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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产品三维数字化模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居产品三维数字化模型的数据分类、数据质量要求及数据检验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家居室内设计、环境设计、现场布置以及与相关方交流沟通过程中应用三维数字化模

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明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具 furniture

家用器具，包括桌、椅、床、柜、洁具、炊具、灯饰等。

3.2

三维模型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model

数字三维模型，物体的多边形表示，通常用计算机或者其它视频设备展示。

3.3

纹理 texture

物体表面的花纹或线条，对物体漫反射率的摹拟，摹拟物体表面在白色漫射光照下，各点的反射率。

3.4

点云 point cloud

在逆向工程中通过测量仪器得到的产品外观表面的点数据集合。

3.5

纹理映射 texture mapping

将纹理空间中的纹理像素映射到模型几何空间中的三维点的过程。

3.6

材质分离 material separation

通过对模型进行裁剪或分面处理，把木材、金属、皮革、布艺等不同材质的元素从模型中单独分离

出来，便于后续模型应用。

3.7

渲染 render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6%E5%90%91%E5%B7%A5%E7%A8%8B/509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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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维场景中的模型，按照设定好的环境、灯光、材质及渲染参数，二维投影成数字图像的过程。

注：模型是用严格定义的语言或者数据结构对于三维物体的描述，包括几何、视点、纹理以及照明信息。

3.8

伽玛校正 gamma correction

对图像的伽玛曲线进行编辑，以对图像进行非线性色调编辑的方法，检出图像信号中的深色部分和

浅色部分，并使两者比例增大，从而提高图像对比度效果。

4 数据分类

4.1 按数据用途分类

4.1.1 概述

家居产品三维数字化模型按数据用途划分，分为几何数据、纹理数据、材质数据、属性数据和效果

图数据等。

4.1.2 几何数据

适用于三维数字化模型之间的数据交互。用于描述三维数据信息，记录三维数据顶点、面及面对应

的法线、纹理、材质基础属性及每组材质的详细信息，记录模型存在场景的位置以及旋转、拉伸关系的

属性文件。

4.1.3 纹理数据

表示物体表面细节的二维图形数据，用于表现模型纹理效果。

4.1.4 材质数据

关联模型与纹理、材质关系的属性文件，是用于纹理和材质效果展现的数据。

4.1.5 属性数据

记录模型数据的基本属性、商品属性、特殊属性内容。

4.1.6 效果图数据

以jpg等图像格式存储的模型特定角度渲染图片，如缩略图、顶视图等。

4.2 按数据精度分类

4.2.1 概述

家居产品三维数字化模型按数据精度划分，分为原始数据、精模数据、简模数据等。

4.2.2 原始数据

在制作输出成最终应用的精模数据、简模数据以及VR/AR应用数据之前的初始数据，包括原始采集

数据和几何编辑数据等。

4.2.3 精模数据

精细三维模型，又可称为高模，通常是模型面数大于30万面的，充分保留实物细节的三维模型。

4.2.4 简模数据

简单三维模型，又可称为低模、粗模，模型面数通常在0至30万面，仅保留实物的主要细节，而不

展现实物的精细结构。

4.3 按数据应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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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概述

