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用户界面组件

本章将介绍图形对象中的用户界面组件。目前， JavaFX 提供两种用户界面组件：基于
Java Swing 的组件 （这些组件被包装起来以便无缝地集成到 JavaFX 中）；以及内置
JavaFX 组件。最近，内置 JavaFX UI 组件不断增加，我们将在本章中简要介绍这些新组
件。在本书中，我们会在适当的地方提供一些使用这些组件的示例。
可以将 CSS 样式应用于图形对象 （为其添加皮肤），这对于合并具有一致外观的 UI
组件特别有用。还可以构建自己的可换肤的 UI 组件。（可换肤的组件使你能通过外
部 CSS 样式表向组件应用统一的样式。通过使用不同的样式表，可以更改组件的整
个外观。）

本章内容
• JavaFX 用户界面组件
• 基于 Swing 的用户界面组件
• 通过绑定将 UI 控件集成到应用程序中
• 将 CSS 样式应用于图形对象
• 创建可换肤的 UI 组件

5.1 JavaFX UI 控件
JavaFX 包含一个内置 TextBox UI 组件，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它。 JavaFX 1.2 发行版还包
括其他 UI 组件，表 5.2 对这些组件进行了简要介绍。

5.1.1 TextBox
TextBox 用于获取用户的文本输入。可以用属性 columns 指定宽度，用属性 action 指定
事件处理程序。布尔变量 editable 指定用户是否可以编辑 TextBox （默认值为 true）。
属性 rawText 反映了 TextBox 中的文本 （随着用户提供输入而更新）， text 保存调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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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处理程序时的输入。此外，属性 adjustingSelection、dot 和 mark 允许查询用户文本
选择。图 5.1 显示了一个例子。
var textInput: TextBox;
. . .
textInput = TextBox {
columns: 20
action: function(): Void {
if (textInput.text != "") {
processInput(textInput.text);
}
}
}

图 5.1 TextBox UI 组件

表 5.1 列出了 TextBox 属性。
表 5.1 TextBox 属性
属性

类型

说明 （默认值）

action

function():
Void

columns

Number

editable

Boolean

font

Font

selectOnFocus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通过键盘或软键导航使此
TextBox 获得焦点会导致其文本内容被选定
（默认值为 true）

text

String

包含在此 TextBox 中的文本，在用户提交时
更新

在此 TextBox 上激发某一 操作 （通常用
<Enter>）时调用该函数
水平大小：大约字符数 （默认值为 10）
如果为 true，则文本可由用户进行编辑 （默
认值为 true）
文本的默认字体

rawText

String

原始文本值 （由用户输入）

promptText

String

未在控件中输入文本时显示

adjustingSelection

Boolean

dot

Integer

mark

Integer

用于查询文本选择的状态。属性 dot 是插入
记号的位置， mark 是锚点。 如果 dot !=
mark，则存在文本选择

本书示例

• “FlickrTag （Main.fx）”，清单 9.20，（第 9 章）。为 Flickr 提供搜索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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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图 （FlickrUser）”，清单 9.24，（第 9 章）。为 Flickr 提供昵称。
5.1.2 UI 组件
表 5.2 列出了包含在 JavaFX 1.2 发行版中的 UI 组件。借助这些组件，开发人员将拥有
更丰富的内置 UI 控件选择。与 JavaFX Swing 组件不同 （它只能在桌面环境中运行），
这些 UI 组件可以跨所有环境迁移 （桌面、移动和 TV）。 有关 JavaFX 平台的概述，请
参见图 1.1。
表 5.2

UI 组件

UI 组件

说明

TextBox

具有操作事件处理程序的文本输入

Button

具有操作事件处理程序的可按组件

Hyperlink

Button 的替代视图。跟踪它是否已经被 “访问”，如果是，它将选
择以不同方式显示

ToggleButton

与 SwingToggleButton 类似。如果该组件是 ToggleGroup 的一部分，
则该组将确保一次只有一个 ToggleButton 被选中。否则，将在选中状
态和未选中状态之间进行切换

RadioButton
ToggleGroup

扩展 ToggleButton 并提供替代视图 （传统的单选按钮外观）
将 ToggleButton 或 RadioButton 分组，以便使同一组中的所有按钮
的选中状态是互斥的

CheckBox

通常，三态选择控件在选中时会显示为一个带选中标记或对号的框

ListView

可滚动的可选项列表

ComboBox

预定义的字符串列表，也可以根据需要输入一个自定义字符串

Label

不可编辑的文本和 / 或图形控件。显示的文本在修改后可适应特定
空间 （使用省略号或截断）

ScrollBar

滚动控件

Slider

与 SwingSlider 类似

ProgressBar
ProgressIndicator

可视进度状态指示器。属性 progress （如果介于 0 和 1 之间）指
示完成的百分比；如果 >= 1，则指示已完成
ProgressBar 的替代视图。提供一个圆形的小进度指示器

图 5.2 显示了其中许多 UI 组件，清单 5.1 是所示应用程序的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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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gleButton
CheckBox
RadioButton
Slider
（连接到了 Rectangle 不透明度）

Button

Hyperlink

带文本和
图形的 Label

ProgressBar

ProgressIndicator

ListView

图 5.2 UI 组件展示

清单 5.1

UI 组件展示

//ToggleGroup 中有两个 ToggleButton 和一个 CheckBox
var toggleGroup = ToggleGroup {}
def tg1 = ToggleButton { text: "First", toggleGroup: toggleGroup }
def tg2 = ToggleButton { text: "Second", toggleGroup: toggleGroup }
def tg3 = CheckBox { text: "CheckBox One" }
//ToggleGroup 中的三个 RadioButton
def tb = ToggleGroup {}
def r1 = RadioButton { text: "Small", toggleGroup: tb }
def r2 = RadioButton { text: "Medium", toggleGroup: tb }
def r3 = RadioButton { text: "Large", toggleGroup: tb }
// Slider 控制 Rectangle 的不透明度
def slider = Slider {
min: 0, max: 1
vertical: false
showTickMarks: true, showTickLabels: tru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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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0.5
majorTickUnit: .25, minorTickCount: 3
}
def rectangle = Rectangle {
width: 50, height: 80
opacity: bind slider.value, fill: Color.BLUE
}
// 两个 Button
def b1 = Button {
text: "Click Button 1"
strong: true
action: function() { println("Button 1 clicked"); }
}
def b2 = Button {
strong: false
text: "Click Me Button 2"
action: function() { println("Button 2 clicked"); }
}
// 两个 Hyperlink 和一个 Label
def h1 = Hyperlink { text: "Hyperlink 1" }
def h2: Hyperlink = Hyperlink { text: "Hyperlink 2" }
def l1 = Label { text: "Hi, I am a label." font: Font { ... }
graphic: ImageView { image: Image { url: "{__DIR__}duke.gif" } }
textFill: Color.CRIMSON
}
// ProgressBar 和 ProgressIndicator 报告相同的变量 n
var n: Number = 0;
var pb = ProgressBar {
progress: bind ProgressBar.computeProgress(1000, n)
}
var pi = ProgressIndicator {
progress: bind ProgressIndicator.computeProgress(1000, n)
}
def lv = ListView { items: ["One", "Two", "Three"] }

