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高级 Windows 编程

"Are you sure this sweet machine isn't going to waste?"
—Dade, Hackers （电影《骇客》
）
并不非得是火箭专家才能体会 Windows 编程是很大的一个主题。但 Windows 编程很绝的地方在于，
你不用了解太多细节，就可以完成很多工作。因此，本章主要提供开发一个完整的 Windows 应用程序所需
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本章主要内容有：
 使用资源（如图标、光标和声音）
 菜单
 基本的图形设备接口（GDI）和视频系统
 输入设备
 发送消息

使用资源
Windows 创 建者提 出的一个主要 设计目标就是 ，在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中除程序代码外还能储存更多的资源（甚至
Mac 程序也是如此）
。他们详尽论述了程序的数据也应当驻留在该
程序的.EXE 文件中。有很多理由支持这个想法，简列如下：
 一个同时含有代码和数据的.EXE 文件更容易发布。
 如果没有外部数据文件的话，就不会丢失这些数据。
 外力不能很容易地访问、任意删改、添加、和分配你的数
据文件（例如，.BMP 文件、.WAV 文件等等）
。
为了支持这种数据库技术，Windows 程序支持称之为资源的
功能。这只是与你的程序代码结合在一起的多块数据，这部分数
据在运行时中可被程序本身加载。图 3-1 描述了这个概念。
那我们讨论的是哪一种资源呢？实际上对于想编译进程序中
的数据类型并没有什么限制，因为 Windows 程序支持用户定义的
资源类型。不过，有几种预定义的类型能满足你大部分的日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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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资源与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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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标—小的位图图形，可以用于许多方面，例如放在目录下表示一个程序，用户单击以运行该程
序。图标使用.ICO 文件扩展名。
 the .CUR file extension. 光标—一个表示鼠标指针的位图。Windows 允许以各种方式操作光标。
例如，可在光标于窗口之间移动时改变它。光标使用.CUR 文件扩展名。
 字符串—字符串作为资源的意义可能是较不明显的。你可能会这样说：
“我经常将字符串写在我
的代码或者一个数据文件中。
”我知道你的意思。然而，Windows 允许将字符串表作为一种资源放到你的程
序中，并且通过 ID 来访问它们。
 声音—大部分 Windows 程序都通过.WAV 文件来使用声音。因此，.WAV 文件也可被加为一种资
源。这是一个让某些觊觎你的音效的人无从下手的好办法。
 位图—这是标准的位图，可以是单色、4 位、8 位、16 位、24 位或 32 位格式的矩形像素矩阵。
在图形操作系统（如 Windows）中是非常常用的对象，因此也可以将位图作为一种资源。位图使用.BMP 文
件扩展名。
 对话框—对话框在 Windows 中也很常用，设计者可以让对话框作为一种资源，而不是在外部装载它
们。好主意！因此，你可以在程序中即时地创建对话框，也可以用编辑器设计它们，然后作为一种资源来存储。
 图元文件—图元文件相对高级。它们允许将一系列图像操作作为一个序列记录在一个文件中，然
后再回放它。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资源的定义以及存在形式，下一步就是如何将它们集成在一起？事实上，有一个叫
做资源编译器（Resource Compiler）的程序，它接受一个扩展名为.RC 的 ASCII 文本资源文件作为输入。该
文件是一个 C/English 类似结构的文件—描述了编译到单个数据文件中的所有资源。之后该资源编译器装
载所有的资源，并将所有资源放置在一个具有.RES 扩展名的大数据文件中。
这个.RES 文件包含了你在.RC 文件中定义的诸如图标、光标、位图、声音等所有资源的二进制数据。
该.RES 文件和.CPP、.H、.LIB、.OBJ 等等文件一样都可以编译成一个.EXE 文件。图 3-2 显示了可能的数据
流程。

图 3-2

编译及连接时的资源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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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
以前可以使用一个外部资源编译器，如 RC.EXE 将所有的资源编译到一起。但是现在你可以使用编译
器 IDE 来做这些工作。因此，如果在程序中添加一种资源的话，可以简单地通过 IDE 中的“文件”菜单中
选择“新建”菜单项（大多数情况下）
，然后选择想要添加的资源类型（后面将详细讨论）来添加资源。
让我们回顾一下如何处理资源：可以向程序中添加许多数据类型和对象，然后它们以资源的形式和实
际程序代码一起驻留在.EXE 文件中（一般在文件的尾端）
。在运行过程中，可以访问这个资源数据库，并
且可以从程序本身（而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文件从磁盘中）装载资源数据。要创建该资源文件，必须有一
个以 ASCII 文本形式的资源描述文件，名称为*.RC。然后将该文件传递到编译器中（一起访问该资源）
，并
且产生一个*.RES 文件。然后将该.RES 文件和所有的其他程序对象连接到一起，创建一个最终的.EXE 文件。
就这么简单！好，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了。
知道了这些，下面就让我们讨论一下众多的资源对象，学会如何创建并将其装载到程序中。我不打算
重复上面提到过的所有的资源，但是你应当能够对付任何其他的资源。它们都以相同的方式运行，只是在
数据类型、句柄或使用难度上有少少不同。
使用图标资源
使用资源只需要创建两个文件：一个是.RC 文件，如果想对.RC 文件中的符号标识符进行引用的话，可
能还需要创建一个.H 文件。在下面内容中将详细讨论。当然，最终要产生一个.RES 文件，但是我们让 IDE
编译器来做这个工作。
举一个创建图标（ICON）资源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如何改变任务栏上的应用程序使用的图标以及窗
口上系统菜单旁边的图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 Windows 类的创建过程中使用过如下代码设置这些
图标：
winclass.hIcon
= LoadIcon(NULL, IDI_APPLICATION);
winclass.hIconSm = LoadIcon(NULL, IDI_APPLICATION);

这两行代码为这些普通图标票和小版本的图标加载默认的应用图标程序。实际
上可以通过使用已经编译进资源文件的图标，将所需要的图标装载到这些资源槽
（Slot）中。
首先需要一个图标，我已经创建了一个很酷的图标用于本书中所有的应用程序。该

图 3-3 T3DX.ICO
图标位图

图标名为 T3DX.ICO，如图 3-3 所示。我使用 VC++6.0 的图像编辑器（如图 3-4 所示）
创建了该图标。当然你可以使用任何你想使用的程序（只要该程序支持该种输出类型）来创建图标、光标
和位图等等。
T3DX.ICO 具有 32 像素×32 像素尺寸，16 色。图标的尺寸可从 16×16 到 64×64 的，最高可以具有
256 色。但是大多数图标都是 32×32 以及 16 色彩的，所以我们也采用这种格式。
一旦你有了想要放入一个资源文件中的图标，就需要创建一个资源文件来放置该图标。为了简单起见，
让我们手工编写。
（当然 IDE 编译器完全可以做这些工作，但是那样的话，你就什么也学不到了，不是吗？）
.RC 文件包含所有资源的定义，也就是说在程序中可以使用多个资源。
NOTE
在阅读以下代码之前，我想指出关于资源的非常重要的一点。Windows 可以使用 ASCII 文本字符串或
者是整数标识符来表示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在.RC 文件中同时使用这两种方式，但是应当注意
一些资源只允许使用其中的一种。无论是哪种情况，资源必须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加载，并且如果涉及到
标识符的话，在你的工程中必须包含一个额外的包含符号交叉引用的.H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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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VC++ 6.0 中的图像编辑器

下面是如何在.RC 脚本文件中定义一个 ICON 资源：
方法一：使用字符串名
icon_name ICON FILENAME.ICO

例：
windowicon ICON star.ico
MyCoolIcon ICON cool.ico

或
方法二：使用整型标识符
icon_id ICON FILENAME.ICO

例：
windowicon ICON star.ico
124 ICON ship.ico

这是令人迷惑不解的部分：注意方法一中根本没有任何注解。这是个容易给你带来麻烦的问题，因此
要仔细听。应当能注意到：ICON 定义的每一种方法的第一个例子看上去完全一样。但是，一个理解为字符
串“windowicon”
，而另一个是一个符号 windowicon。这样就导致在.RC 文件（及应用程序的.CPP 代码文件）
中必须包含一个附加的文件来定义符号常量。当资源编译器解析下面代码时，
windowicon ICON star.ico

资源编译器首先检索已在 include 头文件定义的符号。如果该符号已经存在，资源编译器就通过整型标
识符来引用该符号所指向的资源。否则，资源编译器就假定它是个字符串，通过字符串“windowicon”来
引用 ICON。
因此，如果想在.RC 资源脚本中定义符号 ICON 的话，也需要一个.H 文件来解析该符号索引。要想在.RC
脚本中包含.H 文件，应当使用标准 C/C++的#include 关键字。
例 如 ， 假 定 你 想 在.RC 文 件 RESOURCES.RC 中 定 义 三个 符 号 图 标 ， 同 时 也 需 要一 个 .h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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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H。下面是两个文件各自的内容：
RESOURCES.H 的内容：
#define ID_ICON1
#define ID_ICON2
#define ID_ICON3

100 // these numbers are arbitrary
101
102

RESOURCES.RC 的内容：
#include "RESOURCES.H"
// here are the icon defines, note the use of C++ comments
ID_ICON1 ICON star.ico
ID_ICON2 ICON ball.ico
ID_ICON3 ICON cross.ico

就 是 这 样 。 然 后 可 以 将 RESOURCES.RC 添 加到 你 的 工程 中 ， 确 认 应 用 程 序 文 件 中有 #include
RESOURCES.H，然后你就大功告成了。当然，.ICO 文件必须放在工程的工作目录下，以便于资源编译器
能够找到它们。
如果没有为图标定义（#define）符号，也没有包含一个.H 文件，资源编译器将只能假定符号 ID_ICON1、
ID_ICON2 和 ID_ICON3 是字符串。如果这样，你就得在程序以“ID_ICON1”
、
“ID_ICON2”和“ID_ICON3”
的形式引用它们。
似乎我已经完全颠覆了时空连续统，颠三倒四地讨论这些东西。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想做的工作—仅
仅是加载一个简单的图标！
欲使用字符串名来载入图标，按下面步骤进行：
在.RC 文件中：
your_icon_name ICON filename.ICO

在程序代码中：
// Notice the use of hinstance instead of NULL.
winclass.hIcon
= LoadIcon(hinstance, "your_icon_name");
winclass.hIconSm = LoadIcon(hinstance, "your_icon_name");

要通过符号参考来载入资源，可以如前面例子那样#include 包含符号参考的头文件。
在.H 文件中：
#define ID_ICON1
#define ID_ICON2
#define ID_ICON3

100 // these numbers are arbitrary
101
102

在.RC 文件中：
// here are the icon defines, note the use of C++ comments
ID_ICON1 ICON star.ico
ID_ICON2 ICON ball.ico
ID_ICON3 ICON cross.ico

之后，程序代码看起来像这样：
// Notice the use of hinstance instead of NULL.
// use the MAKEINTRESOURCE macro to reference
// symbolic constant resource properly
winclass.hIcon
= LoadIcon(hinstance,MAKEINTRESOURCE(ID_ICON1));
winclass.hIconSm = LoadIcon(hinstance,MAKEINTRESOURCE(ID_ICON1));

注意这里用了宏 MAKEINTRESOURCE()。该宏将整数转换为一个字符串指针，但是不必担心该操作—对
于已经#define 的符号常数时就应用这个宏。
使用光标资源
光标资源几乎和图标资源相同。光标文件是一个小位图，扩展名为.CUR，可以在大多数编译器 ID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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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也可以使用另外的图像处理程序来创建。光标通常是 32×32 以及 16 色的，最高可达 64×64 以及 256
色，甚至可以是动画的！
假定已经使用 IDE 或一个单独的绘图程序创建了一个光标文件，将它们添加到.RC 文件中以及通过程
序来访问它们的步骤和图标的情况很是相似。要定义一个光标，使用.RC 文件中的 CURSOR 关键字。
方法一：使用字符串名
cursor_name CURSOR FILENAME.CUR

例：
windowcursor CURSOR crosshair.cur
MyCoolCursor CURSOR greenarrow.cur

或
方法二：使用整型标识符
cursor_id CURSOR FILENAME.CUR

例：
windowcursor CURSOR bluearrow.cur
292 CURSOR redcross.cur

当然，如果想使用符号标识符，必须创建一个带有符号定义的.H 文件。
RESOURCES.H 的内容：
#define ID_CURSOR_CROSSHAIR
200 // these numbers are arbitrary
#define ID_CURSOR_GREENARROW 201

RESOURCES.RC 的内容：
#include "RESOURCES.H"
// here are the icon defines, note the use of C++ comments
ID_CURSOR_CROSSHAIR CURSOR crosshair.cur
ID_CURSOR_GREENARROW CURSOR greenarrow.cur

没有理由禁止资源数据文件被存在于其他目录中。例如 greenarrow.cur 可能存在于一个 CURSOR 目录
的根目录下，像下面一样：
ID_CURSOR_GREENARROW CURSOR C:\CURSOR\greenarrow.cur

TRICK
我已经为本章创建好了一些光标.CUR 文件。使用你的 IDE 来浏览它们，或者简单地打开该目录，
Windows 将在文件名旁边显示它们的位图！
现在已经了解了如何向一个.RC 文件中添加一个 CURSOR 资源，下面是仅按照字符串名从应用程序中
加载该资源的程序代码。
在.RC 文件中：
CrossHair CURSOR crosshair.CUR

在程序代码中：
// 注意这里使用了 hinstance 而不是 NULL。
winclass.hCursor = LoadCursor(hinstance, "CrossHair");

要通过.H 文件中定义的符号标识符来装载光标，具体步骤如下：
在.H 文件中：
#define ID_CROSSHAIR

200

在.RC 文件中：
ID_CROSSHAIR CURSOR crosshair.CUR

在程序代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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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里使用了 hinstance 而不是 NULL。
winclass.hCursor = LoadCursor(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D_CROSSHAIR));

