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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中的低模角色有着严格的面数限制和布线规则，怎样能用有限的面数

表现出真实的细节呢？本章就为您揭开角色制作的神秘面纱，从模型的

设计、形体的制作、UV的展开到贴图的绘制、纹理的调节，您不仅能学会低

模制作的全部技术，还能分享到宝贵的实战经验。

Chapter  3

第3课  网游角色模型与贴图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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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 网游角色模型与贴图制作生

3.1  角色设计分析
游戏中的角色设计在游戏模型制作中是最为重要的，美术风格设计效果直接体现了游戏的艺术风

格，以下是关于几种角色造型方面的介绍，在视觉冲击力上都有其重点表现之处。

1. 机械类角色
机械类造型常用于机器人或者人与机器结合的有机装置，这类设计在造型时都会尽可能展现机械装

置的复杂性，从造型上看出这类角色在形态设计上都有动物或人类的外形，可以见到明显的手臂、脚部

等机械装置，在造型时主要体现出了机械的功能性和可攻击性，造型上会给人冷冰冰的感受，如图3.001

所示。

机械类造型参考效果  图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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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写实类风格的角色
写实类造型风格主要表现出了角色的真实感，在设计这样的角色时主要注意细节的绘制，在设计各

类角色的形象上写实类风格最能表现出角色的美与丑，角色的性格能够在原画中清楚得体现出来，如图

3.002所示。

游戏波斯王子原画 图3.002

3. 卡通类风格的角色
卡通风格会将角色的造型夸张化，身体的比例也发生了改变，这类造型在视觉上会更加引人注意，

由于形象的夸张限制了角色动作的表现，在绘画动作时的夸张程度也进行了相应夸张，而漫画风格的造

型在比例上与真实人物相差无几，但在服装和角色的外形上都以华丽和俊朗为主，尤其是韩国游戏的造

型设计，角色的发型和脸型都极尽完美，如图3.003所示。

卡通漫画风格 图3.003

4. 生物类角色
这类角色的设计往往会突出角色的异类感，普通的造型不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视觉冲击力，而夸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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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在组合形式上都来源于不同的生物，如图3.004中的生物角色借鉴了蛇的身体、螃蟹的钳子，以及

蜘蛛的脚等原始素材。

生物造型参考    图3.004  

5. 科幻类角色
科幻类角色往往带有时代信息，例如角色身体上的服饰、武器、装备等。例如下面的图片，左图是

人物与机械的结合效果，在角色的背部有喷气装置，时代感较强。右图是生物与机械结合效果，手臂上

有很多驱动手臂运动的线路，时代信息主要体现在角色的装备上了，如图3.005所示。

科幻类角色参考   图3.005

3.2 低面数游戏模型的优化  
设计角色时，游戏美术师首先要根据概念设计图建造三维模型、网络游戏模型及手机3D游戏模型，

在建模的精度和面数上有着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取决于游戏引擎中资源的分配，对于一个三维模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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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来说，模型文件的大小是由模型的面数决定的，模型面数越多，文件的存储空间越大。而且在贴图尺

寸相同时，贴图的大小取决于像素的多少，像素越多图像质量越好，文件需要的存储空间越大，相反，

像素越少图像质量越差，文件需要的存储空间越小，所以，在分配资源时这些都决定着模型的制作精度

和质量，所以很多三维游戏是以牺牲模型精度来换取更快的人机交互速度，例如早期的《魔兽世界》、

《反恐精英》都是以最少面数的模型置入到引擎中，牺牲了模型精度，但换来了玩家更快的交互速度。

低面数模型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较少的面数，加上贴图来完成制作的，模型的细节都可以在贴图上表现出

来，如图3.006所示。

原画 模型 拆分UV 指定贴图

图3.006

在制作低面数角色模型时，贴图的绘制与模型的布线有着紧密的关系，制作模型前就要考虑好怎样

为模型进行布线，当然，制作角色模型也有一套制作流程，首先要设计出原画也就是施工图纸，然后进

行三维建模，再进行帖图的绘画，最终完成贴图和模型的匹配，同时还要按照制作规范随时调整模型。

就网络游戏建模部分来说，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制作出角色的头部（头部模型以鼻子为基

本单位），然后以头部为标准设定出身体的比例与模型，再建立手臂和腿部，制作流程如图3.007所示。

头部制作流程

身体制作流程

图3.007 

3.3  角色头部模型制作
 启动3ds Max，在视图中创建一个Box（长方体），调节其分段数，Length Segs（长度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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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 Segs（宽度分段）、Height Segs（高度分段）分别为2、2、3，然后右键单击物体，在弹出来的

