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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虛擬環境系統中 Ontology 設計 

語意虛擬環境的實現將有助於虛擬世界中的元件彼此溝通，使得化身能夠取得虛擬世界

中的資訊，甚至取得其他化身的資訊。如此一來便能在虛擬環境系統上開發可自動化的

元件處理程序。接下來的章節中，我們會先說明現有的語意虛擬環境上的相關研究細

節，並說明在 IMNET 系統中設計 Ontology 的動機，並展示實際設計的 Ontology 藍圖。

最後的部分會說明我們如何在 IMNET 下，去讀取一份語意的描述，並透過語意的描述

載入虛擬世界中的模型；另一方面，系統如何根據模型的位移、旋轉等資訊，來更新語

意的描述。最後，我們將說明虛擬化身的 Ontology 設計，以及化身間的溝通方式。 

4.1 相關虛擬環境之 Ontology 設計 

多人虛擬環境的 Ontology 設計上，主要是在實際的 3D 虛擬世界上建構一層抽象的

語意描述。在 K. A. Otto 的論文中，著重於如何讓虛擬環境中的軟體，得以分享的語意

於不同虛擬環境間，同時此分享的語意足以讓此軟體可以運作。因此，他們建立了一個

抽象的架構(Abstract Architecture)來表達虛擬世界中的物體[22]。如圖 4.1，在虛擬環境

系統的地方分為動態部分(Dynamics part)和資料部分(Data part)，虛擬世界中的所有 3D

內容都存在資料部分客戶端透過動態的頻道(Channel)來存取或更新世界模型。此客戶端

的部分也可視為虛擬世界中的軟體，可藉由他們所設計的語意描述來了解虛擬物體的其

中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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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K. A. Otto 在語意描述上之類別和屬性 
World Model Channel 

Class: 
Environment 
 

Class: 
Channel、Event、Contact 

Property: 
contains、transform、origin、presentation
 

Property: 
channel、host、port、selector、from、

to、contact、provides、receives、sends、
emits 
 

K. A. Otto 的論文在語意的描述上，共分為世界模型和頻道兩種，如表 4.1。在世界

模型的部分，他們使用 rdf : type 來指定虛擬環境中不同物體的形態。sve : Environment

描述指定的物體為虛擬環境的型態，是屬於類別(Class)。在屬性上，sve : contains 描述

指定的物體包含另一個物體的屬性；sve : transform 描述指定物體在虛擬環境中的轉置屬

性；sve : origin 描述指定物體所參照座標軸的屬性；sve : presentation 描述一個語意物體

所連結到 3D 幾何檔案的屬性，如 VRML 檔案。 

圖 4.1：K. A.Otto 虛擬環境系統之抽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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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頻道的部分，sve : Channel 描述一個頻道的類別；sve : Event 描述一個事件的類

別；sve : Contact 描述某個特定事件被處理方式的類別，而一個頻道可以有多重的

Contacts，如圖 4.2，頻道目前連接到 Participant Contacts，用來處理參與者登入的事件。

在屬性上，sve : channel 描述一個頻道的屬性；sve : host、sve : port、sve : selector 描述

基本的網路通訊屬性；sve : from、sve : to 則是描述事件的來源和目標；sve : contact 描

述某個事件該如何來處理的屬性；sve : provides 和 sve : sends 用來描述某頻道可以處理

傳入和傳出的事件類別；相反來說，sve : receives 和 sve : emits 則是用來描述某軟體可

以處理傳入和傳出的事件類別。 

使用 K. A. Otto 所提出的語意描述，可以讓元件在不同虛擬環境間發佈時，會自動

去做元件和事件底層間的連結。而通常元件是使用較高階的事件描述，因此元件的訊息

在真正傳給頻道時，需要經過許多層的轉換。如 sve : provides、sve : sends、sve : receives

和 sve : emits 等抽象的描述，實際上是透過 provider 到 receiver 和 emitter 到 sender 等實

作元件，最後方能正確的完成元件在不同虛擬環境下的重複使用。 

因此，K. A. Otto 所提出的方法主要是讓元件在不同虛擬環境下能快速的重複使用。

而本論文主要著重於透過環境和化身的語意，讓使用者可以即時的安裝動畫元件，並產

Channel Participant 

sve: provides sve: receives

sve: sends sve: emits

inbound

outbound

圖 4.2：頻道和 Participant Cont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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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客製化的化身行為，並達到分享的目的。 