又一次，你使用了宏 MAKEINTRESOURCE()来将符号整型 ID 转换为 Windows 系统使用的格式。
可是还有一个细节可能还未引起你的注意。到现在为止只遇到了 Windows 类图标和光标。但是可不可
能在窗口的层次上操作窗口图标和光标呢？例如，如果创建两个窗口，并且使光标在两个窗口之间不同。
要想做到这一点的话，应当使用 SetCursor()函数：
HCURSOR SetCursor(HCURSOR hCursor);

在这里，hCursor 是一个由 LoadCursor()检索而得的光标句柄。使用该技术惟一的问题就是 SetCursor()
函数不太灵便，因此应用程序中必须在鼠标从一个窗口移动到另一个窗口的同时跟踪和改变光标。下面是
一个设置光标的例子：
// load the cursor somewhere maybe in the WM_CREATE
HCURSOR hcrosshair = LoadCursor(hinstance, "CrossHair");
// later in program code to change the cursor...
SetCursor(hcrosshair);

光盘里的 DEMO3_1.CPP 给出了一个设置窗口图标和鼠标光标的例子。下面清单摘录自加载新图标和
光标的代码的重要部分。
// include resources
#include "DEMO3_1RES.H"
.
.
// changes to the window class definition
winclass.hIcon=
LoadIcon(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CON_T3DX));
winclass.hCursor =
LoadCursor(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CURSOR_CROSSHAIR));
winclass.hIconSm = LoadIcon(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CON_T3DX));

并且，程序使用了资源脚本程序 DEMO3_1.RC 和资源头文件 DEMO3_1RES.H。
DEMO3_1RES.H 的内容：
#define ICON_T3DX
#define CURSOR_CROSSHAIR

100
200

DEMO3_1.RC 的内容：
#include "DEMO3_1RES.H"
// note that this file has 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s
ICON_T3DX
ICON
t3dx.ico
CURSOR_CROSSHAIR CURSOR crosshair.cur

要自己创建应用程序，你需要下面的文件：
DEMO3_1.CPP—C/C++主文件
DEMO3_1RES.H—定义符号的头文件
DEMO3_1.RC—资源脚本
T3DX.ICO—图标的位图数据
CROSSHAIR.CUR—光标的位图数据
所有这些文件都应当放在同一个目录下作为一个工
程。否则编译器和连接器很难找到它们。一旦创建并运行
了该程序，或者使用预先编译好的 DEMO3_1.EXE，就应
当看到如图 3-5 所示的图像，非常酷，是吧！

图 3-5

使用自定义的 ICON 和 CURSOR 的
DEMO3_1.EXE 的屏幕拷贝

作为一个实验，尝试用 IDE 打开 DEMO3_1.RC 文件。图 3-6 表示了我这样做的时候 VC++6.0 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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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过，使用不同编译器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如果结果不相同也不必大惊小怪。在进入下面
内容之前讨论一下 IDE。如前所述，可以使用 IDE 来创建.RC 和.H 文件，但是，应当就这方面阅读一
下 IDE 的手册。

图 3-6

在 VC++ 6.0 中打开资源文件 DEMO3_1.RC 后的屏幕

但是装载一个手工编写的.RC 文件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使用你的 IDE 保存该文件的话，毫无疑问
Windows 编译器会在.RC 文件里加上无数的注释、宏、定义（#define）以及其他垃圾数据。解决办法是如
果想编辑你手工编写的.RC 文件，应当将.RC 文件作为文本来加载来进行编辑。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将它作为
一个.RC 文件来装载，而只把它当作纯粹的 ASCII 文本。
创建字符串表资源
如我在序章中提过的那样，Windows 支持字符串资源。和其他资源不同的是，只能有一个字符串表，
它必须包含所有的字符串。并且字符串资源不允许通过字符串来定义。因此，定义于.RC 文件中的字符串
表单必须和符号引用常量以及相关的解释该引用的.H 头文件同时使用。
我依然不能确认我使用字符串资源的感受。使用字符串资源实际上和使用头文件相同，并且两种情况
下—字符串或头文件—都必须重新编译。因此，我认为没有使用它们的必要。但如果你确实不嫌麻烦，
可以将字符串资源放入.DLL 文件中，这样主程序就不必要再被重新编译。但是，我是一个技术人员，不是
哲学家，管它呢？
要在.RC 文件中创建一个字符串表，必须使用下面语法：
STRINGTABLE
{
ID_STRING1, "string 1"
ID_STRING2, "string 2"
.
.
}

当然，符号常量可以是任何东西，双引号中的字符串也一样。不过，还是有一条原则：每一行不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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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55 个字符（包括常量本身在内）
。
下面是.H 和.RC 文件的例子，它们包含可能在游戏主菜单中使用的字符串表。.H 文件包含这些行
// the constant values are up to you
// 常数值取决于你
#define ID_STRING_START_GAME
16
#define ID_STRING_LOAD_GAME
17
#define ID_STRING_SAVE_GAME
18
#define ID_STRING_OPTIONS
19
#define ID_STRING_EXIT
20

.RC 文件含有这些行
// note the stringtable
// only one stringtable
STRINGTABLE
{
ID_STRING_START_GAME,
ID_STRING_LOAD_GAME,
ID_STRING_SAVE_GAME,
ID_STRING_OPTIONS,
ID_STRING_EXIT,
}

does not have a name since
is allowed per .RC file

"Kill Some Aliens"
"Download Logs"
"Upload Data"
"Tweak The Settings"
"Let's Bail!"

TIP
你几乎可以将任何内容放到字符串表单中，包括 printf()命令格式如%d、%s 等等。不能使用转义序列
如“\n”
，但是可以使用八进制码序如\015 等等。
一旦创建了含有字符串资源的资源文件，应当使用 LoadString()函数来装载特定的某一个字符串，下面
是 LoadString()函数的原型：
int LoadString(HINSTANCE hInstance, //handle of module withstring resource
UINT uID,
//resource identifier
LPTSTR lpBuffer,
//address of buffer for resource
int nBufferMax);
//size of buffer

LoadString()返回所读了的字符的数量，调用不成功时它会返回 0。下面是如何在游戏运行过程中载入
及保存游戏字符串的函数：
// create some storage space
char load_string[80],
save_string[80];

// used to hold load game string
// used to hold save game string

// load in the first string and check for error
if (!LoadString(hinstance, ID_STRING_LOAD_GAME, load_string,80))
{
// there's an error!
}
// end if
// load in the second string and check for error
if (!LoadString(hinstance, ID_STRING_SAVE_GAME, save_string,80))
{
// there's an error!
}
// end if
// use the strings now

和通常一样，hinstance 是应用程序实例，正如在 WinMain()中传递的那样。
上面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字符串资源的用法。如果你还能为它们找到好的用处，请给我发一个 email：
ceo@games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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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AV 声音资源
读到现在，很可能你已经能够自如地使用资源脚本程序了，但也可能你已经非常厌烦以至于打算攻击
我的网站。但是请记住，并不是我—而是 Microsoft 公司 （http://www.microsoft.com）发明了这些东西。
我仅仅是在说明它而已。
好吧，坏家伙们。我已经给出了我偶尔才会使用的否认声明，现在让我们继续下去，试试看载入一些
声音资源！
大多数游戏都使用两种声音类型中的一种：
 数字化 .WAV 文件
 MIDI 音乐文件（.MID）
据我所知，Windows 的标准资源仅支持.WAV 文件，因此我就只分析如何创建.WAV 资源。当然如果不
支持.MID 资源的话，你还是可以创建一个用户定义的资源类型。我们现在不深入这个主题，但的确是可以
这样做的。
首先你需要一个.WAV 文件，它是一个含有大量的按照一定频率采样的数字式波形数据，样本值以 8 位
或 16 位二进制数表示。典型的采样频率为 11KHz、22KHz 和 44KHz（CD 音质）
。
该内容没有多大利害关系，但我仍希望对该内容概述一下。在我们学习 DirectSound 时，将会学习有关
数字采样理论和.WAV 文件的全部内容。现在，只讨论一下样本大小和频率。
我们假设你已经有了一个.WAV 文件在磁盘上，并且希望将该文件添加到一个资源文件中，从而能够装
载并且能以程序播放。Okay, let’s go! .WAV 文件的源类型就是 WAVE—这当然算不上是个惊喜。要将该文
件添加到.RC 文件中，应当使用下面语法来写：
方法一：使用字符串名
wave_name WAVE FILENAME.WAV

例：
BigExplosion WAVE expl1.wav
FireWeapons WAVE fire.wav

方法二：使用整型标识符
ID_WAVE WAVE FILENAME.WAV

例：
DEATH_SOUND_ID WAVE die.wav
20
WAVE intro.wav

当然，该符号常量应当于某个.H 文件中定义，关于这点你早就明白了!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碰上了一个小障碍：WAVE 资源要比光标、图表和字符串表单要复杂一点。所
以问题是装载声音资源的程序要比装载其他资源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现在就不介绍在一个实际游戏中装
载.WAV 资源的方式，而留在以后再详细介绍。现在，我要介绍一下使用 PlaySound()函数装载和即时播
放.WAV 文件的技巧。下面是 PlaySound()函数的原型：
BOOL PlaySound(LPCSTR pszSound,
// string of sound to play
HMODULE hmod,
// instance of application
DWORD fdwSound);
// flags parameter

较之 LoadString()，PlaySound()要稍稍微复杂些，因此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每一个参数：


该 参 数 或 者 是资 源 文 件 中 声 音 资 源的 字 符 串 名 ， 或者 是 磁 盘 上 的 文 件 名 。 并 且 可以 使 用

MAKEINTRESOURCE()并且使用经符号常量定义的一个 WAVE。
 含有待装载资源的应用程序的实例。也就是应用程序的 hinstance。
 这是个关键参数。该参数控制声音如何被装载和播放。表 3-1 列出了 FdwSound 的一些最有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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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PlaySound()的 fdwSound 参数的取值

值

描述

SND_FILENAME

该 pszSound 参数是文件名。

SND_RESOURCE

该 pszSound 参数是一个资源标识符；hmod 必须辨别包含该资源的实例。

SND_MEMORY

读入到内存中的声音事件文件。pszSound 参数指定的该参数必须指向内存中的声音文件的二进制映像。

SND_SYNC

声音事件的同步回放。声音事件完毕后，PlaySound()返回。

SND_ASYNC

声音事件的异步播放，开始播放声音后 PlaySound()就会立即返回。要终止异步播放的波形声音，调用
PlaySound()，并且将 pszSound 置为 NULL。

SND_LOOP

声音重复播放直到以 pszSound 为 NULL 调用 PlaySound()。同时必须指定 SND_ASYNC 标识符说明这
是一个异步声音事件。

SND_NODEFAULT

不使用默认声音事件。如果没有发现声音文件，PlaySound()安静地返回，而不播放默认声音。

SND_PURGE

调用任务的声音终止。如果 pszSound 不为 NULL 的话，将停止所有指定声音的事件。如果 pszSound
为 NULL 的话，将停止所有调用任务发出的声音。

SND_NOSTOP

指定声音事件将让位于另外一个已经播放的声音事件。如果一个声音由于产生该声音所需要的资源正
在播放其他声音文件而不能播放当前声音，该函数不播放所要求的声音，而是立即返回 FALSE。

SND_NOWAIT

如果声音驱动正忙，该函数就会立即返回而并不播放声音。

使用 PlaySound()播放一个 WAVE 声音资源，一般有这样四个步骤：
1．创建.WAV 文件并存储在磁盘上。
2．创建.RC 资源脚本程序以及相关的 H 头文件。
3．编译该资源和程序代码。
4．使用 MAKEINTRESOURCE()宏，以 WAVE 资源名或以 WAVE 资源 ID 在程序中调用 PlaySound()。
让我们看几个例子。首先是有两种声音的常规 RC 文件：一个是字符串名的声音文件，另一个符号常
量的声音文件，分别命名为 RESOURCE.RC 和 RESOURCE.H。它们看起来是这样的：
RESOURCE.H 文件可能包含：
#define SOUND_ID_ENERGIZE

1

RESOURCE.RC 文件可能包含：
#include

"RESOURCE.H"

// first the string name defined sound resource
Telporter WAVE teleport.wav
// and now the symbolically defined sound
SOUND_ID_ENERGIZE WAVE energize.wav

在程序中，下面显示了如何以不同方式播放声音：
// to play the telport sound asynchronously
PlaySound("Teleporter", hinstance,
SND_ASYNC | SND_RESOURCE);
// to play the telport sound asynchronously with looping
PlaySound("Teleporter", hinstance,
SND_ASYNC | SND_LOOP | SND_RESOURCE);
// to play the energize sound asynchronously
PlaySound(MAKEINTRESOURCE(SOUND_ID_ENERGIZE), hinstance,
SND_ASYNC | SND_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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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f you simply wanted to play a sound off disk
// directly then you could do this
PlaySound("C:\path\filename.wav", hinstance,
SND_ASYNC | SND_FILENAME);

要停止所有的声音，使用 SND_PURGE 标识符并将声音名设为 NULL，如下所示：
// stop all sounds
PlaySound(NULL, hinstance, SND_PURGE);

很明显，有许多标识符选项可供你自由试验。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控件或菜单，所以很难对演示应用
程序产生影响。作为一个简单的使用声音资源的演示程序来讲，我已经创建了 DEMO3_2.CPP，可以从磁盘
上找到。下面就将该程序列出清单，但是其中 99%都是曾经使用过的标准的模板，而声音代码也和前面例
子中的代码行基本相同。该演示程序也有预编译的版本，可以运行 DEMO3_2.EXE 来浏览。
但是我还是想列出所使用的.RC 文件和.H 文件，分别是 DEMO3_2.RC 和 DEMO3_2RES.H 文件：
DEMO3_2RES.H 的内容：
// defines for sound ids
#define SOUND_ID_CREATE
#define SOUND_ID_MUSIC

1
2

// defines for icons
#define ICON_T3DX

500

// defines for cursors
#define CURSOR_CROSSHAIR

600

DEMO3_2.RC 的内容：
#include "DEMO3_2RES.H"

