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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游戏产业的现状
 数字媒体系的使命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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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游戏？

 游戏的最初方式是非对抗性的、友好的体力与技巧比赛。


英文中的单词是Game，译意是“比赛、竞赛、游戏”

 游戏从单纯的体力活动逐渐向体力与脑力结合的方向发展，甚至出现了
游戏从单纯的体力活动逐渐向体力与脑力结合的方向发展 甚至出现了

一些纯粹的脑力活动。


比如棋类和牌类游戏的发明。

 进入科技时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被运用到了娱乐行业中，最

终能够以计算机的运算代替原来必须由人来承担的角色，此时的游戏更
多的是一种为了娱乐的活动


在电视机普及以后，游戏通过电视游戏机进入了家庭。



随着家用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游戏又进入了计算机。






Console game
PC game

随着网络的发展，游戏进入了网络世界


Online game

什么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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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的内容
 游戏和戏剧、电影一样，是一种综合性艺术，一种融合了技术的、更
高层次的综合艺术。



游戏被称为继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诗歌（文学）、舞蹈、戏剧、电
游戏被称为继绘画
雕刻 建筑 音乐 诗歌（文学） 舞蹈 戏剧 电
影（影视艺术）之后的人类历史上的第9种艺术。
高雅

什么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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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的技术
 “以计算机为操作平台，通过人机互动形式实现的、能够体
现当前计算机技术较高水平的 种新形式的娱乐方式 ”
现当前计算机技术较高水平的一种新形式的娱乐方式。”


Dos, Windows, X‐box, PS2,Brew等




计算机游戏是一个让玩家追求某种目标,并且让玩家可以获得某种“
胜利”体验的娱乐性文化产品。






通俗



狭义理解，游戏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既要有内涵，又要好玩。



虚拟的世界具有“价值“
虚拟的世界具有
价值
游戏世界的“秩序”

计算机游戏也是一种软件。



如易用性、稳定性等

游戏必须具有高度的互动性


技术实现

什么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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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的运行平台
 PC




Window Series + Direct‐X
Direct X

独立游戏平台
PS2
Xbox
 ……





网络游戏平台
点对点
局域网
 服务器－客户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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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的玩家
 计算机游戏提供了挑战的机会和场所
 计算机游戏具有虚拟的社会性
 计算机游戏提供玩家独处的经历
 计算机游戏能提供满足感
 计算机游戏能提供情感的体验
 计算机游戏能提供幻想
 。。。。。。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1）

视频游戏发展历史

 计算机游戏的开篇
计算机游戏的开篇：
 计算机游戏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2）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
 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游戏类型也丰富起来，除传统的冒险、动作和
射击游戏外，还出现了角色扮演、策略、战争和体育等风格各异的游
戏。




20世纪90年代初期，光盘的大容量储存空间和多媒体技术令游戏开发
者得以在游戏中加入大量精致的图片、动画和优美的音乐。




随着Windows系统被广泛使用，电脑游戏也开始从DOS平台向Windows平
台迁徙。

一大批中小游戏工作室成长起来，优秀的人才和作品层出不穷，美国的电
脑游戏业步入了它的第 个黄金时代
脑游戏业步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97年，“第一网络游戏”的头衔被“网络创世纪”摘走，它开启了
美国的网络游戏市场 。


之后越来越多的专业游戏公司开始涉足网络游戏的研发

1961年运行于PDP‐10上的
1961年运行于PDP
10上的“太空大战”
太空大战
1978年TRS‐80上的冒险岛
 正是这款不起眼的游戏开启了今天近百亿美元的电脑游戏市场
。，

在雅达利、任天堂、世嘉等家用游戏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
情况下，打开了 片属于自 的生存空间
情况下，打开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3）
 中国的游戏产业


中国内地的电脑游戏业在90年代中期刚刚拉开序幕
 北京金盘电子有限公司在1994年10月推出了自主研发的“神鹰突击队”。



1996年，中国的计算机游戏业在“仙剑奇侠传”和“剑侠情缘”的步入辉煌
 大批知名或不知名的公司涌入游戏市场，其中既有出版社、硬件厂商、软件厂商，
也有许多根本不具备研发实力的兴趣小组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3）
 中国的游戏产业
1997年底，国产单机游戏的大环境急转直下，大批中小公司甚至尚未有产品问世即
告解体。



1998年，泡沫的破裂。金盘电子、腾图电子和前导软件的退出，国产游戏
全面亮起红灯。



1998年，MUD网络游戏却异常火热，国内先后出现了“夕阳再现”、“碧海银沙”
、“驰骋天下”、“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一批MUD游戏
 台湾、韩国的游戏登陆中国内地，开启了今天数10亿的网络游戏市场
 “万王之王”、“网络三国”和“石器时代”
“万王之王” “网络三国”和“石器时代”
 盛大网络在大陆运营“传奇”，成为大陆网络游戏市场上的霸主 ，并在美国上市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
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史（5）
 游戏产业的发展趋势
 高清晰度电视
 DVD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漫游系统
视觉
触觉
 运动
 声音



2002年，网络游戏的空前繁荣
年
游戏的 前繁荣
 2002年9.1亿元的市场规模到2003年前两个月就有25款游戏同时测试的盛况
 2005年推出网络游戏工程





移动平台：palm pilot，3D移动电话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1）
 计算机游戏的流派和类型的提出，是游戏作为
计算机游戏的流派和类型的提出 是游戏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发展到一定
种娱乐形式发展到 定

成熟程度的标志。


代表着游戏设计理论的提高，也同样体现着游戏在社会和玩家中影响的扩大。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2）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要素
 最主要的有4项：主题、故事情节、视觉风格和游戏机制
（gameplay
g

 计算机游戏流派的分类主要是面向游戏的设计人员。




他们在设计游戏时，需要将各种错综复杂的主题分门别类，在一个较小的范围
内，利用现有的、有某种固定模式的可行技术来予以表现，这样就诞生了计算
机游戏的流派。
机游戏的流派
弥补技术上的局限性，游戏设计人员必然要做出某种妥协，局限于某个流派的
设计规律，从特定的视角来界定可实现的游戏主题和范围；

