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與渲染的完美結合，百納建築數位影像的跨領域工作學

MXM 百納建築數位影像

　創立於 2009 年，專業的建築影

像與動畫公司，多年來服務全球

第一品牌，提供包括高品質效果

圖、4K 全 CGI 動畫、實景合成、

地產品牌包裝與行銷網頁設計等

一站式數位建築多媒體服務，服

務過全球第一品牌、國內外知名

建築事務所 Zaha Hadid，Forster 

&  Partners、潘冀、張樞、各大

建設、代銷及工程顧問等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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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知名建築事務所 Zaha Hadid，Forster &  Partners 合作過的百納建築數位影像 ，一直

致力於建築效果圖與動畫的製作。十多年來 ，不斷在建築師 、代銷商 、工程團隊間來回溝通 ，只

為打造符合建築師設計概念的完美圖像。而究竟百納建築數位影像是如何創造這些令人驚豔的圖像

與動畫呢？跟著映 CG 的整理 ，一起瞭解他們的設計流程與工作心法！

設計與渲染的
完美結合
百納建築數位影像的跨領域工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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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CG 效果圖，建構多元的時代場景！一窺《茶金》如精品般的影視美學

耗資千萬打造 1950 年代的台灣風貌

《茶金》作為時代旗艦劇 ，製作規模非常龐大

且繁雜 ，尤其當時的建築風格非常多元 ，有日

治時期保留下來的 ，也有國民政府來台建立的。

加上本劇故事靈感源自真實人物與歷史 ，展現

大時代下客家富商生活 ，所以描繪的不只是庶

民生活 ，還包含上流社會的樣貌 ，角色從茶農 、

政府官員 、中產知識分子到外國勢力皆有 ，因

此美術陳設需要耗費很大的心力 ，去設計與重

現當時的場景 ，包含工業化茶廠 、茶商豪華住

宅 、政府機構 、民間街道。並搭配夢想動畫運

用 CG 特效去再現已消失的歷史場景 ，像是台

北橋 、永樂戲院。賴勇坤分享：「很難得可以

看到台灣的時代生活劇 ，描述不同族群 、不同

階層的故事 ，也由於台灣歷史乘載的文化多樣

性 ，要詮釋當時的建築與生活樣貌 ，是非常

嶄新且困難的挑戰。」

為了打造當時的場景 ，團隊進行縝密的時

代考究。往前參閱早期文本圖資例如台灣建

築會誌；實地走訪遺留至今的建築房舍。向

後也借鑒王大閎 、修澤蘭等台灣建築師作

品 ，作為現代性元素的參考。同期鄰國 ( 日

本 、中國等地 ) 的建築發展 ，也能協助完整

整體風格設計脈絡。另透過與參考人物後人

的訪談往來 ，拼湊當時室內設計 、吃穿用度

細節。先有扎實的時代考察 ，才能在美術設

計上調度 、詮釋時代氛圍 ，讓觀眾貼近台灣

當年的樣貌。

　主要負責整體設計方向的規劃。

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學院 ( 現為台灣

藝術大學 )，專職影視美術，從業資

歷極為豐富，為許多影視作品塑造

世界觀，為場景注入靈魂。曾任過

《陣頭》、《六弄咖啡館》等電影

的美術指導，2019 年以《最乖巧的

殺人犯》入圍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