// the sound resources
SOUND_ID_CREATE
WAVE create.wav
SOUND_ID_MUSIC
WAVE techno.wav
// icon resources
ICON_T3DX ICON T3DX.ICO
// cursor resources
CURSOR_CROSSHAIR CURSOR CROSSHAIR.CUR

你会注意到我在代码中也包含了 ICON 和 CURSOR 资源，从而使程序更具综合性。
为了编写 DEMO3_2.CPP，我采用我们写过的标准 Windows 演示程序，并且在两部分内容中添加了声
音代码的调用：WM_CREATE 消息和 WM_DESTROY 消息。在 WM_CREATE 消息处，设置了两个声音效
果，一个声音说：
“创建窗口（Creating window）
”
，然后停止；另一个是以循环模式播放的一小段音乐，能
够一直播放下去。在 WM_DESTROY 消息部分停止所有的声音。
NOTE
第一段声音，我使用 SND_SYNC 标志。使用该标志是因为 PlaySound()一次只允许播放一个声音，而
我不希望第二段声音打断正在播放中的第一段声音。
下面是 DEMO3_2.CPP 文件中添加在 WM_CREATE 消息和 WM_DESTROY 消息中的代码：
case WM_CREATE:
{
// do initialization stuff here
// play the create sound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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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Sound(MAKEINTRESOURCE(SOUND_ID_CREATE),
hinstance_app, SND_RESOURCE | SND_SYNC);
// play the music in loop mode
PlaySound(MAKEINTRESOURCE(SOUND_ID_MUSIC),
hinstance_app, SND_RESOURCE | SND_ASYNC | SND_LOOP);
// return success
return(0);
} break;

case WM_DESTROY:
{
// stop the sounds first
PlaySound(NULL, hinstance_app, SND_PURGE);
// kill the application, this sends a WM_QUIT message
PostQuitMessage(0);
// return success
return(0);
} break;

从上面代码中，可以发现有一个变量 histance_app，用作 PlaySound()调用的应用程序实例句柄。这只是一个
用来保存 WinMain()中传递的 hinstance 的全局变量。它的代码紧跟在 WinMain()中类定义的后面，如下所示：
.
.
// save hinstance in global
hinstance_app = hinstance;
// register the window class
if (!RegisterClassEx(&winclass))
return(0);
.
.

要建立该应用程序，在工程中需要包含下列文件：
DEMO3_2.CPP— 主要的源代码文件。
DEMO3_2RES.H— 定义符号的头文件。
DEMO3_2.RC— 资源脚本。
TECHNO.WAV— 音乐片断，需要放在工作目录下。
CREATE.WAV— 创建窗口的语音，需要放在工作目录下。
Windows 多媒体库扩展（Windows Multimedia Library Extensions）
。该文件位于编译器的 LIB\目录下。
从这一节开始，所有工程中都应当添加该文件。
WINMM.LIB 的头文件，该文件已被包含在 DEMO3_2.CPP 和所有演示程序中。你所应了解的就是该
文件应当位于你的编译器搜索路径中。它也是标准 Win32 头文件集中的一部分。
使用编译器创建.RC 文件
创建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大多数编译器都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开发环境，如微软的 Visual Development
Studio 等。每一个 IDE 都含有一个或多个工具，用于创建各种资源、资源脚本程序和相关头文件的工具。
有时候这些工具的使用只需简单的拖放。
有了这些工具，接踵而来的首要问题是要学习这些工具！并且，使用 IDE 创建的.RC 文件都是肉眼可
读的 ASCII 码文本，但是含有许多添加进来的#defines 和宏。编译器之所以添加它们，是为了便于自动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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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简化常量的选择和 MFC 界面工作。
因为这些日子的我是 Microsoft VC++6.0 用户，我简要说明一下关于使用 VC++5.0 资源处理支持的关键
要素。首先，向工程中添加资源可以有两种方式：
方法一：从主菜单中使用 File、New 选项，可以向工程中添加大量的资源。图 3-7 就是进行该操作后产
生的对话框屏幕图。当添加图标、光标、位图等资源时， IDE 编译器自动调出 Image Editor（如前图 3-4
所示）
。这是一个原始的图像编辑工具，但足可用来绘制光标和图标。如果要添加一个菜单资源（该部分内
容将在下面部分讨论）
，就会出现菜单编辑器。
方法二：该方法更灵活一点，含有所有可能的资源类型，而方法一只支持其中的一部分。要向工程中
添加任何一种类型的资源，可以使用主菜单中的 Insert、Resource 选项。图 3-8 表示了显示出的对话框。在
这种情况下，你还需要进行一些维护（手工进行编辑）。无论何时想添加一个资源，都必须将它添加到资源
脚本程序中—对吗？因此，如果你的工程中还没有一个资源脚本程序的话，编译器 IDE 将为你产生一个
脚本程序，称之为 SCRIPT*.RC。另外，这两种方法最终都将生成一个名为 RESOURCE.H 的文件。该文件
含有使用编辑器定义的和资源有关的资源符号、标识符值等。

图 3-7

在 VC++ 6.0 中用 File, New 添加资源

图 3-8

使用 Insert, Resource 来向应用程序加入资源

我希望深入探讨有关使用 IDE 进行资源编辑的内容，但由于它只是整章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整本
书，所以请你自己阅读一下编译器文档的内容。本书中我们将不会使用更多的资源，因此上述讨论的信息
已经足够了。下面让我们进行更复杂的一类资源—菜单的学习吧。

使用菜单
菜单是 Windows 程序中最酷的一个内容，可以说是人机交互式界面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当你在开发一
个文字处理程序的时候，呵呵）
。了解如何创建和使用菜单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你可能想制作简单的工
具来帮助创建游戏，或者是想有一个基于窗口的前端来作为游戏的开始。而这些工具毋庸置疑地要有大量
的菜单（如果要制作一个 3D 工具的话，可能会有上百万个菜单）
。请相信我！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必须掌
握如何创建、装载和响应菜单。
创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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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编译器的菜单编辑器可以创建一个完整的菜单以及相关的文件，但是现在我们人工编写它，因为
我不知道你在使用哪种编译器，这样你也可以学会菜单描述中的内容。但是当为实际的应用程序创建菜单
时，大多数人会选用 IDE 编辑器来创建菜单，因为人工输入编写菜单实在是太复杂了。它就像 HTML 代码
—当万维网刚出现的时候，使用一个文本编辑器来制作一个主页并不困难。但到了现在，不使用任何工
具来创建 Web 站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制作菜单！实际上菜单和已经讨论过的其他资源完全一样。它们都被写在一个.RC
资源脚本程序中，并且都必须有一个.H 文件用于解决所有菜单标识符的符号引用问题（只有一个例外：菜
单名必须是符号的，不能是名称字符串）
。下面是在.RC 文件中常见的 MENU 描述的基本语法：
MENU_NAME MENU DISCARDABLE
{// you can use BEGIN instead of {if you wish
// menu definitions
} // you can use END instead of } if you wish

MENU_NAME 可以是一个名称字符串或这是一个符号，关键字 DISCARDABLE 是过时了但还是必须
的。它看上去非常简单。当然，中间内容省略了，我会在后面讨论！
在编写定义菜单项和子菜单的代码之前，我们首先了解
一些标准的相关术语。上述讨论可以参见图 3-9 中的菜单，
它有两个一级菜单：File 和 Help。File 菜单中包含四个菜单
项：Open、Close、Save 和 Exit。帮助菜单中只有一个菜单项：
About。因此说本菜单中含有一级菜单和菜单项。但是，这容
易令人造成误解，因为菜单中还可能有菜单或者是层叠式菜
单。我不准备创建层叠式菜单，但是层叠式菜单的原理很简
单：使用菜单的定义来定义菜单项。你可以一直嵌套地做下
去直到无限。

图 3-9

带有两个下拉菜单的菜单条

现在我们了解了标准的术语，下面是如何实现图 3-9 所示的菜单：
MainMenu MENU DISCARDABLE
{
POPUP "File"
{
MENUITEM "Open", MENU_FILE_ID_OPEN
MENUITEM "Close", MENU_FILE_ID_CLOSE
MENUITEM "Save", MENU_FILE_ID_SAVE
MENUITEM "Exit", MENU_FILE_ID_EXIT
}
// end popup
POPUP "Help"
{
MENUITEM "About", MENU_HELP_ABOUT
}
// end popup
} // end top level menu

我们来逐段分析该菜单定义。首先该菜单名为 MainMenu。现在我们还并不知道它是一个名称字符串，
还是一个标识符，但是因为我一般都大写所有常量的第一个字母，很清楚它是一个字符串。这也正是我要
做的内容。向下看，有两个一级菜单定义，都以关键字 POPUP 开头—这就是关键所在。POPUP 指出了
一个菜单可以使用如下的 ASCII 名称和菜单项来定义。
ASCII 名称必须跟在关键字 POPUP 后面，并且用括号来包起来。弹出式菜单定义必须放在{ }或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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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块中—喜欢使用哪种都可以。
（使用 Pascal 语言的人应当高兴了，同样是使用 BEGIN END 的。
）
在该定义块中，后面是所有的菜单项。要定义一个菜单项，应当以下面语法使用关键字 MENUITEM：
MENUITEM "name", MENU_ID

就是这样。当然在该例子中，还未定义所有符号，但是可以在.H 文件中看到如下所示的内容：
// defines for the top level menu FILE
#define MENU_FILE_ID_OPEN
1000
#define MENU_FILE_ID_CLOSE
1001
#define MENU_FILE_ID_SAVE
1002
#define MENU_FILE_ID_EXIT
1003
// defines for the top level menu HELP
#define MENU_HELP_ABOUT
2000

TIP
注意标识符的值。
我选择 1000 为第一个一级菜单的开始，
然后每个菜单项加 1，
下一个一级菜单加 1000。
由此每一个最高级别的菜单间相差 1000，菜单中的每一个菜单项相差 1。这是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并且
比较易于添加和修改。
我没有定义“MainMenu”
，因为我希望通过字符串而不是 ID 来访问该菜单。这并不是惟一的方式。例
如，假如我将这行代码
#define MainMenu 100

在.H 文件中和其他符号放在一起，资源编译器将自动假定我希望通过标识符来访问该菜单。我就必须
使用 MAKEINTRESOURCE(MainMenu)或 MAKEINTRESOURCE(100)来访问该菜单资源。知道了吗？好，
继续吧！
TRICK
许多菜单项都有热键（Hotkey）或快捷键（Shortcut）
，可以不必使用鼠标手动选择一级菜单或菜单项。
可以使用连字号（&）来达到这个功能。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 POPUP 菜单或 MENUITEM 字符串中将该连
字号放在想标识热键或快捷键的符号前面。例如：
MENUITEM "E&xit", MENU_FILE_ID_EXIT

使 x 成为热键，而
POPUP "&File"

使 F 成为通过 Alt+F 使用的快捷键
现在已经了解了如何创建和定义一个菜单，让我们看一看如何将它装载到应用程序中以及如何连接到
一个窗口。
装载菜单
有许多方法可以将一个菜单关联到一个窗口上。
可以将一个菜单和 Windows 类中的所有窗口建立联系，
或者将不同的菜单关联到创建的每一个窗口上。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如何将一个菜单和 Windows 类本身建
立联系。
在 Windows 类的定义中，定义菜单的那行代码是：
winclass.lpszMenuName

= NULL;

只需要将它赋值为该菜单资源的名称，易如反掌。如下：
winclass.lpszMenuName

= "MainMenu";

而如果“MainMenu”是一个常量的话，可以按下面方式做：
winclass.lpszMenuName

= MAKEINTRESOURCE(Main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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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惟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创建的每个窗口都会有这样一个相同的菜单。要解决该问题，可以在创建
菜单过程中通过传递菜单句柄来将一个菜单指定给一个窗口。但是，要使用菜单句柄，必须使用 LoadMenu()
装载菜单资源。下面是 LoadMenu()的原型：
HMENU LoadMenu(HINSTANCE hInstance, // handle of application instance
LPCTSTR lpMenuName);
// menu name string or menu-resource identifier

如果函数调用成功的话，LoadMenu()向菜单资源返回一个 HMENU 句柄，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下面进行标准的 CreateWindow()函数调用，将菜单“MainMenu”装载到该菜单句柄参数中：
// create the window
if (!(hwnd = CreateWindowEx(NULL,
// extended style
WINDOW_CLASS_NAME, // class
"Sound Resource Demo",
// title
WS_OVERLAPPEDWINDOW | WS_VISIBLE,
0,0,
// initial x,y
400,400,
// initial width, height
NULL,
// handle to parent
LoadMenu(hinstance, "MainMenu"), // handle to menu
hinstance,
// instance of this application
NULL)))
// extra creation parms
return(0);

如果 MainMenu 是一个符号常量，调用就像这样：
LoadMenu(instance, MAKEINTRESOURCE(MainMenu)),

// handle to menu

NOTE
你可能会认为我太关注于资源是通过字符串还是通过符号常量来定义的区别了。但考虑到这点：该问
题是导致 Windows 程序员自取其辱的第一号罪魁祸首，我认为值得做额外的注解，你觉得呢？
当然，在.RC 文件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菜单，因此可以将一个不同的菜单关联到每一个窗口上。
将菜单关联到窗口的最后一个方法是调用函数 SetMenu()：
BOOL SetMenu(HWND hWnd,
HMENU hMenu);