快捷面板中选择Convert to Editable Poly（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将长方体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如

图3.008所示。

图3.008

 在Vertex（顶点）级别下调整脸部形状，然后删除脸的一侧，如果竖向段数不够，可以通过

Edge（边）级别下的Connet（连接）命令增加段数，如图3.009所示。

基本几何体 调整脸型 增加段数 顶点级别

图3.009

 制作头部基本型，调模型整顶点，先大体调整出头部轮廓，再为模型添加更多的段数，调整头

部布线，布线完毕后，删除头部后面的面，因为这些面由头发遮挡，不需要表现出来，删除后能节省大

量的系统资源，如图3.010所示。

调整头部轮廓 在顶点级别下调整布线 调整后效果

图3.010

 从各个角度观察模型，使用Cut（修剪）命令制作出眼睛到嘴部轮廓的形状，如图3.0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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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图 透视图

图3.011

 挤出耳朵，并简单调整耳朵的外形，然后选择Symmetry（对称）命令将另一侧的脸对称出来，

如图3.012所示。

对称前 对称后

图3.012

 由于在网络游戏中不要求模型有太多的面，所以耳朵的制作不用过于细致，只要有形状即可，它的

细节可以用贴图来表现。

 制作头发。根据后脑的形状，创建出立方体模型，将其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后，调整头发的形

状，最后Symmetry（镜像）出另一侧的头发，如图3.013所示。

建立基础模型 挤出发型 镜像另一侧

图3.013

 增加平滑组。选择Element（元素）层级，将头发模型选中，选择Auto Smooth（自动平滑）命

令为头发添加一个平滑组，如图3.0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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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前 平滑后 图3.014

  使用平滑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游戏中模型显示为视觉平滑效果，所以必须设置平滑度。

 将头发附加到头部模型，焊接头部和头发的点，选择头发模型和面部模型上的顶点，选择Weld

（焊接）命令，将头发与脸部连接成一个整体，如图3.015所示。

图3.015

 调整头发的整体形状，使两侧头发模型不对称，如图3.016所示。

图3.016
正面 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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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角色身体模型制作
 创建一个基本立方体，并将其转化为可编辑多边形，然后根据女性角色的外形特征将腰部、胸

部、臀部的大体结构调整出来，如图3.017所示。

 

基础立方体 侧面布线 正面布线 透视角度布线

   图3.017

  立方体模型的段数可m根据读者的喜好进行设置，只要能够有利于调整模型就可以，因为根据形体

调整后，模型都需要增加到一定的段数。

 在上一步的基础上细化模型，并将手臂和腿部的衔接面删除掉，调整效果如图3.018所示。

调整肩膀布线 细化手臂和腿部截面 增加和调整腰部段数

图3.018

 再次细化模型。根据原画稿为模型添加盔甲结构，制作时可以使用倒角等命令增加盔甲和腰带

厚度，同时要尽量控制线段数量，保持四边面，如图3.0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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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甲厚度 腰带厚度

侧面布线 正面布线 透视角度布线

图3.019

  划分线段时要注意将布线的走向与原画中服装和饰品的形态相同，这样有利于在后面的UV展开后

能够通过UV清楚地绘画出服饰的贴图。

 制作手臂。使用圆柱体模型，并且将柱体旋转到手臂位置，将手臂摆成“人”字形，这样有利

于以后的骨骼绑定，然后选择手臂上的边进行缩放，调整出手臂大体的凹凸，并且选择手臂上的面，使

用Extrude（挤出）命令挤出盔甲的厚度，最后将手臂模型附加到身体上，并将连接处的顶点焊接在一

起，完成手臂的制作，如图3.020所示。

完成手臂制作

将手臂与身体焊接

挤出手腕和肩胛厚度

分段再次挤出肩胛厚度

摆正柱体位置

调整基本形态

图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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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颈部的盔甲内面上的点都焊接为一个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模型面数，如图3.021所

示。

图3.021

 手部有两种制作顺序，一种是先从手掌开始，接下来挤压出手指；另一种是先从手指开始，

然后制作手掌，最后将两个对象焊接在一起。这两种顺序中，采用第2种顺序更容易制作出手掌，如图

3.022所示。

基本长方体 添加段数 调整布线

复制手指并制作手掌 焊接手指与手掌

挤出盔甲厚度

焊接手掌与手臂

图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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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脚的制作方法与制作手臂相同，创建圆柱体，并调整模型形状，如图3.023所示。

