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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与所有程序设计入门书一样，从Hello World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开始介绍
Cocos2d-x引擎，我们将让读者看到，利用Cocos2d-x制作一个游戏是一件多么轻松的事情。下面
我们首先介绍Cocos2d-x的概况，然后引导读者一步一步建立Windows下的开发环境，并简单了解
Cocos2d-x程序的基本结构。

1.1

引擎简介

Cocos2d-x的原型是Cocos2d，一个最早来源于几位Python开发者在PyWeek竞赛中的作品，目
的是封装底层绘图代码，简化2D游戏的开发过程，避免每次都“重新发明轮子”
。有了Cocos2d，
开发者就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游戏开发上，而不必关心绘图的细节。这个Python版本的引擎最
早发布于2008年4月，并一直保持版本的更新。
在Cocos2d发布的同年3月，苹果发布了iOS的SDK，允许第三方开发者为iOS设备开发各种
应用，其中游戏应用是最热门的。同样是为了简化游戏开发的难度，把大家从复杂的OpenGL
编程中解放出来，Ricardo Quesada将Cocos2d从Python移植到了iOS上，并使用iOS的原生语言
Objective-C重写了游戏引擎。2008年11月，Cocos2d-iPhone引擎正式开源，发布了0.1版，为2D
游戏开发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方式。伴随着iOS开发的大潮，Cocos2d-iPhone引擎逐步完善，这得
益于社区内世界各地开发者的贡献，并且其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Python版本。由于Cocos2d
的易用性，使用Cocos2d-iPhone开发的游戏数量日益增多，至今已经有2500多个游戏在App
Store上架。
后来，Android的兴起大大扩展了移动终端的游戏市场，也由此产生了一个迫切的需求，
即游戏开发者需要将游戏同时部署在两个热门平台上，但是为一个游戏维护两套代码的代价
是非常昂贵的，尤其是在两个平台的主流语言、主流引擎还不统一的情况下。因此，基于C++
语言、以Cocos2d-iPhone为基础开发的Cocos2d-x出现了，它凭借其从语言到接口的跨平台特
性，受到了跨平台游戏开发者的广泛关注。使用Cocos2d-x开发的游戏已经可以做到“代码通
用”，只需要经过少量调整，就可以移植到包括iOS、Android、Windows、Linux在内的诸多平
台上。

1.2 搭建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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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Cocos2d是一个图形引擎，封装了复杂的图形接口，通过抽象出精灵、动作等
概念，降低了游戏开发难度，简化了开发过程。Cocos2d-x为保证游戏能方便地移植到不同平台
上，又在此基础上做了很多扩展，包括一套Objective-C风格的基础类系、平台无关的多点触摸协
议、重力感应和音频系统等。
接下来，我们将简单介绍一下Cocos2d的特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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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控制（flow control）
：非常容易管理不同场景（scene）之间的流程控制。
 精灵（sprite）
：快速而方便的精灵用于显示一切可见的元素。
 节点（node）
：基于树结构的分层组织方式，方便管理不同层次的游戏元素，同时提供了

3

统一管理的计时器（scheduler）。
 动作（action）
：应用于精灵或其他游戏元素的动画效果，可以组合成复杂的动作，如移








1.2

动（move）、旋转（rotate）和缩放（scale）等。
特效（effect）
：包括波浪（wave）、旋转（twirl）和透镜（lens）等视觉特效。
平面地图（tiled map）
：支持矩形和六边形的平面地图。
菜单（menu）
：创建游戏中常用的菜单。
用户输入：提供接受用户触摸事件、传感器（如加速度计）等输入的简单解决方案。
文档（document）
：编程指南、API参考、视频教学以及很多简单可靠的测试样例。
MIT许可：免费开放的协议，但是请谨记尊重版权。
基于OpenGL：深度优化的绘图方式，支持硬件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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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开发环境

使用Cocos2d-x的一个很大便利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在PC或Mac环境下完成编码和大部分
的调试，然后再迁移到其他设备上做实际环境测试。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PC上开发游戏，然后
以极其低廉的成本把游戏迁移到iOS或其他平台上，从而节省了开发阶段支付在设备方面的许
多费用。

7

8

前面提到，Cocos2d-x可以部署在多种平台上，具体的执行步骤并不复杂。关于如何在不同
平台下部署模拟器或设备以及调试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附录A。
现在，我们遵循下面的步骤在PC上搭建开发环境。

9

(1) 正确安装Visual Studio 2010（后简称VS）。
(2) 从官方网站的下载页面（http://www.cocos2d-x.org/projects/cocos2d-x/wiki/Download）下载
最新的Cocos2d-x源码并解压，这里我们使用的是C++分支的2.0版本，如图1-1所示。
(3) 运行解压目录下的“install-templates-msvc.bat”文件，Cocos2d-x应用程序向导就会自动
安装到VS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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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下载最新的 Cocos2d-x 源码

(4) 如果看到类似图1-2所示的文字，说明程序已经安装成功了。此时再打开VS的“新建项
目”对话框，就可以看到该对话框中出现了Cocos2d-x项目模板。需要注意的是，默认情况下新
建项目的存放位置应该设置在Cocos2d-x引擎的安装目录下，否则可能因为找不到库文件而不能
通过编译（此时需要在项目编译选项中设置头文件和库的搜索路径）
。

图 1-2

命令行窗口

1.3

1.3

Hello World

5

1

Hello World
完成开发环境的搭建后，下面我们就来创建第一个Cocos2d-x项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所示。
(1) 打开VS，新建一个Cocos2d-x工程，取名为“FishingJoy”，如图1-3所示。

2

3

4

5

6

7
图 1-3 “新建项目”对话框

创建工程后，在VS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如图1-4所示）中能够看到一个典型的
Cocos2d-x工程的文件目录结构，其中“include”与“source”文件夹中存放游戏代码，“resource”
文件夹中存放游戏资源，“外部依赖项”文件夹中存放Cocos2d-x引擎与其他依赖项目的源码。
通常情况下，Cocos2d-x的工程已经包含了必要的外部依赖库，因此我们只需要修改游戏代码
与资源。
(2) 设置启动项目。从“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找到FishingJoy.win32项目并将其设置为启
动项目，具体操作如图1-5所示。
(3) 不做其他任何修改，直接运行项目。第一次编译可能会需要较长时间，等待编译完成后，
启动调试。如果看到如图1-6所示的Cocos2d-x标志，那么恭喜你，你的第一个Cocos2d-x游戏运行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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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Hello Cocos2d-x

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图 1-6

1.4

图 1-5

设置启动项目

第一个 Cocos2d-x 项目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分析

打开新建的“FishingJoy”项目，可以看到项目文件是由多个代码文件及文件夹组成的，
其中Hello World的代码文件直接存放于该项目文件夹中。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项目的文件
组成。

