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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在诺门大学1教授DirectX和XNA游戏开发课程也有好几年了，然而我总是为自己没能找到

适合这些课程的书籍而倍感失落。这门学科有着海量的相关书籍，但却没有一本适合我的课程

目标（专门为熟悉C#编程语言的大学生设计的初级游戏开发课程），或者说那些书的内容没有

以一种我觉得合适的风格和顺序来呈现。 

许多书籍要求事先具备太多的游戏或图形开发领域的预备知识，不然就是假定读者几乎不

具备游戏开发之外的相关知识。还有一些书则过分地依赖第三方库，或者以一种让新接触游戏

开发的读者违背直觉的顺序来组织书中的内容。 

我发现我经常需要从一本书的第 3 章跳到另一本书的第 18 章，然后跳回原来的书看第 7

章和第 9 章，如此反反复复地跳跃，同时我还需要用自己创作的幻灯片、代码示例和文档来进

行衔接。 

后，我决定以我为 XNA游戏开发课程所创作的内容为题材写一些能够在课堂上使用的材

料。 初我只是打算简单地给学生们写一些讲义和短文，但后来我又意识到这所大学之外的广

大读者或许也能够从这些材料中受益。于是我联系了 O'Reilly 出版社，然后就有了大家手上的

这本书。 

根据自己在 XNA游戏开发方面的教学经验，我能够判断出学生们通常会在哪些方面遇到学

习上的障碍，而哪些表达方式又能让学生很容易地理解；此外，我也创造了一种直观的教学方

法，能够以合理而容易接受的顺序，循序渐进地呈现书中的内容。这本书就是遵照这样一种顺

序，并且以帮助读者充分理解每一个独立的教学主题为目的，来设计书中的所有课程，以及介

绍各式各样有关游戏开发的实用概念的。 

本书为谁而写 

本书为掌握.Net Framework 和 C#（或相关技术）基础的读者提供完整的入门基础教程，不

要求读者具备 XNA或者其它游戏、图形领域的开发经验或知识。 

本书如何组织 

本书将带领读者漫步于三个不同的 XNA游戏的开发过程，同时向读者介绍 XNA游戏开发的

相关概念。尽管大多数资料通用于任何可用平台的游戏开发，但第 17章和第 16 章分别专门讲

解了Windows Phone 7 和 Xbox 360 游戏主机上的游戏开发。 

本书的第一部分带领读者了解 XNA 4.0 的新特性和一个 2D 游戏的开发过程，下面是组成这

                                                              
1  译注：诺门大学英文名为 Neumon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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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的章节： 

第 1 章 

带领读者了解 XNA 4.0 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有哪些变化。 

第 2 章 

简单地介绍 XNA，开发 XNA游戏需要的工具和 XNA Game Stduio 4.0 的安装。 

第 3 章 

介绍 2D精灵、透明度、排序次序、移动、帧率、精灵位图2还有动画。 

第 4 章 

涵盖键盘、鼠标和 Xbox 360 手柄的输入处理并实现简单的碰撞检测。 

第 5 章 

讨论并实现游戏组件，并把面向对象类层次结构应用到您的游戏设计中。 

第 6 章 

介绍跨平台音效制作工具（XACT3），以及使用新的简化的音频API为您的游戏（PC、

Xbox360、Windows Phone 7）添加声音。 

第 7 章 

介绍人工智能学科的本质和人工智能的基础概念，并且在类层次中使用自定义的派生类

来为您的精灵实现不同的行为。 

第 8 章 

完成 2D 游戏的 后一步，包括 2D 文本、分数、添加不同类型的精灵、背景图片、游戏

状态和法宝系统。 

 

下一个部分将带领读者走进 3D PC游戏开发。在这部分的末尾，将对游戏进行调整并 终

移植到 Xbox 360 上。这一部分的章节有： 

第 9 章 

讨论坐标系、摄像机和图元的绘制，3D 空间中物体的平移、旋转和缩放。另外也将谈到

背面消隐和纹理技术。 

第 10 章 

介绍 3D 模型，3D 模型在 3D 空间中的绘制、旋转和移动。 

第 11 章 

带领读者实现一个基于向量的第一人称的摄像机；实现前后移动，平移，偏航（yaw），

俯仰（pitch）和翻滚（roll）。 

                                                              
2
译注：sprite sheet也可译作“精灵图”或“精灵表”。精灵位图会在第 3 章重点介绍的。 

3
译注：XCAT英文全称 Cross‐platform Audio Creation Tool，中文名为“跨平台音效制作工具”，第 6章会重点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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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深入研究射击移动中的敌人的代码，创建一个射击目标，在 3D 空间中移动它，并且用 

包围球处理 3D 空间中的碰撞检测；为游戏添加 3D 准星 HUD和音效。 

第 13 章 

介绍高级着色语言（HLSL4）语法及其实现和在XNA中使用HLSL特效所需要编写的代码；

用HLSL实现多种图像处理效果。 

第 14 章 

带领读者实现一个用来创造爆炸粒子效果的自定义顶点和粒子。 

第 15 章 

微调您的 3D游戏，包括启动画面，游戏状态，分数和能力提升功能等。 

第 16 章 

带领读者将 Xbox 360 连接到 PC，并将游戏部署到 Xbox 360 上，另外还探讨了 XBox 360

和 PC上的用户输入与屏幕分辨率的差异。 

 

下一个部分将带领读者开发一个完整的Windows Phone 7 游戏： 

第 17 章 

带领读者开发Windows Phone 7 上的新游戏，同时探讨Windows Phone 7 开发与其它平

台上的开发的关键区别。 

 

本书的 后一部分将带领读者用 XNA开发一个网络游戏。这一部分只有一章，以之前的所

有章节为基础，在开发一个新的 XNA游戏的过程中集中展现 XNA的网络功能： 

第 18 章 

通过分屏功能和网络功能来介绍多人游戏的概念；涵盖了网络体系架构、网络状态、通

过信息包进行网络通信和提供游戏玩家服务等主题。 

 

后，在附录中，您将会找到每个章节末尾的测试题的答案。 

技术支持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读者真正地理解和热爱 XNA游戏开发。为此，我将通过我的博客

来支持这本书。我的博客地址为： 

http://www.aaronreed.com/serenitynow/。 

                                                              
4
译注：HLSL英文全称 High Level Shader Language，维基百科译作“高级着色器语言”，也可译作“高级渲染语言”。 

http://www.aaronreed.com/serenitynow/


 

在这个网站上，您可以找到本书的源代码，和一些 XNA相关的内容（当然也有一些非 XNA

相关的内容）。请自由地在论坛上发表您的疑问、评论甚至是为其它读者解答问题。 

本书中使用的约定 

以下是本书使用的印刷排版格式的约定： 

斜体 

用于强调、技术术语定义、超链接、文件名、文件扩展名和路径名。 

等宽字体 

用于代码样例、方法、函数、变量名及其值、对象和类名等。 

等宽粗体 

用于强调代码示例的重点部分。 

 

 

这个图标表示提示、建议或概括性的说明。 

 
这个图标表示一个警告或者注意事项提醒。 

 
 

使用示例代码 

这是一本帮助您解决问题的书。一般来说，您可以在您的程序和文档中使用这些代码。除

非您复制了大量的关键代码，否则您可以在不获我们许可的情况下自由使用本书中的代码。例

如，写一个程序使用到本书几大段代码不需要获得许可，但销售或分发一张带有本书示例的

CD‐ROM 却需要许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而引用本书或援引本书的示例代码不需要许可，但将

大量的示例代码整合到您的产品文档中却需要获得许可。 

我们会很感激您注明出处，但这不是必须的。一段引用说明通常包括标题、作者、出版商

和 ISBN。例如：Learning XNA 4.0, by Aaron Reed. Copyright 2011 Aaron Reed, 978‐0‐449‐39462‐2。 

如果您觉得您所使用的代码示例超出了常用范围或以上所提及的许可范围，无须拘谨，请

通过permissions@oreilly.com与我们联系。 

 X 

mailto:permissions@oreilly.com


 

我们希望聆听您的声音 

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测试并核对了书中的信息，但是您可能会发现某些功能已经有所改变

或者我们也许犯了一些小错误（尽管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请告诉我们您发现

的任何错误，以及您对后续版本的建议，您可以写信到： 

O’Reilly Media, Inc. 

1005 Gravenstein Highway North 

Sebastopol, CA 95472 

800‐998‐9938（美国或加拿大） 

707‐829‐0515（国际或当地） 

707‐829‐0104（传真） 

我们为这本书设有一个网页，在那里我们列举出示例和未来版本计划。您可以到下面网址

获得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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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XNA 4.0有哪些新特性？

本章中，我将回顾下 XNA 4.0 所发生的主要改变。如果您熟悉 XNA 3.x 或其它版本的话，这

将是开始学习本书的很好的起点。如果您从未接触过 XNA，可能应该跳到下一章。您不会错过

任何信息，因为本章涵盖的内容在其它章节中都有介绍。 

改进的项目文件夹结构 

当您在 XNA 4.0 中创建游戏项目时，首先会注意到解决方案的结构改变了。在 XNA早期的

版本中，内容管道（content pipeline）从一个名为 Content的子文件夹中获得游戏内容，Content

位于您创建的游戏项目中，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可见（见图 1‐1）。 

 

图 1-1 XNA 3.x 解决方案示例 

在 XNA 4.0 中，Content文件夹在您的解决方案中被移动到新的项目中。内容项目将被列入

到名为 GameProjectNameContent（请用您项目名替换 GameProjectName）的目录下，并且后面

带有用括号括起来的“Content”字样（见图 1‐2）。 

在内容项目上添加您所有的游戏内容（声音，纹理和模式等等），与 XNA 3.x 中添加它们到

内容文件夹的方法相同。您还需要使用相同的代码通过内容管道访问内容，跟您在 XNA  3.x 中

的操作相同。这一变化使得同一个项目的多个版本（也就是，如果您建立 Windows和 Xbox 360

都可用的项目）的界面更加友好些同时也少了些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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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XNA 4.0 解决方案示例 