家居产品三维数字化模型按数据应用划分，按模型的使用场景、应用软件和相关技术来分类，可分

为VRScene数据、UE4数据、U3D数据、GLTF数据等类型。

4.3.2 VRScene 数据

通过VRay场景渲染应用的模型数据。

4.3.3 UE4 数据

以虚幻引擎4为应用基础的模型数据。

4.3.4 U3D 数据

以Unity3D为应用基础的模型数据。

4.3.5 GLTF 数据

面向实时渲染应用的三维图形语言交换格式。

5 模型数据质量要求

5.1 原始数据质量要求

原始数据质量，应符合表1给出的质量要求。

表1 原始数据质量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试验方法

基本 一般

1 数据集 完好性 正常打开，显示要素完整 √ 7.3.4

2 几何数据 面数 0~1000万 √ 7.3.1.1

3 覆盖率 ≥85% √ 7.3.1.2

4 分辨率 ≤1mm √ 7.3.1.3

5 精度 ≤2mm √ 7.3.1.4

6 纹理数据 图像像素 ≥1024×1024像素 √ 7.3.2.1

7 格式 jpg,png,tiff √ 7.3.2.2

8 图像污染 ≤4像素 √ 7.3.2.3

9 色彩均匀性 ≥80% √ 7.3.2.4

10 属性数据 完整性 无缺项 √ 7.3.3.1

11 正确性 无错项 √ 7.3.3.2

5.2 精模数据质量要求

精模数据质量，应符合表2给出的质量要求。

表2 精模数据质量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试验方法

基本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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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集 完好性 正常打开，显示要素完整 √ 7.3.4