// handle of window to attach to
// handle of menu

SetMenu()采用窗口句柄和菜单句柄（从 LoadMenu()中获取）
，直接将该菜单关联到一个窗口上。这个
新菜单将优先于任何以前关联的菜单。下面是一个例子，假设 Windows 类定义该菜单为 NULL，就像对
CreateWindow()的调用中的菜单句柄一样：
// first fill in the window class structure
winclass.cbSize = sizeof(WNDCLASSEX);
winclass.style
= CS_DBLCLKS | CS_OWNDC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winclass.lpfnWndProc
= WindowProc;
winclass.cbClsExtra
= 0;
winclass.cbWndExtra
= 0;
winclass.hInstance
= hinstance;
winclass.hIcon
= LoadIcon(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CON_T3DX));
winclass.hCursor
= LoadCursor(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CURSOR_CROSSHAIR));
winclass.hbrBackground
= (HBRUSH)GetStockObject(BLACK_BRUSH);
winclass.lpszMenuName
= NULL;
// note this is null
winclass.lpszClassName
= WINDOW_CLASS_NAME;
winclass.hIconSm
= LoadIcon(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CON_T3DX));
// register the window class
if (!RegisterClassEx(&winclass))
retur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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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the window
if (!(hwnd = CreateWindowEx(NULL,
// extended style
WINDOW_CLASS_NAME,
// class
"Menu Resource Demo",
// title
WS_OVERLAPPEDWINDOW | WS_VISIBLE,
0,0,
// initial x,y
400,400,
// initial width, height
NULL,
// handle to parent
NULL,
// handle to menu, note it's null
hinstance,
// instance of this application
NULL)))
// extra creation parms
return(0);
// since the window has been created you can
// attach a new menu at any time
// load the menu resource
HMENU hmenuhandle = LoadMenu(hinstance, "MainMenu");
// attach the menu to the window
SetMenu(hwnd, hmenuhandle);

使用第二种方法（也就是说在该窗口的创建调用过程中）创建菜单和将该菜单关联到一个窗口上的例
子，参见 CD-ROM 上的 DEMO3_3.CPP 和相对应的可执行文
件 DEMO3_3.EXE，图 3-10 表示了它们的运行情况。
这里需要注意的两个文件是资源文件和头文件：DEMO3_
3RES.H 和 DEMO3_3.RC。
DEMO3_3RES.H 的内容：
// defines for the top level menu FILE
#define MENU_FILE_ID_OPEN
1000
#define MENU_FILE_ID_CLOSE
1001
#define MENU_FILE_ID_SAVE
1002
#define MENU_FILE_ID_EXIT
1003
// defines for the top level menu HELP
#define MENU_HELP_ABOUT
2000

DEMO3_3.RC 的内容：
#include "DEMO3_3RES.H"
MainMenu MENU DISCARDABLE
{
POPUP "File"
{
MENUITEM "Open", MENU_FILE_ID_OPEN
MENUITEM "Close", MENU_FILE_ID_CLOSE
MENUITEM "Save", MENU_FILE_ID_SAVE
MENUITEM "Exit", MENU_FILE_ID_EXIT
} // end popup

图 3-10

运行 DEMO3_3.EXE

POPUP "Help"
{
MENUITEM "About", MENU_HELP_ABOUT
} // end popup
} // end top level menu

要自己编译 DEMO3_3.CPP 的可执行文件，一定要确认包含下面文件：
DEMO3_3.CPP— 主要的源代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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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3_3RES.H—资源符号头文件。
DEMO3_3.RC— 资源脚本文件。
尝试运行 DEMO3_3.EXE 和相关源程序。改变菜单项，通过向.RC 文件中添加更多的 POPUP 块来添加
更多的菜单。并且尝试创建一个层叠式的菜单树。
（提示：对于组成菜单的某一个 MENUITEMS，用 POPUP
来替换 MENUITEMS 字样。
）
响应菜单事件消息
DEMO3_3.EXE 惟一的问题是它不能做任何事情。的确，我的年轻的杰迪武士。其中主要问题就是不
知道如何侦测菜单项选择和操作产生的消息。本节将主要讨论这个主题。
当滑过一级菜单项时， Windows 菜单系统产生大量的消息（如图 3-11 所示）
。

图 3-11

窗口菜单选择消息流

我们感兴趣的是在选中一个菜单项后放开鼠标时的消息传递。这指的是一个选择过程。选择过程将一
个 WM_COMMAND 消息传递到与该菜单关联的窗口的 WinProc()函数中。指定的菜单项标识符和其他各种
数据存储在该消息的 wparam 和 lparam 中，如下所示：
msg— WM_COMMAND
lparam— 发出消息的窗口句柄
wparam— 选中的菜单项的 ID
TIP
从技术角度上讲，为了安全起见，应当用 LOWORD()宏从 wparam 中提取低位的 WORD。该宏是标准
包含头文件中的一部分，因此你可以用它。
余下只需用 switch()语句来处理 wparam 的参数值，case 写成菜单中定义的各个 MENUITEM 标识符。
例如，使用 DEMO3_3.RC 文件中定义的菜单，还应当添加 WM_COMMAND 消息句柄，WinProc()最后写
成这样：
LRESULT CALLBACK WindowProc(HWND hwnd,
UINT 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this is the main message handler of the system
PAINTSTRUCT
ps;
// used in WM_PAINT
HDC
hdc;
// handle to a device context
// what is the message
switch(msg)
{
case WM_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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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o initialization stuff here
// return success
return(0);
} break;
case WM_COMMAND:
{
switch(LOWORD(wparam))
{
// handle the FILE menu
case MENU_FILE_ID_OPEN:
{
// do work here
} break;
case MENU_FILE_ID_CLOSE:
{
// do work here
} break;
case MENU_FILE_ID_SAVE:
{
// do work here
} break;
case MENU_FILE_ID_EXIT:
{
// do work here
} break;
// handle the HELP menu
case MENU_HELP_ABOUT:
{
// do work here
}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 end switch wparam
// end WM_COMMAND

case WM_PAINT:
{
// simply validate the window
hdc = BeginPaint(hwnd,&ps);
// you would do all your painting here
EndPaint(hwnd,&ps);
// return success
return(0);
} break;
case WM_DESTROY:
{
// kill the application, this sends a WM_QUIT message
PostQuitMessage(0);
// return success
return(0);
} break;
defaul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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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d switch
// process any messages that we didn't take care of
return (DefWindowProc(hwnd, msg, wparam, lparam));
} // end WinProc

你或许会说，这太简单了，估计不管用！当然，还有其他的用于操作一级菜单和菜单项本身的消息，
可以阅读 Win32 SDK 帮助来获得更多的信息。
（其实我很难得才需要知道一个菜单项是否被点击以外的
信息。
）
作为使用菜单的可靠的例子，我已经创建了一个很不错的声音演示程序，可以允许通过主菜单来结束一
个程序，播放四种不同传送声音效果中的一个，最后通过“Help”菜单弹出一个 About 对话框。并且.RC 文件
中包含声音、图表和光标资源。该程序就是 DEMO3_4.CPP，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其资源脚本程序和头文件。
DEMO3_4RES.H 的内容：
// defines for sounds resources
#define SOUND_ID_ENERGIZE
1
#define SOUND_ID_BEAM
2
#define SOUND_ID_TELEPORT
3
#define SOUND_ID_WARP
4
// defines for icon and cursor
#define ICON_T3DX
100
#define CURSOR_CROSSHAIR 200
// defines for the top level menu FILE
#define MENU_FILE_ID_EXIT
1000
// defines for play sound top level menu
#define MENU_PLAY_ID_ENERGIZE
2000
#define MENU_PLAY_ID_BEAM
2001
#define MENU_PLAY_ID_TELEPORT
2002
#define MENU_PLAY_ID_WARP
2003
// defines for the top level menu HELP
#define MENU_HELP_ABOUT
3000

DEMO3_4.RC 的内容：
#include "DEMO3_4RES.H"
// the icon and cursor resource
ICON_T3DX
ICON
t3dx.ico
CURSOR_CROSSHAIR CURSOR crosshair.cur
// the sound resources
SOUND_ID_ENERGIZE
WAVE
SOUND_ID_BEAM
WAVE
SOUND_ID_TELEPORT
WAVE
SOUND_ID_WARP
WAVE

energize.wav
beam.wav
teleport.wav
warp.wav

// the menu resource
SoundMenu MENU DISCARDABLE
{
POPUP "&File"
{
MENUITEM "E&xit", MENU_FILE_ID_EXIT
} // end popup
POPUP "&PlaySound"
{
MENUITEM "Energ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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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ITEM "Beam Me Up",
MENU_PLAY_ID_BEAM
MENUITEM "Engage Teleporter",
MENU_PLAY_ID_TELEPORT
MENUITEM "Quantum Warp Teleport", MENU_PLAY_ID_WARP
} // end popup
POPUP "Help"
{
MENUITEM "About", MENU_HELP_ABOUT
} // end popup
} // end top level menu

在资源脚本程序和头文件（必须包含在主程序中）的基础上，来看一下 DEMO3_4.CPP 装载每一种资
源的代码选录。首先是主菜单、图标和光标的装载：
winclass.hCursor = LoadCursor(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CURSOR_CROSSHAIR));
winclass.lpszMenuName = "SoundMenu";
winclass.hIcon
= LoadIcon(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CON_T3DX));
winclass.hIconSm= LoadIcon(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CON_T3DX));

现在到了有趣的部分—WM_COMMAND 消息的处理，在这里我们播放各种声音、处理 Exit 菜单项
以及显示 Help 菜单下的 About 对话框。为简短起见，只将 WM_COMMAND 消息句柄列出，因为我们已经
阅读过了相当完整的 WinProc()。
case WM_COMMAND:
{
switch(LOWORD(wparam))
{
// handle the FILE menu
case MENU_FILE_ID_EXIT:
{
// terminate window
PostQuitMessage(0);
} break;
// handle the HELP menu
case MENU_HELP_ABOUT:
{
// pop up a message box
MessageBox(hwnd, "Menu Sound Demo",
"About Sound Menu",
MB_OK | MB_ICONEXCLAMATION);
} break;
// handle each of sounds
case MENU_PLAY_ID_ENERGIZE:
{
// play the sound
PlaySound(MAKEINTRESOURCE(SOUND_ID_ENERGIZE),
hinstance_app, SND_RESOURCE | SND_ASYNC);
} break;
case MENU_PLAY_ID_BEAM:
{
// play the sound
PlaySound(MAKEINTRESOURCE(SOUND_ID_BEAM),
hinstance_app, SND_RESOURCE | SND_ASYNC);
} break;
case MENU_PLAY_ID_TELEPORT:
{
// play the sound
PlaySound(MAKEINTRESOURCE(SOUND_ID_TELEPORT),
hinstance_app, SND_RESOURCE | SND_A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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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case MENU_PLAY_ID_WARP:
{
// play the sound
PlaySound(MAKEINTRESOURCE(SOUND_ID_WARP),
hinstance_app, SND_RESOURCE | SND_ASYNC);
} break;
default: break;
} // end switch wparam
} break; // end WM_COMMAND

上面就是所有我要说的了。
相信你已经体会到，资源可以进行大量的工作，并且使用起来很有趣。现在我们暂时中断资源方面的
内容，简单介绍一下 WM_PAINT 消息和基本 GDI 处理。

GDI（图形设备接口）简介
迄今为止，惟一一次使用 GDI 是在主事件句柄中的 WM_PAINT 消息处理过程中。你应该知道 GDI（图
形设备接口）
，在不使用 DirectX 的情况下如何在 Windows 环境下绘制各种图形。哎，可是你还没学过如何
用 GDI 在屏幕上绘图。这是关键，因为渲染屏幕是编写视频游戏最重要的部分。从根本上可以说游戏只是
驱动视频显示的逻辑过程。本节中将再次讨论 WM_PAINT 消息，并覆盖一些基本的视频概念，以及了解如
何在窗口中画一个文本。下一章将重点介绍 GDI。
理解 WM_PAINT 消息对于标准的 GDI 图形和 Windows 编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多数 Windows
程序的显示都围绕该消息。然而在 DirectX 游戏中情况就不是这样，因为 DirectX 或者特指的 DirectDraw 或
Direct3D 负责具体图形的绘制，但是仍然需要了解 GDI 来编写 Windows 应用程序。
重拾 WM_PAINT 信息
当窗口的用户区需要刷新时，WM_PAINT 消息被传递到该窗口的 WinProc()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对
该事件进行过很多处理。下面是你一直以来使用的标准 WM_PAINT 句柄：
PAINTSTRUCT
ps;
// used in WM_PAINT
HDC
hdc;
// handle to a device context
case WM_PAINT:
{
// simply validate the window
hdc = BeginPaint(hwnd,&ps);
// you would do all your painting here
EndPaint(hwnd,&ps);
// return success
return(0);
} break;

参见图 3-12 来看一下下面的解释。当一个窗口被移动、改变大小或被其他窗口或事件“弄脏”时，该
窗口的用户区的部分或全部需要重画。这时，WM_PAINT 消息就被发送了，你必须处理该消息。
就上述程序代码而言，对 BeginPaint()和 EndPaint()函数的调用可以完成一系列任务。首先：它们使用
户区有效；其次：它们用该窗口创建时参照的 Windows 类中定义的背景刷来填充该窗口的背景。
现在你就可以在 BeginPaint()—EndPaint()的中间进行绘图。但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只能访问实际上需要
刷新的该窗口用户区的一部分。无效矩形区域的坐标都保存在 BeginPaint()函数返回值 ps (PAI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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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cPaint 字段中：

图 3-12
typedef struct tagPAINTSTRUCT
{
HDC hdc;
BOOL fErase;
RECT rcPaint;
BOOL fRestore;
BOOL fIncUpdate;
BYTE rgbReserved[32];
} PAINTSTRUCT;

//
//
//
//
//
//

WM_PAINT 消息

graphics device context
if TRUE then you must draw background
the RECT containing invalid region
internal
internal
internal

作为小小的提示，下面给出 RECT 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_RECT
{
LONG left;
LONG top;
LONG right;
LONG bottom;
} RECT;

// left edge if rectangle
// upper edge of rectangle
// right edge of rectangle
// bottom edge of rectangle

参见图 3-12，换句话说，该窗口是 400×400，但是只有该窗口的下半部分（300，300—400，400）区
域需要重新绘制。因此，通过 BeginPaint()函数调用返回的图形设备内容只是对该窗口的 100×100 的区域
有效。很明显，如果要访问整个用户区的话，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该问题的解决方法与直接获得对该窗口的图形设备描述表的访问有关，而不是通过函数 BeginPaint()将
其作为窗口刷新信息的一部分传递。使用 GetDC()函数总可以获得一个窗口的图形设备描述表或者说 hdc，
代码如下所示：
HDC GetDC(HWND hWnd);

