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HTML5 游戏概述

超文本标记语言 （ HTML ） 在过去几十年中塑造了 Internet 。 它定义了 Web 页面
结构以及相关网页如何链接 。 HTML 经历了从 HTML 2.0 到 HTML 4.01 ， 以及后来
的 XHTML 1.1 的发展 。 感谢那些 Web 应用程序和社交网络应用 ， 让 HTML5 隆重
登场 。
层叠样式表（CSS） 定义了网页的视觉表现样式。 它能定义所有 HTML 元素以及
这些元素状态的样式，如鼠标指针悬停和激活状态。
JavaScript 是 Web 页面的逻辑控制器， 它创建动态页面， 并且让用户与客户端页
面进行交互。 它能通过文档对象模型（DOM） 访问 HTML 元素， 并给 HTML 元素重
新应用不同的 CSS 样式。

这三项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游戏市场 — HTML5 游戏。 因为有了它们的新功能， 就可
以用 HTML5 元素、CSS3 属性以及 JavaScript 设计在浏览器上玩的游戏。
本章主要内容：
• 探索 HTML5 新功能。
• 探讨 HTML5 和 CSS3 让人兴奋的新特性。
• 用 HTML5 设计出的游戏。
• 预览一下后续章节中将要构建的游戏。
那么，让我们开始 HTML5 之旅吧！

1.1

探索 HTML5 新功能
本节介绍 HTML5 以及 CSS3 的很多新功能。 在开始动手制作游戏前， 需要先对这些新功

能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并看看用它们能创建什么样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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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Canvas

Canvas 是一个在底层提供绘制图形以及操纵位图功能的 HTML5 元素。 可以假设 Canvas
元素是一个动态的图片标签。传统 <img> 标签显示静态图像，无论这幅图片是动态生成的还是
从服务器上静态加载的，图片都是静态不变的。可以改变 <img> 标签为另一幅图像源或者给图
片应用样式，但我们不能修改图片位图的上下文本身。
从另一方面来看，Canvas 就像一个客户端运行的动态 <img> 标签。 我们能在 Canvas 里加
载图片、绘制图形并且可以通过 JavaScript 与之交互。
Canvas 在 HTML5 游戏开发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它也是本书主要关注的焦点
之一。

1.1.2

音频

背景音乐和声音效果经常是游戏设计的一个基本元素。HTML5 将通过 audio 标签来实现
原生音频（audio） 支持。 有了该功能， 就可以让 HTML5 游戏不再需要用 Flash 播放器来播放
声音效果。第 6 章将讨论如何使用 audio 标签。

1.1.3

GeoLocation

GeoLocation（ 地理位置定位 ） 接口让 Web 页面能获取到用户计算机的经纬度。 这个功能
在用户使用台式机连接到 Internet 的时候用处不是非常大。 有很多时候需要为用户提供精确到
道路级的定位。只能通过分析 IP 地址来获得一个大概的位置。
但是， 近来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他们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来连接 Internet。Webkit 以及其
他现代手机浏览器进入每一个人的口袋里。GeoLocation 让我们可以根据用户所在的方位来设
计手机应用以及手机游戏。
基于定位的服务已经应用于一些社交网络应用程序了， 如 foursquare（http://foursquare.
com） 和 Gowalla（http://gowalla.com）。 这类基于定位的社交社区的成功开创了使用智能手机
定位服务的趋势。

1.1.4

WebGL

WebGL 扩展了 Canvas 元素，为 Web 游戏器提供了一套 3D 图形 API，该套 API 基于 OpenGL
ES 2.0 标准。WebGL 为 3D HTML5 游戏提供真正的 3D 渲染场所。然而，在写本书时，并不是所
有 浏 览 器 都 原 生 地 支 持 WebGL。 当 前， 只 有 Mozilla Firefox 4、Google Chrome 以 及 最 新 的
WebKit 浏览器原生地支持该功能。
使用 WebGL 构建游戏的技术不同于一般的 HTML5 游戏开发 。 用 WebGL 构建游戏需要
处理 3D 模型并使用与 OpenGL 类似的 API 。 因此 ， 我们并不打算在本书中讨论 WebGL 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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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缓存的离线 Web 页面一般都会非常快地过期
。 接下来介绍的 HTML5 离线应用程序能让