为Windows Phone 7 系列开发游戏 

与 XNA框架的早期版本相同，XNA 4.0 被设计用于跨平台开发。开发人员使用 XNA 4.0 可以

为Windows、Xbox 360以及现在的Windows Phone 7 系列编写游戏。不仅仅是那样，除了一些

资源管理与屏幕分辨率的问题，几乎 100%地为这些平台中的其中之一所编写的代码同样也都可

以在其它平台上使用。这样就 大限度的为游戏开发者提供了针对每个平台创建游戏的弹性。 

想了解更多关于Windows Phone 7 系列游戏开发的信息，请参阅第 17 章。 

图形适配标准 

在当今支持DirectX 10 或更高、强大的Xbox 360 与Windows Phone 7 系列引进的一线显卡之

间，XNA框架支持在具有不同硬件性能的广泛的硬件上进行开发。在XNA早期的版本中，这些硬

件差异必须在运行时（runtime）上处理，这经常会导致平台相关性代码。为了帮助促进在这些

不同的设备上进行开发，XNA 4.0 引入了图形适配标准（graphics profile5）的概念。这些标准允

许开发者通过支持配置标准所指排的特定图形API包来选定某些硬件设备。 

在 XNA 4.0 中有两种配置标准：Reach 和 HiDef。HiDef是设计用于高功率的、一线硬件，而

Reach 是设计用来支持更宽泛的硬件设备。Reach 标准提供一个有限的图形特征集合并且它是

HiDef的子集。当选择使用 Reach 标准编写游戏时，您牺牲了一些更强大的图形 API，但同时也

确保您的游戏可以在更宽泛的设备（尤其是Windows，Xbox 360 和Windows Phone）上运行，

假设这些设备都符合 XNA 4.0 的 小规格要求。 

HiDef 标准设计用来支持当前 强大的显卡。您可以使用 HiDef 标准来专注于 Xbox  360 硬

                                                              
5  译注：graphics profile较难直译，暂意译为“图形适配标准”，后文会简称为“(适配)标准”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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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至少支持 DirectX 10 显卡的基于 Windows 的电脑。 

通过使用GraphicsAdapter.IsProfilesSupported方法在运行时上您可以辨别您的

硬件支持哪个配置标准。下面的表 1‐16中列出了Reach和HiDef标准之间更多的细节差异： 

表 1-1 XNA 图形适配标准比较 

 Reach  HiDef 

支持平台 Windows Phone 7系列,Xbox 360,

与带有至少支持 shader model 2.0

的 DirectX 9 GPU的 Windows PC 

Xbox 360,带有 DirectX 10(或更

高)GPU的 Windows PC 

着色器模型 2.0（但 Windows Phone不支持自定

义着色器） 

3.0+（Xbox 360支持自定义着色器扩

展如 vfetch,但它在 Windows上不可

用） 

最大纹理尺寸 2048 4,096 

最大立方图尺寸 512 4,096 

最大体纹理尺寸 不支持体纹理 256 

无二次幂限制的纹理 支持但带有限制:不支持环绕选址模式,

不支持 mipmaps,对无二次幂限制的纹

理不支持 DXT压缩 

是 

无二次幂限制的立方

图 

否 是 

无二次幂限制的体纹

理 

不支持体纹理 是 

每次 Draw调用的基

元最大值 

65,35 1,048,575 

顶点流最大值 16 16 

最大顶点流幅度 25 255 

索引缓冲格式 16位(bit) 16和 32位 

顶点元素格式 Color,Byte4,Single, 

Vector2,Vector3, 

Vector4,Short2,Short4, 

NormalizedShort2, 

NormalizedShort4 

所有的 Reach顶点元素格式,加上

HalfVector2,HalfVector4 

纹理格式 Color,Bgr565,Bgra5551, 

Bgra4444,NormalizedByte2, 

NormalizedByte4,Dxt1, 

Dxt3,Dxt5 

所有的 Reach纹理格式,加上

Alpha8,Rg32,Rgba64, 

Rgba1010102,Single,Vector2, 

Vector4,HalfSingle, 

HalfVector2,HalfVector4; 

浮点纹理格式不支持过滤 

                                                              
6  译注：限于译者水平，表 1‐1 中某些专业名词的翻译可能存在错漏之处。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这些信息，本章

末会附录上相应的中英文技术名词对照表，以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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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纹理格式 不支持顶点纹理 Single,Vector2,Vector4, 

HalfSingle,HalfVector2, 

HalfVector4 

渲染目标格式 调用 QueryRenderTargetFormat()

来找出支持什么 

调用 QueryRenderTargetFormat()

来找出支持什么 

多重渲染目标 否 上限为 4;必须都有相同的位深度;支持

阿尔法混合与每个渲染目标的独立写屏

蔽 

闭塞查询 否 是 

独立阿尔法混合 否 是 

可配置效果 

在 XNA的早期版本中 BasicEffect类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效果，它的执行主要是使游戏开

发新手可以在对复杂的着色器代码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构建游戏。当时的观念是认真的游戏

开发者会实现它们自己的着色器而不会依赖 BasicEffect类。 

随着Windows Phone 7 的上市很多设想都不得不改变，因为它不支持自定义着色器。因此，

因此，新的可配置效果被添加到 Reach 和 HiDef两者标准中。它们是： 

基本效果： 

对 BasicEffect类进行调整从而包含更多的像素和顶点着色器用来支持更真实的灯光

与烟雾效果。 

双重纹理效果： 

这个效果使您可以使用带有独立纹理坐标的两个不同的纹理。这两个纹理被混合到一起

用来增添复杂性和更多的细节。 

阿尔法测试效果： 

这个效果使用一个参考阿尔法（reference alpha）和一个阿尔法功能实现阿尔法测试。它

可以通过仅更新在场景中描绘的像素来提高性能。 

皮肤效果： 

这个效果使用骨骼和重量来确定顶点位置。当用在动画和实例中时该效果有很强大的作

用。 

环境映射效果： 

这个效果使用到了根据环境的纹理和立方映射纹理来渲染对象，反射来自场景对象的光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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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嵌状态对象 

在 XNA的早期版本中，一些状态属性，被用来改变场景在屏幕上绘制的方式以及图形设备

处理您的游戏发送给它数据的方式，这些都已经被移动到状态对象类中。这些类是： 

BlendState 

控制颜色和阿尔法值如何被混合的。 

DepthStencilState 

控制深度缓冲（depth buffer）与模板缓冲（stencil buffer）是如何被使用的。 

RasterizerState 

确定如何把矢量数据（形状）转化为栅格数据（像素）。 

SamplerState 

确定如何取样纹理数据。 

标量与方向 

XNA 4.0 中的标量（scalars）使开发者在编写游戏时无需担心原始分辨率或屏幕方向的问题。

当您玩游戏时，标量将自动地根据设备将分辨率调节为您想要的分辨率。这个增强功能极大的

提高了游戏性能。 

屏幕方向是Windows Phone 7 设备上 重要的元素，当旋转设备，横竖屏循环切换并返回。

标量自动地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去映射您的游戏并且旋转输入装置，例如相应的输入触摸

面板。 

改进的输入API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Touch命名空间含有几个类，这些类能访问到对

Windows 和 Windows  Phone 设备的多点触摸输入。此命名空间增加 TouchPanel 类和

TouchLocation类，它们能够访问到来自输入设备（如Windows Phone 7 系列设备中的触摸

面板）的触控点。 

附加音频API 

在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命名空间中增加了两个新类来提高音频支持力

度： 

Microphone 

这个类提供使用麦克风来捕获音频的方法、域和事件。 

DynamicSoundEffect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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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类提供音频缓冲回放的方法和事件，让开发者可以回放合成或缓冲的音频。 

音图枚举与视频回放 

添加新的音频支持使开发者可以使用统一资源标识符（URI7）来播放歌曲，以及选择，编

辑和发布照片。 

使用 Song.FromUri方法构造一个基于指定 URI的 Song对象。 

使用 MediaLibrary.SavePicture方法保存图像到媒体库中。 

修改与添加的类与方法 

相 当 一 部 分 的 类 与 方 法 被 添 加 或 修 改 了 。 您 可 以 在 Microsoft 的 MSDN 网 站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417503.aspx上查看全部的清单。 

知识测试：问答 

1.  在 XNA 4.0 中对 XNA文件夹结构进行了什么重大改变？ 

2. XNA 4.0 支持什么游戏平台？ 

3. XNA 4.0 中 Reach 和 HiDef标准有什么不同？ 

                                                              
7  译注：URI英文全称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s)。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4175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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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附录：表 1‐1中部分中英文技术名称对照表 

译者的话—— 新专业技术名词的翻译，一直都是翻译的难点。我们一直遵循着翻译的几大原则，对于英语技术

名词的翻译一般采用：直译能准确表达出文意就采用直译；无法直译的，就采用意译；两者都无法准确表达的就直

接使用英语原词条或者音译；所有技术名词的翻译均考虑到了易解性、通用性与权威性。我们参阅大量资料，并通

过多次网络（网络是 大的语料库）尤其维基搜索等来求证。即使如此，限于译者水平，翻译错漏之处仍无法避免，

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 

 

英文 中文 备注 
shader model 着色器模型 也可译作“渲染器模型”,3D图形

领域一般译作“优化渲染引擎模式”

cubemap/cube map(ping) 立方图 网络上有译作“立方环境贴图”或

“立方图映射”等 

Volume Texture 体纹理 直译 

Non Power of Two Textures 

(Non-Power-of-Two Textures) 

无二次幂限制的纹理 此译名获得网络搜索支持,也较符

合原书意思 

Non Power of Two Cubemaps 无二次幂限制的立方图 参照上行译法给予翻译 

Non Power of Two Volume 

Textures 

无二次幂限制的体纹理 同上 

wrap addressing mode 环绕选址模式  

Primitives 基元  

Vertex Streams 顶点流  

Vertex Streams Stride 顶点流幅度  

Index Buffer Formats 索引缓冲格式  

Vertex Element Formats 顶点元素格式  

Texture Formats 纹理格式  

Vertex Texture Formats 顶点纹理格式  

Render Target Formats 渲染目标格式  

Multiple Render Targets 多重渲染目标  

alpha blending 阿尔法混合  

independent write masks 独立写屏蔽  

Occlusion Queries 闭塞查询  

Separate Alpha Blend 独立阿尔法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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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入门指南 

您是否曾经想过要开发属于自己的游戏？我猜您的的回答一定是“是”，因为您正在阅读本

书（当然，除非您仅仅是因为本书文笔优美而进行阅读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也请继续往

