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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IMNET 訊息傳遞改善之機制 

在本章將說明改善 IMNET 訊息傳遞機制之動機，然後將說明如何改善原先 IMNET 在

訊息傳送上的方式。在化身間的互動上，化身會透過 IMNET 的通訊協定來傳送訊息，

以取得彼此的資訊。首先，我們將說明訊息的三種類型：靜態資訊傳送、更新資訊傳送

和詢問資訊傳送。這三種類型的訊息分別代表不同更新頻率的化身資訊。本章的最後我

們將說明如何在 IMNET 中加入虛擬化身。 

5.1 訊息傳遞之分類 

在真實的世界中，語言文字是人類常見的互動方式之一，人與人之間透過彼此的語

言來進行資訊交換，然後透過資訊的理解產生相對的反應。在這裡我們使用 Ontology

來表達化身的資訊，使得程式能取得此化身資訊，並透過系統本身的元件或是外部的元

件去處理這段資訊。 

通常來說，當某個使用者需要取得其他使用者的資訊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詢問

這些使用者，然後取得資訊。但實際上，有許多資訊是很常用而且又不太常更動的，如

帳號或暱稱等。對於此類資訊如果每次都去詢問，可能會造成系統資源的浪費。另外，

有些資訊也是很常用而且也很常更新的，如使用者的位置。上述兩種常用的資訊，比較

好的方式應該是主動傳送給所有線上使用者，而不是透過詢問來取得。不過，為了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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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的目的，許多資訊是由元件的開發者所定義，並需要藉由動態安裝的元件來處

理。此類資訊就不是原先系統所能預知，也不是所有元件都會用到的資訊，使用上較不

具廣泛性。因此，透過詢問來取得此類資訊是比較好的選擇。 

 

如圖 5.1，在化身間的互動上，我們區分為三種不同類型的資訊交流。第一種為靜

態資訊(Static Information)，如帳號、暱稱等登入後不太會變更的資訊；第二種為更新資

訊(Update Information)，如化身所在位置即為需要時常更新的資訊；第三種為詢問資訊

(Query Information)，如朋友名單等，可能在特定需求下才會有需要知道的資訊。同時，

此三種資訊類型代表著不同的更新頻率。靜態資訊會在使用者登入時，將此資訊自動傳

送給線上的使用者，因此當程式需要取得靜態資訊時，就可以直接查找本地端的資料，

如無特定需求，則不會特地去詢問對方。更新資訊則是在特定事件發生的時候，會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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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問題處理元件透過 Ontology 或 User 來找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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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給線上使用者，因此也能夠直接查找本地端的資料，而不需特地詢問。而詢問資訊，

則是在特定應用需求時，到遠端去取得需要的資訊。相較於前者，詢問資訊以詢問者的

角度來看，屬於主動式的資訊交流，並不會由被詢問者自動傳送給詢問者，而是在有需

要時才主動去詢問對方。 

透過以上的分類，將使得系統能夠了解資訊的更新頻率，在資訊的取得上將更有效

率。因此，在化身 Ontology 的設計上應該要能夠區分此三類資訊：靜態資訊、更新資訊

和詢問資訊。 

5.1.1 靜態資訊 

靜態資訊主要是以經常使用和更新頻率較低的資訊為主，通常包含使用者的帳號、

姓名和化身模型的名稱等，列舉如表 5.1。在 Ontology 中我們使用 id 來代表使用者的帳

號。在虛擬世界中具有唯一性，一旦註冊後正常情況下就不再變更。當使用者登入時，

就會將 id 加到每個客戶端的使用者名單中。每當使用者需要和其他使用者產生互動時，

就是根據此唯一 id 來傳送更進階的訊息。另外我們使用 name 屬性來代表使用者的姓

名。姓名與帳號的不同在於不具唯一性，因此使用者能夠取一個最能代表自己的稱呼，

如此一來當使用者間在做訊息交換時，即能以 name 作為稱呼。另外 avatarName 代表使

用者所操作的化身名稱，如：Businessman、SportGirl 等等。在登入的時候，avatarName

也會傳送給線上使用者，如此一來每個客戶端就能夠依照 avatarName 來產生相對應的

化身模型到虛擬世界中。 



55 
 

表 5.1：目前 Ontology 中所包含的靜態資訊 
名稱 說明 
id 使用者登入虛擬世界的帳號 
name 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的稱呼 
avatarName 使用者所操作之化身的名稱 

 

