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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背景

上一章中我们介绍了 Cocos2D-X 引擎当中用户交互的处理机制。
引擎中采用了事件驱动的用户操作处理机制。
此机制首先是从不同平台中获取用户操作信息，然后通过引擎结构进行传递，最终由开发者实现响应内容。经过
介绍，读者了解引擎中只提供了两种常见的用户交互渠道：一种为触摸操作，另一种为加速度计操作。
引擎当中的用户交互机制将获得的用户操作信息转化为统一格式后，就要交由分发器进行派发。分发
的对象被称作委托对象。它们需要提前在分发器中注册，才能够接收数据。用户操作数据将会通过调用接
口函数，以参数的形式进行传递。开发者需要在对应的响应函数中编写代码，以便实现游戏规则。为了巩
固掌握的知识，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

6.1

概述

希望读者继续保持阅读的节奏，因为接下来将会介绍另一部分游戏中的重要内容。常听人们说谁谁是
有背景的，其实游戏也是有背景的！几乎每一款游戏都存在一个背景画面。它可能是静止不动的，也可能
是左右滚动的。比如一些知名游戏《超级玛丽》
、
《坦克大战》，还有手机平台上的《疯狂的小鸟》
、
《割绳子》
、
《植物大战僵尸》。上述游戏界面当中都包含了一个丰富的背景画面。如果读者想要制作一款完整的游戏产
品，就必然要为玩家呈现一个丰富多彩的游戏背景。
说明：在三十年前 256 色显示器的年代，游戏产品是没有背景的。这点不可否认啊！
游戏背景的实现技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尤其是 2D 游戏中的背景画面，更是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在
Cocos2D-X 引擎当中，怎么能少了如此重要的内容呢？本节中，首先将会详细地为读者介绍游戏背景的原
理以及实现技术。然后，将引擎中提供的相关功能以及示例程序展示给读者。
开始之前，读者需要明白，2D 游戏背景的技术并不是只有 Cocos2D-X 引擎才有的，它已经在很多年以前
就已经发展成熟。例如在本章节中将要介绍的背景编辑器，就是先于 Cocos2D-X 引擎出现的。如果读者还有机
会使用其他的游戏引擎，就会发现许多相似的游戏背景实现技术。不过作为一款优秀的 2D 游戏引擎，Cocos2D-X
为开发者提供了非常完善和丰富的游戏背景功能。引擎当中的类以及函数足以满足制作任何类型 2D 游戏的需求。

6.2 2D 游戏背景的类型
如果将游戏进行一个维度的划分，无非就是二维平面游戏和三维立体游戏。这也就是玩家常说的 2D
和 3D 游戏类型。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说，2D 游戏肯定是最先出现的。3D 的图像图形技术，是十年前才
浮现于世的。虽然 3D 技术为游戏产品带来了新的飞跃，但是 2D 平面游戏也没有因此就被埋没。
时至今日，市场上仍然存在许多优秀的 2D 游戏产品。尤其是一些新兴游戏市场，比如手持设备平台。
受限于硬件技术，2D 游戏更是大行其道，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从 App Store 中，读者就能看出当前的
市场仍然是 2D 游戏的。不管将来 3D 技术多么的纯熟，2D 平面游戏仍然会占据着一席之地，因为其独特
的游戏体验，是 3D 游戏无法替代的。

说明：就算是在发展非常成熟的家用游戏机平台，至今仍然存在一些优秀的 2D 游戏产品。
2D 游戏中的背景画面，也是游戏开发者一直关注的技术。从二十年前的《超级玛丽》
，到现在的《植
物大战僵尸》
，游戏中背景画面的实现技术逐渐地发展成熟。读者此时学习的内容，就是游戏业几十年积累
下来的技术和经验。我们将一起站在巨人的肩上，来领略游戏制作的魅力。
先来为读者介绍一些游戏制作的知识，以便继续后面的内容。不论是什么行业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一些
专用的术语。这些术语一来是方便业内人士的交流，另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出专业水平。比如经常看篮球比
赛的人，就会明白什么是“挡拆”
。业内人士对于“挡拆”的理解已经超过了日常含义。游戏开发者习惯将
游戏背景作为“地图”
。笔者也无法考究这个词具体来源和产生的原因，只是为了告诉读者当听到其他开发
者提到“地图”时，不要将其理解为日常中指路导航的地图就可。
这里所谓的“地图”其实是来自英文单词“map”
，它被开发者当成是游戏背景的统称。这可并不是大
家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地图。那是为人们指引方向、出行导航的参考。在游戏开发者的词汇里，地图通常代
表了游戏中背景画面。
接下来，让我们分析一下游戏背景都有哪些特点。
（1）首先，作为游戏背景，它会是一张面积比较大的图片，多数情况下会覆盖整个显示界面。其他的
游戏内容会附着在背景的上层。比如按钮，游戏角色或者道具。
（2）然后，区别于精灵，背景本身很少包含动作。很少并不代表没有，比如河水的流动、火把的烟火
等等也曾出现在游戏背景当中。
（3）最后，游戏背景的绘制存在一些特点，与精灵或者菜单按钮有所区别。许多的游戏背景中都会划
分为很多的层次。通常会有前景层、远景层、底色层以及建筑层。
比如图 6-1 所示的就是来自 PunchBox 的知名大作《捕鱼达人》
，想必读者不会陌生。

图 6-1

游戏背景示例

图 6-1 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鱼类丰富的海底世界。读者可以看出来作为一款游戏的背景，它必然会
覆盖整个设备的显示画面，让玩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像素带来的效果。同时，在游戏背景中还存在许多的
动态效果。玩家不仅可以看到水波粼粼的效果，还可以看到随波荡漾的水草，还有石头上闪闪的光泽以及
鱼儿游过的阴影，上述这些都是游戏背景产生的效果。
读者能够看出画面中的游戏一共有几层背景吗？就算看不出来也无关紧要啦！稍后读者就会了解游戏
背景的实现技术，这个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游戏背景对于烘托游戏内容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能够引领玩家
融入虚拟的氛围。因此这也是一项开发者不能忽视的技术。
技巧：读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移动速度来划分游戏背景。
经过上面的介绍，读者大致知道了一些游戏背景的特点。在开始介绍游戏背景的实现技术之前，读者
先来回想一下，在自己的游戏经验中玩过几种类型的 2D 平面游戏，它们的背景是怎样的方式？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一款游戏在制作之前，就需要明确其背景画面的类型。这通常会成为一个游戏的定位。另

外，只有先搞清楚作为游戏开发者的需求，大家才能明白 Cocos2D-X 引擎中地图背景功能的强大。之所以
这么说，那是因为 Cocos2D-X 引擎为开发者提供了几乎所有的 2D 游戏背景的实现方法。
通常游戏中背景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1）平面滚动类型：此类型占据了 2D 游戏中的大多数游戏产品。可将其细分为横版滚轴、纵版滚轴
和自由滚轴三个类型。典型的游戏有《超级玛丽》
、
《魂斗罗》、
《1942》
、
《塞尔达传说》等等。
（2）斜 45 度类型：此类型游戏常见于一些日韩的角色扮演类游戏。背景中的物体具有层次感，有视觉
上的遮挡关系。知名的游戏有《最终幻想》
、
《仙剑奇侠传》等等。
（3）俯视角类型：多用于棋牌类型或者策略型的游戏。知名的游戏有《大战略》、《三国志》、《太
阁立志传》等等。
上述的类型划分并不科学。有很多特殊情况的游戏产品，它可能同时是斜 45 度与横版滚轴的类型。因
此读者并不能将其当作标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区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无论游戏采用哪种方式的背景，在制作游戏背景的时候都会遇到下面的两个问题。
（1）如何实现如此复杂、庞大的背景绘制？
（2）如何使得游戏背景能够跟随角色位置的变化？
上面这两个问题，就是游戏背景所要完成的功能。Cocos2D-X 引擎也为开发者提供了完善的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在引擎当中开发者还可以在背景中加入动态效果，实现多层次的背景，甚至可以在背景上加入
碰撞区域。这些内容都将会在本章节中介绍。接下来，将要介绍一种游戏中通用的背景实现技术：砖块地
图（TileMap）
。它就很好地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

6.3 砖块地图 Tile Map
不知读者是否玩过一款叫做《坦克大战》的游戏，笔者可有数不清的青春岁月都耗费在这款游戏
中啊！它是一款任天堂“红白机”的经典游戏。此款游戏就是采用砖块地图的方式来展现的游戏背景。
以它作为例子，为读者介绍砖块地图的实现技术，那是再好不过了。倘若还能玩上几把，那就更为庆
幸了。
图 6-2 就展示了《坦克大战》的游戏画面。是不是看上去很熟悉？此时看到这款游戏，更多的是怀旧
的情感了。现在市场上的游戏早已变得绚丽多彩。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学习知识的热情。在图 6-2 中，读
者仔细观察游戏中的背景画面，是否能够发现一些奥秘呢？
《坦克大战》的游戏背景，现在看起来已经十分简陋了。这可是个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的前辈了。背景
中的草地、水洼、砖墙以及石块早已没有了活气。不过在当年，这可是红遍全球的热门游戏。数不胜数的
玩家都是在它的陪伴下度过了漫漫长夜。此游戏的地图背景（在游戏画面中除去坦克）就是典型的砖块地
图（Tile Map）
。这就是本节要介绍的一种游戏背景的实现技术。它在游戏产品中使用得非常广泛。甚至于
就在今天的 AppStore 中，也有很多的游戏使用了这项技术。
读者细心观察图 6-3 中的四种元素，就会发现游戏中的地图背景就是由这些砖块元素拼接而成的。画
面中的水洼、草地、砖墙和石头，它们都是地图背景当中的砖块元素。单单从图 6-2 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
被重复利用的砖块。它们分别为蓝色的水洼、绿色的草地、灰色的砖墙和白色的石头。读者有所不知，坦
克大战的游戏中有超过一百多个关卡。而这些关卡都是由砖块元素拼接而来。读者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每
个关卡都保存一张背景图片的话，那么仅仅只有 64K 内存的红白机早就爆掉了。至于游戏中的超过一百多
个关卡的数据是如何保存的，砖块地图的技术就是秘诀所在。

