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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世代武器制作         铁锤

GAME798

第三章1_铁锤1.indd   63 2008-12-24   13:02:28



·64· ·65··64· ·65·

本章中我们将学习使用法线技术制作一把次世代的武器道具。
武器的设计制作在游戏开发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玩家每次拼杀都少不了使
用武器，一件高级装备或一把高级武器在游戏中是重金难求的。
在制作武器时要注意几点。

1. 武器的造型及风格
在设计各种武器时要注意武器的合理化，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武器也不相同，如
现代战争题材的游戏中武器多以枪炮为主，而仙侠类题材游戏则多以刀剑为主，
为了突出一些特殊武器，我们可以在现实武器的基础上将其艺术化处理。

2. 武器与特效的结合
游戏中的武器一般都会结合一些特效效果，如刀光条带效果，发亮效果等（可以
参考本书插页），在制作时要将特效考虑进去，这样最终结合的效果会更好。

3. 控制模型面数及贴图大小
在制作武器时需要适当的控制武器面数及贴图大小，使游戏性能最优化。

1. 制作铁锤模型

2. 展开铁锤UV

3. 绘制铁锤贴图

4. 制作法线贴图

次世代铁锤制作

5. 调整细节效果

视频教学
DVD2\视频教学-第3章 铁锤
全视频教学，无删减。
素材
DVD1\案例素材\第3章 铁锤
贴图素材、3D源文件及贴图文件。

DVD

完成

本章制作要点及思路  

本章中主要使用的软件
1.3ds Max (本章中武器铁锤制作的主要3D软件)
2.Photoshop (主要用于制作武器贴图及制作法线贴图)
3.ZBrush (主要用来增加武器的模型细节效果，及制作高模便于映射法线)

思路拓展
运用本章中的知识不但可以制作次世
代游戏中的武器，还可以制作次世代
游戏中的道具。
比如制作一个游戏中的道具宝箱，我
们可以使用类似武器的制作方法，使
用一个方盒物体制作模型，贴图，并
生成法线贴图，做出一些细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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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1 图3_2 图3_3

图3_4 图3_5

图3_6 图3_7

3.1  制作铁锤模型

1. 首先打开创建命令面板，点击Box工具，如图3_1所示，在顶视图中拉出一个基本模型，如图3_2所示。

2. 得到如图3_3所示的效果。

Box命令是制作游戏时常常要使用到的基础模型，一般我们都是使用Box物体进行细分，不断改

变布线和造型，不论人物还是建筑，都可以从Box开始。

Box是一个基本型，但经过制作者的思考、细化能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任何复杂模型。

操作

5. 如图3_6所示，进入物体面层级选择中间的一圈表面。

6. 如图3_7所示，点击倒角挤压命令。

3. 如图3_4所示，调整Box的片段数。

4. 如图3_5所示，在物体上点击右键将模型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物体。

3.1.1   制作铁锤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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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8 图3_9

图3_12 图3_13

图3_10 图3_11

Connect(连线命令)是我们在细化模型时常常要使用到的命令，一般我们选择需要细分的一圈

边，使用这个命令能自动的在这圈边的中间生成一圈新的边，省去了手动切割边的繁琐操作，并且能

使新生成的边处在中间比较平滑。

操作

7. 如图3_8所示，设置挤压参数，并不一定要和这里做的参数一样，主要看视图效果。

8. 如图3_9所示，进入物体的点级别，在前视图中选择两端的顶点，将铁锤上下拉长一些。

11. 如图3_12所示，在弹出面板上设置数值，得到模型上的切边效果。

12. 如图3_13所示，选择模型上下两圈边。

9. 如图3_10所示，进入物体边层级，选择中间的一圈边。点击右边命令面板上的连线命令，为其添加一圈边。

10. 得到如图3_11所示的效果，再选中中间一圈边的状态下，点击命令面板上的斜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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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20 图3_21

图3_22 图3_23 图3_24

图3_25 图3_26 图3_27

19. 如图3_20所示，选择延伸面交接处的点，将其焊接起来。

20. 如图3_21所示，在轮廓层及选择红框所示的两个轮廓上点击Cap命令补面。

24. 如图3_25所示，选择正面调整好了的部分。

25. 如图3_26所示，按住Shift键沿Y轴拖拉到另一边。

26. 如图3_27所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OK按钮。

21. 如图3_22所示，使用目标点焊接命令，将一些顶点焊接起来。

22. 如图3_23所示，将一些顶点焊接起来，在不影响造型的前提下尽量减少顶点和面。

23. 如图3_24所示，旋转到物体的背面，删除选择的面，我们将用前面调整好的部分复制到背面。

第三章1_铁锤1.indd   68 2008-12-24   13:03:43



·70· ·71··70· ·71·

图3_37 图3_38 图3_39

图3_40 图3_41

图3_42 图3_43

捕捉点工具在制作游戏模型时是常常使用的一个命令，打开这个命令可以使模型制作更精确，将

需要对齐的顶点便捷地吸附在一起，免去一些可能产生的错误。

操作

40. 如图3_42所示，调整物体的长短及其他属性。

41. 如图3_43所示，在物体上点击右键将圆柱体塌陷成可编辑多边形物体。

35. 如图3_37所示，在放缩命令上点击右键，弹出的窗口中Y轴输入-100，让其翻转。

36. 如图3_38所示，模型翻转后，我们还需要点击Flip进行法线翻转。

37. 如图3_39所示，在打开磁铁(捕捉点)工具的状态下，将新复制出来的面锁定到原来模型上，让其

吻合。

38. 如图3_40所示，选择接口处的顶点，点击焊接命令焊接。

39. 如图3_41所示，使用圆柱工具，在视图中为武器创建一个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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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44 图3_45