4.2 IMNET 多人虛擬環境之 Ontology 設計 

在前面我們提到語意虛擬環境可讓動畫元件了解虛擬世界中的物件含意，並透過化

身間的語意描述，取得和對方互動的方式。在語意設計的目的上，我們希望能讓動畫元

件可以取得虛擬世界的資訊，並透過這些資訊來決定接下來的行為和動作。因此作法是

希望能夠讓動畫元件能夠透過世界或化身的 Ontology 描述來產生與環境互動或不同化

身間的溝通行為。而在設計的需求上，希望能提供一個較為廣泛的 Ontology 設計，而不

只限於一個特定的應用，也就是可供延展的空間。 

在目前的 IMNET 多人虛擬環境系統下，語意設計上大概有幾點考量。第一個是能

夠提供 3D 物件的幾何資訊；第二個是提供 3D 物件的位置(Transform)資訊；第三是能

提供 3D 物件的 2D 近似值。另外，為了讓 Ontology 設計上保留彈性，我們也考量加入

在不同應用中都可使用的標籤註記(Tag Annotation)的設計，如在某特定應用中，註記

‘sidewalk’和‘crosswalk’標籤的虛擬物件，使此特定應用之元件理解此註記之虛擬物件具

有人行道或斑馬線等特性。 

4.2.1 虛擬環境 Ontology 藍圖 

先前 Ontology 設計之相關研究中，在 Ontology 的設計上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利用

Competency Questions(CQs)來釐清 Ontology 所該涵蓋的範圍[13]。不同的地方在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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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在世界 Ontology 的設計上是以世界中的物體為中心，而非以虛擬人物為中心。以下

列出動畫元件可能會詢問的物體特徵相關問題： 

 世界中包含哪些物體？ 

 世界中有哪些位置是大家所感興趣的？ 

 世界的範圍是多大？ 

 世界中的光線和背景等資訊為何？ 

 物體的名稱為何？ 

 物體的高度是多少？ 

 物體所在的海拔高度是多少？ 

 物體有無特殊的性質或規則？ 

 物體的幾何資訊？ 

 物體的位移資訊？ 

 物體的旋轉資訊？ 

 物體的縮放資訊？ 

 物體在世界中所佔的位置範圍是多少？ 

根據上述的 CQs 可以定義出一個虛擬環境中物體的基本概念，而根據這些概念可以

建構出虛擬世界所需要的 Ontology 藍圖，如圖 4.3 所示。在接下來的部分會更細部解說

本藍圖各個類別所代表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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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IMWorld 和 WorldInfo 

IMWorld 是整份世界文件中的根節點，描述了世界的一些資訊，以及世界中所有物

件的資料。WorldInfo 中主要包含這個世界的背景和光線等資訊，如光線的來源或是背

景顏色。IMWorld 會經由 hasWorldInfo 來連結到特定的 WorldInfo。 

WorldObject 

HotPosition 
IMWorld 

hasObject* 
isFocusedOn 

Ground 
isa

hasWorldInfo 

file 
WorldInfo 

x y

z

description 

Transform 
Approximation2D 

GeometryInfo 

Scale Translation Rotation 
Polygon 

hasGeometry 
hasApproximation hasTransform 

file hasPolygon 

value 

hasTranslation hasRotation hasScale 

x x x
y y yz z

zrot 

tag 

baseLevel 

name 

height 

：類別 ：繼承屬性 ：一般屬性 

圖 4.3：虛擬世界 Ontology 設計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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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WorldObject、Ground、GeometryInfo 和 HotPosition 

