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Chapter 1

人工智能导论

本章将会在学术领域、传统领域以及游戏的具体应用上给你提供一些人工智能的
背景知识。我们将会学习人工智能在游戏中的实现和应用与其他领域中的人工智能的不
同，以及游戏人工智能的一些重要且特殊的需求，还将探索在游戏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基
本技术。本章也将作为后面章节的参考。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在 Unity 中实现这
些人工智能技术。

1.1

人工智能
一些类似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命体具有某种智能，这种智能有助于我们在完成

一件事时做出特定的选择。然而计算机只是台可以接收数据的电子设备，它以很高的
速度执行逻辑和数学运算并输出结果。所以人工智能（AI）的主旨本质上是让计算机
能够像生物体一样，具有思考和决定的能力来执行某些特定操作。
显而易见，人工智能是一个巨大的课题。而这样一本小书并没有办法涵盖所有与
人工智能有关的内容。但是了解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中的基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人
工智能只是一个总称，对于不同的目的，它的实现和应用是不同的 ，人工智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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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在开始研究游戏的专用技术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人工智能在下面这些研究领域中的
应用：
 计算机视觉：这是一种从视觉输入源（比如视频和摄像机）获取信息并对它
们 进 行 分 析， 以 执 行 特 定 操 作（比 如 脸 部 识 别、 对 象 识 别、 光 学 字 符 识 别）
的能力。
 自然语言处理（NLP）：这是一种让机器能够像我们平常那样阅读和理解语言的
能力。问题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对于机器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表达同一件
事情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同一个句子依据不同的上下文也有不同的含义。自
然语言处理对于许多机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它们需要了解我们
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幸运的是，在网络上有大量可以获取到的数据集合，
可以用来帮助研究人员对语言进行自动分析。
 常识推理：在那些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领域中，我们的大脑可以用常识推理来
很容易地得出问题的答案。常识性知识是我们用来尝试理解某些问题的一个常
用和普遍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大脑可以混合上下文、背景知识和语言能力，让
它们综合影响、相互作用。但是让机器来应用这些知识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对
于研究人员来说这仍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1.2

游戏中的人工智能
游戏人工智能需要去完善一个游戏的品质。为此，我们需要了解每个游戏必须满

足的基本需求。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让游戏好玩。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一个
游戏是否好玩呢？这其实是游戏设计的主旨（Jesse Schell 所著的《 The Art of Game
Design 》是一份极佳的参考资料），让我们试着在不深入讨论游戏设计的话题的情况下
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游戏一定是好玩的。重申一遍：让游戏
具有挑战性。这意味着一个游戏不应该太过困难让玩家没有击败对手的可能性，也不
应该让玩家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让游戏好玩的关键因素是为之找到合适的难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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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人工智能在游戏中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富有
挑战性的竞争对象来让游戏更好玩，而在游戏世界中行动逼真的有趣的非玩家角色
（NPC），也会让游戏更好玩。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制人类或其他动物的整个思维
过程，而是通过让这些 NPC 对游戏世界里不断变化的情形，产生对玩家来说足够合
理、有意义的反应，来让它们看起来更加智能。
我们不希望游戏中的人工智能系统花费过多的计算代价，因为人工智能计算所需
要的处理器能力，比如图形渲染和物理学仿真，要同其他的操作共享。另外，别忘了
它们都是实时发生的，并且，在整个游戏中保持稳定的帧率也非常重要。甚至有人试
图制造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运算的处理器（AI Seek 公司的 Intia 处理器）。随着处理器的
处理能力与日俱增，我们现在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计算的空间。然而，像所有
其他的游戏开发规范一样，优化人工智能计算仍然是人工智能开发者所面临的巨大的
挑战。

1.3

人工智能技术
在本节中，我们将简单了解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类型的游戏中的应用。在后

