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Live2D 模型格式要求

1.1 前言

VUP 只支持 Live2D 3.0 及以上版本的模型，也就是从 Live2D 导出

的模型文件夹有“moc3”及“model3.json”后缀的文件，这样的

Live2D 模型可以直接导入 VUP。

如下图这样

但是，像下图这样，导出的 Live2D 模型文件夹，内含的是“moc”

及“model.json”（Live2D 3.0 以下版本）就不可以直接导入 VUP。

此时需要你将这个模型的工程文件，载入 Live2D 3.0（及以上版本 如

4.0），然后升级导出。

注意：一定是工程文件！工程文件！没有工程文件，只有模型文件，

不可以升级的！



1.2 如何将 Live2D 3.0 以下版本的模型（如 ver2.0）升级为 3.0

及以上版本的模型？

（1）首先下载，安装 Live2D 3.0 及以上版本

比如 Live2D Cubism Editor 3.3

（2）打开 Live2D Cubism Editor 3.3（不要打开免费版 free），将

2.0 版本模型的工程文件，载入其中

File---->Open







升级成功！！

此时，你就可以在你设置的文件目录下，找到升级后的 3.0 版本的

Live2D 模型文件了

此时，你就可以直接给 VUP 导入 model3.json 后缀的文件，以给

VUP 导入此 Live2D 模型

二、Live2D 模型标准

2.1 前言

VUP 支持的 Live2D 模型，其标准是参考 Live2D 官方模型的标准。

由于每个建模师的标准不同，若 Live2D 模型要适配 VUP，则需要参

考官方模型对自己模型的 Parameter 参数重定义

2.2 Live2D 官方模型的 Parameter 参数标准表

（请建模师对照这个表，重新定义各参数对应的含义）

Parameter（VUP 面捕要求）

名称 ID(Cubism3) 最小值 默认值 最大值 对应含义

角度 X PARAM_ANGLE_X -30.0 -30.0 30.0 +值：朝向屏幕右侧

角度 Y PARAM_ANGLE_Y -30.0 0.0 30.0 +值：朝向屏幕上方

角度 Z PARAM_ANGLE_Z -30.0 0.0 30.0 +值：朝向屏幕右侧



左眼 開閉 PARAM_EYE_L_OPEN 0.0 1.0 1.5 最小值：左眼闭眼

默认值：正常尺寸的眼眶

最大值：左眼框开到最大（超

过正常尺寸的眼眶）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右眼 開閉 PARAM_EYE_R_OPEN 0.0 1.0 1.5 最小值：右眼闭眼

默认值：正常尺寸的眼眶

最大值：右眼框开到最大（超

过正常尺寸的眼眶）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目玉 X PARAM_EYE_BALL_X -1.0 0.7 1.0 默认值：一对眼球正对屏幕

小于默认值：一对眼球朝向

屏幕左侧（最小值：最左侧）

大于默认值：一对眼球朝向

屏幕右侧（最大值：最右侧）

目玉 Y PARAM_EYE_BALL_Y -1.0 0.0 1.0 默认值：一对眼球正对屏幕

小于默认值：一对眼球朝向

屏幕下方（最小值：最下方）

大于默认值：一对眼球朝向

屏幕上方（最大值：最上方）

左眉 上下 PARAM_BROW_L_Y -1.0 0.0 1.0 默认值：左眉默认位置



小于默认值：左眉下沉（最

小值：左眉下沉到最低）

大于默认值：左眉上扬（最

大值：左眉上扬到最高）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右眉 上下 PARAM_BROW_R_Y -1.0 0.0 1.0 默认值：右眉默认位置

小于默认值：右眉下沉（最

小值：右眉下沉到最低）

大于默认值：右眉上扬（最

大值：右眉上扬到最高）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左眉 左右 PARAM_BROW_L_X -1.0 0.0 1.0 默认值：左眉默认位置

小于默认值：左眉向右移动

（最小值：左眉移到最右）

大于默认值：左眉向左移动

（最大值：左眉移到最左）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右眉 左右 PARAM_BROW_R_X -1.0 0.0 1.0 默认值：右眉默认位置

小于默认值：右眉向左移动

（最小值：右眉移到最左）

大于默认值：右眉向右移动

（最大值：右眉移到最右）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左眉 角度 PARAM_BROW_L_ANGLE -1.0 0.0 1.0 以左眉中心为轴点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默认值：左眉默认位置

小于默认值：左眉尾上扬

（最小值：左眉尾上扬到最

高）

大于默认值：左眉毛下沉

（最大值：左眉尾下沉到最

低）

右眉 角度 PARAM_BROW_R_ANGLE -1.0 0.0 1.0 以右眉中心为轴点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默认值：右眉默认位置

小于默认值：右眉尾上扬

（最小值：右眉尾上扬到最

高）

大于默认值：右眉尾下沉

（最大值：右眉尾下沉到最

低）

左眉 変形 PARAM_BROW_L_FORM -1.0 0.0 1.0 以左眉中心为轴点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默认值：左眉默认位置



小于默认值：左眉头下凹

（最小值：左眉头凹陷到最

低）

大于默认值：左眉头上凸

（最大值：左眉头上凸到最

高）

右眉 変形 PARAM_BROW_R_FORM -1.0 0.0 1.0 以右眉中心为轴点

（左右，以模型为参考）

默认值：右眉默认位置

小于默认值：右眉头下凹

（最小值：右眉头凹陷到最

低）

大于默认值：右眉头上凸

（最大值：右眉头上凸到最

高）

口 変形 PARAM_MOUTH_FORM -1.0 1.0 1.0 默认值：默认嘴型

小于默认值：两侧嘴角同时

下垂

（最小值：两侧嘴角下垂到

最低）

大于默认值：两侧嘴角同时

上扬



（最大值：两侧嘴角上扬到

最高）

口 開閉 PARAM_MOUTH_OPEN_Y 0.0 0.0 1.0 最小值：嘴完全闭合

最大值：嘴开到最大

从最小值到最大值，嘴逐渐

张大

体の回転 X PARAM_BODY_ANGLE_X -10.0 -10.0 10.0 +值转向屏幕右侧

体の回転 Z PARAM_BODY_ANGLE_Z -10.0 0.0 10.0 +值倾斜向屏幕右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