// handle of window

你只要传递欲访问的图形设备描述表窗口句柄，该函数就会返回一个指向该图形设备描述表的句柄。
如果该函数不成功，则返回 NULL。在处理完该图形设备描述表句柄后，必须通过调用 ReleaseDC()函数将
其归还 Windows，如下所示：
int ReleaseDC(HWND hWnd,
HDC hDC);

// handle of window
// handle of device context

ReleaseDC()接受窗口句柄和上述调用 GetDC()函数获得的该设备描述表句柄作为参数。
NOTE
使用 Windows 的你在接触到图形设备描述表时，可能会有疑惑。从技术角度讲，设备描述表句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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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多个输出设备。例如，一个设备描述表甚至可能是一个打印机。因此，我通常将只有图形的设备描述
表称为图形设备描述表。但数据类型则是 HDC，或指向设备描述表的句柄（Handle to Device Context）
。因
此一般而言，我将一个图形设备描述表变量定义为 HDC hdc，而有时我也使用 HDC gdc，因为对我来讲这
样更直观。无论如何，请意识到在本书中，图形设备描述表和设备描述表作为名词是可互换的，并且名字
为 hdc 和 gdc 的变量具有相同类型。
下面是如何使用 GetDC()—ReleaseDC()来绘制图形：
HDC gdc = NULL;

// this will hold the graphics device context

// get the graphics context for the window
if (!(gdc = GetDC(hwnd)))
error();
// use the gdc here and do graphics – you don't know how yet!
// release the dc back to windows
ReleaseDC(hwnd, gdc);

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处理图形，
我将在其他地方讨论它。
现在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了解处理 WM_PAINT
消息的其他方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调用 GetDC()—ReleaseDC()之时，Windows 并不知道你已
经使该窗口的用户区恢复或有效。换句话说，如果使用 GetDC()—ReleaseDC()代替 BeginPaint()—EndPaint()，
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有待解决。
该问题就是 BeginPaint()—EndPaint()向 Windows 发出一个消息，指示该窗口内容已经恢复（甚至在没
有进行任何图形调用的情况下）。故而，Windows 不会继续发出 WM_PAINT 消息。另一方面，如果在
WM_PAINT 句柄中以 GetDC()—ReleaseDC()替代了 BeginPaint()—EndPaint()，WM_PAINT 消息将一直不停
地传递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必须使该窗口有效。
要使需重画的窗口区域有效，并通知 Windows 已经恢复了该窗口，应当在调用 GetDC()—ReleaseDC()之后，
再调用 BeginPaint()—EndPaint()，但这样做效率太低。作为替代，你可以使用专用函数，即 ValidateRect()。
BOOL ValidateRect(HWND hWnd,
CONST RECT *lpRect);

// handle of window
// address of validation rectangle coordinates

要使一个窗口有效，将该窗口的句柄连同 lpRect 中的有效区域一同传递。大多数情况下，有效区域是
整个窗口。因此在 WM_PAINT 句柄中使用 GetDC()—ReleaseDC()，如下所示：
PAINTSTRUCT
ps;
HDC
hdc;
RECT
rect;

// used in WM_PAINT
// handle to a device context
// rectangle of window

case WM_PAINT:
{
// simply validate the window
hdc = GetDC(hwnd);
// you would do all your painting here
ReleaseDC(hwnd,hdc);
// get client rectangle of window – use Win32 call
GetClientRect(hwnd,&rect);
// validate window
ValidateRect(hwnd,&rect);
// return success
return(0);
} break;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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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GetClientRect()函数的调用。它的功能是帮你获取用户矩形区域的坐标。请记住，由于窗口可以任
意移动，一个窗口都有两套坐标系：Windows 坐标系和用户坐标系。Windows 坐标相对于屏幕，而用户坐
标相对于该窗口的左上角（0，0）
。图 3-13 更清楚地表示了这种情况。

图 3-13

Window 坐标系 v.s.用户坐标系

你很可能会说：“非得要这么麻烦吗？”是的非得如此，因为这是 Windows，哈哈。请记住，之所以在
WM_PAINT 消息句柄里这样做，就是由于需要确认能够在该窗口的用户区域任何位置绘制图形。想象一下在一
个完全无效的窗口上应用 GetDC()—ReleaseDC()或 BeginPaint()—EndPaint()。但是，我们一直在追求两全其美的
境界，并且我们已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我想展示给你看的最后一个技巧就是如何手动地使一个窗口无效。
如 果 想 在 WM_PAINT 句 柄 中 以 某 种 方 式 使 整 个 窗 口 无 效 ， 应 当 确 保 由 BeginPaint() 返 回 的
psPAINTSTRUCT 的 rcPaint 字段以及相关的 gdc 应当允许访问该窗口的整个用户区域。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可以手动放大任何窗口的无效区域然后调用 InvalidateRect()，如下所示：
BOOL InvalidateRect(HWND hWnd, // handle of window with
// changed update region
CONST RECT *lpRect,
// address of rectangle coordinates
BOOL bErase);
// erase-background flag

如果 bErase 为 TRUE，则对函数 BeginPaint()的调用会以背景画刷填充，反之就不使用背景画刷。
在调用 BeginPaint()—EndPaint()之前调用 InvalidateRect()，之后在调用 BeginPaint()时，该无效区域将反
映出原本无效区和使用 InvalidatRect()添加的无效区的并集（Union）
。大多数情况下，将 InvalidatRect()的
lpRect 参数设定为 NULL，这样将使整个窗口无效，下面就是其代码：
PAINTSTRUCT
HDC

ps;
hdc;

// used in WM_PAINT
// handle to a device context

case WM_PAINT:
{
// invalidate the entire window
InvalidateRect(hwnd, NULL, FALSE);
// begin painting
hdc = BeginPaint(hwnd,&ps);
// you would do all your painting here
EndPaint(hwnd,&ps);
// return success
retur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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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本 书 的 大 多 数 例 程 里 ， 将 在 WM_PAINT 消 息 以 外 的 地 方 使 用 GetDC()—ReleaseDC() ， 而
BeginPaint()—EndPaint()只用于 WM_PAINT 消息句柄中。现在开始讨论一些简单的图形和文本输出。
视频显示基础和色彩 Video Display Basics and Color
现在，我想先给你介绍 PC 机上和图形及色彩有关的一些概念和术语。首先看下面的定义：
 像素—光栅式显示设备（如计算机显示器）上的单个的可寻址的图像元素（图元）
。
 分辨率—显卡支持的像素数，如 640×480、800×600 等等。分辨率越高，图像质量越好，但也
需要越多的显存。表 3-2 列出了一些最常用的分辨率和各自显存容量需求。


色彩深度（色深）—代表屏幕上每一个像素的位数或字节数，即每像素的位数（Bit-per-pixel，

BPP）
。例如，如果每一个像素由 8 位（一个字节）来表示，将只能支持显示 256 种色彩，因为 28=256。而
如果每一个像素由 16 位（两个字节）来表示，则每个像素可以支持 16384 或者 216 种色彩。并且，色深越
高，细部越多，占用显存也越多。8 位模式一般是调色板化的（马上我会简要介绍）
，16 位模式称为高彩色
（增强色）
，24 位和 32 位模式分别称为真彩色和超真彩色。
 隔行扫描/逐行扫描显示—扫描电子枪一次所画的计算机显示的一行称为扫描线符—故名光栅
化（Rasterization）。标准电视机分两帧画出一个画面。一帧包括全部的奇数扫描行，另一帧包括全部的偶
数扫描行。当这两个画面连续绘制时，由于视觉暂留，你的眼睛将它们混淆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幅图像。
对于移动的图形，这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于像 Windows 显示这样的静态图形就不适合了。一些显示
卡只能以隔行扫描方式来支持高分辨率模式。当隔行扫描进行时，你通常可以看到闪烁或抖动。
 视频 RAM（Video RAM，VRAM，显存）—视频卡上板载的内存容量，用于存储和表示屏幕或
贴图内存中的视频图像。
 刷新速率—每秒钟视频图像刷新的次数，以 Hz（赫兹）或 fps（每秒的帧数）作为计量单位。60Hz
是近年来的可接受的最低水平，一些显示器和显示卡可以支持到 100Hz，图像看上去非常稳定。
 2D 加速—视频卡上的硬件支持，能够协助 Windows 或/和 DirectX 进行 2D 操作，如位图图形、
线、圆、文本和图像缩放等等。
 3D 加速—视频卡上的硬件支持，能够协助 Windows 或 DirectX/Direct3D 进行 3D 图形渲染。
图 3-14 显示了这些元素。

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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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表 3-2 只是一些可能的视频模式和色深的例子。你的视频卡可能支持更多的模式。须知 2MB 至
4MB 的视频 RAM 恒容易被用光。好在你将编写的大多数 DirectX Windows 游戏可以在 320×240 或 640×
480 分辨率下运行，而只需 2MB 的显卡就可以支持这些分辨率下的各种不同色深。
表 3-2
分辨率

视频分辨率和显存容量需求
每像素的位数

占用显存（最小—最大）

[*]

8

64KB

320x240[*]

8

64KB

640x480

8, 16, 24, 32

307KB–1.22MB

800x600

8, 16, 24, 32

480KB–1.92MB

1024x768

8, 16, 24, 32

786KB–3.14MB

1280x1024

8, 16, 24, 32

1.31MB–5.24MB

1600x1200

8, 16, 24, 32

1.92KB–7.68MB

320x200

[*]

这些称为 Mode X 模式，你的显示卡可能并不支持这些模式。

RGB 和调色板模式 RGB and Palletized Modes
有两种表示方式用于在显存中表示颜色，也就是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直接色彩模式，或者叫 RGB 模
式，以代表颜色的红、绿、蓝三原色的 16、24 或 32 位来表示屏幕上的每个像素（如图 3-15 所示）
。这可
能是出于红、绿、蓝三原色的合成性的考虑。

图 3-15

RGB 模式下的色彩编码

参见图 3-15，可以看到，对于每一种可能的色深（16 位、24 位、32 位）
，都有大量位被指定给各个色
彩通道。诚然，对 16 位和 32 位彩色而言，16 和 32 都不能被 3 整除。因此，各个色彩通道中有不等的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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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会发现一共有三种不同的 16 位 RGB 编码方式：
 RGB (6.5.5)—6 位红色、5 位绿色和 5 位蓝色。
 RGB (1.5.5.5)—1 位 alpha、红色绿色和蓝色各 5 位。Alpha 用于控制透明度。
 RGB (5.6.5)— 5 位红色、6 位绿色和 5 位蓝色。以我的经验，这是一种得到最普遍地应用的模式。
24 位彩色模式中各彩色通道均为 8 位。但是 32 位彩色模式可能很古怪，多数情况下 alpha（透明度）
、
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各占 8 位。
基本 上说， RGB 模式能够 控制屏幕上 每一个像素 中的红绿蓝 的准确成分 。调色板模 式以间 接
（Indirection）方式工作。当每像素只有 8 位 RGB 的时候，可以指定 3 位红色、3 位绿色、2 位蓝色或是类
似这种的三原色的组合。但是这样就使每种基本颜色只有一点明暗变化，并且也很不生动。在这里，8 位模
式使用一个调色板。
如图 3-16 所示，一个调色板（Palette）是一个有 256 项的表，每一项是一个单字节值（从 0 到 255）
。
但是实际上每一个输入项都是由三个 8 位的红绿蓝项构成的。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 24 位 RGB 全彩描述符。
颜色查找表（Color LookUp Table，CLUT）的工作原理如下：当从 8 位颜色模式的屏幕上阅读到一个像素
时，假设其值为 26，则 26 就用作颜色表的一个索引。然后将对应于 26 号索引地址的彩色描述符的 24 位
RGB 值取出，用它们驱动红绿蓝彩色通道，以显示实际颜色。通过这种办法，在同一时间屏幕上可以有 256
种不同的色彩，但是它们可以是来自于 16.7 百万色或 24 位 RGB 值。图 3-16 图示了该查找过程。

图 3-16

256 色调色板模式的工作原理

讨论所有这些关于色彩的内容，我们似乎有点超前进度了。但我希望让你先接触这些概念，这样在讨
论 DirectDraw 的时候，就不会因初次接触它们而觉得陌生。实际上通常基于 GDI 的 Windows 绘图中，颜色
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以至于 Windows 无论如何都要将颜色抽象成 24 位模型。那样你在编程时就不必过
虑颜色深度细节等问题。当然，如果你考虑了这些内容，可能会做出更好的结果，但总的来说这并不是必
须的。
基本文本显示
在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所有操作系统中，Windows 无疑有最复杂且最强悍的文本渲染系统之一。虽然
对于大多数游戏程序员来说，我们只想做类似于输出分数的事情，但是拥有这个系统还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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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际运用在实时游戏中的时候，用 GDI 文本引擎输出文本就显得太慢了，通常到了最后你还是要亲
手设计基于 DirectX 的文本引擎。现在，先让我们了解如何使用 GDI 输出文本。至少，这有助于在演示程
序中进行调试和输出。
输出文本有两个常用函数：TextOut()和 DrawText()。TextOut()是一个寒酸的文本输出函数，而 DrawText()
则像凌志汽车一样豪华。我经常使用 TextOut()是因为它运行比较快，而且我也不需要 DrawText()的全部花
哨功能。但是让我们对这两个函数都介绍一下。这是它俩的原型：
BOOL TextOut(HDC hdc,
// handle of device context
int nXStart,
// x-coordinate of starting position
int nYStart,
// y-coordinate of starting position
LPCTSTR lpString,
// address of string
int cbString);
//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string
int DrawText( HDC hDC,
// handle to device context
LPCTSTR lpString,
// pointer to string to draw
int nCount,
// string length, in characters
LPRECT lpRect,
// ptr to bounding RECT
UINT uFormat);
// text-drawing flags

