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以面向对象和项目流程开发角度，全面系统介绍 Unity3D 的书籍。
本书以具体项目结构开发的角度，结合 Unity3D 层级式的综合开发环境、视觉化编辑、详
细的属性编辑器和动态的游戏预览的特点，在软件界面介绍及功能使用方面以分级、分阶、
分段手法来向大家详尽阐述概念和使用方法，在程序编写方面以以 OOP【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为主轴讲述 Mono 的精髓；以软件系统开发的高度，清楚的讲解 Mono 的 API 的原因、
原理和应用。Unity3D 是主要游戏开发的载体，它就像是一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 Window
s 系统那样，链接着各种可以解析并使用的文件和其他软件硬件的使用接口，当你把这些接
口顺利的打通之后，就可以方便快捷的让 Unity3D 在各种平台施展它的能力，这也是学习 U
nity3D 的精髓所在，当你把这一点领悟透彻之后，会发现不论你利用 Unity3D 进行何种方
面的开发，都是相互贯通、浑然一体的，从而再进行学习或开发，就会驾轻就熟，如孙悟
空脚踏筋斗云，南北往来比坐喷气式飞机都还要轻松自如。
本书共分 5 个部分。第 1 部分：Unity3D 的界面熟悉极其组件使用；第 2 部分：脚本编
写与项目设计；第 3 部分：Unity3D 的核心类与各平台下的 API；第 4 部分：视觉编程；第
5 部分：组件开发。附书光盘内容为书中实例源文件和本书中重点操作视频演示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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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Unity3D 作为一款跨平台的游戏开发引擎，可以开发出运行在网页、客户端、安卓手机、
Iphone 手机，Ipad、Xbox360、PS3、Wii 客户端的游戏。其内置的 Mono 和 ShaderLab 程序
语言体系良好的解决了多系统跨平台直接协同作战的问题。可以说是今年一款十分方便易
用的游戏开发引擎，能够开发出次世代风格的网络游戏。作为学习者来说，现在学习 Unity
3D 来说正是恰逢其时，因为 Unity3D 引擎是一家丹麦的游戏引擎运营商 Union 开发的游戏
引擎，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市场支持度并不是太高，但今年有所不同。随着 ChinaJoy 在上海
的顺利召开，Union 也获得了丰厚的风险投资在上海成立了办事结构，正准备面向中国市场
一展拳脚。
并且，由于 Unity3D 最早是一款运行在苹果系统下的软件，一直以来对苹果系列都有
着良好的支持度，许多游戏开发商都可以依助苹果商店这一良好的游戏发布平台，来赚取
游戏产品高额回报率。就拿最经典的 Iphone 热销游戏《愤怒的小鸟》来说吧，2011 年 1 月
份的下载量是 7500 万，3 月份是 1 亿，截至到 4 月 27 日已经达到了 1.4 亿的下载量，每个
游戏的按照 0.99 美金来计算的话，开发者也已经靠开发这款简单的游戏赚取了 1.386 亿美
金，而且该开发团队还在继续向前，不断的推出愤怒小鸟的更新版本，愤怒的小鸟也在不
断的续写着传说！所以说，作为 Unity3D 的开发者，很有可能你就会在这场风暴中，一个
不小心的就变为了亿万富豪。笔者也非常愿意看到这一幕的出现，也不枉费笔者的良苦用
心，写了这么一厚本书，o(∩_∩)o 哈哈。
而且，Unity3D 还提供能了对 Web Dom 体系良好的 API 接口，以及个系统平台下的 A
PI 通讯端口，使得我们在开发各方面的软件应用、B/S 或 C/S 应用上都游刃有余。这使得 U
nity3D 在程序开发界成为了一种文化学习新风尚，指引着大家开创 3D 虚拟现实应用的新明
天。

本书的目标与特色
本书的目标
长久以来，中国的 Unity3D 开发界都缺少一本专门讲述 Unity3D 的开发书籍。依靠网
上的一些教程和资料又很难全面而透析的理解并掌握 Unity3D。更何况大多说比较经典的网
络教程都是一些难啃的鸟文，这大大增加了学习者学习 Unity3D 的难度，也严重打击了一
些初学者的信心。一些少有的意志坚定者，可能在经历了漫长咖啡因过程之后，会学得小
有所成，但毕竟耗费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并不一定就能真正的理解和领悟到 Unity3
D 的精髓。可能网上一些朋友会鼓吹你去学习什么英文，也是为了日后的学习更加事半功倍。
但 IT 产业其本身就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可能会由于你千分之一秒的一个犹豫，一个黄
金时代就在你的身边飘过了。所以笔者还是建议大家来学习中文，这样既支持了我们伟大
的母语，又能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技术提高的速度非常快，避免了自己错过赚钱的最佳时机。
并且 Union 都已经准备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了，我何必又去庸人自扰呢？还是抓紧时间把
技术学到手，做出自己想要做出的东西来，你说对吧？