5.1.3 Popup 窗口
JavaFX 提供了两个可以从应用程序中调用的外部 “窗口”： Alert 和 Popup。 两个组件
都不是主要应用程序场景图的一部分，但它们有自己的 stage。
Alert 提供了一个高级的可配置的弹出对话框。 共有三种类型：确认、通知和询问，分
别通过调用 Alert 函数 confirm、 inform 或 question 来实例化。标题是第一个可选的参
数。图 5.3 显示了一个带 Yes/No 按钮的询问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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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 中的 action 属性
action: function() {
if (Alert.question (
"Important Question???",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statusString = "We will continue!"
else
statusString = "We will stop!";
}
}

图 5.3 Alert 窗口 （询问）

Popup 提供了一个通用的组件，它可以弹出在用户的屏幕上。可以使用任何喜好的场景
图结构来构建 Popup。图 5.4 显示了一个使用 Rectangle 和 Text 组件呈现的 Popup。
def myPopUp = Popup {
// 将 Popup 内容放在此处
content: [ . . . ]
}
. . .
// Button 中的 action 属性
action: function() {
if (myPopUp.visible) myPopUp.hide()
// 使用绝对屏幕坐标
else myPopUp.show(600, 400);
}

图 5.4 Popup 窗口

5.2 Swing 组件
JavaFX 提供对 Java Swing 组件的一个子集的直接访问。这些 Swing 组件已经被包装起
来，以便与 JavaFX 场景图模型和节点行为保持一致。 Swing 组件只能在桌面环境中运
行，这意味着无法在移动应用程序中使用它们。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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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SwingButton
SwingButton 提供了一个按钮图形 VI 控件。可以用文本和 / 或图标修饰它。请使用属性
action 进行事件处理，如图 5.5 所示。

SwingButton {
text: "Group Rotate"
action: function(): Void {
shapeArea.rotate += 45;
}
}

图 5.5 SwingButton 示例

本书示例

• “Piano——第四步：添加 Swing 按钮和音符缓冲区——第三部分”，清单 6.12，
（第 6 章）。使用 SwingButton 组件控制钢琴键盘。

• “照片 4：照片示例场景图”，清单 8.7，（第 8 章）。使用 SwingButton 组件选择
应用于照片的效果。

5.2.2 SwingCheckBox
SwingCheckBox 是一个“复选框”组件，它使用户可以在选中状态和未选中状态之间切
换 来 表 示 布 尔 值。当 该 框 被 选 中 时，属 性 selected 的 值 为 true。通 过 将 相 同 的
toggleGroup 属性值分配给一个组中的所有 SwingCheckBox 组件，可以强制执行只选中
该组中的一个 SwingCheckBox 组件的行为。（图 5.11 显示了如何使用属性 toggleGroup
以及执行互斥行为。）
图 5.6 阐释了一个具有操作事件处理程序的 SwingCheckBox 组件。如果选中了该复选
框，则节点 （p）会移至其容器的前端。否则，会移至其容器的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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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frontCheck: SwingCheckBox = SwingCheckBox {
text: "Polygon In Front"
selected: true
action: function(): Void {
if (frontCheck.selected) { p.toFront(); }
else { p.toBack(); }
}
}

图 5.6 SwingCheckBox 示例

5.2.3 SwingComboBox
SwingComboBox 提供了一种从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的机制。使该组合框变得可编辑后，
用户即可在可编辑的字段中键入值。可以用属性 items 中的一系列 SwingComboBoxItem
组件来填充 SwingComboBox。图 5.7 显示了一个用 4 个 SwingComboBoxItem 选择选项
填充的 SwingComboBox。

图 5.7 SwingComboBox 和 SwingComboBoxItems

5.2.4 SwingComboBoxItem
SwingComboBox 中项的类型是 SwingComboBoxItem。属性 text 提供了基于文本的项名
称。可以使用属性 value 构建任意对象。例如，清单 5.2 为各 SwingComboBoxItem 构建
不同大小的 Font 对象，这允许方便地通过绑定来更新对象的 font 属性。 Text 对象的
font 属性绑定表达式以粗体显示。
清单 5.2

SwingComboBox 和 SwingComboBoxItem

def fontbox = SwingComboBox {
width: 100
items: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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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ngComboBoxItem {
text: "12"
value: Font { size: 12 }
selected: true
}
SwingComboBoxItem {
text: "14"
value: Font { size: 14 }
}
SwingComboBoxItem {
text: "18"
value: Font { size: 18 }
}
]
}
. . .
Text {
x: 35
y: 30
font: bind fontbox.selectedItem.value as Font
content: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yellow dog."
}

5.2.5 SwingIcon
SwingIcon 是一个用于装饰组件的图像。使用 JavaFX Image 可设置图标的图像。图 5.8
显示了如何创建一个同时包括图标和文本的按钮。
SwingButton {
text: "Duke says 'Hi!'"
icon: SwingIcon {
image: Image { url: "{__DIR__}duke.gif" } }
action: function(): Void {
// 此处为操作代码
}
}

图 5.8 具有 SwingIcon 的 SwingButton 示例

5.2.6 SwingLabel
SwingLabel 组件显示一个字符串和 / 或一个图标。使用属性 icon （参见图 5.8）可提供
图像。图 5.9 显示了一个与 SwingSlider 组件 fillOpactiy （参见 5.2.13 节）相关联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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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SwingLabel 组件。使用属性 labelFor 可以将标签与 Swing 组件相关联。 （如果此
标签未关联到某个组件，则属性 labelFor 为 null。）

SwingLabel {
width: controlWidth - 20
text: " Polygon Opacity"
labelFor: fillOpacity
}
fillOpacity

图 5.9 SwingLabel 示例

5.2.7 SwingScrollPane
SwingScrollPane 是一个允许其内容滚动的容器。请将属性 view 设置为它的可滚动内容。
图 5.10 显示了一个 SwingScrollPane 组件 （带有一个 SwingList），清单 5.3 显示了呈现
该组件的相应代码。

5.2.8 SwingList
SwingList 显示了一个 SwingListItem 对象列表，并且允许用户选择一个或多个项。属性
items 容纳了一系列 SwingListItem 对象。属性 selectedIndex 返回所选项的索引，而属性
selectedItem 返回所选项。选择了多个项时，selectedIndex 是最小的已选索引，如果没
有选择则返回 -1。

