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人机交互概述

一、单元概述

传统的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Interaction,HCI)是研究运用什么样的开发原理及

方法,让人们可以方便地使用计算机系统的学科。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高速处理

芯片、多媒体技术和InternetWeb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人机交互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智能

化交互、多模态(多通道)-多媒体交互、虚拟交互以及人机协同交互等方面,也就是放在以人

为中心的人机交互技术方面。人机交互的发展历史,是从人适应计算机到计算机不断地适

应人的发展史。人机互换简单来理解就是研究用户和计算机之间交互的学科,研究如何让

人们更加方便高效地运用计算机技术。新媒体技术的逐步发展,丰富了 HCI这一领域的研

究内容,从传统的人与计算机键盘、鼠标从而控制显示内容和文本的互动,转变为更多的自

然交互形式,体现形态也从二维扩展到三维可视化的终端显示。最初,很多学者和专家认为

HCI可以通过网页设计、网站设计来体现,逐渐地发展至今,我们可以通过虚拟现实(VR)技
术、增强现实(AR)技术、混合现实(MR)技术以及影像现实(CR)技术作为技术表现形式的手

段,基于计算机及网络产生的内容和相对计算机及网络现实所产生的内容,针对内容、渠道的

接受主体(人或其他物体),形成主体、内容、渠道这三个要素构成的人机交互产品。

二、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1.人机交互技术的研究内容;

2.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历史;

3.人机交互技术的最新应用。

三、学习指导建议

1.重点掌握“以人为本”的、自然和谐的人机交互理论和方法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
合现实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通过研究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通道信息融合的理论和方法、
协同交互技术以及三维交互技术等,建立具有高度真实感的虚拟环境,使人产生“身临其境”
的感觉。

2.基于Unity3D进行人机交互产品和案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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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人机交互技术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4.本章中的案例参见光盘,教师慕课资源详见课后作业标注的二维码,可以帮助同学进

行更好的复习,提升对本章知识的理解。

四、知识单元

1.1 人机交互概述

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Interaction,HCI)是关于设计、评价和实

现供人们使用的交互式计算机系统,且围绕这些方面的主要现象进行研究

的学 科。人 机 交 互、人 机 互 动 (英 文:Human-ComputerInteraction 或

Human-MachineInteraction,简称HCI或HMI),是一门研究系统与用户之

间的交互关系的学问。我们可参照右侧的二维码内容进行观看最新的互动

形式。结合乐器学习,我们通过拍打墙上的乐器,就可以实现声音的交互。

1.1.1 人机交互发展史

人机交互技术(Human-ComputerInteractionTechniques)是指通过计算机输入、输出

设备,以有效的方式实现人与计算机对话的技术。它包括机器通过输出或显示设备给人提

供大量有关信息及提示请示等,人通过输入设备给机器输入有关信息,回答问题及提示请示

等。人机交互技术是计算机用户界面设计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认知学、人机工程学、心
理学等学科领域有密切的联系。操作系统的人机交互功能是决定计算机系统“友善性”的一

个重要因素。人机交互功能主要靠可输入输出的外部设备和相应的软件来完成。可供人机

交互使用的设备主要有键盘显示、鼠标、各种模式识别设备等。与这些设备相应的软件就是

操作系统提供人机交互功能的部分。人机交互部分的主要作用是控制有关设备的运行和理

解并执行通过人机交互设备传来的有关的各种命令和要求。早期的人机交互设备是键盘显

示器。操作员通过键盘输入命令,操作系统接到命令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通过显示器显示。
输入的命令可以有不同方式,但每一条命令的解释是清楚的、唯一的。

人机交互的发展过程,也是人适应计算机到计算机不断地适应人的发展过程。它经历

了几个阶段:命令行—图形用户界面—自然和谐的交互。HCI发展阶段如图1.1所示。

图1.1 HCI发展阶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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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命令交互阶段

计算机语言经历了由最初的机器语言,而后是汇编语言,直至高级语言的发展过程。这

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早期人机交互的一个发展过程。如图1.2所示。

 

图1.2 语言命令交互阶段

2.图形用户界面(GUI)交互阶段

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UserInterface,GUI)的出现,使人机交互方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GUI的主要特点是桌面隐喻、WIMP技术、直接操纵和“所见即所得”。与命令行界面

相比,图形用户界面的人机交互自然性和效率都有较大的提高。图形用户界面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菜单选择和交互小组件(Widget)。图形用户界面给有经验的用户造成不方便,他们