本书的特色




本书以理论加实例，深浅结合，使得学习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能够把理论知识融汇贯
通，在实例中将知识点滴升华。
以 Unity3D 设计的本意和思路，为读者全面透析核心结构和各部分知识要点，尽可能
的使读者在了解 Unity3D 的同时，更好的把握 Unity3D 游戏的制作思想。
在程序上以面向对象思想（OOP）为重点，例子和必须结合。系统的阐述了 OOP 思想及
其在 Unity3D 中的运用。

本书为何而写
长时间以来，国内关于Unity3D方面的教程参差不齐。一直就没有一本深入，全面介绍
和学习Unity3D的书籍。这极大的限制了Unity3D在国内的推广和国内相关游戏开发者水平
的提高。本书作者从事大型Unity3D项目发开已有数年经验，在Unity3D还未移植到Windows
平台的时候就利用苹果笔记本开始了有关Unity3D的研究。在2009三月 Unity2.5加入了对W
indows的支持；2009十月 Unity2.6独立版开始免费的时候，笔者已经清晰的意思到Unity3
D未来的发展规划，并充分的意识到了Unity3D所潜在的力量，并开始研究其架构，积累了
丰富的第一手开发笔记。因此，本书的写作可以说是笔者这些年来潜心研究，呕心沥血的
结果。
笔者在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下，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撰写本书。笔者衷心期望，
本书出版时，不仅是国内第一本深入学习Unity3D的书籍，也能抛砖引玉，加速推动国内Un
ity3D的研究开发步伐。

本书面向的读者人群
本书所讲述的知识主要基于在PC的Windows系统进行Unity3D的开发，主要考虑到的第
一，苹果机器高昂的成本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群；第二，PC的Windows系统毕竟还是当下
使用率最广的平台，基于这个平台来推广Unity3D，能够使得Unity3D在中国更快、更好的
发展。
实际上要写一本Unity3D初学者、Unity3D中级爱好者和实际项目开发者都能看的书，

是一件很有野心的事情，事实上也是难以完全做到的。这是由于Unity3D本身涵盖的知识范
围就很广泛的原因造成的。就拿Mono的开源式.Net来说，完全都可以写一本单独的书了。
再加之Shader着色语言的编写，牵涉到了大量的矢量数学知识，要将Unity3D的知识点滴一
网打尽，其工程量可以说是非常浩大。
但根据笔者观察，国内Unity3D的爱好者水平参差不齐。有一部分学习得比较早的开发
者，但更多的是对Unity3D完全茫然的入门者，以及准备从CG Designer（CG建模设计师）
转向Unity3D Programer（Unity3D程序设计师）的新手。更有广大的以前从事图形编程设
计的程序员，这里面包括了Flash 3D、Java 3D、OGRE、虚幻引擎等等的，拥有良好的OOP
设计基础和3D程序开发基础，准备转向Unity3D的人。随着今年Unity3D在中国上海等地成
立了办事机构，在海外蓬勃发展了6年的“黄金”引擎，在中国将会有着无限广阔的明天！
这样的现状促使我努力的朝着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经过分析，
这几类人群都有比较明显的特征，使得我在讲述的时候必须在某些晦涩难懂的细节上多加
注意，对读者循循善诱，以便能够照顾到绝大部分的人群。

对于初学者
如果你是一个刚入门的初学者，你可能喜欢比较浅显的讲解再加上一些具体的案例。有
时候可能运用具体的案例来给你做一套演示，会胜过千言万语的概念解释，让你更快的了解
知识点的根本，清晰的掌握知识的要点。本书正是在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之后，撰写出来
的一本“Based on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learning”【基于实例开发学习】书籍，让你对
软件每部分内容的功能和使用方法都能清晰掌握。
如果你以前从未接触过Unity3D，那么恭喜你，你赶上好时候了。Unity3D在进入3.0版
本以后，对之前的许多功能做出了重大升级和性能改善。使得Unity3D能够对开发者提供能
更友好的开发环境和更易用的使用代码，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开发者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游戏开
发的逻辑上和创造力上，而不用过多的考虑编程程序的细节。举个小例子吧，C#作为最经典
的OOP语言之一，它的类名必须得和文件名同名。但Unity3D自建的C#文件总是以默认名“N
ewBehaviourScript（Number）”命名的，在3.4以前，当你修改了文件名之后，编译器并不
能理解你意思，而是在文件内部保留了原来的类名，这使得许多初学者在学习到这里的时候
感到很疑惑：
“为什么添加的代码都是正确的，但就是编译报错？”，但在3.4以后的版本就
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当你在编辑器中修改了文件名字之后，它所对应的类名也会随之改变。
另外，3.4的版本还引入了“Gizmos”
【标签显示】的功能，你别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功能，
它的来到能让以前Unity3D混乱的场景一下子变得清晰许多，对大项目的开发和管理尤为有
用。