图 6-2 《坦克大战》游戏画面

图 6-3 砖块资源

注意：在早期的手机设备当中，游戏应用程序的容量限制也是在 64K 之内。
正如我们刚刚从图中分析的，地图背景由一些特定的图块元素拼接而成。这些图块元素具有相同的尺
寸。它们可以被重复地利用来拼接游戏背景。这有点像是房屋装修时铺地砖的工作。多数地砖只有几种简
单的图案，通过不同的拼接方式则可以铺满千家万户而不重样儿。这正是拼块地图的好处，它使用较少图
片数量，创建基本的地砖元素，通过不同的拼接组合，产生了不同的游戏背景。此时回顾一下游戏背景通
常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已经被很好地解决了？
砖块地图也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砖块地图由于都是由一些列数目固定的基本砖块拼接而成，其样式
还是比较单一的。虽然可以拼接出各种不同布局的地图背景，但其显示的内容仍然受到限制。另外，砖块
地图对美术人员的创作也有一定的限制。因为需要考虑图块的尺寸以及重复利用的效果，所以美术人员不
得不尽量减少图块的数目，同时还要损失一些图片效果。同时，越是精美的画面，越难拆分为砖块地图。
上述内容都是砖块地图的缺点。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们只能尽量做得更完美。
技巧：在游戏制作中，开发者会利用一些手法来避免砖块地图的单调性和重复性。
砖块地图的实现技术，已经为读者介绍过了。虽然它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其优点更为明显。尤其是在
性能受限的手持平台，它一直都受到开发者的青睐。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就好比有白天就会有黑夜，对
于图块地图的作用也是如此。如果游戏产品更在乎美术画面的表现效果，那么它不会是最佳的选择。有了
喜洋洋，就会有灰太郎。因此在读者清楚了砖块地图的优缺点之后，至于如何选择就是自己来决定的事情
了。如果游戏产品更需要丰富的关卡，那么它会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
Cocos2D-X 引擎中提供了完善的砖块地图的技术支持。在使用引擎的功能之前，至少要先制作一张砖
块的游戏地图吧！接下来，将会为读者介绍一款知名的砖块地图编辑器。它已经被许许多多的游戏开发者
使用过，并且它也是 Cocos2D-X 引擎支持和推荐的一款游戏背景编辑器。

6.4

砖块地图编辑器

在动画编辑器中，读者已经接触了图片拼接。这与本章节要介绍的砖块拼接技术十分类似。砖块拼接
的实现方式，读者已经略知一二了。这项工作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却有点繁琐。在拼接的过程中，设计人员
必须记录下每一个砖块在地图中的位置，然后由程序人员通过编码来还原画面。在早期游戏制作中，这个
过程是效率很低的。人类的智慧就在于能够创造工具。就连黑猩猩都知道找块坚硬的石头砸坚果，充满智
慧的游戏开发者们就更不简单了。很快就有人意识到需要一个工具来简化制作人的操作，以此来提高效率，
减少失误。这个工具就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地图编辑器。

6.4.1 地图编辑器概述
游戏地图或者场景编辑器，是用来制作游戏画面中的背景或者地图的工具。比如前面所说的《坦克大
战》游戏当中的上百个地图背景，正是由地图编辑器制作而来的。如果采用手工制作来完成，不仅耗费人
力也会增加错误。地图编辑器，是读者接触到的第一个制作游戏所用的工具。在有些游戏引擎当中，都会
有一些与其配套的工具。制作游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也许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在后续内容中，
读者还会接触到其他的编辑器。这些编辑器在游戏制作当中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地图编辑器本身还存在一个升级版本，为开发者提供了更多的编辑功能。它被称为关卡编辑器。关卡
编辑器中增加了摆放游戏精灵的功能。例如图 6-4 所示的《超级玛丽》游戏中的背景地图，就是使用关卡
编辑器制作出来的。

图 6-4

《超级玛丽》

设计人员不仅在编辑器中可以拼接地图背景，还可以放置道具以及精灵。比如将砖块、怪物、花盆和
蘑菇等等摆放在关卡中适当的位置。设计人员可以非常直观地就看到整个游戏画面的效果，而且设计人员
看到的与玩家见到的几乎没有差别。这样的方式也很好地避免了设计错误。另外，一个完善的关卡编辑器
是不需要程序人员配合的。设计人员直接就可以看到游戏的运行画面，而无需将数据导入游戏运行后才能
检验结果。这样的方式，可以让设计人员进行修正、调整关卡内容。
无论是地图编辑器，还是关卡编辑器，都属于游戏内容之外的制作工具。换句话说，作为工具它们是可有
可无的。这就好比吃饭的筷子，就算没有筷子，用手抓也是能吃饭的。用手抓和用筷子，孰优孰劣？读者应该
分得清楚。编辑器的作用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工错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游戏引擎都配有编辑器，
有时也需要开发者自己编写编辑器。如果将来读者也需要自制游戏编辑器，就要明白编辑器的设计模式。
注意：在有些引擎当中，地图编辑器和关卡编辑器其实是一个。这是为了简化设计人员的操作。
在游戏产品当中，通常只使用到编辑器导出的数据，并不会直接调用编辑器软件。这些数据是各种格
式的文件，比如文本文件、二进制文件或者 XML 文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编辑器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软件。
只要编辑器与游戏引擎遵从统一的文件格式就可以互相使用。至于编辑器本身的编码语言或者运行环境与
游戏引擎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多数游戏引擎的编辑器都是在 Windows 操作系统运行的软件。这也是因为大多数设计人员都是
使用的个人电脑。而对于编辑器开发所使用的编程语言，也是没有要求的，开发者可以随意选择自己擅长
的编程语言来完成。
在众多编辑器中，C#是被开发者选用频率最高的编程语言。笔者估计是因为 C#程序语言易于使用，技术实
现简单的原因。读者也可以考虑使用自己擅长的语言来编写。虽然制作编辑器会增加游戏的开发时间，但是考
虑到编辑器发挥的作用，这样的工作还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个一劳永逸的过程，一款功能完善、使用灵活的编
辑器可以被多款游戏甚至引擎所使用。接下来将要介绍的编辑器，就是一款如此优秀的砖块地图编辑器。

6.4.2 Tile Map Editor（砖块地图编辑器）
Tile Map Editor 是一款被游戏开发者熟知并且具有悠久历史的游戏编辑器。它最初的版本发布于十年前
的某一天。在这十年间 Tile Map Editor 编辑器不断地推陈出新，紧跟技术潮流。它一直都是手持设备的地
图编辑器首选。Tiled Map 是一款免费的开源工具，所以它十分适合用在同样也是开源免费的 Cocos2D-X
引擎当中，而且其还有中文版本。读者可以从下面的网址来获得最新的版本。
http：//www.mapeditor.org/
它是一款独立的地图编辑器，并不属于某一款游戏或者引擎。读者下载到的它的运行版本或者源代码，
同时推出了 Windows 系统与 Mac 系统的两个版本。新一代砖块地图编辑器采用了 QT 的渲染内核。它的主
要功能是将充分利用砖块地图的实现技术，为游戏的制作人员提供一个快速便利、可操作的地图编辑器。
它需要使用图片资源作为游戏地图中的砖块元素，然后设计人员可以使用砖块元素来拼接游戏中的地图背
景画面，最后将拼接完成的地图数据导出为文件，以便提供给游戏引擎使用。
此款地图编辑器，它支持正方形、菱形以及正六边形的砖块图形。这三种图形的砖块能够拼接出三种
不同视觉的游戏背景地图。读者可以通过图 6-5 来观察三种不同类型的砖块的区别。
Tile Map Editor（砖块地图编辑器）还提供一些其他的功能。例如在地图添加事物元素并可以设置它们
的属性，可以将地图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支持多层地图和碰撞层信息。它提供了多个语言版本，其中就有
我们喜闻乐见的简体中文。还犹豫什么，没有比它更适合的地图编辑器了，赶快下载安装吧！否则，你就
需要拿出尺子和铅笔，自己画一张游戏地图了。

