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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　3ds Max材质技术

4.1　材质基础
材质是3ds Max中一个比较独立的概念，它可以为模型表

面加入色彩、光泽和纹理。材质通过［材质编辑器］进行指定

和编辑。

注：在3ds Max 2011中有两种［材质编辑器］，分别是［精简材质

编辑器］和［平板材质编辑器］。［平板材质编辑器］是3ds Max 

2011中新增的节点式材质编辑器，具体用法请参见本书视频中的新

功能部分，本书所提的材质编辑器仅指［精简材质编辑器］。

可以通过单击主工具栏中的 ［材质编辑器］按钮或按下

键盘上的M键，打开［材质编辑器］窗口，如图4.001所示。

三维软件中的材质一般都是虚拟的，它与真实世界中的物

理材质的概念不同。如图4.002所示的各种材质效果。

最终渲染的材质效果与模型表面的材质特性、模型周围的

光照、模型周边的环境都有关系，在熟练掌握渲染技术之后，

应当在三者之间进行反复调节，而不是只调节其中的一种或两

种。例如一个材质是黄色反光材质，在红光照射下会变为橙

色，光越弱其反光效果也越弱；又例如一个带有反射的透明玻

璃杯，周围的环境会影响其反射和透明程度，所以即便有现成

的材质库，也要根据所处的场景环境再次调节。
图4.001

4
3ds Max材质技术

材质是表现三维视觉艺术的重点因素之一，正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材

质贴图表现技术，才能使三维模型活灵活现、真实可信。在3ds Max中

提供了多种材质表现技术和渲染方法，本课中用大量应用案例为读者剖

析它们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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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02

4.2　理解材质和贴图的概念
在三维世界中，建模是基础，而材质及环境的烘托是表现作品思想的重要手段。材质与环境的表现

全靠色彩及光影的交叉作用，那么什么是材质呢？

材质主要用于描述物体如何反射和传播光线，它包含基本材质属性和贴图，在显示中表现为对象自

己独特的外观特色。它们可以是平滑的、粗糙的、有光泽的、暗淡的、发光的、反射的、折射的、透明

的、半透明的等。这些丰富的表面实际上取决于对象自身的物理属性。

在三维软件中，将表现对象的外观属性称之为材质，这些对象属性往往是使用一些特定的算法来实

现的。用户在创造材质的时候，可以忽略这些算法，而只通过修改一些参数，即可创造出各种丰富的材

质效果。

材质实际上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内容，即质感与纹理。质感泛指对象的基本属性，也就是常说的金

属质感、玻璃质感和皮肤质感等属性。通常是由［明暗模式］来决定的。纹理是指对象的表面颜色、图

案、凹凸和反射等特征，在三维软件中是指［贴图］。

换句话说，在三维软件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材质是由［明暗模式］和［贴图］来组成的。这样，