下读吧）。就像许多孩子一样，我在游戏开发方面的兴趣更多地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有时我宁愿连续在电脑面前花费好几个小时。这些游戏经历始于太空入侵者（Space Invaders）、

爆破小行星（Asteroids）、雅达利战争 2600（Combat on the Atari 2600）等。后来，我又着迷于

罗伯塔·威廉姆斯（Roberta Williams）的“国王秘史（King’s Quest8）”系列游戏里达文陲（Daventry）

的国王格雷厄姆（Graham）的传奇故事。我和我的弟弟为了打败迪凯瑟垅（Decathlon）的布鲁

斯·詹纳（Bruce  Jenner），不知敲坏了多少个键盘。但我意识到仅仅玩游戏是不够的——我还

想做得更多；我想真正地亲自创造游戏。我认为是好奇心将软件开发者和软件使用者区分开来

的；或者说是一种想看看画面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和是什么使事情变得有趣的渴望。 

对于我们这些天生有着强烈好奇心并渴望着自己编写游戏的人来说，微软的 XNA游戏开发

框架完全能够实现我们曾经的梦想。借助这个开发框架直观的构建方式和它向开发者展现的强

大力量，在 PC上编写激动人心的游戏从未变得如此容易。尤为重要的是，XNA 4.0 还为独立开

发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够为 Xbox 360和Windows Phone 7 开发自己的游戏。在此之前，

面向次世代主机或者 新便携多媒体设备的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的获取从来没有这么容易。 

我相信您肯定已经跃跃欲试，准备要动手去创造下一个伟大的游戏的了，那就让我们马上

开始吧。这一章将帮助您安装好所有需要的程序，这样您就可以一路高歌猛进，开始您的 XNA 4.0

开发之旅了。 

系统需求 

本书使用 XNA Game Studio 4.0，它是Microsoft Visual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的扩展，

目的是辅助 XNA游戏的开发。XNA Game Studio使用 XNA Framework 4.0，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

XNA游戏的框架，以便开发者进行开发或进行定制和扩展来创造自己的游戏。 

XNA Game Studio 4.0可以在Visual Studio 2010的多种版本上运行。安装XNA Game Studio 4.0

之前，必须先安装 Visual Studio 2010标准或更高版本（需要安装 C#语言支持组件）或者 Visual 

C# 2010 速成版。 

Visual  C#  2010 速成版可以在Microsoft微软的官网http://www.microsoft.com/express/vcshar

p/上免费下载。如果您没有其它版本的授权的话，这将是开始学习XNA的好办法。 

                                                              
8  译注：King’s Quest也译作“国王密使”，是由美国电脑游戏公司雪乐山制作的一个冒险游戏系列，系列中的首作在

1984年推出。它被认为是冒险游戏黄金时代中的一只经典，在首作──第一只“三维”冒险游戏──成功后为雪乐

山公司带来了名誉。Roberta Williams，雪乐山公司的创立者及前拥有人，设计了国王密使系列中的所有游戏。（来自

维基百科） 

http://www.microsoft.com/express/vcsharp/
http://www.microsoft.com/express/vc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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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本书中，我都会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专业版。不同版本之间的屏幕截图应该是一样

的（至少很相似），但是您应该意识到使用不同的版本创建书中的例子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通过 XNA 4.0，开发者可以将他们的游戏部署到以下平台：Windows Vista、Windows 7、Xbox 
360 和 Windows Phone 7 移动设备。为了在 Windows 平台下运行 XNA 游戏，您需要支持 WDDM 
1.1 和 DirectX 10（或更高版本）的显卡。不过，也有一套受限制的 API，编写出的游戏可以在

支持 DirectX 9 和 Shader Model 2.0 的显卡上运行。 

XNA Game Studio 4.0 可以在 XNA 创作者俱乐部（XNA Creator’s Club）网站上免费下载，网

址为 http://creators.xna.com/en-US/downloads。 

其它资源 

除本书之外，您应该看看 XNA 创作者俱乐部网站（http://creators.xna.com）。这个网站包含

了许多教程、示例代码和其它可以帮助您开始学习 XNA 的资源。 

如果您是一名学生，还应该看看 DreamSpark（https://www.dreamspark.com/default.aspx）。
DreamSpark 是微软的一个让学生可以免费使用 Visual Stduio 专业版和其它设计开发工具的活

动。 

安装 

在您安装了前面提到的某种版本的 Visual Studio 之后，开始安装 XNA Game Studio 4.0。XNA 
Game Studio 的安装相当的简单，但这里我将带您走过每一步。在 EULA 界面（图 2-1），仔细阅

读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并点击“Accept9（接受）”。 

接下来，点击“Install Now（现在安装）”按钮，如图 2-2 所示。 

如果需要，这个安装程序会自动下载完成安装所需要的资源，然后自动安装 Game Studio 4.0
和 Windows Phone Developer Tools。 

安装完成后您会看到安装完成画面（图 2-3）。不错吧，嗯？您现在可以准备用 XNA 大干

一场了！ 

创建您的第一个 XNA 应用程序 

现在您已经安装好 XNA Game Studio 4.0，是时候去创建您的第一个 XNA 应用程序了。在

Visual Studio 中选择 File（文件）→New（新建）→Project（项目）。在窗口左边的“Installed Templates
（已安装模板）”中选择 Visual C#→XMA Game Studio 4.0。 

在窗口右边的项目模板区域中，您可以看到很多可选项目，这时您应该创建一个 Windows 
Game (4.0)项目，命名为 Collision，选择项目的保存目录，然后点“OK”，如图 2-4。 

                                                             
9 译注：为了准确起见，文中像 Accept 、File→New→Project 等软件安装或 Visual Studio 操作指南会以原始英文的

方式出现，某些词条会在首次出现的地方置入括号内给予中文翻译。 

http://creators.xna.com/en-US/downloads
http://creators.xna.com/
https://www.dreamspark.com/default.aspx


 

 

图 2-1 EULA（ 终用户授权许可） 

 

图 2-2 欢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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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安装完毕 

 

图 2-4 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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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运行 Collision 项目 

当项目加载完成后，选择 Debug（调试）→Start Debugging in Visual Studio。项目将开始编

译然后运行，显示一个和图 2‐5 类似的界面。 

注意，如果您收到如图 2‐6所示的错误信息（而不是游戏窗口），可能您的显卡不支持 DirectX 

10 或者您需要更新您的显卡驱动程序。如果您的显卡只支持 DirctX 9 以及 shader model 2.0，您

可以调整游戏设置，仅使用有限的一部分 API 集合，来使您仍然能够使用现有的显卡进行游戏

编程。要调整游戏设置，请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的 Collision 项目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Properties（属性）”。将游戏设置为使用“Reach”（而不是“HiDef”），如图 2‐7 所示。游戏设

置为“Reach”之后，再次运行游戏，如果您的显卡满足 低配置的话，将可以看到游戏窗口。

同时需要注意，如果是为Windows Phone 7 开发游戏，项目默认设置为“Reach”；相反，如果

是为 Xbox 360 开发游戏，项目默认设置为“HiDef”。 

恭喜！您刚刚创建了您的第一个 XNA游戏！也许没有您以前玩过的游戏激动人心，不过别

搞错了，这个一个 100%纯正的 XNA 4.0应用程序——而且它实际上做的要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很

多。尽管这个项目没有用到图像、声音或者其它酷炫的内容，但这个应用程序的确正在利用 XNA

框架来绘制、更新并管理资源，就像这本书会用到的那样。稍后的章节我们会讨论程序画面的

背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现在您已经准备好动手创造您的第一个游戏了，但是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您在这一章里

的成果： 

• 您安装了 XNA Game Studio 4.0 并且配置了您的计算机来进行 XNA开发。 

• 您创建并运行了您的第一个 XNA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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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未能发现适配的显卡”错误 

 

图 2-7 使用“Reach”设置 

部署到 Xbox 360或 Windows Phone 7 

如果您急于尝试 Xbox 360 或者 Windows Phone 7 上的游戏开发，可能需要提前看看第

17 章有关在 Windows Phone 7 上部署游戏的内容或第 16 章有关在 Xbox 360 上部署游戏的内

容。由于几乎所有为 PC 平台编写的代码都可以很容易地移植到上述平台上，所以这本书将

主要介绍 PC 平台上的 XNA 游戏开发。而前面提到的这两个章节将包括针对那些平台需要

考虑的具体细节。 

总结 

• XNA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游戏开发框架，可以提高在 PC平台、Xbox 360 游戏主机和 Windows 

Phone 7 系列手机上进行游戏开发的效率。 

• 为了使用 XNA开发游戏，您需要安装 Visual Studio 2010标准版或更高的版本，或者是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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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0 速成版。您还必须安装 XNA Game Studio 4.0。 

知识测试：问答 

1. XNA Game Studio 4.0  允许您为哪些平台开发游戏？ 

2.  哪些版本的 Visual Studio支持 XNA Game Studio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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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与精灵同乐

在上一章中，我提到过，在您所创建的简单蓝幕游戏背后，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

让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代码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首先，请打开您第 2 章创建的游戏项目。 

幕后一览 

Program.cs 文件相当简单明了。在这个文件里，您的 Main方法创建了一个类型为 Game1

的新对象,并且执行了它的 Run()方法。 

您游戏的真正核心在 Game1.cs文件中，文件内容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namespace Collision 
{ 
 /// <summary> 
 /// This is the main type for your game 
 /// </summary>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GraphicsDeviceManager graphics;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public Game1() 
  { 
   graphics = new GraphicsDeviceManager(this); 
   Content.RootDirectory = "Content";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it needs to before 
  /// starting to run. This is where it can query for any required 
  /// services and load any non-graphic-related content. Calling 
  /// base.Initialize will enumerate through any components 
  /// and initialize them as well.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TODO: Add your initialization logic here 
    
   base.Initial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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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mmary> 
  /// 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the place to load 
  /// all of your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Create a new SpriteBatch, which can be used to draw textures.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raphicsDevice); 
    
