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虚拟现实游戏开发概述

章节概述

本章主要介 绍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及 Unity3D 集 成 开 发 环 境,并 对 Unity3D 界 面 以 及

Unity3D脚本编写方法做以简单介绍。通过本章的学习,希望大家对虚拟现实游戏开发有

一个宏观的认识,迅速进入Unity3D世界。

本章重点及难点

重点:
(1)虚拟现实技术概念及基本特征

(2)虚拟现实开发平台及设备

(3)Unity3D开发环境安装与调试

(4)Unity3D常用工具、命令

难点:
(1)Unity3D脚本编写

(2)Unity3D脚本链接测试

知识单元

1.1 虚拟现实技术概述

1.1.1 虚拟现实概念

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VR)是一种采用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新技术,可以生

成逼真的视觉、听觉、触觉一体化的特定范围内的虚拟环境。用户可以借助必要的设备以自

然的方式与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从而产生亲临等同真实环境的感受

和体验。

1.1.2 虚拟现实系统的基本特征

沉浸(Immersion)、交互(Interaction)、构想(Imagination)是VR系统的三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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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沉浸于由计算机系统创建的虚拟环境中的用户,可以借助必要的设备,以各种自

然的方式与环境中的多维化信息进行交互作用、互相影响,获得感性和理性认识并能够深化

概念,萌发新意。同时,作为高度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在各种领域的应用过程中的反映,VR
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 依托学科的高度综合化。VR不仅包括图形学、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网络技术、并行

处理技术、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而且涉及数学、物理、电子、通信等学科。
● 人的临场化。用户与虚拟环境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一个整体。
● 系统或环境的大规模集成化。VR系统或环境是由许多功能不同、层次不同且具有

相当规模的子系统构成的大规模集成系统或环境。
● 数据表示的多样化。数据存储的大容量、数据传输的高速化与数据处理的分布式和

并行化。

1.1.3 虚拟现实系统的分类

虚拟现实系统分为桌面虚拟现实、沉浸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性的虚拟现实和分布式虚

拟现实四大类。

1.桌面虚拟现实

桌面虚拟现实利用个人计算机和低级工作站进行仿真,将计算机的屏幕作为用户观察

虚拟境界的一个窗口,通过各种输入设备实现与虚拟现实世界的充分交互,这些外部设备包

括鼠标、追踪球、力矩球等。它要求参与者使用输入设备,通过计算机屏幕观察360°范围内

的虚拟世界,并操纵其中的物体,但这时缺少完全的沉浸,因为它仍然会受到周围现实世界

的干扰。桌面虚拟现实最大特点是缺乏真实的现实体验,但其成本也相对较低,因此应用比

较广泛。场景的桌面虚拟现实技术包括:基于静态图像的虚拟现实QuickTimeVR、虚拟现

实造型语言VRML、桌面三维虚拟现实、MUD等。

2.沉浸的虚拟现实

高级虚拟现实系统提供完全沉浸的体验,使用户有一种置身于虚拟世界中的感觉,它利

用头盔式显示器或其他设备,把参与者的视觉、听觉和其他感觉封闭起来,并提供一个新的

虚拟的感觉空间,利用位置跟踪器、数据手套等输入设备使得参与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全
身心投入和沉浸其中的感受。场景的沉浸式系统有:基于头盔显示器的系统、投影式虚拟现

实系统、远程存在系统。

3.增强现实性的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性的虚拟现实不仅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模拟现实世界、仿真现实世界,而且要

利用它来增强参与者对真实环境的感受,也就是增强现实中无法感知的内容。典型的实例

是战机飞行员的平视显示器,它可以将仪表读数和武器瞄准数据投射到安装在飞行员面前

的穿透式屏幕上,它可以使飞行员不必低头读座舱中仪表的数据,从而集中精力盯着敌人的

飞机或导航偏差。

4.分布式虚拟现实

如果多个用户通过计算机网络连接在一起,同时参加一个虚拟空间,共同体验虚拟经

历,那么虚拟现实则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就是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在分布式虚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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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系统中,多个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对同一虚拟世界进行观察和操作,以达到协同工作的目

的。目前最典型的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是SIMNET,SIMNET由坦克仿真器通过网络连接

