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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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少儿编程语言，Scratch 已经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普及。随着使
用人数的剧增，越来越多的技术开发人员投身到 Scratch 的研究中。本章将对 Scratch 进行
总体的概述，并对项目中用到的两个重要工具进行大体介绍，以便为接下来的源码分析做
好准备。
本章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





Scratch 概述，讲述 Scratch 的发展历史、项目生态及使用现状。
Scratch 源码分析的意义，介绍 Scratch 源码分析的动机及价值所在。
Webpack 简介，从宏观上讲解 Webpack 的作用及它的 4 个核心概念。
NPM 简介，从功能、组成及使用场景上对 NPM 进行概括介绍。

注意：有关 Webpack 和 NPM 的内容，读者可以参考其他相关资料或书籍，本书不做详
细讲解。

1.1

Scratch 概述

Scratch 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终身幼儿园小组的一个开源项目，可以免费使用。
通过 Scratch，可以编写自己的交互式故事、游戏和动画，并与在线社区的其他人分享自
己的创作。Scratch 可以帮助年轻人学会创造性的思考、有条理的推理及协作，这也是 21
世纪的基本生活技能。

1.1.1

Scratch 发展历史

Scratch 一共有三个大的版本，分别是 Scratch 1.0、Scratch 2.0 及目前最新的 Scratch 3.0，
每一个版本的发展都历经了几年的时间，其间都有多个小的版本迭代，如今的 Scratch 3.0
已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版本。
Scratch 1.0 从 2003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 2007 年 1 月才发布最终程序和 Scratch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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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跨越了多个版本，从 v0.1 到 2006 年 11 月的教育测试版，包含多个不同的界面及不
同块和功能的实验。
Scratch 2.0 的开发是一个历时数年和历经多个阶段的过程，其中有 v1.1、v1.2、v1.3
及 v1.4 四个版本，直到 2013 年 1 月 28 日才发布公测版，并最终于 2013 年 5 月 9 日正式
发布。Scratch 2.0 的主要特点是重新设计了编辑器和网站，是第一个同时包含在线编辑和
离线编辑的版本。发布之后，Scratch 2.0 仍旧不断地更新功能并对问题进行修复，直到
Scratch 3.0 正式发布。
Scratch 3.0 是当前的主要版本，于 2019 年 1 月 2 日正式发布。它是用 HTML 和
JavaScript 编写的，对 Scratch 进行了重新设计和实现，以新的、现代的外观和设计为特点，
并可以与许多移动设备兼容，不需要依赖 Flash。

1.1.2

Scratch 技术生态

Scratch 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种生态，基于 Scratch 的项目在 GitHub 上已经非常多，
以 官 方 的 为 主 ， 其 中 最 核 心 的 项 目 包 括 Scratch-gui 、 Scratch-blocks 、 Scratch-vm 、
Scratch-render 及 Scratch-storage，只要掌握了以上几个核心项目，Scratch 生态的其他项目
都很好理解，因此本书将分章对这些核心项目进行源码分析。

1.1.3

Scratch 使用现状

少儿编程曾一度被誉为 K12 教育中的一个黄金赛道，市场和资本都对其有非常高的期
待。在国外，少儿编程起步较早，现在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国内虽然起步稍晚，但也在
迅猛发展。
Scratch 作为一种可拖曳、图形化的少儿编程语言，在众多语言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
者。它通过人性化的设计，将复杂的编程过程变得像搭积木一样简单，带领无数儿童敲开
了编程的大门。现在它已被翻译为 40 多种语言。覆盖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几年，
国内涌现出了一批 Scratch 教育公司，它们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教育产品。与此同时，基于
Scratch 的论坛、图书、会议及竞赛也在逐年增加。

1.1.4

Scratch 源码分析的意义

2019 年，随着 Scratch 3.0 正式发布，国内外对 Scratch 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催生了
很多互联网编程教育公司，它们在此开源项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次开发，推出了自己的少
儿编程产品。笔者也有幸加入了这样一家公司。作为一名技术开发人员，在研究 Scr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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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代码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代码组织不规范，注释不充分，甚至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开
发文档，理解起来非常吃力。
市面上有关 Scratch 的图书非常多，但都停留在语言介绍和使用层面上。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本书是介绍 Scratch 底层技术的，并且网络上的分享资料也非常少且不系统。要
想了解底层技术，只有看源码这一种方式，费时、费力且门槛高。这也是本书创作的最主
要原因。
本书从源码入手，对 Scratch 生态中的一些核心项目进行了深入分析，以帮助技术开
发人员从底层理解 Scratch 的原理，扫除认知上的障碍，提高开发效率，进而开发出更好
的产品。

1.2

Webpack 打包工具简介

Scratch 生态的大部分项目都是基于 Webpack 打包的，熟悉 Webpack 对理解项目有很
大的帮助。从本质上讲，Webpack 是一个 JavaScript 应用程序的静态模块打包工具。其在
处理应用程序时会递归地构建一个依赖关系图，其中包含应用程序所需的每个模块，然后
将所有这些模块打包成一个或者多个捆。其可以打包的资源不仅是 JavaScript 文件，还可
以是图片和样式。

1.2.1

Webpack 的核心概念

Webpack 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但其核心概念只有以下 4 个，理解它们是掌握 Webpack
的基础。


入口：Webpack 工作的起始点，可以配置一个或者多个入口。Webpack 以入口为起
始构建其内部依赖图，进入入口后，Webpack 会找出其所有的直接依赖和间接依赖，
最终输出到叫作“捆”的文件中。



出口：告诉 Webpack 在什么地方输出它创建的捆文件，以及如何对这些文件进行
命名。



加载器：Webpack 自身只能理解 JavaScript，加载器的存在让 Webpack 能够处理那
些非 JavaScript 文件。加载器可以将所有类型的文件转化为 Webpack 能处理的有效
模块，这样就可以利用 Webpack 的打包能力对它们进行处理。



插件：加载器被用于转换某些类型的文件，而插件则用于执行范围更广的任务，从
打包优化和压缩，一直到重新定义环境中的变量。插件接口功能极其强大，可以用
来处理各种各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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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PM 包管理工具简介

NPM 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注册中心，每周大概有 30 亿次的下载量，包含超过 60 万
个包，来自全球各地的开源开发者都在使用 NPM 共享包，许多组织也用 NPM 来管理私
有开发。在 Scratch 中，很多项目是通过 NPM 包的形式引用第三方包，同时将自身打成一
个 NPM 包，以供其他项目使用。

1.3.1

NPM 的组成

NPM 由网站、注册中心及命令行工具 3 个独立的部分组成，它们共同为我们提供了
丰富的包管理功能。


网站：可以使用网站查找包、设置配置文件和管理 NPM 体验的其他方面。例如，
可以设置组织来管理对公共包或私有包的访问。



注册中心：是一个大型的公共数据库，存放 JavaScript 软件及相关的元信息。



命令行工具：命令行工具从终端运行，它是大多数程序开发人员与 NPM 打交道的
方式。

1.3.2

NPM 的使用场景

NPM 是随同 Node.js 一起安装的包管理工具，能够解决 Node.js 代码部署上的很多问
题，其最常见的使用场景有以下 3 种：


允许用户从 NPM 服务器下载第三方包到本地使用。例如，在 Scratch-gui 中用到了
第三方库 React。



允许用户从 NPM 服务器下载并安装第三方命令行程序到本地使用。例如，在
Scratch-gui 中用到了代码检测工具 Eslint。



允许用户将自己编写的包或命令行程序上传到 NPM 服务器供其他项目使用。例如，
Scratch-vm 就被封装成了一个 NPM 包供 Scratch-gui 使用，同时 Scratch-gui 也被封
装成了一个包供其他项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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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Scratch 作为一种图形化、可拖曳的编程语言，已经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
普及，拥有 40 多种语言版本。在开始 Scratch 源码分析之前，本章从发展历史、项目生态、
使用现状等多个角度对 Scratch 进行了概述，使读者对其有一个整体认识，同时也阐述了
对其进行源码分析的意义。除此之外，对项目中用到的打包工具 Webpack 和包管理工具
NPM 也进行了简单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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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cratch 技术生态中，Scratch-blocks 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基于谷歌的 Blockly
技术发展而来。通过结合 Scratch-vm 虚拟机技术，它可以提供一种快速设计及开发可视化
可拖曳编程接口的能力。本章将详细探讨 Scratch-blocks 技术，并结合实例对其源码进行
深入分析。
本章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




Blockly 技术，了解 Blockly 技术及其与 Scratch-blocks 的关系。
Scratch-blocks 技术，对 Scratch-blocks 技术做到整体了解和宏观把控。
Scratch-blocks 源码分析，深入理解 Scratch-blocks 技术的源码实现。

注意：Scratch-blocks 是在 Blockly 源码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其中可能会有部分未用到
的 Blockly 源码。

2.1

Scratch-blocks 概述

本节首先介绍谷歌的 Blockly 技术。了解 Blockly 技术是深入理解 Scratch-blocks 技术
的基础；然后介绍 Scratch-blocks 技术与 Blockly 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 Scratch-blocks 技
术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及发展；接着讲解 Scratch-blocks 所发挥的作用及应用场景；最后
从宏观层面介绍 Scratch-blocks 的分类，即它分为哪些类型的 block 块，以及每种类型的
block 块所承担的职责。

2.1.1

Blockly 技术简介

Blockly 技术是谷歌提供的一个类库，开发者利用它可以在网页端及移动端的应用程
序中添加一个可视化的代码编辑器。这个代码编辑器使用一些环环相扣的图形化的 block
块来表示编码领域的专业概念，如变量、逻辑表达式、循环等。这样使用者就可以在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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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编程语法及回避使用命令行工具的情况下，应用编程原理来编写程序，从而降低了编
程的门槛。
从普通使用者的角度来看，Blockly 是一个直观的、可视化的编码工具。而从一个开
发者的角度来看，Blockly 构建了一种可视化语言的用户界面，它可以把 block 块导出成多
种编程语言，包括 JavaScript、Python、PHP、Lua 和 Dart。与其他可视化编程环境相比，
它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可以导出代码：用户可以把基于 block 块的程序导出为普通的编程语言并且平滑地
过渡为基于文本的编程。
 开源：
Blockly 的一切都是开源的，任何人都可以跟踪、修改和使用它，Scratch-blocks
就是在此基础上做的二次开发。
 可扩展：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增加自定义的 block 块，也可以删除不需要的
block 块。
 高性能：可以利用 Blockly 完成一些较复杂的编程任务，例如在一个单独的 block
块上计算标准差。
 国际化：Blockly 目前已经被翻译成 40 多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从右向
左写的版本。
最初的时候，Blockly 有 Web、Android 和 iOS 这 3 个版本。但是自从 2018 年 9 月开


始，官方弃用了 Blockly-Android 工程和 Blockly-iOS 工程，推荐在 WebView 中使用 Web
版的 Blockly 来创建 Android 和 iOS 应用。Blockly 是 100%客户端，不需要服务端支持，
没有任何第三方依赖，所有的一切都是开源的，GitHub 上有其官方项目，我们可以直接
使用它，也可以基于它做二次开发。
在页面中引入 Blockly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 NPM 安装的方式：npm install blockly；
一种是通过加入<script>标签的方式。本书以第二种方式为例介绍 Blockly 的引入，总共需
要以下 5 个步骤：
（1）引入核心的 Blockly 脚本及核心的 block 块集合。
（2）引入消息的语言脚本。
（3）在网页的 body 标签中增加一个空的 div 元素。
（4）在网页的任何一个位置定义工具箱的结构。
（5）在步骤 3 创建的空 div 元素中注入 Blockly。示例代码如下：
// 引入核心 Blockly 脚本
<script src="blockly_compressed.js"></script>
// 引入核心 blocks 块集
<script src="blocks_compressed.js"></script>
// 引入消息的语言脚本
<script src="msg/js/en.js"></script>
// 在网页的 body 标签中增加一个空 div 标签
<div id="blocklyDiv" style="height: 480px; width: 600px;"></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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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工具箱的结构
<xml id="toolbox" style="display: none">
<block type="controls_if"></block>
<block type="logic_compare"></block>
<block type="controls_repeat_ext"></block>
<block type="math_number"></block>
<block type="math_arithmetic"></block>
<block type="text"></block>
<block type="text_print"></block>
</xml>
// 把 Blockly 注入到空的 div 标签中
<script>
var workspace = Blockly.inject('blocklyDiv', {toolbox: document.
getElementById(
'toolbox')});
</script>

运行结果如图 2.1 所示，左边是工具箱，有需要的 block 块，右侧的空白区域是编码
区，可以拖曳左侧相应的 block 块进行编码。

图 2.1

Blockly 示例运行结果

注意：Scratch-blocks 是基于 Blockly 的 Web 版发展而来，本书以下内容提到的 Blockly
都是指其 Web 版。

2.1.2

Scratch-blocks 与 Blockly 之间的关系

Scratch-blocks 是新一代基于 block 块的图形化编程技术，它由谷歌公司与麻省理工学
院媒体实验室合作开发而成，它在谷歌 Blockly 技术的基础上，融合了 Scratch 团队在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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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学习者设计创新性界面的专业能力。因此，在学习 Scratch-blocks 之前要先了解谷歌
的 Blockly 技术。另外，Scratch-blocks 没有使用代码生成器，而是通过 Scratch 虚拟机技
术创建高度动态的交互式编程环境。
由于 Scratch-blocks 项目是直接在 Blockly 的源码上做的二次开发，所以目前它们已经
成为两个独立发展的项目，读者在学习 Scratch-blocks 源码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困惑，例
如代码中有些注释和变量命名跟最终呈现的结果不太一致，如 Flyout 部分。此时读者可以
查阅 Blockly 官方文档或者对比 Blockly 的源码，这样会更好理解一些。同时呼吁完善 Scratchblocks 文档和注释。

2.1.3

Scratch-blocks 的作用

Scratch-blocks 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的拖曳式编程框架，其中包含多种代表不
同语法的代码块，用户可以通过组装这些代码块来实现编程。它融合了两种不同的编程语
法，用户可以依照水平或者垂直两种形式来组装代码块，Scratch 团队在过去的十年中，
对其进行了设计和不断完善。
标准的 Blockly 语法是使用垂直方向上咬合的 block 块来实现编程的，很像乐高积木。
而 Scratch-blocks 提供了另外一种水平方向上咬合的语法，并且使用图标代替文字来标识
block 块。水平咬合编程语法作为 Scratch-blocks 的一大创新点，其不仅对初级编程人员更
加友好，而且更适合小屏幕设备的编程需求。

2.1.4

Scratch-blocks 的分类

Scratch-blocks 共分为三大类：公共类型、水平类型和垂直类型。它们在源码中所处的
目录分别是 blocks_common、blocks_horizontal 和 blocks_vertical。公共类型块有颜色、数
学、矩阵、音符值和文本；水平类型块包括控制、事件和 Wedo；垂直类型块比较多，有
控制、数据、事件、查看、运动、运算和声音等。Scratch-blocks 也提供了扩展接口，用户
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代码块。

2.2

Scratch-blocks 代码结构与流程

本节主要介绍 Scratch-blocks 的代码结构与执行流程，从宏观层面对源码进行阐述。
读者通过本节的学习，可以了解到 Scratch-blocks 源码的目录结构，源码共分为几大部分，
每个部分的职责及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同时也会对代码的执行流程进行梳理，为深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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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源码做好准备。

注意：本书将对 Scratch-blocks 工程的 develop 分支进行源码分析，因为此分支经常更
新代码，本书会尽力保证同步。

2.2.1

Scratch-blocks 代码结构

本节将对 Scratch-blocks 源码的目录结构进行全面介绍。通过本节的学习，读者可以
做到对代码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同时可以做到熟悉每一部分的功能。源码的目录
结构如下。
（1）.github：该文件夹里主要是一些 Markdown 模板文件，包括 pull request 模板、issue
模板及 contributing 说明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是为项目开源服务的，不属于 Scratch-blocks
项目的具体代码部分。
（2）.tx：该文件夹里的 config 文件用于将本地仓库中的文件映射到 transifex 中的资源，
为语言翻译所用，方便项目国际化。因为在 Scratch-blocks 项目中依赖了第三方的 transifex
模块。
（3）blocks_common：该文件夹中是一些公共 block 块的定义，如颜色选择器、数学、
矩阵、文本和音符值。
（4）blocks_horizontal：该文件夹中定义了一些水平方向的代码块，如控制、事件和 Wedo。
（5）blocks_vertical：该文件夹中是一些垂直方向的 block 块定义，如控制、数据、事
件、查看、运动、运算和声音等。
（6）build：该文件夹服务于构建，其中的文件在 build.js 中有引用到。
（7）core：该文件夹中包含 Scratch-blocks 项目的核心逻辑部分，如工作空间、域、工
具箱和 flyout 区域等。
（8）gh-pages：该文件夹中是一些准备发布到 GitHub Pages 上的内容。GitHub Pages
是设计用来从一个 GitHub 仓库托管个人、组织或者工程静态页面的服务，每一个 GitHub
仓库都可以设置相应的 GitHub Pages 内容。配置完成后，可以通过“https://用户名.github.io/
仓库名”来访问。
（9）i18n：项目的国际化的部分。
（10）media：存放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体文件的地方。
（11）msg：存放项目中用到的所有消息，包括多种语言的版本，用于配合 I18N 国际
化所用。
（12）shim：Webpack 的 shim 预置依赖模块，使用 Webpack 的 imports-loader 和 exportsloader 来提供 Blockly 的水平和垂直编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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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ests：项目的测试部分，包含测试用例和实例。
（14）.editorconfig：该文件使同一个项目的多个开发人员在不同的编辑器和 IDE 中保
持一致的编码样式。
（15）.eslintignore：在该文件中可以指定一些忽略 ESLint 代码检测的文件和目录。
（16）.eslintrc：定义 ESLint 代码检测规则的文件。
（17）.gitignore：在该文件中可以明确指定 Git 仓库中忽略的文件，不对这些文件进行
版本跟踪。
（18）.npmignore：把一些不必要的文件排除在 NPM 包之外，如果项目中没有.npmignore，
NPM 会按照.gitignore 匹配忽略的文件。
（19）.npmrc：NPM 的配置文件。
（20）.travis.yml：持续继承方案 Travis CI 的配置文件。
（21）build.py：一个构建文件，用于把核心的 Blockly 文件压缩为一个 JavaScript 文件，
此脚本会生成两个版本的 Blockly 核心文件，分别是 blockly_compressed.js 和 blockly_
uncompressed.js。
其中，压缩版本的文件是通过谷歌 Closure 编译器的在线 API 把所有 Blockly 核心文
件连接在一起，在使用过程中无须再加载各文件。
非压缩版本的文件可以看成是一个可以逐一加载 Blockly 中核心文件的脚本，使用时在
浏览器端需要更长的加载时间。但是它的优点也非常明显，如变量没有重命名，方便代码
调试；代码修改后，只需要重新加载而不需要重新构建和编译，从而可以缩短开发的周期。
（22）cleanup.sh：在 pull_from_blockly.sh 文件中使用，在将 Blockly 合并到 Scratch-blocks 的
时候用于清除一些特定的 Blockly 文件，因为有些文件和目录在 Scratch-blocks 中是不需要的。
（23）LICENSE：项目的许可说明文件。
（24）local_build.sh：用于在本地将核心的 Blockly 文件构建和压缩为一个 JavaScript
文件。它使用了谷歌 Closure 编译器的本地副本，并打开了一些简单的优化。在默认情况
下只会生成一个压缩的文件 local_blockly_compressed_vertical.js，在未来会逐渐与 build.py
保持一致。
（25）package.json：一个方便管理 NPM 包的配置文件，其中列出了这个项目需要依
赖的第三方包，并可以使用语义化的版本控制规则指定包的具体版本，同时使项目的构建
可复制，方便与其他开发者共享。
（26）pull_from_blockly.sh：拉 Blockly 项目代码到 Scratch-blocks 项目，并做一些基
本的清除工作。
（27）README.md：项目的说明文件。
（28）TRADEMARK：商标信息。
（29）webpack.config.js：构建工具 Webpack 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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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文件夹 core 中的内容是 Scratch-blocks 的核心部分，本章源码分析部分将重点讲
解此部分内容。

