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Unity 基础（客户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实战开发之前，需要大家掌握客户端必要的基础知识，
而基础篇就是为此准备的。在基础篇中，介绍了 Unity 开发所需要的编程语言、图形学
技术、编辑器技术和系统程序开发等知识，以帮助大家打下客户端系统开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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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Unity 介绍与相关环境
的搭建和调试

本书给大家介绍一个智能系统整体开发的知识体系和流程方法。本章是本书开始篇
章，将为大家介绍掌握客户端必要的基础知识，以及基于客户端开发的框架和工具链——
Unity。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关于 Unity 引擎的学习吧。

1.1

Unity 引擎介绍

Unity 是一个在当今图形开发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图形引擎。Unity 引擎以其先进的构
造理念和长久的发展，如今在游戏和图形开发领域中是开发者使用最多、工作效率最高，
以及最适合入门的一门开发引擎。
Unity 引擎平台有哪些组成部分呢？下面将详细介绍。

1.1.1

Unity3D 引擎部分

本书把 Unity 3D 引擎的功能和框架分为几个特定模块，如图 1-1 所示。

图 1-1

Unity3D 引擎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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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功能模块相对应的说明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部分：
 人工智能（Arifical Intelligence，AI）模块：AI 模块可以控制单元模块，包括一些
自动寻路、障碍物避免、人物的状态机行为控制、人物 AI 行为树，以及 AI 之间的
状态交互管理模块。
 持久化存储模块：包括 data 的持久化存储，以及在移动化设备、PC 设备、Mac 设
备上跨平台数据至本地存储。
 Input 输入模块：引擎提供了跨平台的，基于 PC、Mac、主机、Android、iOS 等设备
的输入和输出控制模块，方便玩家不用去了解各个平台的平台 API 就可以在各个操
作系统下开发自己的系统输入和输出控制模块。
 Network 网络模块：
提供了一些基于 TCP/IP、UDP 和 WWW 等网络协议的通信 API，
并且提供了相应的网络管理模块，可以让开发者非常轻松地使用相应的网络操作，
解决开发者对于底层的网络协议控制和操作问题。
 GUI（图形用户界面）模块：提供了用户关于应用系统中所有按钮、菜单、小地图、
计算器操作图片，以及和用户交互 UI 的事件处理模块。
 3D 渲染模块：这个模块是 Unity 的主要模块，提供了场景的摄像机操作，把它所
看到的相关 3D 对象发送到渲染管线，并且提供渲染管线的顶点光照和像素处理的
Shader 编辑，让我们所操作和渲染的 3D 对象通过渲染后的效果呈现给用户。
 Music 组件（音乐音效处理）模块：提供了基于各个跨平台的操作系统中关于声音
和音效 API 的包装和处理，并且提供了基于 3D 场景环境下的音效和声音的处理，
能够使开发者高效应用高质量声效和声音的处理操作。
 物理碰撞和物理引擎模块：
提供了一种方便我们模拟真实世界和仿真世界中物体的
碰撞和重力，以及速度等效果的处理模块，能够让开发者赋予 3D 世界中的物体有
更加真实的体验。
 C#、Boo 和 JavaScript 脚本编程：提供了脚本语言和脚本编程的工作流，为用户提
供使用脚本和组件的编程模式，可以让用户把自己开发的应用分化成为不同的组
件，提供给开发团队或者发布到互联网上进行使用。
 游戏逻辑模块：是负责整个游戏的逻辑生命周期运行和计算方式的模块。

1.1.2

Unity3D 编辑器部分

Unity3D 编辑器是 Unity 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提供了一整套完成的工具链，能够极大
地提高 Unity 应用工程开发工作流程。
Unity3D 编辑器组成如图 1-2 所示。整个编辑器从最大层面上可以分为 5 部分：场景
视图（Scene）负责场景的编辑和可视化；游戏视图（Game）负责显示游戏中摄像机渲染
出来的场景，实际上就是对应最终输出的渲染效果；层级浏览视图（Hierarchy）负责查看
实际场景中物体的列表，以及表现它们的父子集关系；项目资源浏览视图（Project）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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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整个项目的代码和美术资源；监视视图（Inspector）负责调整应用中物体的属性和脚
本信息的调试加载。下面详细介绍。

图 1-2

Unity3D 编辑器组成

（1）场景视图：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编辑场景，是人和世界场景之间交互的一个入口。
另外，场景视图就是一个 3D 的编辑工具，在上面可以随意编辑场景中的内容。通过不同
的场景和组合形成我们的应用系统。
（2）游戏视图：负责显示游戏中渲染出的图像。游戏视图里所渲染出来的图像及 UI
交互功能，就是最终引擎发布出来的游戏表现。在这个视图中，读者可以测试、体验系统
输出的内容。
（3）层级浏览视图：包含了当前场景中所有的物体，是用来管理整个场景物体的视图，
在这个场景中控制和命名所有场景中的 3D 模型和预制体。在这个视图里读者也可以管理
物体的父子级关系。
（4）项目资源浏览视图：管理整个工程的资源，包括代码资源和图片资源，读者可以
从这个视图中导入或导出工程中的资源和打包插件。
（5）监视视图：在这个视图中，可以修改场景中物体的任何属性；可以给物体增加相
应的脚本程序；可以给物体增加相应的材质和动作等属性。这个视图是对物体细节属性编
辑的主要视图面板。
以上就是 Unity 编辑器中的 5 大模块。除了这些模块外，Unity 还有其编辑器，如材
质编辑器、动作编辑器、AI 状态机编辑器、光照遮挡 Drawcall 编辑器等。另外也可以集
成第三方开发的相关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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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引擎发展

现今，Unity 越来越受到开发者的追捧，但是 Unity 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火爆，
Unity 也经过了无数开发者日日夜夜的努力，经过了市场无数的验证才被认可。下面将介
绍 Unity 发展的几个里程碑事件。
 2004 年：Unity 引擎公司首次在丹麦注册。
 2005 年：Unity 在旧金山发布了 Unity 的 1.0 版本，正式对外公布使用。
 2008 年：Unity 引擎发布了 Windows 版本，支持 Windows 平台下的开发。
 2009 年：Unity 注册用户到达一个很高的基数，开始在各类图形引擎中脱颖而出。
 2010 年：Unity 支持 Android 应用的开发，正式打开了它的手游引擎之路。
 2011 年：Unity 支持 PS3 和 Xbox360 等，打开了它的主机游戏引擎之路。
 2012 年，Ubuntu 智能电视与平板电脑上市，两者都是基于 Unity 界面。
 2013 年至 2015 年，Unity 在手游界大放异彩，中国手游异军突起，Unity 成为开发
者选择最多的手游开发引擎。
 2016 年，Unity 发布了 Unity 5，引擎开始进入次时代引擎结构，大力支持 VR 和
AR，以及更高的图形渲染质量的开发。
 2017 年，Unity 发布了 Unity 2017，全面改进了图形与平台，增加了蓝图开发模式，
发布了 UnityTeams，无论是从表现、开发及协助的帮助上，Unity 都进入了全新的
世界和环境。

