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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薄膜复合纹理制作

能量魔法阵粒子特效制作

摄像机反求合成流程与思路

卡通材质的自制写法

eevee 进阶灯光渲染

将三维模型一键发布到网络上





2020 是什么样的？
未来的事情我们并不清楚。只能根据现有的情况去推测。

Blender随着 2.8版本的来临和官方开发人员的增多，以及更多更新硬件的适配，
Blender 从大方向来说，会被硬件厂商和更多的需要效率的数字艺术工作单位接受和推广。
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升，可能会给Blender用户提供一个更宽松的环境，谁知道呢。

说说我们斑斓中国社区的明年，社区的网络服务器已经屯够了五年份，也就是说，未来

五年，只要阿里云不倒闭，blendercn.org都会继续提供各种blender
中文资讯 、其余的子站也会提供不同的服务方向给大家。

社区的各位核心成员将持续努力，继续将Blender本地化的工作做好。

手册组和界面汉化将通过技术方法和外界联系。

原创组和杂志组继续办好中文杂志。

教程组希望有更多的用户制造内容，讲你心中的Blender, 讲你熟悉的斑斓。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既有为blender贡献代码的冲动，又有时间来贡献代码，而且
有一定的能力水平，还有耐心将自己的代码融合到官方。

明年可能会在广州或者北京组织Blender用户的见面交流，具体情况还得到时候才
知晓。

明年是社区向各个Blender用户发出原创动员的第三年，希望大家在明年有更多
的成果，把自己的想法跟Blender 的各个模块更加融合，更有效率，也能更多的参与
Blender 官方的软件功能需求提交等重要的软件开发活动。

明年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群里，优酷 +主站，b站的各
个blender学习直播间等着各位，交流各种关于Blender的想法。





首先我们要找到素材图片，在这里我们找到一张九色鹿的图片，这个图片对我们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它是未来我们完成雕刻的重要参考对象。



我们建立三个球体，做躯干部分。

将最前面的这个球体进行雕刻，使用弹性笔刷和使用遮罩工具保护造型。



使用同样的流程制作头部和九色鹿的耳朵。

在这里要注意使用笔刷的属性参数，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些细节使用。



耐 心 的 完 成 头 部， 嘴
眼睛和我们的触角的基础
造型。



在这里有一些小的技巧使用遮罩工具的时候，我们的快捷键为 a 键。

当完成触角的整理，我们开始调节躯
干的造型。



完成躯干的造型条件之后，我们
开始制作前腿的形态基础物体，依然
是一个经纬球。

我们使用弹性笔刷进行上臂的基
础造型的设定和制作。

使用柱体的基础造型来进行小腿部分的模型制作。



接下来是完成后腿的大腿部分制作，先是完成胯部，注意骨盆的肌肉群和大腿肌肉群的
造型的衔接，这里一定要注意啊，这是这里是小腿，而不是我们的大腿部分。

在偶蹄目的结构中，我们认为是小腿部分的部分其实是脚掌，而认为是脚掌的部分其实
是脚趾。



同样，完成后肢的主体模型。
我们开始调节一下尾巴的造型，依然使

用工具为弹性笔刷配合 G 笔刷就是移动笔刷
进行细节的调整。



在这里有一个新的
技术，就是使用蜡笔工
具进行空间绘制彩带的
造型，利用蜡笔工具中
的雕刻工具在空间中进
行塑形，转换为曲线再
次转换为网格，调节彩
带立体关系。





彩带的周边要配合应边工具，快捷键为 shit+e，这样的话无论我们怎么去细分，调节它
的边缘都是比较硬朗的。

在这基础上，我们在细分之上增加实体化修改器，让这个彩带有一定的厚度。

完成这些调节之后，我们观察一下最终完成的形态，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三个修改器
的使用顺序，第 1 个修改器是对称修改器，第 2 个修改器是细分修改器，第 3 个修改器
为实体化修改器。



我们开始制作背景的造型，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技术点，要知道我们
使用视图为当前的建模的基础面。

基础面为建立模型的空间采样。



按照顺序我们先后完成九
色鹿脑后的神光物体，然后完
成 花 瓣 的 6 个 花 瓣 的 效 果。 

最后完成 6 个花瓣之后的
6 个太阳造型。



使用遮罩工具绘制出
四角的造型，物体上的需
要凹凸雕刻的部分进行绘
制雕刻。

在这里我们要比较细
心的去绘制遮罩，在遮罩
绘 制 的 时 候， 我 们 按 住
control 键 进 行 绘 制， 那
么他就是减去遮罩，摁住
shift 键进行绘制，就是柔
化遮罩。



经过细心和努力，我们配合动态网格，的方法完成了四角的造
型设定。

我们再次使用蜡笔工具进行大面的花纹的绘制，我们配合
shift 键进行非常圆润的曲线绘制。



蜡笔工具转换为曲线，然后再次转换为网格物体，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挤出和立体
化。

在圆球形的平面上绘制遮罩，绘制出花纹的轮廓。



使用雕刻菜单下的遮罩工具，有
一个分离遮罩的效果，就可以把遮罩
划取的部分进行分离。

当前我们再次使用蜡笔工具在表
面进行绘制曲线。

使用前面讲过的方法，把花纹进
行转曲线，转网格立体化。

当我们熟练了之后呢，把大
表面上的这些花纹彻底完成。



我们使用网格下的点挤出成线的功能
配合蒙皮修改器进行枯枝的制作。

再次转换为花纹制作，这一次我们的
花纹制作纯粹使用雕刻工具进行完成使用
弹性笔刷配合移动笔刷，逐步的把花纹的
形态曲线表现出来。

将所有的绘制物体，嗯一体化，一体化之
后呢，就是右面图表现的造型形态。



习惯了用雕刻工具进行绘制
曲线和调节曲线之后，我们翻回
来去再次进行枯枝的细节调整，
我们使用蛇形钩工具进行枯枝的
造型状态的分化表现。

完成后我们使用最简单的纯
白色的快照模式进行观察效果。

现有的效果如上图所示。



现在开始制作叶子的模型制作，我们
使用基础网格完成叶子的基本造型，并且
把它重命名为叶子。

回到树枝部分，我们使用蜡笔工具绘
制出造型，再转换成曲线，再把转换的曲
线转换为网格物体。

一定要注意，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
把显示材质的效果改为平滑显示。

再次将树叶进行分布，注意这里的时
候分布呢，我们要把轴心点放在叶柄处，
打开表面吸附的功能，把叶子逐一的，吸
附在枝蔓上。

在下一页的无花果的效果或者叫做葡
萄也好，反正就是果实的，这种效果也是
使用同样的技术进行完成。





花的制作，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使用 alt+d 关联复制出 6 个相同的花瓣，然后调节它的基
础形态，转换为本地化和独立化，并将它们合并为一个物体。

配合雕刻和网格重构工具，将基础造型完成这里的，依然使用蜡笔工具进行绘制，最终
将花朵放置在对应的场景位置上。



调节阶段了，在调节的时候，我们把九色鹿的眼眼睛做出来，使用基础物体球体进行眼
球制作。

修改一下我们的鹿角的形态并且使用蒙皮修改器完成九色鹿身上的花纹。
使用基础的 3s 材质预览完成的整体模型效果。





最终我们使用快照模式中的随机材质，观
察一下整个场景里的物体的区块，这就完成
了所有的模型制作。















































EEVEE的 GI与灯光调试流程 

文/图  星煋 Star                                                              bilibili 主页  

Blender2.8 经过两年的开发后，eevee 引擎的阴影和灯光质量可以

说与 cycles 不相上下，GI 的烘焙速度也比 beta 版本提升很多，实

际的可用度非常高(GI 为全局光照的英文缩写) 。但还是有很多人

不了解 eevee 的渲染流程，无法发挥它的优势。尤其是辐射体积

的灯光流程，它并不是一种的实时反馈的功能，需要人工手动开启

和调试。接下来作者就分享下如何在 EEVEE 进行灯光调试。 

实例场景： 

https://space.bilibili.com/516142


使用辐射体积： 

添加辐射体积，并缩放包裹

至模型空间。调整光照探头

分辨率，对照探头的尺寸调

整，最好是均匀密度。 



使用反射探头 

添加立方盒反射探头，缩放

以包裹场景。 

Cubemap 帮助 shader 实现

基本的反射效果 

 

 

 

 

 

使用反射平面 

添加反射平面，对齐你想要

实现镜面反射的物体. 



烘焙间接光照明 

这时可以随便放几盏灯测试

下效果，我在墙上开了扇

窗，方便照明和演示。点击

按钮开始烘培，可以看到仅

用环境光就照亮了房间，确

定设置没问题。 

 

颜色与曝光 

CG 作为虚拟摄像机，颜色配

置和曝光参数非常重要。推

荐使用 Filmic 高对比度预

设，相比默认设置，饱和度

和对比度易于使用。 

 

此处的曝光度约等于相机的曝光补偿，根据场景灯光的需要调整。 

但也会影响材质预览窗口的亮度。 



灯光与调试 

下面开始正式打光。这里想

模拟一种夜晚看电视的情

景，用电视机当主光源，月

光辅助。 

 

 

 

 

 

烘焙照明前后的对比。 

 



灯光与调试 

之前两盏灯略显单调，主光

源的功率有些过头。在柜子

和床头放两个灯。示例发光

体也能照亮场景。 

 

 

 

 

 

在衣架和猴头上方又加了两

盏灯，提高整体亮度 



灯光与调试 

最后删了顶灯，调整下电视机的颜色，青色更具有氛围感。 

这篇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追求精确的 GI 效果，推荐修改灯

光后同时烘焙缓存，那相应的代价就是时间。 

多谢观看。 



blender2.8 自发光物体和透光玻璃的一些重要经验

仅仅针对 cycles 渲染器

大家好,我是熊猫,qq965373578 这是我的第一稿,经过一天

一夜的学习,测试,总结,现在将这份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要求物体自发光照亮场景,但是物体本身显示的是其它材质,且透

过玻璃显示的材质不改变

1. 建立场景

2. 添加材质,自发光节点和显示材质(原理化 bsdf)节点连接到混合节点



3. 将光程节点的是相机射线和是透射射线相加做上面混合节点的系数



4. 发光体的总节点如下



5. cycles 渲染结果(物体发白光且显示绿色漫反射材质)

二:要求物体自发光照亮场景,但是物体本身显示的是其它材质,且透

过玻璃显示的材质会改变

1. 用光程节点的是相机射线作为混合着色器的系数混合发光和其它材质



2. cyclse 渲染结果



三:要求物体自发光照亮场景,但是物体本身显示的是其它材质,且透

过玻璃显示的材质会改变相反

1.用光程节点的是透射射线作为混合着色器的系数混合发光和其它材质

3. cyclse 渲染结果



四:上面的延申

1. 在做玻璃啊,自发光啊等混合材质的时候光程节点相当重要

2. 上面的例子何以把自发光换成其他的材质,非常奇妙

3. 点光源实际上相当于圆球模型给了:光程节点的是相机射线做系数混合了发光和

透明的材质





4. 面光源类似点光源,但是要在自发光的颜色上做下文章,因为是单面发光的

五:小物体自发光调节发光强度没有什么用的解决办法

1. 问题如图,一个 16 厘米的类圆锥物体发光强度已经 1000000 了,在没有玻璃

的情况下依然无法照亮场景



2.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场景我用了一个自发光物体做背景



3. 找到自发光物体->材质面板->设置->表面->多重重要性采样,然后去掉勾



选

4. 现在看下结果,仅仅 50 的发光强度就这么亮了



5. 总结:如遇到这样的问题试试把所有自发光物体的材质里的多重重要性采样

取消掉选择

六:关于玻璃不透光的简单解决办法

问题如图,再上面的场景的基础上加了玻璃灯罩后,明显的噪点变多,亮度变低





场景中如果没有需要真实焦散的物体,建议关闭 cycles 设置->光程->焦散的两

个选项, 如果需要焦散尝试把投射次数调高>32 次,测试效果



1. 方法一,玻璃的材质思路,用光程节点的是阴影射线做系数混合玻璃和透明



2. 方法二,用光程的是相机射线乘以一个数值做系数混合透明和玻璃节点做材

质



3. 方法三,用光程的射线长度乘以一个数值做系数混合透明和玻璃节点做材质



好了,关于玻璃非焦散透光的思路一共测试了这三种,每种的透光(假折射)略有不

同,光程后面的运算节点的被运算值请谁便调节测试不同值的效果,附加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7BZL7Yq88fddiTTLilfMcg







不用任何插件建立硬表面模型，有两个非常棒的意义，一是加深
对 Blender 中修改器的认识程度，二是有了类似 Hardops,speedflow,ice 
tools,cuber,flunt,caver, 这些插件时，迅速提升工作效率，插件的背后隐藏的深
度知识是什么呢？当你在各大站点搜索修改器的使用视频时，会有很多热心的
网友发出成套的教学视频，学过之后，就会有初步的了解，假如每个修改器是
一个招势的话，那你肯定打不出一整套来。本篇的愿景是希望成为一根绳子，
把你所学到零散的珍珠串起来，成为一套优秀的建模思路。Chipp Walters 是
kitops 的作者，前 NASA 设计师，录制了许多优秀的教学视频，正是通过这些
视频，了解许多忽视的问题，这是在 hardops,speedflow 作者那里学不到的，
学习他们的视频你可以知道这样或那样的用法，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插件来快速
达成自己的目标，归类为插件推广视频，所以为了溯本归源，让我们开始吧。
对了，所有的建模思路都不是万能的，只能解决某一种类型的模型制作。

新建一个（顶）点，添加 Screw 修改器，Axis:x, 生成一条线。



继续添加 Screw 修改器同，Axis:y，形成面。



继续添加实体修改器，生成厚度。
很简单对吧，你可以从一个点开始，最终得到一个正（长）方体。而且可以修改这个体

的长，宽，高。
大多数时候，都不会从一个顶点开始建模，从边或面开始，相当灵活



开始，先加了一个倒角修改器，形成 circle, 继续添加实体修改器。
从 plane 最终得到原柱体。
当然了可以继续再添加倒角修改器，limit method 使用 angel，消除这个圆柱体锐利的边。



cast 修改器的使用是为了校正有方到圆的过程，使曲率更完美，毕竟倒角的力度从眼睛
的观察还是弱了点。

默认参数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这个修改器加不加都可以，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那么来一个吧。
为了更直接命中所要讲述的知识点，新建一个正方体。

注意两个倒角修改器的 offset 值，两个倒角修改器就可以使一个锐利的正方体，变得漂
亮起来。

另外，还执行了平滑着色和法线的自动平滑。这两个操作就是咖啡和伴侣。一班的情况下，
喝咖啡就必须加咖啡伴侣，但是二班比较怪胎，要不只喝咖啡，要不只喝伴侣。



上面是开启所有修改器的效果，下面是未开启修改器的效果。
是的，从一个包含三个顶点的线开始，Screw 修改器使它形成一个面，倒角修改器把中

间的顶点作了倒角处理，可以看到 limit method 是顶点组，这个顶点组中包含了一个顶点，
就是选中的那个。

实体化生成厚度，最后两个倒角修改器收尾，这两个倒角修改器的作用上面刚提过。
limit method 是 Angle，使边平滑，消除锐利。



上面是开启所有修改器的效果，下面是未开启修改器的效果。
从面开始，两个倒角修改器的 limit method 是 weight，第一个处理顶点，开启 only 

vertices. 第二个处理中间的倒角，未开启 only vertices（如图），实体化生成厚度，最后倒
角修改器收尾，limit method 是 Angle 对所有边进行钝化。



倒角用权重模式，可以分别调整点的权重，来形成不同程度的倒角效果。



第一个倒角修改器，标记了一条边的权重，呼应倒角的模式。
第二个倒角修改器，顶点组模式，顶点组包含上部的一个顶点。
第三个倒角修改器，顶点组模式，顶点组包含下部的一个顶点。
最 后 两 个 倒 角 修 改 器， 收 尾 工 作， 处 理 所 有 边， 消 除 锐 化， 模 式 为 Angel. 

