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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设计的现代性转向研究]

语音交互技术在传统艺术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以《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设计为例
王妍，
范瑀尧
哈尔滨工业大学 建筑学院 互动媒体设计与装备服务创新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01

摘要：在中国传统艺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传播的现实需求，和传统艺术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背景下，探索语音交互在传统
艺术文创产品中的运用。语音交互技术通过语音交互的自然化形式实现游戏操控，目前在功能产品、游戏产品中的运用已有
成功案例，因此运用语音交互技术进行传统艺术文创产品设计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本文以《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设计为
例，以《清明上河图》为剧情背景，遵循《清明上河图》绘画风格进行游戏素材及界面设计；调用百度语音包数据库，将语音识别
技术与 GUI 技术进行整合，实现语音交互推动《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剧情的核心功能。这一设计实践，对基于传统艺术的文
创产品设计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基于语音交互的《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将中国传统艺术与语音解谜游戏结合起来，寓教
于乐，有助于提升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影响力，既是一种文创产品的设计创新，也是全球化语境下传统艺术的数字化保护、传
承、传播，
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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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Voice Interaction Technology in Traditional
Artist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sign：Take AVG Game
Design of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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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and innovation in the design
of traditional artist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application of voice interaction in traditional artist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explored. Voice interaction technology realizes game control through the natural form of voice interaction. At present,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functional products and game products.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voice interaction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of traditional art and cultural creations has a great application prospect. This paper takes AVG game design of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as an example, takes this artwork as the plot background and follows the painting style of it to design
game materials and interface. Calling Baidu voice package database and integrating voi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nd GUI
technology, the core function of voice interaction to promote the plot of AVG game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is realized.
This design practice has a high reference value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raditional art. The AVG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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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based on voice interaction, combines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with voice puzzle game to
combine education with entertainment. Players can also experience the aesthetic influence of classical art in the game. This is not
only an innovativ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ut a beneficial attempt of digital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art.
Key words: voice interac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game design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

音技术的出现使得当代的产品设计发生了极大的改

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

变，目前，市场上利用语音交互技术开发的产品数不胜

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

数。例如 Siri 作为苹果公司在 iPad、iPhone 等移动设备

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

上使用的语音助手，可通过语音交互的形式实现为用

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

户读取短信、导航路线、查询天气、设置闹钟等功能[4]。

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

语音交互技术在游戏领域中的运用也已初露头角。例

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1]。因此，从传统艺术中汲取优

如，由 Outfit7 公司研发的手机宠物类应用游戏《会说

秀的文化基因，对传统艺术经典进行数字化开发和设

话的汤姆猫》可称为语音交互游戏的经典之作，用户可

计，将实体媒介载体中的传统经典艺术转化为数字文

与虚拟宠物“汤姆猫”进行互动，将其复述的话语上传

化创意产品，使文化精神与功能产品有机结合，为中国

至网络平台[5]。国内近期推出的腾讯黑鲨游戏手机带

传统艺术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传承、传播传统文化精

来了业界首创的语音操控功能，玩家可通过语音来控

粹，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例如，2010 年上海世博会所

制指定的游戏事件，从而获得多维度的游戏操控体

展示的多媒体版《清明上河图》，作为古典名画与数字

验。
《王者荣耀》近年来也加入了语音交互功能，玩家可

技术相融合的杰出范例，开创了《清明上河图》数字化

直接通过语音发出指令或呼叫队友，从而先人一步、赢

创新设计的先河，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大大提

得游戏 [6]。但是目前来看，语音交互技术在中国传统

升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2018 年 5 月，由凤凰卫视和

艺术的数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运用尚少，因此探索运

故宫博物院联袂打造的《清明上河图 3.0》高科技互动

用语音交互技术，以经典的传统艺术作品为内容基础

艺术展演，以高科技 4D 球幕体验、360 度环绕的全息

进行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不仅可以丰富文创产品的

立体空间还原长卷风貌，多维度、最大化地营造了观展

形式，创造商业价值，而且能够促进中国传统艺术的保

的沉浸感和互动性。高科技的设备加上全手工描线勾

护与传承，弘扬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7]。

勒保证了每一个人物及动作的神韵不被丢失，最大限

二、语音交互技术在传统艺术文创产品设计中

度还原了画作的质感与美感[2]。中国传统艺术向文创
产业的迈进，既顺应了科技迅速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
是对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坚定支持。
因此，通过电子游戏等文化、艺术与数字技术高度融合
的数字艺术形式，运用自然化、智能化交互技术等高科
技手段，对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开发式保护、传承和传
播，有利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提升民族自豪

