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美术基础与
效果图制作流程

CHAPTER ONE

1
通过本章的介绍，使读者了解

素描、比例关系、三大面五

大调子、近大远小、近实远虚、

素描的细节处理，以及零度庄园

效果图制作的一般流程，为读者

接下来的学习打好基础。

零度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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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庄园——3ds Max&VRay室内外表现技法

1.1 素描的含义
使用木炭、铅笔、钢笔等工具，以线条来勾勒出物体明暗的单色画，这种绘画方式称作素描。素

描是一切绘画的基础，是研究绘画艺术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它可以用交错的单色线条来表现出物体

的轮廓、光感及质感。图1-1和图1-2所示的图片就说明了这一点。

图 1-1 图 1-2

这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它很好地刻画出静物的光感和质感。要做好这些，并不容易，需要扎

实的基本功，不仅要不断地观察，还要多动脑思考。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这些画看不懂，也画不

出来，只知道画得挺好看的，而我们制作的是效果图，和这种图没什么关系，这种想法固然不完全正

确。在接下来的讲解中带领读者了解一些美术知识，对我们做效果图很有帮助。

通过观察这些作品，发现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是单色的，而且由一些粗旷和细小的线条构成，我们觉得所有作品看着都很舒服，这主要

是因为把握好了比例关系，初学者常常由于把握不好比例关系，而无法正确地完成效果图，所以在本

书中安排了一些美术知识，能对初学者提供一些帮助。

根据这些特点，做了以下4点总结。

（1）无论是哪种表现方式，只要是单色都可以称之为素描。

（2）交叉的线条可以解释成一种绘画手法，能很好地体现出一个面的变化，当两点之间可以连接

成一条线时，多条线重叠就可以构筑成一个面，这在绘画中是经常用到的。

（3）无论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都离不开黑白灰这3种色调，它们是一切图像的基础。

（4）自然界的一切形体都具有三度的特征即长度、宽度和高度。“度”是指程度和尺度，是构成

形体特征最主要的因素。形体自身各度及形体与形体之间的尺度比值叫做“比例”。 

在这4点中，黑白灰和比例关系是读者需要牢记并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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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本节中，讲解了什么是素描，大家要多练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素描作品，大家可以再细细体会

一下上述内容，还可以登录我的博客http://lingdu.china-designer.com/进行查阅。

1.2 比例关系
上一节简单介绍了素描的含义，其中也提到了比例关系。要想获得准确、理想的比例，就要通过

对比去感觉和调整各部分之间的比例。

在把握比例关系时，主要还是靠感觉，特别是要在审美前提下去感觉和捕捉对象的比例特征， 比

例的概念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涉及到亮度、数量度、疏密度等因素。

在素描中，应该强调比例关系的准确性，一切物体的比例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形状、长

宽、高低、大小、粗细等。比例是各物体之间与物体自身的一种度量关系，任何物体都可以用一个特

定的比例去衡量和判断，如图1-3所示。

图 1-3

确定比例关系的方法是先从整体出发确定大的比例关系，然后再确定局部的细小的比例关系，如

图1-4所示。在写生时，要正确掌握比例关系，不能光靠仪器或工具测量，主要是目测，要注意训练眼

睛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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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就个人经验而言，素描中对物体形体（也就是比例关系）的把握决定着绘

画的成败，效果图中的建模也属于这一点，要想做出照片级的效果图，就必须确定好物体之间的比例

关系，最好能与实际物体的尺寸符合。

提 示

    大家要多练习，多观察物体之间的比例，可以观察任何物体，锻炼出用眼睛目测的能力，在实际操

作中是不可能总用尺去度量的。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谁都知道1+1=2，那么我把这个公式用在美术上，

一个大的物体和一个小的物体，长是几倍、宽是几倍、高是几倍，这样就算出大概的比例了。

1.3 三大面五大调子
1.1节中提到的黑白灰，即三大面五大调子。 三大面即亮面、暗面和反光面，五大调子即亮部（高

光）、灰部、明暗交界线、反光和投影。这些是我们生活中所常见的，如图1-5所示。

亮面是指一个大的区域，受到光照的部分都称为亮面；暗面和亮面相反，光照不到的地方称为暗

面；而反光面则存在于暗面中，它是物体在光的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光反射效果。

图1-6分得要更细一些，称为五大调子。高光是指物体中最亮的那个部分；灰面和高光比较接近，

通俗一点理解，就是亮面和暗面中间的过渡色；明暗交界线，顾名思义，就是明和暗交界的地方；反

光与三大面中的反光面是一个意思；投影，有光必然有影子出现，在美术中，把它归纳到五大调子中

是有道理的。这五大调子是素描最重要的基本元素，不光是在素描中，色彩和摄影都不能脱离这些元

素。我们在制作效果图的时候，客户常说的素描关系没有交代清楚，也就是指的三大面五大调子。

图 1-6图 1-5

现在我们都了解了素描的基本要素是三大面五大调子，但是产生这种明暗关系的最根本的原因

是光源和物体的体积，很明显，光打到有体积的物体上就会产生调子。它的规律是受光部亮，背光部

暗，在它们交界的区域产生了明暗交界线。不只是球和立方体，世界万物都有这些因素，在这里就不

做过多的介绍了，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结合实例操作进行说明。

提 示

    在本节中，已经向大家讲述了素描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这两点不可忽视，因为在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中，会不断地用到这些知识。所以说，在本书的第1章安排了美术知识，可能要比学习软件