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学习如何在 Unity 中实现这些功能。由于这本书不是专注于人工
智能技术本身，而是这些技术的在 Unity 中的应用，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会深究过多的
细节。就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速成班，然后再开始研究这些应用。如果你想了解关
于游戏人工智能的更多内容，也有一些非常棒的书值得推荐，如由 Mat Buckland 所
著 的《 Programming Game AI by Example 》、 由 Ian Millington 和 John Funge 合 著 的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Games 》。《 AI Game Programming Wisdom 》系列丛书也蕴
藏了大量最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实用资源和文章。

1.3.1

有限状态机

有限状态机（FSM）可以认为是最简单的人工智能模型之一，并且普遍应用于大部
分游戏中。一个状态机主要由一组数量有限的状态组成，这些状态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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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状态机广泛地应用于游戏人工智能中，因为它们易于实现，不管对于简单还
是相对复杂的游戏都游刃有余。通过使用简单的 if/ else 语句或 switch 语句，我们就能
轻松地实现有限状态机。在我们设计出更多的状态和转换时，它看上去可能会有点混
乱。在下一章内容中，我们将学习如何使用一个简单的有限状态机。

1.3.2

人工智能中的随机性和概率

想象一下，一个敌方机器人在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中（FPS）可以随时暴头杀死玩
家，在一个赛车游戏中，对手总是能选择最佳路线，在超车时从不会撞到任何障碍物，
具有如此智能水平的对手会让游戏非常困难，玩家几乎不可能取胜。或者说，想象一
下敌方人工智能总是选择同样的路线，或总是见到玩家就逃跑……如果人工智能控制
的实体每次遇见玩家都表现出同样的方式，就会让玩家轻易地预测游戏并取得胜利。
以上两种情况显然会降低游戏的乐趣，并让玩家感到游戏不具备挑战性，或不够
公平。解决这种完美或愚蠢的人工智能的一种方法是，在他们的智能系统中引入一些
错误。在游戏中，将随机性和概率应用于人工智能的计算过程中。以下是一些我们想
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实体做出一个随机决定的情况：
 非故意：这种情况是游戏代理（或者也可能是 NPC）需要随机地做出一个决定，
因为它不具备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完美的决定，以及 / 或者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
定其实都无关紧要。在这种情况下的策略就只是简单地随机做出决定，并希望最
好的结果发生。
 故意：这种情况是完美的人工智能和愚蠢的人工智能。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例子
中所讨论的，我们需要人为地添加一些随机性，好让它们更逼真，并向玩家匹
配适合的难度级别。这种随机性和概率可能被用于命中率、在基础伤害上加减
的随机伤害。使用随机性和概率，我们可以给游戏添加现实的不确定感，让我
们的人工智能系统难以预测。
我 们 也 可 以 用 概 率 来 定 义 不 同 类 型 的 人 工 智 能 角 色。 让 我 们 看 看 远 古 捍 卫 者
（DotA）中的英雄人物。DotA 是一个受欢迎的《魔兽争霸 III 》中的即时战略（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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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模式。游戏中有三类基于三种主要属性的英雄，这三种主要属性分别为：力量、
智力和敏捷。力量是英雄的物理力量的度量，智力与英雄控制法术的能力有关，敏捷
则决定了英雄躲避攻击和迅速进攻的能力。力量英雄的人工智能将具备在近战过程中
造成更多伤害的能力，而一个智力英雄将有更多的概率成功使用法术造成更高伤害。
仔细平衡不同类型的英雄之间的随机性和概率，能够让这个游戏更具挑战性，并让
DotA 玩起来更加有趣。