2.2.2

Scratch-blocks 代码流程

在对 Scratch-blocks 项目的目录结构全面介绍过之后，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放在整个项
目的执行流程及核心代码之间的调用关系上。Blockly.inject 是 Scratch-blocks 的入口函数，
本节将基于它从宏观层面介绍 Scratch-blocks 的整体执行流程，不做具体展开，以后的章
节会针对每个部分详细介绍。
在整个执行流程中，包括 Blockly.Options 配置对象的创建、Blockly.Field 域缓存的开
启、SVG 图像的创建、代码块和工作区拖曳优化的初始化、主工作区的创建、Blockly 的
初始化及 SVG 图像的大小调整等，最终返回一个初始化之后的主工作区。Blockly.inject
函数的完整执行流程如图 2.2 所示。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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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HTML 页面中初始化一个 Scratch-blocks 编辑器，首先需要在页面中新建一个
空的容器元素，通常是一个 div，然后调用 Blockly.inject(container, opt_opthons)函数，将
Scratch-blocks 注入此 div 容器中。
（2）Blockly.inject 函数是在 inject.js 文件中定义的，第一个参数 container 是一个容器
元素或者容器的 ID，也可以是容器的 CSS 选择器，如果容器元素不在文档中，函数将抛
出错误，程序终止执行；第二个参数 opt_opthons 是一个针对 Scratch-blocks 的字典类型配
置对象，如媒体、工具箱和布局等。
（3）Blockly.Options 是 options.js 文件定义的一个类，opt_opthons 参数传给 new Blockly.
Options(opt_options || {})生成一个控制工作区配置的 options 对象，如只读属性、工具箱、
声音和滚动条等。
（4）基于 container 调用 goog.dom.createDom('div', 'injectionDiv')创建一个子 div 元素
subContainer，goog.dom.createDom 是 goog.dom 模块中的 dom.js 文件提供的一个函数，此
函数会创建一个新的 dom 节点，并返回其引用。
goog.dom 是 google-closure-library 包提供的一个 dom 模块，它是由谷歌开发的一个强
大的底层 JavaScript 闭包库，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谷歌的各种 Web 应用程序中，如谷歌搜索、
谷歌邮箱和谷歌地图等。
google-closure-library 是 Scratch-blocks 项目的依赖包，必须事先安装好，它配置在根
目录下 package.json 文件的 devDependencies 字段中。
（5）Blockly.Field.startCache 是 field.js 文件提供的一个方法，作用是打开域文本缓存，
与其相对应的另一个方法是 Blockly.Field.stopCache，作用是关闭缓存。缓存的并不是 Field
域的值信息，而是宽度信息。每次调用 startCache 也必须调用 stopCache，并且缓存不可以
在执行线程之间存在。
（6）Blockly.createDom_(subContainer，opthions)是 inject.js 里定义的函数，用于创建
SVG 图像，其中包括设置 subContainer 的文字方向属性、加载 CSS、构建 SVG DOM。不
幸的是，目前在文字方向设置上 Chrome 和 FireFox 在 RTL（从右到左）模式下的内容布
局是不一致的，因此 Blockly 强制使用 LTR（从左到右）模式，然后可以根据需要手动定
位内容为 RTL 模式。
（7）Blockly.BlockDragSurfaceSvg 和 Blockly.WorkspaceDragSurfaceSvg 都是拖曳优
化，使得在拖曳的过程中浏览器不会产生重绘，它们分别定义在 block_drag_surface.js 和
workspace_drag_surface_svg.js 文件中。BlockDragSurfaceSvg 用于生成当前拖动块的一个
曲面，它是一个单独的 SVG 图像，只包含当前正在移动的 block 块。
WorkspaceDragSurfaceSvg 也是一个单独的浮动在工作区顶部的 SVG 图像，在拖动的
过程中 block 块会被移动到这个 SVG 中，通过 CSS 转换整个 SVG 图像而不是转换 SVG
中的 block 块，因此在拖动的过程中浏览器不会产生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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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lockly.createMainWorkspace_(svg, options, blockDragSurface,workspaceDragSurface)
定义在 inject.js 文件中，它的主要职责是创建一个主工作区并将其添加到 SVG 图像中。期
间也可以根据需要创建 Flyout，如果 options 中设置了非只读属性且没有滚动条，还会通
过 addChangeListener 监听工作区的变化，把越界的块重新拉回工作区范围。到目前为止，
SVG 就已经完全组装好了。
（ 9 ） Blockly.init_(workspace) 也 定 义 在 inject.js 文 件 中 ， 它 的 主 要 职 责 是 通 过
bindEventWithChecks_绑定一些事件处理程序来初始化 Blockly，然后会根据需要初始化工
具箱或者 Flyout。
（10）Blockly.svgResize(workspace)是 blockly.js 文件中的函数，在视图大小发生真实
改变的情况下触发，它会根据视图的变化调整 SVG 图像的宽和高以完全填充容器，并且
会记录当前 SVG 的宽和高值。
（11）最后，Blockly.inject 函数 returnworkspace（返回主工作区），至此 Scratch-blocks
已经全部构建完毕，并初始化到了 HTML 页面中。

注意：如果以上内容看不太明白，不要担心，下面的章节会详细介绍，学习完本章之后
再回来看就会一目了然了。

2.3

Scratch-blocks 核心代码分析

2.2 节我们学习了 Scratch-blocks 的代码结构及完整的执行流程，相信读者已经对项目
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接下来将从细节着手，深入到整体执行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对
核心代码进行精读分析。通过本节的学习，读者可以做到对 Options、Toolbox、workspace、
XML、Events、Field、Flyout、Block 等核心模块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知，理解其设计思
想及实现细节，灵活运用各模块功能，同时能够根据需要对源码进行重构和优化，以满足
个性化需求。

注意：由于篇幅所限，本节只能对核心代码进行深入分析，读者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其
他边缘代码进行分析。

2.3.1

blockly_uncompressed_vertical.js：垂直方向的非压缩打包文件

blockly_uncompressed_vertical.js 不是源码的一部分，它是通过执行根目录下的 build.py
文件构建产生的，它是构建产生的多个文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执行命令配置在
·14·

第2章

Scratch-blocks：积木块源码分析

package.json 文件的 prepublish 中。自从 npm@1.1.17 以来，npm CLI 会在 npm install 之后
自动运行 prepublish 预发布脚本。
整个文件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部分，首先是进行脚本执行环境的判断，判断是否是 Node
执行环境，然后通过执行一个立即执行函数计算出 BLOCKLY_DIR 目录路径的值，最核
心的是 BLOCKLY_BOOT 函数，它的主要职责是为文件添加依赖并加载所需要的文件，
最 后 根 据 执 行 环 境 的 不 同 采 取 相 应 的 方 法 来 加 载 google-closure-library 库 及 执 行
BLOCKLY_BOOT 函数。
理解 BLOCKLY_BOOT 的关键是理解 goog.addDependency 和 goog.require 这两个函
数，它们都定义在 google-closure-library 库的 base.js 文件中。其中，goog.addDependency
函数的代码如下：
goog.addDependency = function(relPath, provides, requires, opt_loadFlags) {
if (goog.DEPENDENCIES_ENABLED) {
// 获取调试加载器
var loader = goog.getLoader_();
if (loader) {
loader.addDependency(relPath, provides, requires, opt_loadFlags);
}
}
};

goog.addDependency 函数用于将文件的依赖添加到所需的文件中，第一个参数 relPath
代表 JavaScript 文件的路径；第二个参数 provides 是一个字符串数组，其中包含这个
JavaScript 文件对外提供的对象名称；第三个参数 requires 也是一个字符串数组，它代表的
是这个 JavaScript 文件所需要的对象名称；最后一个参数 opt_loadFlags 指示必须如何加载
文件，布尔值 true 等价于{'module': 'goog'}，表示进行向后兼容，有效的属性和值包括
{'module': 'goog'}和{'lang': 'es6'}。
goog.DEPENDENCIES_ENABLED = !COMPILED && goog.ENABLE_DEBUG_LOADER;

即 goog.DEPENDENCIES_ENABLED 在没有编译并且开启了调试加载的情况下为 true，
goog.getLoader_返回一个调试加载器，调试加载器负责在非绑定非编译的环境中下载和执
行 JavaScript 文件。
loader.addDependency 会分别循环 provides 和 requires 为 loader 的 dependencies_属性
赋值，此属性是一个对象，用于跟踪加载脚本时所需的依赖项和其他数据，为 goog.require
做好准备。
goog.require 实现了一个与构建系统并行工作的系统，它主要用于动态解析依赖项。
参数为一个字符串名称空间。该函数如果在一个 goog.module 文件中调用，将会返回关联
的命名空间或模块，否则返回 null，并且需要注意的是，编译器将删除对 goog.require 的
所有调用。goog.require 函数的源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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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require = function(name) {
if (goog.ENABLE_DEBUG_LOADER && goog.debugLoader_) {
// 对低版本浏览器的预处理
goog.getLoader_().earlyProcessLoad(name);
}
// 如果对象已经存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if (!COMPILED) {
// 用于检测 name 是否有效
if (goog.isProvided_(name)) {
if (goog.isInModuleLoader_()) {
return goog.module.getInternal_(name);
}
} else if (goog.ENABLE_DEBUG_LOADER) {
var moduleLoaderState = goog.moduleLoaderState_;
goog.moduleLoaderState_ = null;
try {
var loader = goog.getLoader_();
if (loader) {
// 加载模块及它的所有依赖项
loader.load(name);
} else {
// 加载器不可用
goog.logToConsole_(
'Could not load ' + name + ' because there is no debug
loader.');
}
} finally {
goog.moduleLoaderState_ = moduleLoaderState;
}
}
return null;
}
};

goog.require 实现了一个与构建系统并行工作的依赖动态解析系统，它最终会以在
HTML 页面中添加一些 script 标签的形式完成模块加载，
读者可以参考 test 目录下的 vertical_
playground.html 文件，其中有对 blockly_uncompressed_vertical.js 文件的引用，等页面加载
完成后，页面中增加了很多 script 标签。
函数 earlyProcessLoad 是为 IE 9 及之前的浏览器进行一些特殊的预处理，
goog.isProvided
用于检查参数 name 是否被提供，对于只能作为隐式命名空间使用的 name，此函数将返回
false。在 goog.require 中，最核心的部分是 loader.load(name)，用于加载指定的 name 及它
的所有依赖项。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在 blockly_uncompressed_vertical.js 中 goog.addDependency
的数量远远大于 goog.require 的数量，
其实主要原因是 goog.addDependency 不仅包含 Scratchblocks 的文件，还包括 google-closure-library 库中的文件，而 goog.require 只包含 Scratchblocks 的内容。
读者可能又会问：为什么有关 Scratch-blocks 的 goog.addDependency 反而少于 go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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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 的数量呢？这是因为每一个 goog.addDependency 的 provides 都是一个数组，可能提
供多个对象。

注意：与

blockly_uncompressed_vertical.js 同时产生的还有 blockly_uncompressed_
horizontal.js 文件，它们的代码结构是相同的，读者可以自行分析。

2.3.2

options.js：配置工作区

options.js 文件对外暴露 Blockly.Options 对象，它是一个控制工作区设置的对象，负责
解析用户指定的配置选项，在行为未被指定的情况下使用合理的默认值。Blockly.Options
所支持的主要配置选项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名

称

类

工作区支持的配置选项

型

描

述

collapse

布尔值

允许折叠或者展开块，如果工具箱有类别，默认值是true，否则是false

comments

布尔值

允许块有注释，如果工具箱有类别，默认值是true，否则是false

css

布尔值

如果为false，则不注入css，默认为true

disable

布尔值

允许禁用块，如果工具箱有类别，默认值是true，否则是false

grid

对象

配置一个块可以对齐的网格

horizontalLayout

布尔值

如果为true，则工具箱是水平的，如果为false，则工具箱是垂直的

media

字符串

从页面到块媒体目录的路径

oneBasedIndex

布尔值

readOnly

布尔值

如果为true，则阻止用户编辑，默认为false

rtl

布尔值

如果为true，工作区从右到左排列，默认为false

scrollbars

布尔值

设置工作区是否可以滚动

sounds

布尔值

如果为false不播放声音，默认为true

toolbox

XML/字符串

用户可使用的类别和块的树形结构

toolboxPosition

字符串

工具箱的位置，有start和end两个值

trashcan

布尔值

显示或者隐藏垃圾桶，默认为false

zoom

对象

配置缩放行为

如果为true，列表和字符串操作从1开始索引，否则从0开始，默认
为true

options.js 文件的程序结构非常简单，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用户指定选项的解析，以及
默认值的设定。对于较复杂的选项 zoom、grid、toolbox，分别封装了 3 个解析方法 parseZoomOptions_、parseGridOptions_和 parseToolboxTree。程序首先会判断 readOnly 是否为
true，它会影响到其他很多属性的赋值，代码的主要流程是赋值和默认值设定。其中较难
·17·

Scratch 底层架构源码分析

理解的部分代码如下：
if (!options['toolbox'] && Blockly.Blocks.defaultToolbox) {
// DOM 解析器
var oParser = new DOMParser();
// 解析字符串为 DOM
var dom = oParser.parseFromString(Blockly.Blocks.defaultToolbox,
'text/xml');
options['toolbox'] = dom.documentElement;
}
var languageTree = Blockly.Options.parseToolboxTree(options['toolbox']);

DOMParser 是一个 Web API，可以将存储在字符串中的 XML 或者 HTML 源代码解析
成一个 DOM 文档。Blockly.Blocks.defaultToolbox 定义在 default_toolbox.js 文件中，是一
个表示 XML 的字符串。
Options.parseToolboxTree 的作用是将提供的工具箱树解析为一致的 DOM 结构，参数
为 block 块的 DOM 树或其文本表示，代码如下：
Blockly.Options.parseToolboxTree = function(tree) {
if (tree) {
if (typeof tree != 'string') {
if (typeof XSLTProcessor == 'undefined' && tree.outerHTML) {
tree = tree.outerHTML;
} else if (!(tree instanceof Element)) {
tree = null;
}
}
if (typeof tree == 'string') {
// 将纯文本转换为 DOM 结构
tree = Blockly.Xml.textToDom(tree);
}
} else {
tree = null;
}
return tree;
};

XSLTProcessor 用于解析 XML 标签来创建一个 HTML 文档，如果浏览器不支持此 API
接口，例如在 IE 9 及其以下版本中，浏览器将无法正确地构建 DOM 树，此时 HTML 将
包含在元素中，但是它没有正确的 DOM 结构，这种情况下就将其 outerHTML 属性的值赋
值给 tree。
代码中的 Blockly.Xml.textToDom 是定义在 xml.js 文件中的转换函数，它的职责是将
纯文本转换为 DOM 结构。

注意：Scratch-blocks 的 options 与 Blockly 的 options 并不完全一致，有增删，例如去除
了 move 选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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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js：将 Scratch-blocks 注入页面

通过 2.2.2 节的学习，我们知道 Blockly.inject 是向页面注入 Scratch-blocks 的入口函数，
定义在 inject.js 文件中。
接下来将对 inject.js 文件进行源码分析，其中包括创建 Options 对象、开启缓存、创
建 SVG 图像、拖动优化、创建主工作区、初始化 Blockly 及调整 SVG 大小等。其中，
Blockly.inject 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inject = function(container, opt_options) {
// 获取容器元素
if (goog.isString(container)) {
container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ontainer) ||
document.querySelector(container);
}
// 验证容器是否已经在文档中
if (!goog.dom.contains(document, container)) {
throw 'Error: container is not in current document.';
}
// 创建设置对象
var options = new Blockly.Options(opt_options || {});
var subContainer = goog.dom.createDom('div', 'injectionDiv');
container.appendChild(subContainer);
// 开启缓存
Blockly.Field.startCache();
// 创建 SVG 图像
var svg = Blockly.createDom_(subContainer, options);
// 创建拖动优化对象
var blockDragSurface = new Blockly.BlockDragSurfaceSvg(subContainer);
var workspaceDragSurface = new Blockly.WorkspaceDragSurfaceSvg
(subContainer);
// 创建主工作区
var workspace = Blockly.createMainWorkspace_(svg, options, blockDrag
Surface,
workspaceDragSurface);
// Blockly 初始化
Blockly.init_(workspace);
Blockly.mainWorkspace = workspace;
// 调整 SVG 图像的大小
Blockly.svgResize(workspace);
return workspace;
};

以上代码中的 Blockly.createDom_会逐层创建 SVG 图像并注入 CSS 样式，最后把创
建好的 SVG 返回。代码如下：
Blockly.createDom_ = function(container, options) {
goog.ui.Component.setDefaultRightToLeft(options.R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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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载 CSS
Blockly.Css.inject(options.hasCss, options.pathToMedia);
// 构建 SVG DOM
var svg =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svg', {
'xmlns': 'http://www.w3.org/2000/svg',
'xmlns:html': 'http://www.w3.org/1999/xhtml',
'xmlns:xlink': 'http://www.w3.org/1999/xlink',
'version': '1.1',
'class': 'blocklySvg'
}, container);
var defs =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defs', {}, svg);
var rnd = String(Math.random()).substring(2);
var stackGlowFilter =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filter', {
'id': 'blocklyStackGlowFilter' + rnd,
'height': '160%',
'width': '180%',
y: '-30%',
x: '-40%'
},defs);
……
// 为 options 中设置的网格创建 DOM
options.gridPattern = Blockly.Grid.createDom(rnd, options.gridOptions,
defs);
return svg;
}