而成,用于部队的联合训练。通过SIMNET,位于德国的仿真器可以和位于美国的仿真器同

时运行在同一个虚拟世界,参与一场战斗演习。

1.2 虚拟现实开发平台

1.2.1 Virtools
Virtools是一套整合软件,可以将现有常用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如3D模型、2D图形或

音效等。Virtools是一套具备丰富互动行为模块的实时3D环境虚拟现实编辑软件,可以制

作出许多不同用途的3D产品,如计算机游戏、建筑设计、多媒体、交互式电视、仿真与产品展

示等,如图1.1所示。

图1.1 Virtools软件界面

Virtools是一款功能丰富的多平台三维游戏引擎,也是最早、被最多人用于制作虚拟现

实游戏的开发工具。得益于Virtools的便捷性与开放性,很多初学者选择Virtools平台作

为虚拟现实开发平台。目前,Virtools5.0之后的版本已经停止更新,同时其母公司也关闭

了在中国的官网。

1.2.2 Quest3D
Quest3D是一个容易且有效的实时3D建构工具。比起其他可视化的建构工具,如网

页、动画、图形编辑工具来说,Quest3D能在实时编辑环境中与对象互动。Quest3D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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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提供一个构建实时3D的标准方案,如图1.2所示。

Quest3D工作稳定,可以处理所有数字内容的2D/3D图形、声音、网络、数据库、互动逻

辑及AI,是设计师理想的设计软件引擎。

图1.2 Quest3D软件界面

1.2.3 VR-Platform
VR-Platform(VirtualRealityPlatform,VRP)即虚拟现实仿真平台,如图1.3所示。

VRP是一款由中视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独立开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直接面向三

维美工的虚拟现实软件。该软件适用性强、操作简单、功能强大、高度可视化。VR-Platform
所有的操作都是以美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不需要程序员的参与,只需要操作者具有良好

的3dsMax建模和渲染基础,并且对VR-Platform平台稍加学习和研究即可构建出想要的

虚拟现实场景。

图1.3 VR-Platform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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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Unity3D
Unity3D是由UnityTechnologies开发的一个让玩家轻松创建注入三维视频游戏、建

筑可视化、实时三维动画等类型内容的多平台综合性游戏开发引擎,是一个全面整合的专业

游戏引擎,如图1.4所示。Unity利用交互的图形化开发环境为首要方式的软件,其编辑器

运行在 Windows和 MacOS下,可发布游戏至 Windows、Mac、Wii、iPhone、WebGL和

Android平台,也可以利用UnityWebPlayer插件发布网页游戏,支持 Mac和 Windows的

网页浏览。

Unity3D不仅仅是一个开发平台,更是一个独立的游戏引擎。也是目前最专业、最热

门、最具前景的游戏开发工具。它整合了之前所有开发工具的优点,从PC到 Mac到 Wii甚

至再到移动终端,都有Unity3D的身影。

图1.4 Unity3D软件界面

1.2.5 UnrealEngine4
Unreal是UNREALENGINE(虚幻引擎)的简称,由Epic开发,是目前世界知名授权

最广的游戏引擎之一,占有全球商用游戏引擎80%的市场份额。UnrealEngine4是第4代

虚幻引擎,可以表现出更加惊人的画面,如图1.5所示。虚幻引擎是Epic构建自己的游戏

时使用的完整技术。这个引擎可以支持从独立小项目到高端平台大作的所有作品,支持所

有主要平台。虚幻商城上有很多资源,可以亲自创建,也可以与他人共享。
虚幻引擎自2015年3月起开始提供免费试用功能,而且所有未来的更新都将免费,可

以下载引擎并将其应用到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建筑以及可视化,甚至虚拟现实、电影和动

画。当发布游戏或应用时,在每个游戏每季度获得首个3000美元收入后,开始支付5%的版

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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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UnrealEngine4软件界面

1.3 虚拟现实开发设备

1.3.1 OculusRift
OculusRift是一款为电子游戏设计的头戴式显示器,如图1.6所示。随着虚拟现实(即

VR)技术的兴起,Oculus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推陈出新,先后开发了多种机型,比较出名的有

DK1、DK2和CV1。

图1.6 OculusRift

1.OculusRiftDK1
OculusRift不只是一个硬件,而是包含有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在内的一整套开发系

统,简称Oculus一代,它的硬件设备是头戴式的显示设备,通过HDMI或DVI输入,可以将

计算机渲染的画面显示在头盔里的小屏幕上,如图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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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OculusRiftDK1