大多数参数都是自解释的。对于 TextOut()来讲，只要传递设备描述表、输出点的 x、y 坐标、ASCII 字
符串和以字节为单位的字符串长度。而另一方面，DrawText()要稍微复杂一点。因为它要处理文字换行和格
式，从而它采用不同的途径—通过一个矩形区域 RECT 来输出文本。因此，DrawText()不使用 x、y 作为
开始打印的位置，而使用一个 RECT 来定义窗口中将用于打印的位置（见图 3-17）
。除了使用参数 RECT 指
出打印区域外，还要传递描述如何打印的一些标志（例如左对齐）
。全部的标志请参考 Win32 文档。我将主
要使用 DT_LEFT，该标志最直观，它将所有文本调整成为左对齐。

图 3-17

DrawText()函数中的绘画矩形区域 RECT

上面所讨论的函数调用唯一的问题是其中没有涉及颜色。这
几乎和美国电影《不羁夜》
（Boogie Nights）一样古怪，但是谁在
乎呢？幸运的是，我们有设定文本前景色和背景色以及文本透明
模式的方法。
文本的透明模式指示字符如何被绘制。字符是按照矩形区域
直接粘贴还是逐个像素地作为覆盖而绘制呢？图 3-18 是文本输出
的透明效果。如图示，当文本透明打印时，看上去就像直接画在
图 3-18

– 93 –

不透明和透明的文本输出

国 Windows 游戏编程大师技巧（第二版）
图像上面一样。而没有透明度的话，会看到在每个字符周围都是不透明的一块，这样使所有东西都很模糊，
非常难看。
TIP
不带透明的文本渲染速度要较快一些，因此如果朝单色背景上输出的话，可以不要理会透明度。
让我们看一下设定文本前景色和背景色的函数：
COLORREF SetTextColor(HDC hdc,
COLORREF Color);

// handle of device context
// foreground character color

COLORREF SetBkColor(HDC hdc,
COLORREF color);

// handle of device context
// background color

这两个函数都采用图形设备描述表（来自于 GetDC()或 BeginPaint()的调用）以及用于 COLORREF 格
式中的颜色。一旦设定了这些颜色，这些颜色就一直在变化，直到改变它们为止。另外，当设定这些颜色
时，每个函数都返回当前值，因此在处理完毕后或应用程序结束后，可以恢复原来的值。
现在就要准备打印了，但是你说是不是首先还要了解一下 COLORREF 类型？好，这就是 COLORREF
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tagCOLORREF
{
BYTE bRed;
BYTE bGreen;
BYTE bBlue;
BYTE bDummy;
} COLORREF;

// the red component
// the green component
// the blue component
// unused

COLORREF 在内存中表示为 0x00bbggrr。请记住，PC 机是低字节在前的（Little Endian）—也就是
说，从低字节到高字节。要创建一个有效的 COLORREF，可以使用 RGB()宏，如下所示：
COLORREF red
= RGB(255,0,0);
COLORREF yellow = RGB(255,255,0);

我们看到颜色描述符结构的同时，也就看到 PALETTEENTRY，因为它们两个完全相同：
typedef struct tagPALETTEENTRY
{
BYTE peRed;
BYTE peGreen;
BYTE peBlue;
BYTE peFlags;
} PALETTEENTRY;

//
//
//
//

red bits
green bits
blue bits
control flags

peFlags 可以采用表 3-3 中的值。大多数情况下，应当使用 PC_NOCOLLAPSE 和 PC_RESERVED，但
是现在只要了解它们的存在就可以了。有意思的是 COLORREF 和 PALETTEENTRYs 的相似性。除了最后
一个字节的解释不同以外，它俩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可互换的。
表 3-3

PALLETTEENTRY 标志

值

描述

PC_EXPLICIT

说明逻辑调色板项的低阶字是硬件调色板的索引值。高级。

PC_NOCOLLAPSE

说明颜色放置在系统调色板的空闲项中，而不与系统调色板中已有颜色进行匹配。

PC_RESERVED

说明使用逻辑调色板项进行调色板动画。该标志阻止其他窗口将颜色与调色板项进行匹配，因为调色
板中的颜色是一直在变化的。如果有一个可用的系统调色板项，该颜色就存入该项。否则，该颜色不
能用于调色板动画。

现在几乎可以开始打印了。但记住还有透明度需要设置。用来设置透明模式的函数是 SetBkMode()，下
– 94 –

第 3 章 高级 Windows 编程国
面是其原型：
int SetBkMode(HDC hdc,
int iBkMode);

// handle to device context
// transparency mode

该函数接受图形设备描述表和要切换过去的新的透明度模式作为参数，或是 TRANSPARENT 或是
OPAQUE。该函数返回旧的模式值，你可以保存下来以便于以后恢复。
好家伙，现在已经都说完了。你可以这样输出文本：
COLORREF old_fcolor, // old foreground text color
old_bcolor;
// old background text color
int old_tmode;
// old text transparency mode
// first get a graphics device context
HDC hdc = GetDC(hwnd);
// set the foreground color to green and save old one
old_fcolor = SetTextColor(hdc, RGB(0,255,0));
// set the background color to black and save old one
old_bcolor = SetBkColor(hdc, RGB(0,0,0));
// finally set the transparency mode to transparent
old_tmode = SetBkMode(hdc, TRANSPARENT);
// draw some text at (20,30)
TextOut(hdc, 20,30, "Hello",strlen("Hello"));
// now restore everything
SetTextColor(hwnd, old_fcolor);
SetBkColor(hwnd, old_bcolor);
SetBkMode(hwnd, old_tmode);
// release the device context
ReleaseDC(hwnd, hdc);

当然并没有规定说必须恢复为原来的值，我这样写只是
为了说明怎样恢复原来的值。只要该设备描述表的句柄存在，
颜色和透明度设置就有效。如果想在绿色文本之外还要画一
些蓝色文本，只要将文本颜色改变为蓝色，然后画该文本，
而不必重新设置全部的三个值。
请参阅采用前述的技术来打印文本的例子—
DEMO3_5.CPP 及其可执行文件 DEMO3_5.EXE。该演示程
序在屏幕任意位置显示文本字符串，如图 3-19 所示。
下面是从该程序的 WinMain()中摘录的一部分，所有的
动作在这里进行：

图 3-19

DEMO3_5.EXE 的随机文本输出

// get the dc and hold it
HDC hdc = GetDC(hwnd);
// enter main event loop, but this time we use PeekMessage()
// instead of GetMessage() to retrieve messages
while(TRUE)
{
// test if there is a message in queue, if so get it
if (PeekMessage(&msg,NULL,0,0,PM_REMOVE))
{
// test if this is a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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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msg.message == WM_QUIT)
break;
// translate any accelerator keys
TranslateMessage(&msg);
// send the message to the window proc
DispatchMessage(&msg);
} // end if
// main game processing goes here
// set the foreground color to random
SetTextColor(hdc, RGB(rand()%256,rand()%256,rand()%256));
// set the background color to black
SetBkColor(hdc, RGB(0,0,0));
// finally set the transparency mode to transparent
SetBkMode(hdc, TRANSPARENT);
// draw some text at a random location
TextOut(hdc,rand()%400,rand()%400,
"GDI Text Demo!", strlen("GDI Text Demo!"));
}

// end while

// release the dc
ReleaseDC(hwnd,hdc);

作为打印文本的第二个例子，让我们编制一个每次响应 WM_PAINT 消息就刷新一次计数器的程序。代
码如下：
char buffer[80];
// used to print string
static int wm_paint_count = 0; // track number of msg's

case WM_PAINT:
{
// simply validate the window
hdc = BeginPaint(hwnd,&ps);
// set the foreground color to blue
SetTextColor(hdc, RGB(0,0,255));
// set the background color to black
SetBkColor(hdc, RGB(0,0,0));
// finally set the transparency mode to transparent
SetBkMode(hdc, OPAQUE);
// draw some text at (0,0) reflecting number of times
// wm_paint has been called
sprintf(buffer,"WM_PAINT called %d times
", ++wm_paint_count);
TextOut(hdc, 0,0, buffer, strlen(buffer));
EndPaint(hwnd,&ps);
// return success
return(0);
} break;

请参阅 CD-ROM 上的程序 DEMO3_6.CPP 及其可执行文件 DEMO3_6.EXE。注意，除非移动或重写该
窗口，否则将不会开始打印任何文本。这是因为只有在触发恢复或重画该窗口（如移动或改变大小）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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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才会产生 WM_PAINT 消息。
基本上文字显示就是这些内容了。固然，DrawText()函数有更多的功能，但最终取舍还是取决于你。还
可以浏览一下字体以及其他有关的内容，但那些内容通常用于完全的 Windows GUI 编程，本书中我们不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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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重要事件
如前面所学，Windows 是一个事件驱动的操作系统。响应事件是标准 Windows 程序的诸多重要方面之
一。接下来我们会讨论一些更重要的事件，如关于窗口操作、输入设备和定时。如果你能够处理这些基本
事件，就可以充分地装备你的 Windows 弹药库以处理在编写 DirectX 游戏时可能碰上的任何问题。毕竟
DirectX 游戏不太依赖于事件及 Windows 操作系统。
Window 操作
Windows 发送大量的消息来通知程序用户已对其窗口进行了操作。表 3-4 列出了 Windows 发出的一些
较有意思的操作消息。
表 3-4

窗口处理消息

值

描述

WM_ACTIVATE

当某个窗口被激活或者取消激活时传递。该消息首先传递到被撤销的最高级窗口的窗口程序中。

WM_ACTIVATEAPP

当一个属于应用程序的非活动窗口正要被激活时，向被激活和被取消的窗口程序都传递该消息。

WM_CLOSE

当一个窗口或一个应用程序应当终止时作为信号被发送。

WM_MOVE

当窗口移动后传递。

WM_MOVING

发往用户正在移动的窗口。通过处理该消息，应用程序能够检测到拖动的矩形区域的大小和位置，
并且在需要时还可以改变其大小和位置。

WM_SIZE

在一个窗口改变大小后发往这个窗口。

WM_SIZING

发往用户正改变大小的窗口。通过处理该消息，应用程序能够检测到改变大小的矩形区域的大小和
位置，并且在需要时还可以改变其大小和位置。

先来看一下 WM_ACTIVATE、WM_CLOSE、WM_SIZE 和 WM_MOVE 及其功能。对于每个消息，我
都将列出消息、wparam、lparam 和一些注释以及一个简短的起示范作用的 WinProc()事件句柄。
消息：WM_ACTIVATE
参数：
fActive
= LOWORD(wParam);
fMinimized
= (BOOL)HIWORD(wParam);
hwndPrevious = (HWND)lParam;

// activation flag
// minimized flag
// window handle

fActive 参数主要定义了该窗口发生了什么事，即该窗口是被激活还是被取消。该信息保存在 wparam
的低阶字中，可以取表 3-5 中所示的值。
表 3-5

WM_ACTIVATE 消息的激活标志

值

描述

WA_CLICKACTIVE

通过鼠标单击激活了该窗口。

WA_ACTIVE

通过除鼠标以外的工具（如键盘接口）激活了该窗口。

WA_INACTIVE

取消该窗口的激活。

fMinimized 变量表明该窗口是否已最小化。如果该变量值非零则为真。hwndPrevious 值指明将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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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取消激活，视 fActive 参数的值而定）的窗口。如果 fActive 的值为 WA_INACTIVE，hwndPrevious 就
是被激活的窗口的句柄；如果 fActive 的值为 WA_ACTIVE 或者 WA_CLICKACTIVE，hwndPrevious 则是被
取消激活的窗口的句柄。该句柄可以为 NULL。明白了吗？
基本上，如果想知道应用程序什么时间被激活或取消激活，可以使用 WM_ACTIVATE 消息。这一点是
很有用的，比如说你的应用程序要记录用户每次使用 Alt+Tab 组合键，或使用鼠标来选中另一个应用程序。
而当应用程序重新被激活时，你可能想播放一个声音或进行某些其他操作。用它具体做什么随你。
下面是在 WinProc()主程序中激活应用程序的代码：
case WM_ACTIVATE:
{
// test if window is being activated
if (LOWORD(wparam)!=WA_INACTIVE)
{
// application is being activated
} // end if
else
{
// application is being deactivated
} // end else
} break;

消息： WM_CLOSE
参数：无
WM_CLOSE 消息非常酷。该消息恰在 WM_DESTROY 和 WM_QUIT 传递之前被发送。WM_CLOSE
消息说明用户正试图关闭窗口。如果在 WinProc()里仅仅 return(0)，则什么也不会发生，从而用户不能关闭
窗口！请参阅 DEMO3_7.CPP 及其可执行文件 DEMO3_7.EXE 来查看操作过程。请尝试关闭该程序—做
不到！
WARNING
发现你无法中止 DEMO3_7.EXE 时不必惊慌。只要同时按下 Ctrl+Alt+Del，将出现任务管理器。然后选
择终止 DEMO3_7.EXE 应用程序。它就不再存在了—就像硅谷那一家名字以“F”打头的电器商店的服务
一样。
下面是 DEMO3_7.CPP 中位于 WinProc()中的空 WM_CLOSE 句柄代码：
case WM_CLOSE:
{
// kill message, so no further WM_DESTROY is sent
return(0);
} break;

如果使用户疯狂就是你的目标的话，上述代码便可以做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是捕获 WM_CLOSE 消息
并弹出一个消息框来要求用户确认是否关闭应用程序。DEMO3_8.CPP 及其可执行文件就是依照这个思路工作
的。当尝试关闭该窗口时，会出现一个消息框询问是否确定要关闭该窗口。该过程的逻辑流程如图 3-20 所示。
下面是 DEMO3_8.CPP 中处理 WM_CLOSE 消息的部分代码：
case WM_CLOSE:
{
// display message box
int result = MessageBox(hwnd,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lose this application?",
"WM_CLOSE Message Processor",
MB_YESNO | MB_ICON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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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the user want to close?
if (result == IDYES)
{
// call default handler
return (DefWindowProc(hwnd, msg, wparam, lparam));
} // end if
else // throw message away
return(0);
} break;