   // TODO: use this.Content to load your game content here 
  } 
   
  /// <summary> 
  /// Un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the place to unload 
  /// all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nloadContent() 
  { 
   // TODO: Unload any non-ContentManager content here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run logic such as updating the world, 
  /// checking for collisions, gathering input, and playing audio.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 TODO: Add your update logic here 
    
   base.Update(gameTime); 
  } 
   
  /// <summary> 
  /// This is called when the game should draw itself.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CornflowerBlue); 
    
   // TODO: Add your drawing code here 
    
   base.Draw(gameTime); 
  } 
 } 
} 

在这段代码中您会注意到自动提供了几个类成员变量，还有 Game1的构造方法和其它五个

方法。其中第 1 个类成员变量是 GraphicsDeviceManager类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象，它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种访问 PC、Xbox 360 或者 Windows Phone 7 上的图形设备的途径。

GraphicsDeviceManager的 GraphicDevice属性代表了机器上实际的图形设备。图形设

备对象在 XNA 游戏和显卡（或更准确的说，显卡上的 GPU10）之间起中介作用，XNA 游戏在屏

幕上做的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这个对象来执行。 

                                                             
10 译注：GPU 英文全称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中文译作“图形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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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个类成员变量是SpriteBatch类的实例，这是一个您将用来绘制精灵（Sprite）的核

心对象。在计算机图形学术语中，精灵被定义为一张集成于大场景中的 2D或 3D11图像。2D游

戏就是通过绘制场景中的多种精灵（玩家精灵、敌人精灵和背景精灵，等等）来完成的。本章

中，您将使用到这个概念并且绘制属于自己的多种精灵。 

Initialize 方法被用来初始化变量和其它与 Game1 对象相关的对象。您的图形设备对

象将在这里被实例化，然后可以在 Initialize方法中根据图形设备对象的设置来初始化其它

对象。在后面的章节里，您还将用这个方法来初始化分数值和其它类似的项目。 

LoadContent方法在 Initialize方法之后被调用，另外在任何需要重新载入游戏图形

内容的时候也会被调用（例如，因为玩家改变显示设置而重置了图形设备）。在 LoadContent

方法中，将会载入游戏所需要的一切图形及其它内容，包括图像、模型和音效等。因为目前的

项目不会做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所以这个方法中也不会有多少代码。 

当 LoadContent方法调用完成后，Game1对象将进入游戏循环。几乎所有的游戏，不管

它们是否用 XNA写成，都使用某种形式的游戏循环。这是游戏开发和常规应用程序开发不同的

一个方面。对一些开发者来说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本质上来说，一个游戏循环由一系列的方法组成，这些方法被反复调用直到游戏结束。在

XNA 中，游戏循环只包含两个方法：Update 方法和 Draw 方法。目前您可以这样理解游戏循

环：所有影响游戏的逻辑都将在 Update方法或 Draw方法中完成。您应该设法在 Draw方法

中做 少的事情。游戏运行需要的所有东西（ 终涉及到移动物体、碰撞检测、更新分数、游

戏结束检测逻辑等等）应该放到 Update方法中。 

游戏开发与轮询 

另一个游戏开发和典型应用程序开发之间的关键差异是轮询和事件注册的概念。许多非游

戏的应用程序都采用用户事件驱动的方式来处理逻辑。举个例子，如果您要为某些系统写一个

窗体组件命名模块，您可能会创建一个窗口然后要求用户输入想要的名字，窗口有一个确定按

钮和一个取消按钮。不管这个程序用哪种编程语言写成，直到用户点击确定按钮或取消按钮之

前都不会做任何事。当用户点击其中一个按钮时，系统将产生一个程序能够捕获的事件。换句

话说，应用程序只有在用户给它发送一个某个按钮被按下的事件标识后，才会被唤醒并做一些

处理。 

相比之下，游戏程序由事件轮询（polling for events）驱动，而不是等待并监听是否有事件

被激发。相反，游戏程序会主动询问系统鼠标是否被移动，同时程序会一直运行，不管有没有

用户输入。 

假设您开发的一个游戏中有一个名叫吉米（Jimmy）的男巫（相信我，许多游戏都会把魔

法师命名为吉米）试图从恶魔珈蓝鸟（pelican）军团的掌握中逃离。您必须要解析用户事件，

比如玩家移动吉米到左边或发动了一个破坏珈蓝鸟翼的咒语。但是并不是由 XNA来告诉您玩家

进行了这些动作，而是由您自己来轮询输入设备（鼠标、键盘、手柄等等）来获得输入的改变。 

                                                              
11  译注：2D表示二维平面的；3D表示三维立体的。后文中某些地方会使用到的“二维”和“三维”名词来表示它

们。 



 

同时，不管用户是否与系统进行交互，游戏中的一切仍在进行。举个例子，可能珈蓝鸟军

正在追逐吉米，而不管用户有没有激发任何事件，这个都会发生，并且游戏负责不断移动敌人

的位置而不需要注册任何事件。这是需要游戏循环的主要原因：它提供了一种途径让游戏始终

运行着而不管玩家在做什么。 

当然，除了让敌人在屏幕上移动，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要是珈蓝鸟军能够在空中抛出抗

魔法的炸弹会怎么样呢？此时可能会有一个、两个、五个、五十个甚至更多的炸弹飞过空中，

那么它们都需要持续地被移动才行；此外，还必须不断地检查这些炸弹是否击中任何物体，然

后依此做出适当的回应。要是玩家一直不移动吉米，让珈蓝鸟军抓住了吉米呢？在这种情形下，

肯定会有些事情发生才对。或许您需要设置一个计时器，让吉米必须在 3 分钟之内逃脱——这

样一来，您又得去追踪某些类型的计时器，并且在计时器归零或吉米逃脱的时候会执行一些逻

辑。 

总之，在游戏开发中，一直会有事情发生（而且通常是很多事情），并且您要持续不断地更

新动画、移动物体、进行碰撞检测、更新分数、核对游戏结束逻辑等等。 

假如是在窗体组件程序中，要做到持续检测非用户事件这一点有些困难，但在 XNA开发中，

这一点用游戏循环的形式整合进了应用程序框架。所有这些任务都在游戏循环的 Update方法

中被处理，接着场景会在游戏循环的 Draw方法中被绘制。 

  
事实上，所有的应用程序都有和游戏循环功能相似的循环。Windows 本身使

用一个消息和事件系统，不断循环告知应用程序何时需要重绘它们自己和完成其

它功能。对这些循环的访问通常是隐藏起来的，不过，大多数应用程序不需要访

问这些非用户驱动事件。 

好了，让我们回到之前看到的代码中。您会注意到在 Update方法中有一些代码行在玩家按

下手柄上的“返回”按钮时让游戏退出： 

if(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这是在使用 Xbox360手柄时结束 Xbox360或Windows游戏的方法（否则，您可以在Windows

中点击游戏窗口红色的 X 按钮或按 Alt + F4 组合键去结束它）。 

就像之前提到的，Update方法是更新和游戏有关的一切东西的地方。您能更新物体在屏

幕中的位置、分数、动画序列等。您也能检查用户输入，进行碰撞检测，并且调整AI12算法。   

在 Update 方法中对游戏中变化的检测和依照这些变化进行的行动通常都与游戏状态有

关。游戏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是一种让游戏知道当前游戏状况的方法。游戏一般有

多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比如启动画面、实际游戏画面和游戏结束画面。在同一状态下还会有些

细微的变化，例如玩家得到某种法宝使角色无敌一段时间或其它一些游戏行为的改变。这通常

需要先在 Update方法中改变游戏状态，然后在 Draw方法中使用这些状态来绘制不同的图像、

场景或其它和特定状态相关的信息。   

Draw 方法中使用之前提到的图形设备对象，把游戏中所有的物体绘制到屏幕上。在目前

                                                              
12  译注：AI英文全称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意为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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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中，Draw 方法做的唯一件事就是清除屏幕并设置背景色为浅蓝色（待会我们会深入讨

论）。 

图 3‐1 展示了一个 XNA游戏的生命周期，包括 Update方法和 Draw方法形成的一个游戏

循环。 

 

图 3-1 一个 XNA 游戏的生命周期 

请注意 Update 方法的执行有两个可能的结果：要么在游戏循环中持续执行，然后 Draw

方法被调用；要么游戏结束，退出游戏循环，并调用 UnloadContent方法。当您调用 Game

类的 Exit方法时，和您按下 Xbox 360 手柄上的“返回”按钮一样，游戏循环将结束。游戏循

环也会在您按下 Alt + F4组合键或点击红色的 X按钮关闭游戏窗口时退出。   

在您的游戏退出循环和结束游戏之间应该存在一些过程。比如说，如果恶魔珈蓝鸟捉住了

男巫吉米，然后游戏直接退出并且游戏窗口就这么消失，将使玩家觉得很郁闷。实际上大多数

玩家将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某种 Bug。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您通常需要使用某种游戏状态逻辑，

使 Draw 方法渲染游戏结束画面以接替游戏进行画面。然后在过了固定的时间之后，或者游戏

玩家按下了某些特定的按键，游戏才会真正地退出。这些工作现在好像有些复杂而不容易理解，

但是请不要过分担心。因为本书至始至终都会涉及到这些，很快您就能明白怎么实现它了。   

一旦游戏退出循环， UnloadContent 就会被调用。这个方法用来卸载所有在

LoadContent方法里加载且需使用特殊手段进行卸载的内容。就像.NET 一样，XNA 也会自动

进行垃圾回收。但如果您在处理某些需要特别处理的对象时修改了内存，UnloadContent方

法就可以让您进行一些特殊处理。 

修饰您的游戏 

好，讲得够多了，您一定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进行开发，并准备放一些很酷的东西到您的

游戏中了。让我们开始吧。 

先看一看 Draw方法，现在方法中包含以下代码：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CornflowerBlue); 
 // TODO: Add your drawing code here 
 base.Draw(gameTime); 
} 

这里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 Draw方法接受的参数。这个参数是 GameTime类型的，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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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游戏中经过的时间。为什么您需要一个追踪时间的的变量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计算机都