该设备的分辨率是1280×800,使用Oculus时必须连接计算机。这种全封闭的设计,虽
然看起来有些笨重,但是却可以给人带来全方位的沉浸体验。Oculus使用双眼成像原理来

构建3D视觉效果。

2.OculusRiftDK2
2014年3月在游戏开发者大会上(GDC),Oculus公布了即将上市的DK2,如图1.8所

示。DK2的单眼分辨率达到了960×1080,是原有像素的2倍,对减轻眩晕有较大提升。相

对于DK1除了提高分辨率还有以下两个新特性。
● 位置跟踪

位置跟踪是DK2最显著的新特性。其本质是通过Rift上多个红外发射头,发射红外信

号到接收器。接收器可以夹在显示器的上方或是固定在三脚架上。同时,它可以在距离接

收器0.5~2m的锥体空间中,跟踪人的运动位置。
●DirectHMD模式

这是新版OculusRuntime所支持的新显示模式,以前Rift只能作为一个扩展桌面出现

在操作系统里。要运行3D应用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镜像显示器,这会让主显示器被拉

伸成Rift的现实分辨率;另一种方法是把对应的3D应用拖到副显示器上,在操作过程中需

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DirectHMD模式直接去掉了扩展桌面。运行3D应用时,在主显示

器上显示缩小的立体图像,但是目前DirectHMD模式只有在 Windows下有效。

图1.8 OculusRiftD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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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culusRiftCV1
OculusRiftCV1是消费者版本,如图1.9所示。各眼的显示器刷新率达90Hz,比DK2

有更高的分辨率,360°位置追踪、集成音效、大幅提升位置追踪容量,在2016年3月28日开

始售卖,售价为599美元。
其内包含了一个OculusRemote遥控器与XboxOne无线手柄,玩家可通过手柄进行

控制,同时还包含了一个位置跟踪摄像头,位置跟踪会使用惯性传感器的数据作为被遮挡或

丢失跟踪时的后备,总之CV1可以说是VR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图1.9 OculusRiftCV

1.3.2 MicrosoftHoloLens
HoloLens是微软最先推出的混合增强现实设备,它并不是完全的增强现实,也非完全

的虚拟现实,是一种VR与AR结合的产品,也就是 MR,如图1.10所示。通过 HoloLens
镜片看到的其实还是现实世界中的场景,不过除了真实场景外还能看到其呈现的虚拟屏幕。

图1.10 HoloLens
配置上,集合了全息眼镜、深度摄像头、内置耳机等设置,不仅如此,还配置了2GB的内

存和64GB的板载存储,且同时支持蓝牙和 Wi-Fi,可以独立使用,无须同步计算机或智能

手机。
系统上,HoloLens的系统主要依托于窗口,其本身就搭载了 Windows10操作系统,该

系统的设置布局与 Windows10PC版一样,只不过是在 HoloLens视角下呈现的。它采用

先进的传感器、高清晰度3D光学头置式全角度透镜显示器以及环绕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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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上,其可以通过手势、语音来控制,设备上的物理控件只包含电源开关、音量按钮和

全息透镜对比度控制键。

1.3.3 GearVR

GearVR是三星推出的一款虚拟现实头戴显示器,新一代的GearVR是三星与Oculus公司

共同设计的。到目前为止,它们仅支持三星自家的旗舰机型———GalaxyNote5、GalaxyNote7、

图1.11 GearVR

GalaxyS6以及GalaxyS7系列。

其支持标准的蓝牙控制器,同时设

备右侧位置还配置了触摸板,用户可以

触摸进行菜单选择,通过轻敲进入下一

级菜单。此外,触摸板上部有一个独立

的返回按键,触摸板的前部则是音量控

制键,只需将移动设备插入到 GearVR
的前部即可使用,如图1.11所示。

1.3.4 HTCVive

HTC头盔是现阶段最为火爆的VR产品,在VR头盔、手柄和定位仪的配合下将会让

你身临其境,体验不一样的虚拟现实。这款设备由智能手机公司HTC与游戏公司Valve联

合推出,于2015年3月发布。其特点是利用其自家的“RoomScale”技术,通过传感器将一

个房间变成三维虚拟空间,用户可以在移动中浏览周围场景,可以通过动态捕捉的手持控制

器灵活地操纵场景中的物品,可以在一个定位精准、身临其境的虚拟环境中进行游戏和

互动。

HTCVive是全球首款虚拟现实系统,一直朝着大型VR系统的方向发展。整套设备包

括HTCVive头盔、两个无线Vive遥控手柄、空间定位传感装置(红外激光定位灯塔),以及

一个集线器和数条数据线与充电器,如图1.12所示。

图1.12 HTC整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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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CVive头盔