2 几何数据 面数 0~1000 万 √ 7.3.1.1

3 覆盖率 ≥85% √ 7.3.1.2

4 分辨率 ≤0.8mm √ 7.3.1.3

5 精度 ≤1mm √ 7.3.1.4

6 拓扑 模型完整无破面 √ 7.3.1.5

7 物体坐标 物体底面几何中心点坐标为

[0,0,0]，即平放在Z轴平面上

√ 7.3.1.6

8 纹理数据 图像像素 ≥1024×1024像素 √ 7.3.2.1

9 格式 jpg,png,tiff √ 7.3.2.2

10 图像污染 无 √ 7.3.2.3

11 色彩均匀性 ≥95% √ 7.3.2.4

12 材质数据 完好性 正常打开显示无缺项 √ 7.3.4

13 属性数据 完整性 无缺项 √ 7.3.3.1

14 正确性 无错项 √ 7.3.3.2

5.3 简模数据质量要求

简模数据质量，应符合表3给出的质量要求。

表3 通用简模数据质量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试验方法

基本 一般

1 数据集 完好性 正常打开，显示要素完整 √ 7.3.4

2 几何数据 面数 ≤30万 √ 7.3.1.1

3 覆盖率 ≥85% √ 7.3.1.2

4 分辨率 ≤1.5mm √ 7.3.1.3

5 精度 ≤3mm √ 7.3.1.4

6 拓扑 模型完整无破面 √ 7.3.1.5

7 坐标 物体底面几何中心点坐标为

[0,0,0]，即平放在Z轴平面上

√ 7.3.1.6

9 纹理数据 图像像素 ≥512×512像素 √ 7.3.2.1

10 格式 jpg,png,tiff √ 7.3.2.2

11 图像污染 无 √ 7.3.2.3

12 色彩均匀性 ≥95% √ 7.3.2.4

13 材质数据 完好性 正常打开显示无缺项 √ 7.3.4

14 属性数据 完整性 无缺项 √ 7.3.3.1

15 正确性 无错项 √ 7.3.3.2

16 缩略图 格式 jpg,png,tiff √ 7.3.2.2

17 图像像素 ≥512×512像素 √ 7.3.2.1

18 数据大小 ≤1024KB √ 7.3.1.7



T/CSPSTC X-2019

7

19 顶视图 格式 jpg,png,tiff √ 7.3.2.2

20 图像像素 ≥512×512像素 √ 7.3.2.1

21 数据大小 ≤1024KB √ 7.3.2.2

6 模型渲染数据质量要求

6.1 VRScene 数据质量要求

VRScene数据是基于VRay渲染的场景数据，其核心数据既可以是精模，也可以是简模，其数据质量

应符合表4要求。

表4 VRScene数据质量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试验方法

基本 一般

1 数据集 完好性 正常打开，显示要素完整 √ 7.3.5

2 VRScene

数据

几何数据 符合精模或者简模要求 √ 7.3.1

3 渲染参数 正常打开，显示要素完整 √ √ 7.3.5

4 纹理数据 纹理数据 符合精模或者简模要求 √ 7.3.2

5 效果图数据

验证

格式 jpg,png,tiff √ 7.3.2.2

7 图像像素 ≥512×512 像素 √ 7.3.2.1

8 数据大小 ≤1024KB √ 7.3.1.7

9
图片视角

正面，45 度侧面，顶视图，侧

视图

√ 7.3.2

10 属性数据 完整性 无缺项 √ 7.3.3.1

11 正确性 无错项 √ 7.3.3.2

12 渲染设置 伽玛矫正 2.2 √ 7.3.3.3

6.2 UE4 数据质量要求

UE4 数据是基于 UE4 渲染的场景数据，其核心数据既可以是精模，也可以是简模，其数据质量应

符合表5要求。

表5 UE4 数据质量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试验方法

基本 一般

1 数据集 完好性 正常打开，显示要素完整 √ 7.3.6

2 模型数据 整体要求 符合精模或者简模要求 √ 7.3.1

3 数据格式 fbx,obj,upak √ 7.3.2.2

4 尺寸单位 cm，mm √ 7.3.1.4

5 单个物体面数 ≤100 万 √ 7.3.1.1

6 UV规格 支持实时渲染和烘焙 √ √ 7.3.2.4

7 模型纹理 纹理数据 符合精模或者简模要求 √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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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属性数据 完整性 无缺项 √ 7.3.3.1

9 正确性 无错项 √ 7.3.3.2

6.3 U3D 数据质量要求

U3D 数据是基于 Unity3D 渲染的场景数据，其核心数据既可以是精模，也可以是简模，质量应符

合表6要求。

表6 U3D 数据质量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试验方法

基本 一般

1 数据集 完好性 正常打开，显示要素完整 √ 7.3.7

2 模型数据 整体要求 符合精模或者简模要求 √ 7.3.1

3 数据格式 fbx,obj √ 7.3.2.2

4 尺寸单位 cm,mm √ 7.3.1.4

5 单个物体面数 ≤2 万 √ 7.3.1.1

6 UV规格 不可重叠 √ √ 7.3.2.3

7 模型纹理 纹理数据 符合精模或者简模要求 √ 7.3.2

8 数据格式 tga,jpg √ 7.3.2.2

9 纹理像素 ≥1024×1024 像素 √ 7.3.2.1

10 贴图分布 UV 分布均匀且不可重叠 √ 7.3.2.3

11 属性数据 完整性 无缺项 √ 7.3.3.1

12 正确性 无错项 √ 7.3.3.2

6.4 GLTF 数据质量要求

GLTF数据是实时渲染应用的图形语言交换格式数据，质量应符合表7要求。

表7 GLTF 数据质量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试验方法

基本 一般

1 数据集 完好性 正常打开，显示要素完整 √ 7.3.7

2 模型数据 整体要求 符合简模要求 √ 7.3.1

3 数据格式 gltf √ 7.3.2.2

4 尺寸单位 mm √ 7.3.1.4

5 单个物体面数 ≤30 万 √ 7.3.1.1

6 UV规格 支持实时渲染 √ √ 7.3.2.3

7 模型纹理 纹理数据 符合简模要求 √ 7.3.2

8 数据格式 jpg √ 7.3.2.2

9 纹理像素 ≥1024×1024 像素 √ 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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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贴图分布 UV 分布均匀且不可重叠 √ 7.3.2.3

11 属性数据 完整性 无缺项 √ 7.3.3.1

12 正确性 无错项 √ 7.3.3.2

7 数据质量检验

7.1 检验要求

检验应覆盖模型数据、纹理数据、属性数据等全部类型。

家居产品三维数字化模型数据检验应以单个产品整体数据为单位，数据制作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应

符合 GB/T 24356 及 GB/T 18316 相关规定，检验结果判定为合格和不合格。

7.2 检验方法

按照附录 B 表中方法进行检验，其中：

——模型质量检查通过 3DS MAX、GeoMagic、Ruler3D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

件辅助检查；

——影像质量通过计算机图片查看软件来辅助检查，且显示器应进行色差校正，以保证色彩真实性；

——模型属性信息通过计算机软件来辅助检查。

7.3 检验内容

7.3.1 几何数据质量检查

7.3.1.1 面数

通过 3DS MAX、GeoMagic、Ruler3D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件，打开模型，计

算模型三角形数量即为模型面数。

7.3.1.2 覆盖率

通过 3DS MAX、GeoMagic、Ruler3D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件，打开模型，计

