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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erCN 第一个周边鼠标垫得创作

BlenderCN 都存在十六年了，一直有小伙伴提议做点周边，赚点服务器钱减少压力，

不过一直心有余力不足，最近社区 33DE 兔同学得联系下，解决了一切线下问题，就

下了决心做一款，开源的鼠标垫吧，最后的效果如下。

做个广告，这款鼠标垫可以到 BlenderCN.org 购买，现价格 35 元一个，80x30cm厚

3mm。文字很清晰，这里图太小所以有点虚，如喜欢，可以支持一下社区。

好了，正式开始说说这个鼠标垫的设计制作过程，还是如以往一样，从设计，建模，

材质，渲染，合成讲解。

-=设计=-



设计初期，脑子里第一想法是赛博朋克一些，整体偏冷色，以灯光辅助。在设计时没

考虑 BL娘已经有了设定原型，所以和最后的成品有所出入。

首先，必须要有这个角色，毕竟看家娘，我看设定的尾巴有闪电图标，应该会放电吧，

那设计在现代化一点的世界里会更好的融合，背景的话，因为鼠标垫比较长，又是仰

视，展示的东西其实不多了，远中近三个层次拉开关系就好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

偷懒啊: )

设定稿画起来还很快的，最后简单的铺个色，加上快捷键和 logo，雏形就这样了。

-=场景建模=-

首先我们要设置一个输出尺寸，这样才能和设定图匹配上，这里设置了 8000x3000



然后我们选择相机，把设定图作为背景图放进去，可以调整 alpha 透明度，看你需要。

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出个大致模型了，先用立方体占位。

这些立方体可以先定位近处的建筑，然后放置摄像机，角度，能大概得到一个角度图。

中间两个由于角度问题，可能看到的面太狭小，适当的旋转朝相机一些。接下来就是



远处的一些小建筑，和天上的飞艇，因为是静帧，远处的我只追求在画中的位置，并

没有处理和地面的关系，最远处的甚至只要做贴片就好了，如果你制作动画就要考虑

的更全面一些了。

这是在相机视角下的位置分布。

定位做好后，我们就要一个个的做建筑了，先中间那个，简单的建筑，新建一个立方

体，Tab 进入编辑模式，进行一个长高宽的顶点位移操作，然后 Ctrl+R环切出层数，再

Ctrl+R 两次，切出各个面的窗口数量，然后我们可以按小键盘 1，进入前视图，按 Z 切

换到线框模式，按 B 框选需要做成窗口的面，按 ii（注意是两次 i），这样可以把每个

面进行内插面操作，往内缩进后确定，再按 alt+E 选择沿法向挤出面进行向内挤压，雏

形就出来了。



再在顶部创建一些小部件，因为角度原因顶部看不到，不用做的很细致，底部也是如

此，继续偷懒！！！！

第二个建筑我们用点不一样的方法，首先新建一个楼板，周围可以增加一些小长方体

作为修饰，这样有一种钢结构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用阵列修改器，可以方便的复制这个楼板。如果出现角度偏差，可以 Ctrl+A

把旋转应用一下，这样旋转值就归零了。

用阵列修改器的好处是可以对一个楼层修改，其它都会跟着一起修改了。用同样的方

法，做出窗格子，内部加个立方体，让主体有个支撑。



建筑顶部做个小造型，底部可以不做，因为还是看不到: )