图 3-20

WM_CLOSE 的逻辑流程图

注意默认消息句柄 DefWindowProc()的调用。调用发生在用户回答 Yes 并且要继续执行标准关闭过程的
时候。如果已经知道做法，可以发送一个 WM_DESTROY 消息。但由于迄今还未讲过怎样发送消息，只能
调用默认句柄。总之哪一种方法都可以。
下面我们看一下 WM_SIZE 消息，对于工作于窗口方式并且用户经常改变窗口大小的游戏，该消息非
常重要！
消息： WM_SIZE
参数：
fwSizeType = wParam;
nWidth
= LOWORD(lParam);
nHeight
= HIWORD(lParam);

// resizing flag
// width of client area
// height of client area

fwSizeType 标志表明刚发生了哪一类尺寸的改变，如表 3-6 所示，而 lParam 的低字节和高字节表明了
新窗口用户区的尺寸。
表 3-6

WM_SIZE 消息的标志

值

描述

SIZE_MAXHIDE

当某些窗口最大化时，该消息被发送往所有的弹出式窗口。

SIZE_MAXIMIZED

该窗口已最大化。

SIZE_MAXSHOW

当某些窗口恢复到之前的尺寸时，该消息被发送往所有的弹出式窗口。

SIZE_MINIMIZED

该窗口已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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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描述

SIZE_RESTORED

窗口尺寸改变了，但不适用 SIZE_MINIMIZED 或 SIZE_MAXIMIZED。

如我所说，处理 WM_SIZE 消息对于窗口游戏非常重要，因为当窗口尺寸改变时，必须调整图像显示
来适应。若是游戏在全屏方式下运行，就不必作这样的调整；但是对于窗口方式的游戏来说，几乎可以预
见到的是用户会试图改变窗口的大小。当用户改变窗口大小时，应当使显示重新居中，并且调整环境，或
是使用任何方法保证图像正确。作为一个跟踪 WM_SIZE 消息的实例，DEMO3_9.CPP 在窗口尺寸改变时打
印出该窗口的新尺寸。DEMO3_9.CPP 跟踪 WM_SIZE 消息的代码如下所示：
case WM_SIZE:
{
// extract size info
int width = LOWORD(lparam);
int height = HIWORD(lparam);
// get a graphics context
hdc = GetDC(hwnd);
// set the foreground color to green
SetTextColor(hdc, RGB(0,255,0));
// set the background color to black
SetBkColor(hdc, RGB(0,0,0));
// set the transparency mode to OPAQUE
SetBkMode(hdc, OPAQUE);
// draw the size of the window
sprintf(buffer,
"WM_SIZE Called - New Size = (%d,%d)", width, height);
TextOut(hdc, 0,0, buffer, strlen(buffer));
// release the dc back
ReleaseDC(hwnd, hdc);
} break;

WARNING
应当知道 WM_SIZE 消息句柄的程序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当一个窗口被改变尺寸时，发出的不仅有
一条 WM_SIZE 消息，同时还有一条 WM_PAINT 消息！因此，如果 WM_PAINT 消息发送于 WM_SIZE 消
息之后，WM_PAINT 中的代码可能会擦除背景，因而在 WM_SIZE 消息中显示的信息也可能被擦除。幸运
的是，情况不是这样，但这是一个消息乱序发送的问题的很好的实例。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WM_MOVE 消息。该消息几乎等价于 WM_SIZE 消息，但是该消息是在窗口移动
时而不是改变尺寸时被发送。下面是其详细内容：
消息：WM_MOVE
参数：
xPos = (int) LOWORD(lParam); // new horizontal position in screen coords
yPos = (int) HIWORD(lParam); // new vertical position in screen coords

WM_MOVE 消息在一个窗口移动到一个新位置时传递，如图 3-21 所示。该消息在窗口被移动之后传
递，而不是在实际移动过程中传递。如果想跟踪一个窗口的逐个像素的确切移动，你需要处理 WM_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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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不过，在多数情况下，直到用户完成窗口的移动才继续程序的处理过程。
作为跟踪窗口移动的例子，DEMO3_10.CPP 及其可执行文件 DEMO3_10.EXE 在窗口移动的时候，打
印出该窗口的新位置。下面是处理 WM_MOVE 的程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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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产生 WM_MOVE 消息

case WM_MOVE:
{
// extract the position
int xpos = LOWORD(lparam);
int ypos = HIWORD(lparam);
// get a graphics context
hdc = GetDC(hwnd);
// set the foreground color to green
SetTextColor(hdc, RGB(0,255,0));
// set the background color to black
SetBkColor(hdc, RGB(0,0,0));
// set the transparency mode to OPAQUE
SetBkMode(hdc, OPAQUE);
// draw the size of the window
sprintf(buffer,
"WM_MOVE Called - New Position = (%d,%d)", xpos, ypos);
TextOut(hdc, 0,0, buffer, strlen(buffer));
// release the dc back
ReleaseDC(hwnd, hdc);
} break;

以上就是窗口操作消息的内容。虽然还有好多内容，但现在你应该已经掌握了它的用法了。记住这一
点：Windows 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消息。如果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查阅 Win32 帮助，可以肯定的是
你一定可以找到所需要的消息！
下一节将讨论输入设备，这样你就可以和用户（或你自己）进行交互，并且创建更加有趣的演示和实
验，来帮助你掌握 Windows 编程。
处理键盘事件
从前，编程处理键盘是巫术一般不可想像的事。要让键盘工作，必须首先编写中断处理程序，创建状
态表，并且使用大量其他有趣的技巧。虽然我是个底层的程序员，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一点也不
怀念那段编写键盘处理程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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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你将学会使用 DirectInput 来访问键盘、鼠标、游戏杆及其他的输入设备。不过，还是应当学会使
用 Win32 库来访问键盘和鼠标。即使没有其他用途，在我们学习 DirectInput 之前，你仍然需要响应 GUI 的
交互和/或创建更迷人的演示。不多废话了，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键盘的工作原理。
键盘是由许多键、一块微控制芯片和支撑的电子设备构成。当按下键盘上的一个或多个键时，一个信
息包数据流将传递给 Windows，描述按下的一个或多个键。Windows 随后处理这个数据流，并向你的窗口
发送键盘事件消息。令人高兴的是在 Windows 环境下，可以以多种方式访问键盘消息。
 通过 WM_CHAR 消息
 通过 WM_KEYDOWN 和 WM_KEYUP 消息
 通过调用 GetAsyncKeyState()
这三种方法的工作方式互相略有不同。WM_CHAR 和 WM_KEYDOWN 消息在按下键盘上的键或发生
事件时由 Windows 产生。但是两个消息所封装的信息类型有所不同。当你按下键盘上的某个键（如 A）时，
将产生两个数据：
 扫描码（Scan Code）
 ASCII 码
扫描码是唯一地指定给键盘上每一个键的编码，它和 ASCII 码无关。多数情况下，你只想了解类似于
是否按下了 A 键，而并不关心 Shift 键是否也同时按下等等的问题。基本上，只想将键盘作为一种瞬时开关
来使用。通过使用扫描码就可以达到目的。当按下键时，WM_KEYDOWN 消息来负责产生扫描码。
而另一方面，ASCII 码是人为形成的数据。这表示如果按下键盘上的 A 键，而未按下 Shift 键且不使用
Caps Lock 键，你将只看到一个字符 a。类似地，如果按下 Shift+A，可以看到一个大写的 A。WM_CHAR
可以传递这种消息。
随你所愿，可以使用上述两种技术中的任一种。例如，如果是要编写一个文字处理器程序的话，你可
能会使用 WM_CHAR 消息，因为字符大小写事关重大，所以必须使用 ASCII 代码，而非虚拟扫描码。另一
方面，如果你正在编写一个游戏，并且 F 表示开火、S 表示猛戳、Shift 键表示格挡，那谁还在乎 ASCII 码
是什么东西呢？你只是想知道键盘上的指定按钮是按下还是松开的。
阅读键盘的最后一种方法就是使用 Win32 函数 GetAsyncKeyState()，该函数在状态表（类似一个布尔型
数组）中跟踪该键的最后已知状态。这是我较喜欢使用的方法，因为不必编写一个键盘处理函数。
现在你对各种方法都知道了一点，下面让我们依次对每一种方法进行详细讨论，首先从 WM_CHAR 消
息开始：
WM_CHAR 消息具有下列参数：
wparam— 包含所按下键的 ASCII 码。
lparam—包含一个按位编码的状态矢量，描述可能被按下的特殊控制键。该位编码如表 3-7 所示。
表 3-7

键盘状态矢量的按位编码

位

描述

0–15

重复计数，即用户持续按住某键造成该键被重复的次数。

16–23

扫描码。该值依赖于键盘生产商（OEM）。

24

布尔型：扩展键标识符。如果为 1，那么该键是一个扩展键，例如加强型的 101 或 102 键盘上的右边的 Alt 和 Ctrl 键。

29

布尔型：表示 Alt 键是否按下。

30

布尔型：表示前一个键的状态。基本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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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31

描述
布尔型：表示键的转换状态。如果结果为 1，该键正被释放；否则该键正被按住。

为了处理 WM_CHAR 消息，你要做的就只是为它编写一个消息句柄，如下所示：
case WM_CHAR:
{
// extract ascii code and state vector
int ascii_code = wparam;
int key_state = lparam;
// take whatever action
} break;

当然，你可以测试想获得的各种状态的信息。例如，下面解释了如何测试 Alt 键正被按下：
// test the 29th bit of key_state to see if it's true
#define ALT_STATE_BIT 0x20000000
if (key_state & ALT_STATE_BIT)
{
// do something
} // end if

你也可以用类似的逐位测试和逐位操作来测试其他状态。
作为处理 WM_CHAR 消息的例子，我创建了一个在用户按键时以 16 进制格式输出字符和状态矢量的
演示程序。该程序名为 DEMO3_11.CPP，可执行文件 DEMO3_11.EXE。你可以试着按下各种组合键，看看
程序的输出结果。下面的代码节选自 WinProc()的处理和显示 WM_CHAR 信息的部分：
case WM_CHAR:
{
// get the character
char ascii_code = wparam;
unsigned int key_state = lparam;
// get a graphics context
hdc = GetDC(hwnd);
// set the foreground color to green
SetTextColor(hdc, RGB(0,255,0));
// set the background color to black
SetBkColor(hdc, RGB(0,0,0));
// set the transparency mode to OPAQUE
SetBkMode(hdc, OPAQUE);
// print the ascii code and key state
sprintf(buffer,"WM_CHAR: Character = %c
",ascii_code);
TextOut(hdc, 0,0, buffer, strlen(buffer));
sprintf(buffer,"Key State = 0X%X ",key_state);
TextOut(hdc, 0,16, buffer, strlen(buffer));
// release the dc back
ReleaseDC(hwnd, hdc);
} break;

下 一 个 键 盘 事 件 消 息 WM_KEYDOWN 和 WM_CHAR 相 似 ， 只 是 其 信 息 是 未 经 处 理 的 。 在
WM_KEYDOWN 消息中传递的键数据是该键的虚拟扫描码，而不是 ASCII 码。虚拟扫描码和由键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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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扫描码相似，不同的是虚拟扫描码和具体键盘种类无关。例如，在 101 AT 型键盘上某个键的扫描码
为 67，而在另一家厂商生产的键盘上则可能成了 69，看出问题来了吗？
Windows 中使用的解决办法是将实际的扫描码通过一个查找表虚拟化为虚拟扫描码。程序员使用虚拟
扫描码，而让 Windows 做翻译工作。下面是 WM_KEYDOWN 消息的细节：
消息：WM_KEYDOWN
包含所按下键的虚拟键代码。表 3-8 列出了一些最常用的键。
包含一个按位编码的状态矢量，描述其他的可能被按下的特殊控制键。位编码如表 3-8 所示。
表 3-8

虚拟键编码

符号

值（十六进制）

描述

VK_BACK

08

退格键

VK_TAB

09

Tab 键

VK_RETURN

0D

回车键

VK_SHIFT

10

Shift 键

VK_CONTROL

11

Ctrl 键

VK_PAUSE

13

Pause 键

VK_ESCAPE

1B

Ese 键

VK_SPACE

20

空格键

VK_PRIOR

21

Page Up 键

VK_NEXT

22

Page Down key Page Down

VK_END

23

End 键

VK_HOME

24

Home 键

VK_LEFT

25

key 左箭头键

VK_UP

26

key 上箭头键

VK_RIGHT

27

key 右箭头键

VK_INSERT

2D

插入键

VK_DELETE

2E

删除键

VK_HELP

2F

帮助键

30–39

数字键 0 到 9

41–5A

字母键 A 到 Z

70–7B

功能键 F1 到 F12

No VK_Code
无 VK_编码
No VK_Code
无 VK_编码
VK_F1 - VK_F12

注意：键 A 到 Z 和 0 到 9 没有对应的 VK_编码。必须使用数字常量或定义自己的虚拟键。

除了 WM_KEYDOWN 消息以外，还有一个 WM_KEYUP 消息。该消息和 WM_KEYDOWN 消息拥有
同样的参数，即 wparam 含有虚拟键代码，而 lparam 含有键状态矢量。惟一的区别是 WM_KEYUP 在松开键
时被发出。
例如，使用 WM_KEYDOWN 消息来控制，请看下面程序：
case WM_KEY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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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et virtual key code and data bits
int virtual_code = (int)wparam;
int key_state
= (int)lparam;
// switch on the virtual_key code to be clean
switch(virtual_code)
{
case VK_RIGHT:{} break;
case VK_LEFT: {} break;
case VK_UP:
{} break;
case VK_DOWN: {} break;
// more cases...
default: break;
} // end switch
// tell windows that you processed the message
return(0);
} break;

作为一个实验，试着修改一下 DEMO3_11.CPP 中的程序，使它支持 WM_KEYDOWN 消息而不是
WM_CHAR 消息。当你解决这个问题后，让我们看一下查询键盘的最后一种方法。
查询键盘的最后一种方法是调用键盘状态函数：GetKeyboardState()、GetKeyState()或 GetAsyncKeyState()。
我们重点讨论一下 GetAsyncKeyState()，因为正如你所关心的，该函数作用于单个键而不是整个键盘。如果
对其他函数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Win32 SDK 中查阅。GetAsyncKeyState()的原型是：
SHORT GetAsyncKeyState(int virtual_key);