[ 布尔修改器，不好描述，有大量的视频教学，所以此处省略 ]



Weighted Normal 修改器可以修正法线，对法线进行处理。这个要配合平滑着色和法线
的自动平滑操作。



speedflow 作者的模型制作



更多精采可以关注 id:BlenderCN- 键盘雀跃
B 站录了视频，没有学到的可以配合视频，实战就是最好的！

下一弹的内容，交流提升水
平，分享是一种品格。



基于体积的脉冲特效制作

----会飞的键盘侠



1. 一个圆柱

--沿 z 缩放到你想要的长度—应用缩放---记住---不要放大其他尺寸

2. 添加一些材质！

3. Finished！

好的！ 不开玩笑了，教程---以下：

1. 调整好你需要的圆柱

2. 世界环境全黑方便观察

3. Only Cycles supported！

4. 材质细节：

4.1 渐变纹理的使用

观察到圆柱中产生了一个体积圆球---那么可以往下做，否则关闭 blender 略过本 P



4.2 分离 xyz—制作圆柱

现在从正面和顶部结合观察 可以确定形成一个

渐变圆柱，

4.3 制作空心

这里是本教程的关键部分

首先 我们得到的圆柱是实心的，中间白边缘黑，

这里的算法是将值颠倒，然后除一个较大的数把

整体拉低：

右图为顶部观察结果，参数自行调节—满意为

佳

接下来，使用小于运算，并将其作为边缘控制



得到锐利边缘的圆柱：

右图为预览

再次基础上我们发现外边缘太过锐利，这里使用初始渐变纹理作为修正，使用大于运算

获取边界控制，并与初始渐变相乘，最后加到上一步的结果上：

这里脉冲轮廓制作完成。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关掉 bl，转下 P。

4.4 噪波能量

此步只为得到基本的噪波程序体积控制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噪波作为系数与 4.3 的结果混合，得到脉冲能量的细节形状

Note: 4.3 中的结果可能需要乘以一个系数作为增益否则混合后可能一片黑



看起来不太满意，这是正常的，请耐心往下看

4.5 噪波后处理

这里同样使用乘方，使系数更加尖锐化，并整体增益：

这里已经得到了初步效果，后续加上颜色即可

4.6 上色

将上一步的结果作为控制系数，自发光

基本上完成了！渲染一下看看。。。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满意，于是我继续往后面做

5. 材质扩展

此步的原理以上已经全部描述，可以自行根据需求设置

这里对中间加了一个光柱



6. 出图

注意 中间光柱的部分可以自己根据上面的原理发挥想象！这里只做示范！

成品图在本 P 末尾



最 终 节 点 ：



下是成品渲染图：



成品节点组：Lighting nodegroup 上架了 gumroad 和 blendermarket



演示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406385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4063858/


透明薄膜复合纹理

摘要

[本教程以几何数据输入节点为引，介绍了遮罩复合纹理

制作薄膜等效果的基本思路]

作者

会飞的键盘侠



透明薄膜复合纹理

本期我投了三个稿件了。

本 P 同样以抛砖引玉为主，具体应用需要大家拓展自己的思维，灵感来自群友@EM-XL

先看效果图



步骤：

1. 本次用到的几何数据输入节点

基于此，分离出 xyz，利用其线框特性

2. 分离

我们观察到。。。等等，内部原理问 B 哥，我也没搞懂，

这里我们将 xy 相乘，这里的两个预乘系数后面会用到：

将得到的系数与两个常值 yz 进行合并，并将两个常值作为薄膜的粗细控制：



再将得到的渐变结果作为遮罩控制透明：

这里获得的基本的透明框架。

再混合一层原理化着色器，这里我将遮罩系数做了衰减：

不衰减，获得后文中的另一种效果。

调节衰减系数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最后增加置换效果：

将合并的 xyz 作为法向连接一个置换计算到输出

接下来分享一些这组材质的使用思路：

1. 作为金属的细节

再得到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将金属度还原，得到具有凹陷细节的金属表面

2. 薄膜材质—以上

3. 内部光照—科幻向

在内部放入一个灯光，调节成蓝色，做成科幻效果，记住遮罩衰减调节到 0.3 左右





最后附上全部节点：



[能量魔法阵粒子 VFX 思路]

摘要

[本文主要以粒子为核心介

绍了路径控制的一般动画

思路，并给出简单的材质控

制指导]

作者

会飞的键盘侠



能量魔法阵粒子 VFX思路
1. 本教程旨在给出路径粒子的使用思路，用于 VFX的创造性指导

2. 我接触 blender 半年，不接受批评

3. 以下可能融入我的简陋看法，禁止教条

4. 灵感来自辣椒酱

5. 不是基础教程，需要具有一定的 bl 使用经验

6. 以下开始本教程的详细步骤

------------------------------------------------------------------------------------------------

1. 集合管理

请严格按照教程复现，否则不保证出什么乱子。请建立如下的集合

2. 建立一个发射体

添加一个发射体，给一个力场，1w 粒子，生命周期 250 作为测试，重力权重 0

记住，最终参数需要你自己测试自己想要的情况进行设置

3. 添加路径曲线

Tab 编辑模式 调成你想要的形状(3D 旋转观察)，属性面板下为曲线添加力场计算



调整力场的强度大小以及正负获得你想要的效果，我以强度-7.9，流 0.32 为例，

正负调节对常力是影响其方向性，数值大小决定强度大小

4. 建立父级控制

粒子发射更改为点发射，观察路径并调整曲线，为曲线命名为”力场 1”,父子级如下



5. 复制出多个发射体和对应力场

选中发射体和力场—切换到顶视图，shift d—r 调整位置(注意这里我将 3d 游标移动到

纯轴位置，并把轴心点设置为游标进行的)，并将每个发射体的父级力场关联到以上建立

的粒子集合中用于单独控制粒子

6. 独立粒子设置

这里对每个发射体的粒子设置进行独立化以使得发射体的粒子受力可以单独控制

然后对每个发射体的受力集合做指定，发射体 1—粒子 1 集合、发射体 2—粒子 2 集合。。。

7. 预览---记住保存工程！



8. 动画关键帧

在播放的情况下对步骤 4 的纯轴进行控制，移动，缩放，可以观察到动画效果

确定你想要的那种，如果需要保持发射体静止则选中发射体并使用保持变换清空父级

在以上预览的情况下 给纯轴打上你想要的关键帧

9. 材质

给粒子一个物体采样，调整尺寸大小，并对粒子材质进行细致调节，过程用到材质的粒

子信息



Age 和生命周期控制材质的渐变，做第一层发光，框中为利用速度信息做的第二层发光

总之纵观我的所有教程，你会发现 调色都跟翔一样。。。。如果是魔法阵建议使用蓝色基

调。。这里只做演示，提供材质渐变发光的控制思路

10.烘焙

粒子动画如果不烘焙那么渲染会什么都没有

如果 2.80 烘焙崩溃。。。请使用 2.82--如果仍然崩溃，请关闭 blender 并出去旅游一段时

间再看看。

11.动画渲染-End



完整教程参考 b站演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635525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6355257/


特效合成全流程-思路

摘要

[本教程从视频拍摄开始，讲解了从摄

像机反求跟踪到视频合成的基本流程]

作者

会飞的键盘侠



特效合成全流程-思路

1. 前期准备

对于一段好的拍摄视频应该具有如下特点：

a) 视频稳定，尽量少的虚化或称运动模糊

b) 视频画质足够，用于满足后期合成需要

c) 视频内有足够的采样点

d) 视频镜头为连续场景

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使用稳定云台进行优化，使得镜头轨迹尽量平滑，尽量少的

抖动；对于第二点，我们应该考虑拍摄设备，如更好的单反，或者像素更高的手机；

对于第三点，建议经常练习，判断选择场景中是否有足够好足够多的采样物体，用

于摄像机跟踪；对于第四点，和第一点息息相关，如果拍摄过程中产生大偏移，将

使得追踪过程间断，应尽量避免

拍摄过程中还应该预先做好计划，拍摄的视频用于什么样的合成目的，这样在拍摄

过程中会更加有针对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拍摄过程中的遮挡，有时候拍摄过程

中会产生拍摄主题被运动物体遮挡的现象，如果不可避免，则可以使用跟踪技巧弥

补，但是始终不如拍摄前期准备的充分。

2. 视频预处理

在拍摄完成后，通常需要考虑到视频中是否都需要用于合成，在综合考虑视频合成

特效需要、摄像机反求代价、摄像机反求成功率的情况下进行截取，并以序列帧的



方式导出。

视频导入到序列编辑器---调整视频结束帧和视频一致—播放预览视频，选定需要的

部分

设置导出目录和序列帧格式，并渲染成动画，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用于反求的序列帧

3. 序列帧跟踪

将处理好的序列帧导入到摄像机反求界面



之所以导入序列帧，而不是视频，是因为在我的测试中发现，直接使用视频会有一

个预载入步骤，否则会很卡，但是序列帧方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接下来，调整帧数，对齐时间线：



反求的预处理已经完成，接下来进行跟踪

设置好参数：

1. 关于使用关键帧和上一帧的方式进行匹配，这里理解为关键帧为所选跟踪点帧

位置的采样，上一帧为使用追踪过程中的前一帧作为相似度比较。

2. 跟踪的原理：首先视频为图片序列---对图片序列中进行采样---跟踪过程对每个



采样点往下一帧中的固定范围内查找和该采样点的相似图形，是为匹配

3. 匹配程度的衡量使用上图中的关联度参数，该参数越大则相似度越高，低于该

相似度且区域搜索完毕未达到该关联度则匹配失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在拍摄

前期考虑摄像机大幅度抖动和虚化

4. 查找标记显示---目的是观察查找范围和采样范围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选择采样点：B哥的教程中

队选择采样点进行了详细参数，这里融入我的一

些个人观点:

1. 首先对场景进行观察，对帧中的呈现明显对比的采样点进行捕获(Ctrl+左键点击，

即对当前鼠标位置进行取样)



例如地砖的格子，树枝上的明显污渍，沥青路上的斑点，都是较好的采样点

2. 对场景中具有明显走向的物体进行边界采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对位

结算好的坐标系

比如这样

3. 对场景中需要添加合成物体的部分增加采样



例如，我需要在格子这里合成一辆跑车，则在这个区域内增加更多的采样

4. 增加 xyz 各轴向的采样，平衡解算空间坐标

5. 增加空间连续性的点，即一个跟踪点在图片区域内，即使被遮挡也设法延长其

连续性

采样后，对采样点进行初步跟踪：

发现有出现如图的红色点，是为跟踪失败的点，原因可能来自于 1).搜索范围太

小 2).采样点出现模糊 3).采样点被遮挡，这种情况下需要手动调节

选择跟踪失败的点---回到其跟踪失败的帧位置—发现其红色点后续消失，则表示

往前跟踪失败，若为蓝色后续点消失即往后跟踪失败。



这里采用手动调节的方式，选中跟踪点---G 移动使得与上次的采样位置匹配

*.这里有一点未说明---关于采样的跟踪匹配方式---

仅采样位置的跟踪方式足以应付大多数的问题，但是其他的跟踪方式将提供更

多的数据用于摄像机反求，如果在位置的匹配模式下不足以满足反求效果，则

可以考虑其他的跟踪匹配方式

在得到了跟踪点后---检查跟踪点，发现紫色方块内的路径发生跳跃，原因来自

于查找到相似点属于格子的相似，如果采样点足够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删除，也



可以手动重新矫正，也可以直接清除跳跃点后的部分

使用该功能进行轨迹部分清除，清楚可以以其他位点作为参考，如果某个点相

比于其他点有较大位移，则可判定未采样点偏移，需要进行校正

*.出于对点的空间连续性考虑，我们这里进行手动矫正

*.选中采样点后按 L 进入采样点居中模式，拖动时间线进行观察，再

次按下 L 解除居中模式

*.清理完后的点可以 ctrl+L 进行锁定，锁定后无法对点进行编辑，alt+L

进行锁定解除

清理完所有点后，可以进入步骤 4

4. 摄像机解算

在获取到足够的采样点后进行初步解算



设置中关键帧 AB 分别未计算的起始，结束帧，固定解算范围，在解算改善上选择

焦距,光心,K1,K2 模式对尽量多的摄像机参数进行修正，使得解算误差更低

初步解算后，发现误差在 0.457，效果一般，继续观察误差曲线:

蓝色为误差曲线，出现跳动，则摄像机会抖动，蓝色线的数值大小决定重构后的相

机稳定性，红绿两条线为采样点的 x,y 轴移动情况。很明显图中两处出现较大抖动，

使得蓝色误差曲线出现抖动，可能原因是上一步骤的跟踪点清理未完善，选择抖动

的红色线，回到跟踪面板观察：



的确出现瞬移，手动矫正后再次跟踪

矫正后得到 0.27 的误差，较为理想，对于一般的合成特效制作已经足够

5. 空间坐标对位

在解算得到误差较低的摄像机曲线后，可以进行空间坐标系重构：



一般步骤是：

1. 选中一个点作为坐标系原点

2. 选中一个想被重构未 y 轴的点

3. 将当前的追踪序列帧作为相机的背景图，在播放的时候可观察

4. 设置追踪场景，即在重构后的坐标系内添加一个参考物体

5. 完成以上步骤后可以在 layout 界面下观察到生成的摄像机和平面和一个立方体

在 layout 界面下观察到如下情况，我们对追踪路径进行设置，并调节尺寸到理想的

大小，对场景中的物体的大小进行调整。



基于以上操作，我们只选择摄像机并将轴心点设置为 3d 游标，旋转 X,Y,Z 轴将场景

中的物体对其到坐标系

这是对齐后的效果，可以看到图片的路面为直线，将其与场景参考平面对其，即完

成了坐标系对位

*.这里提供另外一种对齐方式，根据在地面上的采样点的相对关系---地面

上的所有点理论上应该属于一个平面，从 x 轴向或者 y 轴向观察应该是一

条直线。

回到跟踪面板选中所有点，到 layout 下观察



前视图下：观察到该平面在 x 轴上的投影未与 x 轴平行，进行 y 旋转，矫正

矫正前：

矫正后：

同时观察到竖向的树枝采样点与 z 轴对齐状况良好

接着采用同样的方式对左视图进行观察，将地面矫正到与 y 轴平行



6. 摄像机稳定性测试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使用倒锥形物体进行摄像机轨迹稳定性进行测试

播放对物体是否发生偏离地面情况

7. 摄像机稳定性优化

如果发现稳定性测试不通过，则通过前步的采样点添加，对已有采样点的筛选，可

以提升相机稳定性，降低误差，当然最重要的方式还是前期拍摄的处理上更重要

8. 摄像机空间重构

摄像机重构之后，根据追踪采样点位置，对拍摄实际场景物体进行还原

图未根据跟踪点还原的停车位置，理论上，摄像机稳定性测试应该在此步骤之后测

试。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制作这样的场景还原有三个目的，即测试场景

稳定性，对合成物体的阴影捕捉，对合成物体的位置参考方便合成特效制作。

9. 动画制作

在场景构建和稳定性测试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对合成特效进行制作：



简单合成的一般步骤是—确定合成起始点，和终点，将需要合成的动画关键帧 k 下

来

如图为简单的猴头粒子旋转合成

10. 最终渲染

在动画制作完成后，即可进入最后的合成渲染，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物体阴影捕捉，选中地面的平面，进入物体属性，设置阴影捕捉

即可在渲染中只留下主体物体的阴影



在此基础上，将渲染的胶片模式改为透明，排除 hdri 等额外数据，得到带透明通道

的合成序列帧

这是合成序列帧的合成节点



以上就是本次教程的基本流程。



Blender2.81 自制 toon shader 的节点写法

作者：silver bullet/1227137127 B 站:一个耿直耿直的心机 Boy

大家好，我是一个学习 Blender 半年的玩家。

前两天在 B 站看到了这个插件，作为一个穷逼第一时间想的当然不是交钱，而是想着怎

么能自己实现这种效果（白嫖使我快乐）。

最终实现的效果如下图。



做之前我要说明的是，首先打开 node wrangler 插件，建议使用 blender2.81 或以上版本，

因为“映射”的节点不一样，2.81 的映射可以连接矢量对位置旋转缩放进行控制。使用 2.80
就需要经过较复杂的计算。

2.81 版 2.80 版

要制作三渲二，首先要把光影的过度分层，以下是个比较简单的三渲二写法，把着色器

转换成颜色，后面用颜色渐变改成常值使得渲染出来的光影有明显的过度。因为当使用点光

这类有明显衰减的灯光时，不同位置的物体转换出来的颜色强度不同，所以中间增加一个映

射范围加强控制，根据需要自己调节参数，使得自己能控制的阴影范围更大。



我们最终需要的的效果并不是上面简单的颜色，所以颜色渐变这里我们用来作为控制后

续混合纹理的系数，分 RGB 三个通道，即可把纹理分四层光影。

对 X（R）通道预览 对 Y（G）通道预览 对 Z（B）通道预览

光影的过度在这里就写好了，后续的材质都需要用到这块节点。

首先来制作下面这个线条交叉的猴头，思路是通过纹理制作出圆形，然后通过映射修改

XY 轴来压扁，压扁后就成为一些较短的线段

了，官网上有过演示，我们现在来制作一些随机

的圆球。

通过官方文档的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制作一些随机大小的圆球，然后使用映射压

扁。



如下图我把 X 轴缩放为 0.02，就出现了很多纵向的线段，这里我比官方的多加了一个相

加运算，用来控制线段的粗细。

上面的连法有个致命缺陷是，他的纹理映射是根据 UV 的，我们是要做 2D 平面的效果，

所以线段的方向要一致，下面我用相机数据的视图矢量来映射

我们知道，在这个猴头阴影的线是交叉的，所以我们复制一份，并进行相乘，（因为之

前一个节点是布尔的大于，输出结果非 0 即 1，相乘后也不会有模糊的过度效果）



因为对单个映射进行调整比较麻烦，我们已经知道两个纹理是交叉垂直的，所以用一个

矢量来同时控制两个纹理的旋转，第二个增加一个角度，使他们保持垂直，缩放控制同理，

用一个矢量来同时控制两个纹理的缩放（这就是上面提到需要使用 2.81 的原因）。

最后使用一开始制作的渐变系数进行混合



到这里第一个就完成了。

下面制做这个带有噪点的纹理，这个相对比较简单，我们使用白噪波纹理来混合

因为这个纹理看不出来上下左右的区别，随便连个矢量给它都可以，不需要用到相机

数据。后面再用颜色混合乘与各种灰度，最后通过一开始制作的系数来控制过度。



最后要给这个纹理加个边缘高光。

使用法向节点，下面连接物体的法向，上面可以用鼠标控制一个法向的方向。“点”输

出是点乘的结果，即矢量的点积。这样我们可以假装创造出一个自定义方向的“光”。

最后把这个光添加进原来的颜色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来做这个带条纹的

这里跟上面线段的类似，这里用波纹来做中间过渡纹理，然后两个波纹相乘得到高光纹

理，前面使用矢量来对两个纹理同时控制，跟上面一样，也需要用到相机数据。

下面先使用 shader->rgb 的红通道来控制底色跟过渡条纹

下图我把之前一直用的颜色渐变常值改为了缓动，再与条纹相加。

这样是为了条纹过渡不太生硬，可以看出来是从小变到大。



高光部分的控制同理，从正片叠底拉出来与 Y 通道相加，最后用颜色渐变加上颜色就完

成了。



将三维模型一键发布到网络

——Verge3D 新手指南

作者:宅家呗

Verge3D 是一款优秀的 Web3D 开发工具，能够以可视化编程方式创建功能强大的 Web 应用，

用户对象主要面向 3D 美术人员和设计师。Verge3D 支持流行的三维软件，如：3dsmax、Blender，

因此不需要单独学习如何创建 3D 资产，只需要用你擅长的软件导出资源，然后利用 Verge3D

的可视化编程环境编写逻辑和发布应用程序。

本文介绍了如何在你擅长的三维软件中结合 Verge3D 构建适合自己的工作流程。阅读下文你

需要具备 3dsmax、Blender 任一软件操作基础。

安装

Verge3D 支持 3dsmax、Blender，下载和安装本文暂略过。

预览

为了确保正确安装了 Verge3D，可以使用 Sneak Peek 菜单（3dsmax）或按钮（Blender）在

Web 浏览器中渲染基本模型。此函数将执行一次导出到临时文件夹，并运行带有交互式渲染

的默认 Web 浏览器。



在项目中，可以随时使用 Sneak Peek 快速测试。

程序管理器

虽然可以先创建图形，再创建 Verge3D 项目，但是我们鼓励从一开始就习惯使用程序管理器。

要习惯于这样做，要确保文件被正确地组织和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这对项目的完整性很