 计算机游戏类型的分类主要是面向不同玩家。
 某种流派的游戏风格在玩家中得到广泛认同，形成了特定的玩家群体。
某种流派的游戏风格在玩家中得到广泛认同 形成了特定的玩家群体
 使得玩家群的划分更明确合理，牢牢抓住这个类型的基本玩家群，然后

再进一步吸引边缘性的玩家群体

 游戏流派和类型的形成
 初始阶段，流派类型的特征可能在各个游戏中显现，这个
游戏显现一点，那个游戏显现一点。
 确立阶段，游戏流派的独立性被承认，其特有的规律被总
确立阶段 游戏流派的独立性被承认 其特有的规律被总
结归纳，并有玩家群体成为这种游戏类型的铁杆支持者，
或者是专业的玩家；
 融合阶段，一个游戏流派在进入成熟期后，必然要有所变
融合阶段
个游戏流派在进入成熟期后 必然要有所变
革和发展。新的要素会被引入，或者和其他类型融合，等
待着形成新的流派和类型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3）
 角色扮演类，RPG
角色扮演类 RPG




RPG游戏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游戏
类型之一，有“电子小说”的美
称
称。


日式RPG游戏




第一视角射击游戏


FPS是从美国流行起来的一种游戏流派和类型，它在融合了迷宫游戏和动作游戏的特点后，引入
第一视角和三维图形，使得游戏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代表作有“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系列和“勇者斗恶龙”
（Dragon Quest）系列。

沉浸感的提高
交 性 提高
交互性的提高

典型的FPS游戏组成



由一系列的关卡组成，每个关卡都有自己独特的三维场景；玩家在一个关卡中要完成一组使命和
目标，才能进入下一关；同时，
游戏中也有一组NPC人物，它要阻碍（敌方）和帮助（友方）完成任务。

美式RPG游戏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4）

代表作有“伯德之门”和“Diablo”
系列。

在RPG游戏中，一般是以某一名
人物作为主人公，以这名人物的
生平为主线，所有故事都围绕这
名主角展开，有相当明确的游戏
主线索和非常充实的故事内容。
线索和非常充实的故事内容



目前FPS发展的一个趋势是：NPC的人工智能水平大大提高，有了战术配合，被FPS长期
忽略的故事性也越来越得到强化，而且，联网对战使得FPS更加刺激。受到空前好评的
游戏 半条命 就代
游戏“半条命”就代表了这一趋势
势

《英雄萨姆》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5）


动作类游戏，ACT




“魂斗罗”、“双截龙”等曾经风靡一时，最早的玩家们也被冠以“闯关族”之称，玩家要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最终打倒大魔头。
ACT游戏侧重于手眼协调和条件反射，每一关的敌人都是从固定的地方跳出来，按固定的轨迹运动。
ACT游戏的乐趣就在于玩家通过不断的训练达到某种技巧上的娴熟，并培养出一定的条件反射。




一种行云流水的流畅感觉。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6）
 格斗游戏，FTG
格斗游戏 FTG





三维图形使得二维ACT游戏的游戏规则受到了破坏


FTG也是一个长盛不衰的游戏类型，如“街霸”和“铁拳”系列
其基本特征是在一个狭小的场景里，通过复杂的按键序列使双方角色进行
一对一的打斗。
对 的打斗。


运动路径不再是固定的，视角和镜头的处理更为复杂，为玩家的观察和控制带来了困难




二维格斗游戏一般使用平视镜头
三维格斗游戏一般使用第三视角。
FTG游戏的背景一般固定不变，玩家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手身上。

目前的三维
目前的三维ACT游戏可以看作是FPS和冒险类游戏的混合类型
游戏可以看作是
和冒险类游戏的混合类型


“古墓丽影”系列，并改编成电影

 目前FTG的发展趋势是三维场景变得更复杂、庞大，可以使用场景里

的道具，以及使用物理模拟来使打斗更符合现实世界的力学原理。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7）
 实时策略游戏 ，RTS
RTS
 RTS游戏的经典之作是从1992年的“沙丘2”和1995年的“命令与征服”开始的,有很
多成熟的作品




如“魔兽争霸”和“帝国时代”等，

RTS游戏中的策略，既包含广义的策略，也包含狭义的策略。
游戏中的策略 既包含广义的策略 也包含狭义的策略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8）
 回合制策略游戏，TBS
回合制策略游戏 TBS



广义策略，是指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意志和维护国家利益；
狭义策略，是指用来击败敌人的各种军事手段。






TBS是很古老的一种游戏类型，早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无法在游戏中实现真
正的实时对抗，于是回合制策略游戏就作为一种妥协方案被推出。
在回合制游戏中，玩家和敌方交替采取行动，只有当玩家完成自己的操作
后，敌方才能开始考虑对策并实施行动。
《英雄无敌》

RTS游戏问世后，TBS游戏已经呈现衰落。

所谓实时，是指玩家在进行紧张的排兵布阵的时候，敌方也在进行各种操作。当玩
家停下来的时候，敌方不会停下来等他。双方都在和时间赛跑，使得游戏更加紧张
激烈。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9）
 模拟游戏
模拟游戏，SLG（日式）或者SIM（美式）
SLG（日式）或者SIM（美式）
 玩家在游戏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以俯视众生的姿态来看待他所创
造的世界和世界中的芸芸众生的活动。游戏的乐趣来自于领导者的
领袖欲望和管理发展的成就感 游戏没有明确的目的
领袖欲望和管理发展的成就感。游戏没有明确的目的，一般是开放
般是开放
式结局。


日本的模拟游戏主要以粗糙的数学模型和复杂的数字式管理为基础进行
策略模拟 基本不涉及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认知模型
策略模拟，基本不涉及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认知模型。



美国的模拟游戏是对现实世界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模拟，交互性更强，往
往使用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
往使用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



如“三国志”、“心跳回忆”系列，



如“模拟人生”、“模拟城市”、“模拟医院”等。



一个重要子类是功能模拟游戏，它是模拟现实世界中的某种机器（
如飞机、坦克）的功能，玩家是一个飞行员或者坦克驾驶员。它的
实
实
主要目标是真实再现现实世界的机器原型，培养玩家掌握控制这种
机器的技能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10）
 冒险游戏 ，AVG
 AVG游戏是以故事、冒险和解迷为要素。玩家扮演一个
角色，在充满悬念的故事情节的指引下，一步步探索游
戏中的未知世
戏中的未知世界。在探索过程中合理地使用道具，揭开
在探索过程中合 地使用道具 揭
各种迷底，最终破解了整个故事的秘密。
 在画面的构成上更注重电影镜头和剪辑技术，以求达到
在画面的构成上更注重电影镜头和剪辑技术 以求达到
冒险的刺激和悬念效果
 和RPG游戏相比，AVG游戏节奏慢，故事流畅，充