靜態資訊會主動將自身的資訊傳送給其他使用者，如有更新時，也會主動將更新的

資料傳送給線上使用者。以接收資訊者的角度來看，則屬被動接受資訊，並將資訊紀錄

在本地端。 

5.1.2 更新資訊 

 更新資訊和靜態資訊相同的地方在於使用率較高，而不同的地方在於更新頻率較

高，如表 5.2 所列。在虛擬世界中，常見的更新資訊就是化身的位置座標。在 Ontology

中我們使用 Position 物件來描述一個位置座標，並且用 hasPosition 來做化身和位置間的

對應。當使用者所操作的化身發生位置變化時，會將新的座標傳送給線上使用者，以確

保每個客戶端都能有一份所有化身的最新位置。系統或元件可以透過位置來判斷化身目

前的位置，然後觸發該位置的事件。Status 則用來表示化身目前的狀態。化身在虛擬世

界中的目前狀態，反映其是否能完成使用者所預期的互動，如閒置狀態、執行狀態和鎖

定狀態等。在不同的狀態下，化身所執行的例行程序就會不同，而實際所做的事情將視

化身動畫元件的實作而定。 

表 5.2：目前 Ontology 中所包含的更新資訊 
名稱 說明 
Position 化身的位置座標 
status 化身目前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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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新資訊和靜態資訊一樣會主動將自己的資訊傳送給其他使用者，而更新資訊也是

在資料有變動時，會將新的資訊傳送給線上使用者。 

5.1.3 詢問資訊 

 詢問資訊主要以特定應用的需求為主，如在之後章節路徑規劃器範例中，規劃器會

去詢問世界中的障礙物資訊。而在化身間的互動中，我們所設計的互動元件會透過

Ontology 中的 hasFriend 屬性，來取得化身的朋友資訊。此外，對於詢問者來說，並不

會知道自己所面對的操作者，是真人或是虛擬使用者。被詢問者在處理問題時，也會透

過 Ontology 來取得目前動作所需的資訊。因此，詢問者的問題一樣，但在面對不同的操

作者時，依據 Ontology 將有不同的反應。例如在被詢問者是真人的情況下，詢問時也許

會出現一些對話框等圖形介面；而在虛擬使用者的情況下，圖形介面就不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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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Answer”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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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詢問資訊處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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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詢問資訊的類別下，被詢問者端可以做一些詢問限制，以決定是否要回答詢問者

的問題。如圖 5.2，詢問資訊可透過使用者端的對話框，來告知有人希望取得某方面的

資訊，並讓被詢問端做選擇。如果被詢問端願意回答此訊息，程式就會去取得 Ontology

中的資訊和使用者的回饋，傳回到詢問者端。圖 5.3 為詢問朋友名單的範例。 

 

Client A Client B 

<queryInfo ask=”friend list”/> 
queryInfo

Client A Client B 

Could This Information be 
Accessed ? 

User B 
Yes! 

Client A Client B Avatar 
Ontology get ontology 

information

Client A Client B 

<queryInfo answer=”Jack, Marry…”/> 
queryInfo

圖 5.3：詢問朋友名單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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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IMNET 訊息傳遞之改善 

在上述三種類型的資訊中，目前的 IMNET 僅支援部分的靜態和更新資訊，而不支

援詢問資訊。另外，IMNET 的訊息和 XAML 不同的地方在於 IMNET 沒有支援處理新

標籤的功能。因此，為了讓動畫元件彼此間能夠詢問對方資訊，我們在 IMNET 上新增

一個訊息標籤。IMNET 的通訊協定中包含了訊息傳送的內容和訊息封裝方式兩個部分，

而訊息傳送的內容為 XML 格式的標籤；如圖 5.4 為 IMNET 訊息的範例，user1 想要送

出一段<Chat>的訊息給 user2，因此<IMNET>標籤中記錄了訊息的傳送方和接收方，然

後交由伺服器將這段訊息傳送給 user2。 

 

除了<IMNET>和<Chat>外，<Login>用來封裝使用者的登入資訊；<Logout>封裝使

用者的離線資訊；<UserMove>則是用來更新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的最新位置；<User>

則是用來封裝使用者的資訊。如圖 5.5，伺服端會將收到的<IMNET>訊息傳送給指定的

使用者，然後由 Mailman 通訊模組將這段訊息交給不同的處理元件做處理。<Login>和

<UserMove>分別代表了部分的靜態和更新資訊，因此在新的設計下，我們將省略這兩

個標籤，而由新的靜態和更新標籤來取而代之。 

在這三種資訊的分類下，我們設計了一個新的<Info>標籤來處理化身間互動時的詢

<IMNET from=“user1” to=“user2”> 
  <Chat>…</Chat> 
</IMNET> 

圖 5.4：IMNET 訊息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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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訊息，以及靜態和更新訊息。如圖 5.6 為此詢問訊息的範例，user1 利用<queryInfo>