以相同的速度运行。这个变量可以帮助您根据真实游戏时间而不是处理器速度来确定动画和其

它事件发生的时机。gameTime将在整本书中用来度量诸如帧率、动画、声音和其它效果。同

时这个参数也将会被传入 Update方法，因为很多控制那些效果的方法需要在 Update方法而

不是 Draw方法中执行。 

在这个方法的末尾，调用了 Game1对象的 Draw方法。这是为了在 GameComponents和

其它对象中级联调用 Draw 方法所必不可少的。可能现在您还不能理解，但是您确实需要在代

码中调用 base.Draw方法，请不要移除它。 

后，让我们看看用图形设备对象 GraphicsDevice属性来调用 Clear方法。再次说明，

这个属性代表 PC、Xbox 360 或Windows Phone 7 上真实的图形设备并且允许您在屏幕上绘制各

种物体。 

Clear 方法擦除屏幕上所有的物体，然后用指定的颜色填充背景（在这里是浅蓝色）。把

颜色改变成如 Color.Red 之类然后通过选择 Debug→Start  Debugging 来运行游戏，您将看到

和之前相同的窗口，不过现在窗口的背景被填充成了红色。 

记得我曾说过看起来无趣的蓝色背景下其实隐藏着许多细节吗？这就是指我刚才谈到的。

当您只看到一个乏味的蓝色(或现在的红色)背景时，XNA 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来呈现它。它将游

戏循环每秒种运行 60 次，擦除屏幕上所有的东西，然后填充为红色。 

另外还每秒调用 Update方法 60 次，并检测 Xbox 360 手柄上的“返回”按钮是否被按下。

这看起来可能并不多，但是 XNA确实在工作。XNA 棒的一点就是游戏的框架已经搭好，让您

很容易进行定制和扩展。 

那么，如果游戏循环每秒运行 60 次并且调用 Update 方法和 Draw 方法，又为什么要每

次都清楚这个画面呢？尽管您可能觉得每一帧都清除屏幕然后重画整个场景和所有物体会降低

游戏运行效率，但是这远比试图追踪场景中所有的东西，在新位置绘制出它们，然后绘制出之

前被它们挡住的物体这样要高效得多。如果您移除了 Clear调用，XNA在每帧绘制前将不会擦

除屏幕，并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期的结果。 

帧和帧率 

什么是帧？正如前面提到的，默认情况下 XNA 会在每次 Draw 调用的时候清除屏幕并

且重绘场景。一次 Draw调用所产生的场景就被称为一帧。您可以把 XNA 中的 2D 游戏想象

成卡通连环画，您在一页中绘制一个角色，在下一页稍稍移动一点的位置绘制同样的角色，

以此类推，当您快速翻动书页的时候，您就有角色在动的错觉。XNA 事实上也做同样的事情。

每隔 16 毫秒[1]（或 60 次/秒），屏幕被清除然后新场景被绘制，当新场景中角色在稍微不同

的位置时，那将会产生角色在动的假象。 

多帧就形成了游戏中的动画，每秒绘制的帧数即被称为游戏帧率（例如，60fps=60 帧/

秒）。 

[1]译注：1毫秒=1/1000秒。 



 

在项目中增加一个精灵 

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这一次我是认真的。让我们开始。您的项目到目前为止是令人乏味

的。现在，让我们绘制一副图像到您游戏的屏幕上。 

XNA 中所有的图形、声音、特效和其它东西都要通过一个称为内容管道的东西加载。本质

上内容管道将诸如.jpg 文件、.bmp 文件、.png 文件和其它格式的文件在编译过程中转换成一种

XNA很容易使用的内部格式。对于其它类型的资源也是如此，比如声音文件、3D模型和字体等

等，后面的章节将会深入地探讨。XNA框架很大的一点好处就是不同文件类型对于 XNA都是透

明的。如果您在游戏中添加了一个图像文件，内容管道在编译过程中能够识别它，您不需要为

图像格式而担心。(稍后的章节会更深入讨论到内容管道。） 

下载本章的源码到您的硬盘上。这样您就可以得到本章剩下部分需要用到的图像文件，并

把它们加入到您的项目中。 

打开 Visual Studio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Solution Explorer），看看您的解决方案。您会看

到您的解决方案中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名为 Collision，另一个名为 CollisionContent。您在游戏

中使用的全部资源(图形，声音，模型等）都应该添加到 CollisionContent 项目中。因为我喜欢一

切都井井有条，所以我建议在 CollissionContent 项目中为每种内容类型创建一个子文件夹，添加

每种资源到合适的文件夹中。要做到这一点，请用鼠标右键点击 CollissionContent 项目，选择

Add→New  Folder。将新建的文件夹命名为 Images。然后在 CollisionContent\Images 文件夹上点

击鼠标右键，选泽 Add→Existing Item（如图 3‐2）。 

 

图 3-2 添加一张图片到您的解决方案中 

在打开的文件查找对话框中，在您下载的本章源码文件夹内定位 logo.png 文件。此文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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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BasicSprite\Collision\CollisionConten\Images 文件夹下。选择此图像文件，然后点击 Add（添加）

按钮关闭对话框，您选择的文件就会出现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的 CollisionContent\Images 文件

夹下，同时文件也拷贝到您的项目的 CollisionContent\Images 文件夹中。 

现在生成您的项目，点击 Build（生成）→Build Solution（生成解决方案），将使内容管道尝

试编译您刚才添加的图像文件。如果没有生成错误的话，就说明内容管道可以识别文件格式并

能将它转换成 XNA的内部格式，而且 XNA已经做好加载和使这些用图像文件的准备了。 

内容管道使用资源名称（asset  name）来访问内容资源。另一种确认您的图像文件可以被

内容管道识别的方法是查看新添加项目的属性，右键点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刚才添加的图

像文件，选择属性，如图 3‐3。 

 

图 3-3 图像文件的属性 

如图所示，在图 3‐3 中，您添加的 logo.png 文件默认的资源名是 logo，或者说就是不包括

扩展名的图像文件名，默认情况下，所有的资源名都是以没有扩展名的文件名来表示的。 

如果您可以在属性窗口中看到Asset Name属性，就说明内容管道可以识别您的图像文件。

当然您也可以改变资源名，项目中的资源名要求是唯一的，不过只有在同一个文件夹下才做这

样的要求。这是在 CollissionContent 项目中使用子文件夹来组织资源的另一个好处——您可以让

多个资源拥有同样的资源名，只要它们存在于 CollissionContent 项目下不同的文件夹中。这似乎

是个只会把事情搞复杂的坏主意，但这实际上很常见而且很有用。举例来说，您有一个字体文

件、一个特效文件和一个图形文件，都用于爆炸效果中，那么如果把它们都命名为“explosion”

并分别放到它们各自所属类型的文件夹下，会让事情变得更简单。 

您也许还注意到了图 3‐3 中 Asset Name 属性下面的两个属性:Content Importer 和

Conten Processor，它们被设置成 Texture-XNA Framework，表明内容管道验证过您添

加到项目中的图像文件：并且它们准备被内容管道作为纹理对象来使用。在计算机图形学中纹

理指应用到 3D 物体表面的 2D 图像，在本书的 3D 部分我们这样会做。不过现在我们只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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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纹理绘制到 2D 游戏的屏幕上。 

加载并绘制精灵 

现在您的解决方案中加载了一幅图像并且能够被内容管道所识别，已经准备好将它绘制到

屏幕上。不过在您能够在代码中访问它之前，您需要将资源从内容管道加载到变量中以便操作

它们。   

用来存储图像的默认对象是 Texture2D。在 Game1.cs代码文件中的 GraphicDevice 

Manager和 SpriteBatch的变量声明下面添加一个 Texture2D变量： 

Texture2D texture; 

现在，您需要将实际的图像文件加载到 Texture2D变量中。可以使用 Game类的 Content

属性来访问内容管道中的数据。Content属性是 ContentManager类型，可以用来访问所有

加载到内容管道中的对象。ContentManager 类有一个 Load 方法可以让您将内容加载到不

同类型的 XNA对象中。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所有图像、声音和其它内容资源的加载都在 LoadContent方法中完

成。添加以下代码到 LoadContent方法中： 

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logo"); 

传入 Content.Load 方法的参数是图像文件的路径，以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的

Content节点开始。字符串前面加上@符号表示逐字解释字符串，忽略字符串中的转义序列，

所以以下两行代码将产生相同的字符串： 

string str1 = @"images\logo";  
string str2 = "images\\logo"; 

同样请注意参数中使用的是资源名而不是文件名。 

ContentManager 类的 Load 方法是一个泛型方法，需要一个类型参数来指定您想要访

问哪种类型的变量。目前的情况下，您正在处理一个图像文件并且期望返回一个 Texture2D

对象。 

现在图像文件已经加载到 texture 变量中并可以使用了。XNA 中所有的绘制工作都要在

Draw方法中完成，因此请添加以下三行代码到 Draw方法中，位于 Clear方法的调用之后： 

spriteBatch.Begin();  
spriteBatch.Draw(texture, Vector2.Zero, Color.White);  
spriteBatch.End(); 

这三行代码将图像绘制到屏幕的左上角。选择 Debug→Start Debugging，您将会看到类似图

3‐4 的画面。 

让我们看看这三行代码，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三行代码都用到了一个 SpriteBatch类的对

象（spriteBatch）。这个变量在您创建项目的时候被声明，然后在 LoadContent方法中被

初始化。 

本质上，这里发生的事情就是 XNA用 SpriteBatch对象的 Begin和 End方法通知图形

设备将要发送一个精灵（或 2D 图像）。在 XNA游戏过程中图形设备会接收大量的数据，而且数

据会有不同的格式和类型。无论何时您向图形设备输送数据，都需要先让它知道数据类型，以



 

便它能够正确地进行处理。因此，您不能只是随意地多次调用 SpriteBatch.Draw，您首先

需要通过调用 SpriteBatch.Begin来通知显卡精灵数据正在发送。 

Draw方法有三个参数，如表格 3‐1 所述。 

尝试改变一下 Draw 调用的参数——具体的说是位置地染色颜色参数。在 2D 中，XNA 使

用 Vector2结构体来定义坐标。Vector2.Zero是将 Vector2的 X，Y坐标置零的简化方式

（和 new Vector2(0, 0)是一样的作用）。 

  

图 3-4 XNA LOGO 图像出现在屏幕的左上角 

 

表 3-1 Draw 方法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ure Texture2D 您想要绘制的图像的 Texture2D对象. 

Position Vector2 您想要开始绘制图像的位置(2D坐标).通常图像从

左上角开始绘制. 

Color Color 染色颜色.指定为 White将不会为图像染色,否则将

图像染色为指定颜色. 