重要，特别是如果打算把它转移到第三方。

预先利用应用程序管理器的另一个好处是，您将始终拥有一个功能正常的 Web 应用程序，您

可以在浏览器中运行/重新加载该应用程序，而无需先转到场景文件。



运行程序

您可以通过单击 Verge3D 图标（蓝色或绿色图标）随时运行应用程序。蓝色图标以其最终形

式启动一个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拼图场景和编程代码（如果存在）。相反，绿色图标只打开

导出的场景。

新创建的应用程序只加载并显示一个立方体。你可以用鼠标左键环视四周，用鼠标滚轮放大

缩小。



如果它显示的不是立方体，而是类似“无法访问此站点”的内容，这意味着开发服务器已关

闭，可能是因为您意外地关闭了三维软件的第一个启动实例以及与之一起的开发服务器。在

这种情况下，您应该启动 3ds Max 或 Blender，或者，如果程序已在运行，请再次启动应用

程序管理器。

虽然非常罕见，但也可以显示另一个警告：“哎哟！您的显卡不支持 WebGL。”如果您使用

的是过时或不受支持的浏览器（如 11 版以下的 Internet Explorer），或者您的显卡和/或驱动

程序被浏览器列入黑名单，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尝试安装最新的谷歌浏览器/更新你的操

作系统/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或只是找到另一台电脑工作。

导出

通过单击 3ds Max 或 Blender 图标，可以分别打开应用程序的 main.max 或.blend 文件。



保存文件也可以像平常一样通过“文件>打开”对话框打开，或者只需双击应用程序文件夹中

的文件即可。对于 3ds Max，“文件>打开”选项效率更高，因为它不会生成程序的新实例。

必须了解，应用程序只加载以 gltf 格式导出的文件，而不是三维建模工具的本机保存文件。

因此，每次更改源文件中的某些内容时，都必须将其导出，以便在应用程序中看到修改后的

场景。

可以从主菜单栏的 Verge3D 菜单（在 3ds Max 中）或“文件>导出”菜单（在 Blender 中）

执行导出。您可能需要为此操作指定一个快捷方式，因为您可能经常执行此操作。



以 gltf 格式将场景导出到相应应用程序文件夹的根目录。

要测试，请在场景中添加几个茶壶/猴头，导出到 gltf 并通过单击 app manager 中的蓝色

verge3d 图标运行应用程序。

为了加快迭代，您可以使应用程序始终在浏览器选项卡中运行。重新导出场景后，请按键盘

上的“F5”，以便在浏览器中重新加载该场景。使用“alt+tab”（“command+tab”在 Mac

上）快捷键可以立即在 3D 编辑器和浏览器之间切换。

拼图



到目前为止，我们使用 verge3d 作为一个奇特的 web 导出器，它生成在浏览器中运行的实时

3d 演示。使用 Verge3D 的可视化脚本工具——拼图，您可以添加行为场景，使您的 3D 场景

成为真正的交互式 Web 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管理器中，单击应用程序名称旁边的拼图按钮。这将运行您的应用程序，并在上

面附加拼图编辑器。左侧的工具箱中有一些类别（“事件”、“选择器”、“对象”等）。

这些类别在鼠标单击时展开，显示您可以拖动到工作区的谜题。通过相互连接各种拼图，您

可以创建一个场景，说明您的三维对象在用户输入时的行为。

若要在开始时执行有意义的操作，请从“Events”类别中拖出 when clicked 拼图，并从

Selectors 选择器中 select an object 拼图。



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意味着你的应用程序将等待，直到用户点击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的对象（例

如“立方体”），并将执行…除非你在“do”栏中添加了一些内容，否则什么都不做。

从 Objects 中拖出 hide 拼图并将其插入该插槽。拖出另一个对象选择器拼图并将其与 hide

连接。



现在，一旦用户点击 3d 对象，它就会消失。单击 Run（运行）按钮以启动程序并通过单击立

方体检查它是否工作。

为了使场景成为应用程序的持久部分，请确保保存它。

完成拼图后，您可以使用应用程序管理器中的蓝色图标运行现在的交互式应用程序。

祝贺你，你已经成为一名程序员了！

您还可以查看以下视频，说明如何使用拼图：3ds Max、Blend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fqd9CIw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_TJKQ8oQ


发布

在你自己的网站上...

你已经创建了一个 web 应用程序，可能希望数十亿的互联网用户来查看它。如果你拥有一个

网站，这不会是一个问题-简单地上传整个文件夹与您的应用程序到您的服务器（例如，通过

ftp）。部署后，你可以在网站上的某个位置提供指向应用程序 HTML 文件的链接，或将其嵌

入具有 iframe html 元素的网页中：

<iframe width="1024" height="640"

src="https://www.example.com/my_awesome_app/my_awesome_app.html"></iframe>

在 Verge3D 网络...

但是如果你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网络高手呢？没问题-通过点击 app manager 中的“globe”按

钮，你可以将你的应用上传到 verge3d 网络，这是一个基于云的存储和托管在 amazon 服务

器上的 cdn。

上传完成后，屏幕将显示一个链接，您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共享（在博客文章、社交媒体、评

论、电子邮件中，您可以命名）。它还将生成 HTML 代码，用于将应用程序嵌入第三方网站，

就像使用 YouTube 视频一样。



您还可以查看以下视频，说明如何在 Verge3D 网络上发布应用程序：3ds Max、Blender。

许可证

你可以无限期地使用试用版。但是，要在生产中使用，您需要一个许可证。许可证信息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下面的密钥是一个随机示例）。

许可证密钥将激活您的 Verge3D 实例，并从所有应用中删除试用水印。

每次更新到新版本时，请确保输入许可证密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cPnnblV3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5wuLlyn-k


krita快速入门  

前言  

关于本文  

有空会新增或修改 2019-12-1改1

这篇内容并不会完整的、详细的讲述krita的种种功能，

而是以逐步升级的方式（就是从简单到复杂）使读者明白krita的基本使用。

文中出现的版本号代表书写那部分内容时使用的软件版本。

如果要更全面或者更权威的请看官方文档

https://docs.krita.org/zh_CN/index.html

正式开始之前  

关于外设  

krita需要专门的电脑绘画外设比如数位板（也被叫做手绘板）才能良好的使用，

以下内容默认读者有专门用来绘画的外设。

关于设置  

 krita-windows-x64-4.2.7.1

为了保证本文尽可能的顾及到其他系统的用户，所以在开始之前先进行一处设置。

在顶部那边-设置-配置krita

常规-其他-去掉“启用系统原生文件对话框”的勾选（就是下图那样），然后点击OK保存这个设置

af://n0
af://n2
af://n3
https://docs.krita.org/zh_CN/index.html
af://n9
af://n10
af://n12


关于学习  

在打开krita后，见到默认界面的第一眼，应该会有些人感觉“太复杂了，一定很难学。”

实际上那是种错觉，画一张图没什么必要把全部功能都用一遍，

根据不同人的绘画流程，会用到的功能也是相当不同。

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可以先学基本使用，其他在使用中拓展学习即可。

另外，所有内容必须边看边操作，才能更好的理解。

难度 零  

krita-windows-x64-4.2.7.1

新建  

打开krita后往左上角看，然后点击下图红圈里的图标，弹出“新建文档”。

也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N

af://n19
af://n25
af://n27


第一眼看上去“新建文档”很复杂，一堆不明所以的内容，实际上完全无需在意。

直接点击创建就好。

然后中间就会出现一块白色的区域，那块区域就是你的绘画区域。

保存为krita文档  

在电脑上绘画和纸上绘画不一样，你画的内容，需要经过“保存”才会正真的储存在电脑上。

依旧左上角，点击红圈那图标保存，会弹出一个保存窗口。

也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S

af://n34


选择左边的计算机，就可以在右边选择具体保存位置，选择好后填写文件名称，点击保存。

（初次保存后再次保存会默认覆盖之前保存的文件，不会再次弹出此窗口。）

此时这个保存下来的文件是krita独有的格式，

不适合用于网络传播（比如在QQ发给朋友看，或者发布到微博等）。

使用笔刷开始绘画  

点选想要用的颜色  

在默认界面右上角你会看见下图这样的“高级拾色器”

我们可以，在环上拖动/点击调整中间三角显示的内容。

在三角上拖动/点击可以确定具体的颜色。

在你选择颜色的时候，

af://n44
af://n45


会在左边最大的那块里显示你选择的颜色，

下面两个小块是你之前选择的颜色

选择想要用的笔刷  

在默认界面的右下角你会看见笔刷预设面板，上面全是笔刷。

我想你也看见开头的橡皮擦图标的笔刷了吧，

和传统绘画不同，在这里橡皮擦可以擦掉所有笔刷痕迹。

如果感觉笔刷太多，不太明白什么笔刷是做什么作用的，可以看看官方对自带笔刷的介绍。

https://docs.krita.org/zh_CN/reference_manual/krita_4_preset_bundle.html

调整笔刷大小  

如果感觉笔刷尺寸太小或者太大，我们可以在顶部第二行大小那进行调整。

af://n54
https://docs.krita.org/zh_CN/reference_manual/krita_4_preset_bundle.html
af://n59


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减小笔刷尺寸 [

增大笔刷尺寸 ]

仅仅需要知道这些就已经可以开始绘画了，很简单吧，记得随时保存哦。

绘画完成后另存为适合网络传播格式  

如果绘画完成后需要用于网络传播，则应当在保存为krita文档后，另存为JPEG图像。

另存为在左上角-文件-另存为（快捷键Ctrl+Shift+S）

点击另存为后也会弹出一个保存窗口，需要把它的文件类型改为JPEG图像，然后在保存。

点击保存后会弹出JPEG图像窗口，不要被上面各种看不懂的东西迷惑，

直接点击确定即可保存为适合网络传播的。

 

难度 一  

krita-windows-x64-4.2.8

新建自定义尺寸的画布  

af://n66
af://n76
af://n78


画布在这里是指你新建的那块

按下Ctrl+N弹出新建窗口

在红框那的宽度和高度那输入你想要的数值（单位必须是像素），然后点击创建即可。

蓝框那的两个图标从左到右分别代表横着和竖着，点击可以交换宽和高。

绿线部分直接无视就行，它不影响实际画布尺寸。

PPI与DPI  

PPI是Pixels Per Inch的缩写，也就是每英寸像素数，也可以理解成像素/英寸（pixels/inch）

DPI是Dots Per Inch的缩写，也就是每英寸点数，也可以理解成点/英寸（dots/inch）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打印的时候会把一个像素当做一个点，

更直白点，打印图片时可以直接把图片的ppi=dpi。

而在电脑上显示的图片尺寸和图片设置的ppi或dpi一点关系都没，仅仅只和宽与高的像素数有关。

像素  

 像素（pixel）在软件中可能缩写为px

在电脑显示器上，你看见的所有内容都是由一个个像素组成的，

af://n303
af://n86


比如这张猫头

猫头图右眼局部放大

借助于krita本身的功能，放大图片很多倍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这张猫头是由无数个上图那样的像素组成的。

电脑上图片的尺寸也是由像素这个单位定义的。

krita绘画的常用功能  

撤销与重做  

不同于现实绘画必须用橡皮擦之类来去除不想要的部分，

在电脑绘画中，我们还能进行“时光倒流”。

撤销  

比如一笔画歪了 ，

那么按一次撤销（Ctrl+Z），画歪的那笔就会不见了 。

af://n96
af://n97
af://n100


撤销并不仅仅局限于撤销画歪的笔画，要记住它可以“时光倒流”。

重做  

如果不小心按太快撤销过头了，

可以使用重做（Ctrl+Shift+Z），让被撤销掉的重新回来。

如果不喜欢按快捷键，也可以点击图标进行撤销与重做（不推荐）。

顶部那块左边第二行，红框是撤销，蓝框是重做

顶部那块左边-编辑-撤销/重做

设置撤销次数  

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是有次数限制的，默认为30次。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撤销次数，你可以去配置krita进行设置。

顶部那块-设置-配置krita

常规-其他-撤销次数上限

af://n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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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实际情况设置次数，不要胡乱给非常高的次数。）

设置完后记得点OK确认。

使用右键浮动画具板  

对着画布右键在会出现浮动画具板

af://n121


选取颜色  

在环上拖动/点击调整中间三角显示的内容，在三角上拖动/点击可以确定具体的颜色。

选好的颜色会在左上角显示，比如上图中选择了蓝色，

而环外边的那圈是使用过的历史颜色。

选用笔刷  

点击你想用的笔刷就可以切换到你想用的笔刷

如果想要使用别的笔刷请点击右下角红圈处

af://n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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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会弹出一个笔刷标签面板，你可以点击不同标签来加载拥有该标签的笔刷。

创建并使用自定义笔刷标签  

如果你想在这里显示你想用的笔刷，需要先去笔刷预设面板创建一个标签

然后对着笔刷预设面板里的笔刷图标右键-指定给标签-你建立的标签

注意！标签不能中文名否则会引起BUG！

最后在上图红圈处点击切换到你创建的那个标签。

设置显示更多笔刷  

如果你感觉默认显示的笔刷太少，可以去顶部-设置-配置krita-常规-其他进行设置

af://n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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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能设置30个

调整笔刷常用参数  

点击红圈处图标可以显示笔刷常用参数面板，在这可以调整笔刷常用参数，比如大小。

这个只要点开了，下次右键打开浮动画具板就会呈现打开状态（哪怕关闭krita再打开）

如果不想要了再点一次，就不会显示了。

镜像显示  

绘画时可能出现表面上看起来画的很不错一水平翻转就惨不忍睹的情况，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每过一段时间点击一次镜像显示 （M）

af://n389
af://n145


原始显示情况

镜像显示后

（本来这里应该配上没开镜像显示还可以，一开就明显发现不对的图，

但是手头没配图，凑合吧，有图可以联系我）

使用镜像显示（M）后，浮动画具板上的图标会变成蓝色

画布的旋转和缩放  

旋转画布  

在正常角度下绘制某些部分时会发现不顺手，

这是因为那些部分让手保持在一个别扭不好控制的姿势（相对于顺手姿势），

此时应当对画布进行旋转来让手保持顺手的姿势，以获得更好的绘画效果（更容易画准）。

af://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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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住红圈那里的灰圆，

沿着左边轨道拖拽就是向左转，沿着右边轨道拖拽就是向左转。

旋转后要还原的话，对着红圈处的灰色圆圈点击一下即可。

向左旋转（4），向右旋转（6），重置旋转（5）



不过本人一般使用Shift+中键（鼠标滚轮按下）移动压感笔进行操作，

当然这里的中键是我把压感笔上的一个按键设置成中键了。

缩放画布  

通常在适合页面大小（2）下进行绘制，

（适合页面大小可以让画布显示全部范围）

需要绘制细节是放大（=），需要概括绘制时缩小（-）

（如果你新建的画布尺寸挺大，那么是必须放大才能画细节的）

除了使用括号内的快捷键，也可以拖拽右下角红框内的滑块进行缩放

往左是缩小，往右是放大。

点击红框区域左边100%（1）时查看正常大小效果。

不过本人一般使用Ctrl+中键（鼠标滚轮按下）移动压感笔进行操作，

当然这里的中键是我把压感笔上的一个按键设置成中键了。

移动画布  

一般会把需要绘制的部分移动到中间进行绘制，

移动画布（按住空格+压感笔点住拖拽）

不过本人一般使用中键（鼠标滚轮按下）移动压感笔进行操作。

当然这里的中键是我把压感笔上的一个按键设置成中键了。

图层简单使用  

在右边笔刷面板上方是图层面板，

af://n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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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的图层在图层面板以蓝色提示（如下图的图层1）