1.4

Hello World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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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source”文件夹
该文件夹主要用于存放游戏中需要的图片、音频和配置等资源文件。为了方便管理，可
以在其中创建子文件夹。在不同平台下，对于文件路径的定义是不一致的，但实际接口大同
小异。Cocos2d-x为我们屏蔽了这些差异，其中“resource”文件夹可以默认为游戏运行时的
目录。
还记得上一节我们运行起来的游戏吗？游戏中显示的Cocos2d-x标志就放在这个文件夹下
面。除此之外，这个文件夹还保存了游戏左下角FPS的字体以及退出游戏按钮上的图片。
2.“include”和“source”文件夹
这两个文件夹用于放置游戏头文件和源代码文件。可以看到，项目模板为我们添加的三个文
件分别为“main.h”
、“main.cpp”和“resource.h”
，它们是平台相关的程序文件，为Windows专有。
通常情况下，程序入口与资源文件管理在不同平台下是不同的，但是Cocos2d-x的模板已经基本
为我们处理好了这些细节，不需要对它们进行修改。
3.“AppDelegate.h”和“AppDelegate.cpp”文件
这两个文件是Cocos2d-x游戏的通用入口文件，类似于一般Windows工程中主函数所在的文
件。接触过iOS开发的读者应该会觉得这两个文件的名字似曾相识，其实AppDelegate在iOS工程
中就是程序的入口文件，在介绍引擎历史的时候曾提到过。
Cocos2d-x来源于Cocos2d-iPhone，因此无论是代码风格还是文件结构，很多方面都沿袭了
Cocos2d-iPhone的使用习惯。在第2章中，我们将详细介绍Cocos2d-x的代码风格与文件结构。
打开“AppDelegate.cpp”，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自动添加的代码，这个文件实现了AppDelegate
类。AppDelegate控制着游戏的生命周期，除去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外，共有3个方法，下面我
们将逐个介绍。
 bool applicationDidFinishLaunching()。应用程序启动后将调用这个方法。默认

的实现中已经包含了游戏启动后的必要准备：
//初始化游戏引擎控制器CCDirector，以便启动游戏引擎
CCDirector *pDirector = CCDirector::sharedDirector();
pDirector->setOpenGLView(&CCEGLView::sharedOpenGL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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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条被注释掉的语句用于开启高分辨率屏幕（例如iOS系列设备的Retina屏幕）支持。
//如果需要启用，可以去掉注释
//pDirector->enableRetinaDisplay(true);
//启用FPS显示
pDirector->setDisplayStats(true);
//设置绘制间隔
pDirector->setAnimationInterval(1.0 / 60);
CCScene *pScene = HelloWorld::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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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irector->runWithScene(pScene);
return true;

这段代码首先对引擎进行必要的初始化，然后开启了FPS显示。FPS即每秒帧速率，也就
是屏幕每秒重绘的次数。启用了FPS显示后，当前FPS会在游戏的左下角显示。通常在游
戏开发阶段，我们会启用FPS显示，这样就可以方便地确定游戏运行是否流畅。
接下来是设置绘制间隔。绘制间隔指的是两次绘制的时间间隔，因此绘制间隔的倒数就
是FPS上限。对于移动设备来说，我们通常都会将FPS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过低的
每秒重绘次数会使动画显示出卡顿的现象，而提高每秒重绘次数会导致设备运算量大幅
增加，造成更高的能耗。人眼的刷新频率约为60次每秒，因此把FPS限定在60是一个较为
合理的设置，Cocos2d-x就把绘制间隔设置为1/60秒。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引擎的初始
化，接下来我们将启动引擎。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步骤，那就是创建Hello World场景，然后指派CCDirector运行这个场
景。对于游戏开发者而言，我们需要在此处来对我们的游戏进行其他必要的初始化，例如
读取游戏设置、初始化随机数列表等。程序的最末端返回true，表示程序已经正常初始化。
 void 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当应用程序将要进入后台时，会调用这

个方法。具体来说，当用户把程序切换到后台，或手机接到电话或短信后程序被系统切
换到后台时，会调用这个方法。此时，应该暂停游戏中正在播放的音乐或音效。动作激
烈的游戏通常也应该在此时进行暂停操作，以便玩家暂时离开游戏时不会遭受重大损失。
 void applicationWillEnterForeground()。该方法与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
成对出现，在应用程序回到前台时被调用。相对地，我们通常在这里继续播放刚才暂停
的音乐，显示游戏暂停菜单等。
 “HelloWorldScene.h”与“HelloWorldScene.cpp”文件。这两个文件定义了Hello World
项目中默认的游戏场景。Cocos2d的游戏结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场景、层、精灵，而这两
个文件就是Hello World场景的实现文件。每个游戏组件都可以添加到另一个组件中，形成
层次关系，例如场景中可以包含多个层，层中可以包含多个精灵。在后续章节中，我们
将详细讲解Cocos2d游戏元素的概念，此处将不详细说明是如何创建出Hello World场景的。
HelloWorldScene中定义了一个HelloWorld类，该类继承自CCLayer，因此HelloWorld本身
是一个层。HelloWorld类包含一个静态函数和两个实例方法，下面我们来看其中比较重要
的两个成员。
 static CCScene* scene()。在Cocos2d中，在层下设置一个创建场景的静态函数是一
个常见的技巧。我们为HelloWorld层编写了CCLayer的一个子类，在子类中为层添加各种
精灵或是逻辑处理代码。然而我们的Hello World场景十分简单，只包含了一个层，没有任
何其他需要处理的问题。因此，我们除了创建CCScene的一个子类之外，也可以直接使用
静态函数来创建一个空场景，再把层置入场景之中，这样也十分便捷，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1.4

Hello World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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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cene *scene = CCScene::create();
HelloWorld *layer = HelloWorld::create();
scene->addChild(layer);

在这段代码中，首先利用 CCScene::create 方法创建了一个空场景，然后利用 Hello
world::create方法创建一个HelloWorld层的实例，最后调用scene对象的addChild方
法来把创建的层添加到场景之中。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addChild方法，这个方法可以把一个游戏元素放置到另一个元素之
中。只有把一个游戏元素放置到其他已经呈现出来的游戏元素中，它才会呈现出来。比
如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HelloWorld层置入到上面创建的空场景中，而在前面所述的
AddDelegate中，我们已经让CCDirector运行了该场景，因此HelloWorld层就会显示在
屏幕上了。
 bool init()。初始化HelloWorld类，相关代码如下：
//(1) 对父类进行初始化
if ( !CCLayer::init() )
{
return false;
}
//(2) 创建菜单并添加到层
CCMenuItemImage *pCloseItem = CCMenuItemImage::create(
"CloseNormal.png",
"CloseSelected.png",
this,
menu_selector(HelloWorld::menuCloseCallback) );
pCloseItem->setPosition( ccp(CCDirector::sharedDirector()->getWinSize().width 20, 20) );
CCMenu* pMenu = CCMenu::create(pCloseItem, NULL);
pMenu->setPosition( CCPointZero );
this->addChild(pMenu, 1);
//(3) 创建"Hello World"标签并添加到层中
CCLabelTTF* pLabel = CCLabelTTF::create("Hello World", "Arial", 24);
CCSize size = CCDirector::sharedDirector()->getWinSize();
pLabel->setPosition( ccp(size.width / 2, size.height - 50) );
this->addChild(pLabel, 1);
//(4) 创建显示“HelloWorld.png”的精灵并添加到层中
CCSprite* pSprite = CCSprite::create("HelloWorld.png");
pSprite->setPosition( ccp(size.width/2, size.height/2) );
this->addChild(pSprit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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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rue;