1.3.3

感应器系统

我们的人工智能角色需要了解其周围的环境，以及与它们互相影响的游戏世界，
以便做出某个特殊的决定。这些信息可以是下面的这些。
 玩家的位置：该信息用于决定是否进行攻击、追逐或继续巡逻。
 建筑物和附近的对象：该信息用于躲藏或寻找掩护。
 玩家的健康和自己的健康：这些信息用于决定是否撤退或继续前进。
 在一个 RTS 游戏地图上的资源的位置：该信息用于占领和收集资源，建设和生
产其他单位。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根据我们所建立的游戏的类型，我们对这些信息的需要可
能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如何收集这些信息呢？
1. 轮询
轮询就是一种收集这些信息的方法。我们可以用 if / else 或 switch 语句简单地在
人工智能角色的 FixedUpdate 方法中进行检查。人工智能角色只在游戏世界中轮询它
们感兴趣的，并进行检查，之后根据结果采取行动。如果没有太多事情需要检查，轮
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而，有些角色可能并不需要轮询每一帧的世界状态，不同的
角色可能需要不同的轮询率。所以通常情况下，在一些具备更复杂的人工智能系统的
大型游戏中，我们需要部署一个由事件驱动的全局消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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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息系统
人工智能会做出决策来响应世界中的事件。这些事件通过消息系统，在人工智能
实体和玩家之间，在其他的人工智能实体之间，或在整个世界中传送。例如，当玩家
攻击一队巡逻守卫中的一个敌方单位，剩下的人工智能单位也需要知道这起事件，这
样它们就可以开始搜索和攻击玩家。如果我们使用轮询方法，其他单位的人工智能要
想知道这件事，就需要检查所有其他人工智能实体的状态。但是有了一个事件驱动消
息系统之后，我们就可以以一个更易于管理和可扩展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对特定事
件感兴趣的人工智能角色可以注册为监听者，并且在该事件发生时，我们的消息系统
将广播给所有监听者。这时人工智能实体就可以继续采取适当的行动，或执行进一步
的检查。
事件驱动的系统并不一定能提供比轮询更快的机制。但它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中
央检查系统以感知世界，并通知对特定事件感兴趣的人工智能代理，而不必在每一帧
中让每个单独的代理检查相同的事件。在现实中，大部分时间里轮询和消息系统是一
起使用的。例如，当人工智能实体接收到来自消息系统中的事件信息时，它可以轮询
更详实的细节。

1.3.4

群组、蜂拥和羊群效应

许多生物（如鸟类、鱼类、昆虫和陆生动物）以团体的形式完成某些行为（如移
动、狩猎和觅食）。它们生存在团体里，并以团体的形式狩猎，因为这让它们更强大，
也避免让它们成为那些追逐单独目标的捕食者的猎物。所以，假设你想要一群鸟蜂拥
在天空中，动画师如果设计每只鸟的动作和动画，就会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
如果我们运用一些简单的让每只鸟都能跟随的规则，我们自然就可以实现整个群组的
复杂的智能全局行为。
这个概念的一位先驱人士是 Craig Reynolds，他在于 1987 年发表的 SIGGRAPH
论文“ Flocks, Herds and Schools— A Distributed Behavioral Model ”中提出这
样的群组算法。Craig Reynolds 创造了“ boid ”一词，听起来像“小鸟”，但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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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像鸟一样的对象。他提出了适用于每个个体单位的三个简单规则，这三个规则分
别是：
 分离：此规则用于与个体周围的 boids 至少保持最短距离，以避免碰撞到它们。
 队列：此规则用来保持个体与其周围的 boids 的平均方向一致，然后用和它们
相同的速度以一个群组整体地移动。
 凝聚：此规则用来保证个体与该组的质量中心保持最短距离。
这三个简单的规则，就是实现一个现实化且相当复杂的鸟类群组行为所需要的一
切。它们也可以应用到没有修改或很少修改的任何其他实体类型的群组。在第 5 章中
我们将研究如何实现这样的群组系统。

1.3.5

路径跟随和引导

有时候，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角色跟随一个粗略引导或大概定义的路径，漫游在游
戏世界中。例如，在赛车游戏中，人工智能对手需要在道路上自行驾驶，而决策算
法（比如我们刚刚讨论过的 boid 群组算法）只能在决策方面做得不错。但最终，这
些都要归结于处理实际的动作和引导行为。引导人工智能角色的行为作为一个研究
课题已有几十年。在这一领域有篇显著的论文“ Steering Behaviors for Autonomous
Characters ”，作者同样是 Craig Reynolds，该论文发表于 1999 年的游戏开发者大会
（GDC）。Reynolds 将引导行为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行动选择：