我们声明自己的缓存清单。 这是一个用于列出在断开 Internet 连接时仍然能访问页面所需要保
存的文件列表。
有了缓存清单， 就可以在本地存储所有的游戏图像、 游戏控制 JavaScript 文件、CSS 样式
表以及 HTML 文件， 从而实现将 HTML5 游戏打包成离线游戏发布到桌面或移动设备上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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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玩家即使在飞行模式下还能继续玩 HTML5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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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是 Pie Guy 游戏（http://mrgan.com/pieguy） 的截图， 展示了 iPhone 在断开 Internet
时仍然能玩 HTML5 游戏。请注意上面的飞行模式标志，这表明当前正处于离线状态。

Introducing HTML5 Games

WebSocket
WebSocket is part of the HTML5 spec for connecting the web page to a socket server. It
provides us with an event-drive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rowser and server. That means
the client does not need to poll the server for new data every short period. The server will
push updates to the browsers whenever there is any data to update. One beneﬁt of this
feature is that the game players ca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lmost in real time. When one
player does something and sends data to the server, the server will broadcast an event to
every other connected browser to acknowledge what the player just did. This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multiplayer HTML5 games.

Due to a security issue, WebSocket is now temporary disabled by Mozilla
Firefox and Opera. Safari and Chrome may also drop the support on
WebSocket until the issue is ﬁxed. You can learn more on this issue by
visiting the following link: http://hacks.mozilla.org/2010/12/
websockets-disabled-in-firefox-4/.

Local Storage
HTML5 provides a persistent data storage solution to web browsers.
Local Storage stores key-value paired data persistently. The data is still there after the
browser terminates. Moreover, the data is not limited to be accessible only to the browsers
that created it. It is available to all browser instances with the same domain. Thanks to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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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第三方插件

随着现代浏览器对这些新功能的原生支持， 将不再需要用户预装第三方插件就可以玩游戏
了。 第三方插件都是专用插件， 而非公共标准， 通常需要额外安装插件， 但是有时又可能无法
安装这些插件。

1.4.2

不需要插件就能支持 iOS 设备

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苹果 iOS 设备的浏览器并不支持第三方插件， 如 Flash 播放器。 出
于某些原因，Apple 不允许 Flash 播放器在他们的 Safari 手机版上运行， 然而 HTML5 以及相关
的 Web 标准却可以。我们可以构建针对手机用户进行优化的 HTML5 游戏来争取这部分用户。

1.4.3

突破常规浏览器游戏限制

在传统游戏设计中， 往往会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构建游戏， 就像只能在电视机上玩视
频游戏一样，我们只能在 Web 浏览器的方框中玩 Flash 游戏。
有了创意， 游戏舞台不再局限于一个方框中。 我们希望能与所有的页面元素交互， 还能
用多个浏览器窗口来组成一个游戏。 此外， 甚 至还想只使用 URL 地址栏就可以创建出游戏
（http://probablyinteractive.com/url-hunter）。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那是因为所说的这些
现在还没有多少页面来实现这些功能而已。
Photojojo（http://photojojo.com/store/awesomeness/cell-phone-lenses）， 一 个 在 线 摄 影 商 店
在其商店页面上提供一个有趣的复活节彩蛋功能。那是页面上一个标题为 Do not pull 的切换按
钮。 当用户单击它时， 一个橙色的手会以帧式动画的方式从页面顶部慢慢出现， 然后它像扯衣
服一样抓住 Web 页面将整个页面向上拉，创建一种有趣的滚动式效果。 这不是一个游戏， 但是
它的趣味足以展示如何突破界限。效果如图 1-7 所示。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来自 Chrome 实验室的叫 Twitch（http://reas.com/twitch/） 的示例。 这是
一个让玩家把小球从起点移到终点的小游戏集。 有趣的部分就是每一个小游戏就是一个小浏览
器窗口。 当一个小游戏中的小球到达目的地时， 它会转入到另一个新创建的小游戏浏览器窗口
中继续旅行。图 1-8 展示了 Twitch 游戏分布于不同浏览器窗口的游戏概览图。