1.3

Unity 引擎应用场景和使用范围介绍

目前，Unity 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 3D 引擎。最开始 Unity 定位是 3D 的游戏
引擎和制作工具链，但是随着它越加丰富的功能和基于互联网的开发模式，它的第三方插
件库及 Asset Store 越来越丰富。在图形应用的各个行业，Unity 凭借编辑器方便的可视化
操作和组件化的开发模式，已经逐渐成为三维应用开发的必备工具。
在游戏行业中，Unity 用来制作跨平台的 3D 和 2D 游戏。它可以轻松地制作跨平台游
戏，特别是在手机游戏领域的开发上，Unity 引擎是开发商的首要选择，如图 1-3 所示。
2016 年，Unity 在 VR/AR 行业和技术方面成为了一个开发使用的重点工具。比如，
三星 Gear VR 打造的基于智能手机的 VR 头盔设备里，90%以上的游戏都是使用 Unity 引
擎开发的，如图 1-4 所示。
Unity 还经常用于仿真系统，比如模拟交通行驶、物理实验、建筑桥梁，以及战场环
境的实际运算展示和结果模拟，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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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图 1-5

Unity 游戏开发

UnityVR 操作

Unity 交通运转仿真模拟

除了这些热门的应用场景，Unity 还经常用于医疗、教学及科研场景当中，如图 1-6
所示，它在图形图像领域已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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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飞行器研究模拟

Unity 软件安装

本节将开始学习 Unity 的安装和注意事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在 Unity
的开发环境当中，读者主要需要关注 3 个平台：Windows 系统的 PC 平台、Android 平台
及 iOS 平台。在现今的开发环境当中，主流的系统运行环境都基于这 3 个平台进行客户端
的使用，用户的使用基数也能基本覆盖。
首先需要下载对应的 Unity 安装版本。目前，Unity 最新的版本是 Unity 2017，后续的
开发也基于此版本为大家讲解。
（1）打开 Unity 的官方网站 https://unity3d.com/cn/，如图 1-7 所示，单击“下载 Unity”
按钮开始下载。

图 1-7

Unity 安装程序下载

（2）下载完成后，单击.exe 文件并启动在线安装程序，如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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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Unity 在线安装程序

（3）一直单击 Next 按钮到达 Unity 安装内容选择部分，如图 1-9 所示。在这里选择我
们需要安装的内容，包括 Unity 的安装内容、Visual Studio 2017 的开发环境，以及 Android
和 iOS 的 Build 插件支持。

图 1-9

Unity 安装内容选择

（4）
单击 Next 按钮，
然后选择 Unity 的安装目录，
本书中默认的安装目录为 D:\Unity2017，
如图 1-10 所示。
（5）一直单击 Next 按钮然后等待 Unity 在线安装结束，完成 Unity 的安装过程，如
图 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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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安装目录选择

图 1-11

Unity 2017 在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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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Windows 环境的安装和搭建

Unity 引擎在 1.4 节已经安装完毕了，对于在 Windows 环境下进行程序开发，可以使
用 Unity 原生所带的编辑器 Mono Develop，但是在 Windows 环境下进行 C#语言及 C++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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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开发，最好使用 IDE。本节将带大家安装 Window 环境下进行 C#/C++语言开发的 IDE
“神器”——Visul Studio 2017 及 Unity 的 Visual Studio 插件，帮助读者结合 Unity 引擎编
辑器了解 Visul Studio 2017 强大的开发功能。
（1）打开网址 https://www.visualstudio.com/zh-hans/downloads/，选择个人版下载 Visul
Studio Community 2017，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Visual Studio 2017 下载页面

（2）启动下载的 Visual Studio 2017 在线安装程序，等待安装程序准备成功以后，
选择 Visual Studio 2017 开发所需要安装的库，填写 Visual Studio 2017 的安装路径
到 D 盘，如图 1-13 所示。这里我们只选择本次开发所需要的库文件，避免安装系
统过大。

图 1-13

Visual Studio 2017 安装面板

（3）等待 Visual Studio 2017 安装完成以后，Windwos 下的开发编程环境就安装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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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Android 环境的安装和搭建

Unity 在编译出 Android 版本时，需要打包成为 Android 的 APK。在 Unity 中有两种方式：
 直接通过 Unity 的打包流程，使用 Android 的 SDK 和 NDK 打包 APK；
 通过 Unity 编译出 Eclipse 的 Android 工程，再通过 Eclipse 打包 Anddroid 的 APK。
本节介绍第一种打包方式，这里需要配置 Android SDK 和 NDK。关于第二种打包方
式，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Eclipse 开发 Android 程序的流程和工程配置。
（1）配置对应的 JDK（Java 的运行库）。打开网址 http://jdk.android-studio.org/，选择
对应 1.8 版本的 64 位或者 32 位的运行库进行下载，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JDK 下载页面

（2）运行 JDK，按默认路径安装 JDK 对应的运行库，如图 1-15 所示。

图 1-15

JDK 1.8 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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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DK 安装完成以后，需要设置 JDK 环境变量，相关步骤可参考网址 https://jingyan.
baidu.com/article/ab69b270c01a4d2ca7189f8c.html，学习相应的 JDK 配置，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JDK 环境变量配置

（4）下载对应 Android 的 SDK 和 NDK，打开网址 http://adt.android-studio.org/，
选择与机器对应的 64 位或 32 位的 ADT 进行下载，并且在本地完成解压，如图 1-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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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 Android 下载和解压以后，需要在 Unity 编辑器中配置对应的 Android SDK、
JDK 和 NDK 的路径。打开 Unity 编辑器→选择 Edit→选择 Preference→选择 External Tools,
然后填写对应的 SDK 路径、JDK 路径和 NDK 路径，如图 1-18 所示。

图 1-17

Android ADT 下载页面

图 1-18

Unity Android 配置界面

（6）以上是 Android 的配置。iOS 的配置在 Windows 下无法制作，iOS 的打包是通过
输出 Xcode 的工程在 Mac 环境下进行打包，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自行了解 Mac 下 Xcode
环境的开发和 iOS APP 的开发流程。
（7）完成了以上配置以后，我们可以打开 Unity 编辑器，打开 File→Building 查看 PC
环境下的 Building、Android 环境下的 Building 和 iOS 环境下的 Building。如果 Building
按钮都能使用，表示环境配置正确，如图 1-19、图 1-20 和图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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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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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平台打包

图 1-20

Android 平台打包

图 1-21

iOS 平台环境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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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授权

随着 Unity 的普及，也为广大开发者带来了好处，在 Unity 5.x 版本后，Unity 推出了
免费个人版，几乎包含了 Unity 所有功能的使用权，这对于初学 Unity 又无力购买正版授
权的朋友来说，就不需要再使用注册机来注册了。那么如何操作才能激活免费授权呢？下
面将详细介绍。
（1）双击桌面安装好的 Unity 2017 图标，会看到一个 License Error（授权错误）的界
面，如图 1-22 所示。

图 1-22

Unity 授权错误界面

（2）单击界面右上角的 SIGN IN 按钮，弹出登录界面，然后登录 Unity 开发者账号。
该账号是在 Unity 官网进行注册的，官网地址为 https://unity3d.com/cn/。Unity 登录界面如
图 1-23 所示。

图 1-23

Unity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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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录完成以后，单击 Re-Active（重新激活）按钮，进入激活界面，然后单击 Unity
Personal 按钮，进入授权选择界面。然后选择第三个选项进行激活，Unity 个人版的激活就
完成了，如图 1-24 所示。