图 5.10 SwingScrollPane、 SwingList 和 SwingListItem

5.2.9 SwingListItem
SwingListItem 表示 SwingList 组件中的一个可选择项。当此项已经选中时，属性 selected
为 true。属性 text 包含显示文本，而属性 value 是一个与此列表项相关联的对象。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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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5.3 显示了一个包含 SwingListItem 的示例。这里，属性 value 是一个 Effect 对象
（DropShadow、InnerShadow、Glow、MotionBlur），该对象使用绑定更新 Rectangle。矩
形的 effect 属性绑定表达式以粗体显示。
清单 5.3

SwingScrollPane、 SwingList 和 SwingListItem

var effectList: SwingList;
SwingScrollPane {
height: 100
width: 150
scrollable: true
view: effectList = SwingList { items: [
SwingListItem {
text: "No Effect"
selected: true
value: null
},
SwingListItem {
text: "Drop Shadow"
value: DropShadow {
}
}
SwingListItem {
text: "Inner Shadow"
value: InnerShadow {
offsetX: 4
offsetY: 4
}
}
SwingListItem {
text: "Glow"
value: Glow {
level: 1
}
},
SwingListItem {
text: "Motion Blur"
value: MotionBlur {
angle: 45
radius: 10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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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SwingList 组件选择接收效果的矩形
Rectangle {
x: 30
y: 10
height: 100
width: 80
fill: defaultColor
stroke: Color.BLACK
effect: bind effectList.selectedItem.value as Effect
}

5.2.10 SwingRadioButton
SwingRadioButton 呈现一个可选择的单选按钮。如果具有多个共享同一 SwingToggleGroup
的SwingRadioButton组件（如属性 toggleGroup 中所设置的那样），SwingToggleGroup
将强制实施互斥选择。图 5.11 显示了一个展示此行为的单选按钮。
SwingRadioButton {
toggleGroup: pizzaSizeGroup
text: "Small"
action: function(): Void {
// 操作……
}
}
SwingRadioButton {
toggleGroup: pizzaSizeGroup
text: "Medium"
action: function(): Void {
// 操作……
}
}
SwingRadioButton {
toggleGroup: pizzaSizeGroup
selected: true
text: "Large"
action: function(): Void {
// 操作……
}
}

图 5.11 互斥的 SwingRadioButton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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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SwingToggleButton
SwingToggleButton 提供了与 SwingRadioButton 相同的行为，区别在于它看起来像一个
常规按钮。SwingToggleButton 可以在按下和释放状态之间进行切换，向用户表示一个布
尔值。如果为多个 SwingToggleButton 组件分配给同一个 SwingToggleGroup，该组将强
制执行互斥选择。

5.2.12 SwingToggleGroup
SwingToggleGroup 是一个用于对一组按钮 （SwingToggleButton、 SwingCheckBox 或
SwingRadioButton）强制执行互斥选择的类。当这些按钮位于同一个 SwingToggleGroup
中的时候，选择一个按钮就会取消选择所有其他具有相同 toggleGroup 设置的按钮。

5.2.13 SwingSlider
SwingSlider 使用户可以通过在一个有界区间内滑动一个球形调节器来以图形方式选择
一个值。可以为滑块的上限和下限提供属性 maximum 和 minimum。属性 value 是滑块的
当前值，该值位于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 （含这两个值）。如果属性 vertical 为 true，则
垂直呈现该滑块。
图 5.12 显示了 SwingSlider 的一个示例，它使用户可以设置节点的透明度。该滑块的值
介于范围 0 到 100 之间，但绑定表达式除以 100.0 以获得所需的不透明度范围 （0 到
1）。注意，属性 minimum、 maximum 和 value 的类型都是 Integer。
def fillOpacity = SwingSlider {
minimum: 0
maximum: 100
width: controlWidth - 20
height: 20
value: 50
}
. . .
var opacity = bind (fillOpacity.value / 100.0);

图 5.12 包含绑定不透明度的 SwingSlider 示例

5.2.14 SwingTextField
SwingTextField 用于显示和编辑单行文本。如果属性 editable 为 true，用户可以编辑文
本。图 5.13 显示了一个可编辑的 SwingTextField。这里，将一个 Text 组件的 content
属性绑定到SwingTextField的text属性。随着用户键入文本，Text组件将反映新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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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tf = SwingTextField {
columns: 10
editable: true
text: "Now is the time"
}
. . .
Text {
x: 35
y: 30
content: bind tf.text
fill: Color.BLACK
}

图 5.13 SwingTextField 示例

5.3 Swing 示例
图 5.14 显示了一个名为 Order Your Pizza（“订购比萨”）的应用程序中的两个视图。遗
憾的是，此应用程序并不真正为你订购比萨，而是演示了若干个 Swing 组件。此应用程
序使用了具有互斥选择限制的单选按钮和允许多重选择的复选框。还将了解 JavaFX 绑
定机制如何简化 UI 组件与应用程序的集成。
该示例说 明，在仅 使用单选按 钮、复选框 和文本组 件的应用程 序基础上 构建 图形
（graphical）应用程序是多么容易。例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可视化的比萨和比萨馅
料。随着用户选择不同大小的比萨，比萨图形也会改变大小。此外，如果比萨包括一份
或多份馅料，则这些馅料会出现在它们所装饰的比萨边界上。
我们先来看看图形对象：比萨和比萨馅料。

5.3.1 比萨是圆形的
清单 5.4 显示了构建比萨的代码。我们的比萨具有三种尺寸 （小、中和大，半径分别为
40、 55 和 70）。比萨具有外壳 （strokeWidth 为 8）和阴影。属性 radius 通过变量
pizzaSizeIndex 绑定到序列 pizzaSize。
清单 5.4 还定义了 clipToppings，这是一个由三个圆形组成的序列，这些圆形分别与三
个比萨大小相匹配。馅料组 （pepperoni、 sausage、 onions）使用这些圆形作为它们的
clip 属性，以使它们在用户选择不同大小的比萨时具有正确的大小。注意，用于属性
clip 的节点没有插入到场景图中，它们只是为裁剪行为提供了几何图形参考。

5.3

图 5.14 订购比萨

清单 5.4
def
def
def
var

比萨和裁剪圆

pizzaCenterX = 80;
pizzaCenterY = 100;
pizzaSize = [40, 55, 70];
pizzaSizeIndex = 2;

// 从 “大”开始

def pizzaArea = Group { layoutX: 20 }
// 这是比萨
insert Circle {
centerX: pizzaCenterX
centerY: pizzaCenterY
radius: bind pizzaSize[pizzaSizeIndex]
fill: Color.web("#D72D02")
stroke: Color.web("#CB7621")
strokeWidth: 8
effect: DropShadow {}
} into pizzaArea.content;
// 这个圆形用于为馅料提供裁剪参考
def clipToppings = Circle {
centerX: pizzaCenterX
centerY: pizzaCenterY
radius: bind pizzaSize[pizzaSizeIndex];
}

