以这
里单独做



用 k 切刀，在按住 Ctrl 的情况下点击这些线，它会自动切线的中心，切完之后回车

选择这四个点给一个点倒角 (Ctrl Shift B)



之后给它一个 Looptools 的圆环，这里是 Blender 的内置插
件，可以在插件管理器中搜索

但是这里做完发现有点小，英文句点，选以各自为原心，放大一些，
不用担心放大之后的穿插



先让这些圆都成一个面，按 F 键

工具栏上按右键选择标题栏中的 Show Tool Settings，然后
勾选上自动合并顶点



打开吸附，把覆盖在圆环上的点移到最近的圆环点上

最终效果是这样，一定要注意自动合并和吸附要关闭掉



到面模式下，选择这四个圆环，放大一些，要以各自为原心

内插一下 挤出进去之后，再内插两下



这样就弄完了

给表盘的这里卡一下线，然后挤出进去，成这种状态



    3. 表扣建模
这里做手表固定表带的四个表扣部分

新建一个平面，细分两次，缩放并移动到这里



在右视图移动到这里

旋转一下

选择中间的点，打开衰减编辑，选球状



移动一下，呈这种效果

再选中它，稍微移
动缩放一下

在正视图下，移动到这里并缩放一下



在右视图，挤出一下，然后用切变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再旋转一下

大概成这种效果



删掉它的面，只要边，然后给这条边一个松弛

再给它一个圆环

这里上面的面的点会纽结是因为之前松弛的参数的输入
不是选中项才会纽结的，改回来就好



弄完这一步，到右视图下沿 Z 轴缩放一下

到这样的角度下，移动一下，再按下 Ctrl 键，就吸附上去了

给它一个光滑着色和两级细分



给这里增加一条环切线，再缩放一下底下的圆环，按住 Ctrl 来做

移动一下周围的点，也是按住 Ctrl 键的状态

最后成这样的效果



这个表扣靠内的部分是直的，外部分是曲面，现在这个表扣还是有点大，再给它增加一
段环切

选择外侧的点在正视图向左移动一下



打开衰减编辑移动一下

选中外侧的点，向下移动

然后选中这里的点，做一个松弛，Shift R 重做几次，也
可以把参数的迭代改成 5，这样之后所做的操作，都是按 5 来执
行



把其它的点也都
做一个松弛

这里新建一个镜像修改器，点上 X 和 Y 轴，这样四个角就都有了

（小声说哦，视频教程的这里有菜单，嘿嘿）



这一部分就先到这里了
下一杂志继续哦

10. 快捷键

3D 视图：

B：框选

R/G/S：旋转 / 移动 / 缩放

X/Y/Z：按相应轴操作

 T：显示 / 隐藏工具面板

N：显示 / 隐藏视图面板

 X：删除键

 Ctrl 1/3/7( 小键盘区 )：后视图，左视图，底视

Shift：精细调整

Shift A：添加物体

Shift C：重置游标并查看全部

 Shift H：独立显示

 Shift S：游标菜单

 Shift D：复制并粘贴所选物体

Alt H：显示所有被隐藏物体

Alt Z：透视模式 ( 非透视视图 )

Tab：模式切换

小键盘 1：前视图

小键盘 3：右视图



小键盘 7：顶视图

小键盘 5：切换正交或透视视图

字母区点键：轴心菜单

    

3D 视图 ( 物体模式 )：
 Ctrl 1~5( 字母区 )：增加相应细分修改器

 Alt R/G/S：归零相应变换操作

        

3D 视图 ( 编辑模式 )：
 F：缝合线 / 面

 i：内插面

O：衰减编辑，滚轮可调节影响范围

E：挤出

 K：切刀，按住 Ctrl，切，线的中心点

G G：滑动边线

Ctrl V：点菜单

Ctrl A：重置蒙皮尺寸

Ctrl E：边菜单

Ctrl F：面菜单

Ctrl M：合并菜单

 Ctrl 加号 / 减号 ( 小键盘 )：递增 / 递减选择

Ctrl B：倒角 ( 滚轮增加段数 )

Ctrl Shift B：点到角

Ctrl R：环切 ( 滚轮增加段数 )

Alt S：按法向缩放



Alt：选择循环边 / 面

        

文件浏览面板：

Ctrl B：增加标签

        

着色编辑器：
  Ctrl Shift 点击：切换节点输出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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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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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
Verge3D
低成本快速开发
Web3D应用程序
作者 : 宅家呗



大家好，我是宅家呗的李老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Web3D 应用程序的开发工具——
Verge3D。

首先，什么是Web3D？

Web3D 是运行在浏览器上能够交互式展示 3D 内容的技术，它是基于WebGL来实现
的。我们都有京东购物的习惯，在移动版的京东商城里有些商品已经上线了 3D 商品展示的
功能，它允许用户交互式查看商品的各个角度。

还有一些商家直接在自己的网站页面上嵌入Web3D的产品展示，通过 360 度全
方位的产品展示、交互式动画、自定义材质等，引导用户直接在线下单。



东风日产官方网站的 3D 产品展示

Web3D技术广泛用于 3D 产品展示、3D 电商、工艺流程展示、产品配置器、在线游戏等。

那么，开发 Web3D 应用的成本是不是很高呢？
通常，开发 Web3D 应用程序需要 3D 美术岗位和程序开发岗位的员工，但是，借助

Verge3D的三个优势，可以实现一个人完成整个应用程序的开发。

1. 基于通用的三维软件创建 3D 资产。3D 美术人员无需学习新的软件，按照自己习
惯的方式创建模型、材质和动画，保证开发效率。目前支持的三维软件有：3d max 、
blender。

在 3d max 和 blender 中创建 3D 资产



2. 内置常用的Web3D功能模块。Verge3D 已经默认集成了绝大多数Web3D应用
程序所需的功能模块，无需程序人员重新开发，降低了开发成本。比如：AR/VR模块、
物理模块、后期效果模块等等。

WebVR 功能

3. 提供了无代码编程的解决方案。拼图式的编程方式让一名 3D 美术人员通过简单
地拖拽就可以实现复杂的交互功能，无需依赖代码，并且简单易学。

拼图式编程



如何学习 Verge3D ？
访问 Verge3D 官方网站

https://www.soft8soft.com

对于中文用户 , 可通过宅家呗网站

https://zjbcool.com

获得中文用户手册、中文视频教程、及大量的技
术文章。



每星期，数百名艺术家在 blender 艺术家论坛上分享他们的作品。我将把一些最好的作
品放在Blendernation的每周文章的展示台上。

Best of Blender Artists: 2019, week 39

https://www.blendernation.com/2019/09/27/
best-of-blender-artists-2019-week-39/









































B e s t  o f  B l e n d e r 
Artists: 2019, week 40
https://www.blendernation.com/2019/10/04/best-of-blender-artists-2019-week-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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