在头盔的顶部,有几个数字接口,分别是电源线、音频线、USB线和 HDMI线接口,同时

还预留了一个USB口供以后的扩展使用。正面的 HTCVive头盔一共有32个“坑”,这些

是红外线的感应器,用来配合红外激光定位灯塔测定Vive头盔在设定空间里的位置。头盔

的正面还有一个硕大的摄像头,这是用来在VR状态下随时观测现实世界使用的。两个超

大的目视透镜是头盔的主体,也是最大的组件,如图1.13所示。

2.HTCVive控制手柄

Vive的控制杆的顶端布满了用来进行空间定位的红外传感器(透镜),每个摇杆上都有

24个红外传感器。同时,握杆部分采用了类肤质设计,让使用者使用时感觉非常舒适,如图

1.14所示。

图1.13 HTC头盔 图1.14 HTC无线遥控手柄

3.HTCVive红外激光定位灯塔

HTCViveVR套装相对于OculusRift和PlaystationVR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有对设定

区域里玩家所处位置和姿态的空间定位能力,这是靠取名为红外激光定位灯塔的光发射器

配合手柄与VR头盔上密密麻麻的红外激光感应器实现的,在 HTCVive的红外激光定位

灯塔的帮助下,HTCVive就能轻松计算出目前头盔所在的空间位置,如图1.15所示。在安

装HTCVive的红外激光定位灯塔的时候,要确保基站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房间的大部

分区域,而且互相之间没有阻隔。接好电源后,打开开关。如果一切正常,此时会看到设备

上亮起绿灯。

图1.15 HTC红外激光定位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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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Unity3D游戏开发

1.4.1 Unity简介

Unity是由UnityTechnologies公司开发的一款3D跨平台游戏引擎,它的中文意思为

“团结”。Unity的核心含义是想告诉大家,游戏开发需要在团队合作基础上相互配合完成。

时至今日,游戏市场上出现众多种类的游戏,它们分别由不同游戏引擎开发,Unity这款游

戏引擎以其强大的跨平台特性与绚丽的3D渲染效果而闻名出众,它可以实现让玩家轻松创

建诸如三维视频游戏、建筑可视化、实时三维动画类型等互动交流功能,图1.16是用Unity
开发的《AngryBots》游戏开发测试demo。起初Unity的版本为1.0.0,只可部署在MacOS
下并且只能制作iPhone中的游戏。近年来,由于UnityTechnologies公司正处于飞速发展

当中,目前Unity的版本已经升级至2019,并且可同时部署在 MacOS与 Windows两种操

作系统之上,在这两种操作系统中,除了客户端操作习惯与界面有些差异以外,引擎自身的

功能没有任何区别。

图1.16 《AngryBots》游戏测试效果图

1.4.2 Unity特点

Unity的特点主要包括跨平台性、脚本缩写、综合编辑、图形引擎、资源导入、物理引擎、

着色器、地形、音频、视频、光影以及地形编辑器等。

1.跨平台性

Unity横跨的主流游戏平台的功能非常强大,Unity支持很多游戏开发平台,如iOS、

Android、Wii等,跨平台开发可以为游戏开发者节省大量时间。以往游戏开发中,开发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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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平台之间的差异,比如屏幕尺寸、操作方式、硬件条件等,这样会直接影响开发进度,给

开发者造成巨大的麻烦。Unity几乎为开发者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将大幅度减少移植