图 1-24

授权选择界面

（4）进入 Unity 编辑界面，选择 Help→About Unity 选项，弹出 Unity About 界面，我
们可以看到当前的授权状况，是 Unity 个人版的授权，如图 1-25 所示。

图 1-25 Unity About 界面

1.8

Unity 服务

通过前面几节的学习和操作，完成了 Unity 所有的安装和环境配置工作，那么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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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哪些其他服务呢？
读者可以打开 Unity 的服务网站 https://unity3d.com/cn/services 进行了解，如图 1-26
所示，此处不再详述。

图 1-26

Unity 服务

学习完本章内容，读者可以回顾一下这些知识，自行动手进行相关的配置和安装。下
一章将开始 Unity 开发的功能学习，并带领大家体验将要开发的智能仿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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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已经安装了开发所需要的环境和开发工具。从本章开始，将进入学习和实践的
过程。本章我们将熟悉开发环境，体验将要开发的仿真系统。

2.1

创建第一个空的工程

第 1 章已经安装好了 Unity 环境，那么如何创建 Unity 客户端工程呢？具体步骤如下：
（1）双击桌面的 Unity 2017 运行程序，启动 Unity 程序，进入创建工程的界面，如图 2-1
所示。

图 2-1

Unity 2017 启动项目选择

（2）单击 New 选项，选择创建项目，在项目选项中选择 3D，路径可以根据自己的磁
盘情况进行设置，默认把项目名设置为 CarProject，配置完成以后单击 Create project 按钮
建立项目工程，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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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项目创建界面

（3）新的工程就创建好了。重新启动 Unity 程序，进入 Unity 的工程当中，可以看到
Unity 的操作主界面，如图 2-3 所示。

图 2-3

Unity 操作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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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建第一个脚本程序

通过 2.1 节，我们创建了第一个工程，本节将会创建一个测试的 C#脚本程序，并编辑脚本
程序代码。
（1）在 Project 视图的 Asset 文件夹下，在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 Create→C# Script 创
建一个脚本程序 TestHellow，如图 2-4 所示。

图 2-4

创建脚本程序

（2）双击创建的 TestHellow 脚本程序，启动 VS IDE，并进入脚本程序编辑界面，脚
本程序中继承的类 MonoBehaviour 就是 Unity 脚本的基类，如图 2-5 所示。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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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第一个 Hello Word 程序

本节编写一个测试程序，程序需要在空白界面上输出 Hello World 这样的一段文字，
具体步骤如下。
（1）在 TestHello 类中写一段函数程序，具体代码示例如下：
// Use this for initialization
void Start () {
}
//脚本中在屏幕显示 UI 的 GUI 程序片段
void OnGUI()
{
//在界面的中心位置输出一段长为 100、高为 100 的文字块，里面输出指定的文字
GUI.Label(new Rect(Screen.width / 2, Screen.height / 2, 100, 100),
"Hello World!");
}
// Update is called once per frame
void Update () {
}

（2）关闭脚本程序，在 Unity 编辑器 Hierachy 视图中选择 Main Camera 组件，并且给
这个组件在 Insprector 视图中附加脚本程序，接着在 Camera 组件中的 Clear Flags 选项中
选择属性 Solid Color。完成后单击编辑器上方的启动按钮，运行程序就可以看到 Game 视
图中输出了 Hello World，如图 2-6 所示。

图 2-6

运行 Hello World 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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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编译输出第一个程序

2.3 节中我们完成了编写 Hello World 程序，并且进行了输出测试。接下来需要编译输
出成 Windows 上可以运行的.exe 程序，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1）选择 File→Build→PC Plateform 平台选项，保存当前场景为 HelloScence，并添加
到编译场景当中，如图 2-7 所示。

图 2-7

保存输出编译场景

（2）单击 Build 按钮，选择我们所要输出的目录，在 CarProject 目录中建立一个 Client
目录作为输出目录，编译输出 Client.exe 作为输出程序，如图 2-8 所示。

图 2-8
·22·

输出编译目录

第2章

2.5

编写 Hello World 与仿真系统体验

运行 Hello World

在 2.4 节输出了 Client.exe，这个就是最终发布的运行程
序了。双击这个程序，就可以运行 Hello world 程序，显示输
出对应的文字，如图 2-9 所示。
以上就完成了第一个程序的开发和编译。读者可以自己改
图 2-9 Hello World 运行输出
变一些输出内容，测试并熟悉整个开发和发布过程。

2.6

打开仿真程序 Demo

上一节发布了第一个测试程序，本节我们介绍将要开发的这个仿真程序，具体步骤如
下所述。
（1）运行系统的服务器程序，打开提供的运行程序中的服务启动文件。文件地址为
D:\CarProject\Server\Release\ start.bat，这时会启动几个运行界面，这就是服务处理程序，
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服务器处理程序

（2）启动态势管理端的程序，态势端管理程序的具体运行地址位置是 D:\CarProject\
rhino_resource\client_taishi\client.exe。启动态势端管理程序，将到达登录界面。登录账号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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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分别是 administrator 和 s123321（具体的账号和密码可以在文件 D:\ CarProject\ProjectS_
mathmake\data\dist\sourcedoc\loginuser 中查询），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态势端登录界面

（3）同样，按照第（2）步的步骤，再启动一个士兵队长的客户端，具体程序的运行
地址是 D:\CarProject\rhino_resource\client_fendui\client.exe。启动士兵运行程序，到达登
录界面，登录账号和密码分别是 blueadmin1 和 s123321（具体的账号和密码可以在文件
D:\CarProject\ ProjectS_mathmake\data\dist\sourcedoc\loginuser 中查询），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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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仿真系统

通过 2.6 节的介绍，或许大家对这个系统有了一种好奇又陌生的感觉，不明白这是一
个什么样的系统。本节将具体介绍这个仿真系统。本书中的这个仿真系统是一个仿真训练
的应用系统。作为教学的一部分，它具有给训练人员提供训练和娱乐两种重要的功能。
本书虚拟仿真训练系统包含了以下结构。
 服务器逻辑系统：主要是处理联网和数据交互逻辑相关的机器，这个将在后面网络
开发部分会具体介绍。
 数据库系统：主要用来存储与用户和教学相关的数据，以及在仿真过程中产生的学
员成绩信息和仿真信息等。
 教导员使用客户端：主要是仿真中老师使用的客户端，用于仿真当中的任务发布和
学员功能的授权。它还负责仿真任务的查看和管理工作。
 学员客户端：分为红、蓝两方，每组 12 个学员（每组一个队长）。每个学员一个
客户端，使用同一个客户端系统，通过不同的账号授权获得不同的权限和功能。
 在虚拟仿真训练中，通过教员-学员-系统之间的互动体验虚拟仿真带来的知识和演
练，让学员更容易接受教员所教的知识点。

2.8

进入训练场准备体验训练操作

本书的仿真系统有教导员和训练人员两个端。在登录账号以后，根据操作提示，进入
训练中心，等待仿真开始，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仿真训练中心

单击“开始训练”按钮，进入训练场。2.9 节中将介绍使用士兵端进行仿真系统的体
验，如图 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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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2.9