通过有意识的使用图层，可以更方便的进行绘画。

图层  

图层就像是透明塑料片，我们可以在不同图层上绘制不同内容，最终按从上往下遮盖显示。

（这张展示图层叠加显示的图我当时忘记做背景的白色层了，不过示意图懒得重做了）

af://n184


新建图层后记得好好命名，以免图层多后不清楚哪个图层画了哪个，

比如你要在这个图层画头发那么就应该把图层名从默认的改为头发。

颜料图层  

颜料图层是我们常用的图层

红圈处是颜料图层的图标

点击蓝圈处可以新建颜料图层（Ins）

我们可以先在一个颜料图层上绘制草稿，然后再新建一个颜料图层用来绘制线稿（描线）

af://n192


这样可以在不破坏原草稿的情况下，绘制线稿。

（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具体绘画方式看个人需求）

草稿  

也可以叫草图，用于概略的表达设计，充满了种种不确定。

无论是使用线条起草然后描线等，

亦或者是使用色块涂抹起草然后逐步细化，

af://n350


还是其他方式，

都属于起草，或者说制作草图。

草稿颜色和线稿不一样有助于绘制线稿的时候区分两者。

线稿  

常见于用线条起草的绘画方式

需要先把草图画到比较确定设计，然后在其上的图层进行描线出线稿。

删除图层  

af://n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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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想要某个图层，可以选中不想要的图层，点击垃圾桶图标删除（Shift+Del）

图层分组  

在使用图层的过程中，随着图层的增多，不可避免的需要对其整理归纳，

我们可以新建图层分组归纳整理图层，以免图层面板那里乱糟糟的一片。

创建图层分组  

比如把画着衬衫的图层与画着外套的图层以及画着裤子的图层都放在名叫服装的图层分组中。

按住Ctrl逐个点选图层面板里你想要放进图层分组的图层

或按住Shift点选连续选中停止图层

如下图当前选中图层为衬衫，此时我们想要把衬衫，外套，裤子都选中

可以按住Shift点击蓝线标出的裤子图层，那么就会从衬衫往裤子连续选中，直到选中裤子为止。

然后对其右键-分组-快速分组，也可以直接按快捷键Ctrl+G创建分组，

af://n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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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被选中的图层就会出现在创建的图层分组内。

创建图层分组后记得对其重命名改成让你自己能一眼知道里面是什么的名字。

红圈里那个文件夹图标代表该图层是分组图层，

（图层分组图层上不能绘制。）

文件夹图标下方蓝圈里那个点击可以把组内图层缩略



再点击一次同位置即可展开缩略的图层分组

拆散图层分组  

如果你不想要之前建立的分组了，那么对图层分组图层右键-分组-快速拆散图层分组

也可以直接使用快捷键Ctrl+Alt+G

合并图层  

当内存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减少图层的数量，来释放一些内存。

比如把已经画好的部分合并成一个图层

选中你想要合并的那些图层，然后右键-向下合并图层

也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E

af://n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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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选中的图层就会被合并成一个了。

如果选中的图层分组图层，再合并图层，那么会直接把图层分组内的图层全部合并。

隐藏图层  

可以用来隐藏绘制完线稿后的草稿

如果你不想显示某图层那么可以点击图层缩略图前面的图标（蓝圈）来隐藏图层，

被隐藏的图层缩略图前的图标会变成红圈那样。

由于上图里我隐藏了被纯白色填满的Background层，红色线条下面居然显示了灰白棋盘格。

这是为什么呢？

透明  

由于显示器没办法真的给你看见显示器背面的东西（也就是真实透明），

一般会用灰白棋盘格代表透明。

af://n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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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图层  

新建的文件会有一个名叫Background的纯白色图层，

他上面会有一个像是一把锁的图标（红圈处），那个图标代表着启用了锁定图层

如果没启用就会看起来像是没锁上的一把锁那样，就像是图层1蓝圈里的那样

一旦启用锁定图层，我们就无法在这个图层上绘制了，

如果你不小心切换到Background图层那么自然也就什么也画不出来了。

锁定透明  

锁定透明是为了防止不小心涂到已有颜色区域外而存在的功能。

比如我想在上图红色区域涂点颜色，但是不小心涂出去了，此时红圈处的锁定透明没有启用。

如果启用锁定透明，那么无论怎么涂都会被限定在已有颜色的部分。

af://n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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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绘画中，只要启用了锁定透明，你就可以随意的在底色上绘制而不会不小心画到外面去了。

底色  

指绘画中作为基底的颜色，比如我想画个苹果，那么此时底色应当为红色。

继承透明  

继承透明类似前面的锁定透明，两者都是用来防止涂出已有颜色范围的。

差别是继承透明是可以不再局限于单个图层使用。

简单使用方式  

选中我们想不超出范围的图层，右键-分组-快速剪贴分组 或者使用快捷键Ctrl+Shift+G

af://n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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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后，会变成下面这样

在红线标出的那个图层上绘制就不会超出蓝线标出图层不透明区域的范围

进阶使用方法  

如果你想要在之前的上面再次使用这种限制不超出不透明区域的

不需要再次创建快速剪贴分组

仅仅需要在组内新建的图层红圈处图标点一下即可

那个图标代表着继承下面的透明度

af://n266


没启用的时候，那个图标不亮且没一条横

实际上所谓的快速剪贴分组，只是把创建图层分组等过程自动化了。

如果不先创建组，直接使用继承透明

那么它会继承最底下的背景图层的透明度信息，由于背景图层是被纯白色填满

它就会完全没用（毕竟继承到的透明度信息告诉它下面没有透明的部分）

说的有点复杂是不是

简单来说就是“继承下面的透明度” 这个必须在图层分组内用



填充工具  

在默认界面的左边那块叫工具箱的面板中，

除了我们绘画时使用的手绘笔刷工具（蓝色选中那个）外还有很多其他工具，

比如这里要讲述的填充工具（红圈那个）。

af://n443


填充工具在绘画中一般用于填充底色，常见做法是对着线稿进行填充。

具体做法是，

1、新建颜色图层并命名为底色

2、把线稿图层移动到底色图层上

线稿图层在底色图层上有助于填充后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



3、切换到填充工具 （F）

4、调整填充工具的工具选项以获得良好的填充效果

工具选项面板默认在右上角高级拾色器面板右边

阈值：即数值越大越把类似颜色当做一样的处理

扩大选区：在这里除了扩大还可以输入负数缩小选区（宽高一起）

（扩大选区在4.2.8有BUG，导致只能扩大宽）

羽化半径：让填充的边缘柔和

这几个选项都是控制填充边缘的，看需求设置

为了取得良好的填充效果，绘制的线稿不能太细，

线稿太细会让填充的工具选项哪怕设置1px也会效果蛋疼。

5、对着底色图层填充



常用保存格式的差异  

Krita文档  

.kra是krita的独有保存格式，你必须把画先保存成它。

能完全保存下来图层等信息，但是不适合网络分享。

JPEG图像  

.jpg有损压缩格式，不能保存透明，牺牲肉眼难以感知的细节降低画质

减少体积。

PNG图像  

.png无损压缩格式，可以保存透明，画质高于jpg，但是保存下来的文件

更大。

 

……………………施工分界线……………………

难度 三  

笔刷平滑，选区和变形，对不闭合线稿填充，透明度蒙版，不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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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ta的奇技淫巧  

前言  

不定期更新 2019-11-14

这里会记录一些小技巧之类的东西，

内容可能会很杂

以及如果你们有其他小技巧也不要吝啬分享

krita国内就这么点人用，加强交流啦

制作镭射材质效果  

缘起  

我看B站视频偶然看见的某位UP发的PS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5527890

原视频地址↑

krita里一样用，虽然操作不太一样。

（所以说别感觉krita教程少，到处都是啊，看你会不会化用了）

如果你不了解“克隆图层”、“滤镜蒙版”、“颜色调整滤镜（蒙版）”、“透明度蒙版”、“图层混色模式”

请先查看正文后的功能解说。

正文  

接下去会用 这张猫头进行演示。

最终把这张图白毛部分做成镭射材质效果

af://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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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吐糟效果，演示嘛……随手找的图

请自行观看krita官网的使用教学（就是官方文档）

1、选中猫头图层，新建它的克隆图层



2、右键新建好的克隆图层添加滤镜蒙版-颜色调整



（这时已经可以开始调整了，不过为了讲述怎么对新建好的滤镜再次调整，这里就直接点OK）

3、分别调整红、绿、蓝通道

对着之前新建的那个颜色调整滤镜蒙版右键-属性（F3）



通道分别对红、绿、蓝进行调整，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红圈部分点击可以选择不同通道，这里仅给出红色通道的调整示意图

基本上记住上下大起伏即可

（不需要照搬！仅仅是示意图！按需求调整！）

那条线上的圆圈是你点一下就可以添加，不想要可以按del/退格键（选中的看起来圆圈更粗）

调整时可以实时预览效果（如果这个窗口遮住了你的图，可以把它拖拽开）

红、绿、蓝通道都调整完后，点击确定



此时你可能会感觉这个效果太过强烈，没关系我们下面还会进行处理的。

4、修改克隆图层的图层混色模式为颜色

5、利用透明度蒙版处理镭射效果透明度

对着克隆图层右键-添加-透明度蒙版



在透明度蒙版上绘制，调整镭射效果透明度



完成。

功能解说  

克隆图层  

克隆图层会克隆它的目标层，目标层改变他也会随之改变

为了不直接对原始图层进行不可逆的破坏性编辑，所以这次使用克隆图层。

克隆图层上你不能绘画，但是可以对他使用滤镜蒙版等

滤镜蒙版  

直接使用滤镜会真的改编图层内容，这个过程不可逆

用了滤镜蒙版，就不会对图层本身造成破坏

不需要就直接不显示滤镜蒙版即可，又或者你要继续调整也可以很方便

颜色调整滤镜（蒙版）  

颜色调整滤镜的蒙版版本

最初，图像的色调在图形上表现为一条直的对角线，我们可以在通道那改变我们具体要调整的通
道。

af://n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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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点击对角线那块区域，那么就会在点击位置添加圆圈，改变线的样子。



这种行为就是在进行调整。

如果你想去掉不需要的圆圈，需要先选中它，使它变成粗圆圈，然后使用del/退格键删除。

在调整时，图形右上角区域代表高光，左下角区域代表阴影。

图形的水平轴表示输入色阶（初始图像值）；垂直轴表示输出色阶（调整后的新值）。

在向线条添加控制圆圈并移动它们时，线的形状会发生更改，反映出图像调整。

线中较陡的部分表示对比度较高的区域；线中较平的部分表示对比度较低的区域。 

（这里部分内容修改自Adobe Photoshop 用户指南，别问为什么，问就是我偷懒）

通道  

一张图可以由R（红）、G（绿）、B（蓝）、A（透明）通道组成，有些只有R、G、B。

af://n203


R、G、B这三个通道每个里只记录对应的一种颜色，他们在一起时才是我们看见的图像。

而A通道则是记录了透明信息，比如这张图是不是半透明

（当然一般在软件里透明会用灰白网格显示）

透明度蒙版  

透明度蒙版可以利用灰度（纯黑到纯白）绘制控制图层的透明度，

纯黑表示完全透明，纯白表示完全不透明。

图层混色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你看见的那些图层是怎么混色的，

这个没法详细说，太多了，我都没全搞明白，总之用“颜色“。

感兴趣可以查看官方文档。

https://docs.krita.org/zh_CN/reference_manual/blending_modes.html

制作偏振效果  

使用G'MIC滤镜制作  

如果你的系统没有G'MIC滤镜请看下面的方法

在上面-滤镜-启动G'MIC-Qt

然后你会看见好几百个滤镜，我们只需要使用其中的Degradations-Chromatic Aberrations

af://n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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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参数你可以按需求调整

使用图层属性活动通道制作  

所谓的偏振效果，说穿了就是R（红）、G（绿）、B（蓝）三个通道相互偏移。

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手动制作偏振效果

先复制两个图层（Ctrl+J）

af://n222


然后对着三个图层分别右键-属性（F3），分别修改他们的活动通道为红、绿、蓝。



这里的图仅示范一个层的

分别修改完成后，对着这其中2个图层分别使用移动工具T进行同方向移动

（实际上3个层都移动也行，层不同移动方向也行，看你具体要什么效果了），

具体移动距离什么的看着办，移动好了就完成了

制作杂色/噪点效果  

使用G'MIC滤镜制作  

如果你的系统没有G'MIC滤镜请看下面的方法

在上面-滤镜-启动G'MIC-Qt

然后你会看见好几百个滤镜，我们只需要使用其中的Degradations-Noise [Additive]

af://n300
af://n311


调整完参数用就是了。

使用滤镜制作  

在上面-滤镜-其他-随机噪点

af://n321


需要注意的是，默认情况下这个滤镜的不透明度太高了，直接把图给遮住了，需要调整到低的数值
使用。

然后创建滤镜蒙版可以避免对原图层进行破坏性编辑。



国内krita用户常见问题答疑  

前言  

2019-12-1改1 随时可能更新

如果发现本文错误请联系

krita 4.2.7.1 简体中文

本文并不全面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回答新人提问所写

打开搜索输入你问题的关键词速查，或者翻阅书签查找

如果都没有，群里问

就目前来说笔刷不要使用中文命名，标签也是，否则会引起BUG！

官方文档的常见问答  

https://docs.krita.org/zh_CN/KritaFAQ.html#faq

问：怎么学krita？  

答：

推荐先学习自己需要用的功能，其他功能仅做了解即可

这可以大大降低学习难度和时间，让你快速上手krita

如遇见问题则可在群内提问，千万别憋着

视频教程  

可以去哔哩哔哩看黑马赛克制作的krita视频

https://space.bilibili.com/7549097

边看边操作有助于你更深刻快速的了解krita

如果你能上youtube也可以去youtube观看更丰富的视频教程

图文教程  

可以去官网看官方文档

如果遇见还没翻译的地方可以用网页翻译进行翻译

https://docs.krita.org/zh_CN/

群共享也有一些图文教程

边看边操作有助于你更深刻快速的了解krita

常用快捷键  

常用快捷键在群共享有下，名字叫“krita常用快捷键.pdf”

af://n0
af://n2
af://n10
https://docs.krita.org/zh_CN/KritaFAQ.html#faq
af://n12
af://n17
https://space.bilibili.com/7549097
af://n22
https://docs.krita.org/zh_CN/
af://n28


关于电脑绘画的一些概念（术语）  

比如图层、像素之类，如果你真的不了解的话，

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必应，百度，谷歌等）搜搜，如果搜不到也可以群里问。

一般来说多数都是可以直接搜到的。

krita画师交流网站  

https://krita-artists.org/

它是 Krita 画师交流作品、寻找帮助、分享经验和与开发者交流的平台 。

这网站建立没多久内容有点少，不过我想还是有必要写在这里。

问：怎么更新krita？  

答：

自动更新  

Steam上购买Krita即可利用steam的功能进行更新

售价仅为人民币36元，还可能有打折

写着售价，但实质上是固定数额的捐款

krita是开源软件可在官网免费获取完全一样的版本，捐款全凭借自愿

但，必须要说明的是krita基金会需要资金才能更快更好的开发krita

如果你想要没有中间商抽成的捐款方式，可以上官网查看更好的捐款方式

手动更新  

从官网下载新版本安装

https://krita.org/zh/download-zh/krita-desktop-zh/

问：有剪贴蒙版吗？  

答：

krita中没有名为剪贴蒙版的功能，但是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简单使用方式  
简单使用方式  

选中我们想不超出已有绘画内容范围的图层，右键-分组-快速剪贴分组 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Shift+G

af://n30
af://n34
https://krita-artists.org/
af://n38
af://n40
af://n47
https://krita.org/zh/download-zh/krita-desktop-zh/
af://n50
af://n53
af://n54


使用后，会变成下面这样

在红线标出的那个图层上绘制就不会超出蓝线标出图层不透明区域的范围

进阶使用方法  

如果你想要在之前的上面再次使用这种限制不超出不透明区域的

不需要再次创建快速剪贴分组

仅仅需要在组内新建的图层红圈处图标点一下即可

那个图标代表着继承下面的透明度

没启用的时候，那个图标不亮且没一条横

af://n60


实际上所谓的快速剪贴分组，只是把创建图层分组等过程自动化了。

如果不先创建组，直接使用继承透明

那么它会继承最底下的背景图层的透明度信息，由于背景图层是被纯白色填满

它就会完全没用（毕竟继承到的透明度信息告诉它下面没有透明的部分）

说的有点复杂是不是

简单来说就是“继承下面的透明度” 这个必须在图层分组内用



问：有液化吗？  

答：

液化在变形工具Ctrl+T里，使用变形工具后对其右键就可以看见液化选项

选择液化，然后对其液化

af://n75


更详细的选项在工具选项面板，注意那一排图标都是可点的

液化图标是最右边那个水滴

以及，如果直接液化整张画布会很慢，所以请配合选区使用。

如果你不想破坏原始内容，也可以使用变形蒙版

右键图层-添加-变形蒙版



在添加完变形蒙版后，你可以在变形蒙版上进行液化。

如果想要快速且不介意效果差点也可以使用 笔刷，当然这个只能直接对颜料图层使用。

这个笔刷不能用在克隆图层/变形蒙版上。

问：有PS里那种涂抹工具吗？  

答：

默认情况下没有

不过你可以看群共享的“做个类似PS涂抹的笔刷”

然后自己照着做一个类似PS涂抹的笔刷，保存为新笔刷的时候记得把 复制 两个字删除。

注意！目前笔刷不能使用中文命名，标签也是，否则会引起BUG！

问：笔刷不能删除/删不掉怎么办？  

答：

你应该已经使用了中文命名笔刷或者标签，那么就需要手动去相关目录删除

记得先关闭krita再去删除

Linux

$HOME/.local/share/krita/brushes  

Windows

%APPDATA%\krita\brushes  

Mac OS X

af://n91
af://n97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Krita/brushes  

如果你从 Windows Store 安装 Krita，你的自定义资源会在如下位置：

%LOCALAPPDATA%\Packages\49800Krita_*随机字符串

*\LocalCacheRoamingkrita\brushes  

在这个目录下删除你用中文命名的笔刷

问：新建后不想要的工作空间怎么删除  

记得先关闭krita再去删除

Linux

$HOME/.local/share/krita/workspaces  

Windows

%APPDATA%\krita\workspaces  

Mac OS X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Krita/workspaces  

如果你从 Windows Store 安装 Krita，你的自定义资源会在如下位置：

%LOCALAPPDATA%\Packages\49800Krita_*随机字符串

*\LocalCacheRoamingkrita\workspaces  

在这个目录下删除你新建后不想要的工作空间

问：有录制动作吗？  

答：

并没有完全一样的功能，不过你可以试试操作合集

在krita中叫做操作合集

af://n115
af://n131


问：为什么E和PS橡皮擦的不一样？  

答：

这不是PS，E是擦除模式，橡皮擦有单独的笔刷

问：右键面板怎么添加/增加/切换笔刷？  

答：

增加右键面板显示的笔刷数量  

那个面板叫浮动画具板，你可以在下图位置对显示的笔刷数量进行设置，目前最大为30个.

