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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网状填充创建栩栩如生的作品

当为自然对象或人造对象创建栩栩如生的图像时，网状填充是为最强大的工具。在刚开始的时

候，这个工具可能看起来不太好用，但是如果您理解了其基本概念，就可以创建栩栩如生的效

果了。

绘制形状

第一步是创建对象的简单图形。您可能会这样想， “ 我不是艺术家，所以没法画的好。 ” 但是，

实际上，您不需要成为达芬奇一样的人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简单形状创建对象 （图 
1）。诀窍是使用简单的形式。

图 1：您可以通过简单形状轻松绘制对象。

您可以通过直线轻松绘制任何图像。无论对于初学者还是专家，这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法。

我从第一版的 CorelDRAW 开始就使用此方法。非常简单：使用直线进行绘制，然后使用形状工

具选择直线，并将线段转换成曲线。将选定节点变成尖突节点，这些节点不对称并使您可以轻

松创建角度。根据您要绘制的形状，您可以将节点转换为对称节点或平滑节点，以获得更好的

效果。

您必须始终使图像尽可能简单。复杂的图像是由多个简单图像所构成的。

应用网状填充

默认情况下，网状填充将以垂直或水平方向进行应用，因此它的方向可能并不总是符合您的要

求。如果对象呈一定角度，水平或垂直填充可能不管用。您可以通过在应用网状填充之前旋转

图像来轻松解决此问题（图 2）。简单的轮廓可以帮助您查看填充的方向以及对象的正确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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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将对象旋转到水平或垂直位置，以正确地应用网状填充。应用网状填充后，将对象旋转回到其原来的位置。

通过在应用填充之前将对象旋转到水平或垂直位置，您可以确保网状填充与透视、阴影、光源

方向以及对象的其他属性相匹配 （图 3）。

图 3：您只需旋转对象就可以正确地定位网状填充。第一个图像显示以错误方式应用的网状填充。第二个图像显
示经过旋转并应用了正确网状填充的对象。

图 4：网状填充已应用到所有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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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结果不错，但是还不够好。图 4 中的图像比简单的剪贴画漂亮不少，但是仍然不是我们

想要的效果。我们可以一次对整片叶子应用网状填充，但是这会使填充较难处理，也不够精

确。如果您将每片叶子分成较小的区域，则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图 5 到 7）。

图 5：单个的网状填充不能构成栩栩如生的效果，且较难编辑。 

图 6：管理小区域比管理大块区域要来得容易。

图 7：对单个对象应用多个网状填充可以产生更加栩栩如生的效果。

您可以通过添加具有相同颜色的其他网状填充来添加一些特殊效果（例如，水滴）。一定要注

意光源的方向，并记住阴影必须位于相反方向（图 8）。

图 8：当您创建水滴和镜像时，请注意光源和阴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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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 椭圆 ” 模式中添加交互式透明度，可以创建更加栩栩如生的效果。（在工具箱中单击
透明度工具，在属性栏上单击渐变透明度按钮，然后单击椭圆形渐变透明度按钮。）网状填充
和透明度组合使用效果强大 （图 9 和 10）。

图 9：为网状填充添加透明度可以增强效果。

图 10：完成的叶子

现在，您可以使用这些元素创建像这朵玫瑰花之类的花卉（图 11）。您创建的玫瑰花可以简单
也可以复杂，随您喜欢。所有 CorelDRAW 效果都对您有所帮助，例如，阴影可以增强绘图的光
线、立体感和真实感。

图 11：您可以创建简单的对象，也可以创建复杂的对象。添加阴影可以创建更栩栩如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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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颜色

您可以通过从调色板中拖动颜色，以将颜色轻松添加到网状填充的不同色块上。但是，如何添

加调色板上没有的颜色呢？一种方法是通过颜色滴管工具选择一种颜色，然后单击属性栏上的

添加到调色板按钮。

下面是另一种添加颜色的方式：使用网状填充工具或形状工具 (F10) 选择一个节点，然后在调

色板上单击某种颜色的同时按住 Ctrl 键以添加 10% 的选定颜色。

如果您想要较亮的色调，只需按住 Ctrl 键，同时单击白色即可。但是，如果您想要较暗的色

调，使用 CMYK 黑色不是最佳选择。

当您使用 Ctrl 键添加颜色时，一种颜色将减少，而另一种颜色增多。如果您将黑色添加到绿色

上，绿色将减少，但是黑色不会相应地增多，这样中间色调将保持灰色而不增强。如果您按住 
Ctrl 键并单击 CorelDRAW CMYK 调色板最后的名为 C1001M00Y100K100 的颜色，将获得更好