知识对您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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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大远小与近实远虚
在本节中，将为大家讲解透视的知识，透视涉及的知识点有很多，这里只介绍一些基本的。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近大远

小与近实远虚等物体特征，这是典型的最基

本的透视知识，那么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掌握

的呢？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些名词。

  视点：人眼睛所在的地方。

 视平线：与人眼等高的一条水平线。

 视线：视点与物体任何部位的假想

连线。

 视角：视点与任意两条视线之间的

夹角。

 灭点：透视点的消失点。

我们结合图片看一下，如图1-7所示。

在这张图中，人所站的位置称为视点；由视点出发，红色的线就是视平线，它与人的眼睛一样

高；蓝色线为透视线；在远端相交在一起称为灭点。在制作效果图时，软件系统已经为我们自动调整

好了准确的透视关系，我们只需要在立面图中绘制好墙体、窗户等就可以了，然后再创建一架摄影

机，透视即生成了。在真正的效果图领域，客户们往往会有些其他的要求，对照照片建模是最省事的

设计方法，但是对于3D图像制作的读者来说，这就可能有些难度了，这个时候透视会起到关键性作

用。一张图片或者几张侧面图，这时所需要的不仅是你的建模能力，更重要的是考验你对建筑美感及

造型的把握能力。再来看两组图片，如图1-8和图1-9所示。

图 1-8

图1-8所示说明的是近大远小的透视。相同大小的盒子，由于离视点越来越远，逐渐变小，眼睛看

远处的物体时也越来越看不清细节。

图 1-9

图 1-7

透视线

灭 点

视  点

视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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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所示是一张带有景深的图片。眼睛是有目标性的，也就是说把视线放在第2个盒子上，那么

离这个目标点越远的物体就越模糊。大家可以做个实验，你将注意力集中在第2个盒子上，再用余光

去看周边的盒子，根本看不清细节，只能看出有个大概的形体。根据这两点，可以认为目光是有衰减

的，与摩擦力的作用一样，通过摩擦一段时间后，运动的物体就会停止，眼睛所看到的范围也是有限

的，并且也受到自然界的影响。

一点透视和两点透视

所谓一点透视，就是在一个空间内只有一个灭点。一点透视在室内效果图中经常见到，如图1-10

和图1-11所示。

图 1-10 图 1-11

两点透视是指在一个空间内有两个灭点。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效果图中，经常会有两点透视。大

家现在可以观察一下这两种透视的区别。

观察图1-12和图1-13所示的这两组透视图，不难发现横向和竖向的区别。竖向都是垂直向下的，

与地面成90°角，那么在横向上就有了变化。在一点透视中，因为它只有深度上的透视变化，并且透

视线延长到远端交于一点，那么在横向和竖向上都是平行的，所以它们永远无法交于一点；而两点透

视中的横向却可以交于一点，它就像3ds Max中的x、y轴（横向用x来表示，深度用y来表示，高度用z

来表示），两点透视在x、y方向上都有变化，这就是与一点透视的区别。

图 1-12 图 1-13

三点透视

三点透视的区别在于z轴方向上有了透视的变化，这种图多数用于表现建筑的庄严、宏伟，但是在

真正的效果图制作中，这种图只能作为附加图。三点透视的应用不多，图1-14、图1-15和图1-16所示是

三点透视的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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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图 1-15 图 1-16

提 示

      本节重点是让大家掌握3种透视的识别方法，以便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准确快速地把握好透视关系。

大家要多锻炼自己的眼力，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

1.5 素描的细节处理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形态，从巨大到渺小，我们可以将眼睛所能看到的物体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

但也不是看到什么就画什么，要有取舍，艺术讲究的是乱中有序，那么如何做好细节方面的处理呢？

图1-17 ~图1-19所示已经说明了细节问题，如模型细节、材质细节、渲染细节等。

图 1-17

图 1-18 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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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细节：包括物体的大小、形状及物体之间的比例关系。

 材质细节：包括物体本身的固有色、物体之间的溢色、反射强度等。

 渲染细节：包括光源的种类、光源方向、所处环境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制作中需要把握的，可能大家还没有明白具体的细节，那么以图1-19所示的酒瓶