再加入一个立方体，对好位置，作为玻璃，因为后期会使用贴图，所以整个的立方体

好贴图一些。

下面做一下最近的那个建筑，因为只有一个屋檐能看到，所以没细作了，通过上面两

个建筑的手法，很容易可以制作了，重要的是在相机视图内对上位置。



相机内的位置如下：

左边的双子建筑，用阵列修改器也是很简单的了，基本就是做一层结构，阵列修改器

一加就是高层了。



继续进阶一下，来个复杂点的建筑，这次由内部框架，窗户，围栏，外部细框架组成，

因为窗户需要贴图，所以做成了一体的比较好对 UV。

最后合在一起就感觉很现代建筑了。

接下来做中间的眼睛模型，下面的建筑是不是很眼熟，就是复制的上面的那个复杂建

筑，偷懒 max，眼睛很简单，添加球体，外面的角度和内部的角度对好即可，然后外

面的删除部分就开眼了，内部的做成眼珠子，选中部分后挤压。最后给睫毛部分选择

面挤出，不多赘述。如下图：



做出几个建筑，感觉可以复制出一条街道了呢。

大致的建筑就好了，细节最后再考虑，尤其是霓虹灯，光环什么的效果。

天上的飞艇，基本就是一个圆柱体拉出两头尖的形状即可，布线均匀一些，因为我们

要做个骨架，复制一个出来，添加一个线框修改器，是不是很方便？看图：



载人舱本来没想做的很细，做几个小螺旋桨就好了，一想有点单调，索性做了两个载

人舱，后面的加上了四个螺旋桨和机翼，已经不管什么科学性了，好玩就行。

基本场景搭建完成，灯光细节最后再添加物体处理效果，主要场景能基本对上设定图

就可以了。这里建筑得远近分的很开，因为最后我想用体积效果产生一些雾，这样有

点虚实关系，如果你并不需要这种效果，建筑可以排近一些，运用近大远小的原理缩

放即可，毕竟单帧只需要最后的效果，不用考虑运动。



-=人物建模=-

人物建模我更加偷懒了，这部分教学大部分可以观看 MasicBlack 的视频教学，我只针

对一些部分制作进行详述。

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E411C7Bd 去 MasicBlack 空间找全

部建模过程，最终的角色和我需要的有点出入，所以我做了一些更改。

下面是设定图，由群内 sen 鱼片设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E411C7Bd


头部，眼睛嘴巴，胳膊手基本是要重新做的，因为不是一体的，所以我需要重新拓扑

一个，其它部位基本是完成状态了，只做一些微调即可。

下面的图即为给我的角色模型。

那接下来看看如何拓扑吧，这里我没有使用任何插件，个人觉得内置的吸附就够了，

也很快。首先把模型分配一个层，拓扑一个层，模型层关闭可选。

接下来我们去拓扑层操作了，随便新建一个物体，Tab 进入编辑模式，删除所有顶点，

然后我们按小键盘 1 进入前视图，按 1 进入点模式，开启吸附，设置成面吸附，按住



ctrl 鼠标点击模型位置即可创建点，连续点击即可连成线，这些点都是吸附在基础模型

上的。

先整一个眼睑的轮廓，再眉间连上，使用镜像修改器，只要拓扑一半就行了。

到这里说个题外话，关于人脸的，有些新人可能不是很了解这里面的一些诀窍。一般

细分建模，我们会考虑尽量不出现三角面，并且布线走向是跟着人脸的肌肉走的，比

如眼轮匝肌，口轮匝肌，是圆圈的走向，再往外扩展到鼻子那和脸颊。

那么这些肌肉圈圈如果全部四边形走向是很难拐弯的，这里就需要用到五星点，普通

四边形都是四星点。请看下面的图：



那怎么理解这个五星拐弯呢？继续看图：

这是基础的五星点布局，因为这些地方都需要拐弯了，不然很难平铺四边形，并且和

肌肉走向也比较相符，这样做动画也比较符合人体。那么剩下的就只要按 E 基础，按 G

调整，alt+M 合并点即可了。拓扑完再取消吸附，进行微调。

接下来说一下头发的制作，这里用了曲线，其实原理很简单，一条曲线作为基础，一

个横截面作为形状，第二条曲线控制渐变。先来看看这是如何操作的，知道了原理再



往后就简单了。

给路径加上倒角物体，会得到一个均匀的放样物体，再用锥化物体进行大小控制。

可以随时调整曲线，做头发很方便的哦，尤其卡通的角色。



-=UV 拆分=-

只要想画贴图，UV 拆解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直接在模型上画，UV 可以用“智能 UV 投

射”，此方法展开 UV 巨快，但是 UV 布局巨丑：

如果你使用外部图形编辑软件，那么建议乖乖用“展开”，展开前还必须设置好缝合

边，先择需要展开的线，CTRL+E 标记缝合边：

标记完，使用“展开”就能得到规则的 UV，并且非常可控，哪里不对剪哪里，直到得

到满意的 UV 展开图。



并且 Blender 支持多物体一起操作，合理安排 UV 布局，让你的贴图不浪费位置且集成

度高。

UV 分好后，可以导出 UV 布局图，这样你就可以在别的软件里绘制贴图了，我这里头

发没有做贴图，后面靠材质来表现了：





-=人物骨骼绑定=-

关于骨骼创建，内在的 rigify 插件就非常棒了，自带基础人体骨骼，动物骨骼，骨骼配

件，并且能瞬间生成控制器，比较专业的一套工具。

开启插件，直接 shift+A创建即可：

创建完骨骼，进入编辑模式，对齐到你的模型上，就可以直接直接创建控制器，控制

器包含骨骼层可见性控制，IK，FK 切换，做动画很棒：



但是呢，我没用这个插件，我来说一个叫 mixamo的网站，它能在线绑定，自动权重，

支持在线动作预览，非常傻瓜。首先我们只选择基础的面部和身体即可，速度快一些，

然后导出 FBX 格式，记住一定要勾选“选定的物体”，这样导出部分模型即可，然后

用浏览器打开 https://www.mixamo.com/ ，注册一个账号，登录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点击 upload 打开上传面板，选择 select character file 选择角色文件，上传，等上传完

https://www.mixamo.com/


会自动出现一个 Auto-Rigger的界面，会圈圈转一会儿，稍等一下角色就出来了。

如果角色方向错了，可以通过左下角的工具旋转或者镜像，点右下角 NEXT

根据提示，放置圈圈，骨骼为标准 65 根骨骼，Chin(下巴)，Wrists（手腕），Elbows（肘

关节），Knees（膝关节），Groin（大腿根），放置好以后，直接 Next 下一步，然后



就转圈圈了，它在自动装配骨骼，并且给你刷好了权重，并且配上了一个小动作来验

证是否出错。

再 Next 就回到了总界面，这里你可以挑选动作进行查看。

点击 download 即可下载了，下载完再导入 blender，就可以了，是不是很傻瓜？适合

做静帧，当然有些游戏 mod 也可以用这个来做。



导入后，再把头发，装饰通过 Ctrl+P 绑定到头骨即可。最后把尾巴放进来，尾巴本身

也是曲线得，所以很好摆，最后把角色拷贝粘贴到场景里，场景添加霓虹灯细节等。



-=灯光=-

因为这是一个晚上的场景，马路上的灯光是最多的，然而这个角度看不到，只能用底

部比上部亮的感觉表达了，所以我先给场景添加了一个蓝色的 HDRI 照明，强度不用太

高。

基础打光方式，都是底部往上打。

然后给霓虹灯添加自发光，让他们都亮起来，打开渲染面板里的辉光，屏幕空间反射，

让物体间有点交互感。



在镜头里查看一下，哪里过于黑暗，就在哪里添加照明，可以把照明距离改小，这样

就只会影响部分物体，既能突出细节又能让灯光看起来变化多端。

然后添加一个立方体，放大到盖住整个场景，做成体积效果，这样整个场景会有一些

深度感，并且整个场景看起来会柔和，还带有体积光。



虚实关系还可以依靠相机的景深，效果也不错，但是会丢失远处的细节。

-=最后=-

最后的后期没有加很多的更改，先出一个模糊图，相加在原始图上，这样输出柔化一

些，再添加一个镜头畸变，主要是用它的色散，让画面周围产生色散，更有镜头感。













纹  理  坐  标

作者：Kang

B站：BlenderCN发布点

抖音：BlenderCN发布点



通过节点制作程序纹理时，纹理坐标是一切程序纹理的起源。
纹理坐标分绝对坐标（或全局坐标）和相对坐标（或局部坐标），绝对坐标只有一个，
也就是世界坐标，并且不可更改。
物体表面采样点向量信息的可视化可用红绿蓝三色的强度来代表xyz值。
向量只有方向和大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向量的起点在任何位置。