有时倾向使用命令键而不是选择菜单,且在输入信息时用户只能使用手这一种输入通道。
图形用户界面需要占用较多的屏幕空间,并且难以表达和支持非空间性的抽象信息的交互。

3.自然和谐的人机交互阶段

随着虚拟现实、移动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自然和谐的人机交互方式得到

了一定的发展。基于语音、手写体、姿势、视线跟踪、表情等输入手段的多通道交互是其主要

特点,其目的是使人能以声音、动作、表情等自然方式进行交互操作。如图1.3所示。

图1.3 交互阶段发展案例

1.1.2 人机交互技术应用领域

1.人机交互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1)早期的手工作业阶段;
(2)作业控制语言及交互命令语言阶段;
(3)图形用户界面(GUI)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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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用户界面的出现;
(5)多通道、多媒体的智能人机交互阶段。
2.WIMP界面

WIMP界面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多媒体计算机和VR系统的出现,改变了人与计算机通

信的方式和要求,使人机交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多媒体系统中继续采用 WIMP界面有

其内在的缺陷。随着多媒体软硬件技术的发展,在人机交互界面中计算机可以使用多种媒

体,而用户只能同时用一个交互通道进行交互,因而从计算机到用户的通信带宽要比从用户

到计算机的大得多,这是一种不平衡的人—计算机交互。
3.虚拟交互界面

虚拟现实技术除了要求有高度自然的三维人机交互技术外,由于受交互装置和交互环

境的影响,不可能也不必要对用户的输入做精确的测量,而是一种非精确的人机交互。三维

人机交互技术在科学计算可视化和三维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 WIMP技术的图形

用户界面,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二维交互技术,不具有三维直接操作的能力。德国研究人员正

在开发一种全新的可移动交互系统,此系统能够通过视觉存贮设备将视觉信号转换为命令,
有望能全面代替键盘和显示器。这种设备是一个小型的、能够放在胸前的电脑,其摄像头能

捕捉到手部运动,从而转换成对应的命令执行。例如,人们可以用手在空中画出各种图形,
或选择空中不同的点来构型,此交互系统可以立即将这些手上动作转化成图形或操作命令,
一切就将变得美妙无比。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衡的通信,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必须适

应从精确交互向非精确交互、从单通道交互向多通道交互以及从二维交互向三维交互的转

变,发展用户与计算机之间快速、低耗的多通道界面。在传统的人机系统中,人被认为是操

作员,只是对机器进行操作,而无真正的交互活动。在计算机系统中人还是被称为用户,只
有在VR系统中的人才是主动的参与者。

4.典型应用

(1)制造业

位于法国Velizy城的汽车协同设计中心的标志雪铁龙(PSA)公司利用3DVIAVirtools
技术作为工业仿真系统的整合平台,采用主动式立体Barco’sI-Space5的CAVE洞穴式显

示系统与BarcoCADWall被动式单通道立体投影系统。德国的A.R.T.光学跟踪系统以及

Haption6D35-45和INCA力反馈系统,用于汽车设计的检视、虚拟装配与协同项目的检测

等。如图1.4所示。

图1.4 HCI应用于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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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人机交互概述 5    

(2)教育科研

基于三维建模软件 MultiGenCreator、实时仿真软件 VegaPrime和程序开发软件

VisualStudio2005开发深水铺管起重船驾驶模拟系统的视景仿真子系统,结合深水铺管起

重船实际作业环境特点和训练要求,逼真模拟了深水铺管起重船的航行环境,以三通道视景

显示技术直观再现船舶海上航行状态和作业场景,包括场景漫游、波浪仿真、海洋特效、大气

环境和碰撞检测,为驾驶人员的桌面级驾驶培训提供感官上真实生动的虚拟场景。如图1.5
所示。

图1.5 HCI应用于教育科研

科视设计并安装的全沉浸式ChristieTotalVIEWTMCAVE,用于在威斯康星州Pier的

密尔沃基举办的著名的DiscoveryWorld展览。这套被DiscoveryWorld称为“人机交互式

虚拟教育”(HIVE)系统运用了3D投影显示技术 Mirage系列投影机,实现了沉浸式3D环

境,使参观者能够获得关于生活环境的“近似真实”体验。如图1.6所示。

图1.6 HCI应用于科技教育领域

(3)军事

军事战略战术演练和培训领域是刺激交互技术发展的源动力,从早期的飞机驾驶员培

训到今天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演习仿真等都应用了HCI。使用计算机技术不仅能方便地适应

环境和条件,同时虚拟仿真系统适用于特殊、危险等环境的模拟训练中。F-35是第一种在座

舱里取消了平视显示器(HUD)的量产战斗机,F35的飞行员将如图1.7所示,在头戴设备上

观测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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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HCI应用于军事领域

苹果iPhone采用多种交互技术,提供智能商务终端,如掌上电脑、智能手机、PDA、智能

固话终端等。通过捷通嵌入式手写识别eJHWR技术,将在手写设备上书写时产生的有序

轨迹信息转化为汉字内码;通过捷通华声嵌入式语音合成eJTTS技术,利用计算机将任意

组合的文本文件转化为声音文件,并通过声卡、电话语音卡等多媒体设备将声音输出,提供

短信语音播报等功能。如图1.8所示。

图1.8 HCI应用于电子产品设计

(4)文化娱乐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采用的高亮度数字投影设备和第十一届全运会开幕式投