的效果。这两种方法的区别显示在图 12 中。

图 12：添加 CMYK 黑色（左）。添加颜色 100C100M100Y100K （右）。

您也可以按住 Ctrl 键并单击其他颜色，但是请记住，如果原来的颜色是青色，您单击了品红

色，那么青色将减少，品红色将增加。如果您想增加品红色而不减少青色，您必须按住 Ctrl 键
并单击蓝色（青色 + 品红色）（图 13）。
 

图 13：添加 CMYK 品红色（左）。添加蓝色 (C100, M100, Y0, K0)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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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底纹

最常见的任务之一是编辑表面底纹。网状填充适用于明亮、整洁的表面，但是单独使用网状填

充创建不规则或粗糙的表面非常困难。通过在 CorelDRAW 中应用配合网状填充使用的、用于添

加底纹的多种效果 （例如， “ 底纹透明度 ” 模式中的透明度），即可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您

可以创建绘图的副本，将选定的透明度应用到副本，然后将其与原始对象合并（图 14）。

要创建底纹透明度，请单击工具箱中的透明度工具。从属性栏中单击双色图样透明度按钮上的

展开工具栏箭头，然后单击底纹透明度按钮。从合并模式列表框中选择底纹化。打开属性栏上

的透明度挑选器，并选择您要应用的底纹。当您在属性栏上选择透明度类型时，您可以选择底

纹填充、图样或任何其他 CorelDRAW 填充。

图 14：选择透明度的底纹，并将其应用到对象的副本。然后将副本与原始对象合并，以创建带底纹的外观。

可能性无可限量。您可以使用不同的透明度模式来创建多个效果（图 15）。但是，请记住，交

互式透明度之类的效果需要更多的内存，并将增加文件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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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将底纹添加到网状填充

应用艺术效果

底纹并非可与网状填充配合使用的唯一效果。所有 CorelDRAW 功能都可为您的作品提供帮助。

例如，艺术笔工具可以帮助您创建真实头发的效果（图 16）。

图 16：您可以将艺术笔工具与网状填充配合使用。

通过使用艺术笔工具，您可以仅使用直线绘制一个猫的轮廓。我将额外的渐变填充应用到艺术

笔笔刷笔触，以获得更加平滑的边缘，而且我仅使用网状填充进行细节描绘（例如，眼睛）。

这些细节是绘图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您会希望将其突出。黑色背景可以帮助您增加对比度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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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黑色背景可以突出网状填充的效果。

为多个对象应用网状填充

但是，使用网状填充不总是那么简单的。其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网状填充可以应用到单个

对象，但不能应用到多个对象。例如，您可以轻松地将网状填充应用到作为单个对象的字母

“E”，但是不能将其应用到包括许多组合路径的字母 “A”。

您可以通过将字母拆分成多个部分 （如同拼图），为各个部分应用网状填充，然后进行合并。

请确保各个部分的填充相互匹配，以便组合对象时，网状填充具有平滑的外观（图 18）。

图 18：为对象的各个部分应用网状填充。

另一种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使用 PowerClip™ （图框精确剪裁）功能（图 19）。例如，您可以

绘制字母 “A”，然后绘制一个与字母大小相同的三角形。为三角形应用网状填充。选中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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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单击对象  PowerClip  置于图文框内部 （在经典工作区中，此命令显示在效果菜单下