世界坐标

x

y
z

在节点编辑器中，几何数据就是根据绝对坐标输出向量。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的颜色就是该点基于世界坐标系的坐标值。
右下角的红色区域，这个区域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坐标值y和z均为负数，只有x是正值，这
块区域网格上离世界原点最远的位置的坐标为（1,-1,-1），因为小于零的值表现为颜色
时最低只能到黑色，大于1的值在颜色通道上最大只能表现为255，所以这一点的RGB值
为（255,0,0），离世界原点越近颜色就越暗。绿色和蓝色同理，最下面的黑色区域x、y、
z三个坐标值均为负数，所以只能显示为黑色。
最上面的白色区域x、y、z坐标值均为正数且相等，最远点坐标值（1,1,1），所以这点的
RGB值为（255,255,255），所以是白色。
但是节点输出的向量信息该是多少依然是多少，只是颜色显示范围有限。

几何数据

几何数据之“位置”信息



几何数据之“法向”信息

“法向”信息输出的是表面采样点的着色法线朝向信息，并规一化，只有方向没有大小，
或者认为输出所有向量的长度都是1。基于世界坐标，会因物体的旋转而发生变化。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颜色为“法向”向量在世界坐标轴上的分量值，所以朝向世界坐
标系x、y、z正向的面显示为红（255,0,0）、绿（0,255,0）、蓝（0,0,255）。

所以指向x、y、z负方向所在区域内的向量颜色显示都为0。



几何数据之“切向”信息

提到切向，就要引入切向空间，它与法线贴图密不可分。
先来说说切向空间长啥样。首先网格表面任意一个采样点都有一个法向，这个法向轴咱
们命名为N轴

N

现在通过这点的切线有无数条，需要定一条切线T，一般情况下这个切线方向与纹理坐标
空间中的x轴保持一致。对于上图中的经纬球，切向就是与纬线相切的方向，以世界坐标
z轴来看，这些切向呈逆时针排列。
第三个轴向就是副法线方向B，通过法向N与切向T叉乘得到，与N轴和T轴互相垂直。
对于法线贴图，网格表面的U向即T轴，V向即B轴。

可以认为是T轴与B轴对法线N轴进行了两个方向的扰动，让法线不再只垂直于表面，因
此干扰光线的传播方向，达到表面凹凸的效果，因为N轴几乎一直偏向垂直表面方向，所
以以切向空间输出的法线贴图的颜色以蓝色为主。

这就是切向空间。

切向空间在物体表面可视化显示时，表面采样点颜色为“切向”向量T在世界坐标轴上的
分量值。

T

B



T T T

T1

T2

可以看到T1指向x轴正向，所以这个面显示为红色（255,0,0），T2指向y轴正向，所以这
个面显示为绿色（0,255,0）。

之所以要用切向空间来做法线贴图，是因为切向空间记录的是物体表面的相对法线信息，
而与物体形状无关，因此法线贴图贴在任意表面都有正确的凹凸视觉效果。



几何数据之“真正法线”

“真正法线”与“法向”只有一点区别，“法向”记录的是表面采样点的着色法线信息，
“真正法线”记录的是表面的几何法线或平面法线，也就是平面的朝向信息。
“法向”会影响表面光线的反射，“真正法线”不会。
“法向”可人为修改，通过法线贴图、直接编辑法线、标记锐边、修改自动光滑角度等
方式；
“真正法线”不可修改，只与表面平面的朝向有关，永远垂直三角面表面。

“真正法线”也是一个归一化的向量。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颜色为“真正法线”向量在世界坐标轴上的分量值。



几何数据之“引入”

“引入”就是表面采样点指向视图窗口中心方向相对世界坐标系中构成的向量信息，并
归一化，只表方向不表大小。
简单理解就是，假设你在世界坐标系中，你的眼睛在视图窗口中心位置，看向物体表面
一点，这点到你眼睛构成的向量（透视视图）。
正交视图时是平行投影，所以无论看向哪个点都是单一颜色。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颜色为“引入”向量在世界坐标轴上的分量值。

现在构成的“引入”向量信息，都指向视图中心，a向量相对于世界坐标，y和z值均小于
0，只有x值大于0，所以颜色为红色。b向量相对于世界坐标，y值小于0，x和z值大于0，
所以是红蓝混合，为洋红色。

a

b

c



几何数据之“参数”

它在平面映射中输出其UV坐标，并重置UV，每个三角面都充满UV空间。
在UV坐标中，U为x轴，V为y轴。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颜色为该点在UV坐标系的坐标值。

V(y)

U(x)



纹理坐标
纹理坐标是相对坐标，相对于物体局部坐标计算的。

纹理坐标之“生成”

“生成”就是物体局部坐标系中，坐标值最小的点作为纹理坐标零点，轴向为物体局部
坐标轴向。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颜色为该点在局部坐标系的坐标值。

x

z
y



纹理坐标之“法向”

与几何数据里的“法向”同理，只不过基于物体局部坐标系。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颜色为“法向”向量在局部坐标轴上的分量值。

所以在编辑模式下旋转网格，表面“法向”信息会发生变化，物体模式下旋转物体时不
发生变化。

x



纹理坐标之“UV”

在平面中映射UV坐标，U向为x，V向为y。

可视化时，物体表面采样点的颜色为该点在UV坐标系的坐标值。表现为红色与绿色混合。

x

y

在UV空间的负方向，坐标值为负，输出的RG值为0，所以是黑色。

x

y



纹理坐标之“物体”

“物体”与几何数据中的“位置”同理，只不过基于物体局部坐标。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的颜色就是该点基于局部坐标系的坐标值。



纹理坐标之“相机”

基于相机坐标，计算表面采样点在相机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的颜色就是该点基于相机坐标系的坐标值。