INTERVIEWEE

賴勇坤
《茶金》美術指導

　負責色彩規劃、場景設計與繪製

CG 效果圖。從事美術設計多年，製

作過 MV、電視、電影等不同影像作

品，曾以《野雀之詩》、《阿水和

國祥》入圍金鐘獎美術設計獎。

尤稚儀
《茶金》美術設計

文
: 葉

致
廷

 | 圖
: 公

共
電

視
台

公共電視與客家委員會出品 ，故事靈感源自於歷史人物 ，台灣首部海陸腔客語 、時代生活劇《茶

金》於 11 月 13 日播出。劇情設定於 1950 年代的台灣 ，講述台灣最大茶商的獨生女 ，如何以

女子之軀 ，在時代的洪流中 ，拯救瀕臨破產的家業 ，靠著茶業創造經濟奇蹟。導演透過女性的視

角去看待時代下不同族群 、不同階層的故事。而本劇也找來金獎美術團隊 ，耗資 1500 萬去打造

1950 年代的各地場景 ，展現「和洋折衷」的時代生活美學。本篇專訪將帶你了解團隊如何運用

CG 效果圖 ，打造令人驚奇的場景美學！

運用 CG 效果圖
建構多元的時代場景
一窺《茶金》如精品般的影視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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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不滅的古典神殿創作過程

Meet 
the 

Artist

www.behance.net/tommitanuwid

Tommi Tanuwidjaja
CG 建築師

來自印尼，從事建築視覺化已有20

年經驗，擅長古典與極簡室內設計。

在專業上，他主要製作傢俱，將其與

精美室內設計結合。

希望不滅的古典神殿創作過程
從事建築視覺化超過 20 年 ，Tommi Tanuwidjaja 擅長打造精緻室內設計 ，作品橫跨古典風格至現代極簡主義 ，往往能創造

令人讚嘆的建築渲染圖。本篇將一探其核心概念與運用 Lumion 的製作過程。

Lumion

編譯: 謝家瑋 | 圖: Tommi Tanuwidjaja

《 T h e  S h r i n e  o f  F a l l e n  A n g e l s 》 為 T o m m i 

Tanuwidjaja 的精緻神殿作品 ，他渴望表達：「當一切已

然逝去 ，神聖的天使也可能犯錯。」意味著萬物皆非完

美 ，人也不該被絕望所吞噬。畫面中神殿上方的空洞即

是天使往來的通道 ，縱使墮落 ，只要有信仰就有回歸的

可能性。

在分享建築視覺化 20 年經驗時 ，Tommi 提及 ，創作

模型會盡量遠離主流設計 ，他認為只有當作品夠獨特 ，

才能顯現其與眾不同。同時充分運用網路上的 3D 資產

庫 ，如 Sketchfab、3dbrute 等網站 ，依場景風格將資

產分門別類 ，更能夠提升製作速度。在渲染上 ，他認

為 ，Lumion 的渲染速度比 V-Ray 快 3 至 4 倍 ，建築渲

染效果也十分傑出 ，是商業製作的絕佳選擇。

渲染出富麗堂皇的神殿畫面
首先我會構思作品的氛圍 ，再著手製作模型。運用 3ds Max 建模 ，

以 3D 素材庫的資產點綴畫面。製作古典室內設計時 ，常會產生許多

高面數的模型 ，進而消耗大量電腦記憶體 ，我會刻意縮減模型面數 ，

減輕電腦運算負擔。

場景建模01

01

找到合適的參考素材，是製作階段非常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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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簡室內泳池效果圖 — 視覺開發流程