训练准备开始倒计时

控制人物行走

进入训练场以后，可以看到加载的仿真人物。本节将带领大家体验仿真人物的行走操
作，具体操作方法如下所述。
 使用键盘 W 键控制人物往前走；使用键盘 A 键控制人物往左走。
 使用键盘 S 键控制人物后退。
 使用键盘 D 键控制人物往右走。
 按住 Ctrl 键不放控制人物下蹲。
 按住 Ctrl 键不放+方向键，控制人物匍匐前行。
 使用鼠标可以控制人物的方向和视角转换。
 使用键盘 1、2、3、4、5 等按键可以实现装备的切换。
 使用键盘 F1、F2 键可以实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切换。
 使用鼠标左键可以实现武器的开火和手雷的抛射。
具体操作如图 2-15 所示。

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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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动第一辆汽车

在 2.9 节中我们操作了仿真人物进行行走。本节将带领大家来体验一下车辆的操作。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所述。
（1）靠近车辆，按 E 键实现上下车操作。
（2）上车后使用 W、A、S、D 键操作车辆的行走方向和转弯方向控制。
（3）使用空格键实现车辆的刹车操作。
（4）可以使用 F1、F2 键切换车辆的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2.11

车辆操作

完成第一个仿真任务

在 2.10 节中，我们已经开上了系统中的大汽车。那么如何完成这个仿真任务呢？本节
我们将躲避火焰障碍，到达任务固定点。我们需要开动这辆车在道路上行走，到达系统指
定的任务地点即可完成任务，如图 2-17 所示。

图 2-17

完成火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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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本章小结与分析

这里来总结下本章的知识点，并布置一些小任务，具体要求如下：
（1）如何去创建一个空的 Unity 工程？这里读者可以去分析一下，在 Unity 工程当中，
Asset 文件夹、Library 文件夹和 ProjectSettings 文件夹分别有什么作用，对一个工程有什
么影响。
（2）本章我们学习了如何给工程添加一个脚本程序。请读者自己制作一个简单的脚本
程序，控制一个矩形物体旋转。
（3）我们一同去体验了本书仿真系统程序，并且完成了过火障任务。读者可以尝试完
成系统中的其他仿真任务，体验更多的系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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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 章中通过体验仿真系统，相信大家已经对本书将要开发的系统有了初步的了
解。那么我们要开发一个具有图形客户端-服务器交互的仿真系统，需要具备哪些开发知
识呢？本章将带领大家来学习图形客户端开发所需要的 Unity 开发语言——C#。

3.1

C#语言介绍

C#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在 C++语言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它是基于托管生成和指针管理
的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相比 C++语言，它是一门更加简单、安全和易于学习的语言。
它继承了 C++语言强大的功能，摒弃了一些 C++语言里比较复杂的使用方法，比如去掉了
宏模板多重继承这些复杂的概念。C#语言借用了 Visual Basic 语言的可视化编程方法，基
于.NET 的开发库，开发了一套 C#使用的可视化编程库，让 C#语言，既拥有 C++语言的
强大能力，也更加人性化，让开发人员更加易于上手。
C#语言具有以下特性：
 语言简洁。
 保留了 C++语言的强大功能，也可以与 C++语言进行交互。
 快速应用开发功能。
 语言的自由性。
 支持跨平台。
 强大的 Web 服务器控件。
C#语言与 C++语言相比较，有哪些改进和区别呢？
 编译目标：C++语言是一种 Native 代码，它可编译为本机直接执行的机器码；C#语言
默认编译为一种中间语言，在执行的时候通过底层模块的调用机器码运行执行。
 内存管理：C++语言需要手动编码，删除已动态分配的内存，而 C#语言提供了垃圾
回收机制，自动在合适的时候回收不再使用的内存。
 指针的使用：C++语言中大量使用指针，但是在 C#语言中使用指针必须声明是非安
全的，一般情况下 C#语言不使用指针。
 继承：C++语言允许类的多继承，C#语言只允许类的单继承，或者通过接口实现多
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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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是否对 C#语言有了一定的了解呢？下面我们打开 Visual Studio 2015，编写
一段小程序，对 C#语言进行更深的体会和认识，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1）打开 Visual Studio 2015，选择新建 C#控制台工程，定义工程名为 HelloCSharp。
单击“确定”按钮，工程就会创建并自动打开工程 Program.cs 程序文件，如图 3-1 所示。

图 3-1

C#工程创建

（2）修改 Program.cs 程序，主要代码如下：
//程序命名空间
namespace HelloCSharp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初始化字符串
String outstr = "Hello Sharp!";
//输出字符串到控制台
Console.WriteLine(outstr);
//停留程序
while(true)
{
}
}
}
}

（3）程序编写完成以后，右击 HelloCSharp 工程，编译程序，然后按 F5 键运行程序，
运行结果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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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运行控制台结果

C#常用数据结构介绍

在 3.1 节中我们编写了一段 C#小程序，对 C#程序有了一定的了解。本节就向大家介
绍一些 C#常用的数据结构。

3.2.1

ArrayList 链表结构

ArrayList 是 C#数据集合中的一个数据结构，它是使用数组来实现的一个链表结构。
ArrayList 对象会按照它存储的对象动态地调整它的控件和内存，一般会在达到比较多的内
存时进行一次扩容和数据迁移。所以，在声明 ArrayList 对象时不需要具体确定它有多大，
可以动态地去添加数据，具体代码如下：
ArrayList list1 = new ArrayList();
//新增数据
list1.Add("cde");
list1.Add(5678);
//修改数据
list[2] = 34;
//移除数据
list.RemoveAt(0);
//插入数据
list.Insert(0, "qwe");

3.2.2

泛型 List

List 类是 ArrayList 结合模板实现的一种泛型的数据存储类，可以调整存储的对象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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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变量的存储等。它在使用上和 ArrayList 没有区别，唯一要注意的是在初始化的
时候需要给模板设定具体的类型，具体使用如以下代码所示。
List<string> list = new List<string>();
//新增数据
list.Add(“abc”);
//修改数据
list[0] = “def”;
//移除数据
list.RemoveAt(0);

3.2.3

Stack 栈

栈是一种数据结构，具有先进后出的特性，数据会不断地往下压，沉入到更底层。它
按照先进后出的原则存储数据，先进入的数据被压入栈底，最后进入的数据在栈顶。假如
我们需要读取数据，就需要弹出最上层数据，直到弹出我们所需要的数据。栈具有一个非
常大的好处，就是栈具有记忆能力，删除或者插入数据时不需要改变栈的指针。
栈作为一个数据，是允许在同一端进行插入和删除的，这时我们会把栈的两端分为栈
顶和栈底。允许进行插入和删除操作的一端为栈顶（top），另一端为栈底（bottom）。栈
底是固定不变的，而栈顶随着插入或者弹出是一直变化的；当栈中数据个数为 0 时称为空
栈。在操作时，我们插入或输入数据一般称为进栈（push），删除数据则称为退栈（pop）。
栈也称为后进先出表。
读者可以在 Program.cs 中修改代码，具体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声明栈的对象
Stack testst = new Stack();
//数据入栈
testst.Push('B');
testst.Push('C');
testst.Push('D');
testst.Push('E');
//遍历栈按顺序输出
Console.WriteLine("当前栈的数据: ");
foreach (char c in st)
{
Console.Write(c + " ");
}
Console.WriteLine();
//数据入栈
testst.Push('V');
testst.Push('H');
Console.WriteLine("下一个弹出的数据为: {0}",
//返回栈顶部数据
testst.P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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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WriteLine("Current stack: ");
foreach (char c in st)
{
Console.Write(c + " ");
}
Console.WriteLine();
//数据开始出栈
Console.WriteLine("开始删除数据");
testst.Pop();
testst.Pop();
testst.Pop();
//遍历输出栈里的数据
Console.WriteLine("当前栈的数据为: ");
foreach (char c in st)
{
Console.Write(c + " ");
}
}