影系统采用的“大碗幕”,展示了现代投影技术的巨大创造力。如图1.9所示。

 

图1.9 HCI应用于大型展示活动

在影视制作领域,动作捕捉设备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图1.0展示了“加勒比海盗3”
制作过程中,运动捕捉实验室场景和最终合成的影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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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HCI应用于影视活动

(5)体育

英国推出三维立体电视节目,播放了英式橄榄球和足球比赛画面。通过两台摄像机拍

摄,模拟人左右眼的成像,观众通过特制的三维立体眼镜,使大脑对图像进行处理,让画面看

上去好像在起居室里重现。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球员的一举一动仿佛就在身边。如图

1.11所示。

 

图1.11 HCI应用于体育赛事活动

运动捕捉系统在体育训练中可以帮助教练员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监控运动员的技术动

作,大量地获取某类技术动作的运动参数及生理生化指标等数据,并统计出其运动规律,为
科学训练提供标准规范的技术指导。如图1.12所示。

图1.12 HCI运动捕捉案例

1.2 人机交互与可用性分析评估

通过人机交互技术构建的系统或产品需要进行可用性分析,可用性是指特定的用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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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环境下使用产品并达到特定目标的效力、效率和满意的程度。可用性高意味着使用

产品的人能够快速而方便地完成任务。可用性反应用户对产品的需求,表现在五个方面

(5E)。
有效性(Effective):怎样准确、完整地完成工作或达到目标。
效率(Efficient):怎样快速地完成工作。
吸引力(Engaging):用户界面如何吸引用户进行交互并在使用中得到满意和满足。
容错能力(ErrorTolerant):产品避免错误的发生并帮助用户修正错误的能力。
易于学习(EasytoLearn):支持用户对产品的入门使用和在以后使用过程中的持续

学习。
支持可用性的设计原则:可学习性,新用户能否很容易地学会交互和达到最佳交互性能;

灵活性,用户和系统之间信息交流的方式是否灵活多样;鲁棒性,体现为用户能不能成功达到

交互目标和能不能对达到的目标进行评估。软件可用性评估应该遵循以下原则:最具有权威

性的可用性测试和评估不应该针对专业技术人员,而应该针对产品的用户。软件的可用性测

试和评估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产品开发的初级阶段就应该开始。软件的可用性测试必须

是在用户的实际工作任务和操作环境下进行。要选择有广泛代表性的用户。

1.2.1 人机交互与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是人与计算机之间信息交流的简称。从计算机诞生之日起,人机交

互就作为计算机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后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发展,人机交互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如图1.13所示,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可

简单分为以下4个阶段。

图1.13 HCI与虚拟现实

1.基于键盘和字符显示器的交互阶段

这一阶段所使用的主要交互工具为键盘及字符显示器,交互的内容主要有字符、文本和

命令。交互过程显得呆板和单调。这一阶段 可称为第一代人机交互技术。

2.基于鼠标和图形显示器的交互阶段

这一阶段所使用的主要交互工具为鼠标及图形显示器,交互的内容主要有字符、图形和图

像。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鼠标,极大地改善了人机之间的交互方式。在窗口操作系统中使用

的鼠标,今天已成为计算机的标准配置设备。鼠标也可称为第二代人机交互技术的象征。

3.基于多媒体技术的交互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多媒体技术,使计算机产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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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显卡等硬件设备的出现使得计算机处理声音及视频图像成为可能,从而使人机交互技术

开始向声音、视频过渡。在这一阶段,人机交互的工具除了键盘和鼠标外,话筒、摄像机及喇

叭等多媒体输入输出设备,也逐渐为人机交互所用。而人机交互的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特

别是语音识别技术的完善,使得通过声音与计算机进行交互成为可能。由于多媒体技术使

用户能以声、像、图、文等多种媒体信息与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流,从而方便了计算机的使用,

扩大了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我们观看如下的二维码内容,就可以看到,脱离了鼠标键盘而使

用Kinect体感交互设备的互动过程。

但是,在这一阶段的多媒体交互技术中,使用某种媒体技术进行人机交

互时,仍处于独立媒体的存取、编辑状态,没能涉及多媒体信息的综合处理,

因此多媒体技术交互阶段可称为第三代人机交互技术。

4.基于多模态技术集成的自然交互阶段

从单媒体交互技术走向多媒体集成的交互技术,它所产生的效果和作用绝不是交互技

术之间量的变化,而是一种实实在在质的飞跃。虽然通过多媒体进行人机交互极大地丰富

了该领域的交互手段和形式,但离人类天生的自然交互能力还差得较远。人类在与其环境

进行交互时是多模态的,人可以同时说、指和看同一个物体,还可以通过同时听一个人的说

话语气和看他的面部表情及手臂动作来判断他的情绪。为了更好地理解周围的环境,人类

每时每刻都在使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可以说多模态是人类与环境之间自然交互的体

现。我们可以扫描二维码,观看我们最新的交互类作品展示,通过人、环境、作品之间形成了

有效的互动。璀璨星空的作品,是我们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进行交互的星空画作再创作的