Meet 
the 

Artist

www.instagram.com/p.carredo

P. Carredo
3D 設計師

來自菲律賓，擅長建築效果圖製

作與場景的 Low Poly 渲染，以

夢幻、蒸汽波、極簡、Liminal 

Space 的泳池與建築圖像風格打

響知名度。並持續運用 Blender

製作精美圖像。

Liminal Space 泳池圖像系列 –《Lazy River》

極簡室內泳池效果圖
視覺開發流程

自學 Blender 將近一年的 P. Carredo，擅長打造蒸汽波 、極簡 、Liminal 

Space 風格的泳池效果圖 ，因而在社群媒體上獲得不少關注。他也分享自己如

何透過網路上學到的渲染小技巧 ，打造出絕美的效果圖。本篇將一探他的製作

過程與設計心法！

Blender

採訪: 莊昀錚 | 編譯: 林廷勳、葉致廷 | 圖: P. Carredo

《Checkpoint》為 P. Carredo 推出 Liminal Space  泳池圖像系列的其中一幅作

品 ，與另一件《Lazy River》出自同一個環境 ，但不同視角。《Checkpoint》繪製

的是《Lazy River》泳道中 ，停下來休憩或選擇返回的地方。P. Carredo 表示 ，

自己非常著迷於游泳池 ，特別是室內游泳池。「它能讓我感到平靜且舒適。可能是

因為我住的地方很熱 ，因此總是想像房子變成游泳池 ，讓我可以跳進泳池裡 ，度

過悠閒的時光。」P. Carredo 使用 Blender 打造夢想中的室內泳池 ，也參考很多

網路上關於「Poolcore」圖片 ，包含 Jared Pike、Lucas Rackliffe 的作品。

在構思建築的外觀設計時 ，P. Carredo 會觀看參考資料激發靈感。再來進行

建模與構圖。他會透過構圖三分法來取景 ，引領觀者觀看圖像的特定部分 ，而

《Checkpoint》希望以水池作為視覺焦點。至於燈光與顏色 ，取決場景想表現的

情緒 ，若想打造和諧的氛圍 ，就會採用互補色。但在本次作品中希望營造出平靜

卻又詭異的氛圍 ，因此設置泳池燈作為唯一的場景光源 ，運用單一顏色－藍色覆

蓋場景。再來則是選擇合適的材料 ，以《Checkpoint》為例 ，只要打造瓷磚或簡

單的白牆 ，就可以塑造出極簡主義的圖像風格。

P. Carredo 選擇使用具有光線追蹤功能的 Blender Cycles 進行渲染 ，他提到：

「Blender Cycles 非常擅長計算場景中的反射和燈光。我添加一個表面 ，將其遮

蔽 ，打造成水的模樣 ，並在 em' 下添加燈光 ，接著 Cycles 就會計算成圖像。雖

然有時可能看起來很糟糕 ，但只要些微調整 ，就能夠打造出美麗的圖像。」

營造出平靜且詭異的極簡泳池圖像

  [ Liminal Space ]

Liminal 為拉丁文「limen」衍生而來的詞彙，意思是閾限，「Liminal Space」所指的是「具過渡性質的實質空間」，例如：

大廳、等待室、停車場、休息區等地方。國外經常用該詞彙表達一種美學風格，意指「建築中的過渡空間」，照片的內容

通常都會讓人感到獨特、怪誕，卻又非常熟悉。例如空無一人的辦公室、學校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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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軟體選用上 ，Mohammed 擅用市面上各種 3D 與渲染引

擎。V-Ray 也是工作室主要會應用的渲染軟體。但 Lumion 在

大部分情況下 ，扮演了重要「救援」的角色。「在多數交期急

迫 、需快速進展的專案當中 ，Lumion 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它作為一款 GPU 即時渲染的軟體 ，擁有龐大的即可用素材庫