正面制作过程

侧面制作过程

图3.023

 将腿部与身体焊接在一起，并调整布线结构，让线段制作得更加简练，如图3.024所示。

正面 侧面 背面

图3.024

 完成身体模型的制作，如图3.0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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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完成效果

图3.025

3.4 角色的UV制作

3.4.1 展开多张UV贴图
展开模型UV前，首先要考虑角色是否要更换装备，如果要重复使用一个模型，而只用贴图来更换角

色装备，那就必须使用多张贴图。而模型不需要更换装备，那么就可以使用单张贴图来进行制作，下图

中，一个模型使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多张贴图，另一种是单张贴图，如图3.026所示。

 

两个换装的模型

多张贴图

单张贴图

图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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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张贴图的UV要注意以下要求，为了使换装不会出现色彩不对应的问题，要求制作贴图时不能随意

放置贴图，服装和皮肤不能杂乱地放在一起，应该将皮肤和服装分别排放，如图3.027所示。

合理的UV排放

不合理的UV排放

图3.027

多张UV贴图需要多个材质球，也就是要将模型分好不同的ID，两张贴图就要设置两个ID，如图3.028

所示。

图3.028

展开模型时要将肌肤的UV展开成一个ID，而服装的UV为另一个ID，如图3.029所示。



78

 

ID1 ID2

图3.029

3.4.2 角色UV制作案例
 在Unwrap UVW（展开UVW）修改命令中选择Face（面），然后使用Point to point Seam（点到点

接缝）工具，它可以很方便地划分接缝线，使用时只要在模型上选择一个开始点，然后在结束点的位置

单击一下，中间就会产生一条蓝色的线，这条线就是接缝线。想要修改蓝色线可以使用Edit Seams（编

辑接缝）工具，按住Alt键可以减掉错误的接缝，如图3.030所示。

   

划分脸部接缝线 划分脖子接缝线

 

图3.030

  去掉Show Map Seam（显示贴图接缝），如图3.031所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蓝色接缝线了。

 选择一个面，按下Exp. Face Sel To Pelt Seams（将面选择

扩展至接合口）命令，然后选择Planar（平面）、Cylindrical（柱

体）映射坐标方式展开贴图，在Vertex（顶点）模式下，用Target 

Weld（目标焊接）命令将面部的UV与脖子的UV焊接起来，如图3.032所

示。

显示贴图接缝

图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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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ylindrical（柱体）投射方式展开面部、脖子、耳朵的UV

使用Planar（平面）投射方式展开头发UV

 图3.032

  在展开面部UV时，如果颈部的曲面是柱形封闭的，那么用平面投射的形式就会出现UV重叠，那么

读者可使用Cylindrical（柱体）投射的形式，就可以将面部和颈部UV展开了，但是这样可能会使UV的外形产生变

形，需要在UV展开后进行比例调整。

 添加检测纹理。将提供的UV坐标检测图显示在模型上，在Edit UVWs（编辑UVWs）编辑器中整齐

摆放UV坐标并显示坐标检测图，同时将赋有检测图的材质也指定到头部模型上，如图3.033所示。当所给

检测图的方格和数字在模型的身体上没有拉扯时，就可以证明贴图比例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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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33

 同样使用Point to point Seam（点到点接缝）工具，将身体上的接缝制作出来，注意将接缝分

布在身体侧面或者盔甲连接处，如图3.034所示。

手掌接缝线 鞋的接缝线

背面绘制接缝线正面绘制接缝线

图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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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在手上要将接缝分割成上下两个部分，也就是手背和手掌两部分，而鞋也是要分成鞋面和鞋底

两部分。

 与上面的方法相同，按下Exp. Face Sel To Pelt Seams（将面选择扩展至接合口）命令将面扩展

到接缝，然后分别展开身体各部分的UV坐标，如图3.035所示。

 平面投射展开
身体正、背UV  展开腿部UV

平面投射展开
手掌正、背UV 展开鞋侧面UV

柱体投射手臂UV

     图3.035  平面投射展开手掌正、背UV

 将身体的UV展开后按如下形式摆放在Edit UVWs（编辑UVWs）编辑器中，整体UV展开效果如图

3.036所示。

 

图3.036

 渲染UV。在Unwrap UVW（展开UVW）编辑器中的Tools（工具）下选择Render UVW Template（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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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UVW模板）工具，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Mode（模式）为None（无），在面板底部选择Render UVW 