系列作品。

此外,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互还是基于知识的,因为人类的行为动作均

在思维的控制下进行,同样对反馈的信息也是在思维的支配下予以识别的。

因此,基于多模态技术的自然交互阶段则可以归纳为第四代的人机交互技

术。在虚拟现实技术中,基于多模态技术集成的自然交互技术是其重要标

志之一。

目前在虚拟现实系统中,所能够提供的自然交互手段还不是特别的完善,人们在使用眼

睛、鼻子、耳朵和嘴等各种感觉器官直接与周围环境对象进行自然交互时,与理论目标值还

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需要不断地优化虚拟现实场景,尽可能地去优化虚拟现实的人机交

互技术。虚拟现实硬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其交互方式的变革。

1.2.2 开发平台和工具

Unity3D作为一个开发工具,它是具有综合性的。Unity3D不但可以开发游戏类项

目,还可以用来开发软件类和网页类的项目。它集成了 MonoDevelop的编译平台的一些优

点。Unity3D的主要编程语言是C#和JavaScript。Unity3D在开发的设计之初就被定义

为是一个易于使用的操作软件。Unity3D的发布平台有很多,PC,iPhone,Android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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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它的发布平台,Unity3D的软件和脚本在 Windows和 MacOSX都可以进行完美的运

行。Unity3D 发 布 的 文 件 类 型 适 用 于 Windows,Mac,Wii,iPhone,WebGL(需 要

HTML5),Windowsphone8和Android平台,几乎是覆盖了当今市面上的所有设备。它采

用的面向对象编程,使用户在使用这个引擎进行脚本编译的时候能够直观地看到项目整体

的变化,有利于项目的及时修改和完成。

Unity3D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开发工具,它的好处和优点也都是十分突出的。

1.可定制的IDE开发环境

IDE的开发环境中有代码编辑器、编辑器等相关工具,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十分方

便地使用它的相关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用户如果想要对场景中一个模型进行操作,可以

直接进行调整,避免了诸多软件的相互传递。

2.基于 Mono的开发脚本

无论计算机和图形学怎么样的发展进步,C和C++都是这一领域的天宠,没有任何一

种语言能够来代替C和C++。即使是Unity3D,使用C和C++的人员成本是比较高的,

但是经过不断发展,MonoC#的出现可以说是让业内人员眼前一亮。通过 Mono的桥接,

使得带有GC的内存安全语言和高效的图形引擎技术得到了有效的结合,减少了很多的安

全隐患。也使得程序员们能够更加简单地进行跨平台代码的编写。

3.基于组件的对象系统

早期的引擎软件,基本上都是继承设计方案的优先性。更多时候软件本身考虑的是编

码的便捷性、简单性。并且早期的引擎软件的设计走向非常具有针对性,等到它们遇到一些

很复杂的问题时,继承式的编码方式就显得十分的麻烦和繁琐。并且相对于JAVA和C#
这样的编程语言来说,它本身就没有太多的继承能力,所以继承式的编程方式在面对越来越

严格的要求中已经不能满足用户们的需求了。组件式的主要特点是可以体现出编码方式中

的聚合优先的特点。通过组件式的使用不但能够让我们高效率地完成项目的相关功能,还
能够减少成本,减少开销。

4.所见所得,快速见效

Unity3D是一个面向对象的编程工具,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这一个功能可以说是我们

最喜欢的一大特点了。在Unity3D的源码编辑完成之后,点击运行就能够立刻看到所编写

的效果,并且在项目运行的过程中你可以随意修改组件中的数值,来进行调试,在停止运行

之后就会将原来的数值重新显示出来,用户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项目测试和项目的修改。

5.代码补齐工具

代码补齐工具就是在编写源码的过程中,你只需输入固定源码的前几个字母或是前几

个语句,系统就会将你可能用到的语句全部显示出来。这一功能的实施,对编码初学者是一

个很大的帮助,不必再为了那些固定的语句去死记硬背,利用代码补齐工具来学习编程,会
更加的快速和高效。在编写大量的源码时也能够节约时间,提升效率。

6.多平台的发布能力

Unity3D所能够支持的平台几乎涵盖了当下所有的流行平台,能够满足绝大多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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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的需求。在早期的引擎开发工具中,他们发布的平台几乎都是PC电脑客户端,和