以上代码中的 Blockly.Css.inject 定义在文件 css.js 中，它的主要功能是加载 CSS 样式。
它会通过在 head 中增加一个 style 标签的方式来完成样式加载。函数内包括样式内容的组
装、颜色值的替换及 style 标签的创建。
其中 Blockly.Colours 是定义在 colours.js 文件中的一个常量对象，用于颜色的设置，
它也提供了一个 overrideColours 函数，用于对初始值进行覆盖。
Blockly.Css.inject 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Css.inject = function(hasCss, pathToMedia) {
// 只注入一次 CSS
if (Blockly.Css.styleSheet_) {
return;
}
var text = '.blocklyDraggable {}\n';
// 组装 CSS 内容
if (hasCss) {
text += Blockly.Css.CONTENT.join('\n');
if (Blockly.FieldDate) {
text += Blockly.FieldDate.CSS.join('\n');
}
}
// 去掉尾斜线及替换一些占位符
Blockly.Css.mediaPath_ = pathToMedia.replace(/[\\\/]$/, '');
text = text.replace(/<<<PATH>>>/g, Blockly.Css.mediaPath_);
// 用 Blockly.Colours 中定义的值动态替换 CSS 文本中的颜色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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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var colourProperty in Blockly.Colours) {
if (Blockly.Colours.hasOwnProperty(colourProperty)) {
// 替换成颜色值
text = text.replace(
new RegExp('\\$colour\\_' + colourProperty, 'g'),
Blockly.Colours[colourProperty]
);
}
}
// 创建 style 标签
var cssNode = document.createElement('style');
// 在 head 的第一个子元素前插入 style 元素
document.head.insertBefore(cssNode, document.head.firstChild);
// 创建文本节点
var cssTextNode = document.createTextNode(text);
// 将 CSS 样式插入 style 标签中
cssNode.appendChild(cssTextNode);
// 保存样式表
Blockly.Css.styleSheet_ = cssNode.sheet;
};

利用以上这种将 CSS 注入 DOM 的方式，比使用常规 CSS 文件的方式更合理，因为
它有以下 3 点优势：
同步加载，并且以后不强制重绘。
通过不阻塞的单独 HTTP 传输来加快加载速度。
 CSS 内容可以根据初始 options 选项动态设置。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 是定义在 utils.js 文件中的方法，作用是创建 SVG 元素。



utils.js 文件是一个工具文件，其中定义了很多实用方法，这些方法并非本项目特有的，可
以分解为像 Closure 这样的 JavaScript 框架。Blockly.createDom_中创建 SVG 元素就是调用
的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 方法，其代码如下：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 = function(name, attrs, parent) {
// 创建具有命名空间和特定命名的元素
var e = (document.createElementNS(Blockly.SVG_NS, name));
// 循环设置属性
for (var key in attrs) {
e.setAttribute(key, attrs[key]);
}
// 对 IE 定义的唯一属性特殊处理
if (document.body.runtimeStyle) {
e.runtimeStyle = e.currentStyle = e.style;
}
if (parent) {
parent.appendChild(e);
}
return e;
};

以上代码中的 document.createElementNS 是一个 Web API，用于创建具有指定命名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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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特定命名的元素，而与其对应的 createElement 则是创建没有指定命名空间的元素。另
外，代码中的 Blockly.SVG_NS 是定义在 constants.js 文件中的 SVG 命名空间常量，取值
为 http://www.w3.org/2000/svg。
在以上 Blockly.inject 函数中构造了两个拖曳优化类，它们是分别针对代码块拖曳和工
作区拖曳所做的优化。其中，Blockly.BlockDragSurfaceSvg 是一个管理当前拖曳块的类，
定义在 block_drag_surface.js 文件中，它是一个单独的“块拖曳 SVG”，其中仅包含当前
正在拖动的代码块。
当代码块拖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将此代码块（包括其子块）移动到“块拖曳 SVG”
这个单独的 DOM 元素中，然后使用 CSS 的 translate3d 移动“块拖曳 SVG”，进而实现
代码块的移动。当拖动结束时，拖动的代码块被重新放回原来的 SVG 中。
在代码块拖动的过程中，通过转换整个“块拖曳 SVG”，可以避免每次鼠标移动时
需重绘整个主工作区 SVG，从而提高了性能，并且同一时刻最多只能有一个代码块被移
动到“块拖曳 SVG”中。
在代码块拖曳类 BlockDragSurfaceSvg 中，要想实现拖曳优化，需要依次执行如下三
步操作。
（1）把要拖动的块移动到“块拖曳 SVG”中，代码如下：
Blockly.BlockDragSurfaceSvg.prototype.setBlocksAndShow = function(blocks) {
// 已经有正在拖曳的块
goog.asserts.assert(
this.dragGroup_.childNodes.length == 0, 'Already dragging a block.');
// 把块拖动至 dragGroup_，同时在它之前的父节点中删除该块
this.dragGroup_.appendChild(blocks);
// 显示
this.SVG_.style.display = 'block';
this.surfaceXY_ = new goog.math.Coordinate(0, 0);
var injectionDiv =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injectionDiv')[0];
// 这样可以保证在块被拖出 SVG 的空间范围时也是可见的
injectionDiv.style.overflow = 'visible';
};

（2）对“块拖曳 SVG”进行三维转换，每次鼠标的移动都会触发整个“块拖曳 SVG”
的转换。基于其内部状态实现转换的代码如下：
Blockly.BlockDragSurfaceSvg.prototype.translateSurfaceInternal_ = function() {
var x = this.surfaceXY_.x;
var y = this.surfaceXY_.y;
// 防止拖动时候的模糊
x = x.toFixed(0);
y = y.toFixed(0);
// 显示
this.SVG_.style.display = 'block';
// 在 SVG 图像上设置 CSS 转换属性
Blockly.utils.setCssTransform(this.SVG_,'translate3d(' + x + 'p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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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px, 0px)');
};

（3）把代码块放回原来的 SVG 中。拖动结束后，需要将“块拖曳 SVG”中的拖动块
清除，并隐藏该 SVG，同时把拖动的块放回原来的主工作区中。代码如下：
Blockly.BlockDragSurfaceSvg.prototype.clearAndHide = function(opt_newSurface) {
if (opt_newSurface) {
// 把拖动块放回原来的地方，同时 appendChild 会把块从“块拖曳 SVG”中删除
opt_newSurface.appendChild(this.getCurrentBlock());
} else {
this.dragGroup_.removeChild(this.getCurrentBlock());
}
// 隐藏
this.SVG_.style.display = 'none';
// 确保拖动块已从拖曳 SVG 中删除
goog.asserts.assert(
this.dragGroup_.childNodes.length == 0, 'Drag group was not cleared.');
this.surfaceXY_ = null;
var injectionDiv =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injectionDiv')[0];
// 重新设置 overflow 属性为 hidden，从而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在块区域之外
injectionDiv.style.overflow = 'hidden';
};

注意：本书提到的“块拖曳 SVG”指的就是实现代码块拖曳优化的 Blockly.BlockDragSurfaceSvg。
Blockly.WorkspaceDragSurfaceSvg 是工作区拖曳优化，其定义在 workspace_drag_
surface_svg.js 中，用于管理一个浮动在工作区顶部的 SVG。在工作区拖曳期间，工作区中
的代码块将被移动到此 SVG 中，对整个 SVG 使用 CSS 三维转换，因此在拖动的过程中
不用重绘代码块，从而可以提高性能。
鉴于 Blockly.WorkspaceDragSurfaceSvg 的源码逻辑与 Blockly.BlockDragSurfaceSvg 非
常类似，本书就不再对其展开源码分析了，相信读者通过以上的学习，自己可以看懂源码。
在 Blockly.inject 函数中，函数 Blockly.createMainWorkspace_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它的主要作用是创建一个主工作区并将其添加到父 SVG 中。如果条件满足，也会创建
Flyout 及绑定工作区变化处理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createMainWorkspace_=function(svg,options,blockDragSurface,
workspaceDragSurface) {
options.parentWorkspace = null;
// 创建主工作区 SVG
Var mainWorkspace=new Blockly.WorkspaceSvg(options, blockDragSurface,
workspa
ceDragSurface);
mainWorkspace.scale = options.zoomOptions.startScale;
// 添加到父 SVG 中
svg.appendChild(mainWorkspace.createDom('blocklyMain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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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options 有语言树且没有分类
if (!options.hasCategories && options.languageTree) {
// 将 flyout 添加为<svg>，它与主工作区 svg 同级
var flyout = mainWorkspace.addFlyout_('svg');
Blockly.utils.insertAfter(flyout, svg);
}
// 空转换也将会应用正确的初始化比例 scale
mainWorkspace.translate(0, 0);
Blockly.mainWorkspace = mainWorkspace;
// 如果非只读且没有滚动条，定义工作区变化回调函数
if (!options.readOnly && !options.hasScrollbars) {
// 定义工作区改变处理函数
var workspaceChanged = function() {
// 在拖动的过程中不会触发
if (!mainWorkspace.isDragging()) {
// 获取主工作区的测量指标
var metrics = mainWorkspace.getMetrics();
var edgeLeft = metrics.viewLeft + metrics.absoluteLeft;
var edgeTop = metrics.viewTop + metrics.absoluteTop;
if (metrics.contentTop < edgeTop ||
metrics.contentTop + metrics.contentHeight >
metrics.viewHeight + edgeTop ||
metrics.contentLeft <
(options.RTL ? metrics.viewLeft : edgeLeft) ||
metrics.contentLeft + metrics.contentWidth > (options.RTL ?
metrics.viewWidth : metrics.viewWidth + edgeLeft)) {
// 一个或者多个块可能超出界限，把它们撞回去
var MARGIN = 25;
var blocks = mainWorkspace.getTopBlocks(false);
for (var b = 0, block; block = blocks[b]; b++) {
var blockXY = block.getRelativeToSurfaceXY();
var blockHW = block.getHeightWidth();
// 把顶部上面的块撞回去
var overflowTop = edgeTop + MARGIN - blockHW.height –
blockXY.y;
if (overflowTop > 0) {
block.moveBy(0, overflowTop);
}
// 把底部下面的块撞回去
var overflowBottom =
edgeTop + metrics.viewHeight - MARGIN - blockXY.y;
if (overflowBottom < 0) {
block.moveBy(0, overflowBottom);
}
// 把超过左边的块撞回去
var overflowLeft = MARGIN + edgeLeft blockXY.x - (options.RTL ? 0 : blockHW.width);
if (overflowLeft > 0) {
block.moveBy(overflowLeft, 0);
}
// 把超过右边的块撞回去
var overflowRight = edgeLeft + metrics.viewWid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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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 blockXY.x + (options.RTL ? blockHW.width : 0);
if (overflowRight < 0) {
block.moveBy(overflowRight, 0);
}
}
}
}
};
// 工作区增加改变事件监听
mainWorkspace.addChangeListener(workspaceChanged);
}
// 调整 SVG 图像的大小以完全填充其容器
Blockly.svgResize(mainWorkspace);
// 创建浮动在 Blockly 之上的 widget div，并将其注入到页面中，它包含用户当前正在
// 与之交互的临时 HTML UI 部件
Blockly.WidgetDiv.createDom();
// 创建浮动在工作区顶部的 div，用于下拉菜单
Blockly.DropDownDiv.createDom();
// 创建提示框 div，并将其注入到页面中
Blockly.Tooltip.createDom();
return mainWorkspace;
};

从上面的代码可以看出：工作区变化处理函数 workspaceChanged 主要处理的是块越
界问题。当块出现上下左右任何一个方向越界时，通过 block.moveBy 函数把它们拉回工
作区以内。
另外，Blockly.WorkspaceSvg 的作用是把一个代表工作空间的对象渲染成 SVG，其定
义在 workspace_svg.js 文件中。有关工作区的内容还是很多的，本节不做深入探讨，2.3.4
节将重点讲解工作区。
Blockly.init 在 Blockly.inject 函数中所起的作用是初始化 Blockly，其中包括多种类型
事件的绑定、工具箱或 Flyout 的初始化、水平和垂直滚动条的创建及声音的加载。函数代
码如下：
Blockly.init_ = function(mainWorkspace) {
var options = mainWorkspace.options;
var svg = mainWorkspace.getParentSvg();
// 绑定鼠标右键事件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svg.parentNode, 'contextmenu', null,
function(e) {
// 在事件目标不是文本输入时
if (!Blockly.utils.isTargetInput(e)) {
// 抑制浏览器的上下文菜单
e.preventDefault();
}
});
// 绑定窗口的 resize 事件
var workspaceResizeHandler =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window, 'resize',
null,fun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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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一些元素的工具提示、上下文菜单、下拉框等，参数为 true，不关闭工具箱
Blockly.hideChaffOnResize(true);
// 调整 SVG 图像的大小以完全填充其容器
Blockly.svgResize(mainWorkspace);
});
// 保存 resize 处理程序的数据，以便稍后可以删除
mainWorkspace.setResizeHandlerWrapper(workspaceResizeHandler);
// 绑定 document 的 keydown、touchend、touchcancel 事件
Blockly.inject.bindDocumentEvents_();
if (options.languageTree) {
if (mainWorkspace.toolbox_) {
// 初始化工具箱
mainWorkspace.toolbox_.init(mainWorkspace);
} else if (mainWorkspace.flyout_) {
// 初始化 Flyout
mainWorkspace.flyout_.init(mainWorkspace);
// 展示和填充 Flyout
mainWorkspace.flyout_.show(options.languageTree.childNodes);
// 将 Flyout 滚动到顶部
mainWorkspace.flyout_.scrollToStart();
// 根据 Flyout 将工作区转换到新的坐标
if (options.horizontalLayout) {
mainWorkspace.scrollY = mainWorkspace.flyout_.height_;
if (options.toolboxPosition == Blockly.TOOLBOX_AT_BOTTOM) {
mainWorkspace.scrollY *= -1;
}
} else {
mainWorkspace.scrollX = mainWorkspace.flyout_.width_;
if (options.toolboxPosition == Blockly.TOOLBOX_AT_RIGHT) {
mainWorkspace.scrollX *= -1;
}
}
// 坐标转换
mainWorkspace.translate(mainWorkspace.scrollX, mainWorkspace.
scrollY);
}
}
// 初始化一对滚动条，即水平滚动条和垂直滚动条
if (options.hasScrollbars) {
mainWorkspace.scrollbar = new Blockly.ScrollbarPair(mainWorkspace);
// 重新计算滚动条的位置和长度，并重新定位角矩形
mainWorkspace.scrollbar.resize();
}
// 为工作区加载声音
if (options.hasSounds) {
Blockly.inject.loadSounds_(options.pathToMedia, mainWorkspace);
}
};

以上源码中的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定义在 blockly.js 文件中，是将一个事件
绑定到一个函数调用中，在函数调用时，验证它是否属于当前正在处理的触摸流，并根据
需要将多点触摸事件拆分为多个事件。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不透明的数据，可以把它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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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函数 unbindEvent_解除此事件的绑定。
在绑定鼠标右键事件中，Blockly.utils.isTargetInput(e)的本意是判断事件目标是否是文
本输入框，它是 utils.js 文件中的工具方法，可能会有 bug。因为 e.target 没有 type 属性，
应该取 tagName 属性，并且 isContentEditable 也是 HTML DOM 才有的属性，SVG 中并没
有。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utils.isTargetInput = function(e) {
return e.target.type == 'textarea' || e.target.type == 'text' ||
e.target.type == 'number' || e.target.type == 'email' ||
e.target.type == 'password' || e.target.type == 'search' ||
e.target.type == 'tel' || e.target.type == 'url' ||
e.target.isContentEditable;
};

Blockly.inject 函数中的最后一步 Blockly.svgResize(workspace)用来调整 SVG 的大小，
首先找到最外层的工作区，其次找到它的容器元素，然后把 SVG 调整成容器的大小，最
后调整工作区内所有内容的大小并重新定位它们，其中包括工具箱、Flyout、垃圾箱、缩
放控制器及滚动条。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svgResize = function(workspace) {
var mainWorkspace = workspace;
// 寻找最外层的工作区
while (mainWorkspace.options.parentWorkspace) {
mainWorkspace = mainWorkspace.options.parentWorkspace;
}
// 获取包含此工作区的 SVG 元素
var svg = mainWorkspace.getParentSvg();
// 获取包含 SVG 的 div 容器元素
var div = svg.parentNode;
if (!div) {
// 工作区已经被删除
return;
}
// 获取容器的宽和高
var width = div.offsetWidth;
var height = div.offsetHeight;
// 调整 SVG 的宽度并缓存此值
if (svg.cachedWidth_ != width) {
svg.setAttribute('width', width + 'px');
svg.cachedWidth_ = width;
}
// 调整 SVG 的高度并缓存此值
if (svg.cachedHeight_ != height) {
svg.setAttribute('height', height + 'px');
svg.cachedHeight_ = height;
}
// 调整工作区内所有内容的大小并重新定位
mainWorkspace.re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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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inject.js 源码分析已经结束，其中讲解了在页面中引入 Scratch-blocks 的完整过
程，接下来将针对 Scratch-blocks 的每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进行详细分析，实现对其原理的
深入理解。

注意：以上提到的 Blockly.utils.isTargetInput 有 bug 的事情，笔者已经在官方提了问题，
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

2.3.4

workspace 模块：工作区

workspace 指的是工作区，它是 Scratch-blocks 非常核心的一部分，源码中涉及的文件
有以下 8 个。
workspace.js：是工作区的基础类，对外提供 Blockly.Workspace，其中包括对顶层
块、评论、变量、事件监听、撤销栈及重做栈的处理。
 workspace_svg.js：对外提供 Blockly.WorkspaceSvg 类，它继承自 Blockly.Workspace
基类，包含工作区最核心的代码，是一个带有可选垃圾箱、滚动条、气泡及拖动的
屏幕区域，是工作区的 SVG 表示。
 workspace_dragger.js：其中定义了一些可视化拖动工作区的方法，当工作区被单击
或者触摸时，它会移动工作区。拖动结束时，通过移动滚动条来实现拖曳效果。
 workspace_drag_surface_svg.js：实现工作区拖曳优化的类，通过 CSS 转换“整个拖
曳 SVG”而不是转换主工作区中的 block 块，避免浏览器在拖动的过程中产生重绘，
从而提高拖曳性能。
 workspace_comment.js：是一个表示工作区注释的对象，其中包括宽、高等属性的
设置和获取，“注释”和 XML 之间的转换，“注释”的创建、删除、改动和移动，
并且“注释”的增、删、改、移都是通过触发相应的事件完成的。
 workspace_comment_svg.js：
是一个工作区代码注释的 SVG 表示，它继承自 Blockly.
WorkspaceComment，其中包含注释 SVG 的创建、事件绑定、聚焦和选中处理、解
析 XML 注释标签及注释的拖曳处理，并且在注释拖曳的时候，会根据条件判断是
否开启拖曳优化。
 workspace_comment_render_svg.js：对外暴露的 Blockly.WorkspaceCommentSvg.
render 中定义了把工作区注释渲染为 SVG 的方法。其中包括创建注释的文本区、
添加调整大小 resize 图标、创建顶栏等。
 workspace_audio.js：对外暴露 Blockly.WorkspaceAudio，它是负责加载、存储和播
放工作区音频的对象。
接下来以 workspace_svg.js 为切入点展开对工作区的源码分析，它依赖以上除 workspace_


dragger.js 之外的 6 个文件，它对外暴露的 Blockly.WorkspaceSvg 是一个带有可选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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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条、气泡和拖动的屏幕区域，其构造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WorkspaceSvg = function(options, opt_blockDragSurface, opt_wsDrag
Surface) {
// 调用父类的构造函数
Blockly.WorkspaceSvg.superClass_.constructor.call(this, options);
// 返回一个对象，其中包括调整顶级工作区滚动条大小的所有度量
this.getMetrics =
options.getMetrics || Blockly.WorkspaceSvg.getTopLevelWorkspaceMetrics_;
// 将顶级工作区的 x/y 转换设置为与滚动条匹配
this.setMetrics =
options.setMetrics || Blockly.WorkspaceSvg.setTopLevelWorkspaceMetrics_;
// 为当前工作区初始化一组连接数据库，存储块之间的连接
Blockly.ConnectionDB.init(this);
// 设置块拖曳优化
if (opt_blockDragSurface) {
this.blockDragSurface_ = opt_blockDragSurface;
}
// 设置工作区拖曳优化
if (opt_wsDragSurface) {
this.workspaceDragSurface_ = opt_wsDragSurface;
}
// 判断在拖动工作区的时候是否启动拖曳优化，Blockly.utils.is3dSupported 用于检
// 查是否支持三维转换
this.useWorkspaceDragSurface_ =
this.workspaceDragSurface_ && Blockly.utils.is3dSupported();
// 当前高亮块的列表，块的高亮通常用于直观地标记当前正在执行的块
this.highlightedBlocks_ = [];
// 负责加载、存储和播放工作区音频的对象
this.audioManager_ = new Blockly.WorkspaceAudio(options.parentWorkspace);
// 构建当前工作区的网格对象
this.grid_ = this.options.gridPattern ?
new Blockly.Grid(options.gridPattern, options.gridOptions) : null;
// 注册给定类别的回调函数，以便在工作区中填充自定义的工具箱类型
// 注册变量类别的回调函数
this.registerToolboxCategoryCallback(Blockly.VARIABLE_CATEGORY_NAME,
Blockly.DataCategory);
// 注册过程类别的回调函数
this.registerToolboxCategoryCallback(Blockly.PROCEDURE_CATEGORY_NAME,
Blockly.Procedures.flyoutCategory);
};