为例来讲解细节问题。

首先观察图1-20，从颜色方面来看，这瓶酒是一个上等品；还有台面上的橄榄也是精挑细选出来

的，如图1-21所示。那么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些，要看更深的东西。

图 1-20 图 1-21

在这两张局部图中，瓶子中酒的气泡，还有橄榄表皮周围的白色绒毛，都形象地体现出要表达的

物体的形态，虽然这是一张渲染的图片，但感觉它真实存在，这就是一幅好的作品，我们在做图时也

要记住细节的刻画，生动地表现出某一个物体。

提 示

     大家可以随便找些图片，根据前面讲过的那些细节问题来观察，逐个进行思考，不要乱了自己的思维。

1.6 绘画流程与效果图流程的比较
下面介绍两组绘画作品的绘制流程。

1. 确定了基本构图之后，用直线画出组合对象的基本形状，并明确各物体的位置及前后关系，如

图1-22所示。

2. 确定比例关系，勾画物体轮廓。

在画出大的几何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出各个形体的基本比例关系，画出各个物体的基本形

状，并用水平、垂直线等校正各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物体都有自身的比例关系，而在一组静物

中又有物体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这两种比例关系中，后者是首要的，如图1-23所示。

图 1-22 图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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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铺大体明暗调子。

在一定光线照射下物体形成了受光的明部和背光的暗部两大基本明暗关系。

在确立明暗两大面的关系时，首先要准确画出明暗交界线，同时画出投影范围，然后从暗部画

起，全面铺开，相互比较着画，色调应逐步加深，注意区别物体固有色深浅，这时环境色调也应随之

铺开，明、灰、暗三大基本关系要明确，做到画面的明暗关系大体完整协调，体积关系和空间关系基

本明朗，如图1-24所示。

4. 深入刻画。

在大体明暗关系已经明确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表现明、灰、暗三大基本关系，然后逐步画出物体

之间的微妙变化。在深入刻画的过程中也要坚持从整体出发，要做到明部简洁，中间色实而不死，暗

部则空灵有致，如图1-25所示。

图 1-24 图 1-25

5. 统一调整画面。

通过不断完善，表现深入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板”、“死”、“花”、“灰”的毛病，统一调

整时应回到对整体关系的审视上来，对画面进行总体的艺术把握，加强主体，突出主体，一切有碍整

体关系，有碍突出主体的细节和局部都应大胆取舍，使画面更完美、更集中、更简练、更典型，真实

生动地反映对象，使画面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在第1个示例中，想必大家已经了解了绘画的步骤，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只制作某一种类

型的作品，下面再看另一幅作品的画法，如图1-26所示。

1. 用最简洁的基本线条确定头像，使其置于画纸中部略高于中心的位置，画侧面的头像时，视线

前方要适当多留空白。

2. 用辅助线测定形体的比例、透视和倾斜度， 确定大的形体特征。

3. 从五官画起，用线条具体刻画形体细节，同时用色调表现主要的 转折处，色调要尽可能简练。

4. 从整体效果出发，通过加强减弱等处理方法，使画面详略得当，主要形象特点鲜明突出。

图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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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示例和第一个截然不同，这是一幅人物头像素描，它的绘制过程和静物素描大同小异，首先

也是确定大体的关系，然后画出人物的面部特征，接下来画出大体的明暗关系，最后深入刻画。

好了，笔者就为大家列举了两个示例，其他任何物体的绘制也都如此，那么它和我们做效果图有

什么关系呢，步骤是怎样的呢，下面看一下效果图与绘画的步骤有何相同之处，如图1-27所示。

图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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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左侧）所示为素描的步骤，右侧为笔者2006年在火星论坛上发过的一个教程的图片，比

较两个步骤，我们不难发现，从大体的定位、细化模型、简单的灯光渲染和最终出图来看，素描的步

骤与效果图的步骤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凡事都有它的规律，当我们遇到简单或烦琐的工作时，这种

规律就起到关键性作用了，它可以让我们以清醒的头脑来面对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无论是讲哪个

环节，笔者都要保持这种方法不变，当然，这些都离不开上述的美术知识，大家要时刻记住，3ds Max

只是一个软件，其他三维软件也好，但都只是一支“笔”，要想做出好的作品，还需要多观察、多体

会。现在的三维软件、渲染插件都很多，也有很多人为了得到高质量作品而寻求超级渲染器，但目前

好的渲染器也要花费一定代价，那就是时间，商业效果图的制作不允许我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只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作品，有的朋友问了，如何确保质量和时间守恒，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笔者在

前言部分已经向大家提到过这个话题，想要快速制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还是那句话，要不断补充美术