对于有一定建模背景的人群
对于这类人群而言，可能有些初出茅庐，有些则在原先自己的领域中可能已经成为行业
内的佼佼者了。对于那些建模精英们，建模里面的线条、材质、灯光、优化、表现等等早已
经是驾轻就熟了。但他们却不明白自己做的模型如何在引擎里面使用、如何添加物理，自己
搭建的场景如何能够在引擎里面表现出应有的动态效果。
针对这类人群，笔者将会在有关建模的章节中使用“*”号表示。你大可以跳过带有此
类标记的章节，而只学习到你想要学习到的内容，以助于你的快速入门和提高。但对于那些
初出茅庐的建模人员来说，笔者建议大家还是逐章看看，以有助于你更好的理解Unity3D的
精髓。另外对于那些建模高手们，有空时还是建议大家从头详细阅读一下其他的章节，这便
于大家理解如何处理在Unity3D中模型优化等问题。

对于具有 3D 编程基础的人群
恭喜你，笔者绝对有信心你在学习过本书之后，能将自己的作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上去。道理很简单，首先Unity3D提供了对大多数建模软件文件格式的支持，这使得原先许

多需要程序控制的复杂任务被解脱出来交给建模人员去完成，这样的好处会使得项目开发更
加高效，效果也会更加理想。其次，Unity3D的编程脚本采用的是Mono的FrameWork环境，这
使得原先关注于前台编写工作的JavaScript程序员和关注于后台编写工作的C#、Java等OOP
程序员都能够驾轻就熟的迅速掌握和使用它；在图形特效方面，Unity3D内置的ShaderLab
还提供了对Cg、GLSL语言编写shader的支持。一个shder可以包含众多变量及一个参数接口，
允许Unity去判定参数是否为当前所支持并适配最适合参数，并自己选择相应的shader类型
以获得广大的兼容性。

本书结构
第1部分：Unity3D软件基础
第2部分：组件使用、脚本编写与项目设计
第3部分：Unity3D的核心类与各平台下的API
第4部分：视觉编程与网络编程
第5部分：组件开发

本书导读：
Unity3D是一个用于创建诸如三维视频游戏、建筑可视化、实时三维动画等类型互动内
容的综合型创作工具。Unity类似于Director,Blender game engine, Virtools 或 Torque
Game Builder等利用交互的图型化开发环境为首要方式的软件其编辑器运行在Windows
和Mac OS X下，可发布游戏至Windows、Mac,Wii或iPhone平台。也可以利用Unity web pla
yer插件发布网页游戏，支持Mac 和Windows的网页浏览。它的网页播放器也被Mac widgets
所支持。
在资源导入方面，Unity3D项目中的资源会被自动导入，并根据资源的改动自动更新。
虽然很多主流的三维建模软件为Unity所支持，不过对于3ds Max、Maya、Blender、Cinema
1
4D和Cheetah3D的支持比较好，并支持一些其他的三维格式，笔者比较推崇FBX 格式的3D
模型格式，因为它很好的解决了跨平台和多软件相互协作的问题。
2
并且由于它内置了Mono 的FrameWork开发环境，和面向GPU编程的ShaderLab编程环境，
这两种编程环境一个针对于CPU进行编程，一个针对GPU进行编程，并且都是跨平台跨硬件
的编译器，不受开发环境的约束，对第三方API能够良好的融合，所以使得这款软件在产生
之初就得到了很广泛的使用群体。
图形渲染接口主要是Direct3D(仅运行在Windows平台下),OpenGL(能运行在苹果系统M
1 FBX 最早是 FilmBox 这套软件所使用的格式，现在改称 Motionbuilder（这一套比较著名的动作捕捉软件）。
我们把 FilmBox 第一个、中间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提取出来，就成了 FBX。1993 年 KayDara 公司正式成
立，同时发布了 FilmBox 1.0，FBX 技术就此诞生。在 2004 年 Alias 公司将 KayDara 公司收购了，从此
Motionbuilder 与 Maya 成为了最亲密无间的兄弟。
在 2005 年 AutoDesk 公司把 Alias 公司收购，从此 AutoDesk
便拥有了 FBX 技术。现在 FBX 有两个研发中心，一个位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一个位于中国上海。FBX
相比传统的模型格式文件，除了对顶点、片段、材质等信息数据的支持外，它还对骨骼绑定动画有着良好
的支持。现在的 FBX 已经提供了比较良好的软件 I/O，对 Maya、3ds Max、Mudbox、Softimage、Toxik、
Motion Builder 都有着良好的支持。另外 FBX 还提供了一整套跨平台基于 CPP 的 SDK，这使得我们可以轻
松方便的将支持 FBX 文件的 3D 建模软件中的场景文件，通过 FBX SDK 读取到我们自己的游戏引擎中。
另外如果你安装了 Quicktime 的 FBX 插件，那么你就可以用 Quicktime 预览 FBX 了。
2 Mono 是一个由 Novell 公司（先前是 Ximian）主持的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创建一系列符合 ECMA 标准
（Ecma-334 和 Ecma-335）的.NET 工具，包括 C#编译器和共通语言运行平台。与微软的.NET Framework
不同，Mono 项目不仅可以运行于 Windows 系统上，还可以运行于 Linux，FreeBSD，Unix，Mac OS X 和
Solaris。——来自维基百科