通过以上代码可知，在 Blockly.WorkspaceSvg 的构造函数中首先调用了父类 Blockly.
Workspace 的构造函数，它可以创建一个包含 blocks 块的无 UI 的数据结构；然后设置工
作区度量的 get 和 set 方法、初始化连接数据库、拖曳优化的判断和设置、创建工作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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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管理对象，以及根据需要创建网格对象；最后为“变量”和“过程”两个类别注册相应
的回调函数。
Scratch-blocks 中类的继承是基于 goog.inherits 函数实现的，如 Blockly.WorkspaceSvg
对 Blockly.Workspace 的继承，它会将 Blockly.Workspace 的原型方法继承到 Blockly.
WorkspaceSvg 中，代码如下：
goog.inherits(Blockly.WorkspaceSvg, Blockly.Workspace);

goog.inherits 是 google-closure-library 提供的继承方法，第一个参数为子类构造函数，
第二个参数为父类构造函数，最终实现把父类构造函数的原型方法继承到子类构造函数
中。代码如下：
goog.inherits = function(childCtor, parentCtor) {
// 临时构造函数
function tempCtor() {}
tempCtor.prototype = parentCtor.prototype;
childCtor.superClass_ = parentCtor.prototype;
childCtor.prototype = new tempCtor();
childCtor.prototype.constructor = childCtor;
childCtor.base = function(me, methodName, var_args) {
// 复制参数
var args = new Array(arguments.length - 2);
for (var i = 2; i < arguments.length; i++) {
args[i - 2] = arguments[i];
}
return parentCtor.prototype[methodName].apply(me, args);
};
};

Blockly.WorkspaceSvg 构造函数中的 Blockly.WorkspaceSvg.getTopLevelWorkspaceMetrics_返回的是一个度量顶级工作区大小和位置的对象。此对象包含的度量属性包括内
容区的大小和位置、视图的大小和位置、工具箱的大小和位置及 Flyout 的宽、高等，具体
内容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名

工作区的度量属性表

字

描

述

viewHeight

可见矩形的高度

viewWidth

视图的宽度

contentHeight

内容高度

contentWidth

内容宽度

viewTop

视图上边缘与父节点的偏移量

viewLeft

视图左边缘与父节点的偏移量

contentTop

最顶部内容与y=0坐标的偏移量

contentLeft

最左边内容与x=0坐标的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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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名

字

描

述

absoluteTop

视图上边缘

absoluteLeft

视图左边缘

toolboxWidth

工具箱的宽度，如果没有工具箱则为0

toolboxHeight

工具箱的高度，如果没有工具箱则为0

flyoutWidth

Flyout开启时的宽度值，不开启为0

flyoutHeight

Flyout开启时的高度值，不开启为0

toolboxPosition

工具箱的位置

与以上 get 方法对应的 set 方法 Blockly.WorkspaceSvg.setTopLevelWorkspaceMetrics_，
是用来设置工作区的 x/y 转换的，参数是一个 0～1 之间的浮点数，如果有网格，也会对
网格做位置转换。
Blockly.WorkspaceSvg 构造函数中的 Blockly.ConnectionDB.init 是 connection_db.js 中
定义的方法，用于为当前工作区初始化一组连接数据库，根据连接类型的不同，共创建 4
种数据库。代码如下：
Blockly.ConnectionDB.init = function(workspace) {
// 创建 4 个数据库，每一种连接类型创建一个数据库
var dbList = [];
dbList[Blockly.INPUT_VALUE] = new Blockly.ConnectionDB();
dbList[Blockly.OUTPUT_VALUE] = new Blockly.ConnectionDB();
dbList[Blockly.NEXT_STATEMENT] = new Blockly.ConnectionDB();
dbList[Blockly.PREVIOUS_STATEMENT] = new Blockly.ConnectionDB();
workspace.connectionDBList = dbList;
};

Blockly.ConnectionDB 是存储块与块之间连接的数据库，连接按其垂直组件的顺序存
储，这样可以使用折半查找快速搜索区域中的连接。有关块连接的文件有 connection.js 和
connection_db.js。
connection.js：对外暴露 Blockly.Connection，其中定义了连接的建立、断开、检查
及阴影块的处理等。
 connection_db.js：对外暴露 Blockly.ConnectionDB，它代表一个“块连接”数据库，
数据结构上是一个 Blockly.Connection 类型的数组。其中包括连接的增加、删除、
查找及初始化操作。
Blockly.WorkspaceSvg 中创建工作区 DOM 元素的函数是 createDom，它的主要职责是


创建整个工作区的 SVG 元素，其中包括工作区组、工作区背景、存放 block 块的组、存放
评论的组、垃圾箱、缩放控件及工具箱等。
在 createDom 函数中，还通过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为工作区组元素<g>绑定
了 mousedown 和 wheel 两个鼠标事件。另外，在 createDom 函数中实现了工作区的记录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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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区域功能，缓存区域包括块区域和删除区域两种，createDom 函数最后返回工作区组对
象 svgGroup，内部包含整个工作区。代码如下：
Blockly.WorkspaceSvg.prototype.createDom = function(opt_backgroundClass) {
// 创建类名为 blocklyWorkspace 的 SVG 容器元素 g
this.svgGroup_ =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g',
{'class': 'blocklyWorkspace'}, null);
// 注意，一个单独的<g>不接收鼠标事件，它内部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目标，所以要想接收
// 鼠标事件，opt_backgroundClass 参数不能为空
if (opt_backgroundClass) {
this.svgBackground_ =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rect',
{'height': '100%', 'width': '100%', 'class': opt_backgroundClass},
this.svgGroup_);
if (opt_backgroundClass == 'blocklyMainBackground' && this.grid_) {
this.svgBackground_.style.fill = 'url(#' + this.grid_.getPatternId()
+ ')';
}
}
// 创建类名为 blocklyBlockCanvas 的 SVG 容器元素 g，内部存放 block 块
this.svgBlockCanvas_ =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g',
{'class': 'blocklyBlockCanvas'}, this.svgGroup_, this);
// 创建类名为 blocklyBubbleCanvas 的 SVG 容器元素 g，内部存放 comment 评论
this.svgBubbleCanvas_ =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g',
{'class': 'blocklyBubbleCanvas'}, this.svgGroup_, this);
// 获取滚动条的厚度，默认是 11，在触摸设备上是 14，用于设置工作区底部到垃圾箱和
// 缩放控件底部的距离
var bottom = Blockly.Scrollbar.scrollbarThickness;
if (this.options.hasTrashcan) {
// SVG 中增加垃圾箱
bottom = this.addTrashcan_(bottom);
}
if (this.options.zoomOptions && this.options.zoomOptions.controls) {
// SVG 中增加缩放控件
this.addZoomControls_(bottom);
}
// 判断此工作区是否是 Flyout 的 surface
if (!this.isFlyout) {
// 为 SVG 绑定 mousedown 事件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this.svgGroup_, 'mousedown', this,
this.onMouseDown_);
if (this.options.zoomOptions && this.options.zoomOptions.wheel) {
// 为 SVG 绑定 wheel 鼠标齿轮事件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this.svgGroup_, 'wheel', this,
this.onMouseWheel_);
}
}
// 如果有分类，创建工具箱，详细内容请见 2.3.5 节
if (this.options.hasCategories) {
this.toolbox_ = new Blockly.Toolbox(this);
}
// 如果有网格，更新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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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is.grid_) {
this.grid_.update(this.scale);
}
// 记录工作区的缓存区域
this.recordCachedAreas();
// 返回创建的工作区 SVG
return this.svgGroup_;
};

以上代码中的 this.recordCachedAreas 是记录缓存区域的函数，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
部分是记录代码块的图形化用户操作界面在屏幕上的位置，另一部分是记录当前工作区的
所有删除区域，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判断一个事件是发生在块 UI 内部还是发生在删除区域
内部。删除区域包括多个部分，会以列表的形式缓存。
Blockly.WorkspaceSvg.prototype.recordCachedAreas = function() {
// 记录块的区域
this.recordBlocksArea_();
// 记录删除区域
this.recordDeleteAreas_();
};

recordBlocksArea 首先获取工作区的父 SVG 元素，然后得到它的大小和位置属性，最
终返回一个包含 left、top、width、height 这 4 个属性的矩形区域对象 blocksArea_。函数代
码如下：
Blockly.WorkspaceSvg.prototype.recordBlocksArea_ = function() {
// 获取工作区的父 SVG，即类名为 blocklySvg 的 SVG
var parentSvg = this.getParentSvg();
if (parentSvg) {
var bounds = parentSvg.getBoundingClientRect();
// 一个包含 left、top、width、height 这 4 个属性的对象
this.blocksArea_ = new goog.math.Rect(bounds.left, bounds.top,
bounds.width,
bounds.height);
} else {
this.blocksArea_ = null;
}
};

recordDeleteAreas 在记录删除区域的时候，需要考虑垃圾箱、Flyout、工具箱 3 个区
域，其代码如下：
Blockly.WorkspaceSvg.prototype.recordDeleteAreas_ = function() {
// 获取垃圾箱的区域，数据结构也是一个包含 left、top、width、height 这 4 个属性的
对象
if (this.trashcan) {
this.deleteAreaTrash_ = this.trashcan.getClientRect();
} else {
this.deleteAreaTrash_ = null;
}
if (this.flyout_) {
// 获取 Flyout 区域，数据结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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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deleteAreaToolbox_ = this.flyout_.getClientRect();
} else if (this.toolbox_) {
// 获取工具箱区域，数据结构同上
this.deleteAreaToolbox_ = this.toolbox_.getClientRect();
} else {
this.deleteAreaToolbox_ = null;
}
};

注意：由于工作区是 Scratch-blocks 的核心部分，它涉及的模块较多，一些内容的详细
讲解将放到其他章节。

2.3.5

toolbox.js：工具箱

工具箱是创建各种类型 block 块的地方，它由一组类别菜单和 Flyout 组成，定义在
toolbox.js 文件中。此文件定义了 Blockly.Toolbox、Blockly.Toolbox.CategoryMenu、Blockly.
Toolbox.Category 3 个类，Blockly.Toolbox 在初始化方法 init 中创建 Blockly.Toolbox.
CategoryMenu 的实例，Blockly.Toolbox.CategoryMenu 在填充函数 populate 中创建多个
Blockly.Toolbox.Category 实例。
Toolbox 在初始化函数中进行了元素创建、事件绑定、Flyout 创建、工具箱填充及工
具箱定位，其代码如下：
Blockly.Toolbox.prototype.init = function() {
var workspace = this.workspace_;
// 获取工作区的父 SVG 元素
var svg = this.workspace_.getParentSvg();
// 创建工具箱菜单的容器元素，设置方向属性，并插入根 SVG 的前面
this.HtmlDiv = goog.dom.createDom(goog.dom.TagName.DIV, 'blocklyToolboxDiv');
this.HtmlDiv.setAttribute('dir', workspace.RTL ? 'RTL' : 'LTR');
svg.parentNode.insertBefore(this.HtmlDiv, svg);
// 给容器元素绑定 mousedown 事件，事件触发时关闭弹窗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this.HtmlDiv, 'mousedown', this, function(e) {
// 取消正在进行的任何手势
this.workspace_.cancelCurrentGesture();
if (Blockly.utils.isRightButton(e) || e.target == this.HtmlDiv) {
// 关闭弹出框，同时关闭工具箱的 Flyout
Blockly.hideChaff(false);
} else {
// 只关闭弹出框，不关闭工具箱的 Flyout
Blockly.hideChaff(true);
}
// 清除跟踪要关注的触摸流的触摸标识符，这将结束当前的拖动或手势
// 并允许捕获其他指针
Blockly.Touch.clearTouchIdentifier();
}, false, true);
// 基于主工作区的 options 选项创建和配置 Fl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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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createFlyout_();
// 创建工具箱的类别菜单，创建一个类别 div 并追加到 this.HtmlDiv 中
this.categoryMenu_ = new Blockly.Toolbox.CategoryMenu(this, this.HtmlDiv);
// 用类别和块填充工具箱
this.populate_(workspace.options.languageTree);
// 将工具箱移动到边缘位置
this.position();
};

以上代码中的 Blockly.Touch.clearTouchIdentifier 是定义在 touch.js 文件中的方法，用
于清除当前触摸事件的标识符 touchIdentifier。清除之后将结束当前的拖曳或者手势，可以
接收未来的事件。其代码如下：
Blockly.Touch.clearTouchIdentifier = function() {
// 清空标识符
Blockly.Touch.touchIdentifier_ = null;
};

Blockly.Toolbox.prototype.init 中的 this.populate_是一个填充函数，它的主要职责是用
类别和块来填充工具箱。它共做了 3 件事，首先是调用类别菜单的填充函数，然后在 Flyout
中显示出所有类别的所有块，最后设置当前选中的类别，默认选中第一个。其代码如下：
Blockly.Toolbox.prototype.populate_ = function(newTree) {
// 创建类别菜单元素，并为每一个类别创建一个 Blockly.Toolbox.Category 实例
this.categoryMenu_.populate(newTree);
// 把所有类别的块都显示出来
this.showAll_();
// 设置当前选中的类别菜单
this.setSelectedItem(this.categoryMenu_.categories_[0], false);
};

CategoryMenu 的 populate 填充函数首先创建类别菜单的根节点 table，然后遍历语法
树创建一个类别节点数组 categories，之后遍历此数组，为每一个类别节点创建菜单元素
和一个 Blockly.Toolbox.Category 实例，菜单元素追加到根节点 table 中，实例存入
categories_数组。populate 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Toolbox.CategoryMenu.prototype.populate = function(domTree) {
// 如果 DOM 树为空直接返回
if (!domTree) {
return;
}
// 清除原来的类别及子元素
this.dispose();
// 创建类别菜单的根 DOM 节点 table
this.createDom();
var categories = [];
// 遍历工具箱 XML 的一级子节点得到所有分类
for (var i = 0, child; child = domTree.childNodes[i]; i++) {
if (!child.tagName || child.tagName.toUpperCase() != 'CATEGORY') {
conti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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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入列表节点数组中
categories.push(child);
}
// 循环遍历类别数组，为每一个类别创建容器 DIV 和 Blockly.Toolbox.Category
for (var i = 0; i < categories.length; i++) {
var child = categories[i];
var row = goog.dom.createDom('div', 'scratchCategoryMenuRow');
this.table.appendChild(row);
if (child) {
// 创建类别
this.categories_.push(new Blockly.Toolbox.Category(this, row,
child));
}
}
this.height_ = this.table.offsetHeight;
};

以上代码中，new Blockly.Toolbox.Category(this, row, child)初始化了 Category 的实例，
Category 代表工具箱中一种类别的数据模型，在其构造函数中，存储了当前类节点的名字、
ID 等属性并对其 DOM 进行了创建。Category 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Toolbox.Category = function(parent, parentHtml, domTree) {
// 它所属的 CategoryMenu
this.parent_ = parent;
// 所属 CategoryMenu 的 DOM 节点
this.parentHtml_ = parentHtml;
// 获取语法树类别标签的属性
this.name_ = domTree.getAttribute('name');
this.id_ = domTree.getAttribute('id');
this.setColour(domTree);
this.custom_ = domTree.getAttribute('custom');
this.iconURI_ = domTree.getAttribute('iconURI');
this.showStatusButton_ = domTree.getAttribute('showStatusButton');
this.contents_ = [];
if (!this.custom_) {
// 设置分类的内容
this.parseContents_(domTree);
}
// 创建分类的 DOM 元素
this.createDom();
};

以上代码中的函数 parseContents 用于解析 Category 的语法树，并将类别节点包含的
内容存入 contents_中，只考虑具有 tagName 属性，并且标签类型是代码块、阴影、标签、
按钮、分隔及文本 6 种类型之一的节点。代码如下：
Blockly.Toolbox.Category.prototype.parseContents_ = function(domTree) {
for (var i = 0, child; child = domTree.childNodes[i]; i++) {
if (!child.tagName) {
// 没有标签名，跳出本次循环
conti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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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标签名设置为大写形式
switch (child.tagName.toUpperCase()) {
case 'BLOCK':
case 'SHADOW':
case 'LABEL':
case 'BUTTON':
case 'SEP':
case 'TEXT':
// 存入 contents_中
this.contents_.push(chil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Toolbox 中的 showAll_是工具箱类中的一个关键函数，它负责把所有类别下的所有块
都展示出来，在函数执行过程中，首先遍历类别数组 categories_，为每一个类别创建用
XML 字符串表示的标签元素，然后通过 Blockly.Xml 的 textToDom 方法将标签元素转换
成 DOM 结构。
之后把标签和当前类别的内容组装在一起。这样循环结束后数组 allContents 中存放的
就是所有类别的内容，最后把它交给 this.flyout_.show 函数，把内容展示出来。showAll_
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Toolbox.prototype.showAll_ = function() {
var allContents = [];
for (var i = 0; i < this.categoryMenu_.categories_.length; i++) {
var category = this.categoryMenu_.categories_[i];
// 创建一个 label 标签节点，使其位于类别的顶部
var labelString = '<xml><label text="' + category.name_ + '"' +
' id="' + category.id_ + '"' +
' category-label="true"' +
' showStatusButton="' + category.showStatusButton_ + '"' +
' web-class="categoryLabel">' +
'</label></xml>';
// 将纯文本转换成 DOM 结构
var labelXML = Blockly.Xml.textToDom(labelString);
// 把 label 标签放入 allContents
allContents.push(labelXML.firstChild);
// 把当前类别下的所有 block 标签放入 allContents
allContents = allContents.concat(category.getContents());
}
// 把 allContents 中的内容在 flyout 中展示出来
this.flyout_.show(allContents);
};