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脚本编写

Unity集成了 MonoDeveloper编译平台,以C#为主要的编码语言。

3.综合编辑

Unity的用户界面具备视觉化编辑,详细的属性编辑器和动态游戏预览特性。Unity创

新的可视化模式让游戏开发者轻松构建互动体验,当游戏运行时可以实时地修改参数值,为

游戏开发节省大量时间。

4.图形引擎

Unity的图形引擎使用的是Direct3D、OpenGL和自由的APIS,可支持大型游戏所需

的运行性能,拥有高度优化的图形渲染通道。

5.资源导入

项目中资源会被自动导入,并根据资源的改动自动更新,Unity几乎支持所有主流的三

维格式如3dsMax、Maya、Blender等,并能和大部分相关应用程序协同合作。

6.物理引擎

Unity内置NVIDIA强大的PhysX物理引擎,可模拟刚体、柔体、物理关节等所需的物

理特效,给人们带来强烈的真实感体验。

7.着色器

Unity的着色器系统整合了易用性、灵活性和高性能等特点。

8.地形

地形生成便捷,低端硬件亦可流畅运行广阔茂盛的植被景观。

9.音频、视频

实时三维图像混合音频流、视频流。

10.光影

Unity提供具有柔和阴影和高度完善的光影渲染系统。

11.地形编辑器

Unity内置强大的地形编辑器,支持地形创建和树木与植被贴片,而且还支持水面特效。

1.4.3 Unity发展

2005年6月,Unity1.0发布,只能应用于 Mac平台,主要针对 Web项目和VR(虚拟现

实)的开发。

2009年3月,Unity2.5加入对 Windows的支持,并开始支持iOS和 Wii,逐步从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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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戏引擎中脱颖而出,并顺应移动游戏的潮流而变得炙手可热。

2010年9月,Unity3.0开始支持Android,继续扩大影响力。

2012年2月,Unity3.5提供大量的新增功能和改进功能,全平台的构建基本完成。

2013年Unity引擎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全球用户已经超过150万,全新版本

的Unity4.0引擎已经能够支持包括 MacOSX、Android、iOS、Windows等在内的十个平台

发布。越来越多的游戏厂商和应用软件开发工作室在使用Unity研发游戏和创造梦想。

2014年,发布Unity4.6版本,更新了屏幕自动旋转等功能。

2016年,发布Unity5.4版本,专注于新的视觉功能,为开发人员提供的最新的理想实验

和原型功能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其在VR画面展现上的性能。

2018年,发布Unity2017版本。

2020年,发布Unity2019版本。

在手游市场,Unity3D已经占据85%的市场份额,同时其跨平台的优势,在端游和页游

方面也势不可挡。2011年6个月的时间里Unity游戏开发者的数量暴增,实现翻倍增长,开

发者超过75万。随着国内首款Unity3DPC网游《将魂》的震撼面市,网络游戏的新时代也

随之开启,如图1.17所示。此外,大量的 Unity3D网页游戏也涌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比

如《新仙剑奇侠传OL》《炉石传说》等,如图1.18、图1.19所示。Unity的游戏开发更多的是

在移动方面,手机、平板电脑安装的游戏中有很多就是基于Unity开发的,到目前为止,苹果

的AppStore中超过1500个游戏是使用Unity进行开发的,Android平台中也有不少Unity
制作的优秀游戏。

总之,Unity强大的游戏引擎已经获得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越来越多的好游戏脱颖而

出。未来,Unity将会继续推出新版本,不断融合更多炫酷的功能,让人们拭目以待。

图1.17 《将魂》游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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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新仙剑奇侠传OL》游戏界面

图1.19 《炉石传说》游戏界面

1.5 Unity下载与安装

1.5.1 下载Unity3D
Step1:在搜索引擎搜索Unity中国,可以免费下载PC版和 Mac版的Unity,如图1.20

所示。这是完整的安装包,包括针对所有平台的全部功能。下载 Unity后,运行安装程序,
可以仅选择需要的内容安装,其中 Unity的编辑器是必须安装的组件,Microsoft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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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是推荐使用的C#编辑器。

图1.20 Unity下载页面

Step2:点击右上角的“下载Unity”按钮,然后选择“已有Unity账户”通过扫码或已经注

册的Unity账号密码登录即可跳转到下载界面,如图1.21所示。

图1.21 Unity登录界面

Step3:在下载界面,可以选择不同的版本进行安装,本教材中安装的是Unity2019.x,如
图1.22所示。这里注意,新版的Unity需要从 UnityHub平台进行使用,所以首先需要下

载安装UnityHub,这里点击2019版本后面的 UnityHub(win)下载安装包即可。Unity
Hub是一个统一管理Unity的桌面端应用程序,可以同时添加各种版本的项目文件,极为方

便,本教程附赠UnityHub和UnityDownloadAssistant-2019.3.2f1下载安装包。

图1.22 Unity下载界面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16   
CDIO工程教育系列