ac和Windows平台下)和自有的APIs(游戏机Wii平台下)。
在项目版本控制方面，使用的是自带的The Unity Asset Server，避免了重新学习Svn
等版本控制软件的烦恼，且方便易用。
另外音效系统基于OpenAL程式库，可以播放Ogg Vorbis的压缩音效。视频播放采用The
ora编码。内建地型编辑器，支持树木与植被贴片。内建Lightmapping以及Global illumin
ation。 多人网络连线采用Raknet。
对于网站客户端编程人员来说，可以用它来开发网页游戏，开创在线数字城市等虚拟S
NS社区。
对于PC端程序员来说，可以用它来开发多人在线游戏，圆了中国无数青少年自主开发
网络游戏的梦想。
对于手机开发者来说更是不可多的的一个机会，无数的手机游戏开发公司可以靠它开
发的游戏在苹果商店获得巨额利润。
另外Unity3D相对于其他的3D游戏开发环境的优势是它是即看即所得的，开发者可以在
整个开发过程中实时的查看到自己制作的游戏运行情况，这使得学习它的人更容易上手，
也更愿意来学习。像虚幻三这类似的引擎，如果你改变了场景，还非得你重新编译一遍才
能显示出场景效果来，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学习起来不是太好掌握。

第 1 部分 Unity3D 软件基础
第 1 章 Unity3D 的基本入门及功能介绍
本章主要是 Unity3D 的基础快速入门篇，通过本章的学习，能让初学者们快速的掌握和
应用 Unity3D 软件。
本章导读
本章无论对于 Unity3D 初学者、或是以前从事建模工作的设计师、又或者是从事过 3D
编程的人群，在转向 Unity3D 的学习的时候，学习本章内容都极有必要的。通过本章节内容
的学习，你可以迅速的掌握 Unity3D 的软件结构，各个板块具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场景制作
流程等等。本章节可以说是全书的根基，只要你能把本章节的内容掌握熟悉，那在今后的日
子里面开发任何的游戏可以说是事半功倍。这就像运动员们在小的时候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再向今后的专业突破的时候，就感觉游刃有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任何一个项目。
对于有一定 Unity3D 基础的人群而言，笔者也强力建议在有充足时间的情况下，耐心的
阅读下本章节的内容。因为笔者时常在网上发现一些 Unity3D 早期的开发者，往往对一些 U
nity3D 很基础性的功能莫不着头脑。这不能怨这些开发者的水品不够，而是有许多 Unity3D
的功能在长期未被使用的情况下，被他们遗忘了，突然有一天需要使用的时候，就抓了狂，
发了疯。
另外笔者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建模设计师，可能你们在原先的行业里面已经将 3DS MA

X、Maya 等建模软件摸索得相当熟练了，但游戏场景和影视场景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首
先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灯效的实时性，游戏讲究的是动态灯光，追求与游戏者视觉互动；而影
视灯光则是一种静态的逐帧灯光，所有效果都被渲染成一张张静态的连续图片，它们主要倾
向与影迷们的观赏互动；前者比较主动，而后者相对来说比较被动。前者在使用灯效处理的
时候受硬件的局限性大，面对的客户群体需要有所区分；后者在观赏灯效处理的时候，几乎
不受任何计算机硬件的影响，面对的客户群体也比较广泛。

1.1 界面入门

图 1-1
如图 1-1 所示为 Unity3D 最经典 2 by 3 结构界面，上面呈现了 Unity3D 最为常用的几
个面板，下面为各个面板的详细说明。
 Scene【场景面板】：该面板为 Unity3D 的编辑面板；你可以将你所有的模型、灯光、
以及其他材质对象拖放到该场景中。构建游戏中所能呈现景象。


Game【游戏面板】：与场景面板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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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可以呈现完整的动画效果。