在相机视图或屏幕相机视图中，相机的z轴永远朝向自己，所以z值一直输出为1，所以方
块右上角xy值相等，当达到1时，显示为白色。

x

y



纹理坐标之“窗口”

以窗口的视图坐标构建坐标系，坐标原点在窗口左下角。
得出表面采样点在当前窗口中的坐标值。窗口坐标空间随窗口的调整而变化。只有xy值。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的颜色就是该点基于窗口坐标系的坐标值。

x

y



纹理坐标之“反射”

“反射”是根据世界坐标来计算的，模拟从屏幕垂直发射无数条光线经过物体表面反射
后生成的向量，并归一化，只表方向不表大小。

可视化时，表面采样点的颜色就是“反射”向量在世界坐标轴上的分量值。



简单的卡通着色



这个卡通着色效果就是靠纹理坐标和矢量运算生成的。

下面一步步来拆解。

按照惯例，先来两个猴头，并给上细分修改器和光滑着色。



给两个猴头关联上同一个材质，并添加一个控物体。

在材质节点编辑器中添加两个节点，“几何数据”和“纹理坐标”。
并在纹理坐标节点中的物体选项里指定空物体。
将“几何数据”的“法向”和“纹理坐标”的“物体”通过矢量运算节点做减法。



先预览下做减法后得到的结果

我们来分解下减法的过程，是哪两个向量相减。
在猴头上任意取一个点，将该点的基于世界坐标系的法向向量记为a向量。

a



将该点基于空物体局部坐标的“物体”向量记为b向量。因为向量没有起点，我们假设起
点在空物体局部坐标原点处，并指向该点。

b

a向量与b向量相减得到c向量。

a

b

c



对c向量进行规一化，将向量大小缩放为1，记为d向量。

d

d
c

a

b



将d向量和a向量通过矢量运算进行点乘，输出标量值。� ∙ � = ��� ∙ ��� ∙cos�

a

b

c
d

由于最终结果输出的是标量值，所以体现为黑白色，或者说亮度。



有了灰度渐变，再做卡通着色就好办了，在点乘之后直接连上颜色渐变节点，并把插值
算法改为“常值”，增加颜色断点。

最终结果如上，这时空物体相当于一个点光源，可以任意移动空物体来改变卡通着色的
高光区域的位置。
也可以把空物体换成点光源或其他光源，当物体表面需要漫射等效果时，既可以在表面
表现正常的光照效果，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高光效果。





首先新建一个面片，删掉一半添加镜像修改器。

添加阵列修改器，这里数量我设置的是50，沿Y轴排列。



这里我导入了一张参考图来规划布线。

胎纹参考图。



选择外侧两列点向下移动调节出斜纹
这里发现阵列的连接处断开了，下一步处理。

规划出胎纹的线条走向。（这里我只提供整体的制作思路，
这个布线显然不合理，大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打开阵列修改器的合并，然后调节Y轴的数值直至连接。

添加一些循环边，使其均匀，然后新建一个空物体。



将空物体的X旋转设置为90°。

添加一个简易形变修改器，将之前新建的空物体给
“轴心”将“角度”设置为360° “轴向设置为X”，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圆柱。



发现连接处有缝隙，可通过调节限制值来合并。

接下来让我把它掰弯，因为轮胎是拱形的
在这之前我关闭了下述两个修改器的视图显示。



新建一个圆柱体放在下面做参考物体，分段数高一些。

打开捕捉到面，详细设置如下，然后全选按一下G不要动鼠标，回车确定。



这里发现方向反了，可以把角度改为-360°来修正。

选择之前规划好的面向上挤出，然后胎纹部分就做好了。



依次应用掉图中两个修改器后将轮胎的侧翼挤压出来，
制作轮胎的侧翼，注意图2中红线标出的弧度。

轮胎完成后将3D游标放置在其中心位置，并新建一个圆环准备制作
轮毂，这次我打算左右两侧各穿20个辐条所以要开20个孔，设置40个

顶点数是为了开孔更圆滑。



将圆环向内挤出三段后在图中红框的位置按i内插面然后将内部的面删
除掉接下来用LOOPTOOLS工具的圆环。

保留图中的部分其余的删除掉，并将轴心点设置为3D游标。



SHIFT+D复制，R旋转，输入18°
（因为这里需要复制20个，所以用360除以20得出18。）

确定后SHIFT+R重复直至一周,最后全选点M按距离合并。

这里我发现孔洞做大了，将变换轴心点设置为各自的原点后选择所
有的洞洞缩放即可。接下来将洞洞的内测挤出一圈环形边，然后将整

体内外分别挤出如下右侧图片所示。



将制作好的片片放在轮胎的一侧然后添加镜像修改器，并整体给个厚度。

将硬边的位置SHIFT+E添加折痕，然后在边缘处CTRL+B倒角，轮毂的位置就做好了。



接下来开始制作辐条，图中红色圆圈的位置是我放置的一个40条线的

圆形面片参考物体。制作出一条线，位置关系如下。

顺序添加一个蒙皮修改器和细分修改器，然后顺序应用掉，
在轮毂孔洞的位置调节出铆钉的形状。



将制作好的一根辐条shif+d旋转复制（注意！是间隔一个孔一个。）

令一个孔中的辐条方向与前面的相反做交叉状。

一侧做好了，效果如下左图，接下来制作另一侧，

通过SHIF+D鼠标左键确定后，右键菜单里的镜像来镜像到另一侧。



另一侧辐条的位置如下图，调节好后旋转复制。

辐条就制作好了。



利用之前制作的参考物体来做出轮圈，就大功告成了~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上次的真实雨景和气球模型大家学会了
吗？这次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经典建模案例“蓝月亮洗衣液”，当承接
了一个项目时，先确定项目产品的基本构造，再选择合适的建模方式
去构造、完成它。

首先我们找到一张蓝月亮的参考图，最好是正交视图辣，为了节
省各位百度的时间，我就渲染了一张正交视图给各位。



我们分析蓝月亮瓶装洗衣液瓶身曲率弧度最多的地方。蓝月亮瓶
身具有多段优美的曲线，全部汇聚于下图红点处，一般新手遇到这样
的造型总会感到很棘手，不知道从何下手。通过绘制的虚线按照瓶身
的弧度分割成几个部分，分割完之后的形状结构也会更容易了解。