WorldObject 可用來描述世界中的某個物件，而事實上屬性的制訂不太容易完全考

慮到所有物件可能的屬性，因此在制訂的時候，主要是去考量以大多數應用會使用到的

屬性。例如大部分的應用會希望能知道物件如何稱呼，讓程式能夠依名稱來分類物件或

對物件進行相對應的互動，所以制訂了名稱屬性，如桌子、建築物或是樹木等。另外，

在其它的應用中可能需要取得物件的高度和最低點的高度等屬性，如欄杆的柱子是立在

離水平面 1 公尺的地方，然後欄杆的高度是 1.5 公尺，當虛擬人物要規劃一個由欄杆下

穿過的動作時，程式就可以透過這些資訊來判斷虛擬人物是要從下面鑽過還是從上面跨

過去。 

Ground 主要是繼承於 WorldObject，最大的不同在於表示此世界的物件具有地板的

特性。在一般的應用中可以透過 Ground 來設定一個虛擬世界的範圍，如設定一個扁平

的物體為 Ground 後，當動畫元件有需要知道世界的範圍時，就會去尋找世界中的 Ground

物件，並以 Ground 物件的範圍當成世界的範圍。 

GeometryInfo 用來描述 WorldObject 的幾何資訊，如 VRML 檔案的連結。一般 3D

的虛擬環境都是以讀取幾何資訊為主，其他的語意資訊為輔。不過，這裡所提供的方式

是以讀取語意資訊為主，並藉由外部連結的方式，連結到虛擬物體所屬的幾何檔案。因

此，透過 GeometryInfo 可以取得外部物體幾何檔案的位置，並讀取該位置的幾何模型到

虛擬環境中。 

HotPosition 主要是來自於 Point of Interest (POI)的概念[16]，來描述一些虛擬世界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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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趣景點。在 HotPosition 中包含了景點的座標資訊和景點描述。另外，動畫元件也可

能需要知道這個景點所聚焦(Focus)的物體是甚麼，以幫助虛擬人物切換到正確的視角。

所以，每個特定的 HotPosition 都會經由 isFocusOn 的屬性連結到某個 WorldObject 物件

上。 

4.2.4 Transform、Translation、Rotation 和 Scale 

除了紀錄世界中物體的名稱等基本屬性外，在語意的描述中也應該包含物體轉置的

資訊。因此，每個 WorldObject 都可以藉由 hasTransform 連結到一個 Transform 物件，

再由 Transform 分別由 hasTranslate、hasRotation 和 hasScale 等屬性連結到 Translate、

Rotation 和 Scale 物件。 

4.2.5 Approximation2D 和 Polygon 

Approximation2D 主要是用來描述 3D 虛擬環境中物體的 2D 近似值，並以 Polygon

的方式來描述 2D 近似值所涵蓋的範圍。使用 Approximation2D 來描述物體的 2D 近似值

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減少程式親自去算 2D 近似值時，所耗費的時間，例如在路徑規

劃的例子中，規劃器元件需要取得世界中所有物體的 2D 近似值，以產生世界的 2D 地

圖；如果規劃器元件可以取得 Approximation2D 所提供的 2D 近似值描述，即可省去計

算每個物體 2D 近似值所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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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 IMNET 上利用 Ontology 檔案讀取世界模型範例 