3.2.4

队列 Queue

队列是一种数据结构，它具有先进先出（FIFO）的特点，就是先存储进入的数据，在
删除的时候要优先删除弹出。队列在程序空间使用，在队列中使用泛型模板来定义数据结
构 Queue<T>，在数据结构使用的时候需要指定数据类型 T。在内部，Queue<T>类使用 T
类型的数组，它的使用方法跟前面提到的 List<T>比较相似。另外，队列的数据结构实现
ICollection 和 IEnumerable<T>接口，但没有实现 ICollection<T>接口，它具有迭代器的功
能，但是对于 ICollection 接口使用的 Add 和 Remove 的接口，在队列里面没有对应的功能。
读者可以修改 Program.cs 代码进行测试，具体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申请队列对象
Queue testq = new Queue();
//队列加入数据
testq.Enqueue('D');
testq.Enqueue('A');
testq.Enqueue('B');
testq.Enqueue('C');
Console.WriteLine("输出当前队列 queue: ");
//遍历输出队列数据
foreach (char c in testq)
Console.Write(c + " ");
Console.WriteLine();
//队列继续加入数据
testq.Enqueue('V');
testq.Enqueue('H');
Console.WriteLine("输出当前队列 queue: ");
//遍历输出队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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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ach (char c in testq)
Console.Write(c + " ");
Console.WriteLine();
Console.WriteLine("删除一些数据 ");
//队列数据出列
char ch = (char) testq.Dequeue();
Console.WriteLine("删除数据: {0}", ch);
//队列数据出列
ch = (char)q.Dequeue();
Console.WriteLine("删除数据: {0}", ch);
}

3.2.5

字典 Dictionary

Dictionary 是由 key-value 的索引键值组成的数据集合的数据结构。字典中 key 必须是
一个唯一的值，它是基索引计算的对象；value 可以不是唯一的。字典通过一个键读取一个
值的时间接近 O(1)。一般来说，使用 Dctionary 的模板是泛型的，需要我们指定使用的参
数类型。
字典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定义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sinDic = new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添加元素
sinDic.Add("txt", "notepad.exe");
sinDic.Add("bmp", "paint.exe");
sinDic.Add("dib", "paint.exe");
sinDic.Add("rtf", "wordpad.exe");
//取值
Console.WriteLine("For key = \"rtf\", value = {0}.", sinDic["rtf"]);
//更改值
sinDic["rtf"] = "winword.exe";
Console.WriteLine("For key = \"rtf\", value = {0}.", sinDic["rtf"]);
//遍历字典
foreach (KeyValuePair<string, string> kvp in sinDic)
{
Console.WriteLine("Key = {0}, Value = {1}", kvp.Key, kvp.Value);
}
//删除元素
sinDic.Remove("doc");
if (!sinDic.ContainsKey("doc"))
{
Console.WriteLine("Key \"doc\" is not found.");
}

以上就是在 C#程序开发中一些常用的数据结构。当然 C#还有许多其他的数据结构，
比如双向链表、HashMap 等。数据结构在程序开发当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继续学习 C#的数据结构，掌握更多的数据结构及原理，在开发过程中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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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的接口与继承

在面向对象的概念中，可以把继承分成两大类：实现继承和接口继承。

3.3.1

实现继承和接口继承

实现继承：首先是已经有了一个能够初始化的基类，然后再继承这个基类，并且重新
实现它的部分函数的功能。在实现继承的时候，如果派生类没有覆盖基类函数代码，功能
函数将与基类共享代码。这代表了共享代码的开发概念。
接口继承：表示在基类方面都是虚函数，并且需要派生类去继承这个抽象类里所有的
接口，然后实现这些接口。

3.3.2

多重继承

C#是不支持多重继承的，也就是说，C#是不允许派生类继承两个可以实现的基类，
但是 C#允许派生类继承多个接口，可以使用接口分离功能函数，区别功能类别。C#所有
类都继承基类 System.Object，C#可以使用接口，与它组成新的类。

3.3.3

结构的继承

在 C#中结构体是不能实现继承的，也就是说，Struct 不能继承另外一个 Struct。但是
可以使用继承 Interface 接口，分化它的功能函数和功能对象的实现。
这里我们来编写一段类的继承，具体代码如下：
class Eat //共同特点:吃
{
public string name{ get; set; }
public void eat()
{
Console.WriteLine("可以吃的:");
}
}
class Fly//不同特点:飞
{
public string name { get; set; }
public void fly()
{
Console.WriteLine("能吃能飞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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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ple 继承于 Eat 就有了吃的能力
class People:Eat
{
public void people()
{
Console.WriteLine("{0}!",name);
}
}
//Bird 继承于 Fly 就有了飞的能力
class Bird : Fly
{
public void bird()
{
Console.WriteLine("{0}!",name);
}
public void eagle()
{
Console.WriteLine("{0}!",name);
}
}
//修改我们的 Progrm.cs 的主运行程序
public class Program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eople p = new People();
Bird b = new Bird();
p.name = "人";
b.name = "老鹰";
b.bird();
b.eagle();
p.people();
}
}

如何在 C#中使用接口，并且实现类的接口呢？具体代码示例如下：
public interface IWorker{ void work(string s); }
class AIReal1 : IWorker
{
public void work(string s)
{
Console.WriteLine("我的名字是仿真人 1，我的工作是" +s);
}
}
class AIReal2: IWorker
{
public void work(string s)
{
Console.WriteLine("我的名字是仿真人 2，我的工作是"+s);
}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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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接口实例化 1
IWorker ai1 = new AIReal1();
//通过接口实例化 2
IWorker ai2 = new AIReal2();
//通过接口运行 1
ai1.work("开发");
//通过接口运行 2
ai2.work("编程");。
}
}

3.4

C#的委托

在开发的各种系统中，在程序设计上是如何处理事件的触发问题呢？C++中使用函数
指针来处理回调函数，但是这样的做法有巨大的副作用。而在 C#中使用委托来封装事件
处理函数的指针，并且使用委托来定义对象触发的事件。
在 C#中如何实现一个委托呢？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1）声明一个 delegate 对象，它和要定义的一系列触发的方法有相同的参数和返回类
型。具体申请代码如下：
Public delegate void InviteEventHandler(string name);

（2）必须先实例化委托，创建一个 delegate 对象，然后把要委托的方法绑定到这个对
象上。
（3）使用委托。在前面对象绑定了委托的方法后，我们只需要触发这个对象委托的事
件，就会调用对应的委托方法了。
具体的示例代码如下：
Class Program
{
//定义委托声明的方法
delegate int TestDelegate(object i_object);
//定义委托的对象
static event TestDelegate m_myevent;
//程序运行的入口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申请委托对象事件
TestDelegate m_delegate = new TestDelegate (MyWrite);
m_delegate("This is a delegate object to call the raw function.");
//绑定委托对象
m_myevent += m_delegate;
m_myevent += new TestDelegate(MyWrite);
m_myevent +=new TestDelegate(Class1_m_myevent);
if(m_myevent!=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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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添加的委托方法事件
m_myevent("This is a event funcaion on the delegate.");
}
}
// Mywrite 函数是满足前面委托对象声明的同样的函数方法
Static private int MyWrite(object i_string)
{
Console.WriteLine(i_string);
return i_string.ToString().Length;
}
// Class1_m_myevent 函数是满足前面委托对象声明的同样的函数方法
private static int Class1_m_myevent(object i_object)
{
Console.WriteLine(i_object);
return 0;
}