知识，多观察多体会，这样，工作会事半功倍。读者在阅读教程时要细细体会，与做图一样，学会处

理那些细节问题。

图1-28所示为笔者制作效果图的流程，由一个示例分为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又分为三个环

节，每一步都做到细化，最终制作出一个细节丰富的成品图，下一章就真正进入效果图的制作过程

了，请大家跟着我，按照流程图和已经掌握的素描知识，一步一步把图做好，相信到最后，您一定会

收获更多的技能。

图 1-28

1.7 效果图制作流程
在3ds Max中我们如何将模型与照片对位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视频中会有详细的介绍，还有

对物体细节的刻画，在完成最终模型的时候会导入一些素材，如植物等，具体操作在视频中也有详细

的讲解，最终模型如图1-29所示。

在材质阶段会向读者讲解材质之间的溢色现象，还会讲解较为复杂的UV展平贴图操作，以及如何

制作材质，材质实例如图1-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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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庄园
零度庄园——3ds Max&VRay室内外表现技法

图 1-29 图 1-30

 

渲染场景时会结合软件中的灯光阴影与现实中的光源阴影来讲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如图1-31 ~图

1-33所示。还有VRay置换贴图在场景中的用法，以及效果图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还包括建筑玻璃的表

现方法，最终我们会渲染一些通道图，为后期处理图像做铺垫。

图 1-31 图 1-33图 1-32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范例来简单了解一下效果图的制作流程。我们可以简化这些工作，具体分为模

型、材质、渲染和后期这4个环节。

模型

3ds Max的界面设计得非常人性化，我们在创建某种物体的时候首先必须要有模型，也就是说可以

结合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物体，如房子，它首先要有一个形体，也就是我们的建模，建模时首先要

创建物体。

在3ds Max中有多种基本物体，如三维物体、二维物体、灯光、摄影机等，都可以创建出来。建模

时最常用的还是［创建］面板下的Box［长方体］和Plane［平面］命令，在［修改］面板下可以对物

体进行各种修改，如图1-34 和图1-35所示。

图 1-34 图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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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创建一个Box［长方体］，然后修改它的形体。在3ds Max中，这个设计也是非常合理的，直

接单击旁边的修改命令面板，在下拉菜单中可以找到合适的修改命令。这里添加了Edit Mesh［编辑网

格］修改器，这样就可以对长方体的点、边、面进行移动、旋转、缩放、复制等操作了。通过这些操

作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一种形状，模型的创建就是这样，非常简单，通过耐心地调整，即可得到

如图1-36所示的场景。

图 1-36

材质

完成模型创建之后当然还需要设置纹理，否则难以说明这个物体拥有什么样的材质，材质的设置

也非常简单，按下键盘中的M键可以打开材质编辑器。

选择其中一个材质，在Diffuse［漫反射］旁边的小方块上单击，在弹出的材质贴图浏览器中添加

一张想要的贴图。可以使用的贴图格式有很多种，如JPG、TGA、TIF等，还可以加入AVI视频文件作

为贴图，一般我们选择JPG格式。此外，这个物体是否具有高光，强度又是多少，是否会有自发光，

透明度、凹凸、反射等属性又如何呢，这些都可以在材质编辑器中进行调节。   

由于物体已经被编辑过了，因此加入贴图后它的大小可能会与实际不符，此时就需要加入一个UV

修改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操作也非常简单，只需要调整3个参数，如图1-37所示。

这个物体具有了材质，接下来它还应该处在一个环境下，通过渲染操作告诉读者这个物体在什么

样的环境下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在这里使用了一盏VRay阳光，如图1-38所示。

图 1-37 图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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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

放大这张图，发现木架子的边缘太锐利了，这些是商业效果图的痕迹，没有太多时间处理这些问

题。如果我们想制作出更真实的效果，那么就需要对这些地方做进一步处理，再回到模型中查看一下

关于渲染的设置。这里使用的是VRay渲染器，这款渲染器在国内很受欢迎，使用也非常简单，只需要

设置好抗锯齿、天光和GI等参数，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了。如图1-39和图1-40所示。

最终输出时只需将图像尺寸调大一些，GI的精度调高一些即可，另外还渲染了一些通道图，用于

后期处理。

图 1-39 图 1-40

后期

进入Photoshop进行后期的处理，这里主要是对图像的颜色加以调整，并导入其他素材。

在范例场景中讲解了3种后期处理方法。这3种方法包含了现有商业效果图中所有的后期制作技

巧，具体包括用纯模型渲染出来的后期制作方法，调入素材的方法，以及将照片中的元素抠取下来与

图像进行合成的方法。这个有点类似实景合成的做法。

以上就是效果图的基本制作流程，只要读者细心观察和学习，多动手实践，也完全可以制作出照

片级的效果图。读者也可以打开光盘中本章相应小节的教学视频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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