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重点

室内渲染导读

◆ 色彩构成

◆ 平面构成

◆ 室内构图

◆ 室内渲染表现流程

主要讲解了有关室内渲染的一些基础知识，只有在充分掌握这些知识的基础上，

在实际制作过程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将室内渲染技术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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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色彩构成在室内表现中的地位

生活因为色彩而美丽，我们的生活空间因为色彩而令人陶醉。在室内表现中，色彩的搭配及

合理应用也是一幅优秀室内表现作品的必备要素，接下来简单分析一下色彩的基础理论知识，为

色彩在实际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1.1    色彩构成的含义

色彩构成研究的是色彩的产生、原理及人对色彩的感知与应用，是一门重要的研究色彩组合

规律、创建方式的基础学科，是一个科学化、系统化的色彩训练方式。它从色彩创造学的角度去

探索和开拓出新的、美的对象，使我们对色彩美的构成形式有更多、更深刻的认识。

色彩构成是从人对色彩的知觉与心理效果出发，用一定的色彩规律去组合构成要素间的相互

关系，创造出新的、理想的色彩效果，这种对色彩的创造过程及结果，称为色彩构成。

色彩构成的原则是将创造色彩关系的各种因素，以纯粹的形式加以分析和研究。它是在探索

规律的进程中采用的一种手段，不等于创造的结果。

色彩构成的目的在于培养对于视觉艺术形式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所以，在进行室内效果表现过程中，要对色彩构成知识有个全面的了解，才能在实际表现中

准确地把握色彩的关系。

1.1.2    色彩基础

要理解和运用色彩，首先必须掌握一些色彩归纳整理的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色彩基础、色

彩对比与搭配、色彩功能等。

色彩，可分为有彩色和无彩色两大类，有彩色如红、橙、黄、绿、青、蓝、紫，无彩色如

黑、白、灰。

有彩色就是具备光谱上的某种或某些色相，统称为彩调；与此相反，无彩色即没有彩调，无

彩色有明有暗，表现为白、黑，也称色调。

有彩色很复杂，但可以用以下3组特征值来确定：

其一是彩调，也就是色相；

其二是明暗，也就是明度；

其三是色强，也就是纯度、彩度，即通常所说的饱和度。

在Photoshop软件的［色相/饱和度］对话框中能充分体现颜色的这3组特征，如图1-1所示。

图 1-1  彩色的3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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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