“十 三 五 ”规 划 教 材
虚拟现实游戏开发

1.5.2 安装Unity3D
Step1:安装UnityHub。在下载完成后,打开安装包,点击“我同意”,然后进入下一步。

如图1.23所示。

图1.23 UnityHub许可证协议

Step2:下面对安装位置进行选择,点击“浏览”可以自定义选择存放的目录,选择完成后

点击“安装”,如图1.24所示。

图1.24 安装位置界面

Step3:安装完毕,点击“完成”,此时会自动打开UnityHub,如图1.25所示。

图1.25 UnityHub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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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此时如果弹出防火墙提示窗口,选择“允许访问”。否则在 Unity内部无法连接

到资源商店。

Step5:此时安装完毕UnityHub,接下来开始安装Unity2019。打开UnityHub后在侧

栏找到“安装”,点击后进入安装界面,再点击右上角“安装”,如图1.26所示。

图1.26 Unity安装界面

Step6:选择一个Unity2019的版本,点击“下一步”,如图1.27所示。

图1.27 Unity版本选择界面

Step7:这里系统会提示添加一些模块,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Android或iOS开发模

块等。在Devtools中,可选择安装最新的VisualStudio2019作为开发工具,用于代码的编

辑。如果已安装编辑器,可取消勾选此项,如图1.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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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Unity系统组件添加界面

Step8:这里需要同意Unity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上述条款和

条件”,然后点击“完成”,如图1.29所示。

图1.29 Unity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界面

Step9:等待Unity2019的下载和安装。均为自动操作,只需等待即可,如图1.30所示。

图1.30 Unity安装等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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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0:安装完毕后,第一次运行Unity会提示选择版本,如果没有购买过专业版,选择

个人版(Personal)即可,但无论选择哪个版本,都需要注册一个Unity账号进行登录,这个账

号非常有用,除了用来登录Unity,也可以用来在AssetStore中购买或下载资源,同时还可

以使用这个账号在AssetStore中销售自己开发的插件或美术素材供别人使用。点击右上

角的头像图标,点击“登录”。如图1.31所示。如果已经有 Unity账号可以忽略Step10~
Step17。

图1.31 Unity登录界面

Step11:在弹出的窗口中下拉到底部,点击“CreateaUnityID”新建一个Unity账号,如
图1.32所示。

图1.32 Unity账户注册界面

Step12:这里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分别是邮箱、密码、用户名、真实名字(可用中文)。注

意密码要求至少八位,且至少有一个大写字母、至少一个小写字母和至少一个数字。填写完

毕后,记得勾选下方两个框,同意用户协议。填写完毕后点击“创建 UnityID”。注意,现在

可以使用微信注册,但是还是建议选择自定义注册,防止由于网络原因无法登录。如

图1.33所示。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20   
CDIO工程教育系列

“十 三 五 ”规 划 教 材
虚拟现实游戏开发

图1.33 Unity账户注册信息填写界面

Step13:此时会跳转到邮箱验证页面,需要登录邮箱查看邮件,点击邮件里的“Linkto
confirmemail”链接邮箱,如图1.34、图1.35所示。

图1.34 Unity账户注册邮箱确认界面  图1.35 Unity账户注册链接确认界面

图1.36 Unity账户注册人机验证界面

Step14:此时会跳转到浏览器的网页进行人

机验证。根据提示信息,找到所有符合要求的图

片,点击“验证”即可,通过后,再点击网页中的“校
验”按钮即可。注意:如果是英文,可复制到网页

翻译进行查询,在给出的图片中,找到符合的图片

勾选即可。一般都是很简单的验证。如果不成功

则多尝试几次。如图1.36所示。

Step15:完成邮箱验证后,再回到 UnityHub
刚才的页面继续操作,点击“Continue”继续。

Step16:完成后系统会提示填写个人商业信

息。这里由于不进行商业使用,在第一栏Career
选择 “Programmer”即 可,公 司 名 称 Company
Name可以自定义填写。下面一栏Industry选择

“VR/AR”,完成后点击“Save”保存,如图1.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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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Unity账户注册信息填写界面