图 6-5

编辑器支持的砖块类型

技巧：如果读者真要打算手绘砖块地图的话，最好再准备一块橡皮吧！
在 Tile Map 编辑器中，开发者可以编辑俯视角度和斜 45°的图块拼接地图，同时它支持多个图层的叠
加。另外，在编辑器中还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功能。比如允许开发者添加触发区域和物体，也可以为图块拼
接添加代码中所需的用来判断图块拼接类型的属性，也可以为每个地图添加属性值。Tile Map 还支持了多
种地图背景的导出格式。不过它们都是通过 TMX 文件来存储的。下面就为读者展示一下，如何使用 Tile Map
Editor 来拼接一张游戏背景图。
Tile Map Editor 提供了很多的演示项目。接下来就以其中的一个简单示例项目，来为读者介绍编辑器的基本
操作。在下载安装之后，读者就可以运行 Tile Map Editor。第一次运行的界面空无一物，此时读者可以选择打开
安装路径下的\examples\desert.tmx 文件。读者也可以直接将文件拖到编辑器界面当中。然后就会看到如下的界面。
图 6-6 展示了 Tiled Map Editor 中一个沙漠的游戏地图。这种地图的拼接方式与《超级玛丽》
、
《魂斗罗》
、
《坦克大战》、
《塞尔达传说》
、
《星际争霸》
、
《文明》等等知名的游戏一样。此时读者会不会有些兴奋？因为
你将要使用与这些经典游戏同样的实现技术。
这就是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没有 Tile Map Editor 和 Cocos2D-X
引擎的支持，怎么能如此轻松地就实现了砖块地图技术呢？这才刚刚开始，不要骄傲，要想制作一款全球
知名的畅销游戏，可不只是依靠先进的技术就行的。虽然这些典型的游戏都是使用的砖块拼接游戏背景，
但是读者要想制作出高水平的背景地图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经验。

图 6-6

Tile Map Editor 界面

注意：虽然都是采用砖块拼接地图的技术，但是每款游戏的实现方式也存在差异。
先来介绍一下图 6-6 中展示的编辑器界面。编辑器操作界面分为了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已经在图中
用文字标出，它们为地图编辑区、图层列表和砖块元素。这三个区域将是开发者主要操作的内容。配合界
面顶部的菜单栏和工具栏，我们就可以制作出精良的游戏背景了。
Tile Map Editor 只支持以砖块拼接地图背景的方式。其实 Cocos2D-X 引擎中也支持此种方式。并不是
因为开发者的懒惰，而是砖块拼接的方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游戏类型背景画面。前面已经为读者讲述过砖
块拼接的优缺点。此技术的好处是能够节省图片和在有限的图块元素基础上，设计人员可以随意地拼接创
造无限的、富于变化的地图背景。
技巧：在拼接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创建一小片区域，然后重复利用这片区域。
读者看图 6-6 中地图编辑区域，这正是设计人员利用砖块元素拼接而来的游戏地图背景。凭借
Cocos2D-X 引擎的功能，开发者能够在游戏中展现出完全一样的游戏背景。界面右边砖块元素区域内放置
着相同的尺寸大小的砖块。它们是由一张纹理图片切割而来。毫无疑问，地图编辑区内的每一个图块都可
以在这里找到对应的砖块元素。这也是砖块地图的精髓所在。在游戏背景中可以看出被重复使用的砖块元
素。这就利用基本元素通过不同的组合拼凑出了更大的画面。每个砖块在地图背景中都可以被重复利用。
另外，因为它们都来源自一张图片，所以其在内存中只占有一份空间。这张图片就是由美术人员制
作完成的。然后设计人员利用图片中的砖块元素，充分发挥创造力来拼接游戏背景地图。在编辑地图的
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利用砖块不同的组合和摆放位置，营造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效果拼接方式。这是它
的优点，同时也是缺点。为了能够拼接背景地图，美术人员的创作就会受到限制。他们不能再绘制那些
风格独特、形状复杂的事物。因为要考虑图块必须能够被重复利用以及拼接之后的画面效果。就不得不
在画面的精细程度上有所损失，同时拼接的地图背景还存在一定的重复性。这些都是读者在使用之前需
要明确的事项。

6.4.3 制作一张游戏地图
虽然 Tile Map Editor 提供了中文的操作界面。但是为了向读者充分地展示其功能，我们还是依照样例，
从最初的创建开始，带领读者体验一下地图设计过程。
首先，运行 Tile Map 的编辑器，在菜单栏中选择新建地图，就会弹出如下的界面。
在图 6-7 展示的界面中，填写与新建地图背景的有关属性。第一个下拉选择框是设置地图的方向。之
前曾经提到过 Tiled Map Editor 支持两种地图方向：正面和斜 45 度。这两种方式也代表了砖块的形状。正
常的角度中砖块为矩形，而 45 度视角的砖块则是菱形的。为了向读者充分地展示编辑器的功能，我们就选

择最为复杂的方式来拼接地图背景。这样读者才能够了解到编辑器的方方面面。
地图大小是指由多少图块来组成背景地图。宽度代表了横向的砖块数目，高度代表了纵向的砖块数目。
图块的大小是指每个砖块的像素尺寸。按照图 6-7 所示，我们设定了一张 10 像素 ×10 像素的地图背景，每
个图块的尺寸为 64 像素 × 32 像素。点击确认后，就会在界面中看到一张空白的地图。
地图建立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导入砖块元素。首先，要有一张美术人员绘制的图片。当然图片要符
合尺寸的要求。此处我们使用的是一张来自示例项目中的图片，读者可以从下面的路径中来获取。
Cocos2D-X\samples\TestCpp\Resources\TileMaps\iso.png

这是一张 64 像素 × 96 像素尺寸的 PNG 图片，其中包括了三个砖块图片，如图 6-8 所示。

图 6-7 新建地图

图 6-8 ISO 砖块图片

然后，在窗口菜单的地图选项中选择“新图块”选项，就会出现如图 6-9 所示画面。
如图 6-9 中显示的界面，分为两个区域。上部区域中是关于图片的属性，其中有名字以及图片文件。
透明度是一个特殊的选项。它是用来标识一种颜色的，这种颜色在图片中代表了透明区域。因为一些设备
本身不支持透明图片的格式，所以开发者会通过程序来添加透明图片。美术人员将图片中透明的区域用一
种特殊颜色标明出来，然后由编辑器替换为透明色。
页面中下部分区域是与砖块元素有关的尺寸和边距。按照图片中砖块的尺寸，此时选择砖块尺寸就是
64 像素 ×32 像素。由于不存在任何的偏移，边距和间距的数值都为零。单击“OK”按钮，编辑器就会根
据预设的砖块尺寸将图片切割，显示在界面中的砖块区域。
技巧：砖块元素的尺寸，尽量选择二的次幂数值。这样方便进行
拼接的数学运算。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制作地图背景的准备工作了。接下来，
就是使用编辑器的功能来拼接地图。拼接地图背景的过程，就不用语
言为读者描述了。这就是一个拼地砖的过程。Tile Map Editor 也提供
了中文版本，想必大家很快都能够熟练掌握的。请读者按照图 6-8 展
示的效果来拼接地图背景。

图 6-9

导入图块

图 6-10 展示了一个菱形拼接组成的地图背景。这种类型的地图背景经常出现在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当
中。它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叫做斜 45 度砖块地图（Isometric Tilemaps）
。因为将地图视角转换了 45 度，
所以产生了一定的空间透视感。通过透视旋转的 45 度，得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视觉深度感觉。

图 6-10 拼接完成的地图背景

说明：有些玩家习惯把斜 45 度地图背景的游戏称为 2.5D 游戏类型。
确实，斜 45 度的视角增加了一个视觉深度的画面层次，可以让玩家感觉到一种近大远小的遮挡效果。
虽然从本质来说砖块元素实际上使用的只是二维的图片，但是由于斜 45 度的拼接方式，可以让玩家的大脑
产生错觉，使得他们相信是在看三维的游戏背景。
斜 45 度拼接的地图图块图片是钻石形状的，也就是菱形。但是如果读者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用于拼接
的图块其实就是一个矩形的图片。之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菱形，那是因为其四周为透明的区域。在砖块区
域右下角，读者可以看到每个图块的形状。不仅如此，在拼接地图的过程中还可以根据视觉的深度来产生
图像重叠的效果。那些靠近观察者的图像能够覆盖远处的图像。
Tiled Map Editor 支持使用多层背景，这样能生成更令人信服的 3D 视图效果。图 6-9 所示的就是由
多层背景叠加而得到的斜 45 度地图。为了让读者更加直观地看到菱形地图的拼接效果，还没有加入砖
块的高度，在后续内容中，会给大家展示一些有高度遮挡效果的游戏背景。此时请读者观察层次列表，
它展示了当前地图背景中四个层次的划分、名称以及关系。这四个层次都是由界面中的按钮创建的，
如图 6-11 所示。
读者也可以使用菜单中选项来添加图层。按照图 6-10 中所示的背景层次，最底下的 Layer0 是由红色
图块组成的。然后在其上一层为 Layer1，是由绿色图块组成的。接着上一层的则是由蓝色图块组成的地图。
在图层列表中，读者可以试着取消勾选，然后就能单独地查看每个层次的拼接效果。在图层列表中，读者
也许发现了一个略有不同的层次，那就是紫色图标的 Object Group 1 层次。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层次被称
为对象层或者物体层。
物体层是地图背景中独立的物体对象。这些对象有可能是地图背景中的一座房子、一个石碑或者一棵
树。它们是一些有特殊含义的游戏元素。它们将会按照地图拼接的方式来标明位置，但是并不会作为地图
拼接的砖块。另外，每个对象可以有自己的属性、尺寸、名字以及类型。在图 6-10 中，读者仔细观察蓝色
图层之上的几个菱形框，它们就是属于物体层中的对象。要想在物体层中添加对象，读者需要单击图标栏
中的按钮，如图 6-12 所示。

图 6-11 创建新的图层

图 6-12

对象操作按钮

图 6-12 所示的三个按钮从左到右，其功能依次为选择对象物体、添加对象物体和添加图片对象。读者
在添加对象时，会发现对象的尺寸是可以随意调节的。这也是物体层中物体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在游戏当
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具或者角色都能切分为砖块元素的，因此，物体层的存在就是一种灵活的扩展，为那
些不规则尺寸的道具或者角色出现在背景地图之上，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