Swing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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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馅料是圆形的
清单 5.5 显示了呈现比萨馅料的图形对象。每个馅料类型都具有自己的组，并且其 clip
属性绑定到当前选定的比萨大小。馅料本身是在序列 toppingLocations 中的坐标处构建
的小圆形。每对数字用于初始化一个圆的 centerX 和 centerY 属性。for 循环构建馅料
并将它们插入到 topping 组。
for (i in [0.. <sizeof toppingLocations step 6]) { . . . }

每个比萨馅料都具有自己的颜色，并且全都将其 visible 属性绑定到选择相应馅料的
SwingCheckBox 组件。
清单 5.5

馅料

// 馅料的 x 和 y 坐标值
def toppingLocations = [
88, 42, 101, 45, 118, 58, 126, 72, 134, 88, 135, 108,
123, 128, 114, 141, 97, 150, 82, 152, 59, 151, 42, 146,
30, 131, 23, 118, 23, 96, 28, 75, 41, 58, 60, 45
77, 53, 90, 60, 109, 69, 112, 84, 113, 100, 120, 115,
106, 130, 87, 141, 68, 137, 50, 123, 42, 109, 45, 89,
54, 72, 78, 65, 93, 70, 101, 81, 100, 96, 97, 108,
88, 124, 65, 118, 61, 108, 59, 95, 67, 85, 81, 85
85, 98, 79, 105, 70, 105, 67, 94, 78, 94, 77, 100
];
// 用于容纳裁剪到当前比萨大小的馅料的组
def toppings = Group { clip: bind clipToppings }
// 构建每种馅料的小圆形
for( i in [0.. <sizeof toppingLocations step 6]) {
insert Circle {
effect: DropShadow {}
centerX: toppingLocations[i]
centerY: toppingLocations[i + 1]
radius: 5
fill: Color.web("#D47F54");
visible: bind checkPepperoni.selected
} into toppings.content;
insert Circle {
effect: DropShadow {}
centerX: toppingLocations[i + 2]
centerY: toppingLocations[i + 3]
radius: 5
fill: Color.web("#FFAA00");
visible: bind checkSausage.selected
} into toppings.content;
insert Circ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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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DropShadow {}
centerX: toppingLocations[i + 4]
centerY: toppingLocations[i + 5]
radius: 5
fill: Color.BURLYWOOD;
visible: bind checkOnions.selected
} into toppings.content;
}
insert toppings into pizzaArea.content;

5.3.3 用 SwingRadioButton 选择比萨大小
清单 5.6 构建了用于选择比萨大小的组件。选择机制是一个 SwingRadioButton，它将其
toggleGroup 属性设置为 pizzaSizeGroup。这会强制执行所需的互斥选择行为（每次只能
选择一个大小）。SwingRadioButton 和一个关联的 SwingTextField 被分组到一个 HBox 布局
组件中，以便它们并排显示。注意， SwingTextField 组件仅在其关联的 SwingRadioButton
被选中时才会启用。 SwingTextField 组件显示具有相关大小的比萨的价格。
action 事件处理程序将变量 pizzaSizeIndex 设置为选定的比萨大小（0 表示小，1 表示
中，2 表示大）。此更改会呈现正确的比萨大小，并导致馅料组中绑定的 clip 属性更新
它们的大小。

清单 5.6

选择比萨大小

def pizzaCost = [8.75, 10.75, 12.75];
def pizzaSizeGroup = SwingToggleGroup { }
def smPizza = HBox {
spacing: 10
content: [
SwingTextField {
columns: 3
editable: false
disable: bind not sbSmall.selected
text: "{pizzaCost[0]}"
}
sbSmall = SwingRadioButton {
toggleGroup: pizzaSizeGroup
text: "Small"
action: function() {
pizzaSizeIndex = 0;
}
}
]
}
def medPizza = HBox {
spacin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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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SwingTextField {
columns: 3
editable: false
disable: bind not sbMedium.selected
text: "{pizzaCost[1]}"
}
sbMedium = SwingRadioButton {
toggleGroup: pizzaSizeGroup
text: "Medium"
action: function() {
pizzaSizeIndex = 1;
}
}
]
}
def lgPizza = HBox {
spacing: 10
content: [
SwingTextField {
columns: 3
editable: false
disable: bind not sbLarge.selected
text: "{pizzaCost[2]}"
}
sbLarge = SwingRadioButton {
toggleGroup: pizzaSizeGroup
selected: true
text: "Large"
action: function() {
pizzaSizeIndex = 2;
}
}
]
}

5.3.4 用 SwingCheckBox 选择馅料
清单 5.7 构建了比萨馅料复选框的对象字面值。每个复选框都将属性 text 设置为馅料名
称，将属性 selected 设置为 false。所有关联的图形 “馅料” visible 属性都被绑定到
适当的复选框 selected 属性 （参见清单 5.5）。当用户选择某种馅料时，该馅料的图形
表示形式将通过绑定出现在比萨的顶部。当该馅料被取消选择时，其图形表示将消失。
清单 5.7

选择馅料

def checkPepperoni = SwingCheckBo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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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Pepperoni"
selected: false
}
def checkSausage = SwingCheckBox {
text: "Sausage"
selected: false
}
def checkOnions = SwingCheckBox {
text: "Onions"
selected: false
}

5.3.5 通过绑定函数和绑定实现集成
清单 5.8 显示了使比萨订购总价格与用户选择 （比萨大小和馅料数量）更新保持同步的
代码。随着用户更改选择，总价格将更改并显示新数量。这需要借助于绑定 （bound）
函数 getTotal。
每当函数体中的任一变量更改时，都将调用绑定函数。然后，每当组件 checkPepperoni、
或 checkOnions 的 selected 属性更改时，都将执行函数 getTotal。此外，
每当 pizzaSizeIndex 更改时，也会执行 getTotal。上述每个变量都会影响总价格。
checkSausage

注意，对于绑定函数，不能为局部变量 （此处为 add1、 add2、 add3 和 total）赋值。
函数 getTotal 返回一个 String，从而可以轻松地更新 Text 组件 finalOrder （它将其
content 属性绑定到函数 getTotal 的 String 返回值）。
清单 5.8

更新订单总价格

bound function getTotal(): String {
def add1 = if (checkPepperoni.selected) .5 else 0;
def add2 = if (checkSausage.selected) .5 else 0;
def add3 = if (checkOnions.selected) .5 else 0;
def total = pizzaCost[pizzaSizeIndex] + add1 + add2 + add3;
return "$ {total}";
}
def finalOrder = Text {
content: bind getTotal()
font: Font {
size: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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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5.9 包括将属性 text 设置为“Place Your Order”的订单按钮（一个 SwingButton），
属性 action 使 Text 组件 t 变得可见。这将显示图 5.14 的第二个视图中所示的 “thank
you”消息。
清单 5.9

用 SwingButton 完成订购

def orderButton = SwingButton {
text: "Place Your Order"
action: function(): Void {
t.visible = true;
}
}
def t = Text {
underline: true
x: 10
y: 200
visible: false;
font: Font { size: 14 }
content: "Thank you. \nYour pizza is on its way!"
textAlignment: TextAlignment.CENTER
fill: Color.BLACK
}