（樹木 、人物 、室內和室外元素 、植物 、建築等）和專業材質 ，

無需任何調整即可使用 ，只需套用到模型上 ，再加入各種後製

特效 ，基本上你的渲染圖像就已經準備就緒！」Mohammed

也表示 ，儘管 Lumion 缺少一些客製化的能力 ，但它是能夠滿

足多數的專案需求 ，也非常容易學習 ，通常只需一個星期的時

間就能投入專案製作當中。

而不同渲染軟體的使用時機上。Lumion 會比 V-Ray 快速。

但當面對室內設計時 ，Mohammed 主要會選用 V-Ray。因為

V-Ray 的材質提供更多進階設定 ，例如混合材質 ，以及材質的

物理正確性 、照明等細節 ，所有設定都是使用者可控制的。但

當要處理室外場景時 ，Lumion 則會是他的首選 ，透過上述的

資料庫快速建構環境 ，並且能容納非常龐大且複雜的場景 ，像

是國際型渡假村等規模的專案。同時 ，Lumion 其快速製作特

性 ，也很適合前期概念開發時 ，能快速做出各種不同的版本提

供客戶做選擇。

根據應用彈性變換工具
擅長室內外視覺設計圖的 MOH Designs 工作室 ，過往負責

過各種規模的專案類型 ，對於外觀設計 、氣氛掌握到室內擺設

都有獨自一套手法。而創辦人 Mohammed 則表示 ，他個人是

更偏好室外場景的渲染製作 ，他喜歡看著各種帶有細節的外觀

與建築環境所營造而成的廣闊氛圍。Mohammed 說：「不論是

室內還是室外場景 ，它們都有各自的訴求。當在處理室外場景

渲染時 ，除了建物本體之外 ，你還得關注其週遭環境將是如何

的。一顆好的鏡頭是將建築物與週遭環境無縫的融合在一起 ，

讓觀眾有身歷其境的感受。」

在談到工作流程中的小訣竅時 ，Mohammed 談到他如何管

理自己的模型 、資料和素材庫時。他表示 ，透過主文件夾以及

子文件夾來分類是重要的 ，如此一來 ，當你在搜尋某種貼圖時

才不會迷失方向。他也分享了幾個非常推薦的素材來源。「我

會使用 Quixel 的 Megascans 材質庫去搜尋資料或材質 ，它們

的品質非常好 ，而且是免費的！另外 ，Textures.com 也是。」

另外 ，一些剪影類型的素材 ，他則推薦「MrCutout」網站 ，

它們有許多專業的剪影以及強大的搜尋功能 ，讓你精準地找到

需要的剪影。

與周圍環境結合，產出美麗的建築圖像

在這個步驟中 ，我們必須確保為模型的每個表面 、

物件指定好合適的材質。在 Lumion 裡 ，它會視你的模

型為單獨的個體 ，模型會依據你分配給它們的材質而區

分成不同的表面或物件。如果模型的材質相同的話 ，就

可以指派同一顆材質球給它們。以便 Lumion 將其視為

擁有相同材質的物件。注意 ，在 Revit 當中的材質只是

「暫時的」，它們的用意只是視覺上將模型區分成不同的

表面群組 ，不用擔心在 Revit 裡的貼圖或是屬性有沒有

設定好 ，最終 ，我們都還是會在 Lumion 裡重新上品質

更高的貼圖與材質。最後 ，確保在 Revit 中的材質球命

名 ，不同的材質要使用不同的名稱。

在這一步中 ，我們將使用 Lumion 材料庫為建築物 、

街道和人行道套用不同的材質。Lumion 的材質庫提供

上千種專業外觀 ，無需外部材質或貼圖的材質球。

在這個步驟中 ，我們啟動 Lumion LiveSync。不同於

傳統的工作流程 ，把 Revit 的模型匯出到 Lumion。這

次 ，透過 Lumion 的「LivesSync」外掛 ，把兩個軟體

同步 ，當我們在 Revit 進行任何變動時 ，也會同步將變

動更新到 Lumion 當中。

準備好模型

指定材質

啟動 LiveSync

01

03

02

Part 1

Part 2：材質

將在第一部分 ，我們會探索一下如何使用 Lumion LiveSync 功能 ，學會如何從 Revit 匯出模型到 Lumion 的過程。

接下來為建築物和街道的表面分配材質 ，並編輯材質的一些進階設定。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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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築渲染打造精緻復古酒吧！室內設計開發流程