Hierarchy【层次清单栏】
：该面板栏主要功能是显示放在场景面板中所有的物体对
象。



Project【项目文件栏】：该面板栏主要功能是显示该项目文件中的所有资源列表。
除了模型、材质、字体等，还包括该项目的各个场景文件。



Inspector【监视面板】：该面板栏会呈现出任何对象的所固有的属性，包括三维坐
标、旋转量、缩放大小、脚本的变量和对象等等。



【场景调整工具】：可改变你在编辑过程中的场景视角、物体世界坐标和本地坐标

的更换、物体法线中心的位子，以及物体在场景中的坐标位置，缩放大小等等。


【播放、暂停、逐帧按钮】：用于运行游戏，暂停游戏和逐帧调试程序。



【层级显示按钮】：勾选或取消该下拉框中对应层的名字，就能决定该层中所有物
体是否在场景面板中被显示。



【版面布局按钮】：调整该下拉框中的选项，即可改变编辑面板的布局。



【菜单栏】：和其他软件一样，包含了软件几乎所有要用到的工具下拉菜单。

除了 Unity3D 初始化的这些面板而外，你还可以通过“Add Tab”按钮和菜单栏中的“W
indow”下拉菜单中，增添其他面板和删减现有面板。特别是“Window”下拉菜单中的“Li
ghtmapping”和“Occllusion Culling”面板对游戏的后期优化尤为管用。除此而外还有用
于制作动画文件的 Animation【动画面板】，用于观测性能指数的 profiler【分析器面板】，
用于购买产品和发布产品的 Asset Store【资源商店】，用于控制项目版本的 Asset Server
【资源服务器】，用于观测和调试错误的 Console【控制台面板】。
在【菜单栏】中包含有八个菜单选项：分别是 File【文件】、Edit【编辑】、Assets【资
源】、GameObject【游戏对象】、Component【组件】、Terrain【地形】、Window【窗口】、He
lp【帮助】。这些是 Unity3D 中最标准的菜单选项卡，其各自又有自己的子菜单，表 1-1 中
列出了各个菜单栏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下拉菜单及其译名，仅供读者参考。
主菜单

包含的子菜单
New Scene【新建场景】
Open Scene【打开场景】
Save Scene 【保存场景】
Save Scene as…【场景另存为…】
New Project… 【新建工程文件】

File【文件】

Open Project… 【打开工程文件】
Save Project 【保存工程文件】
Build Settings… 【创建设置】
（这里可以设置你的游戏将要以
何种方式发布，发布的场景文件又包含那些）
Build & Run 【创建并运行】（这里以“Build Settings”里设
置好的方式，发布并运行游戏）
Exit 【退出】
Undo 【撤销上一步操作】
Redo 【恢复被撤销的操作】
Cut 【剪切】
Copy 【拷贝】
Paste 【粘贴】

Edit【编辑】

Duplicate 【复制】
Delete 【删除】
Frame Selected 【在编辑场景中最大化显示被选中的物体】
Select All 【全选编辑面板中的所有物体】
Preferences… 【首选参数设置】
Play 【播放】（如果游戏已经开始播放，点此按钮代表停止播

放）
Pause 【暂停】
Step 【逐帧播放游戏】
Load selection 【载入所选】
（与“Save selection”
【存储所选】
联合使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临时的快捷键，帮你快速的
找到特定的以被存储的物体对象。）
Save selection 【存储所选】
（与“Load selection”
【载入所选】
联合使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临时的快捷键，帮你快速的
找到特定的以被存储的物体对象。）
Project Settings 【工程文件设置】（包含了该工程项目的“Inp
ut”【热键】、“Tags”【标签管理】、“Audio”【音频设置】、“Ti
【默认仿
me”
【时间设置】、
“Player”
【播放器设置】、
“Physics”
真物理设置】
、
“Quality”
【播放质量参数设置】、
“NetWork”
【网
络工作参数设置】、
“Editor”
【编辑器设置】）
“Script Execution
Order”【脚本编译顺序设置】
Render settings 【渲染设置】
（默认渲染参数设置，包括环境光，
周围的雾化程度，环境颜色等等一系列参数的设定）
Network emulation 【网络仿真】（由于你制作的游戏将会在不
同的网络环境中工作，所以需要这个参数来模拟不同的网络工
作环境）
Graphics emulation 【图形卡仿真】
（由于你制作的游戏将会在
不同的图形卡环境中工作，所以将需要这个参数来模拟不同硬
件条件下的游戏显示质量）
Snap settings 【捕捉设置】
（和 3Ds Max 的“栅格和捕捉设置”
类似。）
Create 【创建】
（包含有“Folder”
【文件夹】、
“JavaScript”
【Ja
vaScript 编程脚本】、
“C# Script”
【C#编程脚本】、
“Boo Script”
【Boo 编程脚本】、
“Shader”
【着色语言】、
“Prefab”
【预置物体】、
“Material”
【材质】、“Animation”【动画】、“Cubemap”【立方
体贴图】、“Lens Flare”【镜头光晕】、“Custom Font”【自定义
字体】、“Render Texture”
【渲染纹理】、“Physic Material”【物
理材质】、“GUI Skin”【用户图形界面皮肤】）
Show in Explor 【显示项目资源所在的文件夹】
Assets 【资源】

Open【打开选中的资源】
Delete【删除选定资源】
Import New Asset... 【导入新的资源】
Import Package...【导入资源包】
Export Package... 【导出资源包】
Select Dependencies 【选择相关联的文件】
Export compressed audio file... 【导出压缩的音频文件】
Refresh 【刷新】
Reimport 【重新导入选中的资源】
Reimport All 【重新导入所有的资源文件】