只需发给该函数想测试的虚拟键代码。返回值最高位是 1 表示该键被按下，否则该键被松开。让我写
两个宏来方便测试：
#define KEYDOWN(vk_code) ((GetAsyncKeyState(vk_code) & 0x8000) ? 1 : 0)
#define KEYUP(vk_code)
((GetAsyncKeyState(vk_code) & 0x8000) ? 0 : 1)

使用 GetAsyncKeyState()的妙处是它和事件循环没有耦合关系。从而可以在任何地方测试按键。举例来
说，你正在编写一个游戏，需要跟踪箭头键、空格键，可能还有 Ctrl 键。你不希望处理 WM_CHAR 或
WM_KEYDOWN 消息，而只想写类似这样的代码：
if (KEYDOWN(VK_DOWN))
{
// move ship down, whatever
}
// end if
if (KEYDOWN(VK_SPACE))
{
// fire weapons maybe?
}
// end if
// and so on

同理，欲检测某键松开（例如为了关闭引擎）
，可写如下代码：
if (KEYUP(VK_ENTER))
{
// disengage engines
}
// end if

我创建了一个不断地在 WinMain()中输出箭头键状态的演示程序。该程序是 DEMO3_12.CPP，可执行
文件为 DEMO3_12.EXE。下面是该程序中的 WinMain()：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STR lpcm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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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ncmdshow)
{
WNDCLASSEX winclass; // this will hold the class we create
HWND
hwnd;
// generic window handle
MSG
msg;
// generic message
HDC
hdc;
// graphics device context
// first fill in the window class stucture
winclass.cbSize
= sizeof(WNDCLASSEX);
winclass.style
= CS_DBLCLKS | CS_OWNDC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winclass.lpfnWndProc = WindowProc;
winclass.cbClsExtra = 0;
winclass.cbWndExtra = 0;
winclass.hInstance = hinstance;
winclass.hIcon
= LoadIcon(NULL, IDI_APPLICATION);
winclass.hCursor
= LoadCursor(NULL, IDC_ARROW);
winclass.hbrBackground
= (HBRUSH)GetStockObject(BLACK_BRUSH);
winclass.lpszMenuName
= NULL;
winclass.lpszClassName
= WINDOW_CLASS_NAME;
winclass.hIconSm
= LoadIcon(NULL, IDI_APPLICATION);
// save hinstance in global
hinstance_app = hinstance;
// register the window class
if (!RegisterClassEx(&winclass))
return(0);
// create the window
if (!(hwnd = CreateWindowEx(NULL,
// extended style
WINDOW_CLASS_NAME,
// class
"GetAsyncKeyState() Demo", // title
WS_OVERLAPPEDWINDOW | WS_VISIBLE,
0,0,
// initial x,y
400,300,
// initial width, height
NULL,
// handle to parent
NULL,
// handle to menu
hinstance,
// instance of this application
NULL)))
// extra creation parms
return(0);
// save main window handle
main_window_handle = hwnd;
// enter main event loop, but this time we use PeekMessage()
// instead of GetMessage() to retrieve messages
while(TRUE)
{
// test if there is a message in queue, if so get it
if (PeekMessage(&msg,NULL,0,0,PM_REMOVE))
{
// test if this is a quit
if (msg.message == WM_QUIT)
break;
// translate any accelerator keys
TranslateMessage(&msg);
// send the message to the window proc
DispatchMessage(&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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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d if
// main game processing goes here
// get a graphics context
hdc = GetDC(hwnd);
// set the foreground color to green
SetTextColor(hdc, RGB(0,255,0));
// set the background color to black
SetBkColor(hdc, RGB(0,0,0));
// set the transparency mode to OPAQUE
SetBkMode(hdc, OPAQUE);
// print out the state of each arrow key
sprintf(buffer,"Up Arrow: = %d
",KEYDOWN(VK_UP));
TextOut(hdc, 0,0, buffer, strlen(buffer));
sprintf(buffer,"Down Arrow: = %d
",KEYDOWN(VK_DOWN));
TextOut(hdc, 0,16, buffer, strlen(buffer));
sprintf(buffer,"Right Arrow: = %d
",KEYDOWN(VK_RIGHT));
TextOut(hdc, 0,32, buffer, strlen(buffer));
sprintf(buffer,"Left Arrow: = %d
",KEYDOWN(VK_LEFT));
TextOut(hdc, 0,48, buffer, strlen(buffer));
// release the dc back
ReleaseDC(hwnd, hdc);
}

// end while

// return to Windows like this
return(msg.wParam);
}

// end WinMain

如果浏览了 CD-ROM 上的整个源程序，你将会发现该窗口的消息句柄中根本没有 WM_CHAR 和
WM_KEYDOWN 的处理。在 WinProc()中处理的消息越少越好。另外，这是你首次见到处理在 WinMain()
中进行，WinMain()是处理整个游戏的部分。注意这里没有做任何定时延迟或同步的处理，因此信息的重画
是不受限制的（换句话说就是尽量快地运行）
。在第 4 章“Windows GDI、控件和突发奇想”中，你将学习
定时操作，以及如何将进程锁定在某个帧速率上等等问题。现在让我们开始讨论鼠标。
处理鼠标事件
鼠标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计算机输入设备。轻轻地移动，然后轻轻地点击，而鼠标垫则被物
理地映射到屏幕表面—那真是一场革命！总之，如你所猜的那样，关于鼠标 Windows 有数车皮的消息，
但我们仅讨论其中两类消息：WM_MOUSEMOVE 和 WM_*BUTTON*。
首先讨论 WM_MOUSEMOVE 消息。关于鼠标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鼠标位置是相对于其所处的
窗口用户区而言的。参见图 3-22，鼠标传递的是相对于窗口左上角（坐标为 0，0）的坐标。
除此以外，WM_MOUSEMOVE 消息是相当直观的。
消息：WM_MOUSEMOVE
参数：
int mouse_x = (int)LOWORD(l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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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ouse_y = (int)HIWORD(lParam);
int buttons = (int)w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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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WM_MOUSEMOVE 消息

基本上，lparam 中的位置信息被编码为 16 位数据项，而按键编码被编码到 wparam，如表 3-9 所示。
表 3-9

WM_MOUSEMOVE 按键编码

值

描述

MK_LBUTTON

如果按下鼠标左键则设定该值。

MK_MBUTTON

如果按下鼠标中间按键则设定该值。

MK_RBUTTON

如果按下鼠标右键则设定该值。

MK_CONTROL

如果按下 Ctrl 键则设定该值。

MK_SHIFT

如果按下 Shift 键则设定该值。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将其中一个位码和按键状态进行逻辑“与”运算，于是可以检测到哪些按键被按下。
下面是跟踪鼠标的 x、y 位置和左右键状态的例子。
case WM_MOUSEMOVE:
{
// get the position of the mouse
int mouse_x = (int)LOWORD(lParam);
int mouse_y = (int)HIWORD(lParam);
// get the button state
int buttons = (int)wParam;
// test if left button is down
if (buttons & MK_LBUTTON)
{
// do something
} // end if
// test if right button is down
if (buttons & MK_RBUTTON)
{
// do something
} // end if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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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太好理解了。CD-ROM 上的 DEMO3_13.CPP 及其可执行文件给出了跟踪鼠标的实例。该程序
使用上面的程序作为出发点，输出鼠标的位置和按键的状态。请注意现在按键状态变化只在鼠标移动中才
被显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该消息是在鼠标移动时而非按键被按下时发出的。
这里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任何保证说 WM_MOUSEMOVE 总是会被发送。如果你过快地移动鼠标，
系统就来不及跟踪它。因此，不要假设能够完美地跟踪鼠标的每次移动。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不是个问题，
但还是要了解这点。这会儿你可能正在抓耳挠腮地思考：如果没有移动鼠标，而只是按下鼠标按键，这时
又该如何跟踪鼠标？答案是有许多消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请看表 3-10。
表 3-10

鼠标按键消息

消息

描述

WM_LBUTTONDBLCLK

鼠标左键双击。

WM_LBUTTONDOWN

按下鼠标左键。

WM_LBUTTONUP

松开鼠标左键。

WM_MBUTTONDBLCLK

鼠标中键双击。

WM_MBUTTONDOWN

按下鼠标中键。

WM_MBUTTONUP

松开鼠标中键。

WM_RBUTTONDBLCLK

鼠标右键双击。

WM_RBUTTONDOWN

按下鼠标右键。

WM_RBUTTONUP

松开鼠标右键。

类似于 WM_MOUSEMOVE 消息，按键消息也含有编码保存在 wparam 和 lparam 中的鼠标位置信息。
例如，要测试左键双击，可以这样写：
case WM_LBUTTONDBLCLK:
{
// extract x,y and buttons
int mouse_x = (int)LOWORD(lParam);
int mouse_y = (int)HIWORD(lParam);
// do something intelligent
// tell windows you handled it
return(0);
} // break;

真是太强大了，你认为呢？Windows 和我们简直是一家人啊。

自行发送消息
我想讨论的最后一个主题是自行传递消息。自行传递消息有两种方法：
SendMessage()— 向窗口传递一个要求立即处理的消息。接收窗口处理完该消息后，该函数便紧接着
WinProc()返回。
PostMessage()— 将消息发往窗口的消息序列，而后直接返回。如果不在意在消息被处理以前的时间延
迟，或者该消息的优先级较低，就可以使用该函数。
这两个函数的原型基本相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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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ESULT SendMessage(HWND hWnd, // handle of destination window
UINT Msg,
// message to send
WPARAM wParam,
// first message parameter
LPARAM lParam);
// second message parameter

SendMessage()的返回值就是接收消息的窗口的 WinProc()的返回值。
BOOL PostMessage(HWND hWnd,
// handle of destination window
UINT Msg,
// message to post
WPARAM wParam, // first message parameter
LPARAM lParam );
// second message parameter

如果执行成功的话，PostMessage()将返回一个非零值。注意，这这一点上它和 SendMessage()不同。因
为 SendMessage()实际上调用 WinProc()，而 PostMessage()只是将一个消息不经处理就置入接收窗口的消息
队列中。
你可能奇怪为什么要自行发送消息呢。但其实理由有许多。这样做是因为 Windows 的设计者希望你这
样做，这也是在窗口环境下的工作原理。例如，在下一章中，当我们讨论如按键之类的窗口控件时，发送
消息是和一个控件窗口交流的惟一途径！当然，我猜你喜欢内容更具体一点。
在迄今为止所有的演示程序中，你都是通过双击关闭框或按下 Alt+F4 来终止程序。如果能通过编写代
码来关闭窗口，不是更好么？
你知道 WM_CLOSE 和 WM_DESTROY 两者均能完成这项工作。如果使用 WM_CLOSE，可能只会给
应用程序一点警告；而 WM_DESTROY 则相对更严厉一些。但是无论你采用哪种方式，都只需这样写：
SendMessage(hwnd, WM_DESTROY,0,0);

若是你希望加上稍许延迟，同时也不在意消息被排入等待队列，你便可以使用 PostMessage()：
PostMessage(hwnd, WM_DESTROY,0,0);

这两种情况都会终止应用程序—当然，除非在 WM_DESTROY 的处理中存在某种控制逻辑。但接下
来的问题是何时发出消息。其实，这随便你。在游戏中，你可以跟踪 Esc 键来终止程序。你可以这样在主
事件循环中使用 KEYDOWN()宏来终止程序：
if (KEYDOWN(VK_ESCAPE))
SendMessage(hwnd,WM_CLOSE,0,0);

关 于 上 面 的 可 运 行 的 程 序 代 码 ， 请 参 见 CD-ROM 上 的 DEMO3_14.CPP 及 其 可 执 行 文 件
DEMO3_14.EXE。该程序准确实现了上述程序的逻辑过程。作为实验，你也可以试着使用 PostMessage()来
发送一条 WM_DESTROY 消息。
WARNING
将消息发往主事件循环外部可能引起不可预知的问题。例如，在前面讨论的情况下，通过在主事件循
环外用 SendMessage()直接向 WinProc()发送一个消息，可以终止窗口。但是如果你按通常假设地那样认为
事件句柄总会在主事件循环之前处理该消息，你会造成一个执行顺序被打乱（Out-of-execution-order）的潜
在错误。这表示你本来期待事件 B 在事件 A 之后发生，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事件 B 在事件 A 之前发生了。这
一来情况便截然不同了！这是传递消息时容易出现的典型问题，因此一定要考虑完整。PostMessage()通常
更安全一些，因为它不会在事件队列里跳过任何一个事件。
最后，还有一种发送自定义消息的方式就是使用 WM_USER。以 WM_USER 作为消息类型，使用
SendMessage()或 PostMessage()来传递消息。
你可以任意设置 wparam 和 lparam 的值。
例如，
你想用 WM_USER
消息为内存管理系统创建大量的虚拟消息。如下所示：
// defines for memory manager
#define ALLOC_MEM
0
#define DEALLOC_MEM
1
// send WM_USER message, use the lparam as amount of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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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wparam as the type of operation
SendMessage(hwnd, WM_USER, ALLOC_MEM, 1000);

然后，在 WinProc()中你可以会这样写
case WM_USER:
{
// what is the virtual message
switch(wparam)
{
case ALLOC_MEM: {} break;
case DEALLOC_MEM: {} break;
// .. more messages
} // end switch
} break;

如上所示，可以对 wparam 和 lparam 中的任何消息进行编码，然后干一些类似于上面无聊例子的事，
或者你也可以做些更有趣的事！

总结
谢天谢地！真没想到我竟然写完了这一章。在本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资源、菜单、输入设备、GDI 和
消息。须知一篇较完备的专论 Windows 的文章通常有约 3000 页呢。这下你能理解我两难的处境了吧。但我
觉的本章已经覆盖了大部分有用的内容。读完本章之后，你完全可以在 Windows 来进行编程工作了。

– 1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