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變得越來越真實

Adobe Substance 3D
Collection Plan

為 �D 內容提供逼真的材質紋理，
簡化工作流程

Substance 是用於在 �D 創作中創建高品質材質理和素材的集成產品。

它在遊戲、電影、建築和產品設計等行業中已是標準工作配置。使用 Substance 的每種工具，您都可以為 �D 內容提供精美的細節和逼真度，
用最直覺的方式表達您的想法。

各行業的材質標準

從遊戲和影視製作等 CG 創作者到建築可視化和製造領域的 CMF 設計人員，各個行業的藝術家
都在使用 Substance。

遊戲

建築

電影動畫

工業設計
Adobe Substance：在 �D 材質工作流程中的定位
建模

材質應用

渲染

Adobe
Substance 3D

Substance 可以與其他 Creative Cloud 應用程序和第三方應用程序進行完美的建模、渲染和遊戲創建。

直接在 Adobe Dimension、Cinema �D、Epic Games Unreal Engine、Unity、Autodesk Maya 和 �ds Max 等應用程式和遊戲引擎中，匯入、調整和
匯出 Substance SBSAR 檔。

Adobe Substance �D Collection Plan
創建 �D 紋理和材料的終極工具集。
提供 �D 材質的頂尖軟體解決方案。

Substance 3D Designer
用於創建材質紋理的行業標準工具
隨心所欲創作可自訂的材質。在不
具破壞性、節點型環境中從頭開始
建立，製作拼貼紋理和圖樣，並編
輯完整的紋理集。Substance �D
Designer 也具備不斷擴充的指令
碼功能。

Substance 3D Sampler
數位化和製作 �D 材質集合

由 AI 提供技術支援。修改現有材
質，或是從相片和高解析度掃描中
建立新的材質。最適合用於需要真
實世界參照的工作流程，同時適用
於創意探索。使用快速、簡單易用
的軟體介面完成所有工作。

Substance 3D Painter
材質資產創建應用

手動為 �D 模型上色，讓設計作品
超越�D境界。Substance Painter
提供的智慧材質會隨模型自動調
整，以顯示真實磨損痕跡。嘗試可
調整以配合任何形狀的遮罩預設
集。

Substance 3D Assets
超過 �,��� 種以上的高品質 �D assets 材質庫
您可選擇數千種可完全自訂、原廠
提供及部分業界最具影響力藝術家
所製作的材質。然後產生無限多的
物理變化，可搭配所有類型創意應
用程式使用。

Substance 3D Stager
您的設備齊全虛擬攝影工作室

使用這項直觀的舞台設計工具構建
及組裝 �D 場景。設定資產、材
質、光線及相機。匯出和共享媒
體，從影像到網頁及 AR 體驗。

Adobe Substance �D
產品功能

Medium by Adobe(Beta)
用數位黏土雕塑創意

Substance �D Modeler 可解譯來
自物理世界的空間輸入，讓您如同
在真實的工作室中一樣對模型進行
雕塑。使用藝術流程的自然、流暢
手勢。

�D 世代已來臨

在 Substance �D 生態系統中，智能創意應用程式和高端內容提供您製
作鼓舞人心藝術品所需的一切事物。對於初學者和專家都一樣。

購買方案

Substance Apps for team & enterprise：Substance 3D Assets (100個資産/月)
用戶指定的許可證

每月最多可以下載���個資產

產品內容

高階逼真 �D 材質創作工具

�D 材質創作的行業標準，專業節點式製作無縫材質和圖案，並編輯完整材質集合。�D 美術人員可在基於節點的非線性環境中從
零開始創作，或藉助 Substance �D Designer 不斷擴展的腳本功能來實現創意；連出所想，細節無懈可擊。

Substance 3D Designer

�D 材質創作，盡在掌握

非線性工作流程

使用程序化非線性工作流程即刻編輯素材。根據需要可在後
期隨時對素材進行更改或調整，永不丟失創作成果。

素材創作

創建具備完全可控性與無限表現力的材質。實時編輯全套貼
圖，生成與渲染器或遊戲引擎直接兼容的無縫 Substance 材
質和 MDL 材質。

強大的生成器、工具和濾鏡

整合海量預設濾鏡和工具，實現程序化及混合性材質創作的
工作流程。可隨時訪問及修改任何資源或過濾器的來源節
點，擁有絕對的編輯控制權。

Substance 生態系統的核心

Substance �D Designer 是 Substance 材質庫創建的核心，
並持續為 Substance �D Painter 和 Substance �D Sampler
賦能。