的应用
以《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设计为例，从游戏创意
思路、美术设计、语音交互技术实现、用户体验 4 个方
面进行具体论证，从而验证语音交互在传统艺术文创
产品设计中的可行性。

（一）基于语音交互技术的《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
创意思路

感，增强文化自信心。

一、语音交互技术在传统艺术文创产品开发中
的价值

1. 游戏的内容创意——以《清明上河图》为游戏架构
首先是基于《清明上河图》宏大生动的画作建构游
戏故事题材背景。
《清明上河图》融入了散点透视的构

语音交互技术作为 21 世纪的主要技术之一，可以

图方式和兼工代写的笔法，用色也十分淡雅。画面长

让用户以一种直接、便捷的方式与设备进行交互，拥有

而不冗，一气呵成，将汴梁城市东南角繁华热闹的景象

输入更为高效、表达更加自然、感官占用更少、信息容

描绘得栩栩如生。无论是宁静旷远的田园风光，还是

量更大的优点。以语音为主、其他 AI 技术为辅的语音

繁华热闹的汴河两岸，抑或车水马龙的城中集市，均生

交互已经成为了现下最受欢迎的交互方式之一 。语

动真实地再现了近千年前北宋都城汴梁的一派繁华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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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完美地再现了北宋年间的太平盛世[8]。纵观全画，

建模与独特的渲染技术，使游戏中的水纹、山石、云海

远郊、舟桥、集市及各色人物徐徐展开，共有 810 余人、

灵动，以游戏的形式给古老的绘画作品注入新的内涵，

90 余头牲畜、28 艘船、20 辆车、8 顶轿子以及房屋 130

使传统艺术焕发活力与生机。因此，基于语音交互技

余栋 。画卷上对人物细节的刻画入木三分，贴近群

术的、以《清明上河图》原画为基础的 AVG 游戏设计，

众的市井生活，既还原了真实的历史情景，也在很大程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数字文创设计的有益探索。

度上展示了当时汴梁百姓不同的生活层次与社会地

3. 游戏交互的关键技术——语音交互技术

[9]

位，生动而详实地描写了汴梁城内外的清明盛世，从不

语音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最直接、最自然的方

同角度反映了北宋政治与经济的发展状况。宏大生动

式。
《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以语音交互的形式为主，

的画面适宜联想、生发出合理的游戏故事情节、叙事逻

辅以收集物品、小游戏的功能，构成逻辑清晰的游戏

辑和游戏交互场景。

框架。

然后是基于《清明上河图》古朴精美的画风设计游

语音交互作为《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的最大特

戏界面视觉效果。
《清明上河图》画卷长 528 cm，高

色，在游戏中占比最大，将语音交互的独特之处运用到

24.8 cm，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与中国古典艺术美的韵

游戏机制设计中可大幅度提升游戏的可玩性。游戏

味。作为举世闻名的古画和中华文明的象征，其艺术

中，玩家通过与指定 NPC 进行“交谈”可从 NPC 口中获

造诣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画中线条简约、刻画

取前往下一关的线索。此外，个别关卡涉及支线剧情，

准确、
表现生动，
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10]。

需要玩家根据给定的提示说出自己的选择；系统通过

将《清明上河图》的艺术风格运用在游戏美术设计中，

对玩家说出的短句进行识别从而开启不同的剧情走

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审美影响力。

向。在一些关卡加入物品的收集机制，玩家通过在场

2. 游戏类别的选择——以 AVG 游戏为机制
之所以选择 AVG 游戏类别，是因为 AVG 作为冒
险类游戏，玩家通过控制游戏中的虚拟角色进行游戏
任务的推动，并一步步地产生一个交互性的故事，解开
游戏的谜题，是一类交互性强、吸引力强、开放性强的
游戏。其最大的特色在于，以探险、收藏、解谜为游戏
玩家的任务，故事情节设置环环相扣、妙趣横生，玩家
通过探索自我决定游戏进程[11]。AVG 游戏平台兼容性
强，无论是在电脑端还是在手机端，均能找到大量与平