这段代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4个部分。
(1) 调用父类的init方法来进行最初的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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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关闭程序的菜单并添加到层中。这里，我们遇到了addChild(CCNode* child,int
zOrder)，与之前遇到的addChild方法多出来了一个参数zOrder，该参数指的是child
的z轴顺序，也就是显示的先后顺序，其值越大，表示显示的位置就越靠前。setPosition
方法用来设置游戏元素的位置。关于菜单以及下面提到的文本标签，我们也会在后面的
章节中详细介绍。
(3) 创建一个文本标签并添加到层中，显示内容“Hello World”。
(4) 用“HelloWorld.png”创建一个精灵并添加到层中。最后程序返回true，表示初始化
成功。
此时读者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实例方法中初始化类，而不在构造函数中初始
化呢？在C++中，一般习惯在构造函数中初始化类，然而由于Cocos2d-x的来源特殊，所以才没有
采用C++的编程风格。关于编程风格，我们会在第2章中详细讨论。

1.5

测试样例简介

Cocos2d-x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测试样例，这些测试样例是在引擎开发过程中为测试引
擎的正确性而编写的代码，同时也是演示引擎各个部分如何使用的良好示例。打开Cocos2d-x根
目录下的cocos2d-win32.vc2010 解决方案（如图1-7所示），设置其中的tests项目为启动项目，成功
运行后，
就能够看到许多引擎特性的效果演示了（如图1-8所示）。这个项目的代码展示了Cocos2d-x
引擎的很多标准用法，几乎涵盖了引擎的全部功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图 1-7

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1.6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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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Cocos2d-x 测试样例工程运行截图

1.6

小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简要介绍了Cocos2d-x游戏引擎，并成功运行了第一个基于Cocos2d-x的游
戏。虽然这个游戏没有任何功能，但是我们已经敲开了Cocos2d-x游戏设计的大门。下面总结一
下这一章涉及的主要知识点。

4

5

 Cocos2d-x：基于Cocos2d-iPhone的多平台二维游戏引擎，为开发者封装了功能强大的绘

图代码，使开发者专注于游戏开发而不是绘图操作。
 AppDelegate：Cocos2d-x项目中的程序入口文件，提供对程序生命周期的控制事件。
 游戏元素：任何可以呈现出来的元素，例如场景、层和精灵。
 CCNode::addChild方法：用于将一个游戏元素添加到另一个元素中。在创建一个层或
者场景时，通常会初始化自己的游戏元素，定义一些特殊的效果，或是将其他的游戏元
素组合到一起，而addChild方法就是用于组合游戏元素的。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
架构是多么简单而又富有表现力。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Cocos2d-x游戏设计的一些基本特性，Cocos2d-x游戏设计的大门已经
向我们敞开，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的特性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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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开始之前

经过上一章的学习，我们已经可以开发一个最基本的Cocos2d-x游戏了，这个游戏包括一张
背景图片和一个退出游戏的按钮，但是这距离完成一个完整、实用的游戏还很遥远。在这一章中，
我们将首先抛开Cocos2d，介绍游戏开发的基本概念，然后结合Cocos2d-x的特点，介绍一些
Cocos2d-x开发的基础知识。虽然这一章没有讲解游戏开发的具体方法，会略为枯燥，但介绍的
都是Cocos2d-x开发所必须理解的基础知识。

2.1

基本概念

若要进行游戏开发，首先要理解游戏的基本原理以及元素组成。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介绍游
戏中的基本概念，包括游戏流程控制、场景、层和精灵等。

2.1.1 场景与流程控制
我们相信大家都接触过许多不同类型的游戏，而面对大多数游戏，玩家几乎不需要学习就可
以开始玩游戏，因为它们都有如下流程：
(1) 进入游戏，显示游戏主菜单；
(2) 选择新游戏，开始教学任务或是第一个关卡；
(3) 选择载入游戏，继续以前的游戏；
(4) 选择设置，调整游戏的听觉或视觉效果等。
以捕鱼游戏为例，如果把它的流程画成图，就可以得到如图2-1所示的流程图。通过这个流
程图，我们就可以对游戏的流程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在图2-1中，每一个节点中显示的内容相对不变。通常，我们把这些内容相对不变的游戏元
素集合称作场景（scene），把游戏在场景之间切换的过程叫做流程控制（flow control）。
在Cocos2d-x中，场景的实现是CCScene。

2.1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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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图2-1

捕鱼流程图

2.1.2 层

4

层是隶属于场景之下的游戏元素。通常，一个复杂场景会拥有多个层，一个层会显示一部分
视觉元素，空白部分为透明或半透明，以实现多个层的重叠显示。层与层之间按照顺序叠放在一
起，就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场景。也许读者接触过图片编辑器（如Photoshop）或者动画编辑器（如
Adobe Flash®），在这些编辑器中也存在层的概念。在游戏设计中，层的概念与它们类似。

5

以捕鱼游戏场景为例，场景可以大致分为4层。
 菜单层：悬浮于最上方的各种菜单项。

6

 触摸层：处理在屏幕上的触摸点击时间。
 动作层：放置鱼、子弹、网等，并处理碰撞。

7

 背景层：背景图片。

如图2-2所示，我们看到的是《捕鱼达人》的主菜单场景和游戏场景的分层示意图。在
Cocos2d-x中，层的实现是CCLayer。

8

9

10

图2-2

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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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精灵
层和场景是其他游戏元素的容器，如果没有向它们添加可见的游戏元素，它们看起来就一直
是透明的。精灵则与层或场景不同，它隶属于层，是场景中出现的可见图形。玩家控制的主角、
AI控制的NPC，以及地图上的宝箱、石块，甚至游戏主菜单的背景图片都是精灵。因此，可以这
样认为，玩家看到的一切几乎都是由精灵构成的。
精灵不一定是静态的。通常，一个精灵可以不断变化，变化的方式包括：移动、旋转、缩放、
变形、显现消失、动画效果（类似GIF动画）等。精灵按照层次结构组合起来，并与玩家互动，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游戏。
以《捕鱼达人》的游戏场景为例，我们选择动作层，其中包含的主要精灵如图2-3所示。

图2-3

动作层包含的精灵

在Cocos2d-x中，精灵的实现是CCSprite。

2.1.4 节点与渲染树
回顾前面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了精灵、层和场景如何构成一个游戏的框架。精灵属于层，
层属于场景，玩家与精灵互动，并导致游戏画面在不同场景中切换。把每个环节拼接在一起，我
们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关系图。以《捕鱼达人》的游戏场景的简化版为例，各个游戏元素按照图2-4
所示的方式组织在一起。
从组织关系的角度来说，游戏元素按照图2-4中的树形结构组织起来；而从绘图的角度来
说，图形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绘制出来。为了绘制场景，需要绘制场景中的层，为了绘制层，
需要绘制层中的精灵。因此，关系图实质上安排了图元的绘图方式，关系图中的每一个元素
称作节点（node），关系图则称作渲染树（rendering tree）。渲染场景的过程就是遍历渲染树的
过程。

2.1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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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图2-4