6.4.4 编辑器中的属性功能
除了物体层的扩展功能之外，Tile Map Editor 还提供了另一种扩展功能，那就是属性列表。开发者
可以根据游戏中的需求，来为背景地图中的元素添加属性。属性列表是一种一一对应的数据格式。开
发者可以自由定义属性列表中的数据。比如游戏中的角色，可能会有名字、级别、生命值等等参数。
这些参数都可以被定义在属性列表当中。在 Tile Map Editor 中开发者可以为地图背景、砖块元素以及
物体对象添加属性。选择一个物体对象，在其右键菜单中就会看到属性选项。属性选项的配置界面如
图 6-13 所示。

图 6-13 属性选项的配置界面

图 6-13 所示的就是一个称为 platform 对象的属性内容。左侧就是对象在地图中显示的效果，而右侧正
是此对象的属性界面。读者可以大胆地猜测此对象就是将来游戏角色站立的平台。比如在《超级玛丽》中
就有许多这样的平台让角色行走。这个物体层就成为了一个储存了地图背景中碰撞信息的图层。在图中我
们可以看到一些平台对象的属性。比如它的名字、类型、位置以及大小。这些都是开发者可以调整或者修
改的属性。在图中下方的属性栏中，则是开发者自定义名称的属性，比如图中所示的就是平台的摩擦力数
值 1.0。
这些属性信息将来都可以成为游戏的数据。上述的自定义属性的方法在 Tile Map Editor 中使用非常普
遍，而且此功能也被 Cocos2D-X 引擎所支持。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对象之外，开发者还可以为砖块元素以
及地图添加自定义属性。
图 6-14 为读者展示了地图属性在菜单中的位置。读者可以试着自己操作一下，为地图添加一些属性。
比如添加一个玩家在此地图将能获得的经验值或者此地图背景对应的游戏关卡数等等。游戏内容中的任
何需求，都可以添加为地图的属性。在 Cocos2D-X 引擎当中，开发者可以轻易地获得这些自定义属性的
数值内容。
按照图 6-15 展示的内容，在砖块元素区域选择的砖块之后，点击鼠标右键就会弹出此界面。为了节省
篇幅，在此就不展示砖块或者地图的属性界面了。它们与之前所介绍的对象属性界面完全一样，并没有特
殊之处。

图 6-14 为地图添加属性

图 6-15

图块的属性

经过前面的介绍，读者可以领略到 Tile Map Editor 的属性功能为开发者带来的自由。其将原本恪守规
则的砖块拼接地图，增加了灵活性。在属性功能中，开发者可以随意地定义数据。这能够加强编辑器与游
戏之间的结合，为设计人员提供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因此读者在实际制作游戏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 Tile
Map Editor 这一特点。
游戏地图背景拼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将会为读者介绍 Tile MapEditor 所保存文件的数据结构，
这将会帮助读者加深对砖块拼接技术的了解。编辑器导出的文件，就是游戏引擎与编辑器的连接。只有充
分明白了文件的内容，才能够在 Cocos2D-X 引擎当中使用砖块拼接的地图背景。

6.5 地图数据的格式
当读者完成了地图背景的拼接之后，接下来所需的工作就是在游戏当中来实现它们。为了能够将地图
背景一模一样地在游戏中呈现给玩家，我们需要将拼接数据以及使用的图片导出。通常编辑器会提供一些
数据导出的功能。地图的拼接数据可以被存储为一种通用的数据格式。Tile Map Editor 也不例外，它为开
发者提供多种的导出格式。

6.5.1 编辑器导出的文件
游戏中的开发工具大多具有独立性。它们不依附于任何一款引擎或者游戏产品，而是作为一个软件产
品而被开发者所使用。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使用在游戏当中。之前介绍 Tile Map Editor 时，
曾说过它是一款具有悠久历史的开源编辑器，比 Cocos2D-X 引擎的历史还要久远一些。
图 6-16 列出了所有 Tile Map Editor 提供的导出格式，多是为一些知名游戏引擎准备的。在此就不为读
者介绍了，因为这些数据格式，根本无法使用。因为 Cocos2D-X 引擎也是近几年才成为开发者关注的热点，
所以在 Tile Map Editor 中并没有提供导出数据的支持。
不过读者也不要就此心灰意冷，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有另外一种途径。编辑器所导出的文件是要为游
戏引擎使用的数据，无论是什么样的文件格式，都只是通过统一的数据格式来进行信息资源的传递。因此，
我们只需将需要的数据保存出来，就可以为引擎所用了。
Tile Map Editor 使用了 XML 格式的文件来保存当前编辑的项目，其工程文件以后缀.tmx 命名。从其项
目文件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地图背景的拼接数据。在菜单栏中选择编辑，然后点击参数选项，就会显示
出如图 6-17 的界面。

图 6-16

Tile Map Editor 导出格式

图 6-17 设置项目保存的文件格式

在图 6-17 中，读者需要关注一个配置选项。它决定了砖块拼接数据的存储格式。这就是页面中选
中的第一行属性。Tile Map Editor 默认会将地图信息保存为 CSV 格式。这是一种用逗号来分隔数据的
格式。它最早用来保存联系人的通讯录。这是一种很直观的数据保存方式，易于观察修改的数据，不
易于保存。因为它占据了过多的存储空间，所以在空间受限的手持设备中，很少有开发者直接使用 CSV
数据格式。
除此之外，编辑器还提供了基于 base64 的 zlib 和 gzip 的数据压缩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是被 Cocos2D-X
引擎所支持的。在配置了数据保存方式之后，将工程文件保存，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按照 XML 文件保存的
TMX 项目文件。

6.5.2 地图文件分析
在 Cocos2D-X 引擎当中，开发者就是用此类 TMX 文件来实现背景地图的。读者可以使用 Windows 系
统的文本编辑器打开保存的 TMX 项目文件。

代码 6-1

地图保存文件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map SYSTEM "http://mapeditor.org/dtd/1.0/map.dtd">
<map version="1.0" orientation="isometric" width="10" height="10" tilewidth="64" tileheight= "32">
<tileset firstgid="1" name="Untitled" tilewidth="64" tileheight="32">
<image source="iso.png"/>
</tileset>
<layer name="Layer 0" width="10" height="10">
<!—地图拼接数据-->
<data encoding="base64" compression="gzip">
H4sIAAAAAAAAA2NkYGBgHMWDBgMAjw2X0pABAAA=
</data>
</layer>
<!—图层数据-->
<layer name="Layer 1" width="10" height="10">
<data encoding="base64" compression="gzip">
H4sIAAAAAAAAA2NmwARMOOjhAJhwsJlxqMPmd2YkmgmHGmS1yOqwqWdGwgDg7sqJkAEAAA==
</data>
</layer>
<layer name="Layer 2" width="10" height="10">
<data encoding="base64" compression="gzip">
H4sIAAAAAAAAA2NgGFqAGYqppW6wAQDMTJpEkAEAAA==
</data>
</layer>
<objectgroup color="#001ca4" name="Object Group 1" width="0" height="0">
<object name="platform 1" x="0" y="290" width="32" height="30"/>
<object name="" x="0" y="3" width="31" height="32"/>
<object name="" x="130" y="162" width="29" height="29"/>
<object name="" x="290" y="290" width="28" height="29"/>
</objectgroup>
</map>

上述代码是来自下面的文件。
\samples\TestCpp\Resources\TileMaps\iso-test-objectgroup.tmx

这正是刚刚读者拼接的游戏地图。此文件对应的正是图 6-8 中所展示的菱形砖块拼接地图。此数据文
件是 Tile Map Editor 的工程文件，
它使用了 XML 的数据保存格式。
下面来看看此文件中每一行代码的内容。
文件中第一行，就说明了文件数据格式为 XML1.0 版本，同时文件使用了 UTF-8 的编码方式。第一行
代码被开发者习惯称为文件头。它包含了文件的一些基本信息，是 XML 文件通用格式。从文件头的内容，
我们可以确认 Tiled Map Editor 的存储项目文件为 XML 数据格式。这是一种在程序开发领域广泛应用的数
据格式。
XML 是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的缩写，其含义为扩展标记语言。XML 是一种简单的数据存储语
言，使用一系列简单的标记描述数据，而这些标记可以用方便地方式建立，虽然 XML 占用的空间比二进
制数据占用更多的空间，但其具备很多的优点。
（1）XML 极其简单，易于掌握和使用。XML 最初用作互联网上的一种数据格式，其文件格式经常被
开发者使用。XML 文件格式简单，易于查看。它可以方便地被任何应用程序用来进行读写操作。XML 很
快成为数据交换的一种公共语言，逐渐成为了开发者的首选。
（2）XML 数据格式应用非常广泛。比如在 iOS 系统当中也存在许多的 XML 格式文件，最为常见的就
算 InterfaceBuilder 创建的布局文件。Android 系统中也使用 XML 来保存应用程序的画面布局。除此之外，
还有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文本文件等等都采用了 XML 数据格式。由于 XML 的易用和普遍，越来越多应
用软件都开始支持 XML 格式。XML 数据格式也可以作为一种中间的转换格式。一些刚刚推出的软件，甚
至只支持 XML 文件的格式，其他格式则需要进行转换。
（3）XML 文件格式具备跨平台性。它可以更容易地在 Windows、Mac OS、Linux 以及其他平台下传递。
由于 XML 格式支持多种文件编码的方式，在逐渐标准化的过程中 XML 数据格式也成为了不同平台之间传
递数据的纽带。在任何平台开发者都可以很容易加载 XML 数据到程序中进行解析。同时，也可以使用 XML
格式来保存数据。由于上述的优点，在游戏制作中 XML 格式也是读者在今后的游戏开发工作中最经常听
到和使用的一种数据格式。