主要功能

參數化創作

充分利用 Substance 的技術力量，創建獨一無二的參數化
�D 材質

最先進的渲染

實時視窗與 NVIDIA Iray 渲染器結合，預覽和渲染效果無與
倫比

不斷增長的節點庫

默認訪問 ��� 個以上節點，Substance Share 共享社區亦有
數百個節點可用

���+ 程序噪點

用獨特且隨機化的噪點和圖案創建任意表面

RTX 超速烘焙

使用 GPU 超速烘焙，幾秒鐘完成 �D 模型的貼圖提取與烘焙

HDR 環境光創建

使用程序照明或 ���° 全景圖創建動態照明環境

自動化工作流程

創建工具和實用程序圖表，為工作流程賦能

腳本 API

使用集成的 Python 腳本界面構建和共享功能強大的插件
更多內容

即時為 �D 模型上色和繪製紋理

開啟 �D 世界的創作新體驗。智能材質可適用於任意 �D 模型，完美呈現最真實的磨損效果；非線性工作流程讓創意靈感不受局
限。適配各種形狀的預設遮罩，可即時修改的筆刷，�D 繪畫從未如此輕鬆。

Substance 3D Painter

即時 �D 繪畫

繪畫習慣自然過渡到�D

如果您曾使用過 Photoshop 會倍感親切。您的藝術天份將
不再止步於 �D 畫布，Substance �D Painter 助您在 �D 世
界裡開啟無限可能，為藝術創作賦予全新活力。

技術助力藝術

智能材質可適用於任意 �D 模型，呈現真實磨損效果。預設
遮罩適配各種形狀，筆刷修改即時實現。

沉浸式材質體驗

創作成果可在視窗內實時顯示。隨心所欲旋轉資產，自由定
位窗口工作區，享受身臨其境的 �D 材質創作體驗。

零成本無限嘗試

Substance �D Painter 的非線性工作流程，可根據需要，進
行任一創作嘗試，零成本實現設計修改，隨時跳回至任一歷
史工作記錄。

主要功能

強大的繪畫引擎

使用智能筆刷、映射工具甚至動態粒子作畫

智能材質/智能遮罩

適用於任意模型的磨損、划痕和灰塵

RTX超速烘焙

使用 GPU 超速烘焙，幾秒鐘完成 �D 模型的材質提取與烘焙

最先進的渲染

實時視窗與 NVIDIA Iray 渲染結合，預覽和渲染效果無與倫比

無縫兼容

一鍵導出至任意遊戲引擎、平台及渲染器

支持多種平台

無論是 PC、Mac、Linux 均可實現最佳體驗

視覺特效一觸即發

支持 UDIM、Alembic、相機導入，處理電影品質級資產不
費吹灰之力

線上社區活力無限

與全世界最棒的藝術家們一同學習和分享

更多內容

數位化和製作 �D 材質集合

新一代 �D 材質管理工具，輕鬆打造專屬高級材質庫。無論是混合或調整現有材質，還是通過拍照或高清掃描制作，Substance
�D Sampler 都是您激發無限創意的不二之選。從實體材料到數位化 �D 材質，從靈感探索到完美視覺呈現，就是如此簡單。

Substance 3D Sampler

�D 材質愛好者的百寶箱

一鍵生成器

材質創作全面提速！選擇一種基礎材質，應用 Substance �D
Sampler 的任一過濾器，幾秒鐘便可創建出複雜的�D材質。
直觀的可視界面，讓您隨心調出符合個人藝術風格的作品。

�D 材質混合

現有材質混合出全新效果。長有苔蘚的樹皮，摻雜卵石的岩
層…Substance �D Sampler 可高水準生成複雜的混合材
質，帶您探索創意的無限可能。通過高度、顏色、自定義遮
罩等選項定義規則，確保完全無縫，完美效果，立即可見。

從 �D 照片到 �D 材質

將參考圖像導入 Substance �D Sampler 即可自動生成高質
量的 �D 材質，整個過程僅需幾秒鐘。基於機器學習算法的
去光影濾鏡可高質消除光影，幫助您從拍攝或掃描所得的圖
像獲取最佳無縫 �D 材質。

打造專屬系列材質

Substance �D Sampler 的自定義系列功能，幫助您創建專
屬的高級 �D 材質庫。情緒色彩面板可自動生成多種變化效
果。

主要功能

材質混合

混合兩種或多種材質，輕鬆創建複雜的表面

自動實現顏色變化

智能提取顏色並自動生成多種變化效果

單張圖像生成 �D 材質

只需一張圖像便可創建出高級 �D 材質

多角度圖像生成 �D 材質

專業的掃描處理工作流程

去光影

智能算法自動消除光影

離散混合

樹葉、鵝卵石、枝椏…所有元素離散混合打造出全新材質

.sbsar格式導出

Substance 材質導出後可兼容主流 �D 應用軟體

內置濾鏡和生成器

可添加在 Substance �D Designer 中創建的自定義工具

更多內容

高端 �D 材質庫

為您的項目提供即時可用的專業高品質 �D 材質。 Substance 材質庫包含由世界一流 �D 藝術家創作的數千種 �D 材質，用戶可通
過調節參數呈現出無窮變化。材質格式支持主流 �D 軟件、遊戲引擎及渲染器。