游戏元素的组织方式

一旦建立起渲染树，组织复杂的场景就变得十分简单。我们赋予每个节点一系列属性，包括
节点相对于父节点的位置、旋转角度、缩放比例和变形参数等。渲染树的优势在于，我们只需要
考虑节点相对于父节点的属性，就可以逐层创建复杂的对象或动作。
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捕鱼达人》中的海龟由躯干和4条腿构成（如图2-5所示）。在游戏中，
不但海龟在水中游动，它的4条腿也在不断做划水的动作。这一系列动作可以分解为：

4

5

6

 4条腿相对整个海龟在一定角度内旋转；
 躯干相对于整个海龟静止不动；
 整个海龟在鱼层中游动，位置和方向在不断改变。

因此，建立一个节点表示海龟，在海龟节点下再建立5个精灵，分别表示4条腿和躯干。这样，
每个动作都是可控的，只要为每个节点设置好了动作，就可以完成复杂的动画。反之，如果没有
树型结构，组织一个稍微复杂的游动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工程。

7

8

9

图2-5

海龟的构成

Cocos2d也采用了渲染树架构。任何可见的游戏元素都派生自Cocos2d-x节点（CCNode），常
见的游戏元素有场景（CCScene）、层（CCLayer）和精灵（CCSprite）等。前面提到过，通常
游戏按照场景、层、精灵的层次顺序组织，每种节点都有各自的特点。然而在实际开发中，为了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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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些特殊的效果，也不必拘泥于这个层次顺序。层或精灵都是普通的节点，因此，即使向精
灵中添加精灵，向场景中添加精灵，甚至向精灵中添加层，这些操作也都没有被禁止。在读者认
为必要时，可以自己尝试各种组织层次。

2.1.5 动作与动画
动作（action）作用于游戏元素，可以使游戏元素运动起来。常见的动作有移动、转动、闪
烁、消失等。动作分为持续性动作与瞬时动作，持续性动作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完成，瞬时动作会
瞬间完成。为了使游戏画面动起来，我们会在需要的时候创建一系列动作，并把它们应用到游戏
元素中。在Cocos2d-x中，动作由CCAction类实现，由CCAction类派生出持续性动作类CCAction
Interval和瞬时动作类CCActionInstant。所有的动作都派生自以上两个类之一。
动画（animation）是一种特殊的持续性动作，它只能应用于精灵上，用于实现帧动画效果。
如同电影胶片一样，一个帧动画由多张静止的图片不停地切换形成。静止的图片叫做帧（frame），
帧的序列代表一个动画效果。如图2-6所示，《捕鱼达人》中鱼的摆动就是由帧动画组成的，摆动
的同时，鱼还在鱼层中游动，显得格外真实。

图2-6

帧动画“游动的鱼”

在Cocos2d-x中，我们可以使用多个帧创建帧动画序列（CCAnimation），并用帧动画序列创
建可作用于精灵的帧动画（CCAnimate）。

2.2

Cocos2d-x 代码风格

前面我们已经多次提到Cocos2d-x源自于Cocos2d-iPhone。Cocos2d-iPhone是一个十分出色的
游戏引擎，许多优秀的iOS平面游戏都基于Cocos2d-iPhone开发，而它的实现语言是Objective-C。
因此，Cocos2d-x也就沿袭了Objective-C的代码风格。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如下：
 出于对Cocos2d-iPhone程序员习惯的照顾，以及对该引擎的尊敬；
 方便不同语言下Cocos2d游戏的移植；
 为了实现Objective-C风格的内存管理，要求引擎采用特殊的命名规范。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Cocos2d-x的代码风格。

2.2.1 命名空间与类名称
Cocos2d-x拥有一个包含其他所有头文件的文件“cocos2d.h”。通常，我们只需要在使用时包

2.2 Cocos2d-x 代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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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使用引擎的全部功能了。
Cocos2d-x的类都放置于cocos2d命名空间下。以引擎目录下的“actions/CCAction.h”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文件的首位有两个宏：NS_CC_Begin和NS_CC_END。查看宏的定义可知，这两个
宏相当于把所有的类型都包含在了cocos2d命名空间下。在游戏中，我们常使用引擎提供的另一
个宏USING_NS_CC来引用cocos2d命名空间：

1

2

#define USING_NS_CC using namespace cocos2d

类的命名与Cocos2d-iPhone一致，由类库缩写加上类名称组成，其中类库缩写采用大写，类
名称采用驼峰法。Cocos2d的缩写是CC，因此Cocos2d-x的类都拥有CC前缀，例如表示动作的类
就叫做CCAction。

3

2.2.2 构造函数与初始化

4

在Cocos2d-x中创建对象的方法与C++开发者的习惯迥乎不同。在C++中，我们只需要调用
类的构造函数即可创建一个对象，既可直接创建一个栈上的值对象，也可以使用new操作符创建
一个指针，指向堆上的对象。而在Cocos2d-x中，无论是创建对象的类型，还是创建对象的方法
都与C++不同。

5

Cocos2d-x不使用传统的值类型，所有的对象都创建在堆上，然后通过指针引用。创建
Cocos2d-x对象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首先使用new操作符创造一个未初始化的对象，然后
调用init系列方法来初始化；第二种是使用静态的工厂方法直接创建一个对象。下面我们首先
介绍第一种方法。
在Objective-C中并没有构造函数，创建一个对象需要先为对象分配内存，然后调用初始化方
法来初始化对象，这个过程就等价于C++中的构造函数。与Objective-C一样，Cocos2d-x也采用了
这个步骤。Cocos2d-x类的构造函数通常没有参数，创建对象所需的参数通过init开头的一系列
初始化方法传递给对象。创建对象的步骤如下所示。
(1) 使用new操作符调用构造函数，创建一个没有初始化过的空对象。

6

7

8

(2) 选择合适的初始化方法，并调用它来初始化对象。
Cocos2d-x的初始化方法都以init作为前缀，因此可以轻易辨认出来。初始化方法返回一个布尔
值，代表是否成功初始化该对象。下面我们提供一个从文件初始化精灵（CCSprite）的例子：
CCSprite* sprite1 = new CCSprite();
sprite1->initWithFile("HelloWorld.png");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首先调用构造函数创建一个未经初始化的 CCSprite 对象，然后在
CCSprite 提供的8个初始化方法中选择了从文件创建精灵的初始化方法 CCSprite::init
WithFile(const char* filename)来初始化精灵。
第二种方法则是使用类自带的工厂方法来创建对象。在Cocos2d-x中，许多类会自带一系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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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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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方法，这些工厂方法是类提供的静态函数。只要提供必要的参数，就会返回一个完成了初始
化的对象。通常init系列的初始化方法都会有其对应的工厂方法，它们的名称类似，参数一致，
都可以用于创建对象。在Cocos2d-x的旧版本中，工厂方法通常以类的名称（不包含前缀）开头，
而在Cocos2d-x 2.0及后续版本中，工厂方法的名称统一为create。在名称冲突的情况下，也可
能采用以create作为前缀的其他函数名。
我们仍然以创建精灵为例，下面的两条语句等价，前者为引擎旧版本中的方法，后者为新版
本中的方法，它们都会创建一个与第一种方法所述类似的精灵：
CCSprite* sprite2 = CCSprite::spriteWithFile("HelloWorld.png");
CCSprite* sprite3 = CCSprite::create("HelloWorld.png");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创建Cocos2d-x对象，然而它们在内存管理方面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使
用构造函数创建的对象，它的所有权已经属于调用者了，使用工厂方法创建的对象的所有权却并
不属于调用者，因此，使用构造函数创建的对象需要调用者负责释放，而使用工厂方法创建的对
象则不需要。我们将在2.3.4节详细介绍它们的区别。
在游戏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创建新的游戏元素，通常采取的方法是从Cocos2d-x提供的游戏
元素类派生出新的类，并在初始化方法中建立好我们所需的游戏元素。这个过程与微软.NET框
架下的Windows Form开发类似。例如在Hello World中，我们从CCLayer类派生出HelloWorld类
（这是一个层）
，并重载了HelloWorld类的init()方法，在这个方法中为HelloWorld层添加内容。
为了保证初始化方法可以被子类重载，需要确保初始化方法声明为虚函数：
virtual bool init();