文件头部第一行是 XML 文件格式的说明。第二行就是与游戏地图有关的内容了。在 map 的属性中，
读者可以看到“isometric”的字段。这就说明了此地图是一个斜 45 度拼接的游戏背景。如果是一个正常视
角地图的话，则此处会为“orthogonal”。再来看看<map>中其他的属性。这些都是读者熟悉的数值，只是
现在以数据的方式展现出来。width（宽度）与 height（高度）代表了地图创建时输入的尺寸大小。tileWidth
（砖块宽度）和 tileHeight（砖块高度）存储的正是读者在创建砖块元素时，输入的 64 像素 ×32 像素的尺寸。
接下来的<tileset>段落，则保存了砖块元素所用的图片信息。其中包含多个属性：图片的序号、砖块元
素的尺寸、间隔像素、图片文件的名称。聪明的读者此时就会联想到编辑器界面中砖块元素区域。此部分
的数据正好对应这个区域。
在接下来的文件内容中存在三个基本图层信息：Layer 0、Layer 1 和 Layer 2，还有一个物体层信息：
Object Group 1。图层信息的段落中包含了地图层的属性信息，其中包括了图层的名字、宽度、高度以及拼
接数据。在拼接数据当中，并没有看到用逗号分隔的 CSV 数据格式，而是采用了 base64 的 gzip 压缩算法，
这是为了节省地图拼接数据占用的存储空间。
注意：这并不是 Cocos2D 唯一支持的数据压缩方式，还可以采用 zlib 的方式。
虽然看上去是一段让人无法理解的密码，但是砖块地图拼接数据就存在这里。其实数据内容并未有任
何的改变，只是为了节省空间进行了压缩。
在文件的最后部分就是物体层的信息。这算是此地图中比较特殊的内容。从数据来看，在物体层
中总共存在四个对象。第一个对象的名字叫做“platform1”，其他三个都是无名氏。它们的属性当中包
含了一个矩形区域的四个数据属性，分别是 x、y 坐标以及宽度、高度。这就是设计人员在编辑器创建
对象的范围。
以上内容，已经为读者介绍了 TMX 文件中每一行代码。但是示例的文件中缺少了一个编辑器的功能，
不知读者是否有所发现？在前面介绍的过程中，曾提到了编辑器中一种灵活的功能，它能够让开发者自由
地定义数据。这就是属性配置。在编辑器中，设计人员可以为地图、砖块元素以及对象物体添加属性。这
一点并没有在上述代码中体现出来。因此接下来，为读者补充另一个 TMX 文件，见下面的代码 6-2。
代码 6-2

对象中的自定义属性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ap version="1.0" orientation="orthogonal" width="32" height="32" tilewidth="32" tileheight= "32">
<tileset firstgid="1" name="tiles" tilewidth="32" tileheight="32" spacing="2" margin="2">
<image source="fixed-ortho-test2.png" width="640" height="400"/>
</tileset>
<layer name="Layer 0" width="32" height="32">
<data encoding="base64" compression="zlib">
eJztw7EJACAMALAK4mP+/5OjUFwcdNAEEgEAAPCHmt7WU6a2+Jqy8YQBBPEBRg==
</data>
</layer>
<!—物体层数据-->
<objectgroup color="#ffffff" name="Object Group 1" width="0" height="0">
<object name="Object" x="0" y="992" width="352" height="32"/>
<object name="Object" x="224" y="928" width="160" height="32"/>
<object name="platform" type="platform" x="2" y="833" width="125" height="60">
<properties>
<property name="friction" value="1.0"/>
</properties>
</object>
<object gid="38" x="181" y="818"/>
<object gid="38" x="155" y="763"/>
<object x="693" y="891">
<polygon points="0,0 217,93 215,-96 43,-182"/>
</object>
<object x="469" y="783">
<polyline points="0,0 -51,130 145,173 136,16 40,88"/>
</object>
</objectgroup>
</map>

上述文件来自 Cocos2D-X 引擎中的文件。

Cocos2D-X\samples\TestCpp\Resources\TileMaps\ortho-objects.tmx

从文件头部的属性，我们可以知道此地图的拼接方式为“orthogonal”。这就是最传统的矩形砖块拼接
方式。读者可以借助此段代码，回顾一下对 TMX 格式的理解。文件中间部分的内容则直接跳过。没有新
的知识，读者还是自己来熟悉吧。数据文件中新增的内容是与对象物体属性有关的段落。
在对象 platform 中，可以看到在图 6-11 中所展示的摩擦力属性，其数值为 1.0。在此地图数据中存在
了七个对象物体，其中只有一个配有属性，另外有两个为图片对象物体。Cocos2D-X 引擎为开发者提供了
上述所有数据的函数接口。现在已经万事俱备，就剩下最后一步了，那就是将拼接地图数据利用 Cocos2D-X
引擎来实现。

6.6 砖块地图的实现
前面就说过 Cocos2D-X 引擎提供了一套完善的砖块地图实现技术。这也是引擎中唯一的游戏背景实现
的方法。本章节为读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读者一步步地阅读到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了，准备
了一张拼接好的地图，下面就要使用引擎中提供的功能来实现它了。

6.6.1 砖块地图类 CCTMXTiledMap
Cocos2D-X 引擎专门设计了一个类用来读取与解析 TMX 文件。此 TMX 文件就是前面列举的 Tile Map
Editor 项目工程文件，其中包含了地图拼接数据。引擎当中对应的类，就是类 CCTMXTiledMap。它继承自
CCNode 基类。此类为开发者提供了两个静态的创建函数。
//根据一个 TMX 文件来创建一个背景地图
static CCTMXTiledMap *
create (const char *tmxFile)
//根据一个 TMX 文件以及资源路径,来创建一个背景地图
static CCTMXTiledMap *
create (const char *tmxString, const char *resourcePath)

上面的两个函数并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拼接地图所用的图片资源信息也同样保存在 TMX 文件当中，
所以在代码中，开发者更习惯只有一个参数的简洁函数。根据引擎的说明文档，类 CCTMXTiledMap 提供
了对 TMX 文件的解析以及如何绘制的功能。所谓的解析，就是能够将 TMX 文件中的地图信息，加载为引
擎可用的对象。至于如何绘制，就是在内存当中将拼图信息以游戏画面组成方式保存。类 CCTMXTiledMap
几乎支持 Tile Map Editor 中所有的功能。它能够支持三种矩形、菱形、正六边形的拼接方式。同时，还支
持物体层、物体以及属性功能。下面列出了类 CCTMXTiledMap 具体的实现技术。
 每个砖块元素都会被当作精灵对象来处理。
 每个地图中的砖块，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被创建。这是为了节省内存的开销。只有在开发者调
用类 CCLayer 的函数 tileAt 之后，砖块对象才会被创建。
 每一个砖块元素都支持旋转、移动、伸缩、变色以及更改透明度。这正是将砖块元素视为精灵对
象而获得的自由。
 在引擎运行当中，开发者也可以删除或者添加砖块元素。
 砖块的 z 坐标，用于控制图块之间的遮挡关系。它也是可以在引擎运行期间修改的。
 每一个砖块都存在锚点。它是绘制时用于对齐的坐标点，默认为（0，0）
。
 每个地图对象也同样存在锚点，默认为（0，0）
。
 每一个 TMX 中的图层都会成为地图对象的子节点。
 每一个图层都将使用纹理图片集合的处理方式。
 地图中砖块元素的纹理图片将会被加载在 CCTextureCache 当中。
 每一个砖块元素都有一个唯一的标志数值。
 每一个砖块元素也拥有一个唯一的 Z 坐标值。此坐标从左上角开始，数值为“1”
，到右下角最大
值截止。

 每一个物体层中的对象都将会被放置在一个动态数组当中。
 对象的所有属性将会保存在一个字典容器当中。
 引擎中支持所有 Tile Map 对象的属性：地图、图层、物体层以及对象。
除了上面支持的功能，读者更应该注意下面 TMX 文件的使用限制。
 当前的版本仅支持一个图层对应一个图块纹理图片的方式。
 不支持嵌入式的纹理图片。
 仅支持 XML 格式的导出文件，不支持 JSON 格式的文件。
通过上面的介绍，读者已经清楚了类 CCTMXTiledMap 所提供的功能以及使用的限制。其初始化的函
数非常简单易用，只需要将地图数据的文件名作为参数传递，就可以创建一个地图对象。先不着急为读者
演示示例程序，先把所有的知识介绍完成后，再来看具体的使用代码。
代码 6-3

类 CCTMXTiledMap 的成员函数

//成员函数
//得到地图背景的尺寸
virtual const CCSize &

getMapSize (void)

//设置地图背景的尺寸
virtual void
setMapSize (const CCSize &var)
//得到地图背景中砖块元素的尺寸
virtual const CCSize &
getTileSize (void)
//设置地图背景中砖块元素的尺寸
virtual void
setTileSize (const CCSize &var)
//获得物体层中所有对象
virtual CCArray *
getObjectGroups (void)
//设置物体层的容器
virtual void
setObjectGroups (CCArray *var)
//获得地图的属性
virtual CCDictionary *
//设置地图属性
virtual void

getProperties (void)

setProperties (CCDictionary *var)