材质的创作就可以简化为一个［明暗模式］，如制作［金属］材质，然后再为它使用一张金属照片作为

表面纹理，金属的材质就制作完成了。事实上，材质的编辑基本如此，只不过还需要一些辅助的编辑来

使效果更加丰富。

4.3　标准类型
在3ds Max中一个标准的材质，包括多种基本属性，这些属

性在同类软件中都是通用的，如图4.003所示的为最基本的材质

类型。如图3.006所示，3ds Max包括了8种材质类型，分类为：

 ● ［各向异性］：可以产生长条形的反光区，适合模拟

流线体的表面高光，如头发、玻璃或金属建模等，弥

补了圆形反光点的不足；

 ● ［Blinn］：反光较［Phong］柔和，用的比较广泛；

 ● ［金属］：常用于金属材质；
图4.003

 ● ［多层］：具有2层高光反射层的材质；

 ● ［Phong］：常用于玻璃、油漆等高反光的材质；

 ● ［Oren-Nayar-Blinn］：材质适合布料、陶土、墙壁等无反光或反光很弱的材质；

 ● ［Strauss］：适用于金属材质的模拟，参数比［金属］少；

 ● ［半透明明暗器］：主要是用来做透光效果的，这种材质可以很好地表现出光线透过的感觉，

适合于模拟玉石、蜡烛等不透明但是透光的物体。

1. 各向异性

2. Blinn

3. 金属

4. 多层

5. Oren-Nayar-Blinn

6. Phong

7. Strauss

8. 半透明明暗器

图4.004

4.4　贴图通道的类型及指定操作
材质表面的各种纹理效果都是通过贴图产生的，使用时不仅可以像贴图案一样进行简单的纹理涂

绘，还可以按各种不同的材质属性进行贴图。如将一个图案以［自发光］方式贴图，会形成发光的图

案；以［凹凸］方式贴图，会形成表面起伏不平的效果；以［置换］方式贴图，可以产生真实的立体凹

凸，代替一些细节建模；以［不透明度］方式贴图，会形成半透明的图案等。

3ds Max不仅在［贴图］项目中提供了多种类型的贴图方式，还提供了大量的程序贴图用于图案的

产生，如［噪波］、［大理石］、［棋盘格］等，这是几乎

所有的三维软件都具备的，如图4.005所示。

将自己的图案纹理用作贴图（如贴图库、扫描图片、

数码照片等），最重要的是怎样将图案贴在模型表面，尤其

是一些复杂的曲面（如人物脸部的贴图、动物表皮的贴图

等），这项技术也是三维角色动画制作的难点。由于它主要

是在视图中操作，在3ds Max中要结合材质编辑器和修改命

令来完成，而且根据模型类型的不同（多边形、细分曲面、

面片、NURBS曲面），贴图方法也有差异。

在［贴图］卷展栏中可以设置12种贴图方式，用来控

制物体不同区域的贴图效果，如图4.006所示。

在每种方式右侧都有一个 长按钮，单击它们可以调出［材质/贴图浏览器］面板，但只能够

选择贴图。这里提供了多种贴图类型，都可以用在不同的贴图通道上，如图4.007所示。

  

图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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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06

        

图4.007

4.5　贴图坐标
制作精良的贴图要配合正确的坐标指定才能将其正确显示在对象上。贴图坐标用来指定贴图位对象

上的放置位置、方向及大小比例。

3ds Max提供了以下7种贴图坐标方

式，合理应用这些贴图方式就能实现各

种复杂的贴图效果，如图4.008所示。

这些坐标指定如何将贴图投射到材

质，以及是将其投射为“图案”，还是

平铺或镜像。贴图坐标也称为 UV 或 UVW 

坐标。这些字母是指对象自己空间中的

坐标，相对于将场景作为整体描述的 XYZ 

坐标。

4.6　程序贴图案例——油炸馒头

［范例分析］
该案例通过各种程序贴图的组合，制作一个被油炸过的馒头效果，如图4.009所示。被炸过的馒头

外焦里嫩，表面颜色过渡自然，还带有刚刚被烹炸过的脆皮凹凸效果，真实得让人垂涎三尺，那么怎样

才能利用3ds Max内部的程序贴图实现这种效果呢？ 

首先整理一下制作思路。白色的馒头被油烹炸后，表面会呈现出非常娇嫩的橙黄色，中间还会有

一些由黄到白的过渡效果；边缘位置由于变脆，会略微有些透光现象；表皮上还会残留些被油炸过的斑

图4.008

痕。

图4.009

那么这些现象用什么样的程序贴图进行模拟呢？首先在馒头的表面色上加些颜色过渡效果，也就是

在漫反射通道中加入渐变贴图。然后在自发光通道上贴上衰减贴图，这样能模拟出边缘的透光现象。最

后还要为凹凸通道贴上适当的噪点贴图，使表皮的凹凸效果呈现出来，如图4.010所示。

图4.010

［场景分析］
打开配套光盘提供的场景文件，可以观察到场景中有3个馒头、一个盘子、一双筷子和一个作为桌

面的平面模型；场景中还有3盏灯光，一盏聚光灯作为主光源，两盏泛光灯为辅光源，其中一盏泛光灯

颜色偏冷，这样可以使整个画面具有丰富的色调变化，使光影的过渡更加自然；此外，场景中还有一架

摄影机，向下俯视着桌面，如图4.011所示。

图4.011

［制作步骤］

1. 设置表面颜色

首先设置馒头的表面颜色。如果要表现颜色由黄到白的过渡效果，那么可以为漫反射通道指定一张

渐变贴图。

步骤01：按下M键打开［材质编辑器］，第2个材质球已经被赋予了馒头模型，选择这个材质，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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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反射］色块后面的通道按钮，在弹出的［材质/贴图浏览器］中双击Gradient［渐变］贴图。