设置完了记得点OK保存设置。

设置笔刷数量

切换右键面板显示的笔刷  

af://n136
af://n139
af://n141
af://n145


红圈位置是切换显示笔刷的地方，切换是以标签进行切换的

如果你想在这里显示你想用的笔刷，需要先去笔刷预设面板创建一个标签

然后对着笔刷预设面板里的笔刷图标右键-指定给标签-你建立的标签

注意！标签不能中文名否则会引起BUG！

最后在上图红圈处点击切换到你创建的那个标签。

问：笔刷设置面板在哪？  

答：

顶部笔刷图标（红圈处）点进去，或者使用快捷键F5

af://n154


在笔刷设置面板，篮圈处也可以点开哦



问：怎么把笔刷设置还原/改回默认？  

答：

选中要还原的笔刷，在顶部第二排点击不透明度前面的图标（红圈处）

或者选中要还原的笔刷，打开笔刷设置面板（F5）

然后点击笔刷名称下方红圈处

问：填充线稿漏出来了，有没有办法填充不漏？  

答：

af://n160
af://n167


krita的填充工具是不能填充有缺口不闭合线稿的，否则会漏。

针对这种不闭合线稿填色有两种方法

着色蒙版编辑工具  

具体请看群共享的“不闭合线稿填色之着色蒙版编辑工具”

G'MIC滤镜  

具体请看群相册里的“不闭合线稿填色（利用G'MIC滤镜和拆分图层）”

（没有G'MIC滤镜的，可以使用着色蒙版编辑工具）

问：怎么取消选择？  

答：

取消选择的快捷键是Ctrl+Shift+A

问：怎么水平翻转？  

答：

只是水平翻转显示  

在krita里叫镜像显示，快捷键M，或者点击右键面板（浮动画具板）的

会被保存的水平翻转  

如果你要直接水平翻转而非单纯显示，可以去顶部那 图像-水平翻转图像

问：可以设置笔刷的快捷键吗？  

答：

可以在顶部 工具-脚本-十大笔刷 内进行设置

af://n171
af://n173
af://n176
af://n179
af://n181
af://n183
af://n186


问：自带的笔刷怎么用？  

答：

建议你看看官方对自带笔刷的说明，在实际试试。

 https://docs.krita.org/zh_CN/reference_manual/krita_4_preset_bundle.html

问：为什么打开/保存PSD某些东西不兼容？  

答：

PSD是Photoshop的专用格式，专门用来储存使用Photoshop中产生的图层等内容。

也就是说都除Photoshop外，其他支持PSD的软件对PSD的支持都是有限度的。

举个例子，

比如PSD里储存了在PS里使用文字工具打出的字，这些字在PS里放大不依旧清晰可辨，

一旦用krita打开这个PSD，那么会发现这些字全变成颜料图层了，放大会看见明显感觉模糊了。

再举个例子，

比如我在krita里使用了一个PS根本没有的东西，比如图层混合模式设置为冰冻，

再保存为PSD用PS打开，会发现本来设置图层混合为冰冻的那个图层的混合模式变成了正常。

这两种都是很正常的情况，由于软件间差异等原因导致的。

文件保存格式首选软件专用格式，比如krita的kra格式，这样就不会损失任何东西。

在保存kra文件后，你才可以保存你需要的其他格式，比如jpg等。

问：有没有对称绘画功能？  

答：

krita的对称绘画功能很强，且分为两处。

简单对称绘画  

在画布顶部你可以看见这两个图标，左边那个代表左右对称（水平对称），右边那个代表上下对称
（垂直对称）。

af://n190
https://docs.krita.org/zh_CN/reference_manual/krita_4_preset_bundle.html
af://n194
af://n204
af://n207


点击后会在画布上显示一条线（这是对称中心线），线上有个图标，按住线上图标可以移动这条
线。

此处图片为启用了上下对称（水平对称）

进阶对称绘画——多重笔刷工具  

如果你需要绘制更复杂的对称效果，比如一些花纹图案，那么就应该使用多重笔刷工具

多重笔刷工具可以选择多种对称方式（指类型那可以更换好几种）

建议使用的时候勾选显示基点，以便直观的看见以什么对称。

问：新版krita怎么没了某某/旧版笔刷了？  

答：

你是指krita3的那些笔刷的话，实际上旧版笔刷还在的。

af://n213
af://n218


不过需要手动启用。

先选中旧版资源包，然后点击圈那的图标，把未激活的旧版资源包移动到左边激活

之后点击 ，并重启krita，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旧版笔刷在笔刷预设面板显示了。

问：krita怎么保存动画/动图？  

答：

配置krita  

先查看群共享的“【win】配置 Krita 以导出动画”进行相关配置

如果你不是win系统请查看官方文档进行相关配置

如果发现是英文的不要奇怪，请理解krita的翻译人数有限

https://docs.krita.org/zh_CN/reference_manual/render_animation.html

（看不懂英文你可以使用在线翻译，比如有道/谷歌等等）

导出动画视频  

配置krita完成后，你需要先做一个“动画”才能导出为动图

这里默认你已经做完一个“动画”了。

af://n227
af://n229
https://docs.krita.org/zh_CN/reference_manual/render_animation.html
af://n235


在渲染动画窗口里导出那选择视频，然后点确认即可。

导出GIF动图  

配置krita完成后，你需要先做一个“动画”才能导出为动图

这里默认你已经做完一个“动画”了。

af://n241


在渲染动画窗口里导出那选择视频，再把渲染为手动切换成GIF图像即可保存为GIF动图。

问：有没有手抖修正？  

答：

有类似功能，而且种类丰富。

注意，如果数值太高会导致笔刷延迟明显，也就是画起来感觉卡。

手绘笔刷工具的笔刷平滑  

在使用手绘笔刷工具 的时候，可在其工具选项看见笔刷平滑选项，并对其进行设置

af://n247
af://n251


你可以按自己需求进行切换和对相关设置进行调整。

力学笔刷工具  

当你使用力学笔刷工具 绘画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它独有的工具选项。

你可以按自己需求进行切换和对相关设置进行调整。

问：能对不同笔刷单独设置笔刷平滑（手抖修正）吗？  

答：

目前不能，不过可以给笔刷平滑设置快捷键

设置-配置krita-键盘快捷键-在搜索框输入笔刷平滑

af://n258
af://n262


设置后可以使用快捷键快速切换笔刷平滑模式。

问：怎么同时显示多画布/文档/文件？  

答：

配置krita多文档模式为子窗口  

设置-配置krita-常规-窗口-多文档模式-子窗口

配置完了记得点OK确认。

子窗口下最大化画布/文档/文件的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对“子窗口”下的画布/文档/文件最大化显示，你要在让它变回小窗口需要查看
右上角

红线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最小化、窗口化、关闭。

子窗口下同时显示多画布/文档/文件  

配置完成后确保你要同时显示的画布/文档/文件都是窗口化而非巨大化，

然后手动调整他们的大小直至满意为止。

子窗口下画布/文档/文件置顶  

af://n269
af://n271
af://n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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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子窗口”下画布/文档/文件最大化时，置顶并不起效！

对着窗口化的画布/文档/文件标题栏右键-总在最前勾选即可置顶显示。

子窗口的一些优势  

增大画布/文档/文件显示区域  

在默认配置下，krita会下图这样显示画布/文档/文件的标题，这个标题会占用一部分空间。

设置多文档模式为子窗口后，在最大化画布/文档/文件的时候就不会显示这个标题

完全同步且可绘制的“导航器/总览图”  

你可能会看见到krita的总览图面板显示的内容会慢一拍，我们可以利用“子窗口”等实现同步的“总
览”，

甚至你还可以直接在“总览”上面绘制。

先在，窗口-新建视图-你要“总览”的画布/文档/文件

然后，把最大化的画布/文档/文件窗口化，其中作为“总览”的置顶，调整两者的大小。

af://n287
af://n288
af://n293


问：怎么把图变成黑白/如何查看彩色图的素描关系（明暗
关系）？

 

（黑白这种说法不精确，这里是为了方便搜索放在这的）

答：

在最上面新建一个图层，填充上纯黑/纯白，然后修改这个最上面的图层混色模式为颜色即可。

问：有渐变映射吗？  

答：

有，在上面-滤镜-映射-渐变映射

af://n300
af://n305


点击OK直接使用会破坏原图层，不利于之后修改。

推荐点击创建滤镜蒙版（这样会创建一个滤镜蒙版），是非破坏性编辑。

事后如果要修改可以直接对着渐变映射的滤镜蒙版右键-属性（F3）就可以再次调整。



问：按住Ctrl+点击画布内容选择图层在krita里有吗？  

答：

在krita里选择图层快捷键是按住R点击你要选择的图层的内容。

如果想要选择多个图层，则R+Shift，然后点击你要选择的图层的内容。

 

af://n316


工具
Blender 建模工具包括 :
更有效率的快捷键
N-Gon 多边形支持
滑边，塌陷，融并
网格填充和桥接
Python 脚本自定义工具和插件

修改器
修改器是在非破坏性的情况下进行的物体操作，使用修改器你可以自动能创建多种效果，

否则你需要大量的手动更新（比如表面细分修改器），并且不会破坏你原始的物体。

建模



UV 展开
轻松展开你的模型，然后便可在你的模型上使用图像纹理或者直接喷绘 .
功能包括 :
快速使用立方盒，圆柱，球体和相机角度投射方式展开
基于共形和角度的展开 ( 边缝合线和顶点钉固 )
直接在模型上喷绘
多 UV 层
UV 布局图像导出

UV 展开 >UV 雕刻
UV 雕刻模式可抓取，合拢，平滑 UV，就像雕刻一样 .

UV 工具



无缝雕刻工作流
数字雕刻工具提供了数字生产线几个阶段所需的能力和灵活性。例如，在角色设计和探

索中或者环境设计过程中的灵活变换使用。

Blender通过并行提供雕刻和多边形建模工具集，大大简化了概念设计和最终模型
生产之间的转换。

专用工作区
blender内置的雕刻功能可以感受创建角色的乐趣。在搅拌机中雕刻包括：

20 种不同的刷类型
多分辨率雕刻支持
动态拓扑造型
镜像雕刻 雕刻



动态拓扑
动态拓扑（也称为 dyntopo）是一种动态镶嵌雕刻方法，它可以动态添加和删除细节，

而常规雕刻只影响网格的形状。

遮罩
在雕刻时，雕刻区域可能隐藏在网格的某些部分后面，或者它们可能过于靠近其他目标

部分。要解决这些问题，隔离要雕刻的网格区间很有用。
这可以通过完全遮罩网格的部分或通过遮盖无法雕刻的区域来完成。

雕刻笔刷
blender配有内置的雕刻笔刷，如折痕、粘土条、夹、抓、光滑、平滑等。也可以

动起来吧 ~（双关）
无论是简单的关键帧还是复杂的循环动画制作，Blender都允许艺术家将静止的角

色转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画。

动画工具集
Blender的动画功能集提供：
角色动画姿势编辑器
独立运行的非线性动画（NLA）
快速姿势的 IK 正向 / 反向运动学
声音同步

lizilong
矩形

lizilong
矩形



绑定工具
把一个静态的模特变化成一个漂亮的动态角色从来都不容易！

blender提供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绑定工具：

骨骼封套、骨架和自动蒙皮工具
简单粗暴容易上手的权重绘制工具
镜像功能
骨骼层和颜色组的管理工具
B 样条插值骨骼

约束
约束是使用普通静态值（如“限制”值）或另一个称为“目标”（如“复制”值）的对

象控制对象属性（如位置、旋转、缩放）的方法。
可以通过对象约束使用的目标控制对象的动画。（这是一种间接动画形式）显而易见，

然后，这些目标可以控制约束的所有者的属性，因此，设置目标的动画将间接设置所有者的
动画。

可以设置约束设置的动画。例如影响或当使用骨架中的骨头作为目标时，沿此骨骼（根
和尖端之间）设置真实目标点的动画。



驱动
驱动程是一种通过函数、数学表达式或小脚本控制属性值的方法。
驱动由以下部分组成：

单个驱动值配置 - 用于从属性和将它们与数学表达式或python脚本组合在一起。

动画 F 曲线 - 它将驱动配置的输出映射到要应用于被驱动属性的值。

形态关键帧
形态关键帧用于将对象变形为动画所需的新形态。在其他术语中，形态关键帧可以称为

“变形目标”或“混合形状”。
形态关键帧最常用的例子是角色面部动画和调整和细化骨骼绑定。它们特别适用于建模

有机物的软组织和肌肉，在这些软组织和肌肉中，需要对生成的形状进行比旋转和缩放组合
更大的控制手段。

运动路径
“运动路径”工具允许您将点的运动可视化为一系列帧上的路径。这些点可以是对象原

点和骨骼关节。

故事版艺术创作，在三维空间中绘制二维
这是真的哦！直接在三维视区中绘制很有意义。它为故事版创作和二维艺术家打开了无

与伦比的自由工作流的大门。
在视区中将二维和三维结合在一起
洋葱皮传统动画的完整动画支持
笔划和填充的图层和颜色
雕刻画笔笔触与父对象到三维对象

蜡笔工具



工作区
一旦你打开 blender，你就可以新建二维动画文件以进入 2d 动画创作环境。

蜡笔物体
蜡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 blender 对象，允许您在三维空间中绘制。可用于制作传统的二

维动画、剪纸类动画、运动图形或将其用作故事板工具等。

蜡笔对象结构
蜡笔对象有三个主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点·编辑线·笔画



蜡笔对象初始创建物体
在对象模式下，添加蜡笔菜单提供三种不同的油笔初始创建物体：
空白：一个没有任何点的空蜡笔物体。
笔画：添加一个简单笔画的蜡笔对象作为参考。
猴子：蜡笔甚至有自己的二维苏珊娜版本！作为标准测试非常有用。

模式
就像普通的物体一样，油笔也使用同样的概念来给你的蜡笔物体带来下一个层次的控制。

绘制模式
绘制模式是蜡笔中允许您在三维视图中绘制的模式。此模式实际上是唯一可以创建新笔

画的模式。

雕刻模式
雕刻模式与编辑模式相似，因为它用于更改图形的形状，但雕刻模式使用的工作流非常

不同：不处理单个元素（点和编辑线），而是使用画笔更改模型的一个区域。换句话说，雕
刻模式不是选择一组点，而是在影响的画笔区域中修改造型。



编辑模式
就像编辑网格一样，Blender 提供了各种工具来编辑蜡笔笔画。这些工具用于添加、复制、

转换和删除元素。

权重绘制模式
为点指定权重，主要用于在剪纸动画中绑定笔划，其中顶点组用于定义对笔划的相对骨

骼影响程度。

视觉特效
蜡笔有一套特殊的实时视觉特效，可以应用于对象。
这些效果将对象视为一个图像，因此它们对整个对象都有影响，并且不能像使用修改器

一样限制它们对某些部分（如图层、材质或顶点组）的影响。与修改器不同的是，它们不能
应用于对象。

修改器
蜡笔有自己的一套修改器。修改器是以非破坏性方式影响对象的自动变化修改。使用修

改器，您可以自动执行许多效果，否则将过于繁琐，无法手动执行。修改器不会影响对象的
基本几何图形。

阵列，镜像，骨架，等等！

材质
材质控制蜡笔对象的视觉表现。它们定义笔划和填充区域的颜色和纹理。

动画
蜡笔的主要目标是提供一个完全沉浸在三维环境中的二维动画工具。

动画多帧编辑
多帧 - 允许您同时在多个帧上编辑、雕刻或权重绘制。在动画制作时避免一帧一帧地重

复一个劳动是非常有用的。



动画洋葱皮
洋葱皮显示当前帧前后关键帧的重影，允许动画制作人员在动画序列中进行决策和修改

动画。

Cycles
Cycles 是 Blender 内置的光线追踪渲染引擎 .

多重采样的单向光线追踪
SIMD 加速的多核心 CPU 渲染
支持 NVidia CUDA & AMD OpenCL 的 GPU 渲染
支持多重 GPU
用于 CPU 和 GPU 渲染的统一渲染核心

几何体
网格物体
毛发曲线
体积
实例
多核 BVH 创建
快速的 BVH 修整更新



细分和置换
自适应细分
Catmull-Clark 和线性方案
置换
凹凸贴图

光影
PBR – 基于物理的渲染 Physically Based Rendering
基于节点的着色器和灯光
原理化 BSDF
OSL 开放式着色语言 ( 仅支持 CPU)

光照
GI 全局照明
点光源，日光，聚光和面光源
网格物体照明
环境光
天空模型
进口光

交互性
交互性更新
快速物体，着色器，灯光更改
拼贴和渐进式渲染



层和通道
用于合成的渲染层
物体和灯光的渲染通道
阴影捕捉
强力抠像
降噪

相机和特效
支持透视视图和正交视图
全景图和鱼眼相机
立体渲染
景深

运动模糊
相机
物体变换
支持网格物体和毛发曲线

体积
吸收，散射和发光
烟雾和火焰
SSS 次表面反射
均质和非均质



纹理
图像纹理
环境贴图
程序纹理
凹凸和法线贴图

FreeStyle
FreeStyle 是一个非真实的线条渲染引擎，依靠网格数据和 Z 深度信息来绘制自定义样

式的线条，多种线条样式可用于美术类作品 (“手绘效果”, “喷绘”, 等等 .) 或者科技感十
足的硬朗线条 .