注意：Flyout 是 Scratch-blocks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下面将有一个单独的章节对其
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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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lockly.Toolbox.prototype.populate_函数中，调用了 setSelectedItem，此函数用于选
中一个类别，它是通过 3 个步骤完成类别选中的。首先把当前选中的类别去掉选中状态，
然后把目标类别设置为选中状态，最后把 Flyout 滚动到选中类别的顶部。其中，类别的选
中与否是通过为元素增加或删除 categorySelected 类，进而改变其 CSS 样式来实现的。
setSelectedItem 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Toolbox.prototype.setSelectedItem = function(item, opt_shouldScroll) {
// 如果没传参数 opt_shouldScroll，默认为 true，滚动到所选择分类的顶部
if (typeof opt_shouldScroll === 'undefined') {
opt_shouldScroll = true;
}
// 如果当前有选中的类，先去掉它的选中状态
if (this.selectedItem_) {
this.selectedItem_.setSelected(false);
}
// 赋值当前选中类别
this.selectedItem_ = item;
if (this.selectedItem_ != null) {
// 设置选中状态
this.selectedItem_.setSelected(true);
var categoryId = item.id_;
if (opt_shouldScroll) {
// 滚动 Flyout 到当前选中类别的顶部
this.scrollToCategoryById(categoryId);
}
}
};

2.3.6

Flyout 模块：工具箱中的托盘

Flyout 是工具箱中的弹出托盘部分，它存放着每个类别下的所有积木块，是工具箱中
非常核心的部分，其源码涉及的文件有以下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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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out_base.js：对外暴露 Blockly.Flyout 类，它是 Flyout 托盘的基础类，其中包括
托盘工作区的创建、托盘 DOM 的创建、托盘的初始化、托盘的填充与展示、块的
创建及事件的绑定。
flyout_vertical.js：垂直形态的 Flyout，对外提供 Blockly.VerticalFlyout，它继承了
Blockly.Flyout。
flyout_horizontal.js：水平形态的 Flyout，对外提供 Blockly.HorizontalFlyout，它继
承了 Blockly.Flyout。
flyout_button.js：对外暴露 Blockly.FlyoutButton，其提供了一个处理 Flyout 托盘中
的按钮及标签的类，标签的行为与按钮相同，只是样式不同，另外标签没有单击事
件的回调函数。类中包括 DOM 的创建、事件的绑定等。
flyout_dragger.js：对外暴露 Blockly.FlyoutDragger 类，用于处理 Flyout 托盘的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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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它继承了 Blockly.WorkspaceDragger。与主工作区不同的是，Flyout 中的工
作区只有一个滚动条。
flyout_extension_category_header.js：对外提供 FlyoutExtensionCategoryHeader 类，
继承了 Blockly.FlyoutButton，它是 Flyout 中 Scratch 扩展的类别标题，可以显示一
个文本标签和一个状态按钮。

注意：垂直形态和水平形态的

Flyout 有很多相似之处，本节以垂直形态为例对其进行

源码分析。
Flyout 的初始化是在 toolbox.js 的 createFlyout_函数中进行的，首先基于主工作区的配
置对象 options 生成 Flyout 托盘的配置信息，然后根据工作区的布局创建对应形态的托盘
实例，并设置它所属的工具箱，之后为托盘创建 DOM 结构并插入到页面中，最后对托盘
进行初始化处理。代码如下：
Blockly.Toolbox.prototype.createFlyout_ = function() {
var workspace = this.workspace_;
// 基于主工作区的 options 产生 Flyout 的配置对象
var options = {
disabledPatternId: workspace.options.disabledPatternId,
parentWorkspace: workspace,
RTL: workspace.RTL,
oneBasedIndex: workspace.options.oneBasedIndex,
horizontalLayout: workspace.horizontalLayout,
toolboxPosition: workspace.options.toolboxPosition,
stackGlowFilterId: workspace.options.stackGlowFilterId
};
// 根据布局属性判断创建水平 Flyout 还是垂直 Flyout
if (workspace.horizontalLayout) {
this.flyout_ = new Blockly.HorizontalFlyout(options);
} else {
this.flyout_ = new Blockly.VerticalFlyout(options);
}
// 设置此 Flyout 的父工具箱
this.flyout_.setParentToolbox(this);
// 创建 Flyout 的 DOM，并插入到页面中
goog.dom.insertSiblingAfter(this.flyout_.createDom('svg'),
this.workspace_.getParentSvg());
// 初始化 flyout
this.flyout_.init(workspace);
};

由于 Blockly.VerticalFlyout 继承自 Blockly.Flyout，因此在它的构造函数中调用了父类
的构造函数，同样在 createDom 和 init 中也调用了父类的同名方法，分别用于创建 DOM
元素及 Flyout 的初始化。
在 Blockly.VerticalFlyout 的初始化方法中，首先调用父类的同名方法，为托盘构建滚
动条、实施定位等，然后将 Flyout 内部工作区的缩放比例等同于主工作区的缩放比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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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码如下：
Blockly.VerticalFlyout.prototype.init = function(targetWorkspace) {
// 调用父类 Blockly.Flyout 的 init 方法
Blockly.VerticalFlyout.superClass_.init.call(this, targetWorkspace);
// 将主工作区的 scale 属性赋值给 VerticalFlyout 的工作区
this.workspace_.scale = targetWorkspace.scale;
};

在 Blockly.Flyout 的初始化方法中，主要做了这几件事情：创建滚动条、Flyout 定位、
鼠标事件的绑定、手势的获取、主工作区变量映射的获取及 Flyout 内部工作区中潜在变量
映射的创建。代码如下：
Blockly.Flyout.prototype.init = function(targetWorkspace) {
this.targetWorkspace_ = targetWorkspace;
// 设置主工作区
this.workspace_.targetWorkspace = targetWorkspace;
// 为 Flyout 增加滚动条
this.scrollbar_ = new Blockly.Scrollbar(this.workspace_, this.horizontal
Layout_, false,
'blocklyFlyoutScrollbar');
// 定位 Flyout，把它移到主工作区的边缘
this.position();
// 绑定事件，并把返回值保存在 eventWrappers_中用于解除事件绑定
Array.prototype.push.apply(this.eventWrappers_,
// 绑定鼠标滚轮事件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this.svgGroup_, 'wheel', this, this.wheel_)
);
Array.prototype.push.apply(this.eventWrappers_,
// 绑定鼠标按下事件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this.svgGroup_, 'mousedown', this,
this.onMouseDown_)
);
// Flyout 中的工作区没有自己的 getGesture，来自主工作区
this.workspace_.getGesture =
this.targetWorkspace_.getGesture.bind(this.targetWorkspa
ce_);
// 获取主工作区中所有变量的映射
this.workspace_.variableMap_ = this.targetWorkspace_.getVariableMap();
// 创建并存储此工作区的潜在变量映射
this.workspace_.createPotentialVariableMap();
};

以上代码中的 this.position 定义在 flyout_vertical.js 文件中，用于计算 Flyout 的位置，
并将其移动到此处。
在计算定位坐标 x 和 y 的过程中，需要考虑 Flyout 是否有父工具箱，以及工具箱是在
左边还是右边，如果有父工具箱，则需要考虑类别菜单的宽度。然后通过 CSS 坐标转换
把 Flyout 移动到相应的位置，同时更新滚动条并设置其可见。position 函数的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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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ly.VerticalFlyout.prototype.position = function() {
// 只处理可见的 Flyout
if (!this.isVisible()) {
return;
}
// 获取主工作区大小和位置的度量值
var targetWorkspaceMetrics = this.targetWorkspace_.getMetrics();
if (!targetWorkspaceMetrics) {
return;
}
// 获取的是默认值 250
this.width_ = this.getWidth();
// 计算转换坐标 x 和 y
if (this.parentToolbox_) {
var toolboxWidth = this.parentToolbox_.getWidth();
var categoryWidth = toolboxWidth - this.width_;
var x = this.toolboxPosition_ == Blockly.TOOLBOX_AT_RIGHT ?
targetWorkspaceMetrics.viewWidth : categoryWidth;
var y = 0;
} else {
var x = this.toolboxPosition_ == Blockly.TOOLBOX_AT_RIGHT ?
targetWorkspaceMetrics.viewWidth - this.width_ : 0;
var y = 0;
}
// 记录高度信息
this.height_ = Math.max(0, targetWorkspaceMetrics.viewHeight - y);
// 创建并设置 Flyout 可见边界的路径
this.setBackgroundPath_(this.width_, this.height_);
// 设置宽
this.svgGroup_.setAttribute("width", this.width_);
// 设置高
this.svgGroup_.setAttribute("height", this.height_);
// 定义转换
var transform = 'translate(' + x + 'px,' + y + 'px)';
// 实施转换
Blockly.utils.setCssTransform(this.svgGroup_, transform);
// 更新滚动条
if (this.scrollbar_) {
// 设置滚动条
this.scrollbar_.setOrigin(x, y);
this.scrollbar_.resize();
}
// 使 Flyout 可见
this.svgGroup_.style.opacity = 1;
};

Flyout 初始化函数中的 Blockly.VariableMap 是有关变量映射的类，定义在 variable_
map.js 文件中。Blockly.VariableMap 包含一个字典数据结构，变量类型作为 key，变量列
表作为 value，变量列表是变量类型指定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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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out 的渲染是从 Blockly.Toolbox.prototype.showAll_方法中最后一行的 this.flyout_
.show(allContents)开始的。函数首先遍历 Flyout 中的 XML 列表，然后针对不同的元素类
型做相应的处理。
（1）如果是 BLOCK 类型，说明是一个代码块，首先通过 id 去“块回收站”中查找，
如果命中则重复利用此 BlockSVG，否则重新创建。
（2）如果是 SEP 类型，表示两个元素之间的间隙，它可以覆盖上一个代码块的 gap
属性值。
（3）如果是 LABEL 类型且有 showStatusButton 状态属性，则创建一个 Flyout 扩展类
别标题。
（4）如果是 LABEL 或者 BUTTON 类型，通过它们公用的类 Blockly.FlyoutButton 创
建一个按钮或者标签。
循环结束之后产出一个包含所有元素的数组 contents，以及一个表示元素之间间隔的
数组 gaps，然后通过 layout_函数把所有内容在 Flyout 中展示出来，最后回流 Flyout。因
为垂直形态的 Flyout 是固定大小的，所以回流功能只在水平形态的 Flyout 中有效，垂直形
态下的 reflowInternal_是个空函数。show 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Flyout.prototype.show = function(xmlList) {
// 设置工作区不可以调整大小
this.workspace_.setResizesEnabled(false);
// 隐藏并且删除所有的事件监听
this.hide();
// 从先前显示的 Flyout 中删除所有的块和背景按钮
this.clearOldBlocks_();
// 设置可见
this.setVisible(true);
// 创建要在 Flyout 中显示的块
var contents = [];
// 垂直 Flyout 中各元素之间的间距
var gaps = [];
this.permanentlyDisabled_.length = 0;
for (var i = 0, xml; xml = xmlList[i]; i++) {
// 处理由名称而不是 XML 表示的动态类别，查找正确的类别生成函数并调用它
// 产生有效的 XML
if (typeof xml === 'string') {
// 获取与 xmlList[i]关联的回调函数，用于填充此工作区中的自定义工具箱类别
var fnToApply = this.workspace_.targetWorkspace.
getToolboxCategoryCallback(xmlList[i]);
// 调用回调函数，产生新的块列表
var newList = fnToApply(this.workspace_.targetWorkspace);
//在 xmlList 中插入新的列表 newList，在 i 处插入并移除一个占位符字符串
xmlList.splice.apply(xmlList, [i, 1].concat(newList));
// 从组装后的 xmlList 中取出一个
xml = xmlLi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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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xml.tagName) {
var tagName = xml.tagName.toUpperCase();
// 设置默认间距值
var default_gap = this.horizontalLayout_ ? this.GAP_X : this.
GAP_Y;
if (tagName == 'BLOCK') {
// 我们假设在 Flyout 中，相同的块 id（如果没有 id，则为 type）
// 意味着相同的 BlockSVG 输出。查找与 id 或 type 匹配的块
var id = xml.getAttribute('id') || xml.getAttribute('type');
// 在块回收站中查找
var recycled = this.recycleBlocks_.findIndex(function(block) {
return block.id === id;
});
// 如果找到一个回收利用的块，重新使用上次的 BlockSVG
// 否则把 XML 块转换成 BlockSVG
var curBlock;
if (recycled > -1) {
curBlock = this.recycleBlocks_.splice(recycled, 1)[0];
} else {
// 解码一个 XML 的 block 标签，并在工作区创建块（可能还有子块）
// 详情请参考 2.3.7 节 xml.js 源码解析
curBlock = Blockly.Xml.domToBlock(xml, this.workspace_);
}
if (curBlock.disabled) {
// 记录最初被禁用的块
this.permanentlyDisabled_.push(curBlock);
}
contents.push({type: 'block', block: curBlock});
// 设置间距，如果有 gap 属性取其值，否则取默认值
var gap = parseInt(xml.getAttribute('gap'), 10);
gaps.push(isNaN(gap) ? default_gap : gap);
} else if (xml.tagName.toUpperCase() == 'SEP') {
// 更改两个块之间的间距，如<sep gap="36"></sep>
// 默认间距是 24，可以设置大或者小，这将覆盖上一个块的 gap 属性
// 注意：一个不推荐使用的方法是对 block 增加 gap 属性
// 如<block type="math_arithmetic" gap="8"></block>
var newGap = parseInt(xml.getAttribute('gap'), 10);
// 忽略第一个块之间的间距
if (!isNaN(newGap) && gaps.length > 0) {
// 覆盖上一个块的间隙值
gaps[gaps.length - 1] = newGap;
} else {
gaps.push(default_gap);
}
} else if ((tagName == 'LABEL') && (xml.getAttribute
('showStatusButton') ==
'true')) {
// 新建一个 Flyout 扩展类别的标题
// 标题可以显示一个文本标签和一个状态按钮
var curButton = new Blockly.FlyoutExtensionCategoryHeader(
this.workspace_, this.targetWorkspace_,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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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push({type: 'button', button: curButton});
gaps.push(default_gap);
} else if (tagName == 'BUTTON' || tagName == 'LABEL') {
// 标签的行为跟按钮相同，只是样式不同而已
var isLabel = tagName == 'LABEL';
var curButton = new Blockly.FlyoutButton(this.workspace_,
this.targetWorkspace_, xml, isLabel);
contents.push({type: 'button', button: curButton});
gaps.push(default_gap);
}
}
}
// 清空回收站中的块，销毁相应资源
this.emptyRecycleBlocks_();
// 在 Flyout 中布局块
this.layout_(contents, gaps);
// IE 11 无法触发鼠标的退出事件，当鼠标指针在背景上时，取消选择所有块
var deselectAll = function() {
var topBlocks = this.workspace_.getTopBlocks(false);
for (var i = 0, block; block = topBlocks[i]; i++) {
block.removeSelect();
}
};
this.listeners_.push(Blockly.bindEvent_(this.svgBackground_, 'mouseover',
this, deselectAll));
this.workspace_.setResizesEnabled(true);
// 回流块和按钮
this.reflow();
// 定位 Flyout
this.position();
this.reflowWrapper_ = this.reflow.bind(this);
this.workspace_.addChangeListener(this.reflowWrapper_);
// 存储一个包含类别名称、ID、滚动条位置和类别长度的数组
// 当滚动 Flyout 选中某个类别时使用
this.recordCategoryScrollPositions_();
};

以上代码中的 this.layout_(contents, gaps)，是定义在文件 flyout_vertical.js 中的方法，
用于 Flyout 中内容的展示和布局，把每一个元素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如果是块类型的元素，
则递归找出它的所有后代元素，并标记此元素已在 Flyout 中，然后通过 block.moveBy 移
动到合适的位置。如果是按钮类型的元素，则创建 SVG 并通过 button.moveTo 移动到相应
的位置。layout_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VerticalFlyout.prototype.layout_ = function(contents, gaps) {
var margin = this.MARGIN;
var flyoutWidth = this.getWidth() / this.workspace_.scale;
var cursorX = margin;
var cursorY = margin;
for (var i = 0, item; item = contents[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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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tem.type == 'block') {
var block = item.block;
// 获取后代元素
var allBlocks = block.getDescendants(false);
// 循环遍历后代元素，标记元素在 Flyout 中，如果用户右击了某个块
// 则此标志用于检测并阻止 Flyout 的关闭
for (var j = 0, child; child = allBlocks[j]; j++) {
child.isInFlyout = true;
}
var root = block.getSvgRoot();
var blockHW = block.getHeightWidth();
// 找出块的去向，其中要考虑到块的大小、是否处于 RTL 模式及是否有复选框
var oldX = block.getRelativeToSurfaceXY().x;
var newX = flyoutWidth - this.MARGIN;
var moveX = this.RTL ? newX - oldX : margin;
// 监控块有复选框
if (block.hasCheckboxInFlyout()) {
this.createCheckbox_(block, cursorX, cursorY, blockHW);
if (this.RTL) {
moveX -= (this.CHECKBOX_SIZE + this.CHECKBOX_MARGIN);
} else {
moveX += this.CHECKBOX_SIZE + this.CHECKBOX_MARGIN;
}
}
block.moveBy(moveX,cursorY + (block.startHat_ ?
Blockly.BlockSvg.START_HAT_HEIGHT : 0)
);
// 创建并放置一个与给定块对应的矩形
var rect = this.createRect_(block, this.RTL ? moveX - blockHW.
width : moveX,
cursorY, blockHW, i);
// 为块增加事件监听
this.addBlockListeners_(root, block, rect);
cursorY += blockHW.height + gaps[i] + (block.startHat_ ?
Blockly.BlockSvg.START_HAT_HEIGHT : 0);
} else if (item.type == 'button') {
var button = item.button;
var buttonSvg = button.createDom();
if (this.RTL) {
button.moveTo(flyoutWidth - this.MARGIN - button.width, cursorY);
} else {
button.moveTo(cursorX, cursorY);
}
button.show();
// 单击 Flyout 中的按钮或者标签，非常类似于单击 Flyout 的背景
this.listeners_.push(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
buttonSvg, 'mousedown', this, this.onMouseDown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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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buttons_.push(button);
cursorY += button.height + gaps[i];
}
}
};

注意：Flyout 中也有一个工作区，是在 Blockly.Flyout 的构造函数中创建的，此工作区的
isFlyout 属性为 true；并且在 Flyout 的源码中，主工作区命名为 targetWorkspace_，
Flyout 中的工作区命名为 workspace_。