满悬念，需要动脑筋。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11）
 体育类游戏
体育类游戏，SPT
SPT
 体育类游戏可以涵盖3个层次：管理、战术和技能，如FIFA系列
。
在技能方面，单纯地模拟某项运动，比如模拟打高尔夫球的游戏；
在战术方面，比如足球游戏中的团队配合和排兵布阵；
戏
 在管理方面，包括俱乐部的管理和球员的培训。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
计算机游戏的分类（12）
 其它的流派和类型
 益智类游戏、养成类游戏和其他比较难分类的游戏。
 游戏的流派和类型的分类是一种习惯和约定俗成，相互之间也
游戏的流派和类型的分类是 种习惯和约定俗成 相互之间也
不是界限分明，其实用性大于理论性。
 在设计
在设计一款新的游戏时，绝不要被当前的游戏类型所束缚，要
款新的游戏时，绝不要被当前的游戏类型所束缚，要
敢于在传统游戏类型上加以创新和变革。

游戏发展的趋势
 逐渐向混合类型的方向发展着，可以改进单一游戏模
逐渐向混合类型的方向发展着 可以改进单 游戏模

中国游戏产业的现状

式的单调性，增加游戏的可玩度，提高玩家对游戏的
兴趣 。


越来越多的游戏离开了典型游戏类型的范围，在原有的游戏类型上
融入了其他类型游戏的因素
融入了其他类型游戏的因素。
 赛车类游戏‐‐‐‐体育类与模拟类的混合



近年来混合类型的游戏所占比例逐年升高，种类也逐渐增加，明显
可以看出混合模式游戏将占据主流的趋势。

今日中国
 一些简单的事实
些简单的事实
 16亿人口
 快速增长的城市中产阶级
 有牢固的经济实力
 ***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在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了WTO
 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全世界的企业。
 中国东部的沿海城市正在快速发展。

动画游戏产业国内外现状
 动漫产业
 在美国、英国和荷兰这些动画片的制作强国，动画产业在国
民生产总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日本的动画产业更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
 游戏产业：已经超过电影产业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动漫和游戏产业？
 动画游戏产业均属于文化产业
 朝阳产业、无污染

技术需求







动画：卡通动画、三维动画
更大的推动力来自电影高端需求
大部分电影大片采用了动画和数字特效技术
三维动画片或动画电影要求高质量的画面
符合导演要求的高度逼真画面和运动





画面的真实感、运动的真实感
节约成本
制作一些拍摄无法完成的画面
。。。

全球计算机动画市场规模预测图， 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 The Roncarelli Report

案例分析

中国的游戏产业

 案例#1: WayAhead
WayAhead– 外国投资，
外国投资 本地工作室，
本地工作室 未开发的市场

 3个范畴
 销售者
 出版商
 开发者





 数字媒体系的目的是培养研发者！






案例分析
 案例#2:
案例#2 Koei事件–
Koei事件 文化上的抵触









Koei是一家以模拟历史/策略游戏出名的公司。
在1997， Koei决定制作模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游戏。
中国的本地雇员被要求将一些东条英机的照片集成进游戏中。
遭到本地雇员的抗议， 并且停止了他们的工作。
中国的报纸无情地把事件变成了一次民族主义的宣传运动。
最后中国政府要求Koei向中国人民道歉。
游戏最终在国外完成并在海外市场发行
游戏最终在国外完成并在海外市场发行。
Koei在中国仍然管理着两间开发工作室。

在1994年， 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和平技术资金投资了
$200,000与一家中国公司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 即WayAhead公司。
国外的风险资金使它成为中国第 家PC游戏公司
国外的风险资金使它成为中国第一家PC游戏公司。
新公司的重点是为本地的市场开发和销售PC游戏。
由于有$200,000的资本， 公司开始快速扩张。在3年之内， 它已经成
为中国最大的游戏公司， 然而WayAhead的扩张超出了市场的承受能
市
受
力。
投资者决定撤资。
1998公司歇业。 整个本地产业陷入了低谷。

案例分析
 案例#3: Ubisoft的成功故事
 Ubisoft之所以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外国游戏公司是由于他们的以
下策略。
 策略1:
策略 在1996
在
Ubisoft建立了开发中心并且招募了大约300位本
建立了开发中心并且招募了大约
位本
地的美术家和程序员为海外的市场开发控制台游戏。
 策略2: 在本地的开发中心开始正常运作之后， Ubisoft慎重地扩
展他们的活动领域
 收集本地的市场信息。
 试着理解在中国游戏怎么被出版和销售。
试着理解在中国游戏怎么被出版和销售
 将游戏投放在一些局部地区以测试产品的市场潜力。
 在中国建立品牌意识。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案例#3: Ubisoft的成功故事

 案例#4: 学生创业

结果是令人惊讶的– Ubisoft不仅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廉价的
劳动力来降低成本， 而且也占领了中国1/3的 PC游戏市场
。
 因为Ubisoft已经获得了本地市场的宝贵经验和知识， 外国
公司纷纷让Ubisoft 在中国推广他们的游戏。
 Ubisoft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也成为外国公司的典范。
 许多日本公司也在采用Ubisoft
许多 本
也在采
的做法。
做




陈博：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2003年3月‐
2004年5月，在UTSTARCOM工作；2004年5月，与朋友共
同创立杭州博求科技有限公司(BOOQIO) 现杭州乐堂科技
同创立杭州博求科技有限公司(BOOQIO)。现杭州乐堂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新、王军 杭州海爪软件CEO 虚拟社区游戏

市场情况

用户情况

 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005年为37.7亿元
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005年为37 7亿元

人民币，比2004年增长52.6%。预计2010年中国网络
游戏出版市场销售收入将达到17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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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络游戏用户数在2005年底达到2634万，比2004
中国网络游戏用户数在2005年底达到2634万 比2004

