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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是近兩年在國外掀起獨立遊戲創作風潮且備受推崇的一款遊戲引擎，

Unity 早期從 Mac 專屬的遊戲引擎起家，從 2.5 版開始支援 Windows 平台，目

前已經推出到 2.6.1 版。Unity 具有接近次世代遊戲標準的美麗成像、友善的介

面、豐富的 API、支援標準的腳本語言（Java Script、C#）、詳盡的教學文件以

及活躍的線上社群等…，而跨平台（Web、Mac、PC、iPhone、Android、Wii、

Xbox 360、未來將支援 PS3）的特性更使它成為非常適合獨立遊戲開發者

（Independent Game Developer）與小型工作室來使用的引擎。Unity從 2.6 版

後開始採行免費政策，以往需要收費 199 美金的 Unity Indie 更名為 Unity Free

後已經全面開放免費下載使用，基本功能與專業版（Unity Pro）相差無幾，對

一般教學來說已經相當足夠。因此，南台科大多媒體電腦娛樂科學系於 98 學年

度率先導入此一革命性之遊戲引擎，以給予本系所學生在遊戲美術與程式開發上

更為紮實的訓練，提昇本系之技術能力。 
 

在導入 Unity的開發過程中，美術與程式之間的合作方式可能左右著一款遊

戲的成敗，一般學生在缺乏標準作業程序與專案管理的情況下，經常會造成美術

與程式人員之間的衝突，最大的衝突來源在於頻繁的來回修正過程，造成彼此責

任的推諉。因此，為了讓本系師生未來在進行專案時能夠有依循之標準，特製作

此「Unity _Beta 1」，希望能降低來回修正的頻率，讓遊戲開

發流程能夠更加順暢。 

 

     
 

遊戲開發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一種團隊工作，在實際製作美術內容之前，必

須先有完善的遊戲美術設定，而不是隨性的進行創作，一般來說美術風格設定大

約需包含以下幾點 
 

�  

須以文字來敘述遊戲整體所呈現的風格，以及繪製草圖或是展示其他參考媒體的

影像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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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製角色設定的概念繪圖，包含了各種不同姿態及不同角度的細節部分，另外必

須加入文字敘述來描述每個角色所表現的性格特色(角色背景設定)，以及人物關

係圖等等，角色設定的格式可參考附件  (吳思璿老師提供) 
 

�  

1. 場景環境 

各個場景的設定繪圖，示意圖或是參考圖片等等，須加上文字敘述場景的情

境。 
 

2. 場景物件（Sand Box） 

在場景上各個物件的功能描述。例如 箱子 用來讓玩家躲藏 
 

�  

道具的分類、功能特色敘述、外觀特色敘述、參考圖、設定圖，用表格製做為佳 
 

�  

風格敘述、畫面配置圖(含尺寸設定：像素)、各項功能表單的敘述、其他進行遊

戲時的細節介面設計，需繪製示意圖(泡泡圖)。 
 

�  

列出需製作的檔案資產清單，內容包含： 

美術各項目須要製做的數目列表 

1. 定義當建立各個 3D 模型時所使用的三角面的數目，以及其他在製作模

型時所使用到的技術、使用貼圖(例如 bump mapping、normal mapping)

和貼圖大小等等。 

2. 美術檔案編碼設定方式： 

一般可依照已下方是定名，即主類別(如 PC、NPC、Scene、Item、Icon

等等)_子類別(如 Cloth、Weapon、Glossary)_資源類別(如 Model、

Texture、Picture)_流水號    
 

例如：Scene_Tree_Model_01 



 

    3D Max
 

 

� 3D Max

由於unity中的1單位是FBX

Unit =1 M的話，那在max
 

設定方式： 

1. 於 3D Max中，系統單位設定成

裡面建立、編輯的物件

2. 另外可以在 3D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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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X檔中1單位的100倍，所以如果我們想在

max中製作的時候，單位值可設置為1Unit = 

系統單位設定成 1 公分（1.0 Centimeter），之後在

編輯的物件 1 公尺就等於 Unity 3D 中的一格。

 
Max中將顯示的單位大小改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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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nity中使用1 

1Unit = 1Cm 

之後在 3D Max 



 

3. 再將網格大小改為 1

Max中所見之一格等於
 
 
 
 
 
 
 
 
 
 
 
 
 
 
 

基本上，在unity中內建的

的正方形。 
 

� 3D Max - FBX

在 Autodesk 官網（http://www.autodesk.com.tw

目前的下載頁面： 
http://usa.autodesk.com/adsk/servlet/item?siteID=123112&id=10
 

Unity目前最相容的 FBX

以安裝 for Max 2008 版本的外掛

64-bit 的版本。匯出方式如下
 

1. 匯出時選擇匯出成 F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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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尺，這樣在編輯時會與在Unity 3D中視覺感覺

一格等於 Unity設定之單位 1 公尺 

內建的遊戲物件（Game Object）Cube，就是長寬高為

 

http://www.autodesk.com.tw）上可以下載 FBX Plug

http://usa.autodesk.com/adsk/servlet/item?siteID=123112&id=10

FBX匯出外掛版本為 2010.2，使用 Max 9.0

版本的外掛。使用 32-bit 系統的用戶要注意不要安裝到

匯出方式如下： 

FBX檔案類型（Autodesk (*.F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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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感覺相同，