策略，目标，计划

行为控制：

路径确定

动作：

关节动画

动作行为的层次

让我以 Reynolds 论文开头举的例子来解释这三个层次：“比如，几个牛仔在牧场
上牧牛，牛群中的一头牛远离了大部队。老板让牛仔找回走失的那头牛，牛仔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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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儿喊到：‘出发’，然后引导马儿去寻找这头牛，并有可能让它在沿途中避开障碍物。
在这个例子中，老板代表行动选择，他注意到世界的状态发生了变化（一头牛离开了
牛群），并设定目标（找回走失的牛）；牛仔代表引导级别，他把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简单
的子目标（接近牛、避开障碍物、找回牛），子目标对应于牛仔和马的引导行为。使用
各种控制信号（语音指令、马刺、缰绳），牛仔引导他的马向目标靠近。一般来说，这
些信号表示加速、减速、右转、左转等概念。马实现了运动层次。马儿输入牛仔的控
制信号，并根据信号向目标移动。这个动作是一些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马的
视觉、平衡能力，以及控制骨骼关节转动的肌肉。”
然后，他提到了如何为个别人工智能角色设计和实现一些常见和简单的引导行为。
这些行为包括：搜寻和逃离、追逐和逃脱、徘徊、到达、避障、墙跟随、路径跟随。
我们将在第 6 章中用 Unity 实现这些行为。

1.3.6

A* 寻路算法

在许多游戏中，你可以找到跟随着玩家的怪兽和敌人，或者避开障碍到达指定的
位置。比如，在一个典型的即时战略（RTS）游戏中，你可以选择一组单位，点击一个
你希望他们移动到的地点，或者点击一个敌方单位来攻击他们。我方单位需要找到一
条能够到达目标，且在过程中不和障碍物相撞的路径。敌人的单位也需要有能力做同
样的事情。障碍物对于不同的单位来说可以是不同的。比如，一个空军单位应该能够
越过一座山，而陆军单位则需要在山的周围另选路径绕行。
A *（读作“ A star ”）是一个因其良好的性能和准确性，而被广泛应用于游戏的寻
路算法。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比如，我们希望部队从 A 点移
动到 B 点，但有一堵墙挡在中间，部队不能直奔目标。所以，我们的部队需要找到一
种能够在避开墙壁的同时到达 B 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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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视角的地图

我们正在看一个简单的 2D 示例。但是同样的概念也可以应用于 3D 环境中。为了
找到从 A 点到 B 点的路径，我们需要了解地图上更多的信息，如障碍物的位置。为此，
我们可以将整个地图分裂成小图块，并用网格的形式来表示整个地图，如下图所示：

用 2D 网格表示的地图

这些小图块也可以是包括六边形和三角形在内的其他形状。但在这里我们只使用
正方形图块，因为它十分简单，也足以满足这个场景的需求。用网格的形式表示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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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来简化搜索区域，这在寻路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现在，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小
小的 2D 数组来表示我们的地图了。
地图现在由 25 个图块（5 格 ×5 格）来表示，可以开始搜寻到达目标的最佳路径
了。怎么做呢？计算邻近起始图块的每一图块到达起始图块的移动成本（这些图块必
须在地图上且没有被障碍物占据），然后选择移动成本最少的图块。
如果不考虑斜线移动，那么玩家将有四个邻接图块可以选择。现在，我们需要知
道两个数据来计算每个邻接图块的移动成本，姑且称之为 G 和 H，其中 G 是从起始图
块移动到当前图块的成本，H 是从当前图块移动到目标图块的成本。
把 G 和 H 相加，就能得到最终的移动成本 F。我们可以使用公式：F= G+ H。