CONSOLE,有一些可以支持Xbox就已经很强大了,但是随着Unity3D的出现,这些问题

都不复存在了。这也是能够让Unity3D成为当下比较热门的软件之一的原因。

参照官网https://unity3d.cn,请自行下载安装软件,如图1.14所示。

图1.14 Unity3D官网

Unity3D是高度整合且可扩展的编辑器,拥有强大的物理引擎、ShaderLab着色器、地

形编辑器等模块,可模拟和搭建真实生活中的场景。Unity3D可满足人机交互发展至今的

各种需求,并且对于LeapMotion,Kinect,HTCVive等交互设备提供了很好的接口,方便人

机交互项目的开发。

五、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针对人机交互技术的历史、发展和应用领域进行了介绍,阐述了通过图形进行

人机交互是如何吸引着人们去进行研究的。这些人机交互可称为智能化的人机交互。教会

了大家在当下的多媒体发展环境下,如何探索最新的人机交互技术应用。在教学过程中重

视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

六、课后作业

1.上网查阅资料了解人机交互技术最新应用;

2.任选一个人机交互技术应用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下面相关

的人机交互技术发展及其在该领域的报告,调研报告模板可扫描二维

码,也可以参照本章节最后的表格进行填写;

3.掌握可用性测试的原则,通过可用性测试分析任意人机交互代

表作品,形成PPT案例;

4.了解Unity3D引擎,在官方网站进行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软件;

5.填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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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熟悉人机交互技术

一、实验目的

1.熟悉人机交互技术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2.通过因特网的搜索与浏览,了解网络环境中主流的人机交互技术网站,掌握通过专

业网站不断丰富人机交互技术最新知识的学习方法,尝试通过专业网站的辅助与支持来

开展人机交互技术应用实践。
二、工具/准备工作

需要准备一台带有浏览器,能够访问因特网的计算机。
三、实验内容与步骤

1.概念理解

(1)什么是人机交互技术?
(2)从“人机交互应用”来看,人机界面并不仅指计算机系统中的人机界面,而是具有

更广泛的意义。请结合这10种人机界面装置之一,介绍该装置的最新发展,并简单谈谈

你的感想。
(3)T.H.Nelson说:“设计对象时,要想让对象既简单又清楚,设计者至少要花费比

一般设计方法多一倍的时间。首先,要集中精力弄明白简单、清楚的系统将怎样工作,接

下来所需的步骤就是让这套系统确实这样工作。通常这些步骤比实现普通系统的步骤要

困难和复杂许多。实现这个系统需要我们对简明性进行不懈的追求,即使障碍重重,也决

不放弃。”对他的这段话,你是怎么理解的? 有什么看法或感受?

2.网络搜索和浏览

你习惯使用的网络搜索引擎是:百度

你在本次搜索中使用的关键词是:人机交互与用户体验

3.实验内容

人机交互技术专业网站实验记录

网站名 网址 主要内容描述

  (1)你认为最重要的两个人机交互技术网站:

①网站名称:

②网站名称:
(2)分析各个人机交互技术网站当前的技术热点

①名称:
技术热点:

②名称:
(3)讨论议题:

①举例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到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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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人机交互概述 13   

  ②在人们所使用过的数字产品或服务中,对用起来不方便的系统进行举例,并讨论感

觉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原因。

③举例说明因向用户提供最佳体验而获得成功的数字产品或服务。

④举出数字产品或服务中满足了可用性或感性却没有满足有效性,因而无法提供最

佳体验的例子。
四、实验过程

五、实验评价(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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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人机交互基本输入技术

一、单元概述

通过Unity3D,我们可以制作虚拟现实娱乐项目、桌面平台的应用项目、游戏的开发项

目等,我们可以通过鼠标、键盘控制场景中的人物移动、花草树木的生长、怪物的出现和逃跑

等丰富有趣的效果,那么鼠标、键盘又是如何控制三维场景中的物体的呢? 为什么很多游戏

都是用 WASD键进行控制前后左右的移动呢? 我们在本章中通过Unity3D进行人机交互

最基本的鼠标、键盘交互的学习。随着人工智能、多媒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迅速发展和

普及,人机交互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智能化交互、多模态(多通道)-多媒体交互、虚拟交互以及

人机协同交互等方面,也就是放在以人为中心的人机交互技术方面。虚拟环境除了要求有

高度自然的三维人机交互技术外,由于受交互装置和交互环境的影响,不可能也不必要对用

户的输入做精确的测量,因而是一种非精确的人机交互。三维人机交互技术在科学计算可

视化和三维可视化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章采用Unity3D来创建基本的人机交互界

面,将鼠标、键盘、摄像机等作为人机交互技术的接口。培养学生对软件的操作能力,初步培

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了解在Unity3D环境中实现基本的人机交互案

例制作流程。

二、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1.常用的输入控制函数的撰写;
2.Input方法中变量和常用函数的灵活运用;
3.鼠标和键盘与三维物体的基本交互。