进入 Blender 新建一个工程，导入所选的视图之后我们就可以创
建一个Grease Pencil 蜡笔进入主世界，需要按CTRL+TAB键打开pie
菜单选择进入绘制模式方可进一步绘制。

这里选择曲线工具进行绘制。制作这种有曲面弧度的模型的时候，
我们应该优先去做弧度最大的地方。

红色线条为 Grease Pencil 工具绘制



虽然在正交视图绘制很像平面图形但并不是，调整视角之后处理
一下内侧曲线的位置,这个时候按 TAB 键进入编辑模式可以看到曲面
的点了，当然现在是无法马上建模的，我们继续进行绘制。



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建模环节了，我们可以选择栅格填充或者创
建点拓扑方式建模，这跟曲面建模很像，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多边形建
模，对模型面数的控制会更好。

我们这里应该回到物体模式使用 CRTL+A 应用为曲线，然后再
CTRL+A 将曲线转换为网格，随后进入编辑模式随机弃选点来控制顶
点的数量，这里我减少到了十三个顶点数，然后依法炮制制作了它的
横截，也是我现在选中的两排点，数目控制在六个。

优化点数之后我们得到一个很棒的曲面的形状



选择连接两条曲面网格的边，按 CTRL+F 使用栅格填充，Blender
会自动识别循环路径填充面。

如法炮制，按照瓶子形状绘制结构



需要注意这里把手的布线，我卡了一个三角面结束了循环



大型做好之后添加一个镜像修改器，然后点击应用（应用前请确
认是对称镜像并且勾选了合并，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美的模型），我
们开始做瓶口。

使用建模好帮手 looptools 制作圆形瓶口（blender 内置插件，
进入设置-插件-搜索 looptools 然后勾选就可以激活，记得保存用户
设置哟）如图最好选择这样的九宫格来进行圆环转换，过度会比较自
然一些。

进入挤出内插面挤出内插面环节，没什么好说的，注意自然一些
，平面上内插两次就可以在细分下得到平整的圆面。



瓶盖这里的防滑条有挺多制作方法，我这里做了其中一个然后使
用环形阵列再进行枯燥的修点修边做好了，这里就不过多赘述。



简易的防滑条就做好啦，慢慢布线把哈哈哈哈
Blender 提供了在不同工作环境下的工作界面，比如我们需要进

入雕刻，不用切换雕刻模式，直接选择雕刻界面就可以直接进入，现
在我们要对模型进行材质赋予，进入材质编辑的工作布局中。

我们点击 shading 材质切换，Blender 会自动将 3D 视图转为预渲染
模式，自动载入 HDRI 和预设全局灯光。

界面简单介绍



“蓝月亮”瓶装洗衣液的瓶身具有一定的模糊高光，可以直接使
用材质的数值调整高光和粗糙度来达到效果；而塑料的小颗粒感可以
使用噪波纹理连接材质的法线来实现。

接下来制作瓶身上的贴纸，其实这样的平面也很好制作，因为这
个贴纸是有厚度的，所以最好不要和瓶子一起弄材质。这里是在编辑
模式下直接复制瓶身一块单独作为平面，然后按 U 从视角投影，这
样子展开的好处是模型和展开 UV 的形状一致，找到一张“蓝月亮”
瓶装洗衣液的正面图，拖到材质界面链接到材质球的基础色上，这个
时候因为展开了 UV 所以可以直接显示贴图，拖动左侧的 UV 对齐贴
纸，右侧渲染预览可以看到十分契合。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灯光对渲染的影响，灯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点照明是创作过程中最常用的照明方法。它主要由主光源，辅

助光源和轮廓光组成。有时，为了使画面更协调，我们还需要添加背
景灯辅助三点照明灯光，它由 3 或 4 个灯组成。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如何为产品进行简单的三点灯光照明布局。

灯光设置麻烦?不会打光怎么办？万物有灵来帮你~辣椒酱老哥
的万物有灵插件拥有非常实用的灯光预设，进行简单的打光十分方便。
（欲知详情请进 BV1S7411f7uZ 了解更多）



我这里在右侧打了青色的面光作为主光源，强度数值是光源中最
大的；在左侧设置一个黄色的面光作为辅助，强度稍弱，这样做的好
处是可以更好的体现出立体感；模型的顶部也打了个白色的面光作为
辅助光源补光，这样基础的布光就完成了。

最后进入喜闻乐见的渲染环节辣，图片全都是直出的，没有添加
任何后期，效果感觉还不错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教程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踊跃实践哦~
Yuki judai 奉上





形态键制作变形动画

同步我 B 站的视频案例

（av88350573）

开始

创建一个立方体，添加表面细分和铸型修改器，铸型的系数调为 1（电

脑配置够的话细分级数就往上调吧，看自己需求来）



修改器全部应用后得到一个球体。

Shift+d 复制一个球体用来制作其它物体创建变形动画。



顶点这么多肯定不能在编辑模式来制作变形形态了，进入雕刻模式保

护发际线（不能使用动态拓扑）。

雕刻成想要变化的形态。



完成后，先选雕刻的物体后选原始物体，然后在形态键面板中选择合

并为形变就完成了。

在这就能调整变形的状态。

小明：我不会雕刻咋整？

Salted fish king:那就调顶点。



创建新物体，快捷键 ctrl+e 在边菜单中添加细分到不会影响发际线

的程度（要有保证基本形态的顶点所以还是需要细分添加顶点）。

复制一个出来，编辑模式制作好后添加形态键。

小明：好丑啊！

给形变的物体加个表面细分修改器就好了。

小明：我不会建模咋整？

Salted fish king:那就用修改器。



同样新建一个初始物体，然后添加修改器。

在形变中的修改器都可以直接应用形态键，可以相互搭配制作意想不

到的效果。



https://visualstudio.microsoft.com/
http://www.sliksvn.com/en/download
https://gitforwindows.org/
http://cmake.org/
https://visualstudio.microsoft.com/zh-hans/