图3_46 图3_47 图3_48

图3_49 图3_50

图3_51 图3_52 图3_53

42. 如图3_44所示，选择中间的一圈点移动到头部。

43. 如图3_45所示，选择头部的一圈面，打开挤压属性。

44. 如图3_46所示，以自身轴为方向挤压此圈面。

45. 如图3_47所示，选择头部的一圈边。

46. 如图3_48所示，使用移动工具沿X轴向内移动。

49. 如图3_51所示，调整手柄尾部的形状。

50. 如图3_52所示，选择尾部中间的一圈边，点击斜角命令的属性面板。

51. 如图3_53所示，调整斜角命令的参数和物体造型。

47. 如图3_49所示，选择隐藏在内部的一些面，删除。

48. 如图3_50所示，调整点的分布与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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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54 图3_55 图3_56

图3_57 图3_58

图3_59 图3_60

52. 如图3_54所示，将物体塌陷为可编辑多边形物体。

53. 如图3_55所示，这是大体的低模造型。

54. 如图3_56所示，选择物体头部模型，点击右键选择切线命令。

55. 如图3_57所示，使用切线命令切割锤子的一个角。

56. 如图3_58所示，删除切割出来的面。

57. 如图3_59所示，进入轮廓层级，选择刚才删掉面的轮廓，点击Cap命令补面。

58. 如图3_60所示，补面后选择两个顶点，使用连线命令将多边形合理化。

Cap封盖命令可以快速的将模型上的缺口部分封起来，但当顶点数超出4个时，需要手动进行 

细分。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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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68 图3_69 图3_70

图3_71 图3_72

图3_73 图3_74 图3_75

 或切割命令手动的为其布线。

67. 如图3_70所示，点击连线命令为选择的两个顶点间连出了一条边。

68. 如图3_71所示，使用连线命令继续为模型布线。

69. 如图3_72所示，点击右键选择切割命令。

70. 如图3_73所示，使用切割命令在侧面切割一个多边形。

71. 如图3_74所示，将红框内的多边形删除。

72. 如图3_75所示，选择红框内的边使用Cap命令封起这个面。

游戏物品制作一般都比较重视细节效果，比如锤头上切割的这些缺口能让锤头的真实感加强，太

过于规矩的物品会感觉死板、沉闷。

模型细节的制作

73. 如图3_76所示，使用切割命令分割这个面。

74. 如图3_77所示，将旁边的面使用切割命令重新划分为4个点一个面的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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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76 图3_77 图3_78

图3_79 图3_80

图3_81 图3_82

75. 如图3_78所示，给铁锤的底部也切割出一个破损的角。

半透明属性在制作一些重叠在一起的物体时非常有用，可以很好地看到两个物体之间的结构。

在绑定人物骨骼时使用这个命令将皮肤半透明化能使骨骼绑定更为便捷。

提示

3. 如图3_81所示，在模型上点击右键选择物体属性。

4. 如图3_82所示，设置属性面板，将物体的半透明效果打开。

接下来我们制作铁锤的手柄部分。我们将制作高模来制作手柄的法线贴图。

1. 如图3_79所示，使用创建圆柱命令在左视图中拖拉一个圆柱模型。

2. 如图3_80所示，调整圆柱物体的长度让它覆盖之前的手柄。

3.1.2   制作铁锤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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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118 图3_119

图3_120 图3_121 图3_122

图3_123 图3_124 图3_125

40. 如图3_118所示，将尾部的造型调整好，选择红框内的边，使用Loop命令选择两圈边。

41. 如图3_119所示，点击斜角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调整数值。

42.  如图3_120所示，选择模型，添加一个光滑命令。

43.  如图3_121所示，紫色是添加光滑命令的模型，绿色是原始的低模模型。

44.  如图3_122所示，尾部模型现在看起来缺少细节，我们将再为其添加些细节。

45.  如图3_123所示，进入编辑多边形层级，选择一圈边点击连线命令属性面板。

46.  如图3_124所示，调整弹出窗口中的数值。

47.  如图3_125所示，隔一个面选择一个面，选完后点击倒角命令属性面板。

在为模型添加光滑命令前，要注意模型面的布线，尽量在未光滑前将更多的线布在模型的边缘，

这样能有效避免模型边缘过于圆滑，MeshSmooth命令每增加一个光滑级别都是原有面数的4倍，如

果级别过高会导致机器运行效率降低，所以最好能权衡光滑效果及性能。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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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136 图3_137

图3_139

图3_138

图3_140

(在接下来的课程里我们会接触到这两种不同的法线制作方式)

(1)  建造高模映射至低模物体

这种方式制作的法线贴图效果最好，会产生比较真实的各种细节效果，但是会比较耗时，难度相

对来说也比较大，首先要制作一个低模物体，然后再将其复制制作一个高模物体，将高模的细节作为

法线贴图映射到低模物体上。一般在制作生物体时都是使用这种方式制作。

(2)  直接使用插件将平面图像转换成法线。

这种方式制作法线贴图非常便捷，只要将画好的贴图直接使用Photoshop或其他软件的插件直

接转换成法线贴图，再经过手动的调整修改，让其更合理。这类做法一般都使用在建筑制作上。

61.  如图3_139所示，调整弹出窗口的数值。

62.  如图3_140所示，这是模型光滑后的布线情况。

58.  如图3_136所示，点击挤压命令作出一个突起的边。

59.  如图3_137所示，点击斜角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调整数值。

60.  如图3_138所示，使用Loop命令选择突起面两边的两圈边，点击斜角命令。

制作法线贴图最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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