在本章前面幾節當中，我們制訂了一個可描述虛擬世界的 Ontology，系統可透過這

份 Ontology 取得虛擬物體的幾何資訊。在本節中，我們使用 W3C 所制訂的標準 Web 

Ontology Language, OWL 為虛擬世界 Ontology 的檔案格式，並且說明系統如何透過自動

產生的 Java 類別和 Protégé API，將一份 OWL 文件以物件的方式來存取它。另外，也會

說明系統如何讀取 OWL 文件，並建立整個虛擬世界；或是當虛擬世界中的物件有所變

動時，同樣會更新語意資訊的內容。 

4.3.1 使用 Protégé 工具解析含有世界資訊之 OWL 文件 

Protégé 是一套 OWL/RDFs 的開發平台，並透過額外的 Plug-in 可以達到許多更進階

的功能，如圖形化 Ontology、Rule 的推論等。我們可以透過 Protégé 將上節中提及的

Ontology 藍圖，實際編輯成符合 OWL 格式的文件。另一方面，Protégé 提供的 API 可以

載入 OWL 格式的文件，並產生名為 OWLModel 的 Java 物件。本系統就是使用這個方

式來載入含有世界資訊的 OWL 檔案，然後轉換成 OWLModel 物件，並提供一個介面讓

其它動畫元件來取得此物件。而動畫元件則可利用 Protégé 的 API 來抓取 OWLModel 中

特定的節點。 

除此之外，Protégé也提供一套方便的類別轉換工具，可將OWL類別自動轉換成 Java

類別，自動產生資料的 Getter 和 Setter，讓存取 OWLModel 的方式更直覺。如圖 4.4(a)，

door 是 WorldObject 類別的實體，而 door_geometry 則是 GeometryInfo 類別的實體。在



43 
 

這邊我們取得 door_geometry 的方式，就是先取得 door 實體，然後再透過 door 的

hasGeometry 屬性來取得 door_geometry，如圖 4.4(b)。在原先的方式中，hasGeometry

屬性是以 RDFProperty 類別的方式來存取，如此一來在程式的撰寫上就要先取得

hasGeometry 物件，然後才能取得真正想要的 door_geometry 物件。而轉換工具會根據

Ontology 中的類別產生相對應的 Java 類別，而且提供 Factory 來產生這些類別的實體。

另外，最大的不同在於屬性會以函式的方式存在，如圖 4.4(c)在產生的 WorldObject 類別

中，我們向 factory物件get名稱為door的實體，然後可直接由door實體的getHasGeometry

函式來取得 door_geometry 實體。 

 

 

WorldObject GeometryInfo 
hasGeometry

door door_geometry 
hasGeometry

classes 

individuals 

OWLIndividual door = owlModel.getRDFResource(“door”); 
RDFProperty hasGeometry = owlModel.getOWLProperty("hasGeometry"); 
RDFResource door_geometry = door.getPropertyValue(hasGeometry); 

a)  

WorldObject door = factory.getWorldObject(“door”); 
GeometryInfo door_geometry = door.getHasGeometry(); 

b)  

c)  

圖 4.4：a) WorldObject 和 GeometryInfo 類別和其實體 door 和 door_geometry；
b) 取得 door_geometry 資訊的程式碼片段；c) 利用轉換工具後所產生

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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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透過 OWL 文件所建立之虛擬世界 

如上所述，WorldObject 類別是本虛擬世界中物體，在語意上所對應的類別。因此

在一開始，系統會先將 OWL 文件載入成 OWLModel，並且取得每個 WorldObject 物件

實體的 GeometryInfo。然後會以每個 GeometryInfo 的 file 屬性為路徑，將路徑所在的

VRML 檔讀取到虛擬世界中。同時，系統會去讀取 WorldObject 的 Transform 屬性，包

含位移、旋轉和縮放屬性，然後套用此 Transform 到世界的模型上。因此，本論文在這

邊延伸原先 IMBrowser 的功能，讓 IMBrowser 可同時處理一般的 VRML 檔和 OWL 文

件。圖 4.5 為處理單一 VRML 世界檔案的流程。原先的世界以單一模型的形式存在，因

此我們可直接用 VRMLModelFactory 將世界的模型檔轉換成 3D 場景。 

 