//构造函数
CCTMXTiledMap ()
//析构函数
virtual
～CCTMXTiledMap ()
//一个初始化函数
bool initWithTMXFile (const char *tmxFile)
//另一个初始化函数
bool initWithXML (const char *tmxString, const char *resourcePath)
//根据图层的名字,来获得图层
CCTMXLayer *
layerNamed (const char *layerName)
//根据物体层的名字,来获得物体层
CCTMXObjectGroup *
objectGroupNamed (const char *groupName)
//根据属性的名字,来获得数值
CCString * propertyNamed (const char *propertyName)
//根据 GID,获得属性字典
CCDictionary * propertiesForGID (int GID)

上述代码 6-3 列出了类 CCTMXTiledMap 所有的公共成员方法。读者将会逐渐地熟悉并使用它们。在
创建了一个地图对象之后，开发者就将其显示在画面当中。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已经为每个函数都添加
了注释。
下面来介绍一些包含于类 CCTMXTiledMap 内部的对象。这些对象也与上述函数存在关系。经过前面
的例子，我们知道一个地图背景中可以包含很多的层次。Cocos2D-X 引擎当中也设计了一个针对砖块图层

的类 CCTMXLayer。因为拼块图层中包含了许多的砖块精灵对象，但是它们的纹理图片都是来自一张，所
以拼块地图具备了较快的绘制速度。
注意：类 CCTMXLayer 继承自 CCSpriteBatchNode。它也具备了一个父类的特点，只能使用一张纹理
图片作为精灵图集。
开发者可以通过地图中每个图层的名字来获得对应对象。另外，也可以通过标签值来获取对应的图层。
注意图层的标签是按照前后顺序在创建地图对象时赋予的。具体的代码如下。
map->getChildByTag(tag_number); // 0=1st layer, 1=2nd layer, 2=3rd layer, etc...
map->layerNamed(name_of_the_layer);

通过上面的两个函数，可以获得对应图层的对象。比如 layerNamed 函数，就是通过图层名字来获得对
应的图层。此方法将会返回一个 CCTMXLayer 对象。此对象就代表了一个在地图中的拼接图层。类
CCTMXLayer 对象包含了当前图层的拼接数据。
注意：被设置成不可见的图层，在创建地图时，将不会被创建为对象。
这也就是说不能使用上述函数来获取。还有一个特殊的图层，那就是物体层。此图层内的数据，并不
是按照地图的网格来划分，而是由一个个对象组成。物体层更适合作为一个存放的容器类。
因此引擎的设计者就将物体层用另一个类 CCTMXObjectGroup 来表示了。每一个类 CCTMXObjectGroup
的对象中都包含了多个类 CCTMXObject 的对象。在地图对象中，开发者可以使用下面的函数来获得物体层
的数据，此函数的返回值也就是对象容器的指针。
map->objectGroupNamed(name_of_the_object_group);

上述函数 objectGroupNamed 将根据参数中的名字返回一个物体层对象。在获得了对象容器组织后，开
发者可以遍历其含有的对象，以此就能获得需要的对象物体。
除了上面介绍的函数，地图对象中还有一对与属性有关的函数。
map->propertyNamed(name_of_the_property);
layer->propertyNamed(name_of_the_property);
objectGroup->propertyNamed(name_of_the_property);
object->propertyNamed(name_of_the_property);

上述函数 propertyNamed 是根据属性的名字返回属性的数值。地图对象中各种属性，都是一个键值与
数值的一一对应关系。上面列出了地图对象、图层对象、物体层以及物体获得属性的函数。最后一个函数
propertiesForGID 则是将地图对象所有的属性作为一个字典容器来返回。
到此为止，所有与类 CCTMXTiledMap 有关的内容都已经介绍过了。此类只是作为一个地图对象，包
含了所有编辑器中的拼接信息。它包含了砖块元素、图层对象、物体层以及自身的属性。它就是地图背景
的使用者。开发者需要利用它来显示游戏背景。

6.6.2 地图图层类 CCTMXLayer
在 Tile Map Editor 当中，存在两种图层。一个为砖块拼接的图层，另一个是物体层。经过前面的介绍，
我们也得知在 Cocos2D-X 引擎当中同样提供了两个独立的类来对应这两种层次。下面就来看看这两个类都
提供给了开发者哪些公共成员函数。
代码 6-4

类 CCTMXLayer 的公共成员方法

//返回图层尺寸的大小
virtual const CCSize &

getLayerSize (void)

//设置图层尺寸的大小
virtual void
setLayerSize (const CCSize &var)
//返回砖块尺寸的大小
virtual const CCSize &

getMapTileSize (void)

//设置砖块尺寸的大小
virtual void
setMapTileSize (const CCSize &var)
//返回砖块属性信息
virtual CCTMXTilesetInfo *

getTileSet (void)

//设置砖块属性信息
virtual void
setTileSet (CCTMXTilesetInfo *var)
//返回图层属性字典（包含了所有属性）
virtual CCDictionary *
getProperties (void)
//设置图层属性
virtual void

setProperties (CCDictionary *var)

//构造函数
CCTMXLayer ()
//析构函数
virtual
～CCTMXLayer ()
//初始化函数，参数为：砖块配置对象,图形配置对象,地图配置对象
bool initWithTilesetInfo (CCTMXTilesetInfo *tilesetInfo, CCTMXLayerInfo *layerInfo, CCTMXMapInfo
*mapInfo)
//释放图层中砖块的拼接信息
void releaseMap ()
//返回指定位置的砖块对象
CCSprite * tileAt (const CCPoint &tileCoordinate)
//返回指定位置砖块对象的 ID
unsigned int
tileGIDAt (const CCPoint &tileCoordinate)
//返回指定位置砖块对象的 ID
unsigned int
tileGIDAt (const CCPoint &tileCoordinate, ccTMXTileFlags *flags)
//设置指定位置砖块对象的 ID
void setTileGID (unsigned int gid, const CCPoint &tileCoordinate)

//设置指定位置砖块对象的 ID
void setTileGID (unsigned int gid, const CCPoint &tileCoordinate, ccTMXTileFlags flags)
//移除指定位置砖块对象
void removeTileAt (const CCPoint &tileCoordinate)
//返回指定坐标的地图位置
CCPoint
positionAt (const CCPoint &tileCoordinate)
//返回指定属性数值
CCString * propertyNamed (const char *propertyName)
//创建图层中的砖块
void setupTiles ()
//得到图层的名字
const char *
getLayerName ()
//设置图层的名字
void setLayerName (const char *layerName)

上述代码 6-4 列出了类 CCTMXLayer 的所有公共成员方法。其中有几个是读者将来会经常用到的。它
们都是与拼接图层的数据有关的函数。因为图层对象是在创建地图对象时由引擎自动创建的，所以读者在
上述代码中并没有看到类 CCTMXLayer 的创建函数。只有释放函数 releaseMap，它是用来释放当前图层资
源的。只有当此图层不再进行修改时，才可以调用这个方法。否则，在其被释放之后再进行修改，就无从
下手了。函数 tileAt 将会返回一个砖块对象，具体的图块对象是通过参数中传递的位置来确定的。返回的
砖块对象是在调用此方法时新生成的。
这是读者需要留意的地方。在开始创建图层时并不会为每个砖块都生成一个精灵对象，只有当开发者
调用此方法来获得砖块对象时，才会创建。如此设计的原因无非就是为了减少内存的创建，节省运行空间。

其他的函数就不逐一介绍了。它们都很简单，读者通过注释就可以明白。

6.6.3 地图物体层 CCTMXObjectGroup
下面来看类 CCTMXObjectGroup 的公共函数。
代码 6-5

类 CCTMXObjectGroup 的公共成员方法

//得到物体层的偏移量
virtual const CCPoint &

getPositionOffset (void)

//设置物体层的偏移量
virtual void
setPositionOffset (const CCPoint &var)
//获得物体层的属性字典
virtual CCDictionary *

getProperties (void)

//设置物体层的属性字典
virtual void
setProperties (CCDictionary *var)
//获得物体层中的物体对象
virtual CCArray *
getObjects (void)
//设置物体层中的物体对象
virtual void
setObjects (CCArray *var)
//构造函数
CCTMXObjectGroup ()
//析构函数
virtual
～CCTMXObjectGroup ()
//返回物体层的名字
const char *
getGroupName ()
//设置物体层的名字
void setGroupName (const char *groupName)
//获得指定属性的数值
CCString * propertyNamed (const char *propertyName)
//根据属性名字,返回属性字典
CCDictionary * objectNamed (const char *objectName)

上述代码 6-5 展示了物体层类 CCTMXObjectGroup 的公共成员方法。与拼图图层相比，它的方法更为
少了一些，也更为简单。有了之前对于图层类 CCTMXLayer 的理解，这些函数读者通过注释也能猜出它们
的作用了。此类中的函数都是依据物理层所包含的数据来设计的。其中函数 propertyNamed 就是根据属性
的名字来获得具体数值的。另一个函数 objectNamed 则是根据对象的名字来返回一个可变的字典容器，当
中保存了所有的对象。
至此为止，已经为读者介绍了 Cocos2D-X 引擎当中几乎所有的与拼接地图有关的类以及它们的函数。
在熟悉了上述内容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最后一步，通过编码，将原来在 Tile Map 编辑器中拼接的地图背
景显示到界面当中。