实时渲染
感谢新的 EEVEE 引擎，为离线渲染和实时渲染之间搭建起了桥梁 ! 现在可以更好的在视

口内实时预览 Cycles 光影效果，极大的提升了光影和纹理的处理速度 .

特效



Blender附带一个内置的视频序列编辑器，允许您执行基本视频频剪辑的操作，如
视频剪切和拼接，以及更复杂的任务，如视频遮罩或色彩调节。

视频编辑器包括：
实时预览、Luma 波形、色度矢量仪和柱状图显示。
音频混合、同步、擦除和波形可视化。
最多 32 个插槽（类似层），用于添加视频、图像、音频、场景、遮罩和效果。
速度控制，调整层，过渡，关键帧，过滤器等等！

预览
实时预览、Luma 波形、色度矢量仪和柱状图显示。

音频混合
同步、清除和波形可视化。

视音频剪辑



扩展力
拥有庞大爱好者和开发者的社区，Blender 迎来了大量的扩展，你可以开关自如 .
软件内置的扩展有 :
创建脚本有树，地形，爬藤，和云 .
炸碎物体 .
3D 打印工具盒 .
Rigify 骨骼绑定系统 .
导入和导出格式支持 AfterEffects, DirectX, Unreal Game Engine 等等 !

合成
Blender 拥有一套内建的成熟的合成系统，可让你在 Blender 内部即可进行后期调整你

的渲染图像 .
合成包含 :
强大的节点库用于创建相机特效，颜色校正， 抠像，图片特效等等
支持渲染层
完全支持图像和视频文件的合成
可渲染多层 OpenEXR 文件
多线程

运动跟踪
Blender 拥有相机和物体跟踪解算，并支持导入 raw 素材，并跟踪，遮罩区域和重构相

机运动于 3D 场景中，再也不需要切换到别的软件里来回操作了 .
相机和物体跟踪包括 :
支持自动和手动跟踪
强力相机重构
实时预览被跟踪的素材和 3d 场景
支持平面跟踪和三脚架解算

脚本

合成



新手和高级用户会喜欢完全自定义他们的布局的能力。从简单地拆分它们的视区，到使
用 python 脚本完全定制它，Blender 为您工作。

Blender 的界面还提供：
所有平台的一致性
无中断弹出窗口
清晰的文本，包括支持高 dpi/ 视网膜显示。

自定义主题
键位映射
默认键映射
键映射编辑器

键位映射默认值
与 Blender2.7（其中大多数键都已分配）不同，Blender2.8 具有最小的键位映射，为

您分配新的快捷方式以加快工作流程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键映射首选项
自定义首选项可以为每个键位映射设置特殊操作，如用鼠标左键或鼠标右键单击选择，

这些操作将用空格键、环形图菜单等执行。

键位映射兼容性
在 Blender2.80 中引入，内置的软件兼容性将使您比以往更容易在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只需在第一次启动 blender 时从启动屏幕上选择它，或者从用户设置 > 键位映射部分选

择它。



文件格式
Blender 内置了用于很多不同程序的导入导出格式的支持 .
包括 :

图像
JPEG, JPEG2000, PNG, TARGA, OpenEXR, DPX, Cineon, Radiance HDR, SGI Iris, TIFF

视频
AVI, MPEG and Quicktime (OSX 上 ).

3D
Alembic, 3D Studio (3DS), COLLADA (DAE), Filmbox (FBX), Autodesk (DXF), Wavefront 

(OBJ), DirectX (x), Lightwave (LWO), 动作捕捉 (BVH), SVG, Stanford PLY, STL, VRML, VRML97, 
X3D.

文件格式 > Alembic
Alembic 支持导入导出操作和通过约束器和修改器生成的数据流缓存 .

功能包括导出链接的复制组，子帧采样，面变化顶点色，子头发和空物体 .
导入 – 读取一个 Alembic 存档并在当前 Blender 场景内创建物体 , 支持相机，曲线，空

物体，网格，点物体等类型 
导出 – 创建一个 Alembic 存档，支持相机，曲线，毛发，网格，NURBS，粒子等物体类

型
缓存文件数据块 – 存储与缓存文件相关的各种属性，来维持修改器和约束器同步到

Alembic 存档
网格序列缓存 修改器支持网格和曲线数据动画，文件序列
变换缓存 约束，允许通过变换信息矩阵层级来制作动画信息



自自己己动动手手，，制制作作 HHDDRR

环环境境贴贴图图（（改改进进版版））  



















































https://space.bilibili.com/79666


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这套操作

还有个小工具名叫 HDRShop.exe，可以简
化全景图的格式转化，大家可以试试。

另外，这些内容我也做过视频，在做的过程中
试过了很多不同方法，最后精简下来就是这篇。

大家如果好奇可以来看看我的空间：

https://space.bilibili.com/79666 

——By 写教程写到吐血的 May



Eevee进阶灯光渲染
masicblack&kirk



0. 简介

1. 相机的设置

2. 场景的设置

3. 灯光和补光

4. 相机的景深

5. 阴影调节

6. 解决节点插件的冲突

7. 降噪及其它节点

8. 教程快捷键使用表



0. 简介
本教程是 Eevee 进阶灯光渲染的图文版本，本文将详细的介绍 Eevee 渲染引擎的

进阶使用方法，以及在使用灯光时的一些细节和最终渲染时所需要做的一些处理，例如
降噪，色彩调节等。教程使用 Blender 2.81 版，使用左键为主键，并开启 Node 
Wrangler 节点插件。

1. 相机的设置
将世界环境完全变为纯黑色。这样就不会受到世界环境的各种影响，可以看到，案例这

里的桌子使用的是反光比较强烈的一种效果，还有屏幕灯光的效果



找到外边框选项
这样可以将相机边框之外的部分以

一定的透明度来屏蔽掉，将不透明
度的值调成 1，就可以完全看不到相机
外边的部分，而只观察相机边框内的区
域



2. 场景的设置
这个案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先回到材质预览模式下，并在着色方式里打开场

景世界选项。

一般情况下，这种金属物体为主角，或者是数码物体为主角，次要的墙壁和桌面都不能
有太大的高光和金属度，糙度稍微提高，一定要凸出所要展示的物体，而不能让墙壁或桌面
抢了视觉焦点。Shift + 右键点击：定位 3D 游标



定位在它这个案例的拓展坞上给它使用 Shift A 添加一个面光



挪动一下灯光的位置

现在可以看出这个案例的场景比例有问题，新创建灯光的尺寸是 1m。
1m 的大小在场景中才这么大，可见它的整个场景大到了什么程度，先删除刚才的灯光。



它这个场景太大了，给它缩小一点，在缩放前用 Shift C 键给 3D 游标归位一下。

然后再开始缩放操作，键盘上的英文句号键，带 > 符号的那个，打开中心点菜单。

选择 3D 游标，这样在缩放时就会以 3D 游标为中心来缩放，用 S 键来缩放，缩放
后创建一个方块来看一下是否可以罩住整个场景。



它这个显然还是太大，继续缩放

缩放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选择摄像机，将它视图显示里的构图辅助线改成中心，
或不使用构图辅助线。



完成构图辅助后点
掉辅助线√即可



3. 灯光和补光
还是在之前的拓展坞上定位一下 3D 游标，添加一个面光



这次灯光的大小就正常了，但是又有点大了。

亮度也太高，降低灯光的能量和尺寸，让它不是那么的亮



由于现在场景是
黑的，所以环境光
遮蔽 (AO) 是没有用
的，把它关掉。

阴影这里，方法改成 VSM，柔和阴影先去掉，并且大小和尺寸都改成 1024。



打开灯光里阴影的接触阴影

接触阴影的这些参数可以按实际效果来进行调节



它的灯光强度这里改成 0.5W 就可以了，不然就太硬了

自定义距离这里改成 1m 或者更小。



将它这里的高光改成 3，因为需要一个高对比嘛，所以加高一点，Blender 里有的数值
是可以超出它滑动时限定的范围的，这个有很多人不知道或者没试过，一定要多做尝试，
即使会出错。

这样的话，灯光的能
量和高光还可以更小一点



现在表现主体的效果已经有了，但是像是在这些地方还是需要补光

将游标定位到这里



添加一个点光
先把这个灯光的能量改成 0.1W 先让它不是那么亮



半径也要改小 , 效果是这样的



可以点击这里来显示或隐藏叠加层显示

高光和半径要视效果来调节 一定要打开它的自定义距离，然后改成 0.2m



4. 阴影调节
打开接触阴影

这样体积感会变得丰富一些。在这个案例中的这个键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



它就有点抢主要显示物体的效果了，先选
中键盘，在节点编辑器里，降低它的金属度和
高光等数值并提高它的糙度。



给他的按键在纹理和材质之间添加一个转换器的颜色渐变

快捷键同样是 Shift A，颜色条上滑块不同的位置就能决定颜色的对比程度



但是这样做肯定是不对了，调节一下黑色的部分

将它调亮一点 ~
发现，还是改成深灰色

比较好



选中节点用 H 键将它最小化。注意，是最小化而不是隐藏，然后添加一个颜色的混
合 RGB 节点

将这个混合改成相加



将两个颜色都连到颜色渐变上。
这样可以让节点的效果加倍。



5. 相机的景深
新建一个空物体纯轴

使用 F2 将纯轴重命名成 dof



选上摄像机，勾选景深

删掉它原来的 Empty 选择刚才创建的 dof



就得到下面这种效果

但是可以看到，景深的效果太过了，将它的光圈级数改成 1.15



效果还不是很好，改成 0.45 就可以了

将渲染的精度改成 512



关掉它的视图降噪

到物体模式下，使用实体模式显示



渲染比例先改成 40%
渲染出来是这样的效果



放大后在这会有噪点一样的东西，这是因为阴影采样的东西

把接触阴影关掉就可以看到已经没了，但是阴影效果也没了。



那就不能关闭接触阴影，只能改变它的阴影属性，将尺寸都改成 512



接下来说说在后期调节的时候怎么做，首先切换到合成工作区

节点面板里直接就有渲染层节点了，在打开背景图的情况下，Shift 左键点击渲染
层节点，就可以用背景图显示预览效果



6. 解决节点插件的冲突
新的版本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多了一个插件，在编辑菜单中打开用户设置

在插件面板的下拉菜单中打开节点的筛选，取消勾选 Node Arrange 插件，不然
会有快捷键冲突，Node Wrangler 插件必须是勾选状态。



使用 Shift + 鼠标右键在节点连线上滑动可以切点

7. 降噪及其它节点
接下来添加一个降噪节点



直接放到节点的连线上就会自动连上

将这个降噪节点最小化之后，再添加一个颜色的 RGB 曲线节点



像这样调节一下它的曲线

添加一个色相饱和度节



调高它的饱和度值



添加一个滤镜的
滤 镜 节 点， 这 个
可能有点迷，看下面
的示例图。

将它的柔化改成锐化

锐化系数改成 0.05



先关闭掉使用节点

回到实体工作视图，切换到物体
模式，我们要渲染一个比较大的图了。

渲染比例改成 100%



渲染一下，等渲染完后关掉渲染窗口，然后进入合成工作视图，并打开使用节点

刷新一下背景图，将背景图关掉再打开



可以使用 Alt + 鼠标中键 ( 按下滚轮 )，平移视图，这时候可以看到锐化的系数有点
高了，改成 0.02

可以用 M 键来禁用或开启节点的效果，可以用来查
看一下节点的效果是否合适。



他会有一些计算的时间，不要着急，很快的，算完之后可以使用 Ctrl + 空格键放大
当前面板

如果想在阴影里含有噪点的效果，可以将降噪节点用 M 键禁用掉



这样最终的效果就完成了，这里为了制作视频教程的封面，我在

Layout 工作视图中，将 3D 视图分割成了三份

第一块是合成面板，第二块是 3D 视图的渲染预览，第三块是物

体模式，到这里，本教程就结束了，觉得有哪里不是很明白的可以到

今日头条观看本教程的视频版，入口在下面。



通用快捷键：
Ctrl + 空格：最大化鼠标指针所在面板
3D 视图面板：
Shift + 右键点击：定位 3D 游标
Shift + A：添加物体菜单
Shift + C：使游标归位到世界原点
键盘字母区的句号键，带 > 号的那个键：打

开中心点菜单
使用 S/R/G：来缩放 / 旋转或移动物体
F2：重命名物体
节点面板：
H：最小化节点
Shift + 左键点击节点：预览节点效果 ( 在开

启背景图的情况下 )
M 键：禁用或开启节点效果
Alt + ( 按下滚轮 )：平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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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影业工作室（原 极 D 创意）现在更名 

公司名称：石家庄造雨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315461047 

          18630103606 

 



by
Pavla Karon
in
Inspiration

h t t p s : / /c g c o o k i e . c o m /a r t i c l e s / h o w -t o - m o d e l - h a i r - i n - b l e n d e r ? u t m _
content=buffer2d609&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
campaign=twitter



为您的 3D 角色建模易于修改的头发
我们想要什么？极度易于控制的造型！随时随刻都可修改的发型？比你所说的“丝滑、

光滑、有型”当然还要快！！！！
让我们来总结下如何制作大型·中等·细微的发丝制作技术。

别再让你的发型难以设计啦
这里说的不是制作发型的那种技术，而是一种思路方法提高角色的视觉表现。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希望能够快速调整polycount，这样就可以为游戏引擎
或产品优化角色。

第一步：识别 3 种主要的头发形状
注意：在造型头发时，强烈建议使用照片参考。
当你看发型时，你会注意到三种主要的形式：大体、中等、细微。
大的形状是构成你轮廓的整体形状。在上面的例子中，是头顶和马尾。
中等形状是组成大形状的束和主要的线。
细微的形状是更细的线，往往是在中等的细节期间起到细节表现的作用。



第二步：主要发型



就像任何建模一样，当从大的形状逐步向到细节的形状制作的话，就会事半功倍。
从大的形状开始制作，关键是不要花太多时间来调整。然后，你会用中等形状来遮挡大型，

所以在这个阶段你要做的就是把主要形状弄对。
最好从马尾发式开始，因为可以使用角色的头部创建第一个形状，所以制作简单。

首先，高亮显示头部的面以表现头发轮廓。
接下来，复制面并将其与网格分离。
现在头皮轮廓是它自己的对象，我们放大一点，然后，在编辑模式下，我们将其缩放到

头部。你将以一个非常基本的形状完成大体自作 - 你的马尾辫将建立在头上。
接下来，使用雕刻工具确定头发的方向性。您可能希望在启用动态拓扑和对称的情况下

使用粘土条。
注意：现实生活中的头发，你应该尽量避免不切实际的对称。但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没

有寻求完美。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正在尝试模拟一个基本的创意，稍后我们将予以修正。

第三步：修正马尾的主要形状



首先，我们将在马尾辫（大致）的位置放置一条曲线。再说一遍，现在还不需要绝对准确。
接下来，添加一个 Bezier 圆并将其设置为曲线的倒角对象。这可以在“曲线特性”面板

的“几何体”下找到。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快捷键键来优化马尾辫的形状：

使用Alt+S可以缩放马尾辫曲线上的点，以调整其厚度

Ctrl+T允许您扭曲曲线上的点 - 在这一点上，它还没有做太多的工作，但是在以后对
中小型形状将非常有用

需要更多的点来控制你的头发吗？

只需选择其中两个，右键单击并单击“细分”。

细分太多，很难控制？

只需使用热键Ctrl+X将其溶解删除点。

专业提示：要完成这一步，要确保你的头发最终的大造型从各个
角度看都很好，包括从上到下。



第四步：把中等形状的头发进行修正
为了开始设计中等细节，我们将简单地复制我们的马尾辫使用它作为额外的发丝。
记住，马尾辫现在由倒角对象（圆）控制，因此我们需要复制它，并将新圆指定为新的

倒角对象。
试着让中等细节形状更宽更平。这样，你就需要更少的线来覆盖更广的区域。

专业提示：创建第二个三维视图，以便可以同时调整形状和结果。

一旦你对第二根发丝的形状满意，就把它放在你的主要马尾辫形状上。
接下来，复制它并放置这个。继续重复这个过程。
若要调整设计并添加一些变化，还可以更改某些基础倒角对象的形状。
在转到细节头发对象之前，请再次检查模型是否从各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好。



第五步：创建细微细节头发发丝
这不是制作火箭的科学验证哦：正如我们之前所做的，我们将复制中等细节头发的物体

来创建细微细节的发丝。

在真实的头发中，细小的发丝可能是在不同方向和形状上移动的。由于这些股线很薄，
我们希望它们受风的影响更大，受重力的影响更小。

专业提示：为了让结果看起来更有吸引力，添加一些负向空间。
这也会给你的发型增加体积感。



这部分工作流程与上一步类似，它细化了每个细节的放置，并确保从各个方面（包括顶
部和底部）看都很好。

第六步：优化我们发型的多样性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的每一个相同都有相同的多的细节 - 而且面数非常高，使得它很
难用于游戏引擎。

通过在“曲线特性”面板中更改“分辨率预览U向”，我们可以控制一条线周
围环绕的边数。也可以通过选择头发的倒角对象并再次更改“分辨率预览U向”来控
制头发长度的分辨率。