有彩色就是包含了彩调，即红、黄、蓝等几种色族，这些色族也被称为色相。

最初的基本色相为：红、橙、黄、绿、蓝、紫。在各色中间加插一两个中间色，其头尾色相

按光谱顺序为：红、橙红、橙黄、黄、黄绿、绿、绿蓝、蓝绿、蓝、蓝紫、紫、红紫。红和紫中

再加中间色，可制出12种基本色相。

这12种色相的彩调变化，在光谱色感上是均匀的。如果进一步再找出其中间色，便可以得到

24种色相；如果再把光谱的红、橙黄、绿、蓝、紫诸色带圈起来，在红和紫之间插入半幅，构成

环形的色相关系，便称为色相环。基本色相间取中间色，即得12种色相环。再进一步便是24色相

环。在色相环的圆圈里，各彩调按不同角度排列，则12种色相环每一色相间距为30°。24色相环

每一色相间距为15°。

P．C．C．S制对色相制作了较规则的统一名称和符号。其中红、橙、黄、绿、蓝、紫，指

的是其“正”色（当然，对正色的理解，各地习惯不全相同）。正色用单个大写字母表示，等量

混色用并列的两个大写字母表示；不等量混色，主要用大写字母。惟一例外的是蓝紫用V而不用

BP。V是紫罗兰的首字母，为色相编上字母作为标记，便于正确运用而又便于初学者记忆。

以这种方式来划分并定色名，显然是和孟塞尔的10种色相与20种色相配合的。孟塞尔系统

是以红、黄、绿、蓝、紫5色为基本色，把它称作黄红。因此P、C、C、S制的24种色便也归为10
类。

明度

明度，可以从无彩色入手，因为无彩色在图1-2中只有一维，比较好理解。最亮是白，最暗是

黑，以及黑白之间不同程度的灰，都具有明暗强度的表现。若按一定的间隔划分，就构成明暗尺

度。有彩色即靠自身所具有的明度值，也靠加减灰、白来调节明暗。

日本研究配色体系（P．C．C．S）用9级，孟塞尔则用11级来表示明暗，两者都用一连串数

字表示明度的增减。

物体表面明度与它表面的反射率有关。反射得多，吸收得少，便是亮的；相反则是暗的。只

有百分之百反射的光线，才是理想的白；百分之百吸收的光线，才是理想的黑。事实上我们周围

没有这种理想的现象，因此人们常常把最接近理想的硫化镁结晶表面作为白的标准。

有彩色的明暗以无彩色灰调的相应明度来表示其相应的明度值。如图1-2所示，明度一般采用

上下垂直来标示。最上方的是白，最下方的是黑，中间排入灰调。这是表明明暗的垂直轴，称无

彩色轴，是色立体的中轴。

饱和度

一种色彩的纯度，也有强弱之分。比如正红，有鲜艳无杂质的纯红，有涩而干残的“凋玫

瑰”，也有较淡薄的粉红。它们的色相都相同，但强弱不一，即色彩饱和度不同。饱和度常用高

低来描述，饱和度越高，色越纯，越艳；饱和度越低，色越涩，越浊。纯色是饱和度最高的一

级。

一般用水平横轴来表示饱和度，以无彩色竖轴为点，在色相环某一色相方向伸展开。

立体色标

将白光下混合所得的明度、色相和饱和度组织起来，先由下而上，在每一横断面上的色标都

相同，上横断面上的色标较下横断面上色标的明度高；再由黑、白、灰作为中心轴，中心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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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同一圆柱上，色标的纯度都相同，外圆柱上的比内圆柱上的纯度高；再对中心轴向外，每一纵

断面上色标的色相都相同，使不同纵断面的色相不同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等色相自环

中心轴依顺时针顺序而列，这样就把数以千计的色标完整地组织起来，成为立体色标。目前影响

较大的立体色标是孟塞尔色标和奥斯特华色标，如图1-2所示。

明 度

饱和度

色 相

图 1-2  孟塞尔色标

1.1.3    色彩对比与搭配

非彩色有明度的特性，它们之间可以形成多样的明度对比关系；有彩色，也具有明度对比、

色相对比、饱和度对比和综合对比等关系；有彩色与非彩色之间，也可形成非常多样的明度对

比、彩度对比及综合对比等关系。 
此外，色彩间还有冷暖、进退、张缩、厚薄等感知方面的差别，也就形成了冷暖对比、进退

对比、张缩对比、厚薄对比。因此理解色彩对比的特殊性，对室内表现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明度对比

对装饰色彩的应用来说，明度对比的正确与否，是决定配色的光感、明快感、清晰感及心理

作用的关键。历来的图案配色，都重视黑、白、灰的训练。因此在配色中，既要重视非彩色的明

度对比的研究，也要重视有彩色之间的明度对比的研究，注意检查色的明度对比及其效果，这是

掌握室内表现颜色常常使用的方法。

色相对比

不同程度的色相对比，既有利于人们识别不同程度的色相差异，也可以满足人们对色相感的

不同要求。实际上同类色相对比是同一色相里的不同明度与饱和度的对比。这种同类色相的对

比，不是各种色相的对比因素，而是色相调和的因素，也是把对比中的各色统一起来的纽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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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样的色相对比，色相感就显得单纯、柔和、谐调，无论总的色相倾向是否鲜明，整体色调