長寬高為1公尺

FBX Plug-ins。 

http://usa.autodesk.com/adsk/servlet/item?siteID=123112&id=10775855 

以下的版本可

系統的用戶要注意不要安裝到



 

 

2. 匯出設置視窗 

 

3. 匯出時要包含的內容在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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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時要包含的內容在 Include 中可以選擇（不需要匯出的內容可以取消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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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匯出的內容可以取消勾



 

 
 
 
 
 
 
 
 
 
 
 
 
 
 
 
 

4. 在匯出時要注意單位
 
 
 
 
 
 
 
 
 
 
 

匯出時儲存位置請勿使用中文路徑
 

匯出時的軸向設定，可以讓使用者設定

用Poly去建置，而非Mesh

警告視窗。 
 

 

� 不要用一般動畫建模概念來思考遊戲用模型製作方法

� 遊戲模型製作非常講究標準作業程序

� 大字法建模適合抓人體比例

� 容易受光部位盡量不要有雜亂的佈線

� 修改器在製作骨架前都需要做塌陷

� 套用骨架系統前，要

� Max空間軸向為Z軸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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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匯出時要注意單位（目前單位設置為公分） 

匯出時儲存位置請勿使用中文路徑。 

可以讓使用者設定Y-up或是Z-up，如果你的模型有部分是

Mesh，MAX在匯出.fbx時，會自動轉換成Mesh

不要用一般動畫建模概念來思考遊戲用模型製作方法  

遊戲模型製作非常講究標準作業程序  

大字法建模適合抓人體比例，介字法建模適合骨架權重調整 

容易受光部位盡量不要有雜亂的佈線  

修改器在製作骨架前都需要做塌陷（Collapse）  

要先利用Reset Xform重新定義模型比例為

軸朝上，進入Unity後會被旋轉為Y軸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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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模型有部分是

Mesh模型並發出

  

為1:1:1 

，可參考官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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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辦法，或是在Max中直接旋轉模型的Pivot 

� 貼圖只使用單純的diffuse即可，所有的材質效果都是進入Unity後才使用

Shader搭配相應的貼圖來產生 

� 物件面數一般在500~6000面視狀況調整、PC單機2500~5000面、次世代遊

樂器5000~7000面（AAA title），重要模型面數高，次要模型面數低 
 

 
� 一個物件不要使用多個材質  

� 貼圖大小可依照物件在遊戲中的遠近決定  

� 空間距離相接近的物件共用材質與貼圖（方便進入Unity執行Combine）  
 

 
� Bone與Bipe可混用，使用bone可作人形之外的骨架（如翅膀、辮子） 

� 勿使用Physique做Rig，請使用Skin 

� 盡量降低骨架數量 （一般在60根以內，但30根以內為安全範圍） 

� 一個頂點不可超過四根骨架影響 ，而權重總和應該為1 

� 將各種動作檔案分開，命名格式建議使用：模型名稱@動作名稱.fbx ，以

分段的動作來取代將所有動作都製作在同一時間軸，可以避免整個檔案同時

出錯，或是後續修改的問題，分類檔名也方便作專案整理。 

� 盡量以FK製作動作  

� IK骨架動作需使用烘培動作（bake animation）方式匯出 

� unity可以自動替動作作補間的動畫，但是如果動畫匯出時勾選了bake 

animation就沒辦法執行此功能。 

� 預先將武器Link在模型的骨架上，可以不使用skin綁定 

� 一旦主模型的骨架階層更動之後，Unity就沒有辦法再從動作檔中取的相應

的骨架及動作，就會造成模型沒有辦法動作的狀況，但是Link的狀況並不在

此限 

� Max骨架系統容易壞檔，隨時存檔，注意 Gimbal Lock （一根骨頭無法同

時旋轉兩個軸向） 

� IK控制器與FK骨架階層需分開 ，因進入Unity後都只剩下FK資訊，這樣方

便將IK控制器一併刪除 

� 骨架需要妥善的命名，例如：lefthip、leftfoot、leftfeet  



 

� 讓骨架可重複使用 
 

  
� 權衡使用 Pixel Light 

� 善用 layer 安排受光物件
function Start () 

 { 
 var distances = new float[32];
 // Set up layer 10 to cull at 15 meters distance.
 // All other layers use the far clip plane distance.
 distances[10] = 15; 
 camera. 
  layerCullDistances = distances;
 }  

� 盡量減少使用燈光製造環境光影

� 為遊戲選擇適當的 shadow distance

� soft shadow 在顯示上較

� 設定適當的 shadow cascade

� 視遊戲內容選擇使用即時陰影或落下式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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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 Light 與 Vertex Light 

安排受光物件，利用 Camera.layerCullDistances 

var distances = new float[32]; 
// Set up layer 10 to cull at 15 meters distance. 
// All other layers use the far clip plane distance. 

 

layerCullDistances = distances; 

盡量減少使用燈光製造環境光影，善用 light map 來產生環境陰影

shadow distance 

在顯示上較 hard shadow 昂貴，但端看用戶端顯示卡能力

shadow cascade 數量可改進 hard shadow畫質 

視遊戲內容選擇使用即時陰影或落下式陰影（Projector）  

太耗效能 

平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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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layerCullDistances  

來產生環境陰影  

但端看用戶端顯示卡能力  

  

 

太過醜陋 

平衡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