Meet 
the 

Artist

www.cjnoblevisuals.site

CJ Noble
建築設計師

菲律賓建築設計師，從事建築設計與

視覺化超過五年，喜愛創作復古風

的室內設計，擅長運用 Sketchup、

Lumion、Revit 與 AutoCAD 等軟

體，將客戶的構想視覺化，創造精緻

的建築渲染圖。

如何製作出寫實又充滿設計感的建築渲

染 圖 ， 是 不 少 人 努 力 的 目 標 。 在 分 享 建

築視覺化經驗時 ，CJ 提及關鍵的首要條

件 是 需 具 備 精 緻 的 模 型 ， 這 是 一 切 的 基

礎 。 盡 可 能 地 替 場 景 增 添 細 節 ， 並 適 時

加上 chaos 來增加場景寫實感 ，再以植

栽點綴畫面 ，平衡構圖。再來 ，充分運

建築視覺化不可不知的關鍵！
用 Lumion library 的預設物件 ，在材質上

設計小瑕疵 ，並微調光澤以及柔化模型的

邊緣 ，以重現真實世界的韻味。同時也要

學習基本攝影與構圖技法 ，例如：鏡頭角

度 、焦距與黃金比例等 ，以上小技巧都會

大大影響最終畫面的呈現。

以建築渲染打造精緻復古酒吧
室內設計開發流程

菲律賓建築設計師 CJ Noble 擅長運用 Sketchup 與 Lumion 等軟體 ，打造充滿質感的精緻建築渲染。擁有建築背景的

他不僅精通設計 ，更參與眾多類型迥異的專案 ，並與超過十萬名建築技師與顧問合作過。本篇將分享他建築視覺化的流程與

不可不知的製作關鍵！

SketchUp + Lumion

編譯: 洪子茜、莊昀錚 | 圖: CJ Noble

《Kpacho Tequila Bar》為建築設計師 CJ Noble 創作的復古

酒吧圖像 ，該專案由實體空間的所有人委託 ，以皮革 、磚牆與

金屬等元素將閒置的場所 ，打造成兼具工業與復古風的室內設

計。作品是以「酒」為核心概念 ，因此燈光設計靈感取自酒瓶

的反光效果 ，並將其與窗外映入的陽光結合 ，創造自然且富質

感的空間氛圍。

根基於精緻設計，營造寫實復古酒吧
在渲染上 ，CJ 選擇使用渲染快速的 Lumion，其簡易操作

的介面配上完備的功能 ，也是它在建築產業備受喜愛的原因之

一。當中 Analog color lab 能夠即時調整畫面色溫 ，搭配想營

造的氛圍。材質上也能增添發光效果並調整色光 ，創造出螢光

燈管的設計。他提及：「Lumion 與其他軟體最大的不同是人性

化的介面 ，連新手也無須耗費大量時間學習基礎操作。同時滿

足所有設計需求 ，讓設計師得以迅速打造精美建築渲染。」

40 41



以建築渲染，實現對家的想像！室內外建築設計製圖流程

Meet 
the 

Artist

www.artstation.com/noelvillalobos
www.instagram.com/noel_villalobos

Noel Vi l lalobos
CG 建築師

來自墨西哥，2015 年畢業於索諾拉

大學建築學院，在建築產業已有超

過 8 年的經驗，擅長建築設計、3D

建模與渲染，參與過許多不同類型的

專案，例如：住家、商業空間、工業

大樓、基礎設施、城市規劃、景觀美

化、考古等，甚至還跨足室內家具與

影視領域的 3D 建模製作。

以建築渲染，實現對家的想像
室內外建築設計製圖流程

在建築產業已有超過 8 年的經歷 ，擅長建築設計 、3D 建模與渲染 ，參與過許多不同類型的專案 ，例如：住家 、

商業空間 、工業大樓 、基礎設施 、城市規劃 、景觀美化 、考古等。本篇他將傳授在 Blender 建築設計的開發流程 ，

了解建築製圖的每個步驟與小技巧。

SketchUp + Blender