6.7

示例项目

前面已经全面透彻地为读者介绍了 Cocos2D-X 引擎当中与砖块地图有关类和函数，读者也明白了砖块
地图拼接技术的实现原理。说了很多的理论，也做了许多拼接地图，是时候来为读者展示一些示例项目了。
希望通过以下的内容，可以加速读者消化吸收刚刚掌握的知识。
代码 6-6

isometric 拼接地图的使用

//初始化函数

TMXIsoObjectsTest::TMXIsoObjectsTest()
{
//创建地图对象
CCTMXTiledMap* map = CCTMXTiledMap::create("TileMaps/iso-test-objectgroup.tmx");
addChild(map, -1, kTagTileMap);
CCSize s = map->getContentSize();
////----UXLOG("ContentSize: %f, %f", s.width,s.height);
//获得物体层
CCTMXObjectGroup* group = map->objectGroupNamed("Object Group 1");
//UxMutableArray* objects = group->objects();
CCArray* objects = group->getObjects();
//UxMutableDictionary<std::string>* dict;
CCDictionary* dict;
CCObject* pObj = NULL;
//遍历物体层中的每一个物体对象
CCARRAY_FOREACH(objects, pObj)
{
dict = (CCDictionary*)pObj;
if(!dict)
break;
////----UXLOG("object: %x", dict);
}
}
//绘制函数
void TMXIsoObjectsTest::draw()
{
CCTMXTiledMap *map = (CCTMXTiledMap*) getChildByTag(kTagTileMap);
CCTMXObjectGroup *group = map->objectGroupNamed("Object Group 1");
CCArray* objects = group->getObjects();
CCDictionary* dict;
CCObject* pObj = NULL;
CCARRAY_FOREACH(objects, pObj)
{
//绘制物体层中的每一个物体对象
dict = (CCDictionary*)pObj;//dynamic_cast<CCStringToStringDictionary*>(*it);
if(!dict)
break;
const char* key = "x";
int
x
=
((CCString*)dict->objectForKey(key))->intValue();//dynamic_cast<NSNumber*>
(dict->objectForKey("x"))->getNumber();
key = "y";
int
y
=
((CCString*)dict->objectForKey(key))->intValue();//dynamic_cast<NSNumber*>
(dict->objectForKey("y"))->getNumber();
key = "width";
int
width
=
((CCString*)dict->objectForKey(key))->intValue();//dynamic_cast
<NSNumber*>
(dict->objectForKey("width"))->getNumber();
key = "height";
int
height
=
((CCString*)dict->objectForKey(key))->intValue();//dynamic_cast
<NSNumber*>(dict->objectForKey("height"))->getNumber();
//通过几何绘制,来描绘物体
glLineWidth(3);
ccDrawLine(
ccDrawLine(
ccDrawLine(
ccDrawLine(

ccp(x,y), ccp(x+width,y) );
ccp(x+width,y), ccp(x+width,y+height) );
ccp(x+width,y+height), ccp(x,y+height) );
ccp(x,y+height), ccp(x,y) );

glLineWidth(1);
}
}

上述代码 6-6 正是将图 6-8 中所示地图背景在代码中的使用方法。这些代码来自 Cocos2D-X 引擎当中
的 TileMapTest 示例项目。按照代码中的顺序，接下来为读者介绍其中一些主要的内容。
在此类的构造函数当中，创建了一个地图对象。创建地图对象的方法很简单。函数 create 的参数正是
Tile MapEditor 的地图数据文件。至于地图中所使用的砖块纹理图片，则会一同加载至内存当中。然后，在
地图对象中调用函数 objectGroupNamed 来获得地图对象中的物体层。代码中的函数 draw，则是根据物体对
象的位置以及大小的属性，在屏幕中绘制一个边框将物体对象描述出来。这样的话，在示例项目运行时，

就能看到与编辑器中一样的画面效果。
其实读者仔细分析上面的代码，其中没有复杂的内容。有了之前的理论铺垫，现在使用起来非常的顺
手。关于拼接地图的创建函数也有两行。一行代码创建地图对象，另一行代码添加到显示界面中。远比在
自制引擎中我们所做的工作少了很多。这主要得益于 Cocos2D-X 引擎为开发者通过简单的函数却提供了强
大的功能。在使用拼接地图时，只需要短短几行代码就可以将其显示在游戏界面当中。下图正是上述示例
项目的运行画面。
图 6-18 展示了本章节一直使用的一个地图背景。读者可以看到与 Tile MapEditor 中拼接地图一样的画
面效果。不仅如此，在示例项目中，读者还可以通过拖拽动作来查看地图背景的每个角落。这只是一个简
单的背景地图，甚至它单调的颜色，都很难用在哪款游戏当中，只不过是作为样例为读者介绍 45 度视角的
拼接地图。选择一个没有什么画面效果的拼接地图，这纯粹是为了方便介绍 Cocos2D-X 引擎中拼接地图的
用法。45 度拼接地图，容易让人产生空间的视觉效果。因此，我们再为读者展示一个 Cocos2D 引擎当中的
示例项目。其本身所使用的技术以及方法，与我们刚刚介绍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在画面表现上具备了层
次感，如图 6-19 所示。

图 6-18 TMXIsoObjectsTest 示例项目运行画面

图 6-19

TMXIsoZorder 示例项目

图 6-19 所示的画面仍然是来自 Cocos2D-X 引擎当中的 TileMapTest 示例项目。此示例项目是为了展示
拼接地图的遮挡效果。这些遮挡效果是通过砖块以及精灵的 z 轴坐标来实现的。从上图中，读者就可以清
楚看出 45 度拼接地图所带来的空间纵深感。在一片白色树木中，还站着一个精灵对象。画面中体现的层次
感都是根据 45 度拼接地图中的 z 坐标的顺序来实现的。这与之前的示例项目，在实现技术上并没有区别，
只是使用了不同的纹理图片而已，因此就不在此处浪费篇幅了，感情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到 Cocos2D-X 引
擎中的示例代码。
不过还有一些内容没有给读者介绍。在游戏当中，地图背景通常都不会静止不动，要不就是横向滚轴，
要不就是纵向滚轴，也有可能是全屏的滚动。固定背景的游戏，已经随着《贪吃蛇》而被历史铭记了。因
此接下来，将会为读者介绍游戏背景滚动以及精灵移动的方法。

6.8

背景的滚动与角色移动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另外一个拼接地图的示例项目，为读者展示拼接地图以及精灵的移动方式。这次
请读者先看示例项目的运行画面，再来看编写的代码。拼接地图的实现技术，对于读者来说已经不再陌生。
这种先看结果，后看过程的方式，更有利于读者的思考。如图 6-20 所示的画面。

图 6-20 TMXOrthoVertexZ 示例项目

从图 6-20 中，读者能得出哪些信息？毫无疑问这是一张砖块拼接地图背景，因为图中出现了许多重复
的内容。另外一点，这是一个正常视角的拼接地图，因为每一个砖块都是矩形。在画面中，树丛当中存在
一个移动的精灵。当然从截图中能看出精灵是移动的。读者需要运行项目才能够看出来。强调这一点的原
因是为了展现 z 坐标带来的层叠效果。
说明：z 坐标代表了精灵对象绘制的先后顺序。数值越大的对象，将会被提前绘制。
按照之前介绍的方法，在地图中的每一个图块都被创建为一个精灵对象。z 坐标将会按照从右上角到左
下角的顺序，以逐渐增加的方式复制给砖块对象。因此 z 坐标数值越大的砖块绘制的次序越靠后。这也就
意味着靠后绘制的对象会遮挡之前的对象。下面来看看精灵对象移动的代码。
代码 6-7

TMXOrthoVertexZ 构造函数

TMXOrthoVertexZ::TMXOrthoVertexZ()
{
CCTMXTiledMap *map = CCTMXTiledMap::create("TileMaps/orthogonal-test-vertexz.tmx");
addChild(map, 0, kTagTileMap);
CCSize s = map->getContentSize();
////----UXLOG("ContentSize: %f, %f", s.width,s.height);
//获得地图图层对象
CCTMXLayer* layer = map->layerNamed("trees");
//获得精灵对象
m_tamara = layer->tileAt(ccp(0,11));
CCLOG("%p vertexZ: %f", m_tamara, m_tamara->getVertexZ());
m_tamara->retain();
//执行动作
CCActionInterval* move = CCMoveBy::create(10, ccpMult( ccp(400,450), 1/CC_CONTENT_SCALE_
FACTOR()));
CCActionInterval* back = move->reverse();
CCFiniteTimeAction* seq = CCSequence::create(move, back,NULL);
m_tamara->runAction( CCRepeatForever::create((CCActionInterval*)seq));
schedule(schedule_selector(TMXOrthoVertexZ::repositionSprite));
}

上述代码 6-7 来自示例项目。以读者现在的水平，这段代码无需更多的介绍。这就是一个精灵对象，
在执行一个移动的组合动作。唯一不同的是，精灵对象并不是由纹理图片直接创建而来的，而是由地图中
的砖块对象转化而来的。除了精灵的移动，示例项目中的地图背景也是可以移动的。只要在界面中进行拖
动操作，就会看到背景画面的移动。这是通过以下代码来实现的。
代码 6-8

TileDemo 示例项目

void TileDemo::ccTouchMoved(CCTouch* touch, CCEvent* event)
{
CCPoint diff = touch->getDelta();

CCNode *node = getChildByTag(kTagTileMap);
CCPoint currentPos = node->getPosition();
node->setPosition( ccpAdd(currentPos, diff) );
}