有效的邻接图块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使用一个叫作曼哈顿距离（也称为出租车几何）的简单方法，
在这个方法中我们只需计算介于起始图块和目标图块之间的图块总数，来获悉它们之间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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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的计算

上面的图表示了用两种不同的路径来计算 G 的方法。我们只是加 1（移动过一个
图块的成本）到前一图块的 G 值，以获得目前图块的 G 值。我们还可以给不同类型的
图块不一样的移动成本。例如，你可能想让斜线移动产生一个较高的移动成本（如果
你正在考虑它们），或让它们占用特定的图块，比如池塘或泥泞的路。现在我们既然已
经知道了如何计算 G，接下来就去看看 H 的计算。下图显示了从不同的起始图块到达目
标图块的 H 值。你可以尝试计算它们之间的方块，以了解我们是如何计算出这些值的。

H 的计算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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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计算 G 和 H 的值。让我们回到最初的例子来计算从 A 点
到 B 点的最短路径。首先选择起始图块，并找出有效的相邻图块，如下图所示。然后
计算每个图块的 G 值和 H 值，分别如图块的左下角和右上角所示。然后得出最终的移
动成本 F，即 G+ H，如图块的左上角所示。很明显，紧挨起始图块右侧的图块的 F 值
最小。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图块作为我们下一个移动的目标，并将前一个图块存储下来，
作为其父图块。父图块在后续追溯最终路径时，将会非常有用。

起始位置

从当前图块开始，我们再次进行相似的流程，确定出有效的邻接图块。这次只有
在顶部和底部有两个有效的邻接图块，我们已经检查过左边是一个起始图块，障碍物
则占据了右侧的图块。我们先计算出 G 和 H 的值，然后得出所有邻接图块的新的 F
值。这次我们的地图上有四块邻接图块具有相同的移动成本 F=6。那么，选哪一个图
块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图块，在本例中这并不重要，因为不论选择了
哪个图块，最终我们也会找到所有图块的最短路径，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移动成本。
通常情况下，我们只需选择最近加入邻接图块列表中的那个图块。这是因为我们稍后
将使用某种数据结构，例如列表，来存储那些我们考虑下一步有可能移动到的图块。
所以，选择最近添加到列表的图块，要比从头到尾搜索列表，寻找之前添加进去的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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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的图块要快很多。
在本例中，我们只是随机地选择了下一个要测试的图块，就是为了证明这样其实
也能够找到最短路径。

第二步

所以，我们选择了用红色边框高亮显示的图块，然后再次检查邻接图块。在这个
步骤中，只有一个邻接图块，计算出 F 值为 8。因此，到目前为止最低的移动成本仍
然是 6，我们可以选择任意一个 F 值为 6 的图块。

第三步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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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从所有移动成本为 6 的图块中随机选择一个，如果我们不断重复这个
过程，直到到达我们的目标图块，那么最终我们将得到一个包含每个有效图块的移动
成本的面板。

到达目标图块

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目标图块的父图块，从目标图块开始往回追溯。这会
得出类似下图的路径：

回溯路径

这就是 A * 寻路的核心概念，无需提供任何代码。A * 寻路在人工智能寻路领域中

18

Unity 3D人工智能编程

导航网格采用凸多边形来表示地图中人工智能实体可以行进的区域。使用导航网
格的一个最重要的好处是，它提供了比航点系统更多的环境信息。因为我们知道了哪
些是人工智能实体可以安全行进的区域，所以现在就可以有把握地调整我们的路径了。
使用导航网格的另一个好处是，我们能对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实体使用相同的网格。
不同的人工智能实体可以有不同的特性，例如大小、速度和运动能力。人工智能飞行
生物或人工智能车辆也许不能很好地利用一套专为人类设计的航点，它们会需要一套
不同的航点，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导航网格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但是基于一个场景生成导航网格程序是个有些复杂的过程。幸运的是，Unity3.5
引入了内置导航网格生成器（只有专业版才有这个功能）。由于这不是一本关于人工智
能核心技术的书，我们不会去过多地讨论如何生成和使用这样的导航网格。取而代之
的是，我们将学习如何使用 Unity 的导航网格生成功能来轻松地实现我们的人工智能
寻路。