算出模型上的孔洞总面积，以及模型总体表面积，由孔洞面积除以总体表面积得到模型覆盖率。

孔洞规定为面积超过模型分辨率为半径的圆面积3倍。

7.3.1.3 分辨率

通过 3DS MAX、GeoMagic、Ruler3D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件，打开模型，查

看模型总体表面积和三角形顶点数目，计算出模型分辨率。

7.3.1.4 精度

通过 3DS MAX、GeoMagic、Ruler3D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件辅助检查。

将检查实物用高精度量具，如经过有资质第三方检定的激光扫描仪等设备、三坐标测量仪、钢尺等，

选取距离在 0.1m、0.3m、0.6m、1.2m、2m 等的特征测量得到三维空间距离；

通过 3DS MAX、GeoMagic、Ruler3D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件，打开对应模型，

测量相应特征三维空间距离；

将实物测量值与模型测量值进行对比，测量对比数据不少于5组，取平均值为模型精度检验值。

7.3.1.5 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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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3DS MAX、GeoMagic、Ruler3D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件为高精度模型创

建一个有同样转折结构的低模。

使用人工判断或网格检查等功能，诊断模型拓扑的法线是否统一，模型是否存在破损，布线是否合

理。

7.3.1.6 物体坐标

通过 3DS MAX、GeoMagic、Ruler3D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件辅助检查。

模型打开后，在初始坐标系中，相应实物底面几何中心点坐标为[0,0,0]正常平放在Z轴平面上。

7.3.1.7 数据大小

利用计算机查看模型文件字节数。

7.3.2 图片数据质量检查

7.3.2.1 图像像素

使用图片查看软件打开图片，查看图像像素，并与标准要求对比。

7.3.2.2 格式

使用计算机查看图像格式信息。

7.3.2.3 图像污染

使用图片查看软件打开图片，利用人工评估图像是否有污染斑块、高反光斑块、异物反射斑块等。

有争议时由3人同时检验，以多数相同结论为评定值。

7.3.2.4 色彩均匀性

使用图片查看软件打开图片，利用人工评估图像色彩均匀性。有争议时由3人同时检验，以多数相

同结论为评定值。

7.3.3 属性数据质量检查

7.3.3.1 完好性

打开属性数据文件，检查其中的属性项目，文件内属性项目与实际需求一致为合格。

7.3.3.2 正确性

使用文本编辑器软件打开属性数据文件，检查其中的属性项目内容，文件内属性项目内容与实物属

性一致为合格。

7.3.4 模型数据集检查

通过 3DS MAX、GeoMagic、Ruler3D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件辅助检查。

打开模型数据，能够正常显示模型及纹理为合格。

7.3.5 VRScene 数据集质量检查

使用带有 VRay 插件的 3DS MAX 等具备三维模型展示、测量、编辑功能的软件辅助检查。

打开模型数据，能够正常渲染显示模型及纹理为合格。

7.3.6 UE4 数据集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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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Unreal Engine4 软件辅助检查。

打开模型数据，能够正常渲染显示模型及纹理为合格。

7.3.7 U3D 数据集质量检查

使用 Unity3D 软件辅助检查。

打开模型数据，能够正常渲染显示模型及纹理为合格。

7.3.8 GLTF 数据集质量检查

使用 Blender、Glft view 等支持该格式的软件辅助检查。

打开模型数据，能够正常渲染显示模型及纹理为合格。

7.4 数据质量报告编制

根据检验报告和数据集最终得分评定数据质量，并对质量问题进行分类说明，形成质量检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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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三维模型数据目录格式