5.4 创建可换肤的组件
本节介绍如何用 “皮肤”（用于控制 UI 组件外观的外部样式表）来构建自定义 UI 组
件。可以跳过本节，这不会破坏本书剩余内容的连续性。但是，你可能还是希望使用
CSS 自定义组件，本节将介绍这个内容。
JavaFX 使你可以创建 “可换肤的”组件，即使用 CSS 类型样式表设置样式的组件。
在说明如何创建可换肤的组件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如何用 CSS 设置 JavaFX 对象
的样式。

5.4.1 CSS
CSS （Cascading Style Sheet，层叠样式表）可帮助定义对象的外观。可以用样式元素指
定大多数属性，并且将常见样式聚集到外部样式表中。这有助于将对象的外观与它的行
为区分开。通过CSS，可以构建针对整个公司、针对某个应用程序或单个对象的样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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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FX 具有一个能够处理属性和样式的内置 CSS 解析器。大多数属性名称和样式标
签都很明显，但语法规则与 JavaFX 对象字面值声明不同。用户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
错误。

• 如果遗漏了终止符， 或犯下类似的语法错误，则会看到 ParseException。
• 如果指定了不受支持的属性值 （例如，一个不受支持的颜色名称），则会看到
StylesheetException。

• 如果指定了不受支持的元素，解析器会让你知道，但应用程序将继续运行。
样式提示
尽管 JavaFX 对于终止符的使用不太计较，但 CSS 需要使用 ; 来分隔样式元素。幸运的
是，当违反规则时， JavaFX 解析器会提供告知性的错误消息。应用程序在出现 ParseException 或 StylesheetException 之后的行为取决于预先设置的异常处理。
CSS 鼓励使用层叠样式；也就是说，为“外观”编写常规样式，然后针对某些情况或特
定类型的对象对其进行优化。将应用所定义的全部样式，并且仅对那些专用属性用“专
用样式”替换 “常规”样式。
CSS 样式规则既可以出现在外部样式表中，也可以嵌入到对象字面值中。可以通过三种
方式将样式应用于任何节点：使用属性 style （直接指定 CSS 样式）、使用 styleClass
（在外部样式表中引用样式类）以及使用 id（在外部样式表中引用特定于节点的样式）。
可使用场景的 stylesheets 属性 （一个 URL 序列或单个 URL）指定外部样式表。
我们使用 JavaFX Rectangle 类来说明指定样式的各种方式。图 5.15 显示了 4 个样式稍有
不同的、彼此类似的 Rectangle 对象。首先，所有矩形都具有相同的大小 （属性 height
和 width 都是 80）。Rectangle A 的属性 fill 为 Color.WHITESMOKE，Rectangle B 和 C 的该属
性是 Color.YELLOW，Rectangle D 的该属性是 Color.DARKRED。属性 stroke 和 strokeWidth
也各不相同。

视图 A

视图 B

视图 C

视图 D

图 5.15 将 CSS 用于 JavaFX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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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5.10 显示了图 5.15 中的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外部样式表 （RectangleSyle.css）。
它包括三种应用于节点类型 javafx.scene.shape.Rectangle 的样式 （必须完整指定
类 路 径） 。第 一 种 样 式 应 用 于 所 有 Rectangle 节 点，第 二 种 样 式 应 用 于 其 属 性
styleClass 设置为 basic 的Rectangle节点，第三种样式应用于其属性 id 设置为 special
的 Rectangle 节点。
清单 5.10

RectangleStyles.css

"javafx.scene.shape.Rectangle"
{
fill: whitesmoke;
stroke: black;
height: 80;
width: 80;
arcWidth: 20;
arcHeight: 20;
}
"javafx.scene.shape.Rectangle".basic
{
fill: yellow;
stroke: coral;
strokeWidth: 4;
opacity: 0.8;
}
"javafx.scene.shape.Rectangle"#special
{
strokeWidth: 8;
}

清单 5.11 中的 JavaFX 程序创建了如图 5.15 所示的 4 个 Rectangle。属性 stylesheets 引
用了本地执行环境中的外部样式表（RectangleStyle.css）。Rectangle 视图 A 使用默认对
象字面值，并且从外部样式表获得任何初始化的属性值 （属性 fill、 stroke、 height、
width、 arcHeight 和 arcWidth）。
Rectangle 视图 B、C 和 D 显示了层叠的工作方式。Rectangle 视图 B 使用了默认属性值，
除了那些在样式类“basic”中指定的属性（属性 fill、stroke、strokeWidth 和 opacity）
以外，该类覆盖了在默认样式中指定的任何属性。 Rectangle 视图 C 使用默认样式、
“basic”样式类和 “special” id 样式。可以看到 Rectangle B 和 C 基本相同，只是 C 具
有较宽的轮廓描边 （strokeWidth 为 8）。
最后，Rectangle D 用属性 style 指定了内联样式。它使用默认样式设置并在默认样式之
上应用内联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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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提示
在实践中，很可能不会如此频繁地使用内联样式。使用对象字面值表示法，可以创建具
有所需样式的 Rectangle，并且在编译时获得错误消息。
清单 5.11

将 CSS 用于 Rectangle （Main.fx）

Stage {
title: "JavaFX and CSS"
width: 450
height: 200
scene: Scene {
fill: Color.LIGHTSTEELBLUE
stylesheets: "{__DIR__}RectangleStyles.css"
content: HBox {
layoutX: 20
layoutY: 20
spacing: 15
content: [
Rectangle {
// 默认样式 （视图 A）
}
Rectangle {
// 默认样式 “basic”样式类 （视图 B）
styleClass: "basic"
}
Rectangle {
// 默认样式 + “basic”样式类 + “special” ID
// （视图 C）
styleClass: "basic"
id: "special"
}
Rectangle {
// 默认样式 + 内联样式 （视图 D）
style: "fill: darkred;"
"stroke: blue;"
"strokeWidth: 4;"
"opacity: 0.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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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可换肤的 TextButton 组件
现在，我们将创建一个可换肤的组件。我们将从一个简单易懂的 TextButton 开始。在下
一节中，我们将把 TextButton 结合到一个更加复杂的组件中，该组件是一个可换肤的
ChoiceDialog。
图 5.16 显示了一个示例应用程序，其中包含三个具有不同皮肤的 TextButton 组件。
第一个按钮使用默认设置，第二个和第三个按钮提供了外部 CSS 样式以自定义它们
的外观。

图 5.16 可换肤的 TextButton

TextButton 组件具有若干个重要属性。属性 displayText 是要显示的文本， action 是要
在选定 （单击）组件时调用的函数， disappearOnAction （默认值为 true）用于设置是
否希望按钮在调用该函数之后淡出。以下是图 5.16 中的 Submit 和 Cool 按钮的 TextButton
对象字面值。
TextButton {
disappearOnAction: false;
displayText: "Submit"
action: function(): Void {
println("You pressed submit.");
}
}
TextButton {
displayText: "Cool"
action: function(): Void {
println("You pressed Cool.");
}
}

每个 “可换肤的”组件都需要两个类：1 第一个是 Control，它公开了用户可在对象字面
值中定义的属性或可用 JavaFX 语句修改的属性 （如果用户具有写入权限）；第二个是
Skin，它是组件的图形表示形式。类 Control 类似于 CustomNode （实际上，它扩展了
1.