作为参考，我们提供一个典型的init()方法框架如下：
bool init()
{
if(CCLayer::init())
{
//在此处写入初始化这个类所需的代码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2.2.3 选择器
在Objective-C中，选择器（Selector）是类似于C++中的类函数指针的机制。由于Cocos2d-x
继承了Cocos2d-iPhone的代码风格，因此也提供了一系列类似于Objective-C中创建选择器语法的
宏，用来创建函数指针。这些宏都只有一个参数SELECTOR，表示被指向的类方法。将这些宏列
举如下：
schedule_selector(SELECTOR)
callfunc_selector(SELECTOR)
callfuncN_selector(SELECTOR)

2.2 Cocos2d-x 代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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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funcND_selector(SELECTOR)
callfunc_selector(SELECTOR)
menu_selector(SELECTOR)
event_selector(SELECTOR)
compare_selector(SELECTOR)

1

下面我们来看第1章中的Hello World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在HelloWorld类的init()
方法中添加了一个菜单，当用户点击该菜单时，就会触发此类中的menuCloseCallback()方法。
可以看到，初始化菜单的后两个参数分别是被调用对象与Cocos2d-x选择器：
CCMenuItemImage *pCloseItem = CCMenuItemImage::create(
"CloseNormal.png",
"CloseSelected.png",
this,
menu_selector(HelloWorld::menuCloseCallback));

2

3

4

2.2.4 属性
C++的类成员只有方法与字段，没有属性和事件，这给开发者带来了不便。为了实现
Objective-C中提供的属性功能，我们不得不使用方法来模拟get和set访问器。Cocos2d-x规定了
属性访问器的方法名称以get或set为前缀，后接属性名。在CCNode中包含大量属性，例如用于
给节点做标记的Tag属性，它的访问器分别为getTag()和setTag(int aTag)，其实现原理大
致如下：
int tag;
int getTag() { return tag; }
void setTag(int aTag) { tag = aTag; }

在这个例子中，属性的类型是int，处理较为简单。由于涉及内存管理，开发中我们对数值
类型、结构体类型、Cocos2d-x对象的处理方法都不尽相同，这一点在读者了解2.3节介绍的
Cocos2d-x内存管理后，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为每一个属性编写一个或两个访问器方法是一项十分枯燥的任务，为了避免重复性的工作，
Cocos2d-x提供了一系列宏来帮助我们方便地创建属性。表2-1列举了所有属性相关的宏，它们定
义在引擎目录中的“platform/CCPlatformMacros.h”中。
表2-1 Cocos2d-x中与属性相关的宏
宏

描

5

6

7

8

9
述

CC_PROPERTY

定义一个属性及其访问器，没有实现。通常用于简单的值类型

CC_PROPERTY_READONLY

定义一个属性，只包含get访问器，没有实现

CC_PROPERTY_PASS_BY_REF

定义一个属性，访问器使用引用类型传递参数，没有实现。通常用
于结构体类型

CC_PROPERTY_READONLY_PASS_BY_REF

定义一个属性，只包含get访问器，且使用引用类型传递参数，没有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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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宏

描

述

CC_PROPERTY_READONLY_PASS_BY_REF

定义一个属性，只包含get访问器，且使用引用类型传递参数，没有
实现

CC_SYNTHESIZE

同CC_PROPERTY，实现了访问器方法

CC_SYNTHESIZE_READONLY

同CC_PROPERTY_READONLY，实现了访问器方法

CC_SYNTHESIZE_PASS_BY_REF

同CC_PROPERTY_PASS_BY_REF，实现了访问器方法

CC_SYNTHESIZE_READONLY_PASS_BY_REF

同CC_PROPERTY_READONLY_PASS_BY_REF，实现了访问器方法

CC_SYNTHESIZE_RETAIN

同CC_PROPERTY，实现了访问器方法。用于派生自CCObject的类型，
访问器采取Cocos2d-x的内存管理机制自动维护对象的引用计数

这些宏只要写在类的定义之中即可。每个宏都有3个参数，分别是：
 varType，属性类型，如果属性类型是对象，需要写成指针的形式；
 varName，属性的私有字段名称；
 funName，属性的访问器名称，也就是紧接在get或set前缀后的部分。

利用Cocos2d-x提供的宏，上面的Tag属性定义就可以用下面一条语句代替了：
CC_SYNTHESIZE(int, tag, Tag)

2.2.5 单例
相对于前面的内容，单例（singleton）则是一个很易于理解的概念。在Cocos2d-x引擎中，我
们能看到大量单例的身影，它们大部分出现在一些系统资源管理类中。单例模式保证了全局有且
只有一个实例对象，保证自动地初始化该对象，使得程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访问、获取
该对象。
例如，Cocos2d-x的游戏流程控制器CCDirector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控制器，用于切换游戏场
景。换句话说，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CCDirector实例。
在这种情况下，Cocos2d-x采用了单例的技巧。用户可以通过类提供的静态方法获取独一无
二的实例，而不需要自己来创建。观察CCDirector的代码：
static CCDisplayLinkDirector s_SharedDirector;
CCDirector* CCDirector::sharedDirector(void)
{
static bool s_bFirstUseDirector = true;
if (s_bFirstUseDirector)
{
s_bFirstUseDirector = false;
s_SharedDirector.init();
}
return &s_SharedDirector;
}

2.3 C++中的 Cocos2d-x 内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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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CCDirector维护了一个静态的CCDirector实例，在第一次使用前初始化。为
了访问CCDirector控制器，我们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1

CCDirector::sharedDirector()->replaceScene(newScene);

这条语句使用CCDirector::sharedDirector()获取CCDirector的唯一实例，然后调用
replaceScene来切换到新场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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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设备上的硬件资源十分有限，内存尤为宝贵，开发者必须十分慎重地利用内存，避免不
必要的消耗，更要防止内存泄漏。为了有效地利用内存资源，我们将在这一节中讨论Cocos2d-x
的内存管理方法。基于Cocos2d-iPhone的Objective-C风格的内存管理是Cocos2d-x的一个特色。把
Objective-C的内存管理方式引入C++，使得游戏开发的内存管理难度下降了一个层次。