编译 blender

需要准备的软件

Visual Studio 2019 社区版

Subversion
Git
CMake

首先安装 VS 2019 下载第一个就行 免费的

https://visualstudio.microsoft.com/zh-hans/

下载下来是个在线安装程序

点击安装

https://visualstudio.microsoft.com/
http://www.sliksvn.com/en/download
https://gitforwindows.org/
http://cmake.org/
https://visualstudio.microsoft.com/zh-hans/


把 C++的桌面开发勾上，安装位置自己设置

接下来安装 SlikSVN

https://sliksvn.com/download/

https://sliksvn.com/download/




安装位置根据你的习惯

选第一个就好



安装 Git

https://gitforwindows.org/

https://gitforwindows.org/


安装位置还是根据你习惯

一直下一步就好（别问为什么，因为我也看不懂英语）



安装 Cmake

https://cmake.org/download/

下载安装版

https://cmake.org/download/


照旧下一步



到这里我们要改一下 选第二个 Add CMake to the system PATH for all users

然后继续下一步

安装位置根据个人习惯



需要的软件就安装完了

现在我们开始下载 blender 的源代码

先创建一个源代码目录 Blender-git

’

接下来打开 CMD 切换到 E 盘 cd blender-git 进入该文件夹



输入

git clone git://git.blender.org/blender.git

等待吧 下载完成后 继续下载 blender 的库文件

输入 cd blender 进入 blender 目录

再输入 make update 开始下载（每次编译前都都 make update 一下，保证代码是最新

的）

每 天 更 新 的 代 码 可 以 在 这 里 看

https://git.blender.org/gitweb/gitweb.cgi/blender.git

https://git.blender.org/gitweb/gitweb.cgi/blender.git


这里输入 y 他会自己创建库目录

这里时间比较长 你可以选择做点别的事

完成后是这样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编译 blender 了

https://git.blender.org/gitweb/gitweb.cgi/blender.git


输入 make release

一共有好几种编译模式

Make Release 是最完整的编译（包含 cuda 和 optix）

Make Full 是除了 cudacuda 和 optix 之外所有功能的编译

Make Lite 是精简版（很多功能都没有）

可以参考这里 https://wiki.blender.org/wiki/Building_Blender/Options

编译 cuda 需要 N 卡 要安装 cuda tools（我是 A 卡 具体不知道）

参考这里 https://wiki.blender.org/wiki/Building_Blender/CUDA

更多的编译设置可以看这里

https://wiki.blender.org/wiki/Building_Blender/Windows

显示到这里就编译完成了

https://wiki.blender.org/wiki/Building_Blender/Options
https://wiki.blender.org/wiki/Building_Blender/CUDA
https://wiki.blender.org/wiki/Building_Blender/Windows


目录下就会多一个这个文件夹 编译好的 blender 就在里面

编译好的 blender 就在里面



这里面看起来就很熟悉了吧 打开 blender 试试



这就是刚编译好 新鲜的 blender



分支编译

https://git.blender.org/gitweb/gitweb.cgi/blender.git/heads

在这里我们可以查看官方的所有分支

https://git.blender.org/gitweb/gitweb.cgi/blender.git/heads




比如我们要编译小 A 的 LANPR

那么我就在命令行下把分支切换到 LANPR

输入 git checkout temp-lanpr-review（要切换回主干输入 git checkout master 就好）

这样就切换到 LANPR 分支了

然后 make update 更新一下

然后按照之前的编译步骤编译就好了 最好不要把分支编译在同一个目录里面



比如我就把官方主干放 release 其他分支放 full（因为我不知道命令行怎么指定输出目录，

试了很多方式都没成功）

这样就可以愉快简单的编译 blender 了。

这文章只是简单的把官方给的编译方式演示了一遍。

高级的就各位自己研究吧。





几个材质案例的初级探讨

本图文教学并非完整的材质教学，只是通过几个简单的案例来扩展思路，给新手一点帮助。

在 Blender 的材质编辑器里，通过 shift+A添加各种着色器和各种参数，着色器是反应物体质

感的东东，除了相加和混合。这里我们拿 Cycles 来讲，因为 EEVEE 并不能支持所有的节点。

其中原理化 BSDF 可以理解为多个着色器集成的一个大节点，调节起来会很方便，比如我们设

置一个简单的塑料材质，只要设置高光和粗糙度即可。



再看看简单的漆料材质，先把金属度拉满，粗糙度增加一下，这时候其实是一个模糊金属反

射的效果，那么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清漆效果，多了一个镜面反射效果，就有点刷了清漆

的效果了。

各向异性的效果就比较类似于不锈钢，光盘等这种放射状的反射。

再看看透射，折射率，alpha，也能快速做出玻璃效果。



次表面反射专门用来制作皮肤，腊烛，玉等通透材质

说了这么多基础材质知识，如何来做个一半金属一半玻璃的材质呢，这时候就要用到混合了，

这个混合是着色器的，和颜色混合是不一样的，不要用错。首先，既然是混合，肯定是需要

两个材质，分别做好，再用混合着色器节点，连接两个着色器，系数如果不做调整为 0.5，那

么就是他们两个材质各占一半，但是是整体的，相当于两坨不同材质的物体均匀的揉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隔离线，添加一个颜色渐变的纹理，直接连上的话，会是从左到