景中寻找关键物品来开启下一段剧情，该功能一定程
度上可增加游戏的难度，提升游戏的可玩性。此外，游
戏的个别关卡会加入以语音交互为基础的小游戏，例
如破解密码锁、许愿放孔明灯等，能够对游戏整体起到
锦上添花的作用，
进一步提升游戏的趣味性。

（二）基于语音交互技术的《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
设计与实现
1. 游戏结构与游戏框架设计

台相匹配的游戏，并且 AVG 游戏对客户感知性与用户

首先是游戏剧情与叙事结构。以《清明上河图》场

参与度均有较高的要求[12]。目前，我国的 AVG 游戏以

景展开为叙事结构，按照地点展开，以“郊外—汴河—

文字游戏居多，如《隐形守护者》，其传播渠道兼具融合

街市”作为剧情的主线（见图 1），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游

特色，打造了以游戏平台和视频网站交错脉络、多元渠

历汴梁风光。剧情撰写贯彻着高度贴近原画作的原

道合力引流的传播矩阵，引领多领域多平台进行资源

则，玩家在体验的过程中也有强烈的代入感。而支线

碰撞，在扩大受众范围的同时形成联动效应，极大地提

剧情的加入可增加游戏难度，保证游戏的可玩性与趣

高了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影响力[13]。又如《绘真·妙笔

味性。游戏结构见图 2。

千山》，作为中国风解谜游戏，制作团队通过自研的

故事情节的设计大量借鉴了张择端原画作中的场

NeoX 引擎和特定的游戏技术开发平台，结合手绘、3D

面与内容，增强了游戏的沉浸感与代入感。剧情的设

图1

剧情主线场景设计——
“郊外”、
“汴河”、
“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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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结构

图4

场景——珠宝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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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的 UI 框架基础