2.3.7

xml.js：XML 读写器

Blockly.Xml 是一个 XML 的读写器，其中包括代码块与 XML、变量与 XML、注释与
XML、工作区与 XML 等之间的相互转换。本节以代码块与 XML 之间的相互转换为例，
介绍 XML 读写器的功能。
Blockly.Xml.domToBlock 函数用于解析 XML 中的 block 标签，并在工作区中创建与
标签对应的块及它所包含的子块。该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代表代码块的 XML 元素，第二
个参数为工作区，如果调用该函数的时候实参顺序颠倒了，函数对此做了兼容处理，会重
新调换它们的顺序。
首先创建一个顶层块 topBlock，然后找到隶属于它的所有子块，循环遍历这些子块。
如果此时工作区可见，分别执行 initSvg 和 render 函数，把整个代码块渲染出来，否则执
行 initModel 初始化数据模型。
然后获取所有新增的变量，并为每个变量触发一个“变量新增”事件，最后触发一个
“代码块创建”事件。需要注意的是：代码块创建事件要在所有变量事件之后触发，以防
引用新创建的变量。domToBlock 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Xml.domToBlock = function(xmlBlock, workspace) {
// 如果函数调用时实参互换了顺序，进行参数交换，并给出警示信息
if (xmlBlock instanceof Blockly.Workspace) {
var swap = xmlBlock;
xmlBlock = workspace;
workspace = swap;
console.warn('Deprecated call to Blockly.Xml.domToBlock, swap the
arguments.');
}
// 停止发送事件
Blockly.Events.disable();
// 获取工作区的所有变量
var variablesBeforeCreation = workspace.getAllVariables();
try {
// 创建顶层块
var topBlock = Blockly.Xml.domToBlockHeadless_(xmlBlock, 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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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找直接或者间接嵌套在此顶层块中的所有块，最后组成一个块列表
var blocks = topBlock.getDescendants(false);
// 如果工作区可见
if (workspace.rendered) {
// 隐藏连接以加速装配
topBlock.setConnectionsHidden(true);
// 为每个块创建 SVG
for (var i = blocks.length - 1; i >= 0; i--) {
blocks[i].initSvg();
}
// 渲染每个块
for (var i = blocks.length - 1; i >= 0; i--) {
blocks[i].render(false);
}
// 填充连接数据库可能会推迟到块渲染之后
if (!workspace.isFlyout) {
setTimeout(function() {
// 检查块是否未被删除
if (topBlock.workspace) {
topBlock.setConnectionsHidden(false);
}
}, 1);
}
// 启用或者禁用块（目前还不支持，函数体为空）
topBlock.updateDisabled();
// 允许滚动条根据最新内容调整大小和移动
workspace.resizeContents();
} else {
// 初始化每个代码块的数据模型
for (var i = blocks.length - 1; i >= 0; i--) {
blocks[i].initModel();
}
}
} finally {
// 开始允许发送事件
Blockly.Events.enable();
}
// 检测事件是否可以被发送
if (Blockly.Events.isEnabled()) {
var newVariables = Blockly.Variables.getAddedVariables(workspace,
variablesBeforeCreation);
// 为每个新创建的变量触发 VarCreate 事件
for (var i = 0; i < newVariables.length; i++) {
var thisVariable = newVariables[i];
Blockly.Events.fire(new Blockly.Events.VarCreate(thisVariable));
}
// BlockCreate 事件出现在 VarCreate 事件之后，以防它们引用新创建的变量
Blockly.Events.fire(new Blockly.Events.BlockCreate(topBlock));
}
return topBl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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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中，domToBlockHeadless_函数的作用是根据代码块的 XML 表示创建一个顶
层代码块，如果有子块，也进行子块的创建。
domToBlockHeadless_函数首先基于 XML 的 type 和 id 属性创建一个新的代码块，然
后循环遍历 XML 的子节点，如果是文本类型的节点，则直接忽略，之后遍历孙节点，找
出子块和阴影块，最后根据不同的子节点名称分别处理。
子节点考虑的节点类型包括 mutation、comment、data、field、value、statement 及 next。
针对后 3 种类型，需要递归调用 domToBlockHeadless_函数生成子块，并将其与父块进行
连接。
最后获取 XML 最外层节点的 inline 和 disable 等属性值，并对顶层块的相应属性进行
设置，如果 XML 最外层的节点类型是阴影，这时候需要保证子块也全部是阴影，否则将
抛出错误。domToBlockHeadless_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Xml.domToBlockHeadless_ = function(xmlBlock, workspace) {
var block = null;
// 获取 XML 的类型属性
var prototypeName = xmlBlock.getAttribute('type');
// 如果未指定类型，则抛出错误
goog.asserts.assert(
prototypeName, 'Block type unspecified: %s', xmlBlock.outerHTML);
// 获取 XML 的 ID 属性
var id = xmlBlock.getAttribute('id');
// 创建新 block
block = workspace.newBlock(prototypeName, id);
var blockChild = null;
for (var i = 0, xmlChild; xmlChild = xmlBlock.childNodes[i]; i++) {
if (xmlChild.nodeType == 3) {
// 忽略<block>级别的任何文本，都是空格
continue;
}
var input;
// 在当前标签中查找所有闭合的块和阴影
var childBlockElement = null;
var childShadowElement = null;
// 遍历所有孙节点
for (var j = 0, grandchild; grandchild = xmlChild.childNodes[j]; j++) {
// 元素节点
if (grandchild.nodeType == 1) {
// 代码块
if (grandchild.nodeName.toLowerCase() == 'block') {
childBlockElement = (grandchild);
// 阴影
} else if (grandchild.nodeName.toLowerCase() == 'shadow') {
childShadowElement = (grandchil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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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子块，则使用阴影块
if (!childBlockElement && childShadowElement) {
childBlockElement = childShadowElement;
}
// 获取节点的 name 属性
var name = xmlChild.getAttribute('name');
// 根据节点名称的不同，分别进行处理
switch (xmlChild.nodeName.toLowerCase()) {
case 'mutation':
// 高级块的自定义数据
if (block.domToMutation) {
block.domToMutation(xmlChild);
if (block.initSvg) {
// mutation 可能添加了一些需要初始化的元素
block.initSvg();
}
}
break;
case 'comment':
// 获取评论气泡的 ID、x 坐标、 y 坐标和 minimized 属性
var commentId = xmlChild.getAttribute('id');
var bubbleX = parseInt(xmlChild.getAttribute('x'), 10);
var bubbleY = parseInt(xmlChild.getAttribute('y'), 10);
var minimized = xmlChild.getAttribute('minimized') || false;
// bubbleX 和 bubbleY 可以为 NaN，但是 ScratchBlockComment 会做兼
// 容处理，如果不设置或者值无效，则默认值为 0
block.setCommentText(xmlChild.textContent, commentId, bubbleX,
bubbleY,minimized == 'true');
var visible = xmlChild.getAttribute('pinned');
if (visible && !block.isInFlyout) {
// 在定位注释气泡之前，给渲染器 1ms 的时间来渲染和定位块
setTimeout(function() {
if (block.comment && block.comment.setVisible) {
block.comment.setVisible(visible == 'true');
}
}, 1);
}
// 获取气泡的宽和高
var bubbleW = parseInt(xmlChild.getAttribute('w'), 10);
var bubbleH = parseInt(xmlChild.getAttribute('h'), 10);
if (!isNaN(bubbleW) && !isNaN(bubbleH) &&
block.comment && block.comment.setVisible) {
if (block.comment instanceof Blockly.ScratchBlockComment) {
// 设置此评论的未最小化大小，如果注释有未最小化的气泡
// 也会设置气泡的大小
block.comment.setSize(bubbleW, bubbleH);
} else {
// 调整评论气泡的大小
block.comment.setBubbleSize(bubbleW, bubbleH);
}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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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data':
block.data = xmlChild.textContent;
break;
case 'title':
// 将 2013 年 12 月更名为 field，向下兼容
case 'field':
// 解码 XML 中的 field 标签，并在给定块上设置该 field 的值
Blockly.Xml.domToField_(block, name, xmlChild);
break;
case 'value':
case 'statement':
input = block.getInput(name);
if (!input) {
console.warn('Ignoring non-existent input ' + name + ' in
block ' +
prototypeName);
break;
}
if (childShadowElement) {
input.connection.setShadowDom(childShadowElement);
}
if (childBlockElement) {
// 递归子块元素
blockChild = Blockly.Xml.domToBlockHeadless_(childBlock
Element, workspace);
// 输出连接
if (blockChild.outputConnection) {
input.connection.connect(blockChild.outputConnection);
// 前置连接
} else if (blockChild.previousConnection) {
input.connection.connect(blockChild.previousConnection);
} else {
goog.asserts.fail(
'Child block does not have output or previous
statement.');
}
}
break;
case 'next':
if (childShadowElement && block.nextConnection) {
block.nextConnection.setShadowDom(childShadowElement);
}
if (childBlockElement) {
goog.asserts.assert(block.nextConnection,
'Next statement does not exist.');
// 有多个 next 标签
goog.asserts.assert(!block.nextConnection.isConnected(),
'Next statement is already connected.');
// 循环处理子块元素
blockChild = Blockly.Xml.domToBlockHeadless_(childBlock
·50·

第2章

Scratch-blocks：积木块源码分析

Element, workspace);
goog.asserts.assert(blockChild.previousConnection,
'Next block does not have previous statement.');
// 将父块和子块进行连接
block.nextConnection.connect(blockChild.previousConnection);
}
break;
default:
// 未知标签，忽略，同 HTML 解析器的原理
console.warn('Ignoring unknown tag: ' + xmlChild.nodeName);
}
}
// 根据 xmlBlock 的属性来设置 block
// 设置块的 inline 属性
var inline = xmlBlock.getAttribute('inline');
if (inline) {
block.setInputsInline(inline == 'true');
}
// 设置块的 disable 属性
var disabled = xmlBlock.getAttribute('disabled');
if (disabled) {
block.setDisabled(disabled == 'true' || disabled == 'disabled');
}
// 设置块的可删除属性
var deletable = xmlBlock.getAttribute('deletable');
if (deletable) {
block.setDeletable(deletable == 'true');
}
// 设置块的可移动属性
var movable = xmlBlock.getAttribute('movable');
if (movable) {
block.setMovable(movable == 'true');
}
// 设置块的可编辑属性
var editable = xmlBlock.getAttribute('editable');
if (editable) {
block.setEditable(editable == 'true');
}
// 设置块的折叠属性
var collapsed = xmlBlock.getAttribute('collapsed');
if (collapsed) {
block.setCollapsed(collapsed == 'true');
}
// 如果是阴影
if (xmlBlock.nodeName.toLowerCase() == 'shadow') {
// 获取所有的子块
var children = block.getChildren(false);
for (var i = 0, child; child = children[i]; i++) {
// 阴影块不允许它的子块为非阴影块
goog.asserts.assert(child.isShadow(),
'Shadow block not allowed non-shadow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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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块为阴影块
block.setShadow(true);
}
// 返回顶层块
return block;
};

注意：mutation 是 mutator 中的概念，有关突变器的内容，后面会有单独的章节进行详
细讲解。
与 domToBlock 相对应的函数就是 blockToDom，它用来将代码块编码为 XML 格式。
函数在执行过程中首先创建一个 element 根元素，然后判断代码块是否有高级设置属性，
如果有则单独处理。
然后循环代码块的 input 列表，根据 input 的类型创建 value 或者 statement 节点，如果
有通过 input 连接的子块，则对子块进行递归编码处理。最后根据代码块各特性对 XML
进行属性赋值。另外，如果待编码的代码块有下一个语句块，需对其进行递归处理。函数
最后返回一个 XML 元素，代码如下：
Blockly.Xml.blockToDom = function(block, opt_noId) {
// 创建最外层节点
var element = goog.dom.createDom(block.isShadow() ? 'shadow' : 'block');
// 设置类型属性
element.setAttribute('type', block.type);
// 如果 opt_noId 为 false，设置 id 属性
if (!opt_noId) {
element.setAttribute('id', block.id);
}
if (block.mutationToDom) {
// 高级块的自定义数据
var mutation = block.mutationToDom();
if (mutation && (mutation.hasChildNodes() || mutation.hasAttributes())) {
element.appendChild(mutation);
}
}
// 将所有的 Field 进行 XML 编码，并绑定到根元素上
Blockly.Xml.allFieldsToDom_(block, element);
// 把注释进行 XML 编码，并绑定到根元素上
Blockly.Xml.scratchCommentToDom_(block, element);
if (block.data) {
// 创建 data 元素
var dataElement = goog.dom.createDom('data', null, block.data);
element.appendChild(dataElement);
}
// 循环 input 列表
for (var i = 0, input; input = block.inputList[i]; i++) {
var container;
var empty = true;
if (input.type == Blockly.DUMMY_IN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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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 else {
var childBlock = input.connection.targetBlock();
if (input.type == Blockly.INPUT_VALUE) {
// 创建 value 节点
container = goog.dom.createDom('value');
} else if (input.type == Blockly.NEXT_STATEMENT) {
// 创建语句节点
container = goog.dom.createDom('statement');
}
var shadow = input.connection.getShadowDom();
if (shadow && (!childBlock || !childBlock.isShadow())) {
var shadowClone = Blockly.Xml.cloneShadow_(shadow);
// 去除 id 属性
if (opt_noId && shadowClone.getAttribute('id')) {
shadowClone.removeAttribute('id');
}
container.appendChild(shadowClone);
}
// 递归处理子块
if (childBlock) {
container.appendChild(Blockly.Xml.blockToDom(childBlock,
opt_noId));
empty = false;
}
}
container.setAttribute('name', input.name);
if (!empty) {
element.appendChild(container);
}
}
if (block.inputsInlineDefault != block.inputsInline) {
element.setAttribute('inline', block.inputsInline);
}
// 设置折叠属性
if (block.isCollapsed()) {
element.setAttribute('collapsed', true);
}
// 设置禁用属性
if (block.disabled) {
element.setAttribute('disabled', true);
}
// 设置是否可删除属性
if (!block.isDeletable() && !block.isShadow()) {
element.setAttribute('deletable', false);
}
// 设置是否可移动属性
if (!block.isMovable() && !block.isShadow()) {
element.setAttribute('movable', false);
}
// 设置是否可编辑属性
if (!block.isEditable()) {
element.setAttribute('editable',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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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连接的下一个语句块
var nextBlock = block.getNextBlock();
if (nextBlock) {
// 递归处理下一个块
var container = goog.dom.createDom('next', null,
Blockly.Xml.blockToDom(nextBlock, opt_noId));
element.appendChild(container);
}
// 处理阴影
var shadow = block.nextConnection && block.nextConnection.getShadow
Dom();
if (shadow && (!nextBlock || !nextBlock.isShadow())) {
container.appendChild(Blockly.Xml.cloneShadow_(shadow));
}
// 返回编码后的 XML 元素
return element;
};

注意：XML 与工作区、变量、注释等的互相转换方法，本书就不再展开介绍了，读者
可以自行了解。

event 模块：各模块之间的通信

2.3.8

event 是 Scratch-blocks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实现 Scratch-blocks 中各模块之间
通信的重要途径，其共涉及 6 个文件。
（1）events.js：由于 Blockly 编辑器中的操作而触发的事件，对外提供 Blockly.Events
类，它的属性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属

性

类

Blockly.Events类的关键属性说明

型

默

认

说

明

group_

字符串

空字符串

新事件的组ID。分组事件是不可分割的

recordUndo

布尔值

true

设置是否应将事件添加到撤销堆栈

disabled_

数字

0

是否允许创建和触发更改事件

BLOCK_CREATE

字符串常量

create

创建一个代码块的事件名

BLOCK_DELETE

字符串常量

delete

删除一个代码块的事件名

BLOCK_CHANGE

字符串常量

change

更改一个代码块的事件名

BLOCK_MOVE

字符串常量

move

移动一个代码块的事件名

DRAG_OUTSIDE

字符串常量

dragOutside

将块拖出或拖入块工作区的事件名称

END_DRAG

字符串常量

endDrag

结束代码块拖动的事件名称

VAR_CREATE

字符串常量

var_create

创建一个变量的事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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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属

性

类

型

默

认

说

明

VAR_DELETE

字符串常量

var_delete

删除一个变量的事件名

VAR_RENAME

字符串常量

var_rename

重命名一个变量的事件名

COMMENT_CREATE

字符串常量

comment_create

创建一个注释的事件名

COMMENT_MOVE

字符串常量

comment_move

移动一个注释的事件名

COMMENT_CHANGE

字符串常量

comment_change

COMMENT_DELETE

字符串常量

comment_delete

删除一个注释的事件名

UI

字符串常量

ui

记录UI改变的事件名

FIRE_QUEUE_

数组

空数组

排队等待触发的事件列表

更改一个注释的属性（文本、大小、最
小化状态）的事件名

注意：按照类型来区分，事件主要由块事件、拖曳事件、变量事件、注释事件及 UI 事
件组成。
接下来我们以触发一个自定义事件为例进行源码分析，函数 Blockly.Events.fire 的唯
一参数 event 为要触发的事件，其中包含自定义数据。函数在执行过程中，首先检测是否
可以创建和触发事件，如果为 false，则直接返回，然后判断当前事件队列的长度，如果为
0，则说明在添加第一个事件，此时需要安排一个事件队列的触发，最后把事件加入到事
件队列中。代码如下：
Blockly.Events.fire = function(event) {
// 如果不允许创建和触发事件
if (!Blockly.Events.isEnabled()) {
return;
}
if (!Blockly.Events.FIRE_QUEUE_.length) {
// 添加第一个事件，安排一个事件队列的触发
setTimeout(Blockly.Events.fireNow_, 0);
}
// 把事件加入队列
Blockly.Events.FIRE_QUEUE_.push(event);
};

以上代码中，setTimeout(Blockly.Events.fireNow_, 0)的意义并不是没有延迟，立即执
行其中的函数 Blockly.Events.fireNow_，而是将其立即放入任务队列。具体原理可以参考
其相关书目。
Blockly.Events.fireNow_的作用是触发所有排队中的事件，首先对事件队列中的事件进
行过滤和去重，然后循环遍历事件队列，如果当前事件所属工作区非空，则触发一次 change
事件。其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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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ly.Events.fireNow_ = function() {
// 筛选排队事件，并合并重复项
var queue = Blockly.Events.filter(Blockly.Events.FIRE_QUEUE_, true);
// 清空等待触发的事件列表
Blockly.Events.FIRE_QUEUE_.length = 0;
// 循环触发事件队列里的事件
for (var i = 0, event; event = queue[i]; i++) {
// 获取事件所属工作区
var workspace = Blockly.Workspace.getById(event.workspaceId);
if (workspace) {
// 触发一次更改事件
workspace.fireChangeListener(event);
}
}
};