右材质混合过度，交界线就是整个物体，所以需要把这个渐变拉到中间，这时候就需要颜色

渐变来控制这个过渡，最后效果会变成如图：



那怎么控制这个渐变的角度呢，这时候就要用到矢量了，用生成的纹理坐标加上映射的更改

即可修改渐变纹理的坐标。这个原理是相通的，图像纹理也是这么控制。

接下来看一个血的材质，首先我们肯定会想到玻璃，折射率 1.33比水略高一些，那么出来的

效果就很普通，红色的玻璃。



这时候我们需要内部的体积，就是越厚重的地方应该是越不透光的效果。

关于菲涅尔效应，这个东西可以这么理解，你去看湖面远处，是不是看到的全是反射的天空

和山？而越靠近你脚底下，反射会变弱，反而能看到湖底的东西。有些喜欢摄影的小伙伴利

用这个特性，雨天找个水洼，相机贴近水面拍摄都能拍出一张完美的镜像照片。

玻璃材质混合光泽反射，各占 0.5，效果是这样的：

加上菲尼尔，近处的反射变低了，远处的还是很强：



镜头拉高，和近处的水面更垂直了，所以透明度更高了。

菲尼尔本质是一个计算眼睛和物体表面的之间的夹角，越垂直越黑，越平行越白，用这个黑

白来混合材质就能做出很多有意思的效果。



再次使用渐变，拉强菲尼尔的对比度，就可以出类似轮廓高光的效果

下面是我之前测试的乐扣饭盒的效果，用了毛玻璃+半透的混合，其实效果还不错。

丝绒 BSDF 表现丝绸类的效果是相当棒的。



婚纱材质，也可以做成薄窗帘，主要是用普通物体混合半透，再用透明做出一些透明效果。

接下来做一个刚下完雨的斑驳潮湿地面，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做出两种材质，一个是略干的，

一个完全反射的，再用一个黑白图混合，这里借用噪波。

效果直接就出来了，当然真要做一个逼真的效果，肯定还有很多内容要加。



当你了解了基础几个着色器的用途，光靠混合都能出很多千奇百怪的材质了，此次的初级探

讨就到这里，希望对不了解材质的你有所帮助，下次争取进阶一下！





























钉钉创作小实验呢 ~大咸鱼可算写了一个合格图文了 ~



楚门的房间

这个场景的主要灵感来自电影（楚门的世界），大家应该都看过。

整个场景没啥稀奇古怪的操作，都是基础知识组合出效果（有时候缺

的不是技术，，，而是想法）。



这里云朵看起来是不是有那味，感觉节点

会贼复杂。

其实就是一个原理化节点，加点 SSS 材质再加点自发光效果就出来

了，因为这个我想要的效果不是写实直接这样就行。

星星和月亮的材质也是一样，只是多

了个自发光。



木头纹理，不要学我偷懒！！（虽

然效果也阔以~）

里边的小星星看似是安排好，其实就是乱放的（云朵位置是安排妥妥

的~）。

然后就是效果图上看不见的地方，你们，，，该做还是得好好做出来，，，



这是个比较关键的，HDRI 贴图给它个纹理映射调整角度让场景物体

反射内容丰富起来，为了突出电视机内部的内容 HDRI 亮度也不需要

太高。

相机的焦距：60mm

其实一开始是 120 来着，，往上调是为了制造出正交的感觉，这样画

面看起来更带劲！



接下来灯光部分，主要的灯光就只有三个，电视机内部、电视机顶部、

小霸王游戏机顶部各一盏，然后左边的灯光是为了稍微照亮点电视机

侧面。

F12 渲染！输出之后在图像软件里边调下色加个移轴模糊啥的完成！



Blender2.8x 纹理节点创建虚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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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这期我们来制作一个虚拟空间中的球和平面（如下图），最终的效果是可以在

各种角度都可以看到我们期望的效果（无法发动图请谅解）。

如下图所示，在平面的纹理上制作出“欺骗”摄像机的图像，既可在任何的角度都能看

到虚拟的纹理。



第一步我们先来制作虚拟的平面。

按上图所示，我们的视线看向平面上的一个点 P，我们要制作一个虚拟的平面，该平面

距离原始的平面距离为 h 的话。那我们的视线最终会落到虚拟平面的 t 点上。

如果我们原始平面的矢量从物体中拉出来的话，那我们最终虚拟平面的矢量就是“物体

+ pt =虚拟平面矢量”（如上图）。所以我们计算出 pt 就可以简单算出虚拟平面的矢量。

因为 pt 是沿着视线延伸的，所以我们从几何数据获取引入。如下图所示，引入是一个

从视线落点 P 指向摄像机的向量，而且为归一化向量，即长度为 1。



如下图所示法向跟引入矢量形成角度θ，那 cos θ = h /（P 到 t 的长度）

法向跟引入都是归一化向量，所以两者点乘就等于 cos θ，得到的长度在跟引入相乘

就得 tp ，根据上面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出下图的节点连法。（常值为 h）

最后相减是因为我们需要加 pt ,而我们上面算得 tp ，减 tp 就等于加 pt 。这个矢量后面

再连上纹理就可以得到虚拟平面（请自行尝试，这里无法给出动图）。



下面来计算虚拟的球。

我们首先要自行定义球心（一个矢量）和半径（数值），那我们可以当这两个为已知。

然后跟上面的平面一样，我们要计算出 pt ，我们知道 P 和 O 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轻易算

出op 或 po，然后半径已知，那无论 t 点落在球的哪个位置，ot 的长度都等于半径。

我们画出 pt 的延长线，画出 O 垂直于延长线的点 V。那如果我们求出OV 的长度，那

根据勾股定理易得 tv的长度，那用 PV 长度减 tv 长度就可以得到 pt 长度，得到长度后与引

入矢量相乘，就跟上面平面的算法一样了。

那ov和 pv 如何算呢，假入op 跟引入夹角为θ，那 ov 长度就等于 op×sinθ，

pv 长度就等于 op×cosθ。

sinθ和 cosθ就是op 与引入矢量的叉乘（叉乘结果是矢量，这里只取值）和点乘啊，

结合上面的结论，我们可得下面的节点，得出球面的位置矢量，球面之外的我们是不需要的，

所以需要取一个遮罩。



从ov的长度来做遮罩，当它大于半径时，就是上面虚拟平面的矢量，小于半径就是球

面的矢量，最后作为系数混合就完成了。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我们的刚体葡萄教程。