三维模型数据存储目录格式宜符合如下目录与编码要求：

1) 模型编码：根据采集任务单程序自动生成的模型 ID；
2) IMG：照片文件夹，内存放生产所需要使用的照片文件；

3) OBJ：模型文件夹，内存放生产所需要使用的模型文件。

FS0000000000000
模型编码

Img
纹理文件

Obj
模型文件

FS0000000000000-00-00
模型编码-模型编号-纹理编号

FS0000000000000-01-01
模型编码-模型编号-附属纹理号

Lab
自然光实物全景照片

FS0000000000000-00
模型编码-模型编号-纹理编号

FS0000000000000-01
模型编码-模型编号-纹理编号

9M0A7657.JPG
9M0A7658.JPG
9M0A7659.JPG
9M0A7660.JPG
9M0A7661.JPG
9M0A7662.JPG
纹理映射照片

calibration.txt
检校参数

9M0A7657.JPG
9M0A7658.JPG
9M0A7659.JPG
9M0A7660.JPG
9M0A7661.JPG
9M0A7662.JPG
纹理映射照片

calibration.txt

检校参数

0_SFusion.obj
0_SFusion.Mtl
0_Sfusion.Jpg
原始扫描 obj
0_Sfusion_R.obj
0_Sfusion_R.Mtl
0_Sfusion_R.Jpg
几何编辑 obj

0_SFusion.obj
0_SFusion.Mtl
0_Sfusion.Jpg
原始扫描 obj
0_Sfusion_R.obj
0_Sfusion_R.Mtl
0_Sfusion_R.Jpg
几何编辑 obj

图 A.1 三维模型数据目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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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三维模型数据质量检查

三维模型数据质量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

表 B.1 数据质量元素及检查内容

质量

元素

代

码

质量

子元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对象 错漏分类 检查方法

A B C

纹理影像

质量
01

完好

纹理影像

检查影像是否完好无损，

是否存在污渍、泥点、雨

滴等污染状况

成果数据

图像损坏
存在严重污染情况，

如污渍、泥点、模糊

存在轻微污染情况，

污染不在主体位置，

不影响物体的识别与

量测

软件辅助检查

曝光
检查影像是否存在曝光

不足或曝光过度

曝光严重过度或不

足，明暗程度严重不

一致

少量高光点、暗点等

曝光轻微过度或不

足，不影响地物的识

别与量测

软件辅助检查

色彩
检查影像色彩是否存在

失真、偏色
色彩严重失真或偏色 色彩轻微失真或偏色

部分不影响物体整体

色彩的失真或偏色
软件辅助检查

模型精度 02

分辨率

Obj模型

单位面积内三角形顶点

数量
成果数据

点距≥8mm 1mm≤点距＜2mm 0.1mm≤点距＜1mm 软件辅助检查

相对精度 模型尺寸、特征间的距离 中误差≥4mm 2mm≤中误差＜4mm 1mm≤中误差＜2mm 软件辅助检查

属性信息 03

信息完整性
Json属性

文件

产品基本信息项目
成果数据、

基本资料

基本项目缺失 重要信息丢失
有价值个性化数据丢

失
软件辅助检查

描述准确性 产品基本信息项目内容 基本项目描述错误 重要信息描述错误
有价值个性化数据描

述错误
软件辅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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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数据采集要求

外业采集分为作业准备、采集作业、外业成果质检、外业成果提交等4个阶段，具体如下：

a) 作业准备包括任务领受、作业计划制作与评审、设备领取与检查、人员与设备转场、现

场作业环境搭建等过程；

b) 采集作业分为每日作业前检查、家具准备与属性采集、纹理采集、模型数据采集、数据

预处理等过程；

c) 外业成果质检包括属性信息检查、纹理质量检查、模型质量检查、数据结构检查等过程；

d) 外业成果归档与提交阶段是将经过质量检查合格的成果分批次提交到内业的过程，如果

是某个作业现场工作完成则还包括拆除作业环境工作。

数据采集内容包括产品几何信息、纹理信息、属性信息等等，其中：

a) 几何信息采集方式包括伪模采集、扫描采集、立体影像采集等多种方式；

b) 纹理信息采集采用数字相机拍摄；

c) 属性信息采集为文字录入等方式。

C.1 采集仪器要求

对采集仪器的一般要求如下：

a) 可靠性：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应不小于200h，维修时间应小于0.5h；