三、学习指导建议

1.重点掌握Unity3D中的输入控制,并且强调截获鼠标、键盘的消息,监听事件都是在

Update里面监听。
2.引导学生进行代码的撰写及完整地运行案例,Input.GetAxis获取轴根据坐标轴名称

返回虚拟坐标系中的值。使用控制器和键盘输入时,此值范围在-1到1之间。
3.强调重点灵活运用输入控制相关函数,根据项目需求延展鼠标的几种状态控制,如鼠

标进入、按下、离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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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辽宁之路》虚拟展馆案例的设计开发,针对该案例能够用鼠标、键盘实现第一人

称的交互控制。
5.本章中的案例代码参见光盘,教师慕课资源详见课后习题标注的二维码,可以帮助同

学更好地进行复习并提升对本章知识内容的理解程度。

四、知识单元

2.1 Unity3D中的输入控制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高科技成果为人们

带来便捷、快乐的同时,也促进着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作为信息技术的重要内容,人机交

互技术比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发展要滞后许多,已成为人类运用信息技术深入探索和

认识客观世界的瓶颈。因此,人机交互技术已成为21世纪信息领域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和

当前信息产业竞争的一个焦点,世界各国都将人机交互技术作为重点研究的一项关键技术。
例如,在美国21世纪信息技术计划中,将软件、人机交互、网络、高性能计算列为基础研究内

容,美国国防关键技术计划也将人机交互列为软件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的

“863”“973”和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中,也将人机自然交互理论与方法作为信息技术中需要

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鼠标键盘的交互是我们每天都接触,又容易忽略的最基本的交互形式,我们用鼠标键盘

浏览网页购买物品、玩游戏、学习。我们知道别人开发好的网站、系统,用户可以直接进行交

互。那么作为开发者,我们需要在开发的时候预留符合用户操作习惯的交互接口,才能形成

自然的人机交互。在Unity3D中,截获鼠标、键盘的消息,监听事件都是在 Update里面监

听的。
Unity3D的虚拟轴打开:Edit→ProjectSettings,打开的各个Name就是双引号里面要

填的,记不住就打开查,也可以自己定义一些按键。
Input类包装了输入功能的类,可以读取输入管理器中设置的按键,以及访问移动设备

的多点触控或加速感应数据。建议在Update中监测用户的输入。如图2.1所示。

1.Input的主要变量

mousePosition:当前鼠标的像素坐标;

anyKey/anyKeyDown:当前是否有按键按住;

inputString:本次update时间间隔内输入的字符串;

acceleration:重力加速度传感器的值,加速度的方向;

touches:返回当前所有触摸对象的列表Touch[],触摸屏可以支持多根手指轨迹。

2.Input的主要方法

GetAxis/GetAxisRaw:返回表示虚拟轴的值;

GetButton/GetButtonDown/GetButtonUp:虚拟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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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Input输入函数

GetKey/GetKeyDown/GetKeyUp:按下制定按钮。

GetTouch(index):返回当前触控Touch对象。

打开InputManager,配置虚拟轴,如图2.2所示。

3.Unity3D的基本输入事件

(1)获得键盘

Input.GetKey(KeyCode.A)

Input.GetKeyDown(KeyCode.A)

Input.GetKeyUp(KeyCode.A)

(2)获得鼠标信息

Input.mousePosition:鼠标位置;

Input.GetMouseButton:获取按钮。

(3)轴输入

Input.GetAxis:获取轴;

根据坐标轴名称返回虚拟坐标系中的值。使用控制器和键盘输入时,此值范围在-1
到1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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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配置虚拟轴

2.2 Unity3D鼠标交互

2.2.1 鼠标交互常用函数

OnMouseEnter:当鼠标进入物体范围时被调用;当鼠标悬停于该物体上时执行括号中

的代码,鼠标移上去一次就执行一次;

OnMouseExit:当鼠标退出时被调用,执行一次;

OnMouseOver:当鼠标移动到某对象的上方时触发的事件,每祯都执行一次方法;

OnMouseUp:当鼠标按键被松开时触发的事件;

OnMouseDown:当鼠标上的按钮被按下时触发的事件;

OnMouseDrag:当鼠标拖拽GUI元素或碰撞体时调用。

2.2.2 输入交互案例:鼠标控制物体在三维场景中的交互

通过对输入输出控制函数的理解,我们需要在实际的三维场景中进行交互训练。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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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的控制受到X,Y,Z三个轴共同作用。对于鼠标控制物体在三维场

景中的交互,扫描右侧二维码可以学习具体的实现步骤。

Step1:建立一个空的文件,创建一个cube,并且对Input输入控件保

持系统默认。如图2.3所示。

图2.3 创建cube

Step2:保存场景ctrl+s,并且命名为“yidong”,同时创建C#脚本,命名为“yidong”。

Step3:定义鼠标左、右、中间控制该方块运动所需要的变量如下:
publicGameObjectcube;//要拖拽的物体

Vector3mouse;//鼠标

Vector3screenPos;//存储cube的屏幕坐标

Vector3worldPos;//记录鼠标坐标转成的世界坐标

备注:以上cube为我们刚刚在场景中创建的立方体,Vector3是一个三维向量,用于在

Unity3D传递3D位置和方向。它也包含做普通向量运算的函数。

Step4:如果鼠标能够控制物体实时更新,那么物体的运动随着每一帧的刷新而改变,
因此我们要把对鼠标的控制写在Update函数中,同时Unity3D默认的情况下数字0代表