只有可换肤的组件需要类 Skin。第三个类 Behavior 用于实现行为差异，特别是与关键事件相关的
专有行为。TextButton 实现了一个专有 Skin 类，但并未实现 Behavior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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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Node），因为你会获得一个可以添加到场景图中的专用 Node 对象。Control 还包
括属性 skin，它是组件的可以设置样式的部分。类 Skin 包括属性 scene 和 control，
前者是为组件构建的任何图形对象的父对象，后者是组件的公开给用户的部分。
在构建自己的组件时，需要创建一个扩展 Control 的类和一个扩展 Skin 的类。可以通
过各自的类变量 skin 和 control 将其联系起来。清单 5.12 显示了 TextButton.fx（控
件）。create 函数初始化了 Control 属性 skin 并且在类 Control 中调用了 create（使
用 super ）。
清单 5.12

TextButton.fx

public class TextButton extends Control {
public var displayText: String;
public var action: function(): Void;
public var disappearOnAction = true;
protected override function create(): Node {
skin = TextButtonSkin { };
super.create();
}
}

清单 5.13 显示了 TextButtonSkin （皮肤）的部分代码。
清单 5.13

TextButtonSkin.fx （部分代码）

public class TextButtonSkin extends Skin {
def textButtonControl = bind control as TextButton;
// 公共变量为组件提供了 “可换肤的”属性
. . .
init {
node = Group {
content: [ . . . graphical objects that make up componen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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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说明了组件的 Control 类和它的 Skin 类之间的关系。
Control

Skin

皮肤

控件
节点

扩展

扩展

TextButton

TextButtonSkin

public var 控制
行为

public var 控制
外观

图 5.17 控件是模型，皮肤是视图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 TextButtonSkin 类，如清单 5.14 所示。通过绑定，对象
textButtonControl 指向 Control 对象 TextButton。接下来，我们将所有“可换肤的”属性
指定为 public var。提供合理的默认值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户自定义组件的需要。
其中每个属性 （fillColor、 outlineColor 等）都被插入到该组件的图形外观的某个方
面中。例如，属性 fillColor 定义了该按钮的背景填充。各种鼠标事件属性指定了与这
些事件相关联的按钮的填充颜色。
TextButton属性displayText、action和disappearOnAction是通过对象textButtonControl
引用的。例如，Text属性 content 绑定到 textButtonControl.displayText 以保持该按钮的
文本，如下所示。
def text = Text {
x: 10
y: 8
font: bind buttonFont
textOrigin: TextOrigin.TOP
fill: bind textColor
content: bind textButtonControl.displayText
}

注意，类 TextButtonSkin 包括一个 init 块（init 块在类的实例变量初始化之后调用）。
init 的工作是构建组成组件的图形对象并将其分配给所继承的 Skin 属性 scene （使用
公共变量来设置它们的样式）。TextButtonSkin 场景图包括一个背景 Rectangle 和一个用
于容纳标签的 Text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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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utton 操作函数（textButtonControl.action）在 onMouseReleased 事件处理程序中
调用。注意，在调用 action 之后，事件处理程序设置了一个淡出变换，使该节点淡出
（如果 disappearOnAction 为true）。扩展Skin的类需要覆盖函数 contains 和 intersects。
清单 5.14

TextButtonSkin.fx

public class TextButtonSkin extends Skin {
def textButtonControl = bind control as TextButton;
// 具有默认值的可换肤属性
public var fillColor: Paint = Color.LIGHTBLUE;
public var outlineColor: Paint = Color.BLACK;
public var mouseEnteredColor: Paint = Color.LIGHTSLATEGRAY;
public var mouseExitedColor: Paint = Color.LIGHTBLUE;
public var mousePressedColor: Paint = Color.GRAY;
public var mouseReleasedColor: Paint = Color.GRAY;
public var textColor: Paint = Color.BLACK;
public var buttonFont: Font = Font { size: 16 name: "Arial Bold" }
def button: Rectangle = Rectangle {
fill: bind fillColor
stroke: bind outlineColor
height: bind text.layoutBounds.height + 16;
width: bind text.layoutBounds.width + 20;
arcWidth: 10 arcHeight: 10
}
def text = Text {
x: 10, y: 8
font: bind buttonFont
textOrigin: TextOrigin.TOP
fill: bind textColor
content: bind textButtonControl.displayText
}
public override function contains(localX: Number, localY: Number)
: Boolean {
node.contains(localX, localY);
}
public override function intersects(localX: Number, localY: Number,
localWidth: Number, localHeight: Number): Boolean {
node.intersects(localX, localY, localWidth, localHeight);
}
init {
node = Group {
// 此 Group 表示一个按下的按钮
cursor: Cursor.HAND
onMouseEntered: function(evt: MouseEvent): 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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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Color = mouseEnteredColor;
}
onMouseExited: function(evt: MouseEvent): Void {
fillColor = mouseExitedColor;
}
onMousePressed: function(evt: MouseEvent): Void {
if(evt.button == MouseButton.PRIMARY){
fillColor = mousePressedColor;
}
}
onMouseReleased: function(evt: MouseEvent): Void {
if(evt.button == MouseButton.PRIMARY){
fillColor = mouseReleasedColor;
textButtonControl.action();
// 调用用户 action
def fade = FadeTransition {
node: node:
duration: 1.5s
fromValue: 1
toValue: .0
}
if (textButtonControl.disappearOnAction) fade.play();
}
}
content: [ button text ]
}
}
}

清单 5.15 显示了设置 TextButton 组件样式的 CSS 文件。它包括两种样式 （都用 ID
选择器加以标记）。注意，其中每个样式元素都与类 TextButtonSkin 中的公共变量相
对应。
清单 5.15

ComponentStyle.css

"custom.TextButton"#submitID
{
fillColor: orange;
mouseEnteredColor: bisque;
mouseExitedColor: orange;
mousePressedColor: darkorange;
mouseReleasedColor: orange;
outlineColor: brown;
}
"custom.TextButton"#coolButton
{
fillColor: c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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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seEnteredColor: lightblue;
mouseExitedColor: coral;
mousePressedColor: darkred;
mouseReleasedColor: crimson;
outlineColor: brown;
buttonFont: bold 20pt "comic sans ms";
}

清单 5.16 显示了图 5.16 中的三个 TextButton 组件的代码。第一个组件使用默认样式设
置，第二个组件用 ID 选择器 submitID 设置样式，第三个组件用 ID 选择器 coolButton
设置样式。
清单 5.16