b) 工作温度：应在-10℃至＋45℃条件下正常工作；

c) 相对湿度：（95±3）% （≥40℃），无凝结；

d) 连续工作时间：不低于8h。

使用扫描采集方式时，应根据产品用途选择合适的设备，宜满足下列一般要求：

a) 仪器设备不应接触家具产品，或者在家具产品上安装、设置辅助设施；

b) 扫描仪器宜具备原始图像数据输出功能，便于后续处理；

c) 扫描仪器点云分空间辨率不应低于0.2mm，单帧精度不应低于0.5mm，帧率不低于12fps；

d) 扫描仪器应适合长时间无故障工作，配套软件宜具备辅助属性采集、记录能力。

C.2 几何信息采集

通常采用点到点测量的伪模采集方式、结构光扫描、激光扫描以及多视角影像采集立体测量

等方式采集产品几何信息。

a) 伪模采集：宜用于板式家具等特征很少的产品，玻璃、全高光金属且不能喷涂显影剂的

产品以及对模型几何信息要求较低的应用中采用点到点测量方式采集；

b) 扫描采集：适用于大多数家具产品几何信息采集，优先选用无需在产品上贴标志点的白

光扫描仪；

c) 立体测量采集：一般不建议使用此方式。

C.3 纹理信息采集

应采用高分辨率单反相机采集产品纹理图片，采集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 采集前应对产品进行挑选和清洁处理；

b) 应尽可能正对产品的表面采集；

c) 应设置优质的补光环境，避免颜色失真、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高光反射等问题；

d) 应具有良好的取景、布局经验，反映出产品的真实品质；

e) 采集纹理图片应尽量采用无损压缩或者jpg 压缩质量不低于80。

C.4 属性信息采集

问询、查阅产品基本资料，并如实记录，属性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品名；

b)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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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规格；

d) 材质。

根据实际情况可增加其他信息，如产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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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模型数据处理工作流程

D.1 总体工作流程

模型数据处理基本步骤见图D.1。

图 D.1 数据处理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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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软件工具要求

在数据处理工艺中，应利用软件工具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输出符合规范的成果。通常

软件工具应包含以下功能：

图 D.2 数据处理软件基本功能

为保证成果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数据处理软件宜满足以下要求：

a) 软件工具应具备家居针对性，全部功能尽量集成，避免多个软件交叉使用，导致数据规格混乱；

b) 软件工具应具备处理预览等功能，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和质量；

c) 软件工具应具备自动化能力，如自动选择最优的纹理图片、自动进行图片匀色处理、自动 UV 展

开等，确保成果质量一致性；

d) 软件工具应具备规范化成果提交能力，可根据需求导出合适的精模、简模、材质分割、材质赋予等

等成果。

D.3 几何编辑

对外业扫描的原始模型进行模型处理，因部分产品结构较复杂及材质对扫描仪的影响导致扫描模型

的结构会有缺失、孤立项等异常，通过内业几何编辑对扫描模型优化完善，如外业扫描模型完整无缺可

不需要对其进行几何编辑。编辑完成后应进行相应检查，主要包括：

a) 检查模型结构和产品实物结构是否一致；

b) 检查模型是否缺失结构；

c) 检查模型是否整体闭合，无破面重面。

D.4 映射影像处理

对外业采集的实物照片进行影像处理，达到拍摄的实物照片处理无瑕疵，大面积高光及阴影、同一

个产品全部照片局部色调统一。

D.5 纹理映射

对外业采集的模型和照片进行选取控制点配准，使采集的影像映射到模型上呈现成纹理贴图的过程。

纹理映射输出成果无纹理变形，无纹理错位，无漏面。

D.6 纹理修复

对纹理映射的模型进行边缘处、接缝处、死角处纹理修复，把未映射好的纹理缺陷修复成和实物照

片一致的有效纹理的操作过程，修复完成后应进行下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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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查纹理上是否有污点污垢未处理；

b) 检查纹理上是否有接缝处，边缘处，死角处未处理；

c) 检查纹理上是否有纹理拉伸未修复；

d) 检查纹理上是否有高光和阴影未处理。

D.7 材质分离

通过对模型进行裁剪，将不同的材质（如木材、金属、皮革、布艺等）的元素从模型里面单独分离

出来，方便后续材质赋予的操作。

材质分离操作应遵循如下原则：

a) 已区分材质为准，沿着不同材质边缘裁剪；

b) 裁剪的曲线需要闭合；

c) 裁剪后需将分离后的部件按材质及参数命名，并关联材质；

d) 对于玻璃和镜子等特殊反光材质，应手动补齐几何结构然后赋予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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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数据提交要求