图5

场景——农舍内景

图6

场景——放孔明灯

定大致如下。学生（玩家扮演）偶然间因一场梦境回到

的中国风，为玩家带来良好的视听体验。游戏画面整

了北宋年间，历经艰难险阻后终于得知了古画背后的

体色彩偏向于中国古代纸张的颜色，为画面整体营造

秘密。后来他潜心于对北宋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故事

了久远的年代感，符合游戏剧情发生于北宋年间这一

的结局成为了研究《清明上河图》的著名学者。剧情所

总体设定。个别场景的色彩参考了中国工笔画的特

表达的中心思想即为隐藏在古画之中的秘密——不仅

点，重写实，用色较为明艳张扬；黑夜场景的颜色整体

展现北宋时期整体的社会风貌，而且暗示了事物并非

偏暗，但却使得整个游戏的色彩变化和视觉层次更加

一成不变的客观规律；但历史兴衰更替的过程总会留

丰富，见图 4—6。游戏道具的选择遵循与历史年代背

下其存在的痕迹，正如《清明上河图》一样，在岁月的洗

景相契合的原则。玩家在游戏中收集使用的物品多为

礼中万古长青。

北宋年间常见的物件，例如铜钱、木制风车、玉佩等，将

然后进行 UI 框架设计。
《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的

玩家带入北宋时期较真实的市井生活，可增强游戏的

UI 框架，不但可以将“打开”、
“关闭”、
“页面跳转”等管

沉浸感与真实性。素材设计添加宣纸纹理的质感，可

理问题集中化，还可以将功能逻辑分散化。MVC 框架

增强游戏画面风格的年代感。

作为实现 UI 框架的基础，能够将游戏各个部分的业务

2）界面要素设计。符合古人阅读习惯。游戏界面

逻辑集中到一个部件里面，使得玩家在进行交互时，系

设计使用北宋时期瘦金体的字体，融入了卷轴、宣纸、

统内部不需要重新编写业务逻辑。游戏框架中各部分

印章等中国风元素，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玩家的沉浸感，

功能见图 3。

见图 7—10。游戏主界面美术设计运用了水墨画晕染

2. 游戏界面风格设计

的效果，通向二级界面的按钮均以红色印章的形式展

1）视觉风格设计。
《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美术设

现，见图 11。
“开始游戏”二级界面见图 12，按钮以卷轴

计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参考了张择端所使

的形式展现，极具浓厚的中国风格。此外，语音按钮设

用的绘画技巧，采用传统工笔画与卡通简笔画相融合

计采用了古代印章的外观，融合了便于大众理解的麦

的风格，在符合当下大众审美的同时又能够保证浓厚

克风标识，达到传统与现代的高度结合，见图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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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开始游戏”
二级界面

物品收集界面布局

图 14

语音交互关卡界面

3）音乐风格选择。采用与故事背景相吻合的中国

设备的名称，检测成功后即可开始录制。当录制结束

风音乐能够增加玩家在游戏中的沉浸感。随着剧情的

后再次向 http 获取 post 请求，进而成功获取到服务器

发展，音乐的节奏逐渐加快，而在语音识别关卡会停止

返回的 json 数据并解析。通过将 audioclip 中的录音数

音乐的播放。背景音乐的加入丰富了游戏的听觉层

据存储到数组中，将数组中每一个变量与数据库中的

次，为玩家带来身临其境之感。

数据进行比对，从而识别出最终结果。语音识别的流

3. 语音识别与游戏交互设计

程见图 15。

《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最大的创新点就在于，玩

该游戏中，玩家可与角色对话，通过询问相关问题

家可采用语音的形式实时与角色进行互动，并完成解

获取下一关的信息。利用 if-else 条件判断语句将上一

开密码、判断剧情走向等功能。

个步骤中识别到的数据与给定字符串相对比，根据判

3.1 语音识别技术的实现

断结果接收玩家不同的回答。玩家与角色进行对话的

百度语音包中海量的数据信息使得百度语音能够

逻辑框架见图 16。此外，依照上述语音识别的原理，

对语音进行精准识别。调用百度语音只需要在百度语

玩家在游戏中还可通过语音完成其他的交互形式，例

音 官 方 平 台 创 建 一 个 语 音 识 别 API，得 到 该 API 的

如解密码锁、破解推理游戏、许愿放飞孔明灯等。多样

APP ID、API Key 和 Secret Key，
并在 Unity2D 中新建一

的交互形式也可增加游戏的可玩性与趣味性。

个交互类，将以上数据定义为字符串。
语音识别主要通过将语音数据存取在数组中来实

3.2 基于 GUI 技术的交互设计
GUI 作为图形接口，允许用户使用鼠标等输入设

现。首先需要检测设备的麦克风是否处于录音状态，

备操作界面上的不同选项，以选择即将执行的任务。

在 Start()函数中获取 token 后检测电脑上第一个录音

GUI 技术在该游戏中应用广泛，过场动画的播放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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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图 16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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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的步骤

语音判断剧情走向示例——关卡
“与牧羊女对话”