Step17:接下来会提示绑定手机号,输入手机号,然后点击“Sendcode”接收验证码再输

入即可,输入验证码后点击“Confirm”确认,如图1.38所示。

图1.38 Unity账户注册手机验证界面

Step18:下面开始登录账号。拉到底部选择“AlreadyhaveaUnityID”,如图1.39
所示。

Step19:选择邮箱登录“Emaillogin”。输入注册Unity账号时候使用的邮箱和密码,点
击“Signin”即可,如图1.40所示。

图1.39 Unity账户登录界面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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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0 Unity账户登录界面Ⅱ

Step20:登录后弹出用户协议,点击接受“Accept”,如图1.41所示。

图1.41 Unity用户协议界面

Step21:此时就完成了账号的注册和登录,下面进行许可证的激活。点击右上角齿轮按

钮,找到许可证管理,然后点击“激活新的许可证”,如图1.42所示。

图1.42 Unity用户激活界面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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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2:在许可协议界面,选择“Unity个人版”,然后选择“我不以专业身份使用Unity”,点
击“完成”。之后等待联网进行激活,如图1.43所示。

图1.43 Unity用户激活界面Ⅱ

Step23:激活完成后,会出现当前许可证信息。如果许可证过期,可点击“检查更新”,如
图1.44所示。

图1.44 Unity检查更新界面

Step24:至此就完成了Unity2019的安装和账号的注册与激活。在 UnityHub的项目

页面,点击“新建”即可新建项目并开启Unity2019,如图1.45所示。

图1.45 Unity新建项目界面

1.5.3 登录Unity3D
Step1:双击UnityHub图标,打开界面如图1.46所示,点击界面右上角“新建”创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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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项目。

图1.46 Unity新建项目界面

Step2:在弹出的创建项目界面中输入“项目名称”和“位置”,并在左侧选择项目类型,再
点击右下角“创建”按钮即可完成Unity项目创建,如图1.47所示。

图1.47 Unity新建项目信息填写界面

Step3:Unity新建项目如图1.48所示。

图1.48 Unity项目工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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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Unity界面

Unity的用户界面具备视觉化编辑特性,游戏开发者可以随时动态地预览游戏,并实时

更改属性编辑器对游戏进行测试,为游戏开发节省大量时间,下面对Unity用户界面布局以

及界面使用方法做以简单介绍。

1.6.1 Unity界面布局

Unity为了照顾不同人的编程习惯,安排了不同的视图模式,主要有Default、2by3、

4Split、Tall、Wide等。图1.49~图1.53分别显示了Default界面、2by3界面、4Split界

面、Tall界面和 Wide界面,可以通过调节右上角的“Default”按钮来选择不同的界面模式。

图1.49 Default界面

图1.50 2by3界面  图1.51 4Split界面

图1.52 Tall界面  图1.53 Wide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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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Project项目视图

项目视图相当于一个资源仓库,所有项目资源都会放置在这里,项目视图的主要作用就

是管理项目资源。项目视图左侧是一个层次面板,打开它可以看见一层层的文件夹,当选中

其中一个文件夹,相应的内容就会显示在右侧的面板中,如图1.54所示。

图1.54 项目视图层次面板

在Project视图左侧面板的顶部是一个名称为“Favorites(收藏)”的小面板,它相当于浏

览器的收藏夹,人们在上网时可以把喜欢的网页收藏起来。同样,在Unity中把要经常或频

繁访问的资源保存在Favorites中,这样可以更方便地访问,如图1.55所示。

图1.55 项目视图收藏夹

在右侧面板的顶部是一个“选择项轨迹”条。它显示了项目视图中当前选中的文件夹的

具体的文件路径,如图1.56所示。

图1.56 项目视图文件路径

在项目视窗最顶部的左边是一个“Create”菜单,点击它旁边的下拉三角来创建各种资

源,譬如脚本、材质、动画、GUISkin等。有时候项目中的资源非常多,而且文件夹的层级也

很多,当某些资源隐藏在文件夹中难以寻找时,可以借助工具条最右边的放大镜,如图1.57
所示。它可以用来帮助搜索项目中的资源,也就是说Project视图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搜索功

能,对大的或不熟悉的项目,可以快速地定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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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7 搜索项目视图资源