}

通过代码测试，相信大家对委托的使用有了一定的了解，重点需要记住委托有以下特点：
 委托在概念上类似 C++中的指针，但是它是类型安全的，不会出现内存泄露。
 委托可以把方法作为参数进行传递。
 委托用来定义函数回调的方法。
 委托可以把委托和委托之间连接起来，比如一个事件同时响应多个方法。

3.5

C#多线程使用介绍

在我们的系统当中，由于一些资源的加载和耗时的处理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的流畅
性。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多线程编程，使用更多的 CPU 内核进行运算。
C#在它的接口空间 threading 中提供了多线程开发的类和接口，能够给开发者提供非
常方便的函数和方法，可以跟操作系统进行多线程的交互处理。本节将介绍常用的多线程
编程方式。
Thread 是 C#中最常用的多线程操作方法。它提供了对线程的各种灵活操作，使用的
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1）使用 Thread 的构造函数创建一个线程的实例，它的参数里面需要给出线程运行
的函数方法。
（2）使用线程的 start 函数来启动这个线程。
（3）设置这个线程的优先级，通过改变属性 priority 来提高或者降低优先级，它决定
了该线程与其他线程争夺运算时间和资源上的优先级。
具体代码示例如下：
class Prog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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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多线程运行的方法
static void WriteY()
{
//多线程输出 100 次数据
for (int i = 0; i < 1000; i++)
{
Console.Write("Thread(other):" + i);
}
}
//程序运行的主入口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创建一个线程
Thread thread = new Thread(WriteY);
//开始一个线程
thread.Start();
//主线程执行循环输出数据
for (int i = 0; i < 1000; i++)
{
Console.Write("Thread(main):" + i);
}
Console.ReadLine();
}
}

3.6

C#的反射机制

反射机制是 C#的一个高级用法，主要应用在将开发的类打包成库和程序集，分享给
别人或者其他程序的模块来使用。
从广义上可以把 C#的应用程序分为 3 个部分，如下所述。
 程序集-Assembly：主要负责信息管理，比如模块（Module）的信息和类型（Class）。
反射的概念就是一种编程方式，让程序在运行时去装载已经编译好的程序模块组
件。Assembly 是一个类，通过这个类可以获得运行时配件的一些信息。程序可以
在动态环境下加载配件，并且在配件中查找所需要的类的信息。通过信息创建对应
的类，就可以在程序开发中动态使用组件中类的实现功能。
 Type：这是一个类，这个类可以获得其他类对象的信息，包括类的方法构造函数、
属性和参数等。Type 主要是用来获得信息,它不是直接去调用类的使用。
 MethodInfo：这个类包含了反射类中方法的名称和参数等，同时提供了类方法的调
用方式。
下面通过示例来说明反射的一些使用方法，首先建立一个用来调用的类，具体示例代
码如下：
class MyCl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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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x;
int y;
public MyClass(int i, int j)
{
this.x = i;
this.y = j;
}
public int Sum()
{
return x + y;
}
public bool IsBetween(int i)
{
if (x < i && i < y)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public void Set(int a, int b)
{
x = a;
y = b;
}
public void Set(double a, double b)
{
x = (int)a;
y = (int)b;
}
public void Show()
{
Console.WriteLine("x: " + x + "y:" + y);
}

}

设置 C#的工程中输出库为.dll，把这个类编译出来作为一个库进行输出，然后加载这
个 dll 文件，如图 3-3 所示。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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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rogram.cs 的 Main 函数中编写程序，使用反射调用 MyClass。
//使用 Type 获得类
Type t = typeof(MyClass);
//声明反射对象
MyClass reflectOb = new MyClass(10, 20);
int val;
//调用 MyClass 类的方法
Console.WriteLine("Invoke methods in " + t.Name);
Console.WriteLine();
MethodInfo[] mi = t.GetMethods();
//调用每个方法
foreach (MethodInfo m in mi)
{
//获得方法参数
//下面的方法就是调用各种反射里的方法
ParameterInfo[] pi = m.GetParameters();
if(m.Name.Equals("Set",StringComparison.Ordinal)&&pi[0].ParameterType
==typeof(int))
{
// 方法的某些重载要使用的区域、大小写和排序规则
object[] obj = new object[2];
obj[0] = 9;
obj[1] = 18;
m.Invoke(reflectOb, obj);
}
elseif(m.Name.Equals("Set",StringComparison.Ordinal)&&pi[0].
ParameterType==typeof(double))
{
object[] obj = new object[2];
obj[0] = 1.12;
obj[1] = 23.4;
m.Invoke(reflectOb, obj);
}
else if (m.Name.Equals("Sum",StringComparison.Ordinal))
{
val = (int)m.Invoke(reflectOb, null);
Console.WriteLine("Sum is : " + val);
}
else if (m.Name.Equals("IsBetween", StringComparison.Ordinal))
{
object[] obj = new object[1];
obj[0] = 14;
if ((bool)m.Invoke(reflectOb, obj))
{
Console.WriteLine("14 is between x and y");
}
}
else if (m.Name.Equals("Show",StringComparison.Ordinal))
{
m.Invoke(reflectOb,nu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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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Unity 中使用泛型

C#作为 Unity 开发的主要语言，在 Unity 中也有一些高级用法。泛型就是经常在 Unity
中使用的一种高级用法。它提供了一个模板，让程序开发在运行编译的时候再决定具体的
数据类型。泛型提供了一种优雅并且高效率的编程方法，它不仅提高了代码的重用性，还
能让开发人员编写更加通用的解决方案。
本节将以 Unity 获取组件的方式演示 Unity 中使用最多的一种泛型方法，
具体代码如下：
//unity3D 中使用最多的泛型方法应该是 GetCompent<T>
//T 就是占位符，当调用这个方法时要告诉编译器，这个 T 的具体类型
//另外，T 只是一个标识，完全可以用其他代替，如 K,MyType 等，这只是使用习惯
//GameObject 是 Unity 中任意物体对象的类
GameObject player;
//Animation 是 Unity 中动画对象的类
Animator animator;
//Start 是 Unity 脚本程序中的一个固定函数，脚本启动的时候都会调用这个函数
void Start()
{
//在场景中找到名为 MyPlayer 的物体，如找到了为 player 的 GameObject 对象赋值
player = GameObject.Find("MyPlayer");
//获取该物体上的 Animator 组件，这里使用了<Animatior>泛型的使用方法，获取到了组
件上绑定的 Animatior 类组件
animator = player.GetComponent<Animator>();
//对于使用 AddComponent<T>()和 GetCompent<T>()这两个泛型方法来说，需要了解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具体的组件类型
//对于泛型方法来说，泛型的作用就是占位和约束
}