对于非常细的发丝，我们不需要复杂的倒角对象。因此，要优化这些，最好给倒角一个
基本的样式，例如矩形。

第七部：最终确定头发模型
一旦完成所有的形状，把所有的线连接成一个物体。需要将它们从曲线转换为多边形网

格。
如果这样，请确保先逐个转换它们，然后连接它们为一体否则，它们最终都将使用同一

个倒角对象。

最后，不要害怕动手去使用雕刻工具！使用雕刻工具来调节吧，达到完美的最终造型。

最后提示：如何继续学习
一旦学会了制作了这种马尾辫，那么来设计你心中的维达沙宣！
取得进步的最好方法是把你所看到的东西变成一个原创作品。

将您的结果分享给 CG Cookie gallery 以获得友好的反馈 - 我们总

是喜欢看到的社区提高各种创作力哦！



但是！！！请稍等哦！
我们有更多的美发 blender 教程 ~

要成为真正的专业造型师，请查看更多视频培训：

用贝塞尔曲线造型发型头发（免费教程）

为实时 blender 角色制作发型一个完整的 8 课视频课程（CG Cookie 会员，可以在市场
单独购买插件）

造型和阴影 AAA 级逼真的头发在搅拌机 - 一个完整的 12 课视频课程（CG Cookie 会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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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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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源静帧图片摄像机匹配技术

导入到 blender
对于 Blender 用户，有一个官方的 fspy 导入程序附加组件，用于设置 Blender 相机的参数，
还可以选择设置相机背景图像。https://github.com/stuffmatic/fSpy-Blender

导入到其他应用程序
在没有专用导入程序的情况下，将相机参数导入到应用程序中是可能的，这涉及到逐个复制
fspy 参数值并将其粘贴到目标应用程序中。以下是流程概述：
设置相机视区以匹配输入图像的尺寸
使用输入图像作为相机背景
设置摄像机视野
设置相机位置
设置相机方向
设置主点，除非它与图像中点重合



基础知识

摄像机匹配
      相机匹配，或称相机校准，是根据图像中的某些特征估计相机参数的过程。fspy 根据用
户在静止图像中定义的控制点计算相机在三维空间中的焦距、方向和位置。计算出的相机参
数可用于其他应用程序，例如 3D 建模工具。
 
消失点
       消失点是透视图像中所有平行于三维空间的线相交的点。例如，下面图像中的轨迹在现
实世界中是平行的，并在一个消失点相交。

fspy 使用消失点的位置来估计相机参数。使用与图像中对应于三维空间中平行线的特
征对齐的两个线分段指定消失点。下图显示了两个这样的分段和相应的消失点，表示为两条
较细线的交点。

当直线段接近平行时，不能精确计算出消失点的位置。线段之间的角度越大，效果越好。
字面的意思感觉很平面，其实就是透视夹角越大代表着透视效果越强，当我们拍摄的画面为
大焦段例如 200mm 以上的摄像头带来的近似透视平行线的时候，计算会丧失准确性。



单孔相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nhole_camera_model
透视控制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rspective_control

线段之间的透视夹角
角度越大，消失点计算就
越精确。

垂直方向（左）和非
垂直方向（右）的消失点

垂直方向
假设 fspy 中的消失点对应于三维空间中的垂直方向，即相互垂直的方向。

局限性 
 
　　fspy 仅适用于由单孔相机之类生成的透视图像。合适的图像包括：
 
　　用普通（近）无失真镜头拍摄的照片

用透视照相机渲染的三维图像

以下类型的图像与 fspy 不匹配 
 
　　使用变形严重的透镜拍摄的照片，如鱼眼透镜
　　透视被篡改的图像，例如透视控制型
　　使用正交摄影机渲染的三维图像 
　　拼合的全景图像



深入使用方法讲解
　　本教程将引导您完成应用程序中包含的示例项目。在继续之前，请确保您已经完成了基
础知识。

消失点和三维原点
　　通过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开示例项目”，打开示例项目。主窗口有三个部分：左
侧的设置、中间的图像面板和右侧的校准结果。打开示例项目时，首先应该看到的是↓

　　四边形的角与现实世界中矩形的角对齐。边缘编号为 1 或 2，取决于它们对应的消失点。
每个消失点的位置用较细的红蓝线表示。多边形的四个控制点定义了两个垂直方向的消失点，
这足以确定相机的焦距和方向。附着坐标轴的白色控制点表示三维原点并定义相机的位置。
这是最简单的校准设置，只使用五个控制点。
　　尝试拖动任何控制点，查看相机参数是如何立即更新的。要提高精度，请在拖动时按住
SHIFT键。
　　四边形控制易于使用，但并不总是实用的。

　　要单独移动每个消失点的控制点，请禁用左侧“设置”面板中的“矩形模式”选项。



消失点方向
　　坐标轴 X、Y 和 Z 分别用红色、绿色和蓝色进行颜色区别。消失点控件在其颜色给定的
轴方向上定义一个消失点。要将轴指定给消失点，请使用左侧设置面板中消失点轴部分的
菜单。例如，当在外部应用程序中使用相机参数时，指定消失点轴非常有用，这些参数可能
具有不同的约束，轴对应于向上方向（Ｚ向上）。

指定参考距离
　　给定两个消失点和三维原点的位置，就可以同时计算相机的方向和位置。默认情况下，
相机到三维原点的距离设置为合理的固定值。但是，fspy 也可以根据图像中对象的大小计
算该距离。
　　在继续之前，请重新打开示例项目以重置您可能做的任何更改。消失点 1 和 2 的轴现在
应该分别设置为 -x 和 -z。假设单元的距离是 20 厘米。查看坐标轴，我们要测量的距离是沿
X 轴的，因此从“参考距离”菜单中选择“沿 X 轴”。请注意，“参考距离”字段已设
置为 0.2 m（单元的宽度），并且出现了一个新控件。

3d 网格
　　要检查校准的准确性，可以拖动三维原点四周，以查看其轴与图像中的线对齐。3D 网
格菜单提供了一些其他类型的视觉帮助。



　　从原点到 X 轴方向的虚线表示参考距离是沿着该轴测量的。短红线段是参考距离控制柄，
可以拖动以指定参考距离。在示例中，它们的位置使参考距离等于单元的宽度。

主要反映点
　　想象一束光线直接穿过相机镜头的中央。射线击中传感器（或胶片）的点是主要点。这
个点通常与图像的中点重合。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如果图像被不对称地裁剪，则主点可能
位于其他位置。如果位置已知，请从“主点”菜单中选择“手动”，然后将黄色控制点
拖动到主点的位置。

　　如果位置未知（并且您不处于单消失点模式），则可以在第三个垂直方向上给定一个消
失点来计算该位置。从主点菜单中选择第三个消失点，将显示第三个消失点控制。一旦指
定了第三个消失点，计算出的主点将显示为一个黄色圆圈。除非将控制点移动得太多，否则
计算出的主点应该靠近图像中点。

手动指定的主点（橙色控制点）



　　到目前为止，在本教程中，已经基于消失点 - 对至少两个垂直方向进行了相机校准。但
如果从图像中只能确定一个消失点呢？

　　在给出一些附加信息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计算相机参数。要查看如何工作，请从设置
面板顶部的消失点数量菜单中选择 1。
　　请注意，第二个消失点控制更改和一些新设置将显示在左侧的面板中。
　　当只有一个消失点时，fspy 依赖用户提供 :
　　1. 照相机的焦距
　　2. 第一个和第二个消失点之间的方向

　　相机的焦距在“设置”面板的“相机数据”部分中指定。本例中的照片是用佳能
60D 的 24 毫米镜头拍摄的。
在单消失点模式下，第二消失点的控制是一条直线段。此段定义第一个和第二个消失点之间
的方向，或等效地定义围绕第一个消失点的轴旋转的方向。

检查结果
右边的面板显示了各种计算的摄像机参数。如果打开示例项目，您将看到焦距估计为 26 
mm，这与实际值 24 mm 非常接近。可能的误差来源包括透镜变形，而看似直角的角度可
能不完全是 90 度。

原文链接：
https://fspy.io/tutorial/

官方网址：
https://fspy.io/



专 业 UV 拆 分 纹 理 制 作 插 件

　　textools 是一个免费的 blender 插件与一套专业的 UV 和纹理工具。早在 2009 年，
作者就发布了 3dsmax 的原始 textools，这在很多资深的实时 3D 艺术家中非常流行。



　　textools 在我们这篇文章发布的时候还只有２．７９Ｘ版本，后续２．８版本会继续开
发。因为插件的反馈极为良好。所以小编也奋力的去翻译发布相关的操作使用说明。
　　首先还是下载：
　　http://renderhjs.net/textools/blender/
　　上面地址请找到最上图显示的ｄｏｗｎｌｏａｄ，点击下载最新版本。

　　插件安装：
　　不用图中显示那么复杂～直接解压缩后，将ｐｙ文件放入ｂｌｅｎｄｅｒ插件文件夹中
即可。也可以在ｂｌｅｎｄｅｒ插件安装中使用压缩包安装方法。

ＵＶ通道
　　通过此下拉菜单循环选择
现有的 UV 通道。如果不存在
UV 贴图，则会出现一个添加
按钮。

调整大小
　　打开一个调整大小弹出窗口，您可以在其中向任意
方向扩展或调整 UV 布局画布的大小。它不是缩放，而
是在保持 UV 比例的同时扩展 UV 区域大小。
　　注意：在“UV/ 图像编辑器”（UV/Image Editor）
中，活动背景图像的大小将调整为在“UV 视图”（UV 
View）中强制使用正确的纵横比。如果没有激活的背景
图像，将生成新的背景图像。

尺寸与填充
　　设置烘焙和棋盘格贴图的纹理大小（以像素为单位）。使用下拉菜
单快速指定常用纹理大小。按下滴管按钮将从所选对象获得纹理大小。
填充用于 UV 边缘和纹理烘焙。
　　提示：按住 ctrl+ 滚动鼠标滚轮可快速循环显示大小。

通用面板



　　这些 UV 布局工具用于展开或转换 UV 布局。注意：大多数 UV 布局工具不是为 UV 同步
模式设计的，一旦激活，就会出现“禁用同步”按钮 -

　　以便您可以禁用它。

裁切
　　将 UV 区域裁剪到选定的 UV 面边界。其他填
充将添加到边框。

填充
　　将 UV 选择与 UV 网格对齐，然后缩放其宽度和高度以适应 UV 0-1 区域。

对齐
　　此工具有四个方向可将 UV 孤岛或 UV 顶点对齐。
　　在 UV 顶点模式下      它将选定的 UV 顶点与初
始选择边界的任一侧对齐。在“UV面”模式中
选定的 UV 孤岛与初始选择边界的任一侧对齐。

重新加载纹理
　　重新加载当前混合文件中的所有纹理，并删除未添加的纹理。

　　注意：Blender 仅在下次打开文件时完全删除未使用的项目，按 Ctrl+Shift+O可快
速重新打开 Blend 文件并清除未选中的项目。

棋盘格贴图
　　为对象指定棋盘格贴图纹理（BI 渲染）或材质（cycles）。指定的棋盘格贴图与大小检
查器的宽度和高度匹配。指定棋盘格贴图后，会将视图更改为纹理模式。
提示：再次指定棋盘格贴图，棋盘格贴图将从“UV网格”更改为“颜色网格”，从“重
力棋盘格”更改为“无”。

UV布局



UV矫正
　　 将 选 定 的 UV 面 或 UV 顶 点 与 矩 形 分 布
对 齐。 矫 正 目 前 是 基 于 由 reslav hollos 的
uvsquare

旋转 90 度
　　将关联的 UV 孤岛向左或向右旋转 90
度，并将孤岛与初始边界框的左上方或右上
方对齐。

对齐边缘
　　将选定 UV 边的 UV 岛与最近的 90 度角
对齐。
　　提示：可以一次按边对齐多个 UV 孤岛。

排序与对齐
　　按最长边对选定的 UV 孤岛排序，并使用
单列或单行垂直或水平对齐它们。

硬表面UV
　　 将 选 定 的“ 视 口
面”面模式展开为单
个 UV 岛。这种方法比
在展开前标记 UV 接缝
的边缘更快。

管状边界
　　选择边或边循环，然后将链接的几何体
展开到已校正的 UV 岛。适用于管道形状。



对齐世界
　　旋转 UV 岛以匹配其面的世界方向。该工具确定 6 个方向阈值（例如顶视图、侧视图、…）
的方向。

直线段
　　展开并将选定的边循环固定为直线，然后松弛 UV 岛的其余部分。类似于带有边缘约束
的 Headus UV 布局。

UV孤岛内平滑
　　将平滑法线应用于对象，但在 UV 岛边缘边界除外。这通常用于法线贴图烘焙，以便使
UV 岛的边缘烘焙良好。

选择相似
　　基于 UV 岛输入选择和匹配 UV 岛拓扑选择类似
的 UV 岛。

选择重叠
　　收集彼此重叠的所有 UV 孤岛，并选择每个组的所有 UV 面（一个孤岛除外）。

选择岛边界
　　选择三维视图中所有 UV 孤岛的边界

选择翻转
　　选择镜像或翻转的 UV 孤岛作为面选择模式。

选择工具



像素密度工具
　　texel 密度用于将相同大小的 3d 像素（texel）应用于对象或选定面的表面。这对于环境
游戏资产或虚拟现实资产很常见，因为 Texel 需要一致的外观。

获取密度
　　在“UV 编辑器”模式下计算选定对象或 UV 面的 Texel 密度。
　　对象采样所有选定对象的 Texel 密度。
　　选定面采样选定面的 Texel 密度。

应用密度
　　通过缩放 UV，将 Texel 密度应用于选定对象或网格面。
　　对象将 Texel 密度应用于选定对象及其所有面。
　　选定面将 Texel 密度应用于选定的网格面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2 种缩放 UV 的模式：

组合
将整个 UV 集整体缩放到左上角。

岛
每个 UV 岛在其中心单独缩放 uv。

像素纹理密度
　　exel density 是一个值，它描述每 1 单位或 1 米纹理中有多少像素可见。



纹理烘焙工具
　　要在 textool 中烘焙纹理，只需选择对象并按“烘焙”。通过对象名检测高低多边形和
互相对应项。可以只使用单个对象烘焙，也可以使用高多边形到低多边形，或者使用自定义
框架对象烘焙。

烘焙
　　使用当前选定的对象集烘焙当前纹理类型。烘焙图像将显示在“UV/ 图像编辑器”中。 
注意：烘焙纹理不保存，但需要手动保存（图像 /UV 编辑器中的 F3 键）

单一
　　将选定对象烘焙为单个纹理，而不是每组烘焙一个纹理。它使用烘焙图像名称中第一个
项目的名称或 ID。
对于属于同一纹理的多部分对象，此选项非常有用。

烘焙模式
　　按“大缩略图”按钮更改当前烘焙模式。其他参数列在烘焙模式缩略图下面。

预览
　　将图像 /UV 编辑器的当前背景图像作为选定对象上的纹理预览。
　　提示：使用法线贴图着色在视区中预览法线贴图（切线和对象空间）。cycles 作为渲染
器是必需的。

抗锯齿切换
　　消除混叠级别，从“无”、“2x”和“4x”
中选择。启用消除锯齿后，烘焙渲染将
按比例恢复渲染，然后按比例缩小。消
除锯齿可以在任何烘焙模式下工作。



纹理列表

烘焙模式

　　烘焙纹理后，此纹理列表将列出烘焙纹理。此列表允许快速切换已烘焙项目的烘焙模式
和纹理。

标记的烘焙模式包含现有材质。其他材质仅受输入对象的几何图形影响。

光线距离
当烘焙高到低多边形对象时，调整光线距离以设置烘焙到曲面的光线偏移。使用框架对象时，
此距离将设置框架拉伸值。阅读 blender 烘焙手册中的更多内容：
https://docs.blender.org/manual/en/dev/render/cycles/baking.html

纹理快速切换列表
　　在场景中烘焙选定对象的纹理贴图后，此列表立即显示。
此列表是对视图中选定对象和烘焙的纹理的快速切换使用。

选择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项目将设置 UV 图像背景纹理并更改烘焙模式。

打开文件
　　如果纹理项已保存到硬盘，则会出现此图标。按此“打开”按钮将打开带有默认系统关
联软件（如 Photoshop）的图像文件。

切线法向
　　在切线空间烘焙法线贴图。
　　注意：您可以在加载项首选项中更改法线贴图的 Y 方向。

切线法向倒角
　　用倒角在相切空间烘焙法线贴图。
倒角采样
　　样本数（1 到 16）。越高越好，但越慢。
半径
　　以场景单位表示的斜面半径。注意：这个模式需要一个 blender 的
每日版，因为它使用新的倒角明暗器。



遮罩和ＩＤ图像
线框
　　烘焙黑白线框遮罩。
厚度
　　线框的厚度（像素）。

物体法线
　　在对象空间烘焙法线贴图。
　　提示：使用绿色通道进行垂直渐变。

面选择
　　烘焙对象的面选择的黑白遮罩。这对于生成用于处理纹理的快速遮
罩很有用。

元素 ID
　　烘焙彩色纹理，其中每个网格元素都具有唯一的颜色。使用此贴图
可以隔离纹理中模型的不同部分。

材质 ID
　　为每个子材质或材质槽指定唯一的颜色。

对象法向倒角
　　在对象空间烘焙法线贴图。有倒角
倒角采样
　　样本数（1 到 16）。越高越好，但越慢。
半径
　　以场景单位表示的斜面半径。注意：这个模式需要一个 blender 的
每日版，因为它使用新的倒角明暗器。