年增长了30.1％。网络游戏用户数从2006年到2010年的
年复合增长率为 3 7%，远比互联网用户数增长率高。
年复合增长率为13.7%，远比互联网用户数增长率高。
 付费网络游戏用户数2005年达到1351万，2006－2010
年付费网络游戏用户数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4.4%，同总
的网络游戏用户数增长率相近。
 网络游戏用户数及付费网络游戏用户数的年增长率开始
逐年下降 其原因包括 用户基数逐年增大 用户年龄
逐年下降，其原因包括：用户基数逐年增大；用户年龄
段仍集中在16－30岁间，16岁以下及30岁以上增长相
对平缓。
对平缓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实际销售收入（亿元）
增长率

游戏研发团队的情况
 2005年全国网络游戏原创力量调查中，全国参与调查厂商给出数
年全国网络游戏原创力量调查中 全国参与调查厂商给出数

据统计程序人员共1296人较之2004年977人增加319人、美术人员
1738人较之2004年1458人增加280人、策划人员722人较之2004
年
年708人增加14人、测试人员419人、非技术开发人员7052人较之
人增加 人 测试人员
人 非技术 发人员
人较之
2004年的1889人增加了51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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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研发团队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行业开发人员仍然存在巨大缺口。虽然各类型的
首先 行业开发人员仍然存在巨大缺口 虽然各类型的

游戏开发人才培训学校也纷纷涌现，但从整体上来说，
整个行业仍然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
整个行业仍然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


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增加了200%强，但是其中的专业技术人员
，却仅仅从2004年的3143人增加到4175人，增长幅度仅为32%
。其中策划人员的数量增长更少，仅从708人增长至722人，1
年间仅仅增加了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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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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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行业交流与经验积累匮乏、开发工具及标准不统

一、研发型公司的市场意识薄弱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研发型公司的市场意识薄弱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网络游戏研发团队面临的机遇

游戏课程开设的背景

 中小型网络游戏开发公司或团队需要适当地规避与大公

 游戏产业的飞速发展
 2005年1月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游戏产业年会
 游戏产业GDP2003年是13.2亿元，2004年已经达到58亿

司正面交锋的可能，巧妙地利用内外两个有利机遇，逐
渐壮大自身。




内者向中小城市及内陆发展，强调地方特色，避开在全国市场
上资金投入太大，与大公司正面交锋胜算太少的不利因素，结
合地方上的优势 立足于发展 省 市的用户 以中国人口基
合地方上的优势，立足于发展一省一市的用户。以中国人口基
数之众，能吃透一省市场，便足以立于不败之地。
外者向海外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北美、澳洲等华人为数众多
的地区，利用语言及文化上的天然优势，迅速打开当地市场，
一些强势产品甚至可以登陆韩国、欧美等主流市场。如蜗牛的
《航海世纪》在韩国反响良好 金山的《剑侠情缘
《航海世纪》在韩国反响良好，金山的《剑侠情缘online》越南
》越南
在线人数高达数万，均为可供借鉴的成功案例。

 国家对交互式数字娱乐业的逐步重视
 863设立游戏开发引擎的专项资助
设立游戏 发引擎的专项资助
 浙江理工大学数字媒体系的成立
 《计算机游戏程序设计》将是必修课
 学院的支持
 老师以及在座的各位同学

游戏产 的发展瓶颈
游戏产业的发展瓶颈
 游戏产业发展的瓶颈
 一是人才缺乏，特别是水平高、经验丰富的中高级开发人才严
重短缺；
 二是游戏引擎技术落后，品种少、功能弱，严重影响游戏的开
是游戏引擎技术落后 品种少 功能弱 严重影响游戏的
发水平；
 三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质量的民族网络游戏作品数量少，
自主研发与引进产 结构失衡 产业链 合
自主研发与引进产品结构失衡，产业链不合理；
 四是引进的游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
播，也不利于满足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精神需求和健
康成长；
康成
 五是许多中国企业代理境外游戏作品但不掌握核心技术，导致
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使非法网络游戏出版有机可乘。
身 合
使
络
版
可

游戏产 的人才需求
游戏产业的人才需求
 高薪难聘游戏人才





目相看时，却突然发现中国根本没有正规的游戏教育。


游戏企业不得不沿用师傅带徒弟的育才模式，使得游戏人才培
养的效率很低 并缺乏系统性
养的效率很低，并缺乏系统性。



 游戏程序设计的从业门槛并不高。经过
游戏程序设计的从业门槛并不高。经过一定的专业领域
定的专业领域

知识培训，有一到两年编程经验的程序员都可以胜任计
算机游戏编程。


大多数程序员并没有投身到游戏开发这一领域中来
大多数程序员并没有投身到游戏开发这
领域中来
 觉得游戏开发是个神秘领域，对游戏开发的专业领域知识不甚了
解而感觉自己无法胜任。


本课程将着重介绍计算机游戏程序设计的专业领域知识

大专院校开设的游戏软件开发相关专业较少，培训方法不得当，大部分设
计人员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摸索，很难达到较高水平。
由于游戏是一种集剧情故事、美术、音乐、动画、程序等技术为一体的复
合艺术，所以一名游戏从业人员必须兼具软件行业专家和艺术家的创造力
，而当前符合这一要求的人才却是少之又少。因而专家呼吁，培养游戏软
件专业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
件专业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

 游戏产业的需求预测




游戏开发人才培训的现状
 中国游戏产业的超高速增长让人们对游戏产业的价值刮

月薪8000元难招高人 游戏软件开发人才奇缺

我国现有网络游戏玩家3000万，而全国包括美编在内的专业网络游戏
我国现有网络游戏玩家3000万
而全国包括美编在内的专业网络游戏
技术人员只有不到3000人。统计下来，目前国内专业网游人才的缺口
高达60万名。
http://games sina com cn 2004
http://games.sina.com.cn
2004‐09‐16
09 16 10:18 新闻晨报