游戏关卡——破解密码

图 18

游戏关卡——拼图

赖于 Canvas 下的 Raw Image 组件。在 Add Component

表达都能获得准确的识别结果。从游戏语音交互关卡

中 为 图 片 添 加 Video Player 组 件 ，将 mp4 文 件 赋 给

的实现效果来看，玩家可以轻松地与角色进行对话，实

Video Clip，即可将视频渲染至 Raw Image 中，实现视

现对不同支线剧情的解锁。游戏关卡见图 17—18。

频的播放功能。视频播放结束后自动跳转至其他场
景，只需对当前的视频播放状态进行判断。
GUI 技术同样可以实现物品的背包系统与拖拽功

三、语音交互游戏的用户体验分析
（一）焦点小组访谈

能。首先要为被拖拽到的物体添加碰撞盒，并对拖拽

针对《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的用户体验分析，采

物体到碰撞盒之间的距离进行判断。若物体被拖拽到

用焦点小组访谈法，随机选取 10 名在校大学生并对其

碰撞盒区间内，则物品拖拽结束，调用 LoadScene()函

进行访谈，从而保证数据的全面性与分析结果的客

数实现场景之间的切换。

观性。

在实现了上述语音识别功能及物品的拖拽功能

访谈开始时，主持人对 10 位小组成员的背景进行

后，
《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的所有功能就完成了。从

调研，每一位成员依次汇报自己对《清明上河图》的了

语音识别的准确度来看，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化的

解程度、平均每周玩游戏的时长以及对 AVG 游戏的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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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对《清明上河图》

图 20

的了解程度

小组成员平均每周
玩游戏的时间

图 22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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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对 AVG 游戏
的了解程度

小组成员对《清明上河图》AVG 游戏的体验评估

猎深度。从小组成员对《清明上河图》的了解程度来

有人均认为画面设计精美，传统古朴的画风能够使体

看，其中 7 人在之前对《清明上河图》的了解程度都在

验者仿佛置身画中，赏心悦目；无论是游戏的场景设计

“不太了解”到“非常不了解”之间，而只有 1 人对《清明

还是素材设计，都与张择端原作高度吻合，较好地反映

上河图》了解较多。从小组成员对游戏的了解程度来

出《清明上河图》中不同阶层人群的特征及生活方式。

看，有 4 人为资深游戏玩家，其平均每周在游戏上花的

该游戏使之前对《清明上河图》了解甚少的成员对北宋

时间超过了 8 h，其中 1 人甚至每周玩游戏的时间高达

时期的市井生活与《清明上河图》背后的历史艺术价值

40 h 以上；而其余 6 人每周玩游戏时间在 1 h 以下，对

有了宏观的认识；而对于之前对《清明上河图》了解较

AVG 游戏了解甚少。调查结果见图 19—21。

多的成员来说，该游戏使他们以一种生动有趣的形式

10 位成员在体验过该游戏后，分别对游戏剧情与

重新认识了这幅流传近千年的古画。

《清明上河图》相关联程度、画面风格美观程度、界面布

在体验后大家也总结了存在问题与优化措施。小

局合理程度、语音识别清晰程度、游戏可玩性程度、体

组成员中的 4 人认为语音交互的单一性使得游戏交互

验游戏前后对《清明上河图》认识的深入程度进行了评

形式的多样化受到了限制，且语音交互的部分过多，游

定。评定结果见图 22。

戏形式稍有单调，玩家的耐心会随时间降低。因此可

（二）分析与结论

在游戏关卡中设置语音交互的不同难度等级并添加其

小组成员体验游戏后，所有人均认为，语音交互相

他交互形式，以提升游戏的趣味性。此外个别成员认

较于传统操作方式更加新颖独特，亮点突出，交互性更

为，大量改编剧情会削弱游戏反映的历史真实性，因此

好；且语音识别的准确度较高，操作简便。其中 7 人认

需进一步挖掘北宋时期的社会风俗并推敲剧情。场景

为语音交互的形式相较传统操作更为便捷、智能，对游

的频繁切换使得音乐的连贯性有待加强，可通过更改

戏整体的体验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与 NPC 实时对话

音乐的播放模式实现音乐流畅播放。

更是游戏中的一大特色，通过交互操作破解剧情的方
式保证了游戏的可玩性。

四、结语

此外，小组成员认为游戏剧情与张择端的《清明上

本文以基于语音交互技术的《清明上河图》AVG

河图》联系紧密，融入了大量画中的情节，玩家可从剧

游戏设计为例，以古画《清明上河图》为基础进行数字

情中直观地感受到北宋年间汴梁百姓的生活状况。所

文创产品设计，建构游戏剧情并设计游戏画面风格，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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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语音数据存储在数组中并调取百度语音包的数
据库进行识别，结合 GUI 技术的事件响应监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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