Sync MonoDevelop Project 【与 Mono 项目文件同步】
Create Empty【创建空的游戏对象】
Create Other 【创建其他组件】
（包含了“Particle System”
【粒
【图形用户界面文
子系统】、
“Camera”
【摄像机】、
“GUI Text”
本】、
“GUI Texture”
【图形用户界面图片】、
“3D Text”
【3D 文
字】、“Directional Light”
【平行光】、“Point Light”【点光源】、
“Spotlight”
【聚光灯】、
“Cube”
【立方体】、
“Sphere”
【球】、
“C
apsule”
【胶囊】、
“Cylinder”
【圆筒】
、
“Plane”
【平面】、
“cloth”
【布料】、
“Audio Reverb Zone”
【声音回响区域】、
“Ragdoll..”
【布娃娃系统】、
“Tree”
【植被树系统】、
“Wind Zone”
【风的区
域】)
Center On Children 【归位到子物体中心点】
Make Parent 【创建父集】
（必须选择两个以上的物体才能使用
GameObject【游戏项目】 该命令，最先被选中的物体为父级对象，其余的对象都为该对
象的子集）
Clear Parent 【取消父集】
（取消被选中物体与它上一个父级之
间的父子级关系）
Apply Changes To Prefab 【改变影响预制物体】
（如果你在场
景中编辑的物体是从资源面板拖拽出的预制物体，默认的情况
下，你在场景面板中对物体做出的改变不会影响原先的预制物
体，除非你点击该按钮）
Move To View 【移动物体到“Scene”视窗的中心点】
Align With View 【移动物体到“Scene”视窗的中心点，并且
与显示口正对齐，物体中心位于显示口的中心点】
Align View to Selected 【移动“Scene”视窗与物体对齐，并
且显示口的中心点位于物体的中心】
Mesh 【网格】
（“Mesh Filter”
【网格填充】、
“Text Mesh”
【文
字网格】、
“Mesh Renderer”
【网格渲染】、
“Combine Children”
【合并子物体】）

Component【组件】

Particles 【粒子系统】
（能打造出非常棒的流体效果，是制作烟
雾、激光、火焰等效果的首选。
“Ellipsoid Particle Emitter”
【
椭球粒子发射器】
，
“Mesh Particle Emitter”
【面片粒子发射器】，
“Particle Animator”
【粒子动画】，
“World Particle Collider”
【世
界粒子碰撞机】，
“Particle Renderer”
【粒子渲染器】，
“Trail Re
nderer”【蔓延渲染】）
Physics 【物理系统】（可使物体带有对应的物理属性）
Audio 【音频】（可创建声音源和声音的听者）
Rendering 【渲染】
Miscellaneous 【杂项】
Scripts 【脚本】（Unity 内置的一些功能很强大的脚本）
Image Effects【图形渲染效果】（仅限专业版）
Character【角色控制器】
Camera-Control 【摄像机控制】

Terrain【地形】

Create Terrain 【创建地形】

Import Heightmap - Raw... 【导入高度图】
Export Heightmap - Raw... 【导出高度图】
Set Resolution... 【设置分辨率】
Create Lightmap... 【创建光影图】
Mass Place Trees... 【批量种植树】
Flatten Heightmap... 【展平高度图】
Refresh Tree and Detail Prototypes 【刷新树及细节模型】
Next Window 【下个窗口】
Previous Window 【前一个窗口】
Layouts 【布局】
Scene 【场景窗口】
Game 【游戏窗口】
Inspector 【监视窗口】（这里主要指各个对象的属性）
Hierarchy 【层次窗口】
Window【窗口】

Project 【项目文件窗口】
Animation 【动画窗口】（用于创建时间动画的面板）
Profiler 【性能探测窗口】
Asset Store 【资源商店】
Asset Server 【源服务器】
Lightmapping 【灯影视图窗口】
Occlusion Culling 【遮挡剔除窗口】
Console 【控制台】
About Unity... 【关于 Unity】
Enter serial number... 【输入序列号】
Unity Manual 【Unity 手册】
Reference Manual 【参考手册】
Scripting Manual 【脚本手册】
What’s New 【最新功能】

Help【帮助】

Unity Forum 【Unity 论坛】
Unity Answers 【Unity 在线答疑】
Unity Feedback 【Unity 使用信息反馈】
Welcome Screen 【欢迎窗口】
Check for Updates 【查看升级】
Release Notes 【发行说明】
Report a bug【软件缺陷反馈】
表 1-1

1.2 Unity3D 的注册
为了保障你能够正常的学习和使用 Unity3D，请在第一次运行 Unity3D 的时候点击菜单
栏中的“Help”——>“Enter serial number”。这并代表真正的要你购买一个 Unity3D 产品，
Unity3D 的学习版是完全免费的。在弹出的“Internet Activation”对话框中选择“Internet a

ctivation”
【互联网激活】或者是“Manual activation”
【手动激活】单选项，笔者建议选择“I
nternet activation”
【互联网激活】方式，这种方式比较简便，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本
地的 Unity3D 会自动与官网的网站进行连接，在完全注册完毕之前请不要关闭图 1-2 所示的
对话框，然后在 Unity3D 的注册页面填写正确的注册邮箱地址、公司名字，然后选择正确的
授权方式。这里的邮箱地址请你务必认真填写，日后你可以凭此帐号购买 Unity3d 相应版本
专业版本，还可以用此帐号到资源商店购买相应的产品资源，以及发布你所开发的资源。在
一切注册工作做完之后，软件将自动关闭图 1-2 所示连接对话框，回到软件的编辑画面。