游戏开发人才所需知识














计算机编程
软件工程
二维图像处理
三维计算机图形学
计算机动画
网络
音效
人工智能
人机交互
策划
剧情
美工
市场营销

游戏是什么
游戏是什么？

游戏的组成

 游戏程序员看游戏
 游戏”只是一个具有某种“逻辑”和某些“数据”的结合体

事件处理器

逻辑处理引擎

游戏内容和人
物行为

核心算法和规则

物理模拟子系统

 游戏的基本部件

游戏配置子系统
游戏中的综合数据库

菜单子系统

游戏 =

逻辑（Logic） +

联机帮助

数据（ Data）
图形引擎

用户界面

音乐子系统

声音引擎

图形数据

创意策划人员

音频信号

输入数据

艺术创作人员

游戏程序设计人员

硬件抽象接口

游戏开发的基本 念和方法
游戏开发的基本理念和方法（2）

游戏的运行流程
 游戏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按
游戏其实就是 个不断按

某种逻辑更新各种数据（
画面、声音等）的过程。




游戏的基本流程只是一个
连续的循环 它不断地按
连续的循环，它不断地按
某种逻辑来绘制新的图像
，并刷新画面
Dave Roderick曾形象地把
曾形象地把
游戏类比为一个带有前置
终端的实时数据库，该终
端实时地接受用户（玩家
）输入的各种交互指令
）输入的各种交互指令，
取出相应的数据，并“优
雅”地将这些数据以各种
形式（视觉、听觉等）展
现给用户。
现给用户

初始化
1．内存分配
2．构建表格
3．载入文件

 保证游戏数据的动态可调整性的技巧和策略
主菜单
载入
保存
Play



创建一个可以解析文本文件或者命令的子系统
 它能对游戏的初始化数据/参数进行动态地解释和配置，而不是简单地“启动”游戏的运行。



把游戏程序中的一些常数放置在文本文件中，这样，不需要重新编译就可以很容易地对这些参数进行修改。



所有的数据都不放在代码内。
 假设所有的数据内容都可以修改，或者将来可能被修改。



使用脚本来控制游戏的流程。
 脚本是定义各种行为控制的最简单的方式，它特别擅长定义游戏中顺序执行的步骤，或者各种等待触发的游
戏事件。



在编码实现中，时刻牢记把“逻辑”和“数据”分开的核心准则
在编码实现中
时刻牢记把“逻辑”和“数据”分开的核心准则
 即把复杂的游戏逻辑放在代码中，而把“数据”外置，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游戏的功能清晰性和可调试性。



避免重复的数据。
 如果你需要在不同的游戏场景中表现相同的人物行为，那么，只需要在一个地方实现，而在另一个场景中直
接调用就可以了。
接调用就可以了



在大型的复杂游戏开发中，需要另外的编辑工具代替手工编辑方式，方便于产生游戏数据的文本文件，如关卡编
辑器、脚本编辑器等。
 建构这些合适的编辑工具可谓是“磨刀不误砍柴功”，它们将十分高效地加快大型游戏的开发过程。

主循环

获得用户输入

键盘
鼠标
游戏杆

执行 Game play 逻辑

游戏逻辑：

AI

碰撞检测

运动

画面更新：
 背景动画


音乐，声效

输出到 buffer

内存

绘制到屏幕

显示器

同步至大约以每秒 30 帧
退出/循环
否

是

游戏 与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
游戏业与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
 历史回顾
 案例分析

Pong 1972

Tennis

(Intellivision)

1980

Vs. Tennis 1984

 未来展望

Super Tennis 1991

Tennis Arena 1998

Sega Sports Tennis 2002

All Star Tennis 1999

Night Driver 1976

Super Monaco GP
G 1989

Daytona USA 1994

Pitfall 1981

Auto Racing 1980

Pole Position 1982

Hard Drivin’ 1989

Gran Tourismo 1999

Boxing 1980

OutRun 1986

Virtua Racing 1992

GT3 2001

Karate Champ 1984

Street Fighter II 1991

Virtua Fighter 1993

Street Fighter 1987

Mortal Kombat 1992

Killer Instinct 1994

Virtua Fighter 2 1995

Soul Calibur 2 2003

案例分析

Super Mario Bros 1986 Super Mario World 1991

DAXTER FROM
Sonic The HedgeHog 1991

Mario64 1996

Gex 1995

Tomb Raider 1996

“JAK
JAK & DAXTER
DAXTER”

Crash Bandicoot 1996

Jak And Daxter 2000

时代

“黎明时期”

8色时代

实例

Space Inv., Pac Man

Mario

16色时代
Sonic

评价

就是文字

简单的人物

效果不错
32x32 16 色

象素

16x16 4 色或8 色

真实感

图像不清晰

可以辨别

完全可辨别

人性化

脸谱大众化

没有表情

简单快速的1维

运动性

有 点儿
有一点儿

有限

独特的

可笑

非常少

起步

技术标准

动画

时代
实例

16色

32色

第一个三维

时代

第一个三维

当前

高分辨率

Sonic

Gex

Crash, Spyro, Lara

实例

Crash, Spyro, Lara

Daxter, Ratchet, Sly

KingdomHearts, JakII

评价

吸引人

高分辨率

第一个三维

32x32 16色

64x64 256色

500 个三角形

真实感

可识别

和商标一样可识别
和商标
样可识别

更加真实

真实感

人性化

简单快速的1维

稍微好点

2维

人性化

独特的

独特的

复杂的

运动性

起步阶段

有限的

不错

评价
技术标准

运动性
动画

技术标准

动画

三维

可辨别细节

更精细的细节

500 个多边形

3,000多边形,有材质

12K 多边形, 材质

更为真实

越来越真实

更真实

二维

三维，全人性

三维

复杂的

无限

无限

不错

酷

酷

简单、有限的游戏
复杂，无限制的游戏

时代

高分辨率

未来

实例

KingdomHearts, JakII

???