在 2D XNA游戏中，X，Y屏幕坐标(0, 0)是屏幕的左上角，X 轴正方向向右，Y轴正方向向下。 

如果您想要使图像在游戏窗口中居中，您需要找到窗口的中心点并且适当的偏移左上角坐

标。您可以通过访问 Game 类的 Window.ClientBounds 属性来获得窗口的大小。当游戏运

行于窗口模式时，Window.ClientBounds.X和 Window.ClientBounds.Y相当于游戏窗

口的左上角坐标，而 Window.ClientBounds的 Width和 Height值总是等于窗口的宽度和

高 度 ， 在 窗 口 或 全 屏 模 式 下 都 是 如 此 。 在 Xbox  360 和 Windows  Phone  7 上

Window.ClientBounds.X和 Window.ClientBounds.Y总是为 0，而 Window.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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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s的 Width属性和 Height属性总是等于画面的宽和高（因为Windows Phone 7和 Xbox 

360 游戏总是以全屏模式运行）。 

将 Window.ClientBounds 的 Width 和 Height 值除以 2 将得到屏幕中心点的坐标。

要准确地将图像居中，需要将屏幕中心点坐标偏移图像宽和高的一半。因为传入 Draw 方法的

位置参数并不代表绘制图像的中心，而是左上角。您可以通过 Texture2D类的对象（texture）

的 Width 和 Height 属性来获得图像的尺寸。用以下的代码替换 SpriteBatch.Draw 方法

的调用，从而使图像居中： 

spriteBatch.Draw(texture, 
 new Vector2(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texture.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texture.Height / 2) 
 ), 
 Color.White); 

透明度及其它选项 

当往屏幕上绘制多个精灵的时候，您可以（而且也应该，出于速度的考虑）在

SpriteBatch.Begin和 SpriteBatch.End之间绘制尽可能多的精灵。实际上您应该做的

是在游戏中用一个 SpriteBatch对象然后在 Begin和 End之间绘制所有的 2D 图像。 

就像您在图 3‐4 中看到的那样，我们使用的 XNA  LOGO 有很难看的白色背景，如果它变为

透明的话或许看起来要好很多。 

有两种方法可以使图像部分透明：要么图像文件本身有透明的背景，要么将图像中您希望

显示为透明的部分设置为洋红色(255, 0, 255)——XNA会自动将洋红色渲染成透明的。透明度可

以存储到某些文件格式中（如.png文件）用作alpha13通道。这种格式不仅仅包含RGB值，每个

像素还有一个额外的alpha通道（RGBA中的A）来确定像素的透明度。 

如果您有一个图像处理工具，您可以用它来为您的图像创建透明背景。Paint.Net是一个

用.NET编写的很棒的免费图像处理工具，您可以从http://www.getpaint.net获得它。 

接下来的例子中我将使用另一个带透明背景的 XNA  LOGO，也包含在本部分的源码中，文

件名是 logo_trans.png。 

用同样的方法将透明 XNA  LOGO 图像文件添加到项目中：右键点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

的 CollisionContent\Images节点，选择 Add→Existing Item，然后定位到第 3章的源码的 BasicSprite

文件夹，logo_trans.png在 BasicSprite\CollisionCollision\Content\Images 文件夹下。不要移除项目

中的另一个 XNA LOGO 文件，因为您还要用它做绘制多个图像的试验。 

将透明的 logo加入到项目中之后，需要为新的 logo添加另一个类成员变量 Texture2D： 

Texture2D textureTransprent; 

注意新加入的图像文件的资源名，并用它来把图像文件加载到 textureTransparent变

量中。记住加载图像到变量中需要通过 Content.Load 方法来使用内容管道。在

LoadContent方法中加入以下代码： 

                                                              
13  译注：alpha是指一张图片的透明和半透明度，PNG图片能存储透明度信息。 

http://www.getpain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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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reTransparent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logo_trans"); 

然 后 复 制 之 前 的 SpriteBatch.Draw ， 另 起 一 行 粘 贴 , 将 其 改 为 使 用

textureTransparent变量，改变位置坐标为屏幕中心点，这样两个图像就交错在一起了。 

改变背景色为 Color.Black 使得透明效果比较突出（这需要修改 Draw 方法中 Clear

调用的颜色参数）。 

现在 Game1类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namespace Collision 
{ 
 /// <summary> 
 /// This is the main type for your game 
 /// </summary>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GraphicsDeviceManager graphics;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Texture2D texture; 
  Texture2D textureTransparent; 
   
  public Game1() 
  { 
   graphics = new GraphicsDeviceManager(this); 
   Content.RootDirectory = "Content";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it needs to before 
  /// starting to run. This is where it can query for any required services and 
  /// load any non-graphic-related content. Calling base.Initialize will 
  /// enumerate through any components and initialize them as well.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TODO: Add your initialization logic here 
    
   base.Initialize(); 
  } 
   
  /// <summary> 
  /// 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the place to load 
  /// all of your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Create a new SpriteBatch, which can be used to draw textures.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raphicsDevice); 
    
   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logo"); 
   textureTransparent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logo_tr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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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mmary> 
  /// Un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the place to unload 
  /// all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nloadContent() 
  { 
   // TODO: Unload any non-ContentManager content here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run logic such as updating the world, 
  /// checking for collisions, gathering input, and playing audio.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 TODO: Add your update logic here 
    
   base.Update(gameTime); 
  } 
   
  /// <summary> 
  /// This is called when the game should draw itself.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CornflowerBlue); 
    
   spriteBatch.Begin(); 
    
   spriteBatch.Draw(texture, 
    new Vector2(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texture.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texture.Height / 2)), 
    Color.White); 
     
   spriteBatch.Draw(textureTransparent, 
    new Vector2((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Color.White); 
     
   spriteBatch.End(); 
    
   base.Draw(gameTime); 
  } 
 } 
} 

编译并运行游戏（Debug→Start Debugging），您将会看到两个图像重叠在一起——一个有

透明的背景，一个有白色的背景，如图 3-5 所示。 

在这里，还有一些其它的绘制选项值得一提。首先，用一个重载的 SpriteBatch.Draw

方法可以很容易实现图像的翻转和缩放。为了试验这些选项，将第二个 SpriteBatch.Draw

调用修改成这样： 
spriteBatch.Draw(textureTransparent, 
 new Vector2(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null,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5f, 
 SpriteEffects.FlipHorizontally, 
 0); 

重载方法的参数列在表 3‐2 中。 

现在您修改了 Sprite.Draw方法的第二个参数，将图像放大到原始尺寸的 150%（1.0f = 

100%）。您还使用 SpriteEffects.FlipHorizontally将图像水平翻转。编译并运行程序，

您将会看到第二个 XNA LOGO 水平翻转过来并且比另一个 XNA LOGO 稍微大一点（图 3‐6）。 

图 3-5 两个精灵，一个有透明背景，另一个没有 

 

表 3-2 重载 Draw 方法的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Texture Texture2D 要绘制的纹理. 

Position Vector2 绘制图像的左上角坐标. 

SourceRectangle Rectangle 允许您绘制原始图像的一部分,这里使用 null. 

Color Color 染色颜色. 

Rotation float  旋转图像，现在使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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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Vector2 指定旋转的参照点.现在使用 Vector2.Zero. 

Scale float 缩放比例,使用 1代表按照原始尺寸绘制,1.5f

表示放大图像到 150%. 

Effects SpriteEffects 使用 SpriteEffects枚举来垂直或水平翻转图

像. 

LayerDepth float 允许您指定图像的层叠次序(哪张图像在其它图

像之上).现在使用 0. 

 

 

图 3-6 第二个 XNA LOGO 被翻转并放大 

层深度 

您可能注意到第二个 XNA  LOGO 覆盖在原来的 LOGO 之上。默认情况下，XNA 会在之前绘

制的图像上面绘制新的图像，但是您可以改变图像在屏幕上的层叠次序。图像层叠的次序和图

像 Z 次序有关，或者说层深度。 

虽然您现在可能并不在意哪个 XNA  LOGO 在上面，但有时您需要某些图像总是在其它图像

的上面。举个例子，在大多数游戏中，您希望角色在所有的背景图像之上移动。有一种方法是

确保您想要放在顶层的图像总是 后绘制。这个方法可行，但是随着游戏中图片的增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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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调用以达到您想要的结果将会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谢天谢地，XNA 可以让您为每个图像指定一个层深度，使图像总是能有正确的 Z 次序。要

修改层深度，您需要将两个 SpriteBatch.Draw都换成之前例子中的重载版本。请将您的第

一个 Draw调用改成下面这样： 

spriteBatch.Draw(texture, 
 new Vector2(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texture.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texture.Height / 2)), 
 null,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0); 

这段代码将会用与修改之前相同的方式绘制第一个精灵，因为您没有给额外的参数传递除

了默认值外的任何值。 

不过，这个重载方法的 后一个参数能够接受一个值作为层深度。层深度参数由一个 0~1

的浮点（float）值表示。0 相当于 Z次序的 前面，1 表示 Z次序的 后面。 

如果您改变了层深度参数然后运行程序，会发现运行结果没有任何改变。这是因为您需要

告诉 XNA 希望按照图像的层深度来绘制图像，为了让 XNA 使用图像的层深度，您需要使用

SpriteBatch.Begin方法的另一个重载版本。 

到目前为止您使用的都是无参数的 SpriteBatch.Begin 版本。为了使用层深度对您的

图像进行排序，要使用带一个 SpriteSortMode类型的参数的 SpriteBatch.Begin方法。

这里 好的选择是使用一个带两个参数的重载方法，如表 3‐3 所示： 

表 3-3 SpriteBatch.Begin 重载方法参数列表 

参数 描述 
SpriteSortMode 定义渲染精灵的排序模式,有五个模式: 

• Deferred:精灵不会被绘制直到 SpriteBatch.End被调

用.然后 End以它们被调用的次序送到图形设备中.在这个模

式下,操作多个SpriteBatch对象时可以让Draw调用不会产

生冲突.这是默认模式. 

• Immediate:Begin调用会立即设置图形设备,Draw调用

会立即进行绘制.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 SpriteBatch对象被

使用.这是最快的模式. 

• Texture:和 Deferred模式一样,但是精灵在绘制之前按

照纹理进行排序. 