3.8

Unity 中使用协程

协程是在 Unity 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辅助处理模式。比如，我们需要设计一个人一边走
动一边去观察周围的情况，走动和观察这两种运动同时进行。这时我们可以使用多线程来
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多线程在内存和 CPU 的调度时间上具有一些风险。此时在 Unity 中最
常用的处理方式是使用协程。
Unity 中协程的执行原理是什么呢？下面具体介绍。
Unity 使用 IEnumerator 迭代器作为程序执行的标记，当它遇到条件->yield return 语句
时会挂起。当条件满足并且执行到程序的下一帧时，程序继续从这个点开始执行。
Unity 在每一帧（Frame）中都会执行协程。Unity 是在 Update 后（主要是在 LateUpdate
后）处理协程的运行节点，检查协程的条件是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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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程跟 Update 具有相似之处，它也是在程序运行的每一帧中都会执行心跳函数功能。
如果有要执行的函数和迭代器，就会基于当前所在的协程迭代器进行运转。
另外也要注意协程运行的条件和关键节点：如果在一个对象的前期调用协程，协程会
立即运行到第一个 yield return 语句处，如果是 yield return null，就会在同一帧再次被唤醒。
经过测试验证，协程至少是在每帧的 LateUpdate()后运行。
下面是在 Unity 中使用协程的脚本代码，它展示了 Unity 中协程的使用方法，具体示
例代码如下：
using UnityEngine;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public class TestCoroutine : MonoBehaviour {
//标示单位，确定是否在 Start 函数后启动了协程
private bool _isStartCall = false;
//标示单位，是否在 Update 函数后
private bool _isUpdateCall = false;
//标示单位，是否在 LateUpdate 后调用
private bool _isLateUpdateCall = false;
// Use this for initialization
void Start () {
if (!_isStartCall)
{
Debug.Log("Start 协程 Call Begin");
//启动下面的 StartCoutine 中的协程函数
StartCoroutine(StartCoutine());
Debug.Log("Start 协程 Call End");
_isStartCall = true;
}
}
IEnumerator StartCoutine()
{
Debug.Log("This is 协程 Start Coroutine Call Before");
//协程执行以后，休眠 1 秒
yield return new WaitForSeconds(1f);
Debug.Log("This is 协程 Start Coroutine Call After");
}
// Update 是在 Unity 中每一帧都会执行的函数
void Update () {
if (!_isUpdateCall)
{
Debug.Log("Update 协程 Call Begin");
//启动 UpdateCountine 这个函数，在协程中执行
StartCoroutine(UpdateCoutine());
Debug.Log("Update 协程 Call End");
_isUpdateCall =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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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numerator UpdateCoutine()
{
Debug.Log("This is Update 协程 Coroutine Call Before");
//协程执行以后，休眠 1 秒
yield return new WaitForSeconds(1f);
Debug.Log("This is Update 协程 Coroutine Call After");
}
//Unity 每一帧会在 Update 执行完以后再执行 LateUpdate
void LateUpdate()
{
if (!_isLateUpdateCall)
{
Debug.Log("LateUpdate 协程 Call Begin");
//在协程中执行启动 LateCoutine 函数
StartCoroutine(LateCoutine());
Debug.Log("LateUpdate 协程 Call End");
_isLateUpdateCall = true;
}
}
IEnumerator LateCoutine()
{
Debug.Log("This is Late 协程 Coroutine Call Before");
//协程执行以后，休眠 1 秒
yield return new WaitForSeconds(1f);
Debug.Log("This is Late 协程 Coroutine Call After");
}

}

写好脚本以后，大家可以按照 2.1 节介绍的接载脚本的方式，在 Unity 中挂上这个脚
本，然后运行测试。观察运行结果，从中理解 Unity 中协程的执行原理，如图 3-4 所示。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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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的序列化和网络协议库介绍

本节将介绍网络协议这个概念。在后面的 Unity 开发中，我们会使用一种网络协议框
架 Protobuf，用它来制作网络协议和服务器进行通信信息的传输。
Protobuf 是 Google 的一个开源项目，主要的用途有两个：一是数据存储（序列化和反
序列化），这个功能类似 XML 和 JSON 等；二是制作网络通信协议。
Protobuf 协议有两个主要的数据：协议号和协议类型。对这两个关键数据进行存储
的具体流程是：客户端往服务器发送数据时，客户端根据它的协议类型和协议号进行封
装，然后 Protobuf 序列化成为二进制的数据流，最后传输给服务器；服务器往客户端发送
数据的时候，客户端根据接收到的协议号和数据，进行反序列化成为 Protobuf 的协议类，
给客户端的程序进行使用。
因为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通过流的形式进行传输的，所以没办法单向地从 Protobuf 中
知道对应的解析类。客户端在传输数据的时候需要指定发送协议的 ID 号，这个 ID 和协议
之间是一一对应的。这样，服务器接收到协议信息时，就有对应的方法和类去解析。
为什么本书要使用 Protobuf 作为网络通信的数据体呢，主要是因为它有以下几个
优点：
 序列化以后数据量会得到压缩变小；
 以 key-value 的方式存储数据，不同的 Protobuf 版本之间也可以兼容；
 Protobuf 具有多语言的版本，可以提供包括 C++、Java、C#和 Python 等多语言的版
本，并且可以实现多语言之间协议的互通。
下面编写一段 Protobuf 协议的示例，它是一段 Protobuf 的脚本语言，理解起来也比较
容易，具体代码如下：
// 物品 (message 定义类这个协议体，类似 C#中的 struct 或者 class)
message Item
{
//协议号都是按顺序排列的（1,2,3…）
//游戏物品大类（协议号是 1，表示数值是一个 int32 位的信息）
required int32 Type
= 1;
//游戏物品小类
optional int32 SubType = 2;
//游戏物品数量
required int32 num
= 3;
}
// 物品列表
message ItemList
{
//物品列表
repeated Item item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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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仅介绍网络协议 Protobuf。对于协议的开发和使用将在后面的内
容中为大家讲解。

3.10

Unity 中使用 CLR 进行 Native 交互

在 Unity 的开发中，常用的语言是 C#，这也是官方所支持的主流语言。但是作为一个
复杂的仿真系统，未来有可能使用其他的运行库，比如图形库文件、Windows 库文件和第
三方库文件。在这些库文件中可能有大量的 C++程序文件，这个时候又如何去开发呢？我
们是否可以在 C#程序中调用 C++程序进行交互呢？这一节将介绍 C#和 C++程序进行交互
的一种方法，即使用 CLR 和 Native 代码进行开发实现。
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概念——公共语言运行时（CLR）。公共语言运行时的功能是通过
编译器和工具公开，在托管环境下面执行托管安全的代码。
基于公共语言运行时环境的代码叫做托管代码。它能解决非常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
以下几点。
 跨语言集成：支持 C#和 C++两种语言开发的代码进行交互。
 跨语言异常处理：在 C#中可以播放 C++的错误。
 增强的安全性：使用托管代码可以很好地控制内存，防止内存泄露。
 版本控制和部署支持：使用 C#语言的动态能力或者 C++语言的动态能力，实现版
本的分化和部署，简化组件交互、调试和分析服务等。
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技术非常感兴趣呢？
使用 CLR 编写的 C++代码，是 C++中的一种托管编译代码。通过 CLR 可以编译出.NET
平台上 C#使用的程序集。在 C#中，可以使用反射的方式来调用对应的类和方法。这样我
们就可以从 C#中调用 C++对应的方法和对象。
下面是 CLR 的 C++代码，大家可以通过代码理解 CLR 用法，具体代码示例如下：
//CLRWrapper.h 头文件中的代码
#pragma once
using namespace System;
namespace CLRWrapper {
//在 CLI 中编写 C++类的时候，使用 ref 标示这个代码是被托管引用的代码
public ref class CLRWrapper
{
public:
CLRWrapper(void);
~CLRWrapper(void);
void InitPositions();
void UpdatePosition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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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RWrapper.cpp 文件中实现类的代码
#include " CLRWrapper.h"
//构造函数
CLRWrapper::CLRWrapper()
{
this->_pNtvCppPro = new EfficiencyNativeCppDll();
}
//析构函数
CLRWrapper::~CLRWrapper(){}
//初始化位置
void CLRWrapper::InitPositions()
{
//实现代码一些内容
…..
}
//更新位置
void CLRWrapper::UpdatePositions()
{
//实现代码一些内容
…..
}