电影级别
？？？

评价

更精细的细节

象电影

它就是电影！

12K 多边形, 材质

象电影

以小时计数

真实感

更真实

象电影

象电影

人性化

三维

三维

三维

运动性

无限

无限

象电影

酷

象电影

象电影

技术标准

动画

数字媒体系的使命与机遇

机遇与使命

机遇与使命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
十 五 规划纲要提出，“鼓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
鼓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包括动漫
包括动漫

 动漫产业指以
动漫产业指以“创意”为核心
创意 为核心，以动画和漫画为主要表
以动画和漫画为主要表

在内的数字内容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
 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颁发了由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十个部
委联合签署的“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 国办
发[2006]32号），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在全国设立了十多个国家
动画产业基地和动画教学研究基地，国家科技部在全国设立多
个数字媒体产业基地，国家出版总署等启动了民族动漫产业工
程等 使得我国的动画片年均产量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从二万
程等，使得我国的动画片年均产量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从二万
多分钟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8万分钟。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各电视台播放的外国动画片不得超
过动画片播出总量的40%，且每台每天必须播出10分钟以上的
动画片（省级台是每天30分钟动画节目）。推算，我国每年对
国产动画片需求至少近30万分钟，市场缺口十分庞大。

现形式，包含动漫图书、电视、电影、音像制品、舞台
剧和基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动漫作品开发、生产
、出版、播出、演出和销售，以及与动漫形象有关的衍
生品的庞大产业。
品的庞大产
 目前美国动漫产值已经超过了微软，也超过了好莱坞电
影业，成为全美最大的娱乐产业；日本动漫业年产值在
国民经济中占第6位，产品出口值高于钢铁产业，相关
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韩国已成为继美国和日本
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动画片制作和出口国。在这些国家里
，漫画、动画、电影、图书、音像制品和特许经营产品
等 成
等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
整套 产业链

机遇与使命
•动漫产业的迅速膨胀也带来了动漫人才，尤其是中高级
•动漫产业的迅速膨胀也带来了动漫人才
尤其是中高级
人才的巨大缺口，动漫人才已成为众多动漫公司争相吸纳
的对象，在市场上甚至月薪万元难以招到合适的动漫人才。
•动漫产业的人才需求呈金字塔形，底层是动漫的场景建
动漫产业的人才需求呈金字塔形，底层是动漫的场景建
模、人物建模、线描绘画、着色、摄影、音效、运营、发
行等大量的技能型美工人员以及其他辅助制作人才；中段
是动漫场景设计与表现、人物形象设计、分镜稿的设计、
动漫特效的设计与开发等中等级别以上的艺术和技术人才。
塔尖 美术总监 创意策划总监 艺术 演 技术 演等
塔尖是美术总监、创意策划总监、艺术导演、技术导演等
高级人才。

机遇与使命
在底层的技能型美工人员以及其他辅助制作人才方面
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但随着我国动漫企业正大步迈向
国家大力倡导的 原创 作品的创意策划和生产制作，
国家大力倡导的“原创”作品的创意策划和生产制作
使得目前在动漫产业界需求量最大的就是中等级别以
上的艺术和技术复合型人才 在未来3至5年内 预期
上的艺术和技术复合型人才。在未来3至5年内，预期
将会有60万人以上的缺口。人才的缺乏，尤其是中高
级人才的缺乏 阻碍了我国原创动漫作品的开发 并
级人才的缺乏，阻碍了我国原创动漫作品的开发，并
已成为制约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浙大数字媒体系

浙大数字媒体系

•形成了一个 数字媒体专业 的课程体系：数字媒体
•形成了一个“数字媒体专业”的课程体系
数字媒体
基础知识、数字媒体专业知识、人文社科及素质教育。
多学科 全交叉 注重基础和人文修养的技术与艺术
多学科、全交叉、注重基础和人文修养的技术与艺术
设计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影视动画领域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技术导演。目前，国内外的
•影视动画领域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技术导演
目前 国内外的
电影和动漫大片，均配备有技术导演。技术导演能够准确理解
艺术导演（或总导演）的意图和想法，制定合理可行的技术实
演
演
合 可
实
施方案，有效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和艺术人员，准确在影视动漫
作品中实现艺术导演（或总导演）所期望的各种特效和特技。
•影视动漫和游戏产业中的中级以上技术开发人才。能够在目
影视动漫和游戏产业中的中级以上技术开发人才 能够在目
前的主流动漫制作软件平台（如Maya、3DS Max）基础上进
行二次开发 实现某些通用的工具类插件 或者实现某种特殊
行二次开发，实现某些通用的工具类插件，或者实现某种特殊
效果的专用插件；能担任游戏产品开发中的主程序员，并掌握
游戏引擎开发的核心技术；
•其他与交互式新媒体相关的创意产业领域的中级以上技术人
才，包括交互式玩具、交互式艺术装置等。

•媒体技术与艺术设计的课程比例为6：4左右，着重
培养复合型人才 毕业生期望的职业生涯规划
培养复合型人才。毕业生期望的职业生涯规划：

浙大数字媒体系
 10门数字媒体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
 统一形成每节课的详细课件（ppt），课程实践项目（

projects），以及各类作业和课程考试/考察的方式。
） 以及各类作业和课程考试 考察的方式
上述所有所有课程建设内容全部上网，建立专门的教
学课程网站 初步形成数字媒体专业特色的电子化学
学课程网站，初步形成数字媒体专业特色的电子化学
习平台。
 1．《计算机图形学》；2．《图象信息处理》；3．
《计算机图形学》
《图象信息处 》
《数字媒体资源管理》；4．《人机交互技术》；5．
《计算机游戏程序设计》 6 《计算机视觉技术》
《计算机游戏程序设计》；6．《计算机视觉技术》
；7．《计算机动画》；8．《虚拟现实与数字娱乐》
；9．《视音频信号处理》；10．《数字摄影》。
9 《视音频信号处理》 10 《数字摄影》

浙大数字媒体系
 本专业创办以来，全国反响极大。均认为填补了国内
本专业创办以来 全国反响极大 均认为填补了国内

媒体技术方面的空白。一些用人单位已开始预定本专
业的学生 国家广电总局即将把浙大定为国家动画教
业的学生。国家广电总局即将把浙大定为国家动画教
学研究基地。标志着办学水平和办学条件初步得到全
国同行和动漫产业界认可。
国同行和动漫产业界认可
 04级的学生，均已经到长三角地区的动漫企业去实习
级的学生 均已经到长 角地区的动漫企业去实

，并开始了毕业设计工作。企业在面试挑选后，所给
出的实习工资平均在1500元左右，这从侧面说明了浙
出的实习工资平均在1500元左右
这从侧面说明了浙
江大学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初步得到了
动漫产业界的认可。
动漫产业界的认可

浙大数字媒体系

浙大数字媒体系

 2008是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情况请见下表，人数比较
2008是第 届毕业生 毕业情况请见下表 人数比较