做旧与污迹

AO
　　烘焙环境光遮挡贴图，并启用“cycles 渲染”和“规格化”。
　　采样：全局照明采样数。

传统 AO
　　烘焙环境光遮挡贴图，并启用“BI 渲染”（Blender Render）和“规
格化”（Normalized）。与 cycles 相比，启用了规范化的 BI 渲染中的
渲染效果更好。
　　采样：全局照明采样数。只能 BI 渲染不支持线框。

绘制基层
　　有时也指暴雪或 DOTA 漫射图。此烘焙将带有垂直渐变的污垢贴图
和带有高光的顶面法线结合在一起。感谢 DanylBekhoucha 分享他的明
暗器设置。
　　这个烘焙是角色纹理贴图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曲率贴图
　　渲染切线法线贴图，并使用合成节点将其转换为曲率贴图。
　　曲率
　　曲率偏移效果的像素厚度。注意：曲率贴图需要高多边形和低多边
形对象。

倒角遮罩
　　使用新的倒角明暗器烘焙遮罩。边缘是基于明暗器和几何体独立求
解的。倒角采样：样本数（1 到 16）。越高越好，但越慢。
　　半径：以场景单位表示的斜面半径。注意：这个模式需要一个搅拌
机的勉强构建，因为它使用新的斜面明暗器。

峰谷
　　将脏顶点颜色（凸面）指定给源网格并将其与“钉硬度”cycles 渲
染节点组合。注意：这个节点依赖于模型的拓扑结构。



其他更多功能

烘焙集工具

基础色
　　 渲 染 对 象 的
所 有 循 环 材 质
的 漫 反 射 颜 色。 
　　提示：应该在
此模式下呈现颜色
ID。

位置信息
　　在对象边界内
用法线特殊色的颜
色烘焙贴图。

高度置换
　　表面到投影框
架或偏移的距离。
距离图可以与置换
修改器一起使用。 
　　 注 意： 使 用
BI 渲 染， 不 支 持
线框。

灰尘
　　灰尘类似于空洞贴图，但会向混合添加其他 Z 顶部法线。
　　小贴士：在你的纹理处理过程中，用这个作为遮罩来遮盖灰尘和污
垢。

烘焙集
　　此区域显示选定的烘焙集。烘焙集反映场景选择，但按常用名称拆分。每个烘焙集可以
包含 4 种不同类型的对象。他们是：

　　烘焙集是一组用于烘焙纹理或部分纹理的对象。textools 根据场景选择的名称、分组或
父级自动将其分组到烘焙集中。

低多边形对象：使用命名时。关键
词： lowpoly, low, lp or l －名称示例：
scope or scope_low

线 框 用 于 从 自 定 义 网 格 投 影 光 线，
此 匹 配 需 要 匹 配 低 多 边 形 对 象 的 面
和 顶 点 计 数。 关 键 词：CAGE 或 C 
名称示例：scope_c

浮动几何体：浮动几何体在单独的过
程 中 渲 染， 并 覆 盖 在 其 余 部 分。 这
样可以在不投射阴影的情况下渲染
AO。 关 键 词：float、float 或 fname
示例：scope_float

高多边形对象：当它们包含子设表面修
改器或其名称时。关键词：highpoly、
high、hp 或 hname 示 例：scope_h 或
scope.hp



提示：展开工具面板宽度以查看每种类型的对象数量

物体分组
　　具有通用名称的对象被分组到一个集合中，但有时您希望将多个对象视为高多边形对象
的一部分。您可以通过设置父对象来检测对象，并按顺序对其进行分组。

命名顺序
　　属于名称序列一部分的对象，例如：cube、cube.001、cube.002，…分组在一起。基本
上名称末尾的序列号被忽略。

指定组
　　当将一个组分配给一组对象时，该组名称将驱动烘焙名称集，并且该组的所有对象都分
组在一起。

为对象设置父级
　　给对象组设置父物体，父物体名称将以激活物体的名字作为命名集合。

锁定选择
　　锁定或解锁当前烘焙选择。锁定的场景选择更改不会影响烘焙列表。这对于烘焙时调整
网格、线框或其他设置非常有用。



规划
　　通过边界框的位置和大小匹配选定的高多边形和低多边形对象。匹配的高多边形对象将
被重命名以匹配其低多边形对应物体。
　　只有高多边形对象才会重命名为与末尾带有“high”后缀的低多边形名称相匹配。例如：
“scope”和“scope high”。

分破
　　将所有选定的烘焙对移动到 6 个方向。偏移基于边界框并偏移到整个组的中心。页边距
是所有边界框平均边的 35%。动画关键帧在每个选定对象的 0 和 50 处添加，以在两种状态
之间进行转换。如果不需要，可以删除关键帧。

按照类型选择
　　从烘焙集中选择所有符合标准的对象，如警告、低、高或线框物体。

　　提示：锁定烘焙集后，可以在此处独立于烘焙集选择场景对象。



色彩 ID
　　颜色 ID 是一种快速的方法，可以通过一组颜色或面组来区分您的模型。颜色在混合文
件中是全局的，可以随时调整。
　　提示：对于烘焙，请使用“漫反射烘焙”模式，并在“cycles 渲染”模式中设置材质。

颜色模板
　　从颜色主题集合中选择。一旦选定，这将替换您以前的颜色，
但保留您的材质 ID。
　　提示：按住 ctrl 并滚动鼠标滚轮，同时悬停下拉的 ui 元素，
以便在值之间快速循环。

颜色
　　要显示和使用的颜色数值量。在 2 到 20 之间选择。

清除
　　从场景中清除选定对象和材质的多材质设置。

输入输出
　　将当前颜色作为十六进制字符串导出或导入到剪贴板。十六进制颜色需
要逗号分隔，并使用 rrggbb 格式。
　　提示：使用带有 Visual Studio 代码的颜色突出显示扩展在文本编辑器中

预览颜色。

色彩控制
　　用于在编辑模式下为选定对象或面指定和选择颜色的主界面。

颜色
　　更改此样本的全局颜色。您可以在分配颜色之前或之后更改颜色。
赋值
　　将颜色指定给对象模式下的选定对象或编辑模式下的选定面。
选择
　　仅在编辑模式下：按颜色选择面。
　　提示：您可以将鼠标悬停在 blender 中的色样上，然后按 ctrl+c和 ctrl+v在 blender
中复制和粘贴。



转换．．．从

转换．．．为

网格元素
　　为每个网格元素指定颜色 ID。

纹理图
　　使用每种颜色的纹理图集创建单个材
质。每个面的 UV 映射纹理的颜色。这种转
换对于游戏或虚拟现实等实时图形很有用。

顶点颜色
　　 为 每 个 面 颜 色 ID 分
配顶点颜色。将删除材质
并启用顶点绘制模式。

材质
　　为每个材质槽和指定面指定颜色 ID。

Directions
　　在 3、4 或 6 个面方向内为面指定颜
色 ID。

2 个方向
　　指定 2 种颜色：顶部和底部，所有边。
3 个方向
　　指定 3 种颜色：顶部和底部、左侧和右侧、前部和后部。
4 个方向
　　分配 4 种颜色：上、左、右、前、后、下
6 个方向
　　分配 6 个方向的所有 6 种颜色。



网格纹理
　　网格纹理工具使用形状键在 UV 形状和 3D 网格形状之间进行包裹。结合网格变形修改器，
我们可以将任何网格从 UV 空间包裹到 3D 空间。

　　UV 地图形状的网格 
　　与输入三维模型相同的网格形状。 
　　提示：选择“UV 网格”后，可以使用“过渡”滑块前后过渡。

UV网格
　　使用两个形状键从活动对象创建 UV 网格：

修剪到ＵＶ形态
　　将对象修剪到对象选择中的 UV 网格。
此运算符要求将 UV 网格作为选择的一部
分。
　　转换确定修剪网格的修改器。



包裹
　　将选定网格环绕到选定的 UV 网格，并将其绑定到网格变形修改器。
滑块
　　在 UV 网格形状和目标网格形状之间滑动 UV 网格状态。
　　这与在 Blender 的“网格属性”选项卡中调整形状键过渡值相同。

生成拼贴
　　使用多个阵列修改器在三维光标处创建新网格
以创建图案。所有数组对象都使用相对偏移，因此
可以在保留图案数组的同时编辑任意大小的网格。

类型
　　要生成的模式的类型。
尺寸
　　数组在 x 和 y 轴上重复的步数大小。
比例
　　图案的比例。
　　有 6 种图案可供选择。



偏好设置
　　您可以在“加载项”选项卡和“文本工具”项下的“搅拌机首选项”（ctrl+u）的加载
项设置中找到这些首选项。

旋转坐标
　　烘焙切线贴图时旋转坐标的 Y 轴方向。通常被称为“翻转绿色通道”，以获得正确显示
的正常地图。在 Polycount wiki 上阅读更多信息。

Y+ OpenGL
　　常用于 blender、maya、modo、toolbag、unity。
Y- Direct X
　　通常用于 3dsmax、cryengine、source、unreal 引擎

图像深度
　　以 8 位或 32 位烘焙图像。
8 位：每个色彩通道为 8 位。
32 位：每个色彩通道为 32 位。
　　有时需要这样做来避免正常地图上的瑕疵（污点、压缩）。请阅读 cgcookie指南，
将其转换回 8 位以用于游戏引擎。

DEBUG模式
　　默认情况下，公共版本和 Git 源版本在 UI 中隐藏开发工具。要显示它们，必须将调试面
板值设置为“0”以外的值。
　　按 ctrl+alt+d键进入“调试值”面板设置除“0”之外的值。原型工具在界面中应显
示为红色。其他工具现在应在界面内以红色突出显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http://renderhjs.net/textools/blender/



　　经过多年的建筑可视化工作，我已经为您的 blender 项目总结了需要的最
好的 ARCHVIZ 提示和技巧。

https://cgcookie.com/



01. 在曲面结构上制作方形孔洞
　　在没有折痕的弯曲结构上增加孔洞是我多年来面临的一个制作问题。正如您在下面看到
的，曲面结构上的细分曲面修改器使用循环边切割来锐化边，将导致大量挤压表现（图中的
皱褶一样的竖线）。
　　我确信有几种方法可以制作好这种曲面打洞的特殊要求，但我最喜欢的是使用一种常用
于有机物建模的技术。我是从 Chris plush 的汽车模型课程中学到的。

https://blendermarket.com/products/master-car-creation-in-blender



　　其想法就是 - 生成一个具有所需形状的基础
网格。并将其复制出来作为要处理的实际曲面。
　　一旦你制作每一个模型细节，将需要外皮包
裹于基础网格和完善曲面。
　　如果从实际曲面物体中挤出，将面临一些
问题，因为所有顶点都将指定给包裹修改器。

　　这可以通过取消指定刚从网格中挤出的顶
点－使用 <顶点组 >来解决。
　　在这个例子中，我创建了两个组：影响力和
无影响力。我将应该跟随基础网格的顶点指定
给影响力组。然后，我在包裹修改器中选择了该
组。
　　备选方案：我将应该跟随基础网格的顶点
指定给影响组。然后，在包裹修改器中选择了该
组。（就是先选顶点在制作顶点组 ....... 小编觉得
~~~ 诶。。。好吧，外国人注意细节）



02. 用倒角来控制纹理材质混合度
　　使用细分曲面形状时（就是使用细分修改器），可能需要在同一对象中混合两种不同类
型的材质（例如金属材质与玻璃材质）。这可以通过使用渐变纹理和各种数学运算节点在单
个材质中实现，但这不会让您将不同的材质部分单独传递到合成材质 ID 序数中（就是合成
工作区块里进行合成效果，使用材质 ID 的时候无法判断２个材质）。

　　这就是为什么使用两种材质往往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是在建筑表现工作中的技术总结。

　　让我们用上一个技巧中使用的物体来熟悉这个例子：

　　为了精确控制材质的结束位置和下一个材质的开始位置，您将选择分割两个材质的边并
创两段细分倒角。这将允许您精确地控制２个材质的截止点，因为两侧的两个循环线将与中
心循环线等距。

解释：就是在２个材质交叉部分做了材质划分循环边。
　　　　　将这个循环边做倒角处理，分段为２。
　　　　　这时分的倒角段的上下２条循环边到原始分界线的距离是均等的。
　　　　　这样２个材质是不会出现向另一个材质区域进行偏移。



03. 为非方形结构创建檐口
　　檐口是大多数建筑的关键部分，但这种技术可以应用于成型、框架和任何需要向内或向
外的挤压需求。

　　您可能需要按照结构的形状缩放边，但从模型的形状向中心缩放拉伸通常操作起来会比
较复杂。

　　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拉伸边的例子，它是向中心缩放的。

　　我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创建均匀的檐口效果。

　　您需要创建一个大的 N 形边，然后将其插入到中心（i）。



　　你甚至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N 形顶
面，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平坦的表面。
我们可以使用“从视图投影”展开创
建一个很好的 UV 贴图。如果你想研究
这个 n-gon 的拓扑结构，只需同时选
择两个顶点按下“J”键，通过分割面
来连接它们。

04. 在编辑模式下使用倒角的建模技巧
　　在编辑模式下的倒角工具是强大的曲线边缘建模工具。它可以奇幻地增加细节。这个工
具会经常使用，但是由于它的用户界面不清晰，并且只有当您处于倒角模式时才会出现选项，
所以很多人很少使用它。



　　在上面图像的底部，您可以看到所有不同的倒角方式。（箭头所示）

　　例如，轮廓控制（用 p 激活）允许您创建凹面倒角。我鼓励每个人测试这个工具的每一
个选项！

　　在下面的例子中，我在每个步骤中使用了不同的选项来创建一个更有趣的结果。



05. 元素吸附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你一定会发现自己在别人的工作流程中，需要熟悉这个工作流程。
即使你不是自由职业者，你也需要用你拥有的资产进行组织。

　　由于时间紧迫，您将没有时间为每个项目创建每个资产，因此您必须用预先存在的模型
填充场景。启用“面捕捉”以快速、轻松和灵活的方式放置资源。“对齐旋转”选项将让您
高兴到发疯，简单轻松的将您的资产捕捉到墙上（照片、框架等），甚至天花板！

06. 创建中间色灰卡
　　中间灰卡是一个经验技巧，以实现适当
的曝光来达到画面创作目的。下面介绍如何
使用它们。您可以通过使用具有 18% 反射
率（R、G 和 B 通道上为 0.18）的漫反射
明暗器创建一个平面。



07. 准确曝光场景
　　当您制作建筑结构的时候，会渲染很多图像，用于还没建造出来的建筑的可视化观察。
您的客户希望得到像照片一样的图像，因此准确的光线照射到数字“镜头”将是提供出色渲
染的关键因素。

　　为了在高动态范围场景中实现正确的曝光，使用我们上面创建的中间灰卡作为曝光设
置的参考是一种合理的做法。在 Filmic 颜色管理设置中，将中间灰色卡中的中间灰色与 
False Color look 的灰色匹配。

与之匹配的变量 :
　　颜色管理设置中的曝光
（不太准确）
　　或者光源的强度（更精
确）。
　　一旦你匹配了这些，你
就可以客观地知道你的场景
暴露得很好。



　　当您将刚才的图像渲染出来，会看到一个变化过的渲染。
　　您可能需要添加 filmic view 下的胶片对比度。也可以在合成器的“颜色平衡”节点
中手动修改 .
　　如果你想获得最大的灵活性，我建议你学习色彩管理的基本知识。



　　渲染完成后，将看到雾通道在渲染层里显示。将颜色渐变连接到雾通道输出将允许您
控制雾通道的遮罩的深度。颜色渐变节点控制雾开始明显位置的默认数是 2，就我们而言，
这就足够了。颜色渐变节点中使用缓动模式作为两个点之间的插值，以便在两个点之间实现
平滑过渡非常重要。雾需要微妙地出现在焦点元素的后面，并在背景中变得更集中。

08. 在合成时添加雾效
“mist pass in blender”渲染到可见表面的距离，映射在 0.0-1.0 范围。必须在“场景”
选项卡中启用此通道，并且可以在控制此通道的覆盖范围的“世界”选项卡中找到设置。您
还可以在“显示”标签下的“相机”选项卡中启用“雾”框，以实际查看 3D 视区中的覆盖范围。
这将显示为垂直于相机的黄色线。薄雾通道可用于合成以淡出更远的对象。



　　雾，正如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那样，停在某个高度，有各种各样的湍流。为了实现
这一点，可以在 blender 内创建混合和噪波纹理，以限制雾的高度并控制湍流。



09. 加分点提示

1. 始终使用实际尺寸。如果比例不是真实的，灯光设置中的真实值将无法正常工作。此外，
在创建斜角元素时，如果对象的比例设置正确，则很容易理解斜角比例。

2. 如果你的目标是摄影写实，千万不要使用纯黑色或纯白色。现实世界中没有纯粹的黑白元
素。（我相信在评论中你会告诉我一些例外）：p

3. 不要害怕钳制你的光源。如果你在 false color view 中得到一个白色的结果，那并不
意味着它是错误的。在你改变规则之前先了解一下这个理论。当你把中间的灰卡设置为曝光
时，中间的点不必在场景中显示。中间的灰色是有方向性的，所以不要疯狂地试图在你的场
景中得到真正的中间灰色点。在曝光不足的场景中，你很难看到中间的灰点。

4. 理智地使用色差和其他相机效果——或者根本不用。这些影响是特别明显的。

如果您在学习的时候跳过上面的告诫，很容易毁掉你渲染的精美 CG 图像哦 ~

在 cg cookie 或 twitter 上关注 jonatan mercado。

本文链接↓
https://cgcookie.com/articles/12-blender-archviz-workflow-tips-

and-tricks?utm_source=blender-nation&utm_medium=post&utm_
campaign=article&utm_content=12-blender-archviz-workflow-tips-and-tr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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