步骤02：设置渐变贴图的参数，首先将［渐变类型］改为［径向］。调整颜色，颜色#1的RGB值为

（198，111，27），颜色#2为（245，188，102），颜色3#为（255，221，207），这是一组由橙黄到白

的过渡效果。根据需要调节［颜色2位置］参数，使黄色和白色的区域更加合理，在本案例中该值调节

为0.36。

步骤03：此时的馒头表面过渡比较规矩，要使过渡变得更加自然，需要在［噪波］参数组中进行设

置，首先将［数量］值调节为0.3，［大小］值调节为4，然后点选［分形］模式，这样表面就呈现出不

同的过渡区域了。

步骤04：接着为表面设置一些反光效果，在［材质编辑器］中单击 ［转到父对象］按钮，返回

主层级。将［高光级别］调节为40，［光泽度］调节为36，如图4.012所示。

图4.012

2. 制作边缘透光效果

现在调节馒头边缘的透光效果，主要通过在自发光通道贴入一张衰减贴图来实现。

步骤01：在［材质编辑器］中展开［贴图］卷展栏，单击［自发光］后面的 按钮，在弹出

的［材质/贴图浏览器］中双击Falloff［衰减］贴图。

步骤02：调整衰减贴图的混合曲线。此时渲染贴图，会发现边缘已经产生了发光的透光效果，但是

太明显了，此时我们需要弱化一下白色透光区域，进入［衰减］贴图的［混合曲线］卷展栏，选择右边

的角点，将其向下移动一端距离。然后单击鼠标右键，将其转换为Bezier-角点，然后拖动左侧的操纵

杆，使混合曲线呈现出一定的弧度，这样使过渡效果更加微弱，从而减少了透光区域，如图4.013所示。

3.　制作油炸的凹凸效果

接着制作馒头表面的凹凸效果，这些效果主要通过为凹凸通道添加一些噪点贴图实现，噪点类的

程序贴图有很多，如噪波贴图、细胞贴图、斑点贴图、泼溅贴图等，只要细心调试，都能达到出色的效

果，在这里我们使用细胞贴图来实现凹凸效果。

图4.013

步骤01：在［材质编辑器］的［贴图］卷展栏中，单击［凹凸］后面的 按钮，在弹出的

［材质/贴图浏览器］中双击Cellular［细胞］贴图。

步骤02：在［细胞特性］参数组中，将细胞类型设置为［碎片］，这样可以使细胞纹理显示出一片

片的斑纹效果，但是此时的斑纹看上去太小太杂，而且凹凸纹理过于明显，因此要适当地改变细胞参数

的［大小］和［扩散］值，

在这里将［大小］设置为

30，［扩散］设置为1.58，

这样可以使得整体偏暗，不

至于有明显的凹凸变化。

步骤03：勾选［分形］

参数，并适当地提高［迭代

次数］值，这样可以提高纹

理细节，使凹凸看上去更加

自然。

步骤04：此时的细胞纹

理为凸起效果，不像是炸过

的痕迹，因此要将其设置成

凹陷效果。单击 ［转到父

对象］按钮返回主层级，将

凹凸通道的［数量］值调成

负值，约-40左右，这样油

炸过的凹凸纹理就比较合理

了，如图4.014所示。 图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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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面细碎凹凸

此时的馒头表面虽然有

了大块的凹痕，但是显得并

不太真实，油炸后的表面会

有烹炸后的细碎斑点，因此

还要调整一下凹凸通道，为

其加入一些细碎的凹凸。在

这里主要运用混合贴图来融

合凹凸通道中的两种效果。

步骤01：添加Mix［混

合］贴图。单击凹凸通道后

面的长按钮，在弹出的［材

质/贴图浏览器］中双击Mix

［混合］贴图，此时弹出一

个［替换贴图］对话框，询

问是将凹凸通道中原有的贴

图删除，还是将其作为［混

合］贴图的子贴图保留。在

这里我们要混合两种程序贴

图的效果，因此选择［将旧

贴图保存为子贴图］选项。

单击［确定］按钮。此时可

以观察到，原来调节的［细

胞］贴图，出现在了［颜色

#1］的贴图通道中了，如图

4.015所示。

步骤02：接着需要在

［颜色#2］通道中贴入一

张程序贴图，以表现细碎的

凹凸效果，表现这种效果的

贴图有很多，例如噪波、烟

雾、斑点等贴图均可，在这

里我们采用Swirl［漩涡］

贴图来实现这一效果。单击

［颜色#2］后的通道按钮，在弹出的［材质/贴图浏览器］中双击［漩涡］贴图。

步骤03：调节漩涡贴图的参数，将其呈现出不规则的斑点效果。首先将漩涡的两种颜色设置为黑和

白，因为凹凸通道是凭借图像的灰度值来计算凹凸程度的。然后将［漩涡外观］参数组中的［扭曲］调

节为0， 恒定细节10，然后加大［颜色对比度］的值，将其调节为0.95。如图4.016所示。

图4.015

图4.016

步骤04：单击 ［转到父对象］按钮返回Mix层级，此时在示例窗中可以观察到，［颜色#2］贴图

通道中的图像并没有显示出来，如果要使［颜色#2］的设置起作用，必须调节［混合量］参数，在这里

将它调节为10。这样最终的混合图像中，［颜色#1］通道中的图像效果占90%，而［颜色#2］通道中的

图像效果占10%。

步骤05：此时渲染图像，观察到馒头表面除

了大块的凹陷效果外，还带有细碎的斑点，如图

4.017所示。

【本例小结】
程序贴图的嵌套使用，可以组合出各种各样

的奇妙效果，建议读者在本例的基础上尝试采用

其他类型的程序贴图（如噪波、斑点、泼溅等）

组合出更多逼真的效果。

4.7　反光板应用案例——打火机

［范例分析］
本案例主要讲述反光板的架设技巧。对于反射性较强的材质，它的表现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围