鼠标左键,1代表鼠标右键,2代表滚轮按键。
if(Input.GetMouseButton(0))
    {
      cube.transform.position=newVector3(worldPos.x,cube.transform.position.y,

worldPos.z);
         }
    if(Input.GetMouseButton(1))
    {
      cube.transform.position=newVector3(worldPos.x,worldPos.y,cube.transform.

position.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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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Input.GetMouseButton(2))
    {
      cube.gameObject.transform.Rotate(newVector3(Input.GetAxis("MouseY")*
       Time.deltaTime*200,-Input.GetAxis("MouseX")*Time.deltaTime*200,0));

Step5:通过以上核心代码的学习,我们来完善整个脚本,实现鼠标左键按下控制方块

左右移动,鼠标右键按下实现方块上下左右移动,鼠标滚轮按下实现方块旋转的效果。如图

2.4所示。

图2.4 移动脚本

Step6: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如下代码的理解和运动。立方体是在三维的空间中,
屏幕显示给大家的是一个二维状态,因此要在鼠标移动的时候,记录下鼠标第一次单击时

cube在场景中的坐标,并把世界坐标转成屏幕坐标:
screenPos=Camera.main.WorldToScreenPoint(cube.transform.position);

当鼠标移动时记录下鼠标的坐标:
mouse=Input.mousePosition;

鼠标的屏幕坐标转换成世界坐标:
mouse.z=screenPos.z;

当鼠标移动时,cube也发生移动,为了让cube的y轴不发生移动,设y轴为原来的y轴:
worldPos=Camera.main.ScreenToWorldPoint(mouse);

Step7:运行文件,鼠标左键、右键、中键按下检验效果。如图2.5所示。
通过以上的步骤,我们完成了脚本的绑定以及鼠标对于三维物体的交互,任何一个人机

交互作品都包含了若干个物体,这就要求我们对常用的操作有基本的认知。在完成基本操

作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更为丰富的交互效果设计开发。鼠标也是我们在 Unity3D虚拟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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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常用的交互技术之一。

图2.5 脚本绑定和运行

2.3 Unity3D键盘交互

2.3.1 键盘交互常用函数

GetKey:当通过名称指定的按键被用户按住时返回true;

GetKeyDown:当用户按下指定名称的按键时的那一帧返回true;

GetKeyUp:当用户释放给定名字的按键的那一帧返回true;

GetAxis(“Horizontal”)和GetAxis(“Verical”):用方向键或 WASD键来模拟-1到1
的平滑输入。

2.3.2 键盘交互案例:小球、方块、摄像机随着按键运动

通过三维场景的搭建,我们可以创建丰富的交互效果,比如让小球、方块这些内置的最

基本的游戏物体能够跟着键盘按键互动起来。

Step1:创 建 虚 拟 交 互 环 境,场 景 中 放 置 小 球、方 块、地 面,创 建 三 个 脚 本

CameraControl,CubeControl,SphereControl。基本的交互环境设置如图2.6所示。

Step2:声明键盘交互所需要的变量:
publicGameObjectcube;

privatefloatNormalDistance;

floatMinDistance=5;

floatMaxDistanc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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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创建场景

Step3:初始化位置信息:
voidStart(){

    NormalDistance=Vector3.Distance(transform.position,cube.transform.position);
}

Step4:CameraControl脚本结构设置如下:初始化摄像机位置后,确定可以控制摄像

机的按键信息,并且在Update函数中进行设定。如图2.7所示。

图2.7 CameraControl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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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WASD按键的交互控制信息如下所示:

W按键按下,向左移动摄像机视角

if(Input.GetKey(KeyCode.W))

    {

      NormalDistance-=Time.deltaTime*10;

    }

A按键按下,向左旋转摄像机视角

if(Input.GetKey(KeyCode.A))

    {

     transform.RotateAround(cube.transform.position,Vector3.up,Time.deltaTime*10);

    }

S按键按下,向下移动摄像机视角

if(Input.GetKey(KeyCode.S))

    {

   NormalDistance+=Time.deltaTime*10;

    }

D按键按下,向右旋转摄像机视角

if(Input.GetKey(KeyCode.D))

    {

transform.RotateAround(cube.transform.position,Vector3.down,Time.deltaTime*10);

    }

Q按键按下,向上旋转摄像机视角

if(Input.GetKey(KeyCode.Q))

    {

      transform.Rotate(Vector3.left,Time.deltaTime*10);

    }

E按键按下,向下旋转摄像机视角

if(Input.GetKey(KeyCode.E))