VRML

VRMLModelFactory 

IMBrowser 

圖 4.5：直接處理 VRML 檔案以產生虛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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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為透過 OWL 文件來產生虛擬世界的流程。虛擬世界中每個物件的資訊都被

保存在這份 OWL 文件中，因此透過 OWLModelFactory 可以取得虛擬物件的幾何資訊，

如外部 VRML 檔案的位置描述。然後再由 VRMLModelFactory 透過虛擬物件的幾何資

訊，載入外部的 VRML 檔案而產生虛擬世界的場景。 

4.3.3 OWLModel 物件更新與存檔 

IMNET 系統的元件或動態載入的動畫元件，都能透過 IMBrowser 所提供的介面來

存取世界的 OWLModel。因此，當虛擬世界中的物體被移動或旋轉時，物體當時的狀態

都會被記錄在 OWLModel 中。另外，IMBrowser 也提供儲存 OWLModel 的介面。當使

IMBrowser 

VRMLModelFactory 

OWLModelFactory 

OWL

get geometry  
and transform info. 

VRML 
Model 

圖 4.6：透過 OWL 文件來讀取 VRML 模型到虛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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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結束 IMNET 系統時，OWLModel 就會被存回原先讀取的檔案位置，如此的好處是

能將虛擬世界中有更動的部分記錄下來，下次登入的時候就能回到上次離開時的世界狀

態。 

 

4.4 IMNET 語意工具 

根據上述的讀取方式，虛擬世界的 Ontology 會在登入後以 OWLModel 的物件方式

存在，因此在虛擬世界執行的同時，我們在外部用 Protégé 修改語意資訊時，就會發生

不一致的情況。因此我們設計了一套在 IMNET 執行中可存取 OWLModel 的語意工具，

圖 4.7：IMNET 語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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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直接新增或修改虛擬物件的語意資訊，如圖 4.7。 

圖 4.8 為表單資料的處理流程。當送出表單資料時，系統會檢查‘World Object 

Information’中的‘Name’屬性，檢查是否已經存在此名稱的虛擬物件。如果物件不存在，

系統就會新增一個具語意資訊的虛擬物件到虛擬世界中。如果存在的話，系統會詢問使

用者是否要更新既有的語意資訊。如果使用者選擇要更新的話，此虛擬物件的語意資訊

將被更新；如果使用者的目的是建立一個新物件，卻輸入了相同的名稱，那麼系統可以

自動將名稱修改成尚未擁有的名稱。 

 

 

4.5 虛擬化身 Ontology 設計 

在多人虛擬環境中，化身的操作者可以是真實使用者(Real User)，也就是一般常說

Does the world 
object exist ?

Update the  
existed 

 world object 

Create a new 
world object 

yes 

Form data 
1) World Object Information 
2) Approximation 2D Polygon 
3)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4) VRML Model Location 
5) Customized Tag 

Update the 
old info.?

no 

yes no 

save 

圖 4.8：處理表單資料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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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虛擬環境使用者；另外，化身的操作者也可以是模擬真人行為的電腦程式，也就是所

謂的虛擬使用者(Virtual User)。虛擬使用者能模擬真實使用者，來處理一些簡單的工作，

如在虛擬世界的互動應用中，虛擬使用者與真實使用者一樣，為化身背後的操作者，並

與其它真實使用者作互動。例如，當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瀏覽時，對於不熟悉場景的使

用者來說，如果能即時的和虛擬使用者的化身做溝通，不只能增加虛擬世界的豐富性，

並同時可透過此化身來做解說或導覽的工作；如一個具有導覽功能的解說員化身，可協

助真實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進行展覽品或建築物的導覽。另外，虛擬使用者也會和其他