 本专业老师编写的相关教材和专著已有21本，SCI/EI
本专业老师编写的相关教材和专著已有21本 SCI/EI

少，但现在每年都在增加，目前在校人数218人，其
中05级45人 06级50人 07级46人 08级77人
中05级45人，06级50人，07级46人，08级77人。
 http://www.dmedia.zju.edu.cn

相关论文100多篇
 目前已与浙大出版社达成协议，正全面规划全国第一
前 与浙大出版社达成协议
全 规划全 第
批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材。
 INTEL、微软、EA等大公司纷纷前来考察数字媒体专
业；中国美术学院由院长亲自带队前来本专业考察交
流。
 中国国际动漫节永久落户杭州，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
多次邀请本专业老师为其出谋划策，认为浙大数字媒
体技术将是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毕业

专 业 名 毕业生 就 业 国内读研

出国 读研率

年份

称

读研

2008

数 字 媒 14

人数

率 人

就业

数

体

100%

35%(5)

1 4 % 50%

50%

(2)

（7）

致谢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数字媒体系主任 耿卫东教授
 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
 电子工业出版社

82

中国的游戏玩家
 中国是游戏玩家的天堂

到处都是定价1.5美元的盗版游戏。
中国的计划 育政策导致 字塔型的人 结构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
 父母和祖父母愿意在独生子女身上投资他们所有的资源，
结果导致中国的孩子拥有难以置信的购买力。
 没有等级制度！
 在中国， 游戏玩家想玩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
 中国的游戏玩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经验的人。他们吹毛求
疵，知识渊博， 并且不满于现状。



chenwei@cad.zju.edu.cn
http://www.cad.zju.edu.cn/
http://www
cad zju edu cn/~chenwei
chenwei

中国的游戏玩家
 复杂的游戏玩家

市场
 街机游戏

不仅玩游戏，而且思索游戏，并且试着去探索游戏的内涵
。 由此，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文化现象。
由此 他们创造出了 种文化现象
 游戏评论杂志。 这是一种在亚洲才能存在的杂志， 在那
儿人们不仅把游戏当作一种娱乐形式
儿人们不仅把游戏当作
种娱乐形式， 而且赋予了游戏商
业、社会和政治的内涵。










在中国街机游戏是非常流行的。街机是城市少年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成部分
与PC和控制台相比，街机是高利润的行业 。
Sega和Namco在中国已经经营了若干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政府对街机行业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且由
政府严厉地控制。
由于联机游戏和网吧的出现和广为流行，街机已经显示出衰落
的征兆.

市场
 控制台游戏
 软件是几乎100% 盗版; 硬件也几乎全是走私的。
 在盗版和走私中零售店起了主要的作用。
在盗版和走私中零售店起了主要的作用
 大部分控制台产商很不情愿进入这个市场。



Sega几年前在中国市场推出Saturn，但以失败告终；
控制台行业的硬件获利很低，它的利润主要来源于软件。 但由
于盗版软件的泛滥，这种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市场
 PC游戏
 与控制台游戏相比，最近几年PC游戏快速发展。
 合法的销售渠道已经建立。许多外国的出版商都已经找到本地
合法的销售渠道已经建立 许多外国的出版商都已经找到本地
的合作伙伴并且开始在本地市场推出越来越多的PC游戏。
 在2001，中国出版了363种PC游戏。
 PC游戏市场的成功主要是由于PC游戏出版商采取的“低价格”
策略 。正版PC游戏被定价在5‐10美元。

市场
 什么样的游戏是流行的？
 每个人的爱好都是不同的。
 美国人和日本人喜爱相同的游戏。
美国人和日本人喜爱相同的游戏
 甚至最“另类” 的游戏都能在中国发现它的拥趸。例如，模拟
约会游戏。
 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RPG是中国最流行的游戏。

市场
 PC游戏市场图表

TAB
10%

ACT
17%

ETC
9%

SLG
11%
RTS
11%

RPG
42%

SLG:策略模拟类
RTS 即时战略类
RTS:即时战略类
RPG:角色扮演类
ACT:动作过关类
TAB:桌面类
桌面类
ETC:其它类

从报告由金山公司数字来了并且没被核实！

市场
 一种唯一的类型‐
一种唯一的类型 武术RPG






武术类RPG是中国独创的。
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源于台湾， 很快就席卷整个中国大陆， 香
港 和东南亚，并且成为这些地区最流行的游戏。
港，
和东南亚 并且成为这些地区最流行的游戏
这些游戏大多数都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的武侠小说并且受到当时香港
电影的影响。
由于这些游戏接近中国的古代历史， 文化， 习俗， 并且充满神秘，
使国外的游戏玩家难以理解。
武术总是浪漫的(就象电影卧虎藏龙)。 人物的发展和情节的叙述比三
维图形和人工智能更加重要。

市场
 武术RPG




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开发出了两个最著名的游戏。
仙剑奇侠传(左图)，
(左图) 在1995由台湾的Softstar所开发，
在1995由台湾的S ft t 所开发 被许多中
国玩家称为永恒的经典。
金山公司的剑侠情缘 (右图)， 尽管模仿了前期的产品，但在中国
大陆仍卖得很火爆。
大陆仍卖得很火爆

市场

市场

 联机游戏
 中国的许多分析家相信联机游戏是唯一杜绝盗版的方法。一种
新的模式将解决所有的问题
新的模式将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此许多中国大陆， 台湾和韩国的公司以联机游戏为跳板， 在
基础结构和产品开发上花费上百万美元。
 日本的公司也开始赶了上来。
日本的公司也开始赶了上来 在2002年1月，
在2002年1月 Enix公司投资了
E i 公司投资了
4百万美元与一家台湾公司在北京建立一个合资企业，向中国的
游戏玩家提供服务。

 联机比赛
 中国人不在家里玩联机游戏：网吧上网和玩联机游戏
 网吧有PC机和高速的因特网：近几年里极受欢迎。
 由于政府严厉的控制， 在每台机器上都安装了特殊的过滤/监视
软件。
 信用卡在中国仍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大多数联机游戏公司不得
不出售收费卡 。
 私服！