都很容易统一调和。这种对比方法易被初学者所掌握，仅仅改变一下色相，就能使总色调改观。

这类色调和稍强的色调对比结合在一起时，则给人高雅、文静的感觉，相反则让人感觉单调、平

淡而无力。

邻近色相对比的色相感，与同类色相对比更明显、丰富、活泼，所以略微弥补同类色相对比

的不足，但不能保持统一、谐调、单纯、雅致、柔和、耐看等优点。

饱和度对比

一般来说，鲜色（饱和度强的颜色）的色相明确、醒目、视觉感强，色相的心理作用也明

显，但容易使人疲倦，不能持久注视。含灰色等低纯度的色相则较含蓄、不容易区分清楚、视觉

兴趣弱、醒目程度低、能持久注视，但因平淡而乏味，久看易厌倦。

在色相、明度相等的条件下，饱和度对比的总特点是柔和，饱和度差别越小，柔和感愈强。

饱和度对比的另一特点是增强用色的鲜艳感，即增强色相的明确感。饱和度对比较强，鲜色的艳

丽、生动、活泼、醒目及其感情倾向越明显。

冷暖对比

用冷热差别来形成的色彩对比称为冷暖对比。冷暖本来是人体皮肤对外界温度高低的触觉。

太阳、炉火、火炬、烧红的铁块，本身温度很高，它们射出的红橙色有导热的功能，其光线照射

使空气、水和其他物体温度升高，人的皮肤被它们射出的光线所照射，也能感觉到温暖。

这些生活印象的积累，使人的视觉、触觉及心理活动具有一种特殊的、下意识的联系。视觉

变成了触觉的先导，无论光源色还是物体色，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会由于意识的惯性而引起相应

的条件反应。

从色彩心理学来考虑，把橘红的纯色定为最暖色，它在色立体上的位置称为暖极，把天蓝的

纯色定为最冷色，它在色立体上的位置称为冷极，并用冷暖两极的关系来划分色立体上其余颜色

的冷暖程度与冷暖差别。凡近暖极的称暖色；近冷极的称冷色。与冷极距离相等的各色，冷的程

度相等；与暖极距离相等的各色，暖的程度相等；凡与两极距离相等的各色，称为冷暖的中性

色。由此可知，红、橙、黄等同暖色，蓝绿、蓝、蓝紫等同冷色，黑白、灰彩、紫等色，都属中

性色。

平常说的色彩冷暖，一般并非指单一的蓝橙之冷暧，也非指单一的黑白之冷暖，而是二者的

综合。但是，二者的综合不是均等的，似以蓝橙之冷暖为主导。因此冷暖对比越弱，冷暖的倾向

趋平缓；对比越强，刺激力量愈强。

充分把握各种色彩对比关系，就能在室内表现中将颜色搭配好。由于色彩构成是一门独立的

学科，除了学习理论知识，还需要读者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积累，自己体会色彩给人的感觉，灵活

地将其运用到场景表现中。

1.1.4    色彩构成在室内表现中的应用

如图1-3所示，图像中的黄、红、蓝带的色相对比活跃了效果图的整体氛围。

如图1-4所示，图像中的各种绿色的饱和度对比使图像显得更加静谧与和谐。

第1章 室内渲染导读(ok).indd   5 2008-12-14   12:46:58



3ds Max&VRay

6

室内渲染火星课堂

                  

                               图 1-3 色相对比                                                                        图 1-4 饱和度对比

如图1-5所示，图像中的暖色调红色与冷色调蓝色的对比，使整个画面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

击，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图1-6所示，图像中各种明度的灰色调形成对比，给人一种中性的、清静的感受。

                

                                   图 1-5 冷暖对比                                                                       图 1-6 明度对比  