这段代码只有短短几行，理解起来也十分简单。读者自己体会一下，需要留意的是移动目标是一个拼
接地图对象。
经过上面的介绍，读者应该发现地图对象的移动以及精灵对象在地图中的移动方法非常的简单。这和
之前介绍的 CCNode 对象的执行动作没有什么差别。确实是这样，因为 Cocos2D-X 引擎帮助开发者完成了
很多功能，所以我们才能如此轻易地就实现了地图以及精灵的移动效果。如果要让读者从零开始的话，就
不会这么简单了。
到此为止，读者已经完全掌握了引擎当中拼接地图的使用方法。凭借拼接地图的方式，读者可以应对
几乎所有游戏背景了。在制作游戏时，不要忽略背景地图的实现效果。它可是为玩家营造游戏气氛的关键
所在。甚至于有些游戏产品，会使用多层的游戏背景地图。通过它们之间的速度差，来制作空间。这在一
些跑酷或者横版滚轴类的游戏中十分常见。App Store 中曾经有一款非常流行的游戏，叫做《Tiny Winds》
，
其地图背景就分为了很多层。
图 6-21 所示的就是游戏《Tiny Wings》的画面。这款游戏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美术风格。当然玩法也是
非常有趣的，引人入胜的。此款游戏是 2011 年 App Store 最受欢迎游戏之一。之所以将此游戏作为例子，
就是为了让读者明白游戏背景的层次。从画面中，读者可以看到几个层次的游戏背景。按照我们之前所说
的层次分类，由近到远，此游戏的背景画面大致可以分为：条纹山峦算是前景层，山峦上的突起小丘算作
道具层，太阳和远山算作远景层，最后一层就是覆盖全屏幕的底色层。

图 6-21 Tiny Winds 游戏画面

不过，这只是我们对此游戏背景层划分的一种推测，只有开发者才会知道具体的层次划分。但是就算
是推测，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相对复杂的游戏背景。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移动效果。这样才能给玩家带来游戏
画面的纵深感。依靠着层次间不同的移动速度为玩家营造了更逼真的游戏氛围。接下来再为读者介绍一个
与游戏背景有关的类。它所提供的功能正是刚刚提到的多层背景移动的效果。

6.9 多层背景滚动效果
在 Cocos2D-X 引擎当中存在一个比较独立的类 CCParallaxNode，它为开发者提供了多层背景滚动的实
现效果。这也是一种常用于滚轴游戏中的技术方法。如果读者有过坐火车的经验，其实现的原理则很容易
理解。在火车旅行当中，人们在路途中无所事事的时候，总会习惯地望向窗外，看着窗外一棵棵飞过的树
木，一座座行走的山脉，仿佛曾经的过往，若有所思。此时读者回想一下窗外的情景，为什么树木的移动
要比山脉更快呢？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山脉里观察者的视觉更远，其速度变化不明显。此时回到游戏的背景画面上。
思考一下，如何在游戏中模拟这种现实的效果呢？无非就是让远处的背景比近处的背景移动得更慢一些。
这样就能够为玩家带来远近的视觉差效果。而类 CCParallaxNode 就是提供了这样的功能。它能够让自身的
子节点按照不同的速度来跟随父类对象的移动。来看看代码 6-9。
代码 6-9

ParallaxTest 示例项目

Parallax1::Parallax1()
{
// 最顶层,一个图片精灵对象
CCSprite* cocosImage = CCSprite::create(s_Power);
// 放大精灵对象的尺寸
cocosImage->setScale( 2.5f );
// 设置锚点为（0,0）
cocosImage->setAnchorPoint( ccp(0,0) );
// 中间层拼接地图对象
CCTileMapAtlas *tilemap = CCTileMapAtlas::create(s_TilesPng, s_LevelMapTga, 16, 16);
tilemap->releaseMap();
//设置锚点为（0,0）
tilemap->setAnchorPoint( ccp(0, 0) );
// 设置纹理的抗锯齿
tilemap->getTexture()->setAntiAliasTexParameters();
// 背景层另一个图片精灵
CCSprite* background = CCSprite::create(s_back);
//放大精灵对象的尺寸
background->setScale( 1.5f );
//设置锚点为（0,0）
background->setAnchorPoint( ccp(0,0) );
// 创建多层滚动的对象
CCParallaxNode* voidNode = CCParallaxNode::create();
// 下面添加三个子节点
// 添加背景层并设置坐标为（0.4x, 0.5y）
voidNode->addChild(background, -1, ccp(0.4f,0.5f), CCPointZero);
// 添加地图层并设置坐标为（2.2x, 1.0y）
voidNode->addChild(tilemap, 1, ccp(2.2f,1.0f), ccp(0,-200) );
// 添加顶层图片并设置坐标为（3.0x, 2.5y）
voidNode->addChild(cocosImage, 2, ccp(3.0f,2.5f), ccp(200,800) );
// 创建一些动作类让地图能够自由移动
CCActionInterval* goUp = CCMoveBy::create(4, ccp(0,-500) );
CCActionInterval* goDown = goUp->reverse();
CCActionInterval* go = CCMoveBy::create(8, ccp(-1000,0) );
CCActionInterval* goBack = go->reverse();
CCFiniteTimeAction* seq = CCSequence::create(goUp, go, goDown, goBack, NULL);
voidNode->runAction( (CCRepeatForever::create((CCActionInterval*) seq) ));
addChild( voidNode );
}

上面这段代码包含了一个类 CCParallaxNode 的对象和三个子节点对象。这三个子节点对象，其中一个
为拼图地图，两个为精灵对象。三个子节点都设置了不同的位置以及跟随的参数。当然还有子节点的 Z 坐
标。这决定了它们之间的遮挡关系。如图 6-22 所示，来看一眼程序的运行结果吧！最好的体验感觉还是读
者亲自运行示例程序吧！

图 6-22 ParallaxTest 示例项目执行画面

6.10 本章小结
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章介绍的内容。本章的知识定位很明确，那就是为读者介绍游戏背景的实现
技术。而对于 2D 游戏来说，主流技术就是砖块拼接的地图方式。砖块拼接的地图是由多个单独的图块拼
接组成的 2D 游戏世界。开发者可以利用几种拥有相同尺寸的图片创造出更大、更多样的游戏地图。读者
一共有三种类型的砖块可以选择，分别为矩形、菱形和正六边形。
在前面的内容中，分别为读者展示了游戏制作中使用最频繁的矩形和菱形。在选择了砖块的形状之后，
也就意味着确定了游戏的视角。
注意：游戏的视角并不能决定画面的层次。在任何视角下都会存在远近的遮挡效果。
我们已经知道了拼接地图的方式可以节省很多内存空间。这项技术能够在手持设备中大放光彩也就不
足为奇了。读者已经领略到了此项技术的好处。采用砖块拼接的游戏背景，原本一幅庞大的游戏背景，只
需要通过很少的图像元素就可以实现，大大地减少了内存使用量，提高了游戏运行效率。它可以缓解手持
设备的内存使用、运行效率和图像绘制限制。
笔者建议读者在游戏产品当中也使用此种方式。这是大多数 Cocos2D-X 引擎使用者的选择，也是大多
数游戏产品的选择。千万不要因为游戏画面略微损失，就放弃了砖块地图的方式。Tile Map Editor 和
Cocos2D-X 引擎的强大而完善的功能，足可以弥补画面效果的损失。
在章介绍中，读者领略了引擎对于编辑器的完善支持，但是也存在一些限制。在游戏制作之前，开发
者需要留意这些限制，并告知其他人员 Cocos2d-X 引擎对于 Tiled Map Editor 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图层
引擎能够完美支持 Orthogonal（矩形）
、Isometric（菱形）
、Hexagonal（六边形）
，但是每一个图层只能
对应一张纹理图片。这个限制主要是来自其父类 CCBatchNode。
2．数据格式
引擎当中不支持将图形文件保存在 TMX 文件中的导出格式，仅能够支持额外的“图块”图集方式。
这也就是说，地图数据必须由一个 tmx 文件和一个图像文件组成。开发者可以使用各种压缩的数据格式，
这些数据内容在引擎当中都可以实现。
3．数据文件
引擎中只提供了对 TMX 数据文件的支持，其他文件暂不能使用。
经过本章节的介绍，读者已经掌握了 Cocos2D-X 引擎当中对于游戏背景的实现技术。在游戏产品中使
用砖块拼接的地图背景，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性能和内存受限的手持设备。其实纵观游戏的发展

史，每一个新的平台都是从 2D 游戏开始起步，然后逐步过渡到 3D 游戏的。因此当下的手持设备游戏领域
仍然是 2D 游戏的天下。本身 Cocos2D-X 引擎也是一款 2D 游戏引擎。在读者掌握了其游戏背景的实现手
法之后，就能够应付大多数情况了。
注意：砖块地图也有不能处理的游戏背景，比如动态变化的空间，或者永不停止的流水。
本章节只是教给大家实现的技巧。在游戏制作的过程中，还需要经验的积累。游戏制作技术永远不是
门槛，一个游戏的品质在于可玩性。读者要在如何才能让游戏好玩上花费更多的心思。虽然掌握了游戏背
景的实现技术，但是要想充分利用它，读者还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比如章节最后所介绍的多层背景滚动
的方式，就可以应用在游戏当中。有很多类似的游戏，当玩家控制的角色移动时，游戏背景也会跟随移动，
这其中的细微变化，就决定了用户体验的好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