化身溝通，以取得其他化身的資訊，做為進一步互動的應用設計。Ontology 為化身在傳

遞訊息間的橋梁，透過 Ontology 使得雙方能夠了解彼此溝通的內容。而現在的多人虛擬

環境除了場景的華麗之外，控制化身的程式如果能被客製化，將增加化身間的互動範

圍。因此，對於大多數的多人虛擬環境來說，透過程式來設計虛擬使用者，並提供此類

程式即時安裝到系統中的機制，將是一項必要的功能。在這個考量下，化身在作互動時，

雙方都必須處理可客製化的化身行為。在第七章的部分我們將以實際的化身間的互動元

件來說明此一應用。 

因此，根據操作者是否為真人，化身間的互動方式大致可分為三種：一種是真實使

用者間的互動；另一種是真實使用者和虛擬使用者間的互動；最後是虛擬使用者間的互

動。在這三種不同的互動方式下，我們希望在設計上能夠讓這三種互動簡化成同一種互

動方式；換句話說，使用者不需要在乎互動的對象是否為真人。因此在虛擬世界中，我

們希望真實或虛擬使用者皆透過相同的介面登入，並透過相同的機制溝通。如此一來，

使用者就不會知道化身的操控者是真實的或虛擬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真實使用者和

虛擬使用者在腳本的處理方式會不太一樣，如虛擬使用者是由程式所操作時，將不需要

圖形介面。因此，在化身的 Ontology 上應該要能夠描述化身是否需要互動式圖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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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Ontology 的設計上也要保留部分的彈性，使得元件的開發者能設計客製化

的化身行為，並指定處理這段資訊的元件位置。當收到一段腳本的時候，虛擬世界會透

過化身的 Ontology 資訊，來取得如何處理這段腳本的方法。而每位化身的 Ontology 中

的資訊為此化身之操作者所擁有；換句話說，在虛擬使用者的 Ontology 中可以指定適合

虛擬使用者的元件來執行。因此，縱使詢問者所傳送的腳本相同，也能自動根據化身的

情況而產生適當的動作。在一個包含真假化身操作者的虛擬世界來說，由 Ontology 來動

態載入適當的行為元件(Behavior Component)具有較大的彈性。 

如圖 4.9，User1送出User2執行“Bow”的請求，但User1事先不知道User2執行“Bow”

的細節或實作為何。User2 接收到 User1 的請求後，便可透過 Ontology 中的“Bow”資訊，

自動下載實際執行此動作之動畫元件。關於詳細的詢問訊息格式和如何做回應的部分，

將留待下一章來做介紹。 

 

Behavior 
name: Bow 
package: imlab.osgi.bundle.interfaces 
codebase: http://imlab.cs.nccu.edu.tw/bow.jar 
updateTimestamp: 1215476122 

<queryInfo ask=“Bow”/> 

User 1 User 2 

Avatar 
Ontology 

get how to ‘Bow’ 

圖 4.9：透過化身 Ontology 來取得行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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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為本研究所設計的化身語意藍圖。我們將化身的行為交由特定的動畫元件來

做處理，因此每個化身都具有 hasBehavior 的屬性。在行為的類別中，包含了名稱和動

畫元件 URL 等資訊，可供互動時自動下載適合的程式碼。除了行為外，化身也包含了一些

基本資訊，如名稱、幾何資訊、狀態和介面等。而透過化身的 hasFriend 屬性，我們可

以取得化身的朋友資訊。另外，透過化身的 hasPosition 屬性，我們可以取得化身目前的

位置。 

4.6 小結 

在本章中我們實際的設計出一套世界以及化身的 Ontology，並更改了 IMNET 載入

世界的方式，透過 Ontology 的方式同時來讀取世界的模型及資訊，而非單純讀取世界的

：類別 ：一般屬性 

Avatar
hasFriend 

Position

hasPosition

x

geometryInfo
status

name 

updateTimestamp 

y z updateTimestamp 

Behavior 

name

updateTimestamp
hasBehavior

package 

codeBase 

UI 

圖 4.10：虛擬化身 Ontology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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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資訊。在後面的章節我們會使用一些範例，說明在擁有語意資訊的虛擬世界中，如

何取得動畫元件所需要的資訊並完成其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