1.2 平面构成与室内构图

平面构成是现代设计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将既有的形态在二维的平面内，按照一定

的秩序和法则进行分解、组合，从而构成理想形态的组合形式。平面构成作为一种设计基础的训

练方法，在很早就被设计家所重视并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起来。

现代平面构成包括具象图形的意向表现及图形的创意，并力求揭示各要素之间的形态组合关

系。它是塑造语言、造型方法、造型心理效应等多方面的综合探索，是对形和色等抽象、具象形

态组合进行研究的活动，也是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体现。

1.2.1    点、线、面

作为几何形态的点、线、面，是造型元素中最基本的形象。由于点、线、面的多种不同形态

的结合和作用，就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和形象。

平面构成就是以最基本的设计元素所进行的抽象思维，能明显观察出图像中的点、线、面组

成结构。

点、线、面的结合方式有一个形式美法则，即万全法则，法则内容为“连续、和谐、对称、

韵律、秩序、比例、结构、统一的组成形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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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点、线、面的构成形式读者可以参考平面构成相关的资料来学习。

面的构成

点的构成

线的构成

图 1-7 点、线、面构成图像

1.2.2    室内构图实用原则

人们要创建出美的室内空间环境，就必须遵循美的法则来设计构图，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这个法则就是多样统一，也称有机统一，也是说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在进行室内

构图的设计时，还必须充分考虑一些与之有联系的实用原则。

01  比例与尺度

一切造型艺术，都存在着比例关系是否和谐的问题。和谐的比例可以给人美感，最经典的比

例关系理论是黄金分割。

和比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尺度。尺度研究的内容，是室内的整体或局部给人感觉上的大小

印象和其真实大小与其他物体对比之间的关系问题。比例主要表现为各部分数量关系之比，它是

相对的，可不涉及到具体尺寸。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应当是一致的。在如图1-8所示的场景空间

中，各种小物件的尺寸必须是正确的，场景取景的重心点在整个图片中的比例应该是协调的，这

样画面构图才会协调美观。

02   主从与重点

在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各组成部分是不能不加区别而一律对待的。在画面构图中应当有

主与从的差别，有重点与一般的差别，有核心与外围组织的差别。否则，各要素平均分布、同等

对待，即使排列得整齐有序，也难免会显得松散、单调而失去统一性。如图1-9所示，床是构图的

中心和重点，其与周围的物件有着明显的差别。

    

                                     图 1-8  把握比例与尺度                                                      图 1-9  把握主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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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以基本的几何形体求统一

简单、统一的几何体也可以引起人的美感，它具有完整的象征“抽象的一致性”，如图1-10
所示，图像中天窗、椅子等都能形成统一的美。

04   均衡与稳定

以静态均衡来讲，有两种基本形式：对称与非对称。现代室内装饰理论特别强调时间和运动

这两个因素，就是说人们对于室内的观赏不是固定于某一个点上，而是在连续运动的过程中来观

察，并从各个角度来考虑室内形体的均衡问题。如图1-11所示，从某个角度来看图像是对称的，

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图像是非对称的，并且在各个角度上来看，画面都很均衡与稳定。

           

                          图 1-10 统一性                                                                  图 1-11 均衡与稳定

05   韵律与节奏

韵律美指有意识地加以模仿和运用，从而创造出各种具有条理性、重复性和连续性为特征的

美的形式。韵律美按其形式特点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连续韵律、渐变韵律、起伏韵律。韵

律美在环境设计中的体现极为广泛、普遍，不论是古代室内或是现代室内，几乎处处都能给人以

美的韵律节奏感。如图1-12所示，画面中的点、线、面元素都体现出了非常强的韵律与节奏感。

图 1-12  韵律与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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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室内渲染表现流程

一个科学的流程，会使工作更加快捷有效。如图1-13所示的渲染流程图，几乎可以在任何渲

染软件中使用，流程共分6个步骤。

粗调材质效果

渲染速度优化

灯光布置调节

细调材质效果

最终渲染输出

后期合成处理

01

06

05

04

03

02

图 1-13 室内渲染表现流程

1.3.1    粗调材质效果

在布光之前，模型中面积较大的材质，必须先调整好其表面亮度特征的颜色或纹理，因为灯

光的效果实际就是在材质上表现出的效果，所以如果材质的亮度没有确定，那么就无法求得灯光

的合适强度。

在这个阶段不需要调节一切对渲染速度影响较大的效果（比如光线跟踪和超级采样等），因

为在所有灯光没有调整好之前是不需要这些效果的；再者就是透明的材质一定要在此阶段调节

好，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灯光，比如窗玻璃没有调为透明，那么阳光就不会进入到室内。