图 1-2
如果你在对 Unity3D 安装之后，不加以注册，那你的 Unity3D 很有可能只有 30 天的试
用期限。30 天试用完之后你的软件仍然处于未注册状态的话，系统将不允许你再试用 Unit
y3D 产品。

1.3 Unity3D 的一个简单预览
每个 Unity3D 版本都会自带一个 demo 源文件。2.5 和 2.6 使用的是 island 的 Demo，在
3.0 到 3.3 的正式版中，自带的 Demo 就是网上展示的那款强大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Bootca
mp，而 3.4 自带的是 AngryBots 次世代风格的射击游戏。在一般情况下，你只要第一次打开
Unity3D 就会看见自带的那个 demo 项目文件。但如果 Unity3D 并没有打开这个项目文件，
你可以在 Unity3D 里的“File”菜单下点击“Open Project…”，在随后弹出的“Unity – Pr
oject Wizard”对话框中点击“Open Other…”按钮，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
ers\Documents\Unity Projects”这个路径下找到对应版本的 Demo 项目文件夹（下面主要以 3.
1 自带的 Bootcamp Demo 为例），选择并打开它。打开项目之后，在舞台场景面板中依然什
么都没有显示的的话，请在 Project【项目文件栏】双击场景文件 “Bootcamp”。稍等片刻
之后，该舞台场景的所有对象就可导入舞台场景面板中。导入成功之后效果如图 1-3 所示：

图 1-3
点击一下中间的播放按钮

做一下测试（如果你的机器配置不是太高，可能等待的

时间会稍长）
。过了不一会，你就可以在 Game【动画面板】中看到一个正在运行的射击游
戏了。在这个游戏场景中，你能看到比其他游戏还要细腻的游戏画面，例如各个物体的实时
阴影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当然如果你的机器配置比较高，那你还可以点击“ESC”键——>点击“Graphics”按钮
来将画质进一步调高，如图 1-5 所示。

图 1-5
我们将画面质量调高之前，和画面质量调高之后的效果做一下对比，看看河水是不是真实了
许多。图 1-6 为画质调高前的效果，图 1-7 是画质调高后的效果。

图 1-6 画质调高前

图 1-7 画质调高后

1.4 Snap 与场景布置
无论你以前是从事 3D 建模的设计师，或者是 3D 程序的编程人员，在一个项目开始之
初都会遇见布置场景的问题，那么笔者本小节以官方的一个 Demo 为例，引领大家进入到 U
nity3D 场景布置的快速学习当中去。
（1）、首先去官方网站的这个链接 http://unity3d.com/support/resources/tutorials/2d-gameplay-t
utorial 去把这个 2DGameplayTutorialProject.zip 压缩包给下载下来，并解压缩到当前文件夹。

但笔者并不打算给大家讲述 2D Gameplay Tutorial 的教程，所以大家不需要下载 2DGamepl
ayTutorial.pdf 这个文件，当然你也可以有选择性的下载下来学习。
（2）、打开 Unity3D 软件，它可能会自动载入上一次的官方 Demo 项目文件。不管它，在软
件打开之后点击“File”——>“Open Project…”，在弹出的“Unity – Project Wizard”对
话框中找到“Open Other...”按钮，输入创建项目的文件夹地址，或者找到对应的文件夹之
后点击“选择文件夹”按钮，这时 Unity3D 就会自动载入该项目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信息。
（3）、载入完毕之后，它可能会自动打开 2D Platformer 游戏场景，你可以点击中间的播放
按钮

试着玩一下这款游戏，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学着如何去布置场景，所以“File”——>

“New Scene”新建一个场景，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N 也能够新建一个场景。
（4）、在新建的场景中，我到 Project【项目文件栏】中展开“Level Prefabs”文件夹，
点选预置物体“MovingPlatform”和预置物体“Pre-Assembled Platform”
，这样我们可以
在它们的监视面板中的 Preview【预览】窗口中看到该物体的预览画面，并且你可以使用鼠
标随意旋转观测该物体，如图 1-8 所示。

1 选中预
○
置物体

②在 Preview
【预览】窗口
中观测物体

图 1-8
（5）、将预置物体“MovingPlatform”和预置物体“Pre-Assembled Platform”拖入 Scene
【场景面板】或是 Hierarchy【层次清单栏】中，即可在游戏中显示这两个对象。但这两个
对象有可能超出了你在场景中可视范围，这时你可以用鼠标选中 Scene【场景面板】之后用
中间的滚轮拉近和推远视野。
（6）、在确保这两个物体都在 Scene【场景面板】的可视范围内之后，选中物体对象，利用
移动工具