編譯: 洪子茜 | 圖: Noel Villalobos

在建築產業中 ，3D 建模時常被運用於

設計過程 ，並以渲染圖作為銷售工具。即

便是概念設計階段 ，仍然有許多客戶會要

求先行製作室外渲染圖 ，以吸引潛在客戶

投資 ，獲得後續建案開發的資金 ，因此建

築設計師通常擁有較多室外渲染的經驗。

Noel Villalobos 表示：「製作室外建築渲

染最大的困難是如何呈現建築體周圍的環

境。大多渲染圖中的建築都是位在類似的

環境或是偏僻地帶 ，並使用乾淨且完美的

材料製作 ，大幅降低渲染的真實感 ，所以

我會針對建築物與周圍其他元素進行 3D

建模 ，並製作暴露在室外條件下材質的缺

室內外建築渲染大有不同！
陷 ，例如：污垢 、磨損與變色等 ，替專案

附加更多的真實感。」除此之外 ，他也表

示植被也是製作室外渲染的一大重點 ，如

果要有品質較高的模型 ，可能會消耗較多

儲存空間 ，而燈光大多則來自太陽 、天空

與環境 ，在製作上會比室內渲染來得容易。

另外 ，無論是以 HDRI 貼圖或是路徑追蹤

渲染 ，與製作室內渲染相比 ，都能減少較

多雜點情形 ，渲染時間也較短。剛開始製

作時 ，Noel Villalobos 使用過許多建模軟

體以及渲染引擎 ，像是 VRay、Artlantis、

Lumion、VUE、Unreal Engine、Corona 

Renderer、Octane Render、Radeon 

ProRender、Eevee 與 D5 Render 等 ，其中有些是路徑追蹤 ，

有些是即時渲染 ，甚至有些軟體是不適用於任何常規的工作流

程。原先他使用 VRay 與 Corona Renderer 渲染 ，但它們的最

新版本並未針對 Blender 進行更新。接著他開始使用 Cycles，

原因是免費 ，加上它會不斷添加新功能 ，使其大大促進了與其

他軟體的工作流程。

此 作 品 為 位 於 墨 西 哥 有 「 太 陽 之 城 」 之 稱 的 埃 莫 西 約 

（Hermosillo） 一處住宅建築專案 ，由 Torreblanca Colectivo

與 Ejecuta Arquitectos 設計 ，由於此專案有個特別的城市形

象規定 ，每個地段的房子不必擁有一樣的外觀 ，但它們必須保

以暖色系燈光，營造溫馨舒適的家

持同質性 ，所以 Noel Villalobos 負責將建築設計視覺化呈現

給客戶 ，進而對設計與裝修做出最終決定。在渲染圖中需準確

地呈現原有建築的周邊自然環境 、材質 、紋理 、顏色和形狀 ，

特別在製作室外燈光時 ，將冷色系的天空與室內暖色系燈光之

間形成對比。場景的構圖則藉由前景陰影 、模糊與直射燈光製

作 ，將目光引導至感興趣的空間。Noel Villalobos 在開發前期

就開始製作建模 ，期間受到客戶多次審查與修改。每改一次 ，

設計師就要重新擬定設計圖 ，而他就得必須在 SketchUp 中不

斷地重新建模 ，最後才導入 Blender 中進行後續建模工作。

Noel Villalobos 將在此次教學逐步展示在 Blender 中製作建

築渲染圖的過程 ，從概念設計開始 ，歷經導入概念 、初步建

模 、細節建模 、材質 、燈光 、調色等 ，到最終渲染與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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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on 12
新增體積聚光燈功能，五光十色的設計更迷人！