    {

      transform.Rotate(Vector3.right,Time.deltaTime*10);

    }

Step6:脚本绑定到摄像机上,把小球暂时隐藏,同时实例化方块,运行场景如图2.8
所示。

Step7:美化场景,让小球绕着方块转动,脚本如图2.9所示。

Step8:美化场景,让方块绕着自己的Y轴转动,脚本如图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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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脚本运行

图2.9 小球脚本

图2.10 方块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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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9:运行场景,可得到小球绕着方块运动,方块自转,同时键盘上的 WASD以及

QE按键能够控制摄像机的运动。

2.4 虚拟场景中的人机交互———《辽宁之路》虚拟展馆

在2018年辽宁省新媒体大赛中,根据“一带一路”特色发展的要求,我们制作了传播辽

宁文化的《辽宁之路》虚拟展馆项目。我们可以在本章中结合鼠标、键盘以及三维场景的搭

建,完成虚拟场馆的交互demo的设计开发。我们可以参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学习,也可以扫描二维码观看大连城市缩影和介绍这部分内容在虚拟展馆

中的实现过程。

Step1:创建新项目辽宁之路,导入Picture图片素材,将默认场景

SamepleScene重命名为Start,再创建两个场景分别命名为Introduce及

Roam,打开File→BuildSetting,将新建的两个场景添加到Build中,如图2.11所示。

图2.11 创建三个场景

Step2:进入Start场景,新建一个Canvas,选中Canvas,修改Inspector面板的数据,
将CanvasScaler中的UIScaleMode修改为ScaleWithScreenSize,ReferenceResolution
调整为1024×768,Match调整为0,这样就完成了Canvas的自适应。最后将Game界面的

FreeAspect分辨率修改为1024×768即可,如图2.12所示。

Step3:创建Panel作为Canvas的子物体,调节颜色为不透明并将首页图片素材载入

到Panel的SourceImage中,如图2.13所示。

Step4:创建两个Button作为Panel的子物体,删掉Text子物体并将两个Button的

SourceImage调为UIMask,如图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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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设置UI

图2.13 创建Panel

图2.14 创建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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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创建Scripts文件夹,在里面新建C#Script文件SceneManager,如图2.15
所示。

图2.15 创建SceneManager

Step6:打开代码文件,写入三段跳转场景的函数,Ctrl+S保存即可。

usingunityEngine;

usingunityEngine.SceneManagement;

publicclassSceneManage:MonoBehaviour{

publicvoidLoadStart()

  {

    SceneManager.LoadScene("Start");

  }

publicvoidLoadIntroduce()

  {

    SceneManager.LoadScene("Introduce");

  }

publicvoidLoadRoam()

  {

    SceneManager.LoadScene("Roam");

  }

}

Step7:创建空物体SceneManager,将代码挂载到空物体上,进入两个 Button的

Inspector面板,分别设置 OnClick时间为SceneManage.LoadIntroduce和SceneManage.
LoadRoam,如图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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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创建空物体SceneManager

Step8:Ctrl+S保存Start场景之后进入Introduce场景中,创建Canvas,对Canvas
Scaler进行相同的设置。然后新建Panel,调至不透明色后挂载介绍图片,如图2.17所示。

图2.17 挂载介绍图片

Step9:新建Button按钮放在返回位置,删除 Text子物体,将SourceImage调为

UIMask,将SceneManage代码挂载到Button上,并设置 OnClick事件为SceneManage.
LoadStart,Ctrl+S保存完成首页界面和介绍界面的制作,如图2.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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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设置OnClick事件

Step10:接下来,新建场景命名为Roam。找到Assets目录下的 Model文件夹,将场

景素材拖拽到Hierarchy面板下。完成之后,右键添加Light→DirectionalLight。添加两个

相同的场景光。第一个光的方向朝上,Rotation的参数为(90,0,0);另一个光的方向朝下,

Rotation的参数为(-90,0,0)。调节光的亮度和色调为淡黄色的暖色调。向下的光在

Inspector面板中选择Light组件下的Shadow类型为SoftShadows,如图2.19所示。

图2.19 设置灯光参数

Step11:Standard Assets→ Characters → FirstPersonCharacter→ Prefabs →
FPSController,将该预制体拖拽到场景中,放置在门口,如图2.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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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添加第一人称预制体

Step12:接下来找到Assets中的Pic文件夹,找到辽宁之路的图片,选中门口的白色

屏幕,将图片拖拽到Inspector面板下方,如图2.21、图2.22所示。

Step13:相同的操作方法,找到两个一组的空白屏幕,将Pic中其他几个城市的介绍

分别拖拽到这些空白屏幕上,如图2.23、图2.24所示。

图2.21 将图片拖拽到Inspector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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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将图片拖拽到Inspector面板后

图2.23 将图片拖拽到其他几个空白屏幕

图2.24 将图片拖拽到其他几个空白屏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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