或使用快捷键 W，来移动该物体在场景中的位置。为了确保物体移动精确度，

你可以点击 Scene【场景面板】中的视角切换按钮

绿色 Y 箭头来将视角切换到顶

视图，来调整物体之间水平方向上的距离，以达到你想要得到的效果，如图 1-9 所示。又或

者点击蓝色的 Z 箭头来调整物体间竖直方向上的距离，以达到你想要得到的效果，如图 1-1
0 所示。

图 1-9

图 1-10
（7）、为了能精确无误的让两个模型进行顶点贴合，我们这里需要使用一个 Snap 的小技巧。
首先在选中要拖动的物体之后，按住 V 键不放，然后将鼠标放置到该物体需要贴合的顶点上
去，这时你会发现改物体的移动点也在随着鼠标移动，如图 1-11 所示。然后按住该顶点，
并拖放物体到另外一个物体的切合点上。你会发现两个物体的顶点会切合又快又精确，如图
1-12 所示。另外如果你像保持切合点选取状态不变，而又不想总是按住 V 键不放的话，你
可以使用快捷键 Shift+V 的组合，来切换切合点选取状模式。

图 1-11

图 1-12
（8）、同样的方法在竖直方向上再贴合一次，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9）、我们经常会在游戏里面遇见那种断格的路段，这种断格之间的距离往往呈现一个恒定
的数值，但如果我们要在监视面板里面一个一个的手动输入数字会显得格外的麻烦，所以这
里又要用到我们可爱的 Snap 了，但这里不是设置贴合顶点，而是间距，所以会有所不同。
在菜单栏中找到“Edit”——>“Snap Settings...”打开 Snap Settings【捕捉设置】面
板，这里面大家会看到一个 Move X 输入框、一个 Move Y 输入框、一个 Move Z 输入框、一
个 Scale 输入框和一个 Rotation 输入框，它们分别代表了当你按住 Ctrl 键盘来精确吸附移
动、缩放或旋转物体时的最小吸附单位。另外在最下面还有一排改变物体中心轴的按钮
，其中的“Snap All Axes”代表改变所有的轴线，X
代表只改变 X 方向上的轴线，Y 代表只改变 Y 方向上的轴线，Z 代表只改变 Z 方向上的轴线。
下面我希望在 X 方向上每个 4 个单位的距离，就添加一个跳板对象“MovingPlatform”，我
们就可以这样来做。首先，将 Move X 输入框内的数字改为 4；其次，在 Scene【场景面板】
或是 Hierarchy【层次清单栏】中选中现有的“MovingPlatform”对象，然后在菜单栏中找
到“Edit”——>“Duplicate”或使用快捷键 Ctrl+D 来复制一个当前选中的对象“Moving
Platform”，然后确保复制出来的“MovingPlatform”对象在选中的状态下，按住 Ctrl 键朝
X 方向上拖动，这时你就会发现这时物体的移动总是以 4 个单位的固定值来移动的。使用同
样的方法，你就可以复制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断格物体，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10）、使用移动工具

或使用快捷键 W 移动摄像机，使摄像机的视口能观测到整个场景，

如图 1-15 所示。如果发现角度不对，还可以使用场景调整工具中的旋转工具
捷键 E 来旋转摄像机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如图 1-16 所示。

或使用快

图 1-15

图 1-16

（11）、但这时候的场景略显得黑暗了些，我们在菜单栏中点击“Edit”——>“Render Se
ttings”,然后去 Inspector【监视面板】将 Ambient Light【环境光】调节为最亮的纯白色，
如图 1-17 所示。

1 菜单栏中
○
点击“Edit”
——>“Rend
er Settings”

②在 Inspecto
r【监视面板】
将 Ambient L
ight【环境光】
调节为最亮
的纯白色

图 1-17
（12）、到 Project【项目文件栏】中展开“Level Prefabs”文件夹，将预置物体“Charac
ter (Lerpz)”拖放到场景中的钢板上面，然后点击运行按钮

，在 Game【游戏面板】中

按下左右方向键，来回走一走；再按下空格键跳一跳看看，恭喜你的第一个小游戏就这样轻
松的诞生了！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第 2 章 地形系统与场景漫游
自三维游戏诞生之日起，地形系统就可以说是和游戏场景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一套完
整的三维游戏地形不单单有连绵起伏的山峰、蜿蜒曲折的河流、不同地形所固有的纹理，还
会有种植在该地形上的花草树木等植被，以及影响影响这些植被运动的风力系统。幸运的是，
Unity3D 引擎将这些元素都考虑进去了，让你在制作地形时游刃有余。本章主要就是来为你
讲述 Unity3D 的内置地形系统以及相关组件的。
本章导读
本章虽说是以地形系统为主轴，但由于地形上牵涉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在本章中也会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