Blockly.Events.filter 是对事件队列进行一次过滤操作，第一个参数 queueIn 为要过滤
的事件数组，第二个参数 forward 为一个布尔值，代表事件队列触发的顺序，向前时为 true
（重做），向后时为 false（撤销）。
在过滤及合并的过程中，会直接过滤掉记录状态没有更改的事件，然后针对重复事件
执行合并操作，把最终结果保存在 mergedQueue 中。由于合并操作，有些事件可能变成空
事件，需要过滤掉。最后循环遍历事件队列，把 mutation 事件放置到队列的前面。函数代
码如下：
Blockly.Events.filter = function(queueIn, forward) {
// 克隆事件队列
var queue = goog.array.clone(queueIn);
if (!forward) {
// 反转事件序列
queue.reverse();
}
// 合并之后的队列
var mergedQueue = [];
// 创建一个哈希对象
var hash = Object.create(null);
// 循环遍历事件队列
for (var i = 0, event; event = queue[i]; i++) {
// 事件记录了某些状态的更改
if (!event.isNull()) {
// 生成事件的唯一 key
var key = [event.type, event.blockId, event.workspaceId].join(' ');
var lastEvent = hash[key];
if (!lastEvent) {
// 新事件
hash[key] = event;
mergedQueue.push(event);
} else if (event.type == Blockly.Events.MOVE) {
// 合并代码块的移动事件
lastEvent.newParentId = event.newParentId;
lastEvent.newInputName = event.newInpu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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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Event.newCoordinate = event.newCoordinate;
} else if (event.type == Blockly.Events.CHANGE &&
event.element == lastEvent.element &&
event.name == lastEvent.name) {
// 合并代码块的更改事件
lastEvent.newValue = event.newValue;
} else if (event.type == Blockly.Events.UI && event.element ==
'click' &&
(lastEvent.element == 'commentOpen' ||
lastEvent.element == 'mutatorOpen' ||
lastEvent.element == 'warningOpen')) {
// 合并单击事件
lastEvent.newValue = event.newValue;
} else {
// 新事件
hash[key] = event;
mergedQueue.push(event);
}
}
}
// 筛选出由于合并而变为空的所有事件
queue = mergedQueue.filter(function(e) { return !e.isNull(); });
if (!forward) {
// 反转
queue.reverse();
}
// 把 mutation 事件放置到队列的前面
for (var i = 1, event; event = queue[i]; i++) {
if (event.type == Blockly.Events.CHANGE && event.element == 'mutation') {
queue.unshift(queue.splice(i, 1)[0]);
}
}
// 返回事件队列
return queue;
};

注意：以上代码中的 e.isNull 函数用于判断当前事件是否是一个空事件，没有记录任何
状态的改变。
在函数 Blockly.Events.fireNow_中，调用的 fireChangeListener 是 workspace 的原型方
法，它会触发一个 change 事件，参数 event 就是要触发的事件。如果事件的 recordUndo
属性为 true，则说明此事件需要添加到撤销栈中，同时要把重做栈的长度设置为 0，撤销
栈的默认最大长度为 1024，如果超过了最大长度，则从栈顶删除一个元素，然后循环调
用侦听器函数。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Workspace.prototype.fireChangeListener = function(event) {
if (event.recordUndo) {
// 将事件添加到撤销栈
this.undoStack_.push(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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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重做栈置空
this.redoStack_.length = 0;
// 如果超过了撤销栈的最大长度，从头部删除一个元素
if (this.undoStack_.length > this.MAX_UNDO) {
// 应该是 shift，官方代码有错误，已提 issue
this.undoStack_.unshift();
}
}
// 复制侦听器
var currentListeners = this.listeners_.slice();
// 循环调用侦听器
for (var i = 0, func; func = currentListeners[i]; i++) {
func(event);
}
};

注意：根据代码逻辑，以上代码中的 this.undoStack_.unshift 函数是有问题的，应该改为
this.undoStack_.shift 函数，已向官方提出该问题。
（2）events_abstract.js：定义了一个事件的抽象类 Abstract，所有类型的 Blockly 事件
都是从 Abstract 类中继承而来的。该类中有 3 个属性和 5 个方法，它们都是一个事件被抽
象出来的最基本的属性和方法，具体含义如表 2.4 所示。
表 2.4

Blockly.Events.Abstract类的属性/方法说明

属性/方法
workspaceId

说

明

事件所属工作区的标识符
此事件所属组的事件组ID。组定义事件，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件应被
视为单个操作，并应一起撤销

group
recordUndo

设置是否应将事件添加到撤销堆栈

toJson

将事件编码为JSON

fromJson

解码JSON事件
用于判断此事件是否记录任何状态更改，函数内设有任何逻辑代码，直接返
回了false值，子类应该重写此方法

isNull
run

运行一个事件，是一个空函数，子类要重写

getEventWorkspace_

获取此事件所属的工作区

注意：以上的 group 属性取自 Blockly.Events 的 group_属性，recordUndo 取自 Blockly.Even
的同名属性。
（3）block_events.js：该文件中定义了代码块的所有类型的事件，包括代码块的创建、
删除、改变及移动。该文件对外提供了 9 个事件类，其中有 4 个已经不推荐使用，还有一
个是基础类，具体如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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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块事件类说明

属性/方法

说

明

Blockly.Events.BlockBase

基础类

Blockly.Events.BlockChange

更改代码块事件

Blockly.Events.BlockCreate

创建代码块事件

Blockly.Events.BlockDelete

删除代码块事件

Blockly.Events.BlockMove

移动代码块事件

Blockly.Events.Change

同Blockly.Events.BlockChange，已不推荐使用

Blockly.Events.Create

同Blockly.Events.BlockCreate，已不推荐使用

Blockly.Events.Delete

同Blockly.Events.BlockDelete，已不推荐使用

Blockly.Events.Move

同Blockly.Events.BlockMove，已不推荐使用

其中，Blockly.Events.BlockBase 是其他类的基础，其他类都继承自它，而它则是继承
了事件抽象类 Blockly.Events.Abstract。Blockly.Events.BlockBase 比父类多了一个属性
blockId，代表此事件所属代码块的 ID，并重写了父类的 toJson 和 fromJson 方法，在这两
个方法中都调用了父类的同名方法，只是增加了对新属性 blockId 的处理。
本节以 Blockly.Events.BlockChange 代码块改变事件为例，介绍代码块事件类的实现，
它引用的其实就是 Blockly.Events.Change，代码如下：
Blockly.Events.BlockChange = Blockly.Events.Change;

接下来对 Blockly.Events.Change 进行源码分析，其构造函数接收 5 个参数，第一个参
数 block 代表改变的代码块，如果为 null 则说明这是个空白事件；第二个参数 element 是
字段、注释、折叠、禁用、内联、突变中的一种，表示改变的具体类型；第三个参数 name
是受影响的输入或字段的名称，可以为 null；最后两个参数 oldValue 和 newValue 分别代
表 element 之前的值和现在的新值。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Events.Change = function(block, element, name, oldValue, newValue) {
// 无效事件，直接返回
if (!block) {
return;
}
// 调用父类 Blockly.Events.BlockBase 的构造函数
Blockly.Events.Change.superClass_.constructor.call(this, block);
// 内部属性赋值
this.element = element;
this.name = name;
this.oldValue = oldValue;
this.newValue = newValue;
};
// 继承 Blockly.Events.BlockBase 类
goog.inherits(Blockly.Events.Change, Blockly.Events.BlockBase);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代码块改变事件是否是一个有效的事件呢？其实可以通过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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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值和新值的比较得出，如果新旧值相同，就说明此事件没有携带任何有效的状态数据，
就可以判定为是无效事件。函数 isNull 的代码如下：
Blockly.Events.Change.prototype.isNull = function() {
// 新旧值相等，代表是空事件
return this.oldValue == this.newValue;
};

运行一个代码块改变事件，是通过函数 run 进行的，其接收唯一的布尔类型参数
forward。当参数值为 true 时表示向前运行，为 false 时表示向后运行。
run 函数在执行过程中，首先获取事件所属工作区，然后在工作区中通过 ID 查找事件
所属代码块，如果代码块未找到，函数直接返回。
run 函数最后根据改变事件的类型分别进行相应的赋值处理，其中 field 类型的事件需
要进行副作用校验，mutation 类型需要进行新旧值的计算，最后都会触发一个代码块改变
事件。代码如下：
Blockly.Events.Change.prototype.run = function(forward) {
// 获取事件所属工作区
var workspace = this.getEventWorkspace_();
// 获取事件所属代码块
var block = workspace.getBlockById(this.blockId);
if (!block) {
// 事件所属的块不存在，函数返回
console.warn("Can't change non-existent block: " + this.blockId);
return;
}
if (block.mutator) {
// 隐藏突变气泡
block.mutator.setVisible(false);
}
// 设置事件的值
var value = forward ? this.newValue : this.oldValue;
switch (this.element) {
case 'field':
var field = block.getField(this.name);
if (field) {
// 运行验证器检查可能产生的任何副作用
field.callValidator(value);
// 设置域的值
field.setValue(value);
} else {
// 没有找到对应的 field，给出经过信息
console.warn("Can't set non-existent field: " + this.name);
}
break;
case 'comment':
// 设置块的注释文本
block.setCommentText(value || null);
break;
case 'collap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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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块是否折叠
block.setCollapsed(value);
break;
case 'disabled':
// 设置块是否禁用
block.setDisabled(value);
break;
case 'inline':
// 设置值输入是水平还是垂直排列
block.setInputsInline(value);
break;
case 'mutation':
// 突变
var oldMutation = '';
if (block.mutationToDom) {
// 计算旧的 mutation
var oldMutationDom = block.mutationToDom();
oldMutation = oldMutationDom && Blockly.Xml.domToText(
oldMutationDom);
}
if (block.domToMutation) {
// 将新的 DOM 转换成 mutation
value = value || '<mutation></mutation>';
var dom = Blockly.Xml.textToDom('<xml>' + value + '</xml>');
block.domToMutation(dom.firstChild);
}
// 触发一个代码块改变事件
Blockly.Events.fire(new Blockly.Events.Change(block, 'mutation',
null, oldMutation, value));
break;
default:
// 不能识别的改变类型
console.warn('Unknown change type: ' + this.element);
}
};

（4）ui_events.js：对外提供 Blockly.Events.Ui 类，它是指由于 Blockly 编辑器中的 UI
操作而触发的事件，也继承自 Blockly.Events.Abstract。UI 事件是指不需要通过网络发送
以供多用户编辑工作的事件，如滚动工作区、缩放和打开工具箱类别等。另外，UI 事件
不能撤销和重做。
在 ui_events.js 文件中，只有构造函数、原型上的类型名称定义、toJson 编码及 fromJson
解码四部分内容，下面只对构造函数进行讲解，JSON 编码、解码非常简单，这里就不再
展开讨论了。构造函数如下：
Blockly.Events.Ui = function(block, element, oldValue, newValue) {
// 调用父类 Blockly.Events.Abstract 的构造函数
Blockly.Events.Ui.superClass_.constructor.call(this);
// 块 ID 赋值
this.blockId = block ? block.id :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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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区赋值
this.workspaceId = block ? block.workspace.id : null;
// 事件元素赋值
this.element = element;
// 之前的值
this.oldValue = oldValue;
// 现在的值
this.newValue = newValue;
// UI 事件不进行撤销和重做
this.recordUndo = false;
};

在构造函数中，第一个参数 block 指的是受此事件影响的代码块，第二个参数 element
为选中、注释、突变等元素之一，第三个参数 oldValue 为 element 之前的旧值，第四个参
数 newValue 为 element 的新值。函数内部主要进行了一些赋值和初始化的操作，没有复杂
的内容。
（5）scratch_events.js：保存由于在 Scratch-blocks 编辑器中的 UI 操作而触发的事件，
这些操作不是在 Blockly 中触发的。该文件中定义了 Blockly.Events.DragBlockOutside 和
Blockly.Events.EndBlockDrag 两个代码块拖曳事件。
Blockly.Events.DragBlockOutside 事件在代码块被拖出所属 UI 区域的时候触发，
Blockly.Events.EndBlockDrag 事件在代码块结束拖曳的时候触发，它们都继承了事件基础
类 Blockly.Events.BlockBase。另外，这两个拖曳事件也都有对应的 JSON 编码、解码函数，
这里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6）variable_events.js：其中定义了所有类型的变量事件类，其中包括变量事件基础类、
变量创建类、变量删除类及变量重命名类。接下来以“变量创建事件”为例对其进行源码
分析。
在 Blockly.Events.VarCreate 的构造函数中，只接收唯一的参数 variable，代表要创建
的变量，并且函数内针对变量的类型、名称、作用域及是否为云变量进行了赋值。函数代
码如下：
Blockly.Events.VarCreate = function(variable) {
// 变量为空，函数直接返回
if (!variable) {
return;
}
// 调用父类 Blockly.Events.VarBase 的构造函数
Blockly.Events.VarCreate.superClass_.constructor.call(this, variable);
// 记录变量的属性
// 变量类型
this.varType = variable.type;
// 变量名
this.varName = variable.name;
// 变量作用域
this.isLocal = variable.is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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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为云变量
this.isCloud = variable.isCloud;
};

在变量创建事件的运行函数 run 中，参数 forward 是一个布尔值，为 true 时代表向前
执行，创建一个新的变量；如果为 false 表示向后执行，执行撤销操作，删除一个变量。
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Events.VarCreate.prototype.run = function(forward) {
// 获取事件所属工作区
var workspace = this.getEventWorkspace_();
if (forward) {
// 创建一个变量
workspace.createVariable(this.varName, this.varType, this.varId,
this.isLocal, this.isCloud);
} else {
// 删除一个变量
workspace.deleteVariableById(this.varId);
}
};

2.3.9

Field 模块：代码块上的域

Field 域用于可编辑的标题和变量等，其类型非常多，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类 Blockly.Field，该类定义在 field.js 文件中，用于定义块上的 UI。Blockly.Field 类有一些
比较关键的属性和方法，如表 2.6 所示。
表 2.6
属性/方法

类

Blockly.Field类的关键属性/方法说明

型

说

明

size_

goog.math.Size

Field的大小，包含宽和高

TYPE_MAP_

对象

所有注册的Field的集合，键是Field的类型，值是Field类

argType

数组

Field的参数类型数组

register

函数

注册一种Field类型

cacheWidths_

对象

文本宽度的临时缓存

cacheReference_

数字

当前对缓存的引用数

sourceBlock_

Blockly.Block

Field附属的代码块，刚开始为null

setSourceBlock

函数

将此Field附加到一个代码块

validator_

函数

当用户编辑一个可编辑的Field时调用的验证函数

EDITABLE

布尔值

Field是否是可编辑的

init

函数

在一个代码块上安装Field

setValue

函数

为Field设置新值

callValidator

函数

调用Field的验证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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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ly.Field 的构造函数接收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 text 代表 Field 的初始值，第二
个可选参数 opt_validator 是一个函数，用于对用户输入内容的验证。验证函数以新文本值
作为参数，返回值要么是一个接收的文本，要么是一个替换后的文本，要么直接返回 null，
以中止对 Field 值的更改。
Blockly.Field 函数中有 Field 大小的设置、文本值的设定、验证函数的设置及最大展
示字符数的设置等。代码如下：
Blockly.Field = function(text, opt_validator) {
// 生成 Field 的宽和高
this.size_ = new goog.math.Size( Blockly.BlockSvg.FIELD_WIDTH,
Blockly.BlockSvg.FIELD_HEIGHT);
// 设置 Field 的初始值 text
this.setValue(text);
// 为 Field 设置验证函数
this.setValidator(opt_validator);
// 设置文本显示的最大字符个数（数字、字符串也一样）
this.maxDisplayLength = Blockly.BlockSvg.MAX_DISPLAY_LENGTH;
};

另外，注册一种 Field 类型的函数是 register，它也可以覆盖现有的 Field 类型。register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 type 代表要注册的 Field 类型名，第二个参数 fieldClass 是一个 Field 类，
其中包含一个用于构造 Field 实例的 fromJson 函数。
如果参数不满足要求，则 register 函数抛出错误，最终注册在类型映射表 Blockly.Field.
TYPE_MAP_中，Blockly.Field.fromJson 就是使用此注册映射表查找相应的 Field。register
函数的代码如下：
Blockly.Field.register = function(type, fieldClass) {
// 无效的 Field 类型
if (!goog.isString(type) || goog.string.isEmptyOrWhitespace(type)) {
// 抛出类型错误
throw new Error('Invalid field type "' + type + '"');
}
// 无效的 fieldClass
if (!goog.isObject(fieldClass) || !goog.isFunction(fieldClass.fromJson)) {
// fieldClass 不是一个包含 fromJson 函数的对象
throw new Error('Field "' + fieldClass +'" must have a fromJson
function');
}
// 注册 fieldClass
Blockly.Field.TYPE_MAP_[type] = fieldClass;
};

init 初始化函数用于在一个代码块上安装 Field，其中包括构建 DOM 结构、定位、渲
染及事件绑定等。渲染的作用是使用正确的宽度绘制边框，并将计算出的宽度保存在属性
中。init 函数的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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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ly.Field.prototype.init = function() {
if (this.fieldGroup_) {
// Field 已经初始化过，函数直接返回
return;
}
// 构建 Field 的 DOM 结构
this.fieldGroup_ =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g', {}, null);
// 设置可见性
if (!this.visible_) {
this.fieldGroup_.style.display = 'none';
}
// 添加属性以区分 Field 的类型
if (this.getArgTypes() !== null) {
// Field 所属块是阴影
if (this.sourceBlock_.isShadow()) {
this.sourceBlock_.svgGroup_.setAttribute('data-argument-type',
this.getArgTypes());
} else {
// Field 没有外围阴影，如方形下拉列表
this.fieldGroup_.setAttribute('data-argument-type', this.
getArgTypes());
}
}
// 根据 Field 所属代码块的走向调整 x 坐标值
var size = this.getSize();
var fieldX = (this.sourceBlock_.RTL) ? -size.width / 2 : size.width / 2;
// 创建 text 元素
this.textElement_ = Blockly.utils.createSvgElement('text',
{
'class': this.className_,
'x': fieldX,
'y': size.height / 2 + Blockly.BlockSvg.FIELD_TOP_PADDING,
'dominant-baseline': 'middle',
'dy': goog.userAgent.EDGE_OR_IE ? Blockly.Field.IE_TEXT_OFFSET
: '0',
'text-anchor': 'middle'
}, this.fieldGroup_);
// 根据 Field 是否可编辑，增加或删除相应的 UI 指示
this.updateEditable();
// 把 Field 元素附加到代码块上
this.sourceBlock_.getSvgRoot().appendChild(this.fieldGroup_);
// 强制渲染一次
this.render_();
this.size_.width = 0;
// 绑定鼠标按下事件
this.mouseDownWrapper_ = Blockly.bindEventWithChecks_(
this.getClickTarget_(), 'mousedown', this, this.onMouseDown_);
};

为 Field 设置新值的函数 setValue 只接收唯一的参数 newValue，表示要设置的新值，
如果 newValue 为 null 或者与 Field 现在的值相同，表示 Field 没有变化，则 setValue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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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返回。如果 Field 存在源代码块 sourceBlock_且是可以触发代码块事件的情况下，则
setValue 函数触发一次代码块改变事件。在 setValue 函数的最后，设置 Field 的文本值，
并触发源代码块的一次重新渲染。代码如下：
Blockly.Field.prototype.setValue = function(newValue) {
if (newValue === null) {
// 没有变化
return;
}
var oldValue = this.getValue();
if (oldValue == newValue) {
// 没有变化
return;
}
if (this.sourceBlock_ && Blockly.Events.isEnabled()) {
// 触发一次代码块 change 事件
Blockly.Events.fire(new Blockly.Events.BlockChange(
this.sourceBlock_, 'field', this.name, oldValue, newValue));
}
// 设置 Field 中的文本，并触发源代码块的重新渲染
this.setText(newValue);
};