Substance 3D Assets

完全復刻現實，不僅是寫實

不斷更新

強大的後台技術資源，源源不斷為 Substance 材質庫添加
新鮮內容，並定期為已有資產增加新的功能選項。每種材質
都是獨一無二的，具有特定的動態參數。

一種材質，無限可能

智能參數化材質，可通過調節設定值滿足個性化的精準需
求。例如，可通過調整顏色、針腳式樣、圖案密度、磨損及
老化程度等設定，讓一種材質呈現出多樣效果。

靈感的泉源

精選全球頂級美術大師的最佳材質作品，按主題分類，為您
的藝術創作提供無窮靈感。

學習的平台

提供原始節點圖表，探索 Substance 內部藝術家和客座專家
的流程和技術。見賢思齊，精益求精。

主要功能

�D 材質的標準

Substance 格式兼容所有主流 �D 應用軟體，支持即時或離
線渲染

綜合性材質庫

從掃描生成、混合材質到完全程序紋理，所有類型均收錄其
中

無窮變化

可通過調節動態參數實現材質的精確定製

雲瀏覽器

下載前即可進行預覽和調整

品質保障

收錄的材質均經過嚴格的測試和審查，確保最佳品質

見賢思齊

探索頂級專家創建的節點圖表，發掘藝術創作的奧秘

內容兼容

支持主流 �D 應用程序

專題系列

精選材質按照主題分類，激發無限靈感

更多內容

FAQ
常見問題

Adobe Substance �D 常見問題
適用於：Adobe Substance 3D
上次發佈：2021 年 6 月 30 日

Adobe Substance �D Collection 計畫包含哪些內容?
The Adobe Substance �D collection 包含內容如下:
Apps ncluded

Substance 3D Stager

Substance 3D Sampler

Substance 3D Painter

Substance 3D Designer

Plan Type

Teams VIP

Enterprise VIP

每位使用者每月 100 個資產
(匯集於團隊中) 包含材質、模型和照明

3D sset ibrary ccess

1TB 的儲存空間(���版本控制)

Cloud torage

1TB 的儲存空間(

簡易的許可證管理
進階技術支援

Business eatures

天版本控制)

自動化API集成
CAD 格式匯入
簡易的許可證管理
進階技術支援

Substance �D Stager 與 Adobe Dimension 有何不同?
功能

版面

Substance 3D Stager

邊界方框對齊
衝突型轉換

Adobe Standard Material �.�
· 置換和鑲嵌
· 光澤
紋理化

· 透明塗層
· 非等向性
· 排放

· 環境光遮蔽
· 次表面散射

Painter > 傳送至 Dimension 相互操作

照明

取景

色彩演算
更多內容

Substance 環境燈

實體燈 (點狀、聚焦、區域)

光照期 (環境燈+背板+相機)
多相機物件，每個相機具有大小和背景
改善了即時引擎的品質

改進了光線追蹤引擎的效能
Windows 適用的 GPU 支援

Adobe Dimension
標準轉換工具
通用轉換工具

對齊和分配工具

Adobe Standard Material �.�
· 標準 PBR

Substance 材質 (SBSAR)
影像作為素材層 (貼花)
UV 生成
UV 匯出

環境燈
影像燈

單一解析度輸出

僅限 NVidia 的 GPU 支援

Creative Cloud 完整應用程式計劃是否包含
Substance �D 應用程式?

否。 Substance �D 應用程式是 Substance �D 計劃的
獨家銷售項目。

高等教育 Creative Cloud 完整應用程式 EDU 計劃的被
授權人享有 Substance �D 應用程式的權益，不需支付
額外的費用。

我可以在購買 Substance �D 應用程式之前先
試用嗎？

Substance �D 計劃中是否包含 �D 資產？

您的 Substance �D 計劃包含高品質的 �D 資產，每個
月都可以下載。
所有資產均免版稅，且可在所有的商業和創意專案中
使用。

Substance �D 資產未包含在高等教育 Creative Cloud
完整應用程式 EDU 計劃中。

是。您可以下載任何 Substance �D 應用程式，並免費
試用 �� 天。

Adobe Substance �D Collection 軟體系統需求

為確保您獲得精彩流暢的 �D 體驗，請參考下列建議硬體規格。
效能更強勁的硬體和圖形處理器能改善 Substance �D 應用程式的體驗。

SPECS

詳細規格

MINIMUM

RECOMMENDED

CentOS 7.0/Ubuntu 18.04 (Steam only)

CentOS 7.6/Ubuntu 18.04 (Steam only)

OS

Windows 10 v1909

Windows 10

CPU

Intel Core i3 or AMD Ryzen 3

Intel Core i7 or AMD Ryzen 7

GPU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or Quadro M2000
AMD: Radeon RX 580

NVIDIA: GeForce RTX 2080 or Quadro RTX 4000
AMD: Radeon RX 6700 XT

VRAM

4GB

8GB

RAM

8GB

16GB

Hard rive

10GB HDD

25GB SSD

Model

MacBook Pro 2019

MacBook Pro 2020 or iMac Pro 2020

OS

macOS v10.14 (Mojave)

macOS v10.15 (Catalina)

CPU

Intel Core i7

Intel Core i9

GPU

Radeon Pro 5300M

Radeon Pro 5600M or Radeon Pro Vega 56

RAM

8GB

16GB

Hard rive

10GB HDD

25GB SSD

LINUX
OS
WINDOWS

M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