文: 謝家瑋 | 圖: Lumion、謝家瑋

Lumion 12 這次帶來了新的體積聚光燈功能增強光影氛圍效果；新

的表面印花 ，可為任何表面增添細節 ，新的車牌產生器讓專案可符合

地域性 ，還有更多的高品質模型和材質 ，並且優化操作體驗 ，讓我們

一起看看 Lumion 新功能的用途吧！

影像繪圖硬體評測 — Lumion 12

Lumion 12 的體積聚光燈功能 ，讓光線變化

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不論室內外 ，都可透過

不同光線路徑來打造各種氛圍，吸引觀眾目光。

此功能可使用於靜態 、動畫模式 ，在測試過程

中 ，我使用了紅藍交錯的霓虹科幻風格 ，在特

效的「效果」>「體積燈光」中 ，指定需要作用

的聚光燈來加強打光的效果 ，從體積光線的濃

度 、強度及衰減進行調整。另外 ，使用者可以

在除了可利用原有的 RGB 色域來調整光線顏色

外 ，這次還新增了以色溫調整 ，透過滑桿來調

整做出暖色黃光到冷色的藍光，Lumion 也提供

了六種常見的色溫值讓你一鍵設定好 ，當然 ，

也可以自行輸入數值來取得最精準的色溫值。

體積聚光燈功能

掃描 QRCode 立即購買

另外 ，在實用工具中也新增了人型看板工具 ，只要載入帶有

Alpha 的 PNG 圖檔，就可以快速做出各式立牌，採用此功能的做

法有兩種好處 ，一來是不用額外從外部軟體載入平面貼上貼圖 ，

而且這個立牌會永遠朝向鏡頭 ，不會因為鏡頭變動而需要一直需

要調整立牌的位置，省時又省力。

看板物件

加入可客製的車牌物件。使用者只需到其中一台車輛的選項

中 ，點選來自 10 個國家的車牌 ，就可以讓場景中的其它車輛也

都更換到同一組車牌樣式，不需要再各別指定。

客製化車牌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改善 ，是 Lumion 12 將所

有的素材類別做了更細緻的分類。所有類似的

物件都會被放在一起。而表面印花功能類似於

Photoshop 中的印章功能 ，可以為空間中的模

型表面增加更多細節 ，像是牆面的髒汙 、裸露

的紅磚 ，總共 142 種全新表面印花 ，有多種有

趣的壁貼和非常實用的路面標示 ，都可以直接

套用。在套印的過程中 ，表面印花會直接貼齊

牆面 、地板 ，並且都可以再進行旋轉縮放 、水

平翻轉、顏色覆蓋等進階操控選項。

素材庫優化與全新表面印花功能

此功能算是先前版本的功能改進。在 Lumion 

12 中的「天空 、天氣」效果中的天效果 ，我們

可對指定的單一圖層套用顏色變化。現在 ，它

新增了對所有圖層套用顏色變化的選項。同樣

的 ，內建有三種顏色風格 ，在細節選項中也可

調整色相、飽合度、隨機顏色變化等。

秋季顏色

Lumion 12 的體積聚光燈功能確實對於影像擬真度往上提高一個層次。適合用於需聚焦的主題畫面中 ，透過光線變幻快速切換各種氛圍 ，

像是博物館、音樂會、演唱會等各類專案，基本上都會使用到。不過小編也私心希望被指定的聚光燈可以分成更多階層，來讓光線變化更加

有彈性。另外，表面印花的功能已經趨向完美了，對畫面中的細節呈現帶來許多幫助，但希望未來能夠讓使用者加入自定義的印花圖樣，讓

創作沒有侷限。Lumion 12 是對視覺呈現持續研磨，都讓我們更加期待在未來有更好的設計工具。

為什麼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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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y 5 Update 2
高品質材質庫與物件表面印花功能，大幅提升製作效率