2.3.1 复杂的内存管理
内存管理一直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问题，开发者必须考虑分配回收的方式和时机，针对堆和栈
做不同的优化处理，等等。内存管理的核心是动态分配的对象必须保证在使用完毕后有效地释放
内存，即管理对象的生命周期。由于C++是一个较为底层的语言，其设计上不包含任何智能管理
内存的机制。一个对象在使用完毕后必须被回收，然而在复杂的程序中，对象所有权在不同程序
片段间传递或共享，使得确定回收的时机十分困难，因此内存管理成为了程序员十分头疼的问题。

2

3

4

5

6

另一方面，过于零散的对象分配回收可能导致堆中的内存碎片化，降低内存的使用效率。因
此，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机制来缓解这个问题。

7

Boost库引入的智能指针（smart pointer）从对象所有权传递的角度来解决内存管理问题。但
是，在很多情况下，智能指针还是显得单薄而无力，因为实际开发中对象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所
有权传递的操作在开发过程中会变得冗杂不堪。于是，各种基于C++的第三方工具库和引擎往往
都会实现自己的智能内存管理机制来解决内存管理的难题，试图将开发者从烦琐而晦涩的内存管
理中解放出来。

8

2.3.2 现有的智能内存管理技术

9

目前，主要有两种实现智能管理内存的技术，一是引用计数，一是垃圾回收。
 引用计数：它是一种很有效的机制，通过给每个对象维护一个引用计数器，记录该对象

10

当前被引用的次数。当对象增加一次引用时，计数器加1；而对象失去一次引用时，计数
器减1；当引用计数为0时，标志着该对象的生命周期结束，自动触发对象的回收释放。
引用计数的重要规则是每一个程序片段必须负责任地维护引用计数，在需要维持对象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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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程序段的开始和结束分别增加和减少一次引用计数，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十分灵活
的智能内存管理了。实际上，这与new和delete的配对使用十分类似，但是很巧妙地将
生成和回收的事件转换成了使用和使用结束的事件。对于程序员来说，维护引用计数比
维护生命周期信息轻松了许多。引用计数解决了对象的生命周期管理问题，但堆碎片化
和管理烦琐的问题仍然存在。
 垃圾回收：它通过引入一种自动的内存回收器，试图将程序员从复杂的内存管理任务中
完全解放出来。它会自动跟踪每一个对象的所有引用，以便找到所有正在使用的对象，
然后释放其余不再需要的对象。垃圾回收器还可以压缩使用中的内存，以缩小堆所需要
的工作空间。垃圾回收可以防止内存泄露，有效地使用可用内存。但是，垃圾回收器通
常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低级别的线程运行的，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对内存堆中已经死亡的
或者长时间没有使用过的对象进行清除和回收，程序员不能手动指派垃圾回收器回收某
个对象。回收机制包括分代复制垃圾回收、标记垃圾回收和增量垃圾回收。

2.3.3 Cocos2d-x的内存管理机制
Cocos2d-x很巧妙地运用了前面的引用计数机制。在谈论Cocos2d-x代码风格的时候，多次提
到Cocos2d-x来源于Cocos2d-iPhone，因此为了与Objective-C一致，Cocos2d-x也采用了引用计数与
自动回收的内存管理机制。熟悉Objective-C开发的读者可以轻松地掌握这种机制。后面还会看到，
自动回收在工厂方法等对象生成器中还有特殊的用途。
为了实现对象的引用计数记录，Cocos2d-x实现了自己的根类CCObject，引擎中的所有类都
派生自CCObject。在“CCObject.h”头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CCObject的定义：
class CC_DLL CCObject : public CCCopying
{
public:
//对象id，在脚本引擎中使用
unsigned int m_uID;
//Lua中的引用ID，同样被脚本引擎使用
int m_nLuaID;
protected:
//引用数量
unsigned int m_uReference;
//标识此对象是否已设置为autorelease
bool m_bManaged;
public:
CCObject(void);
virtual ~CCObject(void);
void release(void);
void retain(void);
CCObject* autorelease(void);
CCObject* copy(void);
bool isSingleRefrence(void);

2.3 C++中的 Cocos2d-x 内存管理
unsigned int
virtual bool
virtual void
friend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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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nCount(void);
isEqual(const CCObject* pObject);
update(ccTime dt) {CC_UNUSED_PARAM(dt);};
CCAutoreleasePool;

1

};

每个对象包含一个用来控制生命周期的引用计数器，它就是 CCObject 的成员变量 m_uReference。我们可以通过retainCount()方法获得对象当前的引用计数值。在对象通过构造
函数创建的时候，该引用值被赋为1，表示对象由创建者所引用。在其他地方需要引用对象时，
我们会调用retain()方法，令其引用计数增1，表示获取该对象的引用权；在引用结束的时候调
用release()方法，令其引用计数值减1，表示释放该对象的引用权。

2

3

另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是 autorelease() ，其作用是将对象放入自动回收池（ CCAutoreleasePool）
。当回收池自身被释放的时候，它就会对池中的所有对象执行一次release()方法，

实现灵活的垃圾回收。回收池可以手动创建和释放。除此之外，引擎在每次游戏循环开始之前也
会创建一个回收池，在循环结束后释放回收池。因此，即使我们没有手工创建和释放回收池，每
一帧结束的时候，自动回收池中的对象也都会被执行一次release()方法。我们马上就会领略到
autorelease()的方便之处。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到，对象创建后，引用计数为1；执行一次retain()后，引
用计数为2；执行一次release()后，引用计数回到1；执行一次autorelease()后，对象的引
用计数值并没有立即减1，但是在下一帧开始前，对象会被释放掉。

4

5

6

下面是测试代码：
fish = new CCSprite();
fish->init();
CCLog("retainCount after
fish->retain();
CCLog("retainCount after
fish->release();
CCLog("retainCount after
fish->autorelease();
CCLog("retainCount after

init: %d", fish->retainCount());

7

retain: %d", fish->retainCount());
release: %d", fish->retainCount());

8

autorelease: %d", fish->retainCount());

控制台显示的日志如下：
Cocos2d:
Cocos2d:
Cocos2d:
Cocos2d:

retainCount
retainCount
retainCount
retainCount

after
after
after
after

init: 1
retain: 2
release: 1
autorelease: 1

我们已经知道，调用了autorelease()方法的对象（下面简称“autorelease对象”），将会在
自动回收池释放的时候被释放一次。虽然，Cocos2d-x已经保证每一帧结束后释放一次回收池，
并在下一帧开始前创建一个新的回收池，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回收池本身维护着一个将要执行
释放操作的对象列表，如果在一帧之内生成了大量的autorelease对象，将会导致回收池性能下降。
因此，在生成autorelease对象密集的区域（通常是循环中）的前后，我们最好可以手动创建并释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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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个回收池。
我们可以通过回收池管理器CCPoolManager的push()或pop()方法来创建或释放回收池，
其中的CCPoolManager也是一个单例对象。在这里，我们通过这段简单的代码来分析自动回收
池的嵌套机制：
CCPoolManager::sharedPoolManager()->push();
for(int i=0; i<n; i++)
{
CCString* dataItem = CCString::createWithFormat("%d", Data[i]);
stringArray->addObject(dataItem);
}
CCPoolManager::sharedPoolManager()->pop();