• BackToFront:和 Deferred模式一样,不过精灵按照层深

度参数从前往后排序. 

• FrontToBack:和 Deferred模式一样,不过精灵按照层深

度从后往前排序. 

BlendState 决定精灵颜色怎样和背景色混合,有三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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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e:不进行颜色混合. 

• AlphaBlend:使用 alpha值进行混合.这是默认模式,并开

启透明效果,像之前提到的,如果您有带透明背景的图像,就应

该使用 AlphaBlend. 

• Additive:将精灵颜色和背景颜色进行混合. 

将 SpriteBatch.Begin 方法修改为为包含这两个参数的版本。设置第一个参数为

SpriteSortMode.FrontToBack。这个模式将根据它们在 Draw调用中被指定的层深度来绘

制交错的精灵，层深度值接近 0 的精灵将排在层深度值接近 1 的精灵之上。因为这是一个浮点

值，您拥有大量可供选择的层深度值（任何有效的在 0.0和 1.0 之间的浮点数）。接着，因为其

中的一张图片带有透明度信息，故设置第二个参数为 BlendState.AlphaBlend。 

您需要做的 后一件事情就是将两个 Draw 调用中的 后一个参数修改成不同的值，记住

只能使用 0~1范围之内的浮点数。因为您的排序模式是 FrontToBack，拥有较小深度值的物

体会先绘制。保持第一个 Draw 中的 后一个参数值为 0，然后修改第二个 Draw 调用中的

后一个参数值为 1。现在 Draw方法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Black); 
 // Begin drawing all sprites 
 spriteBatch.Begin( 
SpriteSortMode.FrontToBack, BlendSate.AlphaBlend); 
 spriteBatch.Draw(texture, 
  new Vector2(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texture.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texture.Height / 2)), 
  null,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0); 
 spriteBatch.Draw(textureTransparent, 
  new Vector2(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null,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5f, 
  SpriteEffects.FlipHorizontally, 
  1); 
 spriteBatch.End( ); 
 base.Draw(gameTime); 
} 

运行您的程序，透明背景的图像仍然在不透明的图像之前。下一步，将两个图像的层深度

值交换，现在透明图像就会在不透明图像之后了。 

然后试试不同的排序模式和混合模式，感受一下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起的作用。 



 

让我们动起来 

在不同的排序模式和层深度下绘图的确比较有趣，但是确实不那么激动人心。现在，我们

让两幅图像动起来并在碰到屏幕边缘时反弹回来。要移动图像，您需要改变图像绘制的位置，

而现在两幅图像的位置都是始终不变的，一幅在窗口的正中，另一幅在窗口正中稍稍往右下偏

移的位置。 

  

本章这部分代码在随书源码的第 3 章名为 MovingSprite 文件

要在屏幕上移动物体，您需要在帧与帧之间修改物体的位置。因为，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用一个位置变量来代替先前代码中的常量。为 Game1类顶部添加两个 Vector2类型的成员

变量（称为 pos1和 pos2），并初始化为 Vector2.Zero： 

Vector2 pos1 = Vector2.Zero; 
Vector2 pos2 = Vector2.Zero; 

您还需要为每个精灵添加一个速度变量。这个变量用来决定每个精灵在帧间的移动距离。添加两个

float型的变量（称为 speed1和 speed2）到您刚刚添加的位置变量下： 
float speed1 = 2f; 
float speed2 = 3f; 

现在分别用 pos1 和 pos2 取代两个 Draw 方法中的位置常量。将第二个 Draw 调用中的

SpriteEffects参数设为 SpriteEffects.None，然后将缩放系数（倒数第三个参数）从 1.5f

改为 1.0f。这将移除先前的图像翻转和放大效果。 

现在两个 Draw调用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spriteBatch.Draw(texture, 
 pos1, 
 null,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0); 
 
spriteBatch.Draw(textureTransparent, 
 pos2, 
 null,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1); 

编译并运行程序，现在两个精灵都被绘制到窗口的左上角，其中一个在另一个的上面，您

需要做的就是让精灵动起来。 

当 Game1 类中的 Draw 方法负责绘制的时候，所有物体的更新操作(包括位置、速度、碰

撞检测、人工智能算法等等）都应该在 Update方法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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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新物体的位置，您需要修改 pos1和 pos2的值。用以下代码替换掉 Update方法中的 TODO

注释： 
pos1.X += speed1; 
if (pos1.X >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texture.Width || 
pos1.X < 0) 
 speed1 *= -1; 
 
pos2.Y += speed2; 
if (pos2.Y >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textureTransparent.Height || pos2.Y < 0) 
 speed2 *= -1; 

这里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您用 pos1.X 加上速度值更新了 X 坐标。接下来的 if 语句

判断更新后的精灵位置是否处于屏幕的左边缘或右边缘之外，如果是，那么将 speed1乘以‐1。

相乘的结果是使精灵反向移动。对另一个精灵也做同样的处理，只不过在垂直方向上而不是水

平方向上。 

编译并运行程序，您将看到两个精灵都开始移动，一个水平移动，一个垂直移动，当它们

触及屏幕边缘时会反弹回来。如图 3‐7 所示： 

 

图 3-7 没有什么比活动、弹跳的 XNA LOGO 更让人兴奋的了 

动画 

尽管坐下来欣赏 XNA标志图像的移动和弹跳是件令人沉迷的事，但这并不是您阅读这本书

的真正目的。让我们来做点更有趣的事情：制作精灵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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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的此部分代码需要用到第三章的源代码，这部分的代码名称

叫做 AnimatedSprites。 

就像本章之前所探讨的那样，2D XNA游戏中的动画的制作过程很像卡通手翻书。动画制作

包含着大量的独立图像，通过在一个周期内图像间的快速切换来使它们显示为动画。 

通常精灵动画存放在图片文件中，您需要用某种顺序把图片上独立的图像提取出来，然后

绘制在屏幕上。本书把这些图片文件称为“精灵位图（Sprite  Sheet）”。精灵位图的示例可以在

本章的源代码中找到，位于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 文

件夹下，文件名为 threerings.png，如图 3‐8 所示。 

在之前的每个示例中，您都是将一张图像文件加载到 Texture2D 对象中然后绘制整张图

像。如果使用精灵位图的话，您需要能够将整张图片加载到 Texture2D 对象中，然后在动画

循环中取出单独的精灵帧来绘制动画。之前例子中您使用的 SpriteBatch.Draw重载版本有

一个允许您指定源矩阵的参数，使原图只有这部分被绘制。到目前为止您都将该参数指定

null，这会使 XNA绘制完整的 Texture2D图像。 

让我们新建一个项目来实现动画效果（File→New→Project…），在新建项目窗口中，选择

左边窗口中的 Visual C#→XNA Game Studio 4.0节点后，在右边项目模板窗口选择Windows Game 

4.0,  将项目命名为 AnimatedSprites。 

创建完项目后，就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 项目下通过右键单击项

目名称并选择 Add→New  Folder 来创建一个子文件夹，命名为 Images。下一步，您需要通过在

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右键单击新建的Content\Images文件夹并选择Add→Existing  Item…向您

的项目中导入上文中图  3‐8 的图像。目标文件指向之前下载的本书中第三章源代码附带的 thre

erings.png（图像文件位于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 文件

夹下）。 

就像您之前载入其它的图像那样，将此图像载入 Texture2D对象。首先，在您的 Game1

类中增加一个类成员变量： 

Texture2D texture; 

然后在 Game1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添加以下代码： 

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rings"); 

现在您已经将精灵位图加载到 Texture2D 对象中，可以开始考虑如何在精灵位图上轮流

获得独立的精灵帧了。为了编写这样的一个算法，您需要了解以下信息： 

• 精灵位图中每个单独图像(或称为帧）的宽和高（frameSize）。 

• 精灵位图的行与列的总数（sheetSize）。 

• 指示接下来精灵位图中将要绘制的精灵帧在精灵位图中所处的行与列的位置的索引

（current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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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精灵位图示例(threerings.png) 

在本例的精灵位图中，长与宽都为 75 像素，有 8 行 6 列，而且您将从第一帧开始绘制。

往 Game1类中添加一些类成员变量来表示这些数据： 

Point 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Point currentFrame = new Point(0, 0); 
Point sheetSize = new Point(6, 8); 

对于这几个变量，Point 结构体都可以工作得很好，因为它们都需要一种能表示 2D 坐标

（X 和 Y位置）的数据类型。 

现在您可以添加 SpriteBatch.Draw调用了。您将使用与之前几个例子中相似的版本，

唯一的不同点是：不再向源矩阵传递null值，而是为第三个参数传递一个基于current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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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rameSize的源矩形。以下代码可以实现这一点，将它们添加到 Game1类的 Draw方法中，

位于 base.Draw之前： 

spriteBatch.Begin(SpriteSortMode.FrontToBack, BlendState.AlphaBlend); 
 
spriteBatch.Draw(texture, Vector2.Zero, 
  new Rectangle(currentFrame.X * frameSize.X, 
  currentFrame.Y * frameSize.Y, 
  frameSize.X, 
  frameSize.Y),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0); 
 
spriteBatch.End(); 

如果您对构造源矩形的逻辑有些不清楚，不妨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思考：用一个基于 0 的当

前帧——意味着您初始化 currentFrame为(0, 0)而不是(1, 1)，换句话说，精灵位图左上角的

精灵索引表示为(0,  0)而不是(1,  1)——当前帧的左上角 X 坐标总是等于当前帧索引的 X 值

（currentFrame.X）乘以当前帧的宽度。同样地，当前帧左上角的 Y坐标总是等于当前帧索

引的 Y值（currentFrame.Y）乘以当前帧的高度。 

在这里源矩形的宽度和高度值总是相同的，所以您可以使用 frameSize.X 和 frameSize.Y 代表

源矩形的宽和高。 

接下来，修改 Game1 类的 Draw 方法中的 GraphicsDevice.Clear 中的颜色值为

Color.White，使背景填充色为白色。然后编译并运行程序，您应可以看到精灵位图中的第

一个精灵帧被绘制到了游戏窗口的左上角。 

精灵现在还没有动画效果，因为您一直重复地绘制着精灵位图中的第一帧。为了产生动画，

您需要更新 currentFrame 索引来循环遍历精灵位图中的每一帧。那么应该把从当前帧索引

移动到下一帧的代码放到哪呢？记住，在 Draw方法中完成绘制，在 Update方法中完成更新。

因此请将下面代码添加到 Update方法中，位于在 base.Update的调用之前： 

++currentFrame.X; 
if (currentFrame.X >= sheetSize.X) 
{ 
 currentFrame.X = 0; 
 ++currentFrame.Y; 
 if (currentFrame.Y >= sheetSize.Y) 
 currentFrame.Y = 0; 
} 