1.4.4

创建 HTML5 游戏

HTML5 和 CSS3 的新功能让我们能在浏览器中创建完整的游戏。 让我们能控制所有的
DOM 元素 ；使用 CSS3 让每一个文档对象都能变成动画 ；还能在 Canvas 中动态绘制图形并与
之进行交互 ； 可以用 audio 元素来处理背景音乐和声音效果 ； 还可以通过本地存储来保存游戏
数据并能通过 WebSocket 创建实时多人游戏。 现在， 绝大多数现代浏览器已经支持这些功能，
就让我们来创建 HTML5 游戏吧。

Introducing HTML5 Games

WebSocket
WebSocket is part of the HTML5 spec for connecting the web page to a socket server. It
provides us with an event-drive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rowser and server. That means
the client does not need to poll the server for new data every short period. The server will
push updates to the browsers whenever there is any data to update. One beneﬁt of this
feature is that the game players ca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lmost in real time. When one
player does something and sends data to the server, the server will broadcast an event to
every other connected browser to acknowledge what the player just did. This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multiplayer HTML5 games.

Due to a security issue, WebSocket is now temporary disabled by Mozilla
Firefox and Opera. Safari and Chrome may also drop the support on
WebSocket until the issue is ﬁxed. You can learn more on this issue by
visiting the following link: http://hacks.mozilla.org/2010/12/
websockets-disabled-in-firefox-4/.

Local Storage
HTML5 provides a persistent data storage solution to web browsers.
Local Storage stores key-value paired data persistently. The data is still there after the
browser terminates. Moreover, the data is not limited to be accessible only to the browsers
that created it. It is available to all browser instances with the same domain. Thanks to Local
Storage, we can easily save game status, such as progress and earn achievements, locally in
web browsers.
HTML5 also provides Web SQL Database. It is a client-side relational database and is
currently supported by Safari, Chrome, and Opera. With the database storage, we can
not only store key-value paired data but also complicated relational structures that support
SQL queries.
Local Storage and Web SQL Database are useful for us to save game state locally when
creating games.
Besides Local Storage, some other storage approaches are now being supported by web
browsers. These include Web SQL Database and IndexedDB. These approaches support
querying the stored data with condition and thus are more powerful for supporting a
complicated data structure.
You can ﬁnd more information on using the Web SQL Database and IndexedDB in the
following link from Mozilla: http://hacks.mozilla.org/2010/06/com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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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总结
在本章中，我们学习了许多有关 HTML5 游戏的基本信息。
具体介绍的内容如下：
• HTML5 与 CSS3 的新功能。 对以后章节中将要用于创建游戏的技术进行了概览。 介绍了
Canvas、音频、CSS 动画以及更多新功能。我们将会使用许多新功能。
• 构建 HTML5 游戏的好处。 讨论了为什么要创建 HTML5 游戏。 我们要顺应 Web 标准，
满足移动设备的要求，还要打破游戏原有的限制。
• 其他 HTML5 游戏。列出了使用不同技术来实现的几个现有的 HTML5 游戏，这些技术是
以后将要用到的。我们可以在开始创建游戏前试玩一下这些游戏。
• 还对本书将要创建的游戏进行了预览。
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有关 HTML5 游戏的一些背景知识了， 已经准备好在下一章中创建第

一个基于 DOM 的 JavaScipt 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