文: 林廷勳 | 圖: V-Ray

這次 V-Ray 5 Update 2 同步發佈在 3ds Max、Maya、SketchUp 與

Rhino。帶來多種加強工作流程與效率的全新功能與改善。

影像繪圖硬體評測 — V-Ray 5 Update 2

在 V-Ray 5 推出的 Chao Cosmos 素材

庫 ，提供使用者許多即可用的高品質裝飾

模型物件。在 Update 2 中，則新加入了新

的材質庫。共 13 種類別可完整涵蓋室內外

場景製作需求 ，而且都是貼圖都是 4K 大

小。使用者非常容易 ，選好材質 、下載 ，

即可拖曳至場景物件中。而且 Cosmos 裡

的材質 ，能夠與其它 V-Ray 5 for Maya、

SketchUp 等相通，所以即便匯出到不同軟

體中渲染 ，依舊可讓材質維持相同品質。

有了 Chaos Cosmos 超過兩百種材質 ，

再搭配原有的 V-Ray Material Library。在

使用上幾乎不用煩惱該如何設定出擬真材

質 ，V-Ray 就已經為各種材質打下非常好

的基礎設定 ，只需要視需求再做參數微

調，甚至不用！大幅加速原有的工作效率。

Chaos Cosmos 加入高品質擬真材質庫

這個新增功能我認為是本次更新的最大

亮點。以往要在場景中的任何表面增加額

外的細節或是貼圖 ，例如為牆面增加斑駁

的紋路 、行李箱上的老舊貼紙等效果 ，都

要在材質上做額外的 UV 作業 ，是非常瑣

碎的工作。但 V-Ray Decal 的出現 ，完全

釋放了創作者的限制。在 3ds Max 裡 ，可

V-Ray Decal 讓你快速為任何表面加入細節

以將 V-Ray Decal 視為一個立體物件 ，

你可以將它放置在場景中的任何地方 ，

只要在 V-Ray Decal 範圍內的物件都會

被其指定的材質所覆蓋。V-Ray Decal 會

依照範圍內物件的法線角度去評斷覆蓋

範圍 ，因此可藉由調整角度來控制。同

時 ，當指派任何材質於 V-Ray Decal 上

之後 ，可透過黑白遮罩範圍來遮出形狀 ，

而且 V-Ray Decal 是可多個彼此堆疊 ，它

提供 Order ID 來控制不同 Decal 的順序。

而且 ，即始範圍中的物件是有弧度的話 ，

貼圖投射上去也不會變形 ，是個提升製作

效率的實用功能。

Artwork by: Toni Bratincevic

掃描 QRCode 立即購買

V-Ray 的材質取代是蠻常用的功能。舉凡

像是要計算場景部份物件的遮罩 ，或是燈光

效果渲染的檢視。但以往在套用上取代的材

質之後 ，場景裡原有的一些材質效果 ，例如

Displacement 位移 、自發光 、折反射效果也會

跟著被取代掉。在 Update 2 中則讓使用者可選

擇是否保留其效果，提供更高的後製彈性。

Override Material 功能更新

針對 V-Ray Light 對環境氛圍的影響。現

在可以直接在 V-Ray Light 身上開啟 VRay 的

環 境 特 效 ， 例 如 V R a y 的 環 境 霧 氣 效 果 。

只要先在 3ds Max 的環境特效選單中加入

「VRayEnvironmentFog」，即可讓場景中的

V-Ray Light 加上像體積光 、耶穌光的效果。並

提供強度值來調整效果。

V-Ray Light 功能更新

這次的版本除了持續提升 V-Ray 使用者的作業效率 ，也簡化許多以往較瑣碎的製作步驟。同時 ，也改善了材質球等使用者介面在切換時的

速度。除此之外，像是近期討論度十足的 NVIDIA Omniverse 虛擬協作平台。其技術的基礎架構正是以 USD 格式與所有軟體相互溝通。V-Ray 

5 Update2 也終於支援 USD 格式了。藉此可以無痛的與其它不同開發商的 3D 軟體交換複雜的場景檔案 ，也能夠在 V-Ray for 3ds Max 渲染

USD 檔案。

為什麼值得推薦

透過 V-Ray Decal，要在模型表面放置各種圖樣變得非常容易。從車側的髒污到 Logo 圖標皆不是問題。

V-Ray Decal 關閉

V-Ray Decal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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