通过以上的 C++编写方式，编译器编译成一个 dll 库文件，就可以给 C#使用了。因为是
ref 编译的托管代码，实际上是运行在.NET 平台上，因此可以把它当作 C#中的 CLRWrapper
类来使用。
在 C#中加载 dll 文件以后，读者可以在 Program.cs 文件中调用 CLRWrapper，具体示
例代码如下：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直接把 C++中的 CLRWrapper 托管类作为 C#中的类来使用
CLRWrapper provider = new CLRWrapper();
//下面方法中 C#中引用的调用方法方式实际上就是托管指针的调用
provider.InitPositions();
provider.UpdatePositions();
Console.ReadKey();
}
}

看了上面一段示例后，应该对 CLR 有了一些了解，CLR 是一种特殊的 C++语法。如
果读者对这种技术有兴趣，可以参考相关资料深入了解 CLR 的编写和应用案例。

3.11

Unity 中使用热更新语言 Lua

Lua 是一种脚本语言，这种语言和 C#语言有个很大的区别，即 Lua 是一种运行时编译
的语言，它是在程序启动以后才进行编译的语言。由于 Lua 的这种特性，我们可以把 L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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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一种资源来对待。使用更新 Lua 代码资源的方式来更新游戏逻辑，这就是 Unity 使用的
一种程序代码的热更新技术。
C#使用 Lua 相互通信的方案有好几种，比如说 C#ToLua 和 SLua 等。在这些方案中，
uLua 是最为成熟的方案。
uLua 包含两种模式：LuaJIT 和 LuaVM。uLua 底层使用 LuaJIT，但是 LuaJIT 现在无法运行
在 Windows Phone 平台上，想要支持 Windows Phone 平台，需要另外一种原生 LuaVM 的底层库。
Ulua 的使用流程如下所述。
（1）实例化 LuaState 对象（newLuaState()）：其是直接与 Lua 交互的一个实例，后面
的函数和参数的调用都是基于这个对象。它跟 CLR 的使用方式也是共通的。
（2）加载 Lua 代码（LuaState.DoString(string)）：其是调用的一个范例。
（3）调用 Lua 方法（GetFunction(string),LuaFunction.callFunction(string)）：这几个都
是 Lua 调用函数的方法。另外，加载 Lua 代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采用字符串传入参
数；另一种是使用文件传入参数。
为了实现热更新，需要把 Lua 的代码文件作为资源来更新。那么这里就需要使用脚本
文件的方式来传输，即创建一个 Lua 脚本文件。但是 Unity 不支持扩展名为 lua 的文件，
所以可将 Lua 脚本扩展名定为 TXT 文本文件，然后使用 Unity 的 TextAsset 列表负责记录
所有脚本文件。
在使用的时候，最好给 Lua 脚本搭配一个 string 类型的标记 ID，然后使用工厂模式来
管理，通过 ID 来加载不同的代码文件。
下面通过一段小程序来了解 C#和 Lua 程序的交互，具体示例代码如下：
//Game.Lua 文件
Name="测试 Lua 仿真";
Age=24;
isBoy=true;
function PrintFromLua(a)
print("打印信息。Lua 和 C#交互的参数的值:",a);
return 100;
end
print("Game.lua 执行完毕..");

//TestLua.cs C#脚本程序文件
using UnityEngine;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using LuaInterface;
public class TestLua: MonoBehaviour {
//单例模式引用自己
private static TestLua 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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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的字符串
public string ss;
//用于 Unity 中显示文字的资源
public TextAsset tt;
// Use this for initialization
void Start () {
//给单例赋值
instance=this;
}
//单例模式对象获取函数
public static Main GetInstance()
{
return instance;
}
//C#调用 LUA
void testCSharp_GoLua()
{
//初始化 Lua 对象
LuaState lua=new LuaState();
//加载 Lua 代码
lua.DoString("print 'hello world'");
}
//C#调用 LUAFile
void testCSharp_GoLuaFile()
{
//初始化 Lua 对象
LuaState lua=new LuaState();
//加载 Lua 文件
lua.DoFileFromAge(this,"Game.lua");
}
//C#调用 LUAInfor
void testCSharp_GoLuaInfor()
{
//初始化 Lua 对象
LuaState lua=new LuaState();
//加载 Lua 文件
lua.DoFileFromAge(this,"Game.lua",delegate(object[] obj) {
//访问 Lua 中的表
LuaTable configTable=lua.GetTable("config");
Debug.Log("name:"+configTable["name"]);
Debug.Log("age:"+configTable["age"]);
Debug.Log("qq:"+configTable["qq"]);
//访问 Lua 中的基础属性
Debug.Log("Name:"+lua.GetString("Name"));
Debug.Log("Age:"+lua.GetNumber("Age"));
Debug.Log("isBoy:"+lua["isBoy"]);
//访问 Lua 中的函数
LuaFunction luaFun=lua.GetFunction("PrintFromLua");
·49·

第1篇

Unit 基础（客户端）
if(luaFun!=null)
{
System.Object[] obResult=luaFun.Call(100);
Debug.Log("obResult:"+obResult[0]);
}
});
}
void OnGUI()
{
if(GUILayout.Button("第一节.C#调用 LUA"))
{
testCSharp_GoLua();
}
if(GUILayout.Button("第二节.C#调用 LUA File"))
{
testCSharp_GoLuaFile();
}
if(GUILayout.Button("第三节.C#调用 LUA 信息"))
{
testCSharp_GoLuaInfor();
}
}

}

3.12

本章小结与分析

本章学习了 Unity 开发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具体要点如下：
（1）C#是 Unity 的主要开发语言，是一种托管语言，拥有很高的安全性。
（2）我们学习了 C#的数据结构，包括常用的数据结构和使用方法。
（3）C#的接口和继承的用法，它会帮助我们在开发中更好地设计程序结构。
（4）C#的多线程和 Unity 的协程有什么区别？在 Unity 的开发中什么时候使用线程，
什么时候使用协程？读者需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5）C#和 Unity 的一些高级语言用法（比如反射和泛型），这种语言的设计有什么作
用？在程序设计和使用中，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这种方式来设计代码和模块？如何让程序更
具有结构性、可读性和易用性？
（6）本章为大家介绍了 3 部分的引申知识：网络协议、CLR 语言和 Lua 热更新。这
类语言都是 C#和 Unity 的高级知识，读者可能暂时无法理解和使用，但是作为开发的必要
知识，是需要了解的。在后续的开发和学习中可以进行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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