來詢問 user2 是否願意做朋友。user1 在送出訊息時，會以 timestamp 屬性來記錄送出訊

息的時間點，如此一來可以設置 timeout 作為等待 user2 回應的時間。如圖 5.7，user2 收

到這段訊息後，可以利用此 timestamp 作為 askId，並送出一段回應給 user1。另外，我

們以<staticInfo>來代表靜態訊息；以<updateInfo>來代表更新訊息。如圖 5.8 和圖 5.9 關

於靜態的資訊和更新的資訊都是被動的接收訊息，如某一使用者行走或更改情緒狀態

時，就必須用上述標籤來描述並傳給其他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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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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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Model (depre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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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location (depre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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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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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Info> 

Client 

IMNET protocol 
Client 

圖 5.5：客戶端可處理之不同訊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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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from= “user2” to=“all” timestamp=“1215476355”> 
  <updateInfo position=“20 34”/> 
</Info> 

<Info from= “user2” to=“all” timestamp=“1215476356”> 
  <updateInfo status=“idle”/> 
</Info> 

<Info from= “user2” to=“all” timestamp=“1215476345”> 
  <staticInfo name=“Jack” avatarName=“Businessman”/> 
</Info> 

<Info from=“user2” to=“user1” timestamp=“1215476330”> 
  <queryInfo askId=“1215476323”  answer=“yes”/> 
</Info> 

<Info from=“user1” to=“user2” timestamp=“1215476323”> 
  <queryInfo ask=“make friend”/> 
</Info> 

圖 5.6：詢問訊息範例 

圖 5.7：回應訊息範例 

圖 5.8：靜態資訊範例 

圖 5.9：更新訊息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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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在 IMNET 中加入一個機器，可管理多個虛擬使用者的機制 

在前一章中我們探討了虛擬使用者和真實使用者的不同，並瞭解到虛擬使用者可以

協助完成一些例行性的工作。但在 IMNET 原先的架構下，使用者和客戶端是結合在一

起的，使得虛擬使用者在新增同時也要維護一個客戶端。因此在這節中會說明如何在

IMNET 中加入虛擬使用者，並如何在一個客戶端介面下同時擁有多位使用者。圖 5.10

為原先在 IMNET 中的連線架構，同一個客戶端擁有唯一的使用者，而伺服端則保留一

份最新的線上使用者名單。 

 

在原先的架構下，每加入一位虛擬使用者就必須新增一個客戶端，每新增一個客戶

端就需要新增一個 Socket 和伺服器連線。由於客戶端和使用者是 1 對 1 的關係，假設目

前有 n 位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更新資訊(如某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移動，則其位置資訊

會傳送給其它 n-1 位使用者)，則彼此間的訊息傳送將產生 O(n2)的複雜度。因此在同一

台電腦下模擬數量龐大的虛擬使用者時，這樣的架構會造成系統資源的浪費。因此，我

們設計了一種方式讓同一個客戶端能同時擁有多位使用者，同一個客戶端下的使用者都

透過相同的 Socket 來傳送資料。圖 5.11 為多重使用者的架構。除了修改客戶端和使用

Client 

Server 

Socket 

User1 

UserList 

Client Socket 

User2 …

圖 5.10：原先 IMNET 客戶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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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的關係之外，我們也修改了伺服器保存線上使用者資訊的資料結構，從原先以 List

的方式來紀錄線上使用者，修改為使用 Map 的結構在使用者和 Socket 間做對應，以記

錄使用者使用的通訊介面之物件。 

 

透過圖 5.11 的架構，客戶端會負責更新及分送所轄之所有使用者的訊息。在傳送訊

息的效能上，原先的訊息在傳遞時每個使用者皆透過 1 對 1 的客戶端來傳遞訊息；新的

訊息更新機制則可由一個客戶端彙整多個使用者的訊息。如此一來，對於伺服器和客戶

端的連線數可望降低，而增加訊息傳遞上的效能。 

圖 5.12 為虛擬使用者在使用上的實例，一個視窗對應著一個客戶端，藉由同一個客

戶端可以操作不同虛擬使用者。如前所述，這些使用者都是透過同一個客戶端來送出訊

息，而非新增一個使用者就新增一個客戶端。圖的左手邊(a)我們可以切換不同虛擬使用

者的視景，或是指定動畫給特定虛擬使用者；右手邊(b)是所有使用者的清單。我們也可

以透過元件來操作虛擬使用者。 

Client 

Server 

Client 

UserMap<User, Socket> 

Socket Socket 

User1 User2 … User3 User4 … …

圖 5.11：可具有多重使用者的客戶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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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小結 

本章改善了 IMNET 傳遞訊息的方式，以及在 IMNET 中加入虛擬使用者的機制。

在接下來的範例中，將會使用到此傳遞訊息的機制。此外，虛擬使用者也可以和真實使

用者作互動，藉由彼此所提供的 Ontology 資訊，做進一步的推論或應用。 

 

 

 

(a) (b) 

圖 5.12：虛擬使用者登入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