测试程序 （Main.fx）

Stage {
title: "Custom Components"
scene: Scene {
stylesheets: "{__DIR__}ComponentStyle.css"
height: 100
width: 355
content: HBox {
layoutX: 20
layoutY: 20
spacing: 20
content: [
TextButton {
// 使用默认样式设置
disappearOnAction: false;
displayText: "Click Me"
action: function(): Void {
println("You clicked me!");
}
}
TextButton {
// 使用 ID 选择器 “submitID”
id: "submitID"
disappearOnAction: false;
displayText: "Submit"
action: function(): Void {
println("You pressed submit.");
}
}
TextButton {
// 使用 ID 选择器 "coolButton"
// 在调用操作之后消失 （默认行为）
id: "coolButton"

// 不消失

// 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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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Text: "Cool"
action: function(): Void { println("You pressed Cool."); }
}
]
}
}
}

5.4.3 可换肤的 ChoiceDialog 组件
ChoiceDialog 组件是一个高级别的 “弹出式”对话框，它具有标题、显示文本和下列两
个按钮：一个按钮用于确认或接受操作，另一个按钮用于取消操作。开发人员可以配置
标题、显示文本、每个按钮上的文本以及与每个按钮相关联的操作函数。
通过指定标题填充颜色、标题文本颜色、背景填充和文本颜色、按钮填充和文本颜色，
可以设置 ChoiceDialog 的样式。对话框本身是半透明的，以便透过组件可以看到被遮蔽
的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我们希望在构建 ChoiceDialog 组件时重用上一节中的
TextButton 组件。
图 5.18 显示了本章前面介绍的 Order Your Pizza 应用程序，它使用 ChoiceDialog 组件来
确认比萨订单。

图 5.18 ChoiceDialog 自定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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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5.17 显示了如何将 ChoiceDialog 集成到 Order Your Pizza 应用程序中。ChoiceDialog
（dialog）最初是不可见的，但是会在单击 “Place Your Order” SwingButton 时出现。
ChoiceDialog 函数 unFade 会弹出该对话框。
ChoiceDialog 对象字面值设置了属性 windowWidth、heading、displayText、buttonConfirm、
buttonCancel 和 onConfirm。对象字面值还包括节点属性 layoutX、 layoutY 和 visible。
绑定函数 getOrderDescription 更新属性 displayText，它将跟踪用户的比萨选择。
清单 5.17

使用 ChoiceDialog 组件

// 通过 “Place Your Order” Swing 按钮显示 ChoiceDialog
def orderButton = SwingButton {
text: "Place Your Order"
action: function(): Void {
t.visible = false;
dialog.unFade();
}
}
def pizzaSizes: String[] = ["Small", "Medium", "Large"];
bound function getOrderDescription(): String {
def s = pizzaSizes[pizzaSizeIndex];
def top1 = if (checkPepperoni.selected) "Pepperoni" else "NO Pepperoni";
def top2 = if (checkSausage.selected) "Sausage" else "NO Sausage";
def top3 = if (checkOnions.selected) "Onions" else "NO Onions";
return "{s} with {top1} and {top2} and {top3}";
}
def dialog = ChoiceDialog {
layoutX: 20
layoutY: 20
visible: false
windowWidth: 300
heading: "Please confirm your pizza order"
displayText: bind getOrderDescription()
buttonConfirm: "Order"
buttonCancel: "Make changes"
onConfirm: function(): Void {
// 显示 “thank you”消息
t.visible = true;
}
}

我们来首先分析一下 ChoiceDialog 的 Control 部分，因为它是对象字面值中公开的部分。
清单 5.18 显示了类 ChoiceDialog。注意，清单 5.17 中的对象字面值初始化了每个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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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布尔变量 disappearOnAction 除外，它默认为 true）。函数 unFade 使节点可见并
取消任何可能已应用的淡出淡入变换效果。函数 unFade 是从类 ChoiceDialogSkin 中调用
的。 create 函数初始化 Control 属性 skin （如前面的类 TextButton 所示）。
清单 5.18

ChoiceDialog.fx （控件）

public class ChoiceDialog extends Control {
public var windowWidth: Number = 150;
public var heading: String;
public var displayText: String;
public var buttonConfirm: String;
public var buttonCancel: String;
public var onConfirm: function(): Void;
public var onCancel: function(): Void;
public var disappearOnAction = true;
public function unFade() {
visible = true;
(skin as ChoiceDialogSkin).unFade();
}
protected override function create(): Node {
skin = ChoiceDialogSkin { };
super.create();
}
}

类 ChoiceDialogSkin 定义了组件的图形对象 （Rectangle、 Text 和 TextButton）并将
其安装到皮肤的场景图中。图 5.19 显示了 ChoiceDialog，并且标出了下列底层复合
部件。
背景（Rectangle）

headingText（Text）

headingBackground
（Rectangle）

displayText
（Text）

displayBackground
（Rectangle）

footerBackground
（Rectangle）
buttonConfirm
（TextButton）

buttonCancel
（TextButton）

图 5.19 ChoiceDialog 自定义组件及其构成

清单 5.19 和清单 5.20 显示了类 ChoiceDialogSkin 的代码。清单 5.19 显示了图形对
象、init 块以及使用 ChoiceDialog 初始化 Skin 属性 choiceDialogControl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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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图形对象 （ background 、 headingBackground 等）都在图 5.19 中标了出来。注
意，大部分代码用于确定 Text 和 Rectangle 对象的位置以及计算布局参数。大多数
对象字面值将绑定表达式用于其他图形对象中的属性、 ChoiceDialog 控件的属性
（例如， choiceDialogControl.windowWidth ）或公共变量 （它们通过 CSS 样式获
得新值）。
父 Group 组件使用实用程序函数 fade 将其 opacity 属性绑定到两个 TextButton 组件中
的每一个组件。这使 ChoiceDialog 在两个 TextButton 中的任一个淡出时淡出。 （函数
fade 位于清单 5.21 中。）
清单 5.19