这段代码包含了一个执行n次的循环，每次都会创建一个autorelease对象CCString。为了保
持回收池的性能，我们在循环前使用 push() 方法创建了一个新的回收池，在循环结束后使用
pop()方法释放刚才创建的回收池。
不难看出，自动回收池是可嵌套的。通常，引擎维护着一个回收池，所有的autorelease对象
都添加到了这个池中。多个自动回收池排列成栈结构，当我们手动创建了回收池后，回收池会压
入栈的顶端，autorelease对象仅添加到顶端的池中。当顶层的回收池被弹出释放时，它内部所有
的对象都会被释放一次，此后出现的autorelease对象则会添加到下一个池中。
在自动回收池嵌套的情况下，每一个对象是如何加入自动回收池以及如何释放的，相关代码
如下所示：
//步骤a
obj1->autorelease();
obj2->autorelease();
//步骤b
CCPoolManager::sharedPoolManager()->push();
//步骤c
for(int i=0; i<n; i++) {
obj_array[i]->autorelease();
}
//步骤d
CCPoolManager::sharedPoolManager()->pop();
//步骤e
obj3->autorelease();

上述代码的具体过程如图2-7所示，当执行完步骤a时，obj1与obj2被加入到回收池1中，如
图2-7a所示；步骤b创建了一个新的回收池，此时回收池2接管所有autorelease操作，如图2-7b所示；
步骤c是一个循环，其中把n个对象加入回收池2中，如图2-7c所示；步骤d释放了回收池2，因此
回收池2中的n个对象都被释放了一次，同时回收池1接管autorelease操作；步骤e调用 obj3 的
autorelease()方法，把obj3加入回收池1中，如图2-7e所示。

2.3 C++中的 Cocos2d-x 内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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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图2-7

嵌套池的示例

2.3.4 工厂方法

7

工厂方法是程序设计中一个经典的设计模式，指的是基类中只定义创建对象的接口，将实际
的实现推迟到子类中。在这里，我们将它稍加推广，泛指一切生成并返回一个对象的静态函数。
一个经典的工厂方法如同这样：

8

CCObject* factoryMethod() {
CCObject* ret = new CCObject();
//在这里对ret对象进行必要的初始化操作
return ret;
}

这段看起来正常的代码其实隐藏着一个问题：工厂方法对ret对象的引用在函数返回时已经结
束，但是它没有释放对ret的引用，埋下了内存泄露的隐患。但是，如果在函数返回前就执行
release()，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会触发对象的回收，再返回的对象指针就成为了错误指针。

9

10

autorelease()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函数结束时我们已经丧失了对ret的引用，

为了把 ret 对象传递给接受者，需要对它进行一次autorelease操作，这是因为虽然我们调用了
autorelease方法，但是对象直到自动回收池释放之前是不会被真正释放掉的（通常Cocos2d-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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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每一帧之间释放一次自动回收池）
，调用者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它进行retain操作以便接管ret
对象的引用权。因此，Cocos2d-x的执行机制很巧妙地保证了回收池中的对象不会在使用完毕前
释放。利用autorelease()修改后的工厂方法如下：
CCObject* factoryMethod() {
CCObject* ret = new CCObject();
//这里对ret对象进行必要的初始化操作
ret->autorelease();
return ret;
}

在2.2节中，我们曾提到两种创建对象的方式。使用构造函数创建对象时，对象的引用计数
为1，因此调用者需要在使用完毕后谨慎地释放对象；使用工厂方法创建对象时，虽然引用计数
也为1，但是由于对象已经被放入了回收池，因此调用者没有对该对象的引用权，除非我们人为
地调用了retain()来获取引用权，否则，不需要主动释放对象。

2.3.5 关于对象传值
将一个对象赋值给某一指针作为引用的时候，为了遵循内存管理的原则，我们需要获得新对
象的引用权，释放旧对象的引用权。此时，release()和retain()的顺序是尤为重要的。首先
来看下面一段代码：
void SomeClass::setObject(CCObject* other) {
this->object->release();
other->retain();
this->object = other;
}

这里存在的隐患是，当other和object实际上指向同一个对象时，第一个release()可能
会触发该对象的回收，这显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局面，所以应该先执行retain()来保证other
对象有效，然后再释放旧对象：
void SomeClass::setObject(CCObject* other) {
other->retain();
this->object->release();
this->object = other;
}

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也有很多，例如使用autorelease()方法来代替release()方法，或
在赋值前判断两个对象是否相同。在Google的Objective-C编程规范中，推荐使用autorelease()
方法代替release()方法。

2.3.6 释放：release()还是autorelease()?
上面的两个例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使用autorelease()可以达到与release()同
样的效果，甚至还能避免release()的许多隐患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完全用autorelease()

2.3 C++中的 Cocos2d-x 内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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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release()呢？
实际上，autorelease()并不是毫无代价的，其背后的垃圾池机制同样需要占用内存和CPU
资源，每次执行autorelease()的过程，实际上对应的是执行成对的retain()和release()，
以及一次成对的容器存取，还包括其他的逻辑判断。过多不必要的autorelease()将导致垃圾
池臃肿膨胀，在存在大量内存操作的程序中会尤为严重地挤占本来就紧张的系统资源。
此外，autorelease()只有在自动释放池被释放时才会进行一次释放操作，如果对象释放
的次数超过了应有的次数，则这个错误在调用autorelease()时并不会被发现，只有当自动释
放池被释放时（通常也就是游戏的每一帧结束时）
，游戏才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定位错误就
变得十分困难了。例如，在游戏中，一个对象含有1个引用计数，但是却被调用了两次
autorelease()。在第二次调用autorelease()时，游戏会继续执行这一帧，结束游戏时才会
崩溃，很难及时找到出错的地点。

1

2

3

4

因此，我们建议在开发过程中应该避免滥用autorelease()，只在工厂方法等不得不用的
情况下使用，尽量以release()来释放对象引用。

2.3.7 容器
Cocos2d-x引擎为我们提供了CCArray、CCDictionary等Objective-C风格的容器。对C++标
准库比较熟悉的读者可能疑惑，开发过程中为什么不直接使用vector等标准库已经提供的高效
容器呢？
使用Cocos2d-x容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Cocos2d-x的内存管理。一般来说，被存入容器的对
象在移除之前都应该保证是有效的，回顾一下引用计数的管理原则，对象的存入和移除必须对应
一组retain()和release()或者对应autorelease()。直接使用STL容器，开发者势必进行烦
琐重复的内存管理操作，而Cocos2d-x容器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封装，保证了容器对对象的存取过
程总是符合引用计数的内存管理原则。
按照Cocos2d-x容器的内存管理要求，存入容器的对象必须是CCObject或其派生类。同时，
Cocos2d-x的容器本身也是CCObject的派生类，当容器被释放时，它保存的所有元素都会被释放
一次引用。以下代码节选自线性表容器 CCArray 的定义， CCArray 的代码位于引擎目录下的
“cocos2dx\cocoa\CCArray.h（.cpp）”文件中：
class CC_DLL CCArray : public CCObject
{
public:
~CCArray();
...
bool initWithObjects(CCObject* pObject, ...);
...
};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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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跨语言移植游戏（如从Objective-C移植到C++）的开发者而言，把原游戏中大量
使用的容器全部替换为STL库容器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任务。容器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内存
管理方面，因此我们应该尽量采用Cocos2d-x提供的容器类。