市场

外国投资者的现状– 中国
外国投资者的现状

 联机比赛
 2000‐2001中国最流行的联机游
戏是石器时代 它起源于日本。
戏是石器时代，
它起源于日本
日本的游戏玩家对它不感兴趣。
一家台湾公司购买了这种游戏，
在台湾和中国大陆进行推广 并
在台湾和中国大陆进行推广，
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联机特征的美国PC游戏， 如CS
， 在网吧中也是很流行的。
 后来的传奇造就了盛大网络！

 问题和机遇
 低费用结构







是美国程序员和美术家工资的20%

由世界级的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培养出来的有才华，有经验的程
序员例如UBIsoft和Tose， 为国际市场创造出了高质量的游戏
能创造日本和美国样式的美术家
没有考虑到美国和日本的消费者

用户情况
用户情况（2/3）
/

外国投资者的现状– 美国
外国投资者的现状
 问题和机遇

 用户情况

设计者具有顾客和市场知识
 拥有商业过程的专业知识，如市场分析、
拥有商业过程的专业知识，如市场分析 产品的获取、
产品的获取 注
册、 销售、技术和资源的获取
 外包政策为寻求竞争优势的出版商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是提高质量，而不是低成本。
 外包给中国公司非常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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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情况
用户情况（3/3）
/

玩游戏的目的

人)
(万人

 用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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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游戏用户职业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信息产业从
结合游戏用户职业的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学生 信息产业从
业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高压力群体由于受到学业、
事业的重压，主要通过游戏的方式娱乐消遣
从游戏中获得现实
收益 (3.3%)

其它 (2.9%)

锻炼智力 (5.2%)
在游戏中成为高手
受人尊重 (7.8%)

交朋友 (10.7%)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纯粹娱乐 (58.8%)

付费网络游戏用户数
非付费网络游戏用户数

消遣时间 (11.3%)

其它Internet用户数

单机游戏的开支
 开支
 69.4%的用户在每个月愿意花在正版PC游戏软件方面的花费不
会超过50元 这与目前中国PC单机游戏产品的市场价格通常维
会超过50元。这与目前中国PC单机游戏产品的市场价格通常维
持在38‐69元之间的情况相符。

中国的游戏产
中国的游戏产业－销售者
销售者
 销售者
 中国正版软件在软件连锁店和书店出售。
 联邦软件是中国最大的软件销售者。
 它有30%的市场份额。在2000年它的收入是4210万美元
。
 新华书店有中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络。

中国的游戏产
中国的游戏产业－出版商
出版商
 出版商
版
 本地的出版商
获得游戏， 并进行市场推广， 然后把游戏卖给销售者
一些出版商有他们自己的开发工作室
 一些出版商销售外国的产品


中国的游戏产
中国的游戏产业－开发者
开发者
 开发者的两种类型
 本地的开发者只致力于PC游戏的开发。盛大、九城







外国的出版商在中国出版外国的游戏

产
产业
 各国公司的开发工作室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在中国建立他们的据点。
忽略了中国不成熟的国内市场。
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为海外市场开发游戏。
这种策略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Ubisoft现在有300多个雇员。
Tose大约有150个雇员。
1999 Konami在上海建立了它的开发工作室。
Koei有2间开发工作室，
有 间 发 作室 一个在北京，
个在 京 另一个在天津。
个在 津

产
产业
 中国游戏发展的部分列表
 Disney’s Donald Duck Advance (GBA)
 Rayman
R
2 (PS)
 Ninku (GB)
 Namco Gallery (GB)
 Konami Collection (GB)
 SPACENET (GBC)
 Football 2000 (GBC)
 Dragon
g Quest
Q
((GBC))
 Pokemon (GBC）

特殊的话题
 反对侵权: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政府已经封闭了一些地下工厂并且切断了盗版软件的销
售渠道。
上千万的中国游戏玩家 仍然想要盗版游戏。
上千万的中国游戏玩家，
仍然想要盗版游戏
中国的游戏玩家不会有犯罪感。 事实上， 一些极端主义
者认为生产并且使用盗版软件是光荣的、爱国的并且是
具有历史意义的复仇行为。
一位名人引用了一个匿名的中国黑客的一段话：“看看
你们的博物馆 你们西方人在过去从中国掠夺了如此多
你们的博物馆。
的物品。 现在轮到我们拿东西回家了！”
一家地下工厂的封闭是容易的。 但排除人们的偏见是困
难的。

由多国公司建立的开发工作室致力于控制台游戏的开发。 他们
是面向出口的。
是面向出口的

赠言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Linus
Linus Torvalds
 思维能企及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的深度，更取决
思维能企及的高度 不仅取决于思考的深度 更取决

于持续深度思考的时间长度。

 The sky is the only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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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开发的基本理念和方法
游戏开发的基本
念和方法 （1）
 数据驱动理念
 “逻辑”方面是一款游戏的灵魂，主要由游戏设计人员来负责
完成；
 “数据”方面主要起到描述性和修饰性的作用，主要由程序设
计人员来处理。




这样的主次关系决定了只有高效地、灵活地处理和对付这些“数据
这样的主次关系决定了只有高效地
灵活地处理和对付这些“数据
”部分，才能让游戏设计人员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逻辑”
部分，

游戏编程人员必须把这些“数据处理”工作变得简便和快捷，
游戏编程人员必须把这些“数据处理”
作变得简便和快捷
才能保证游戏开发的成功。

图形的发展
Gameplay的进展

游戏开发的基本 念和方法
游戏开发的基本理念和方法（3）
 软件工程中的原型法、中间件方法等都是开发游戏
软件工程中的原型法 中间件方法等都是开发游戏

软件的有效方法
可玩性测试的原型系统：专门用于检验游戏设计的合理性
性测试的原型系统 专 用 检验游戏设计的合 性
和用户的可接受程度；
 用户界面的原型系统：检查玩家如何与游戏进行交互；
用户界面的原型系统 检查玩家如何与游戏进行交互
 各个子系统的原型系统：测试该子系统的功能，并可检查
各个子系统的交互关系和数据接口；
各个子系统的交互关系和数据接口
 算法测试的原型系统：可用来检查各种算法。尤其是特定
领域的 些复杂算法需要通过原型系统进行不断地改进和
领域的一些复杂算法需要通过原型系统进行不断地改进和
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