如
图
所
示

（地面为添加被动物体，这一根要先给材质球 ，后面有大量复制）

                                照搬下图

那个黑线（为坐标轴）

是刚体约束

在物理面板里从下即可

刚
体
葡
萄

M
ade By Free_King

（影响关节）



3D 游标为变换轴心 复制上一步所有的物体如下

（如果上一步的刚体约
束的选项到这一步没设
置好 可以选上这几个空
物体按住 alt 设置即

可）

三个都和活动物体做连接
（但然要设置刚体约束）

所以到这里决定
要在最后
一起设置

如法炮制，制作
主干
（可以右键“连接”按
钮添加快捷键“ ~” （键

盘 esc 下））

（后来发现全部使用固定也
没问题，因为这种固定会受
刚体重量影响而弯曲）



复制
组装 复制 组装。。。以此往复………

搞个几份

模拟启
动！



这一天，是硕果累累的。

复制的好处就是这个              搜索回车 A 一气呵成

传递
活动
项物
体的
材质

ctrl
+L

（
记
得
选
择
活
动
物
体

）



如法炮制

仔细
调节
三 分别代项
表散射光的
三基色的入
射深度
那个次表面
就是 三者这
的系数



打个三点光源 不均匀的粗糙度(按审美自行酌)

切回 eevee 并 好 的材   调 盘 质



附图一张，渲以斑斓 2.83 自适应节点降噪

遗憾！枝节难善 .....

https://space.bilibili.com/22422300
找我

一
碗

葡
萄



一个玻璃球的教程

这是个球，
里面填了很多的絮。
如果用体积实现断裂面可能是个问题。
所以我应该另辟蹊径 .....
（况且渣机耗不起）

这是纹理坐标的
物体坐标的预览
它存在的意义是为
2D/3D的纹理给予
相应的映射（也就是
以某种方式贴上去）
，而它相应的方法便

 是以原点为空间直角
坐标的原心，网格面
上的点在该坐标的位
置即（ x,y,z）

(x,y,z）这个量
表示矢量，一部分颜
色，或一个点。但要
看以什么为坐标。
现在显然以物体

为坐标
所以当选定的物体的

 变换在改变时坐标便
跟着改变 .

Made by Free_King



（x，y，z）是矢量，即有长度的从坐标原
点发射的箭头，如果求长度 我们可以得到
一个自内而外的球形渐变

 既然渐变有了
那做一个球形的
遮罩自然没问题
回到正题，既

然有了遮罩，自
然可以对球外进

 行透明处理，内
部就是许多亮片
了。

那么我们就选择面
 片 以经纬球为它物体
 坐标 那么球的物体原

心与面片的物体坐标原
心重合，只要把小于
（运算节点）的值调好
，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
切球的圆遮罩。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

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面片
？
有经验的老司机：

粒子系统。



想要让面片在球内，自然粒子肯定是球的，只要把粒子的渲染改为物
体即可，但要先做一些设置。

1. 新建粒子系统
2. 结束点改为 1 ，
即在 1 帧时，全部粒
子出现
3. 自然是体积
【机子不好
number（数量）调
小】

黄色：关
键参数

按图设
置即可，
不舒服可
酌情修改

接下
来选择
面片深
入制作
它的材
质



对面片的设
置就让它黑
(在上 )的为
透明，白
（在下）的
为想要的材
质。
（每日版
cycles会快
一些）

颜色可以
再添几分
斑斓色彩



就像这样

如果觉得内部
暗的调低粒子
数（或减少密
集程度的方
法）或者让面
片某些地方透
明

在光泽的这一支
给予透明遮罩
（另一个修改后
的噪波），并减
少粒子提高渲染
效率

 提高面片细节
（猫眼 /拉
丝？）



当调高粒子
数和面片饱
和度的去渲
染的时候发
现黑边，原
本那里是透
明的但透明
的反弹次数
少了没有返
回颜色，调
大到透明为
止

勾上用于后期降噪
（对于自适应产生
的错误有纠正作
用）

圈画处及
天空为自
适应采样
的错
误。。。
这个降噪
确实厉害

    但效果却不是太好，但调整粒子是关键 这里粒子少了 而且 面片的光泽不够 也不够闪亮（灯光）



 把糙度饱和度降低，就有闪亮的效果了 。（不渲染了，渣机太慢了）

面片的材质



于是我为原本的材质镀上亮光（相加），统一色调（混合蓝绿色）
调低光泽着色器的糙度

渲染继续！

完成得
来
不
易

然而降噪让一些地方软了



一个Blender的 PBR流程
by Free_King

Just do it

PBR



其实这个应该有人想过，可能比我的更好，但抛砖引玉吧…..

我们要准备一下插件（或节点）：

1.textool（产生遮罩或特定贴图；我保证有 2.8x 的而且免费）

2.烘焙插件（以下都是免费插件；功能不相上下）

具体思路是先定义一个流程，比如最后一个

然后按照生产的组织步骤，然而无论哪一步在 pbr
中最起码要能输入输出，显然 blender 中第二步不

是那么好做到.故而问题在它，如何把各种 pbr 材质

混合到输出便是需要解决的，这是大方向。

先组织流程吧；

只要在软件文件夹内新建文件夹就可以了，如上

置好适合你的操作，舒设
服就行了
（流程缺少的就在 践中实
完善）



准备资源，这里推荐 BTL，或 blender kit  这两免费插件都有材质，笔刷就网上或内置的就可
以了，

导入这两个作为示范

先烘焙一个遮罩，比如边缘磨损



中规中矩的材质混合，节点式图层

接下来，进行输出

这一步遮罩仍有不满意的就绘
制模式把，随心



两插件左边有自动，没有连上接口的就不烘焙 而左边相对简单

源文件在哪，烘焙贴图在哪
爱用哪个就哪个



其实单是原带的一些调节是不够的，但仍有 dalao 用 blender 在材质节点中实现了一些滤镜如高斯模糊，

边缘检测等以方便操作，因为合成器的和材质节点的不互通，麻烦，低效.

网上搜或看视频学吧，（左我的，右边大佬的）

一个实例



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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