面。），然后单击字母 “A”。该字母将进行网状填充。
 

图 19：您可以使用图框精确剪裁功能为对象应用网状填充。

创建天然对象和人造对象

您可以通过网状填充和上述的任何技术在绘图中为天然对象和人造对象创建栩栩如生的效果。

创建天然对象

现在，让我们继续创建花卉。首先，我们绘制基本形状的轮廓（图 20）。我们可以使用相片作

为模型，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复制照片，我们必须自己创建绘图。

图 20：绘制花卉轮廓。

让我们加点颜色。在应用网状填充之前，请确保您将每个对象旋转到了水平或垂直位置。为了

获得最好的效果，绘图必须尽量简单。如果您有基本颜色版本，您可以应用其他颜色 （图 
21）。请记住，如果您在选定节点中通过按住 Ctrl 键并单击其他颜色来添加颜色，您可以创建

非常平滑和自然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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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将颜色添加到网状填充。

您可以从另一个对象复制网状填充的颜色和属性吗？有时可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复制属性

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两个对象的形状和大小是不同的。如果您要创建多个对象，那么您必须

为每个对象创建新的网状填充。此方法非常困难，当然它产生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您可以通过添加颜色的对比度或添加较亮或较暗的阴影来使对象平滑或鲜明（图 22）。

图 22：选择平滑表面或鲜明表面。

有时候您需要在较复杂的绘图中创建光源或阴影。请记住，进行此操作的最好方法是将复杂的
绘图分成两个或多个较小的部分 （图 23 和图 24）。

通常情况下，配合对象执行的所有任务 （例如，复制、再制和旋转）都可以与网状填充配合使
用。您创建的图像仅仅是给人的一种错觉。当然，它不是真正的花，您不能作为实际对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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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它不是三维对象，因此您不能通过旋转看到花的边或背面。您也不能将一个对象放到另一
个对象中。但是，您必须创建一种错觉。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东西仅仅是错觉而已。

图 23：将复杂对象分成若干较小部分。

图 24：完成的花卉

完成花卉制作后，您可以添加一些特殊效果（例如阴影或背景）或创建绘图的副本 （图 25）。
但是请记住，副本之间必须存在细小的区别。一模一样的副本看起来不是很 “ 自然 ”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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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您可以添加阴影和背景。

图 26：再制对象时，请确保副本之间存在细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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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人造对象

但是，如何创建机械零件或金属表面这样的人造对象呢？处理方式是相同的吗？从大体上来

说，答案是肯定的。您必须绘制基本形状作为轮廓，并尝试创建一个尽可能简单的绘图 （图 
27）。

图 27：使轮廓尽可能简单。 

为单个对象应用网状填充。您可以通过高对比度、阴影和高光以及鲜明的边框来创建金属效

果。

图 28：网状填充应该遵循光源和阴影的方向。

请记住，在应用网状填充时要正确地旋转每个对象，以使其符合光源和阴影的方向 （图 28）。

不正确的旋转会导致差劲的网状效果。如果您选择的路径和方向都正确，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

很轻松了。但是，如果您的选择不正确，那么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无法填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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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属于同一图形元素的所有对象都使用相同的颜色也是很重要的。组合两个对象时，从一个

对象到另一个对象的颜色过渡应保持平滑 （图 29）。

图 30：应用到汽车轮廓的网状填充

汽车的第一个版本过于简单和粗糙 （图 30）。没问题！我们可以添加一些细节来获得更好的效

果。

对于挡风玻璃，我们使用透明度工具来添加线性透明度（图 31）。（在工具箱中单击透明度工

具，在属性栏上单击渐变透明度按钮，然后单击线性渐变透明度按钮。）但是，请注意，此效

果需要占用较多的内存，而且透明度太多会增加文件的大小。

图 29：当您组合不同的对
象时，请确保颜色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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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以 “ 线性 “ 模式应用透明度以创建玻璃效果。

您可以选择一组节点，然后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单击 C1001M00Y100K100 颜色，来将选定

区域变暗（图 32）。这样的操作不必绘制所有的细节和对象。可以对汽车内部的一些部分使用

侧影。

图 32：将某些区域变暗以获得更佳效果。

图 33：完成的汽车

添加了一些细节后，完成的汽车看起来更加栩栩如生（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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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状填充图库

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工具和技术结合使用，网状填充都是可用于创建逼真效果的强大

工具。下列天然对象和人造对象的图像通过网状填充进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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