总的来说粗调材质效果的主要工作，就是确定大面积材质的颜色、纹理和透明信息。

1.3.2    渲染速度优化

在灯光布置调节阶段，因为观察的重点是色彩和明暗信息，所以不需要观察很细腻的渲染品

质，通常情况可以将［渲染场景对话框］中的分辨率设小，关闭［抗锯齿］和［过滤贴图］选

项，从而获得较快的渲染速度，以方便图像渲染的测试工作。

1.3.3    灯光布置调节

这是对技术和审美要求最高的阶段，通常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来考虑。

01  制作前的布光思路

在制作前，首先要想好卧室的最终效果，脑子里应该有一幅最终的效果图画面，这个画面包

括图像颜色、图像配景、图像光线、图像构图等，制作过程只是用技术手法将其一步一步实现。

如果一开始都没有想好最终效果，那么在制作的过程中将会一步一步地去尝试效果，最后很难达

到理想效果。

所以，布光思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环节，它比技术能力要重要得多，所有的技术操作都

是以它为中心而展开的，它也是制作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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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布光思路分析

首先对灯光进行全面分析，包括主光源是哪个、次光源有哪些；其次分析自然光、人工光与

虚拟光。

一般情况下，日景的光源就是白天的自然光（天光和阳光）。阳光很容易被认为是最强的光

源，其实对于室内空间而言，照亮整个空间的却是天光。这主要是因为阳光的类型属于点光源，

它对室内的光照面积较小，即使其强度较大，但影响面积小，所以不足对空间亮度产生大的影

响。天光是阳光的间接光照，所以阳光越强天光自然也就越强。

人工光是指室内环境中除了自然光以外的光源，比如台灯、壁灯、吊灯等；虚拟光是指有时

候为了更好地烘托画面气氛，在场景中虚拟一些不存在的灯光。

03  色彩分析

不同的环境氛围所需要的色彩不一样。

比如卧室空间，通常以暖色调为主，因为暖色调会使人感到温馨和安逸。所以不管是在空间

的设计阶段还是在渲染表现阶段，都要考虑到突出暖色气氛，暖色就是基调，空间中所存在的大

量暖色材质就是主动向这一目标靠近的。在物理学上，这些暖色材料还会反弹出暖色的光。阳光

遇到地板会溢出大量的暖色，但是一幅图像中如果只有暖色也会很不舒服，所以在适当地方出现

些冷色来进行冷暖色的对比互补，以达到视觉上的色彩平衡，在制作中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光就可以满足补色的需求，因为它通常是偏蓝色系的冷色。当然有时也可以进一步使用材质的

手法来达到目的。

当一幅美丽的画面在脑子里形成后，就可以开始去实现它了。

1.3.4    细调材质效果

当灯光就绪之后，就需要将材质的质感表现出来。

跟灯光布置一样，在进行材质表现之前，需要先对所要表现材质的物理特性进行分析，在分

析过程中需要结合环境来考虑，这些在第2章中将有详尽的阐述。

1.3.5    最终渲染输出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阶段，主要是设置渲染输出的大小和提高渲染品质，如图1-14所示为一组

输出设置的范例。

图 1-14  最终输出常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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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后期合成处理

后期合成处理可以使渲染出来的图像变得更加精彩，这个阶段还可以为图像添加特效和合成

物品等。虽然这个阶段不属于三维的范畴，但它对于图像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还是非常重要的，甚

至在有些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所说的室内渲染表现流程是一个通用的步骤，具体的室内表现具有更细致的一些流

程，如图1-15所示。这是火星时代出版的《Autodesk建筑可视化设计师标准培训教材》一书的 
范例流程。

 

图 1-15 室内渲染表现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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