当编辑一个可编辑的 Field 时，需要对用户输入的值进行校验，只有合法的值才可以
生效，例如，子类 FieldAngle 只允许输入一个角度值。验证函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
是 Field 类中定义的验证函数，另一种是通过 setValidator 设置的验证函数 validator_，只
有这两种验证函数都通过的情况下才算输入值有效。callValidator 的职责就是调用这两种
验证函数，其代码如下：
Blockly.Field.prototype.callValidator = function(text) {
// 调用类验证函数
var classResult = this.classValidator(text);
if (classResult === null) {
// 没有通过类验证函数，函数返回
return null;
} else if (classResult !== undefined) {
text = classResult;
}
// 获取设置的验证函数 validator_
var userValidator = this.getValidator();
if (userValidator) {
// 调用 validator_
var userResult = userValidator.call(this, text);
if (userResult === null) {
// 验证没有通过，函数直接返回
return null;
} else if (userResult !== undefined) {
// 验证通过
text = user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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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回验证通过后的值
return text;
};

需要注意的是，Field 类的 classValidator 函数没有做任何的校验操作，直接返回了原
值，子类可以对它实施覆盖，其代码如下：
Blockly.Field.prototype.classValidator = function(text) {
// 没有校验，直接返回 text
return text;
};

FieldTextInput 定义在文件 field_textinput.js 中，是一个可编辑的文本 Field 类，它继承
了 Blockly.Field，同时也是 Blockly.FieldNumber、Blockly.FieldNote 等多个类的父类，是
一种非常重要的 Field 类型，接下来将对其进行关键源码的分析。
在 FieldTextInput 类中，函数 showEditor 用于在文本顶部显示内联的文本编辑器，第
一个参数 opt_quietInput 是一个布尔值，为 true 时指创建不带焦点的编辑器，默认值为 false；
第二个参数 opt_readOnly 也是一个布尔值，值为 true 时表示创建编辑器时应将 HTML 输
入设置为只读，以防止虚拟键盘；第三个参数 opt_withArrow 也是一个布尔值，为 true 时
代表在文本编辑器中需要显示下拉箭头；最后一个参数 opt_arrowCallback 是一个函数，用
于单击下拉箭头时的回调。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FieldTextInput.prototype.showEditor_ = function(opt_quietInput,
opt_readOnly, opt_withArrow, opt_arrowCallback) {
// 获取所属工作区
this.workspace_ = this.sourceBlock_.workspace;
// 设置是否带焦点，默认值为 false，即带焦点
var quietInput = opt_quietInput || false;
// 设置只读，默认为 false
var readOnly = opt_readOnly || false;
// 初始化并显示 widget 容器，如果需要，关闭旧的 widget，其内部将存放文本输入框
Blockly.WidgetDiv.show(this, this.sourceBlock_.RTL,
this.widgetDispose_(), this.widgetDisposeAnimationFinished_(),
Blockly.FieldTextInput.ANIMATION_TIME);
// 获取 widget 的 HTML 容器
var div = Blockly.WidgetDiv.DIV;
// 应用文本输入框特定的 CSS
div.className += ' fieldTextInput';
// 创建文本输入框
var htmlInput = goog.dom.createDom(goog.dom.TagName.INPUT, 'blockly
HtmlInput');
// 设置 spellcheck 属性
htmlInput.setAttribute('spellcheck', this.spellcheck_);
if (readOnly) {
// 设置只读属性
htmlInput.setAttribute('readonly',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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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FieldTextInput 设置用户输入框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 = htmlInput;
// 把输入框追加到 widget 容器中
div.appendChild(htmlInput);
if (opt_withArrow) {
// 移动输入框中的文本，以放置下拉箭头
if (this.sourceBlock_.RTL) {
htmlInput.style.paddingLeft = (this.arrowSize_ +
Blockly.BlockSvg.DROPDOWN_ARROW_PADDING) + 'px';
} else {
htmlInput.style.paddingRight = (this.arrowSize_ +
Blockly.BlockSvg.DROPDOWN_ARROW_PADDING) + 'px';
}
// 创建下拉箭头
var dropDownArrow =
goog.dom.createDom(goog.dom.TagName.IMG,'blocklyTextDropDown
Arrow');
// 设置箭头的 src 属性
dropDownArrow.setAttribute('src', Blockly.mainWorkspace.options.
pathToMedia
+ 'dropdown-arrow-dark.svg');
// 设置箭头的宽、高等属性
dropDownArrow.style.width = this.arrowSize_ + 'px';
dropDownArrow.style.height = this.arrowSize_ + 'px';
dropDownArrow.style.top = this.arrowY_ + 'px';
dropDownArrow.style.cursor = 'pointer';
// 定位箭头
var dropdownArrowMagic = '11px';
if (this.sourceBlock_.RTL) {
dropDownArrow.style.left = dropdownArrowMagic;
} else {
dropDownArrow.style.right = dropdownArrowMagic;
}
// 绑定箭头单击事件
if (opt_arrowCallback) {
htmlInput.dropDownArrowMouseWrapper_ = Blockly.bindEvent_(
dropDownArrow, 'mousedown', this, opt_arrowCallback);
}
// 把箭头追加到 widget 容器中
div.appendChild(dropDownArrow);
}
// 为输入框赋值
htmlInput.value = htmlInput.defaultValue = this.text_;
htmlInput.oldValue_ = null;
// 检查编辑器的内容是否有效。相应地设置编辑器的样式
this.validate_();
// 调整编辑器和下面块的大小以适应文本
this.resizeEditor_();
// 设置聚焦和选中
if (!quietInput) {
htmlInput.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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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Input.select();
htmlInput.setSelectionRange(0, 99999);
}
// 绑定此 Field 上的用户输入和工作区的大小，更改处理程序
this.bindEvents_(htmlInput, quietInput || readOnly);
// 增加动画转换属性
var transitionProperties = 'box-shadow ' + Blockly.FieldTextInput.
ANIMATION_TIME + 's';
if (Blockly.BlockSvg.FIELD_TEXTINPUT_ANIMATE_POSITIONING) {
div.style.transition += ',padding ' + Blockly.FieldTextInput.
ANIMATION_TIME + 's,' +
'width ' + Blockly.FieldTextInput.ANIMATION_TIME + 's,' +
'height ' + Blockly.FieldTextInput.ANIMATION_TIME + 's,' +
'margin-left ' + Blockly.FieldTextInput.ANIMATION_TIME + 's';
}
div.style.transition = transitionProperties;
htmlInput.style.transition = 'font-size ' + Blockly.FieldTextInput.
ANIMATION_TIME + 's';
htmlInput.style.fontSize = Blockly.BlockSvg.FIELD_TEXTINPUT_FONTSIZE_
FINAL
+ 'pt';
div.style.boxShadow = '0px 0px 0px 4px ' + Blockly.Colours.fieldShadow;
};

以上代码中的 Blockly.WidgetDiv.show 是在 Blockly.WidgetDiv 类中定义的方法，用于
初始化并显示 widget 容器，定义在 widgetdiv.js 文件中。
Blockly.WidgetDiv 是漂浮在代码块上的一个 div，是一个单例，此单例包含用户当前
正在与之交互的临时 HTML UI 小部件，如文本输入区、颜色选择器及上下文菜单等。
Blockly.WidgetDiv 类中一些关键的属性和方法如表 2.7 所示。
表 2.7
属性/方法

Blockly.WidgetDiv类的关键属性/方法说明
类

型

说

明

DIV

html元素

HTML容器

owner

对象

当前使用此容器的对象

dispose_

函数

一个可选的清除函数，由使用widget的对象提供

disposeAnimationFinished_

函数

disposeAnimationTimer_

数字

清除动画的计时器ID

disposeAnimationTimerLength_

数字

清除动画的时间长度，以s为单位

createDom

函数

创建widget的div元素，并插入到页面中

show

函数

初始化和展示widget，如果需要，关闭旧的widget

hide

函数

销毁widget，并隐藏容器div

position

函数

将widget放置到给定位置

repositionForWindowResize

函数

一个可选的函数，在释放动画结束时调用，由使用
widget的对象提供

在调整窗口大小时重新定位widget。如果不知道如何
计算新的位置，则把它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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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初始化和展示 widget 的 show 函数有 5 个参数，第一个参数 newOwner 是使用
此 widget 容器的对象；第二个参数 rtl 代表 Scratch-blocks 的排列方式，true 代表从右到左
排列，false 代表从左到右排列；第三个参数 opt_dispose 是关闭 widget 时要运行的可选清
理函数，如果清理已设置动画，则此函数必须启动动画；第四个参数 opt_disposeAnimationFinished 表示当 widget 完成动画并且必须消失时要运行的可选清理函数；最后一个参数
opt_disposeAnimationTimerLength 的意思是如果提供了释放动画，动画的时长（以 s 为单
位）。代码如下：
Blockly.WidgetDiv.show = function(newOwner, rtl, opt_dispose,
opt_disposeAnimationFinished, opt_disposeAnimationTimerLength) {
// 销毁旧的 widget，并隐藏容器 div
Blockly.WidgetDiv.hide();
// 设置当前使用此 widget 容器的对象
Blockly.WidgetDiv.owner_ = newOwner;
// 为 Blockly.WidgetDiv 单例设置清理函数
Blockly.WidgetDiv.dispose_ = opt_dispose;
// 为 Blockly.WidgetDiv 单例设置动画结束后的清理函数
Blockly.WidgetDiv.disposeAnimationFinished_ = opt_disposeAnimation
Finished;
// 设置动画时长
Blockly.WidgetDiv.disposeAnimationTimerLength_ = opt_disposeAnimation
TimerLength;
// 暂时将 widget 移动到屏幕顶部，这样在显示时不会导致 Firefox 中的滚动条跳转
var xy = goog.style.getViewportPageOffset(document);
Blockly.WidgetDiv.DIV.style.top = xy.y + 'px';
Blockly.WidgetDiv.DIV.style.direction = rtl ? 'rtl' : 'ltr';
// 显示出来 widget 容器
Blockly.WidgetDiv.DIV.style.display = 'block';
};

showEditor_中调用的函数 widgetDispose_的返回值也是一个函数，其在 WidgetDiv 的
hide 函数中被调用，用于销毁 WidgetDiv，其中包括保存有效的编辑结果、撤销事件的绑
定、停止事件组及调整实际大小等。代码如下：
Blockly.FieldTextInput.prototype.widgetDispose_ = function() {
var thisField = this;
return function() {
// 获取 widget 容器 div
var div = Blockly.WidgetDiv.DIV;
// 获取文本输入框
var htmlInput =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
// 如果有效，保存结果
thisField.maybeSaveEdit_();
// 为用户输入和工作区大小更改解除事件绑定
thisField.unbindEvents_(htmlInput);
// 撤销下拉箭头的事件绑定
if (htmlInput.dropDownArrowMouseWrapper_) {
Blockly.unbindEvent_(htmlInput.dropDownArrowMouseWrappe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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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停止一个事件组
Blockly.Events.setGroup(false);
// 把输入框的字体大小设置为最初大小，即 12pt
htmlInput.style.fontSize = Blockly.BlockSvg.
FIELD_TEXTINPUT_FONTSIZE_INITIAL + 'pt';
// 去除阴影
div.style.boxShadow = '';
// 把 div 调整到最终源块的实际大小
if (thisField.sourceBlock_) {
// 如果是阴影块
if (thisField.sourceBlock_.isShadow()) {
var size = thisField.sourceBlock_.getHeightWidth();
div.style.width = (size.width + 1) + 'px';
div.style.height = (size.height + 1) + 'px';
} else {
div.style.width = (thisField.size_.width + 1) + 'px';
div.style.height = (Blockly.BlockSvg.FIELD_HEIGHT_MAX_EDIT + 1)
+ 'px';
}
}
// 去除左边距
div.style.marginLeft = 0;
};
};

FieldTextInput 中的 widgetDisposeAnimationFinished_函数是文本类型 Field 中最后处
理元素和属性的函数，也是当 widget 动画结束并且必须撤销时要运行的清理函数，它的返
回值也是一个函数，用于清除文本输入框元素及 widget 容器的样式。
首先获取 widget 容器 div 的 style 样式属性，将其宽度、高度属性都设置成 auto，字
体大小属性设置为空，然后重置 div 的类属性，之后把 style 属性删除，最后把文本类型
Field 的 HTML 输入框元素设置为 null。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FieldTextInput.prototype.widgetDisposeAnimationFinished_ = function() {
return function() {
// 获取容器的样式
var style = Blockly.WidgetDiv.DIV.style;
// 删除样式属性
style.width = 'auto';
style.height = 'auto';
style.fontSize = '';
// 重置 widget 容器的 class 属性
Blockly.WidgetDiv.DIV.className = 'blocklyWidgetDiv';
// 删除所有样式
Blockly.WidgetDiv.DIV.removeAttribute('style');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style.transition = '';
// 重置文本输入框为 null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 = nu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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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编辑器的 change 事件是由函数 onHtmlInputChange 负责的，它的唯一参数 e 表示
键盘事件，如果事件类型是 keypress 且有限制器，则需要对键码做校验，未通过校验函数
的直接返回。其中考虑到了 GECKO 的情况，判断键码是否在免检白名单中。
通过键码校验后，如果新值不等于旧值，就设置 Field 中的文本为新值，并触发一个
代码块 change 事件。然后检查编辑器中的内容是否有效，如为 HTNL 则增加相应的 class
设置编辑器的样式。
如果新值等于旧值且浏览器 userAgent 是 WEBKIT 的情况下，函数触发一次 Field 所
属源代码块的重新渲染，以显示插入符号的移动。函数的最后触发一次编辑器和源块的大
小调整以适应文本值。OnHtmlInputChange 函数代码如下：
Blockly.FieldTextInput.prototype.onHtmlInputChange_ = function(e) {
// 检查按键是否与限制器匹配
if (e.type === 'keypress' && this.restrictor_) {
var keyCode;
var isWhitelisted = false;
if (goog.userAgent.GECKO) {
// e.keyCode 在 Gecko 中不可用
keyCode = e.charCode;
// GECKO 声明控制字符（如左、右、复制、粘贴）在按键事件白名单中
// 不受限制器的约束
if (keyCode < 32 || keyCode == 127) {
// 键码小于 32 或者等于 127 都是控制字符
isWhitelisted = true;
} else if (e.metaKey || e.ctrlKey) {
// 判断组合键是否免约束
isWhitelisted = Blockly.FieldTextInput.GECKO_KEYCODE_WHITELIST
.indexOf(keyCode) > -1;
}
} else {
keyCode = e.keyCode;
}
// 将编码转换成一个字符
var char = String.fromCharCode(keyCode);
if (!isWhitelisted && !this.restrictor_.test(char) && e.prevent
Default) {
// 未能通过限制器
e.preventDefault();
return;
}
}
// 获取文本输入框
var htmlInput =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
// 更新源块
var text = htmlInput.value;
if (text !== htmlInput.oldValue_) {
htmlInput.oldValue_ = text;
// 设置 Field 中的文本，并触发一个代码块 change 事件
this.setTex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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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编辑器内容是否有效
this.validate_();
} else if (goog.userAgent.WEBKIT) {
// 渲染一次源块
this.sourceBlock_.render();
}
// 调整编辑器和源块的大小
this.resizeEditor_();
};

以上代码中的 resizeEditor_用于调整编辑器和基础块的大小以适应文本，首先获取到
Field 所属代码块的工作区的缩放比例值 scale，然后设置初始宽度值 initialWidth。如果允
许文本 Field 扩展到超过其截断块大小，则通过函数 measureText 使用内存中的画布测量文
本的宽度值，然后加上 padding，乘以缩放比例作为宽度值。如果不允许，就以初始值作
为宽度值。最后还要考虑到宽度值不能小于 FIELD_width，也不能大于 FIELD_width_MAX_
EDIT，得到最终的宽度值。
接下来对 widget 容器 div 进行宽、高、转换、边框半径及颜色的设置，最后通过考
虑源块的排列模式及不同用户代理的情况，计算出 div 最终的绝对位置，完成定位。代
码如下：
Blockly.FieldTextInput.prototype.resizeEditor_ = function() {
// 获取 Field 所属代码块的工作区的比例
var scale = this.sourceBlock_.workspace.scale;
// 获取当前 widget 的 div 容器
var div = Blockly.WidgetDiv.DIV;
// 设置初始宽度
var initialWidth;
if (this.sourceBlock_.isShadow()) {
// 是阴影块
initialWidth = this.sourceBlock_.getHeightWidth().width * scale;
} else {
initialWidth = this.size_.width * scale;
}
var width;
// 如果允许文本 Field 扩展到超过其截断块大小
if (Blockly.BlockSvg.FIELD_TEXTINPUT_EXPAND_PAST_TRUNCATION) {
// 根据文本的测量宽度调整框的大小，预截断
var textWidth = Blockly.scratchBlocksUtils.measureText(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style.fontSize,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style.fontFamily,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style.fontWeight,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value
);
// 画布中绘制的大小需要 padding 和缩放
textWidth += Blockly.FieldTextInput.TEXT_MEASURE_PADDING_MAGIC;
textWidth *= scale;
width = textWidth;
} else {
// 把宽度设置为初始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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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 = initialWidth;
}
// 宽度必须至少为 FIELD_width，最多为 FIELD_width_MAX_EDIT
width = Math.max(width, Blockly.BlockSvg.FIELD_WIDTH_MIN_EDIT * scale);
width = Math.min(width, Blockly.BlockSvg.FIELD_WIDTH_MAX_EDIT * scale);
// 将宽度和高度增加 1px，以考虑边框（预缩放）
div.style.width = (width / scale + 1) + 'px';
div.style.height = (Blockly.BlockSvg.FIELD_HEIGHT_MAX_EDIT + 1) + 'px';
div.style.transform = 'scale(' + scale + ')';
// 使用左边距设置框重新定位的动画
// 这是默认位置和扩展框后的位置之间的差异
div.style.marginLeft = -0.5 * (width - initialWidth) + 'px';
// 添加 0.5px 以考虑到 SVG 和 CSS 边框之间的细微差异
var borderRadius = this.getBorderRadius() + 0.5;
div.style.borderRadius = borderRadius + 'px';
Blockly.FieldTextInput.htmlInput_.style.borderRadius = borderRadius + 'px';
// 从现有阴影块获取颜色
var strokeColour = this.sourceBlock_.getColourTertiary();
div.style.borderColor = strokeColour;
// 获取 Field 左上角的绝对位置
var xy = this.getAbsoluteXY_();
// 考虑到边框宽度和后缩放
xy.x -= scale / 2;
xy.y -= scale / 2;
// 如果源块是 RTL 模式
if (this.sourceBlock_.RTL) {
xy.x += width;
xy.x -= div.offsetWidth * scale;
xy.x += 1 * scale;
}
// 移动几个像素以精确对齐
xy.y += 1 * scale;
if (goog.userAgent.GECKO && Blockly.WidgetDiv.DIV.style.top) {
// 一旦 WidgetDiv 移动到位，Firefox 就会错误地报告一个像素的边界位置
xy.x += 2 * scale;
xy.y += 1 * scale;
}
if (goog.userAgent.WEBKIT) {
xy.y -= 1 * scale;
}
// 最后设置实际的位置
div.style.left = xy.x + 'px';
div.style.top = xy.y + 'px';
};

注意：以上代码中的

Blockly.scratchBlocksUtils 是一个工具类，其中定义了一些有关
Scratch-blocks 的工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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