ChoiceDialogSkin——场景图

public class ChoiceDialogSkin extends Skin {
def choiceDialogControl = bind control as ChoiceDialog;
// 进入组件场景图的对象：
def background: Rectangle = Rectangle {
fill: bind borderFill
height: bind headingBackground.height
+ displayBackground.height + footerBackground.height + 20
width: bind headingBackground.width + 20
arcHeight: 15
arcWidth: 15
opacity: 0.7
}
def headingBackground: Rectangle = Rectangle {
x: 10
y: 10
width: bind if (choiceDialogControl.windowWidth >
headingText.layoutBounds.width + 20)
choiceDialogControl.windowWidth else
headingText.layoutBounds.width + 20
height: bind headingText.layoutBounds.height + 10
fill: bind headingFill
opacity: 0.9
}
def headingText: Text = Text {
layoutY: bind headingBackground.layoutBounds.minY + 10
font: bind dialogFont
textOrigin: TextOrigin.TOP
fill: bind headingTextColor
content: bind choiceDialogControl.heading
layoutX: bind headingBackground.layoutBounds.minX + 10
}
def displayBackground: Rectangle = Rectangle {
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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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Y: bind headingBackground.layoutBounds.maxY
width: bind headingBackground.width
height: bind displayText.layoutBounds.height + 10
fill: bind displayFill
opacity: 0.5
}
def displayText: Text = Text {
wrappingWidth: bind displayBackground.width - 20
layoutY: bind headingBackground.layoutBounds.minX + 10
font: Font {
name: "Arial"
size: 12
}
textOrigin: TextOrigin.TOP
fill: bind displayTextColor
content: bind choiceDialogControl.displayText
layoutX: bind (displayBackground.layoutBounds.width displayText.layoutBounds.width) / 2
}
def footerBackground: Rectangle = Rectangle {
x: 10
layoutY: bind headingBackground.layoutBounds.maxY +
displayBackground.height
width: bind background.layoutBounds.width - 20
height: bind buttonCancel.layoutBounds.height + 20
fill: footerFill
opacity: 0.5
}
// 将 buttonCancel 放置到右侧
def buttonCancel: TextButton = TextButton {
layoutX: bind background.layoutBounds.maxX buttonCancel.layoutBounds.width - 15;
layoutY: bind headingBackground.layoutBounds.maxY +
displayBackground.height + 10
displayText: bind choiceDialogControl.buttonCancel
action: bind choiceDialogControl.onCancel
}
// 将 buttonConfirm 放置到 buttonCancel 的左侧
def buttonConfirm: TextButton = TextButton {
layoutX: bind background.layoutBounds.maxX buttonConfirm.layoutBounds.width buttonCancel.layoutBounds.width - 20;
layoutY: bind headingBackground.layoutBounds.maxY +
displayBackground.height + 10
displayText: bind choiceDialogControl.buttonConfirm
action: bind choiceDialogControl.onConfirm

5.4

创建可换肤的组件

153

}
init {
node = Group {
content: [ background, headingBackground, headingText,
displayBackground, displayText,
footerBackground, buttonCancel, buttonConfirm ]
opacity: bind fade(
(buttonCancel.skin as TextButtonSkin).node.opacity,
(buttonConfirm.skin as TextButtonSkin).node.opacity);
}
}
}

清单 5.20 显示了 ChoiceDialogSkin 公共变量 （以及公共函数 unFade）。第一条注释后的代
码声明 ChoiceDialog 的公共属性。第二条注释后的代码使用 on replace 更新底层 TextButton
组件。下列很多属性具有相同的名称，但某些属性被重命名以便在 ChoiceDialogSkin 上下
文中更具描述性（例如，在 ChoiceDialogSkin 中，TextButtonSkin 属性 fillColor 被重命名
为 buttonFill）。
清单 5.20

ChoiceDialogSkin——公共变量

// 类 ChoiceDialogSkin 公共变量
public
public
public
public
public
public

var
var
var
var
var
var

borderFill: Paint = Color.LIGHTGRAY;
headingFill: Paint = Color.CADETBLUE;
displayFill: Paint = Color.WHITE;
footerFill: Paint = Color.WHITESMOKE;
headingTextColor: Paint = Color.WHITE;
displayTextColor: Paint = Color.BLACK;

public function unFade() {
(buttonCancel.skin as TextButtonSkin).node.opacity = 1;
(buttonConfirm.skin as TextButtonSkin).node.opacity = 1;
}
// 挂钩到 TextButton 样式中
public var buttonFill: Paint on replace {
(buttonConfirm.skin as TextButtonSkin).fillColor = buttonFill;
(buttonCancel.skin as TextButtonSkin).fillColor = buttonFill;
}
public var mouseEnteredColor: Paint on replace {
(buttonConfirm.skin as TextButtonSkin).mouseEnteredColor =
mouseEnteredColor;
(buttonCancel.skin as TextButtonSkin).mouseEnteredColor =
mouseEnteredCol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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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ar mouseExitedColor: Paint on replace {
(buttonConfirm.skin as TextButtonSkin).mouseExitedColor =
mouseExitedColor;
(buttonCancel.skin as TextButtonSkin).mouseExitedColor =
mouseExitedColor;
}
public var mousePressedColor: Paint on replace {
(buttonConfirm.skin as TextButtonSkin).mousePressedColor =
mousePressedColor;
(buttonCancel.skin as TextButtonSkin).mousePressedColor =
mousePressedColor;
}
public var buttonTextColor: Paint on replace {
(buttonConfirm.skin as TextButtonSkin).textColor = buttonTextColor;
(buttonCancel.skin as TextButtonSkin).textColor = buttonTextColor;
}
public var dialogFont = Font {size: 16 name: "Arial Bold"} on replace {
(buttonConfirm.skin as TextButtonSkin).buttonFont = dialogFont;
(buttonCancel.skin as TextButtonSkin).buttonFont = dialogFont;
}

清单 5.21 显示了函数 contains 和 intersects（扩展 Skin 的类需要它们）以及函数 fade。
函数 contains 和 intersects 仅为根节点 （属性 node）调用这些函数。
函数 fade （从清单 5.19 的 init 块中调用）调整节点的 visible 属性，以便当两个按钮
的 opacity 为 1 时它为 visible，当任意一个按钮的 opacity 为 0 时它为 not visible。
这将确保对话框在消失 （淡出）后不会接收鼠标事件或键盘焦点。
清单 5.21

函数 contains、 intersects 和 fade

public override function contains(localX: Number, localY: Number): Boolean {
node.contains(localX, localY);
}
public override function intersects(localX: Number, localY: Number, localWidth:
Number, localHeight: Number): Boolean {
node.intersects(localX, localY, localWidth, localHeight);
}
function fade(o1: Number, o2: Number): Number {
if (o1 == 1 and o2 == 1) {
choiceDialogControl.visible = true;
return 1;
}
if (o1 == 0 or o2 == 0) {
choiceDialogControl.visible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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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
}
if (o1 < 1) return o1 else return o2
}

在公开上述“可换肤的”属性之后，我们现在可以使用 CSS 设置 ChoiceDialog 的样式。
清 单 5.22 显 示 了 更 新 后 的 Order Your Pizza 应 用 程 序 中 包 含 的 外 部 CSS 文 件
（ComponentStyle.css）。选择器 （“choice.ChoiceDialog”） 仅包含组件名称。这使这
些样式适用于该应用程序中的任何 ChoiceDialog 对象，从而确保了统一的外观。
清单 5.22

ComponentStyle.css

"choice.ChoiceDialog"
{
headingTextColor: white;
headingFill: cadetblue;
buttonFill: cadetblue;
mouseEnteredColor: slategray;
mouseExitedColor: cadetblue;
mousePressedColor: lightslategray;
buttonTextColor: white;
dialogFont: 16pt "comic sans 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