Template（渲染UVW模板）按钮将贴图渲染出来，然后按下保存钮将贴图保存为Tga格式，以便通过

Photoshop软件进行调用，如图3.037所示。

图3.037

3.5  游戏贴图绘制
贴图绘制需要绘画师有很强的美术功底，能够对纹理进行深入的分析，归纳出各种材质的绘制方

法，绘画师使用的基本工具包括手绘板、Photoshop软件、纹理图片库等。绘画流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

是绘画贴图，另一种是拼贴贴图。绘画贴图主要根据原画在模型的UV拓扑网格上绘画图案，而拼贴贴图

主要根据真实人物的照片进行图像处理，拼贴出角色帖图。两者都有其各自的特点，绘画贴图艺术感较

强，拼贴贴图写实感较强。设计师在创作时要根据游戏的整体风格来确定贴图的制作方式。图3.038中上

部分为绘画贴图，下半部分为拼贴贴图。

绘制颜色贴图

绘制透明贴图 完成效果

图3.0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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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效果

UV展开

制作颜色贴图

图3.038(b)

下面我们以绘画帖图为例，介绍一下贴图绘画的流程，详细绘画方法请参考美术人物绘画教程一类

的相关书籍。

3.5.1 前期准备
 在绘制贴图前需要能够熟练掌握Photoshop等平面绘图软件的各项基本操作，并着重掌握其中一

些绘画工具的使用方法，如图3.039所示。

   

图3.039

 熟悉图层的概念和使用方法，设置好图层顺序，并对每个绘画的图层重新命名，提炼出UV的线

框，如图3.040所示。

 

图3.040

3.5.2 面部绘制
面部绘制主要根据UV网格线绘制五官，以及皮肤颜色和颜色的过渡变化。绘制时要将鼻子、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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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的位置与网格线的位置严丝合缝地对齐，这样在绘制完成时就不会产生贴图不对位的问题。

绘制时主要分为3个部分，绘制大体颜色、绘制明暗变化、绘制五官细节，绘制过程中要逐层深

入，不要一次性地将颜色绘制得太重，要从中间颜色进行绘制。同时善于使用减淡、加深及涂抹等工具

对过渡色进行柔化，绘制步骤如图3.041所示。

填充颜色 绘制阴影 使用【涂抹】工具涂抹过渡颜色

绘制五官细节变化根据网格绘制五官轮廓 添加五官颜色

使用减淡、加深工具增加颜色明暗对比 复制另一侧脸，并调整整体效果 图3.041 

3.5.3 绘制毛发
填充头发颜色，用中间颜色按照头发走向进行绘画，再使用加深工具绘画头发的暗部，用减淡工具

绘画头发的高光和亮部，绘画时可以使用一些特效笔头形状，增加绘画的细腻程度，如图3.042所示。

3.5.4 绘制布料
绘制布料时要注意褶皱的关系，绘制褶皱时要从暗部、中间色、亮部、反光、高光等几个色彩关系

入手，同时还要注意褶皱的形状和疏密程度，如图3.0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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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头发明暗对比度 修整头发形状

填充颜色  绘制头发走向

图3.042

填充颜色                              绘制明暗关系

绘制褶皱                               增加明暗对比 图3.043

3.5.5  金属盔甲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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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主要体现在高光和反光上，高光和反光越亮，金属感越强，反之则越弱，生锈的金属高光

和反光变得更弱，绘画时要注意明暗对比，如图3.044所示。  

填充颜色  绘制明暗关系  增加高光

叠加纹理图片 增加金属条，完成金属盔甲绘制 添加杂色滤镜，增加颗粒感

图3.044

3.5.6 绘制装饰物
绘制盔甲上的装饰物，如皮带、金属丝网等，这些装饰物能够很好地增加模型的细节。绘制完成后

将所有图层合并成一个图层，并保存为TGA文件，在图像通道中绘制Alpha通明通道，其中白色为显示部

分，黑色为透明部分，如图3.045所示。

绘制盔甲装饰物品 合并图层，完成绘画

图3.0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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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为透明区域

白色为可见区域

在创建的Alpha
通道中绘制透明
贴图

图3.045(b)

3.5.7 添加贴图
在材质编辑器中，分别在Diffuse Color（漫反射颜色）和Opacity（不透明度）贴图通道中添加贴

图，如图3.046所示。



88

不透明度贴图设置

图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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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解了游戏中低多边形角色模型的制作思路、流程与方法，其中包括身体各部分模型的

建立方法，以及角色模型的UV展开方法、贴图绘画方法等。需要读者注意的是，当角色创建完成后，可

以根据绘画贴图的需要来调整UV结构，在模型上也可以优化身体各部位的布线结构，达到面数最简的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