的环境。设置周围环境的办法有很多，可以在场景的背景中贴入位图，或HDR贴图，也可以在反射通道

中贴入适当的反射图像，但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

做法是架设反光板。

反光板一词来源于摄影技术，它是由锡簸

纸、白布、米菠萝等材料制成，在摄影摄像中充

当辅光作用的一种工具。在三维软件中，反光板

主要是用来表现反射材质的明亮质感，例如利用

反光板模拟反射到不锈钢或车漆表面的窗户、玻

璃、天空或其他发光体效果，如图4.018所示。

配合全局光照系统，反光板也可以起到辅助照明

的作用。

［制作思路］
反光板主要采用长方体对象进行制作，没有固定的架设规律和方法，主要根据表现对象的形状和

场景分布状况来决定它们的大小、位置、角度和数量。因此，架设反光板需要大量的构图技巧和实践经

验，读者需要仔细观察生活中的反光物质并多加练习，才能提高这方面应用能力。

反光板材质的制作方法都是一样的，主要将漫反射颜色调节为白色，并设置自发光效果，如果还没

有达到所需的亮度，可以在漫反射贴图通道中加入输出贴图，并提高它的RGB偏移量。

［场景分析］
打开配套光盘提供的场景文件，该场景比较简单，只有两个打火机、一个地面和一架摄影机，如图

图4.018

图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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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9所示。打火机机身是具备高反射

性质的不锈钢质感，这种材质需要配合

周围环境和灯光才能显示出亮丽的效

果，因此本案例重点则在于灯光和反光

板的架设。

［制作步骤］

1. 创建灯光

步骤01：创建主光源

进入灯光的创建面板，在类型下

拉列表中选择［标准］灯光，按下［目

标聚光灯］按钮，在场景中拖曳鼠标创

建一盏目标聚光灯，并在各个视图中调

节它的位置，如图4.020所示。

进入灯光的修改面板，在灯光的

参数中启用阴影效果，并且在阴影类型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区域阴影］选项。

展开［强度/颜色/衰减］卷展栏，将控

制灯光强度的［倍增］值改为0.6，并

在［聚光灯参数］卷展栏中增大聚光区

和衰减区的值，［聚光区/光速］约150

左右，［衰减区/区域］约155左右。这

使灯光的明暗区域变得更加柔和，没有

明显分界线。

展开［区域阴影］卷展栏，提高

区域灯光的尺寸，将它们的长度和宽度

都设置为50左右，这是为了使区域阴影

变得更加柔和，没有明显的边界，如

4.020图所示。

注：［区域阴影］类型能够得到高质量的软阴影效果，但是它的渲染速度很慢，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建议读者在

制作过程中使用［阴影贴图］类型，等最终渲染图像时再更换成［区域阴影］类型。

步骤02：创建天光

在标准灯光创建面板中按下［天光］按钮，并将天光的［倍增］值调节为0.5左右，接着在顶视图中

的任意位置单击创建一盏天光，天光的位置并不重要，只要便于选择即可，它可以均匀地照亮场景中的

每个角落。

在默认扫描器渲染器中，天光必须配合［光跟踪器］才能发挥正确的照明作用，选择［渲染＞光跟

踪器］菜单命令，确保在［渲染设置］窗口的［高级照明］选项卡中启用了［光跟踪器］功能，并将光

跟踪器参数中的［光线/采样数］降低为90，该值是用来控制天光的照明质量的，值越高渲染效果越好，

图4.019

图4.020

但会增加渲染时间，因此在制作过程中暂时降低该值，待场景制作完毕后再提高它进行最终的成品渲

染，如图4.021所示。

图4.021

2. 制作打火机材质

在场景中选择所有的打火机模型，按下快捷键M，打开［材质编辑器］。选择一个空材质球并将其

命名为“金属”，单击 ［将材质指定给选定对象］按钮将其赋予场景中的打火机对象。首先在［明

暗器基本参数］中选择［各向异性］类型，它比较适合表现金属类的高光效果。接着将［漫反射］颜色

设置为深色，其RGB约为

（17，17，17）。然后调

节反射高光参数，将［高

光级别］设置为34 5左

右，［光泽度］设置为25

左右，［方向］设置为42

左右。最后在反射贴图通

道内贴上Raytrace［光线

跟踪］贴图，渲染效果如

图4.022所示。

3. 架设第1块反光板

此时的打火机表面

有了完全的发射效果和明

显的高光区域，但是在渲

染图中仍然显得非常黑，

这是由于场景的背景为黑

色，因此打火机身上反射

的大部分是黑色区域。为

了丰富反射效果，使打火 图4.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