E.1 坐标系规范化

在数据提交前，应保证模型轴向正常，即模型初始坐标轴方向必须符合实物正常放置方向，坐标原

点需位于模型几何中心在地面的投影处。

E.2 整理相关数据

数据提交前应进行数据整理，包括文件格式、命名规则等等，应符合本标准。

E.3 填写数据自检记录表

在数据提交前应对成果数据进行质量检查，填写成果质量自检表，符合质量要求后方可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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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模型上传平台流程

三维数字化模型上传平台流程见图 F.1。

图 F.1 三维数字化模型上传平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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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品牌厂商模型上传流程

F.1.1 建文件夹入库

建文件夹入库流程如下：

a) 建立品牌厂商的目录文件夹。

b) 把品牌厂商提供的所有内容拷贝到资源文件夹里。

c) 浏览文件内容，大批量的明显问题直接反馈给同事沟通。

F.1.2 完成对接表

完成对接表流程如下：

a) 根据资源里的信息填写品牌系列，商品名。

b) 抽查相关文件包，初步审核模型。

c) 填写模型总数和 A类模型数，填写说明。

F.1.3 相关团队修模

相关团队修模流程如下：

a) 在外包文件夹下打包模型和对接表。

b) 上传模型发包给品牌供应商。

F.1.4 上传模型

上传模型流程如下：

a) 审核供应商的模型。

b) 模型是实际尺寸模型，单位设置都为毫米,gamma 值都为 2.2。

F.1.5 审核上架

审核上架流程如下：

a) 修改上架后发现问题的模型，对因为质量问题下架且标记为供应商维护的模型修改重新上传，

人检查，对照参考图，分类为合格和传不合格外包整理。

b) 人工审核，分类为合格审核通过、不合格下架（模型质量问题，下架处理）。

F.2 通配模型上传流程

F.2.1 找模型

找模型流程如下：

a) 按照需求或计划持续找通配模型链接。

F.2.2 相关团队修模

相关团队修模流程如下：

a) 模型发包给供应商，使用《设计云模型标准》进行精修。

b) 审核供应商的对比渲染图，并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

c) 为供应商提供标准材质，供应商按标准批量精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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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3 上传审核上架

上传审核上架流程如下：

a) 供应商上传完成精修的模型。

b) 供应商在后台通过 3Dviewer 对模型精修审核。

c) 抽查供应商审核通过的模型，没问题的批量上架。

F.2.4 后续调整

后续调整流程如下：

a) 每日持续渲染高清图全面检查已上架的模型。

b) 发现问题的模型审核驳回，并打上对应标记。

F.3 用户模型上传流程

F.3.1 用户上传

用户上传流程如下：

a) 用户在软件前台参考《设计云模型标准》，上传模型文件包。

b) 脚本自动化处理后选择私有或公开。

F.3.2 审核上架

审核上架流程如下：

a) 公开模型人工审核后上架至公共库。

F.3.3 后续调整

后续调整流程如下：

a) 每日持续渲染高清图全面检查已上架的模型。

b) 发现问题的模型审核驳回，并打上对应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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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模型质量要求