1.6.3 Hierarchy层次视图

层次视图包含了当前场景中的所有游戏物体,在游戏开发中所创建的GameObject都

会出现在 Hierarchy视图中,如图1.58所示。如果想要寻找场景中的某个物体时,只要在

Hierarchy视图中找到对应物体的名称双击即可。不仅如此,还可以选中物体点击鼠标右键

轻松地实现GameObject的复制、删除等操作。

图1.58 Hierarchy层次视图

1.6.4 常用的工具组

工具组1:变换工具组

主要用于场景视图的操作和场景中物体的移动,如图1.59所示。
从左往右第一个手型工具可以用于拖动场景,第二个箭头工具可以实现将物体分别沿

X轴、Y轴、Z轴移动,第三个按钮用来实现物体的旋转操作,第四个按钮用来实现物体的缩

放操作。
工具组2:变换Gizmo切换组

主要用于视图中游戏物体枢轴点操作,如图1.60所示。

图1.59 变换工具   图1.60 轴变换

工具组3:游戏测试按钮组

主要用于游戏视图的播放控制,如图1.61所示。
工具组4:层次下拉菜单

用于控制场景视图中物体的层次视图,如图1.62所示。
工具组5:布局下拉菜单

主要控制所有视图的布局,如图1.62所示。

图1.61 播放游戏按钮  图1.62 层次和布局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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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组6:场景视图控制条

Unity为游戏开发者提供了不同的视图模式:Textured、线框、RGB、Overdraw等来观

察场景,还可以控制用户是否可以在场景视图中看到灯光、听到声音等,如图1.63所示。

图1.63 场景控制条

1.6.5 Game视图

该面板是用来渲染场景面板中景象的。该面板不能用作编辑,却可以呈现完整的动画

效果,如图1.64所示。

图1.64 Game视图

1.6.6 Scene视图

场景视图为Unity的编辑面板,是创建游戏的主要场所。游戏开发者所创建的所有灯

光、物体、资源都会显示在场景视图中,同时可以在场景视图中进行选择和定位环境物体、角
色物体、摄像机、敌人角色等,构建游戏中所能呈现的景象,如图1.65所示。

图1.65 场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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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Inspector属性编辑器

图1.66 属性视图

Unity中的游戏由多边形物体、脚本、声音或

其他图形元素组成,在 Hierarchy视图中选中某一

个物体后,相应地在右侧的Inspector视窗会显示

当前选择物体的详细信息,包括物体上连接的所有

Components(组件)和它们的属性。
物体的属性显示在属性编辑器中,可以随意地

修改属性编辑器中的参数,并且可以在游戏运行时

使用属性编辑器来测试修改变量的数值,从而获取

变量的最佳值。除此之外属性编辑器中还有一些

小功能,如:单击属性编辑器中“组件”名称旁边的

问号图标可在浏览器中打开它的组件参考页。单

击旁边的小齿轮图标,可以打开一个与此组件相关

联的菜单,使用此菜单可以进行与组件相关的操

作,如图1.66所示。

1.6.8 快捷键

Unity人性化的设计为游戏开发者的项目开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人们可以使用快捷

键来提高游戏开发效率,下面是一些常用的快捷键。
(1)F2:对资源进行重命名。
(2)按住Alt键并单击鼠标左键拖动可以绕当前枢轴点旋转摄像机。
(3)按住鼠标中键可以四处移动场景视图摄像机。
(4)使用鼠标滚轮可缩放场景视图。
(5)点击键盘上的Q、W、E、R,分别可以快速切换下图的手型选中、移动、旋转、缩放四

个功能,如图1.67所示。
(6)按住Alt,小手立刻化身为眼睛,单击拖动可以旋转摄像机,如图1.68所示。

图1.67 变换工具组   图1.68 变换工具组

图1.69 场景摄像机轴方向

(7)场景视图的右上角是一个SceneGizmo图标,它显示了场

景摄像机的当前方向,并允许用户快速修改当前的视图角度,如
图1.69所示。

(8)F键定位:在操作游戏物体之前,首先需要选中要操作的

游戏物体。然后按 F键,使当前的视图焦点聚焦在选择的物

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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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菜单栏简介

菜单栏是Unity操作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用于集合分散的功能与板块,并
且友好的设计能够使得游戏开发者以较快的速度查找到相应的功能内容。Unity3D菜单栏

中一共包含File(文件)、Edit(编辑)、Assets(资源)、GameObject(游戏对象)、Component(组
件)、Window(窗口)和Help(帮助)七组菜单。每个菜单下面又有子菜单、菜单名称及用途,
如图1.70~图1.76所示。

图1.70 文件菜单

图1.71 编辑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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