2.3.8 相关辅助宏
引用计数很巧妙也很方便，但大部分处理过程涉及指针，难免比较烦琐，也容易出错。针对
这个问题，Cocos2d-x为我们准备了一系列辅助宏来简化代码，
这些宏都包含在头文件“CCPlatform
Macro.h”里。表2-2列出了与内存管理相关的宏。
表2-2 Cocos2d-x中与内存管理有关的宏
宏

描

述

CC_SAFE_DELETE(p)

使用delete操作符删除一个C++对象p，如果p为NULL，则不进行操作

CC_SAFE_DELETE_ARRAY(p)

使用delete[]操作符删除一个C++数组p，如果p为NULL，则不进行操作

CC_SAFE_FREE(p)

使用free()函数删除p，如果p为NULL，则不进行操作

CC_SAFE_RELEASE(p)

使用release()方法释放Cocos2d-x对象p的一次引用，如果p为NULL，则不
进行操作

CC_SAFE_RELEASE_NULL(p)

使用release()方法释放Cocos2d-x对象p的一次引用，再把p赋值为NULL。
如果p已经为NULL，则不进行操作

CC_SAFE_RETAIN(p)

使用reatin()方法增加Cocos2d-x对象p的一次引用。如果p为NULL，则不进
行操作

2.3.9 Cocos2d-x内存管理原则
至此，我们已经对Cocos2d-x采用的内存管理机制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最后，我们将总结
使用Cocos2d-x开发游戏时内存管理的原则：
 程序段必须成对执行retain()和release()或者执行autorelease()来声明开始和结





束对象的引用；
工厂方法返回前，应通过autorelease()结束对该对象的引用；
对象传值时，应考虑到新旧对象相同的特殊情况；
尽量使用release()而不是autorelease()来释放对象引用，以确保性能最优；
保存CCObject的子类对象时，应严格使用Cocos2d-x提供的容器，避免使用STL容器，对
象必须以指针形式存入。

如果希望自定义的类也拥有Cocos2d-x的内存管理功能，可以把CCObject作为自定义类的基
类，并在实现类时严格遵守Cocos2d-x的内存管理原则。

2.4 生命周期分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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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分析

在第1章中，我们运行了第一个Cocos2d-x游戏。在1.4节中，我们也介绍了控制游戏生命周期
的AppDelegate文件。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些游戏调试常用的技巧来分析Cocos2d-x程序的生命周期。
再次打开“AppDelegate.cpp”文件。为了清楚地理解函数间的调用关系，不妨给每个函数的
开头加上一个日志函数调用，在控制台打印该函数被调用的信息。因此，我们建立下面的一个日
志类，利用临时变量在栈中的生命周期，搭配自动构造和析构函数产生的日志，并定义一个宏来
跟踪函数名称，使用它们来打印函数的开始和结束。

1

2

3

建立一个LifeCircleLogger类，并添加如下代码：
class LifeCircleLogger{
string m_msg;
public:
LifeCircleLogger(){}
LifeCircleLogger(const string& msg):m_msg(msg){
CCLog("%s BEGINS!",m_msg.c_str());}
~LifeCircleLogger(){CCLog("%s ENDS!",m_msg.c_str());}
};
#define LOG_FUNCTION_LIFE LifeCircleLogger(__FUNCTION__);

这里出现的CCLog是Cocos2d-x的控制台输出函数，其参数方式与C语言的printf完全一致，
用%d表示整型，%s表示字符串等。实际上，在Windows平台上，该函数正是通过包装printf函
数实现的。在iOS和Android等平台上，这个函数有着同样的接口表示，并都可以在调试时打印信
息到控制台。
我们在AppDelegate类中所有函数的第一条语句前加入LOG_FUNCTION_LIFE宏：
AppDelegate::AppDelegate() {
LOG_FUNCTION_LIFE
}
//当应用程序不再活动时，会调用此方法。当手机接到电话时，它也会被调用
void AppDelegate::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
{
LOG_FUNCTION_LIFE
CCDirector::sharedDirector()->pause();
SimpleAudioEngine::sharedEngine()->pauseBackgroundMusic();
}
//当应用程序重新活动时，会调用此方法
void AppDelegate::applicationWillEnterForeground()
{
LOG_FUNCTION_LIFE
CCDirector::sharedDirector()->resume();
SimpleAudioEngine::sharedEngine()->resumeBackgroundMus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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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开始之前

bool AppDelegate::applicationDidFinishLaunching()
{
LOG_FUNCTION_LIFE
//初始化导演类
CCDirector *pDirector = CCDirector::sharedDirector();
pDirector->setOpenGLView(&CCEGLView::sharedOpenGLView());
//高分辨率屏幕（例如Retina屏幕）的资源管理
//pDirector->enableRetinaDisplay(true);
//启用FPS显示
pDirector->setDisplayStats(true);
//设置FPS上限。如果不加设置，则默认FPS上限为60
pDirector->setAnimationInterval(1.0 / 60);
//创建一个场景，场景是一个autorelease对象
CCScene *pScene = HelloWorld::scene();
//运行场景
pDirector->runWithScene(pScene);
return true;
}

启动游戏，然后操作如下：首先把游戏最小化，然后再把它恢复到前台，最后关闭游戏。完
成后回到VS，可以在控制台中看到函数调用顺序（如图2-8所示）。

图2-8

日志内容

2.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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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AppDelegate是整个程序的入口。实际上，AppDelegate处理了程序生命周期
中的4个重要事件点：程序完成初始化，程序进入后台，程序重回前台和程序结束退出。进入后
台和重回前台两个函数完成暂停和恢复游戏的处理。appDidFinishingLaunching则完成了加
载游戏场景等工作。

2.5

1

2

小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介绍了游戏开发的基本概念，以及它们在Cocos2d-x中对应的具体实
现，然后介绍了Cocos2d-x类似Objective-C的代码风格，最后介绍了Cocos2d-x独特的内存管理机
制，并借用生命周期分析介绍了Cocos2d-x的调试技巧。下面总结了本章的重点知识。

3

 流程控制：场景是相对不变的游戏元素集合，游戏在场景间的切换就是流程控制。

4

 场景、层和精灵：它们是不同层次的游戏元素。通常，场景包含层，层包含精灵，场景








与层是其他游戏元素的容器，而精灵是展示给玩家的图形。
节点和渲染树：一切可以显示的游戏元素都是渲染树的节点。Cocos2d-x通过遍历渲染树
绘制游戏画面。场景、层或精灵作为渲染树节点，我们并没有对它们的层次做硬性限制，
例如开发者可以向精灵中添加层。
动作：作用于游戏元素，规定了游戏元素运动的方式。帧动画是作用于精灵的一种特殊
动作。
类似Objective-C的代码风格：使用初始化方法或工厂方法创建对象，使用访问器方法模
拟属性。Cocos2d-x提供了Objective-C风格的容器CCArray和CCDictionary。
内存管理：类似Objective-C的引用计数内存管理机制，同时提供半自动的对象自动回收
池，实现灵活的管理内存。
生命周期：AppDelegate负责控制游戏的生命周期。
CCLog：Cocos2d-x提供的日志输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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