三维数字化模型质量要求见表 G.1。
表G.1 模型质量要求

模型标准 正向标准 反向标准

1 模型是实际尺寸模型，单位设置都为毫

米 mm

不用英尺等其他单位

2 模型里的物件为可编辑多边形 不要附带无用场景，摄像机和灯光 面数不能

过大，面数小于 40W

3 模型为双面，法线统一朝外 不是单面，背面不空

4 模型形状准确，细节完整 不能有破面

5 适当带有瑕疵增加真实感（特别是软包

模型）

不能有破面

6 对可编辑多边形倒角和加网格平滑修改

器

不要有尖锐的边角和生硬的形状

7 对可编辑多边形加 UVW 展开修改器 纹理不能显得凌乱

8 合理拆解UVW,UV线在修改器中排列整齐 不能导致纹理不均匀，比例不对，不连续，方

向不对

9 支持使用VrayMtl及其他Vray支持的材

质，数准确

不能使用其他插件支持的材质

10 多种贴图配合 不能使用其他插件支持的材质

11 贴图为 RGB，且路径上的贴图名与文件一

致

不能使用 CMYK

12 贴图为无缝无光差图片，尺寸准确反映

实际尺寸

不能随意改变贴图大小

13 凹凸，高光与漫反射贴图尺寸和位置对

应

不能随意改变贴图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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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平台模型命名规范

H.1 2D 通配贴图命名：

1）木地板_1001_360x1800(三级目录名_编号_横向尺寸 x 纵向尺寸)。

2）小碎花壁纸_1001_360x360(三级目录名_编号_横向尺寸 x 纵向尺寸)。

H.2．2D 厂商贴图命名：

1）素面壁纸_XX-1001_375x375(三级目录名_品牌系列商品名_横向尺寸 x 纵向尺寸)。

H.3 3D 通配模型命名：

1）文件包名称为：三级目录名_风格_编号。

例如，三人沙发_美式_V1001，此文件夹至少包含下列六项：

①texture --材质文件夹；

②front.png --测试时生成的正视图；

③iso.tif --测试时生成的缩略图；

④model.max；

⑤ss.png --max 文件属性面板截图；

⑥top.png --测试时生成的顶视图。

H.4．3D 厂商模型命名：

文件包名称为：三级目录名_品牌系列_商品编号。

例如，无扶手餐椅_xxxx_1001，此文件夹至少包含下列七项：

①texture --材质文件夹；

②front.png --测试时生成的正视图；

③info.jpg--商品参考图；

④iso.tif --测试时生成的缩略图；

⑤model.max；

⑥ss.png --max 文件属性面板截图；

⑦top.png --测试时生成的顶视图。

H.5．带型号商品的模型命名

1）对接表中有商品型号的商品，在名称前后加“#”，例如：边柜_xxxx_#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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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规范性附录）

模型修改流程

I.1 清理场景

1）文件需要完成场景清理，清除场景的多余物体，删除相机和草图。

I.2 统一参数

1）统一设置成 gamma2.2。

2）模型是实际尺寸模型，显示单位和系统单位设置都为毫米 mm。

3）模型整体尺寸大小要符合实际，避免出现模型过大或者过小，影响场景空间感。

4）模型里的所有几何体为可编辑多边形,单个模型在 100 万三角面以下，单个文件里的物体对象不超

过 200 个。

I.3. 统一法线

1）翻转问题法线，保证模型上传到后台没有反面等问题。

I.4 渲染验证

1) 材质的渲染结果真实自然，不能出现反射和高光过亮，过暗或不连续等明显问题，材质表现为整

个模型处理过程的难点，有时需要结合渲染效果反复调整。

2）贴图方向要符合真实，横纹竖纹要分清楚。

3）模型各个可见的零部件要完整，相对应的材质要准确。

4）不允许模型的材质为空、位图信息为空、材质丢失、贴图丢失和混合材质类不允许再嵌套混合材

多维子材质类型。

5）合理拆解 UVW 和使用 UVW 贴图，保证 UVW 连续，不变形，避免出现贴图混乱，接缝，变形等，影

响真实度和美感。

6）金属，木纹等带反射的材质可以添加反射贴图，反射光泽贴图，凹凸贴图等配合材质表现。

7）布料材质的漫反射可以使用衰减，添加凹凸贴图,增加材质细节，保证渲染真实度。

8）木纹材质可以使用不同光泽度的两个材质进行混合,得到更多细节变化的高光和反射效果，保证渲

染真实度。

I.5 调整坐标轴

1）物体轴心必须在物体自身的几何中心，物体坐标在世界坐标零点(0,0, Z/2)。（注：Z 为物体尺

寸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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