1.3.8

行为树

行为树是另一种人工智能技术，用来表现和控制人工智能角色背后的逻辑，现在
已经广泛应用于一些像 Halo 和 Spore 这样的 AAA 游戏中。之前我们已经简要介绍过
有限状态机，它基于人工智能角色所处的不同状态以及状态之间的转换，提供了一个
定义人工智能角色逻辑的非常简单的方法。然而，有限状态机不仅难以规模化，还难
以重复利用现有逻辑。为了支持所有的场景，我们需要添加许多状态和硬编码的转换，
但我们更希望人工智能角色自己能够适应不同的场景。所以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我们
需要一个更具扩展性的方法。行为树就是这个更好的方法，它可以应用于越来越复杂
的人工智能游戏人物。
行为树的基本元素是任务，有限状态机中的主要元素是状态。这些任务有顺序节
点、选择节点以及并行节点等。这些是相当难理解的。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
看示例。让我们试着把示例中的有限状态机转换为行为树。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转换和
状态都分解为任务。

are a better way to implement AI game character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 basic elements of behavior trees are tasks, where states are the main elements
for FSMs. There are a few different tasks such as Sequence, Selector, and Parallel
第1章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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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rator. This is quite confusing. 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is to look at an19
example. Let's try to translate our example from the FSM section using a behavior
tree. We can break all the transitions and states into tasks.

玩家在视线范围内？

攻击

丢失 / 杀死玩家？

追逐

距离足够攻击？

巡逻

Tasks
任务

Introduction to AI

让我们来看看行为树的选择节点任务。选择节点任务由一个圆圈和中间的问号表

Let's look at a Selector task for this Behavior tree. Selector tasks are represented with
示。首先，它会选择攻击玩家。如果“攻击”任务成功，那么选择节点任务完成并返
a circle and a question mark inside. First it'll choose to attack the player. If the Attack
task
returns success, the Selector
task is done and will go back to the parent node, if
回到父节点（如果父节点存在）
。如果“攻击”任务失败，那么它会尝试“追逐”任务。
there is one. If the Attack task fails, it'll try the Chase task. If the Chase task fails, it'll
如果“追逐”任务失败，那么它就会尝试“巡逻”任务。
try the Patrol task.

？
[ 23 ]

攻击

追逐

巡逻

Selector task

选择节点任务

What about the tests? They are also one of the tasks in the behavior trees.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Sequence tasks, denoted by a rectangle with an
那么检测呢？它们也是行为树的任务之一。下图展示了顺序节点任务的使用，顺
arrow inside it. The root selector may choose the first Sequence action. This Sequence
序节点任务用一个中间画有箭头的矩形表示。根选择节点可能会选择第一个顺序节点
action's first task is to check whether the player character is close enough to attack.
If动作。这个顺序节点动作的第一个任务是检查玩家角色的距离是否接近到可以进行攻
this task succeeds, it'll proceed with the next task, which is to attack the player. If
the Attack task also returns success, the whole sequence will return success, and the
击。如果任务成功完成，它会继续执行下一个任务，那就是攻击玩家。如果“攻击”
selector
is done with this behavior, and will not continue with other Sequence tasks.
If the Close enough to attack? task fails, then the Sequence action will not proceed to
the Attack task, and will return a failed status to the parent selector task. Then the
selector will choose the next task in the sequence, Lost or Killed Player?.

Selector task

What
the tests?
They are also one of the tasks in the behavior trees. The
Unity
3D人工智能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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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Sequence tasks, denoted by a rectangle with an
arrow inside it. The root selector may choose the first Sequence action. This Sequence
action's first task is to check whether the player character is close enough to attack.
If任务也返回了成功，整个顺序节点都将返回成功，选择节点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终止，
this task succeeds, it'll proceed with the next task, which is to attack the player. If
the Attack task also returns success, the whole sequence will return success, and the
并且不会继续执行其他顺序节点的任务。如果“距离接近到可以攻击”这一任务失败
selector is done with this behavior, and will not continue with other Sequence tasks.
If了呢？那么顺序节点动作将会继续“攻击”任务，并且将会向父选择节点任务返回一
the Close enough to attack? task fails, then the Sequence action will not proceed to
the Attack task, and will return a failed status to the parent selector task. Then the
个失败的状态。然后选择节点将会选择顺序节点中的下一个任务“丢失或杀掉玩家”。
selector will choose the next task in the sequence, Lost or Killed Player?.

？

距离足够
攻击？

攻击

丢失 / 杀死
玩家？

巡逻

玩家在视线
范围内？

追逐

Sequence
tasks
顺序节点任务

另外两个常用的组件是并行节点和装饰节点。并行节点任务会同时执行其所有的
[ 24 ]

子任务，而顺序节点任务和选择节点任务只会逐个执行它们的子任务。装饰节点是另
一种类型的任务，它只有一个子任务。装饰节点可以改变其子任务的行为，其中包括
是否运行其子任务，应该运行多少次，等等。
在第 9 章中，我们将研究如何在 Unity 中实现一个基本的行为树系统。Unity 资源
商店中有个免费的附加组件 Behave。这是一个实用且免费的 GUI 编辑器，可以用来设
置人工智能角色的行为树，随后我们将详细研究它。

1.3.9

运动

动物（包括人类）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肌肉骨骼系统（运动系统），能够让他们使用
肌肉和骨骼系统移动身体。在爬梯子、上楼梯或者在不平坦的地面行走时，我们知道
在哪里下脚，我们知道如何保持平衡，我们摆出各种想得到的姿势使身体保持稳定。
我们可以用骨骼、肌肉、关节和其他组织来做以上所有的事，这就是我们的运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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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可以自动地协调我们的步行 / 跑步周期，并调整腿部骨骼的运动以确保脚
步正确落地。它也可以为特定的速度和方向，或任意平面、台阶和斜坡调整原始的动
画。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学习如何使用这个运动系统，把真实的移动应用到我们的
人工智能角色上。

1.3.10

Dijkstra 算法

Dijkstra 算法以其设计者 Edsger Dijkstra 教授的名字命名，它是在不含权值为负的
边的图中求最短路径的最著名的算法之一。这个算法最初在设计的时候，是用来在数
据图论的背景下解决最短路径问题，以及用来寻找从一个开始节点到图中所有其他节
点的最短路径的。因为大多数游戏只需要寻找从开始点到一个目标点的最短路径，所
以这个算法找到的其他路径都不是特别有用。一旦我们从开始节点找到了目标节点，
我们就可以停止这个算法，但是它仍然会继续试着寻找所有它访问过的节点的最短路
径。因此这个算法在大多数游戏中的应用都不是特别有效，我们也不打算在本书中展
示 Dijkstra 算法的 Unity 示例。
但是，当人工智能需要对地图进行战术决策时，Dijkstra 算法仍是一个重要算法。
它在游戏之外也有很多应用，比如查找网络中最短路径的路由协议。

1.4

本章小结
游戏领域的人工智能和学术领域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是不同的。学术领域的人工智

能尝试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并需要在不消耗过多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证明某个理论。
游戏领域的人工智能致力于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构建对于玩家来说看上去很智能的
NPC。游戏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有挑战性的对手，让游戏玩起来更加有趣。我
们也大概了解了应用在游戏中的不同的人工智能技术，比如有限状态机（FSM）、随机
性和概率、感应器和输入系统、群组行为、路径跟随和行为引导、人工智能寻找路径、
导航网格的生成、行为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学习如何在 Unity 中实现这些
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