这段代码所做的就是使 currentFrame索引的 X 值增加 1，然后检查这个值是否大于等于

精灵位图的列数，如果大于列数，就将值置零，并使索引的 Y 值增加 1，开始绘制下一行的精

灵。 后，如果 Y 值超过了精灵位图的行数，将它置零使整个动画序列回到起点。编译并运行

程序，您应该可以看到三个圆环的图像在窗口的左上角旋转着，如图 3‐9。 

现在是时候瞧瞧您在 XNA中努力的成果了。 

尽管旋转的环并不是下一个“伟大的”游戏，但是它看起来真的不赖，对吧？并且您应该

开始感觉到 XNA是多么地易用和强大了。 

就像您看到的那样，循环绘制精灵位图中的精灵帧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任何一种可以用精灵

位图格式表现的动画。 



 

 

 

图 3-9 三个旋转的环…没有比这更棒的了！ 

调整帧率 

尽管三环动画看起来相当不错，但可能有时您会觉得动画的速度太快或者太慢而想要去改

变它。 

前面我提到过帧率的概念，这里还是简单地提示一下：帧率表示一秒钟游戏重绘整个场景

的次数。在 XNA中，PC 和 Xbox 360游戏的默认帧率为 60fps，而在 Windows Phone 7 游戏的默

认帧率为 30fps。除非您在一台非常慢的机器上运行这个程序，否则您很有可能看到动画以 60fps

绘制。 

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帧率，和单独的动画相关，这种帧率（通常称为动画速度）反映了给

定动画帧序列绘制一次的速度，或者说一秒钟绘制的动画帧数。目前您的动画的速度是 60fps，

因为您每次重绘场景（60fps一次）都会从精灵位图中提取并绘制一个新的精灵帧。 

这里有几种方法可以改变这个三环动画的速度。 XNA 的 Game 类有一个叫做

TargetElapsedTime 的属性，用来告诉 XNA 在每次 Game.Update 调用之后等待了多久。

本质上，这个属性表示每一帧之间的时间间隔。默认情况下这个值被设为 1/60 秒，也就是帧

率为 60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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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程序的帧率，添加以下代码到 Game1类构造方法的末尾： 

TargetElapsedTime = new TimeSpan(0, 0, 0, 0, 50); 

这将告诉 XNA每 50 微妙调用一次 Game.Update，相当于帧率 20fps。编译并运行游戏，

您会发现动画以低得多的速度运行。在 TimeSpan构造方法中尝试不同的值（例如 1 毫秒）来

看看动画循环的速度。 

理想情况下，您会希望将帧率保持在 60fps 左右，就是说可以不用管默认帧数。为什么要

以 60fps作为标准呢？因为这是显示器或电视机不会让人眼察觉到闪烁的 低刷新率。 

如果您将帧率调得太高，XNA不保证您能获得期望的性能。显卡 GPU的速度、电脑处理器

的速度、耗的资源数量和代码的效率都等，对于游戏是否拥有 佳性能，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幸运的是，XNA 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检测您的游戏是否存在性能问题。Update 和 Draw 方法

都有的 GameTime 对象参数，有一个叫做 IsRunningSlow 的布尔类型的属性。您可以在任

何时候在这两个方法中检查 IsRunningSlow的值；如果值为 true，XNA 将不能跟上您指定

的帧率。在这种情况下，XNA 会进行跳帧以努力达到您期望的速率。这或许不是您愿意在任何

游戏中看到的结果。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可能应该提醒用户他的机器配置很难运行您

的游戏。 

调整动画速度 

尽管调整游戏本身的帧率可以影响动画的速度，但是这样做并不是理想的方法。为什么呢？

当您改变了游戏的帧率，将会影响到所有精灵的动画速度，比如移动物体的速度之类。如果您

希望一个动画的速度为 60fps而另一个为 30fps，您就不应该通过改变整个游戏的帧率来实现。 

移除之前修改 TargetElapsedTime的代码，让我们尝试一种新的途径。 

当调整一个精灵动画的速度的时候，一般您应该只针对该精灵做这样的调整。这可以通过

只在指定时间过后才移动到精灵位图的下一帧的方法达到目的。要实现这种效果，需要添加两

个用来追踪动画帧之间时间间隔的成员变量： 

int timeSinceLastFrame =  0;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 50; 

timeSinceLastFrame 变 量 用 来 追 踪 自 上 一 帧 之 后 经 过 了 多 少 时 间 。

millisecondsPverycdFrame 变量用来指定在移动当前的帧索引之前您想要等待多长时

间。 

实际的精灵帧的循环是在您的 Update函数中产生的。因此，下一步是检查精灵帧之间的

消耗时间，并且仅在预设的消耗时间达到时，才执行移动当前帧的索引。修改您加在 Update

函数中的代码，加入如下所示的 if嵌套语句（粗体字是修改的部分）： 

timeSinceLastFra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timeSinceLastFrame > millisecondsPerFrame) 
{ 
 timeSinceLastFrame-= millisecondsPerFrame; 
 ++currentFrame.X; 
 if (currentFrame.X >= sheetSize.X) 
 { 
  currentFrame.X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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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Frame.Y; 
  if (currentFrame.Y >= sheetSize.Y) 
   currentFrame.Y = 0; 
 
} 

} 

就像您看到的那样，这里使用 gameTime.ElapsedGameTime 属性来检测自上一帧之后经过了多

少时间。这个属性表示上一次调用 Update方法后经过的时间。您用 timeSinceLastFrame变量

加上这个时间增量，当变量的值大于您想要在帧间等待的时间后，进入到 if 语句中，用

timeSinceLastFrame 减去 millisecondsPerFrame 来调整 timeSinceLastFrame 的值，

然后移动到下一个动画帧。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将会看到三环动画速度变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环动画的运行

帧率（20fps）不同于游戏的帧率（60fps）。用这个方法您可以使任意数量的动画在不同的帧率

运行而不用牺牲游戏整体的帧率。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现在是时候稍作停留了，因为您现在已经知道如何随意地在 XNA 中实现 2D 动画了！让我

们花几分钟回顾一下您在本章学习到的东西： 

• 您研究了 XNA游戏场景的背后发生的事情，包括 XNA程序流程和 XNA游戏循环。 

• 您在屏幕上绘制了第一个精灵。 

• 您学习了一些内容管道的知识并了解了它的用途。 

• 您在屏幕上移动了一个精灵。 

• 您接触到了精灵的透明度，垂直翻转和其它一些操作。 

• 您使用基于层深度的不同的 Z 次序来绘制精灵。 

• 您使用精灵位图绘制了精灵动画。 

• 您调整了游戏的帧率。 

• 您调整了单独的精灵动画速度。 

总结 

• 当您创建了一个 XNA 项目的时候，它内置了一个游戏循环和程序流程。游戏循环由

Update/Draw 调用组成。程序流程包含初始化（Initialize），加载内容资源（LoadContent）

和执行特殊的卸载操作（UnloadContent）几个步骤。 

• 要在屏幕上绘制一个精灵，您需要一个 Texture2D 对象来在内存中保存精灵。内容管道

在编译期将精灵编译成内部格式以便于绘制。然后您使用一个 SpriteBatch 对象将精灵绘

制到屏幕上。 

• 所有的绘制操作都应该在 SpriteBatch.Begin 和 SpriteBatch.End 调用对之间完

成。这些调用通知图形设备精灵信息正在送到显卡中。Begin 方法有些重载的版本让您能够

改变处理透明度的方式和精灵的排序方式。 

• 精灵动画通常通过一个精灵位图来实现（一个包含各种用卡通手翻书方式绘制的精灵帧的

位图）。循环遍历并绘制这些图像使得精灵以动画方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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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NA游戏默认的帧率是 60fps。改变这个值将会影响没有使用单独的计时器来决定动画速度

的精灵动画的帧率以及整个游戏的帧率。 

• 为了改变单独的精灵动画速度，您可以设置一个计数器来追踪自上一帧后经过的时间，并

仅在经过了 X 毫秒的时间后才更新帧。 

知识测试：问答 

1. XNA的游戏循环有哪些步骤？ 

2.  如果想要加载一个 Texture2D对象，您需要在哪个方法中做这件事？ 

3.  要把 XNA游戏的帧率改为 20fps，您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代码？ 

4.  在加载一个 Texture2D对象时，您应该向 Content.Load传递什么参数？ 

5.  真还是假：如果您添加到项目中的文件不能被内容管道解析，它将会在编译期告诉您。 

6.  您绘制一个精灵，并且想让背景透明，需要哪些步骤？ 

7.  您有两个精灵（A和 B），当它们重合时您希望 A总是在 B之上绘制，您应该怎么做？ 

8.  在循环遍历一个精灵位图的时候，您需要追踪哪些变量？ 

知识测试：练习 

在本章中，您开发了一个两个 XNA  LOGO 在屏幕上移动并在边缘之间反弹的例子。现在把

本章末尾的动画动画例子改写成和它一样的移动和反弹方式——不过这一次要让动画精灵同时

沿着 X 轴和 Y轴移动，并且在屏幕的四个边缘之间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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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用户输入和碰撞检测

虽然看到一组由您亲自实现的漂亮的旋转圆环是很酷的事情，但在完全掌握 XNA之前您依

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尽管动画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没有干任何事情，并且它并不受您的

控制。一个和玩家没有交互的游戏有什么乐趣可言呢？在这一章里，我们会研究用户输入和碰

撞检测来使您的游戏除了看起来很漂亮外再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这一章将会用到第 3 章末尾编写的代码（三环动画），本请打开项目并根据本章的说明进

行改写。 

更多精灵 

如果您想要有一个受用户控制的物体并且加入和其它物体之间的碰撞检测，您至少还需要

一个物体。让我们在项目中加入另一个精灵动画。 

我们将为第二个精灵动画使用一个不同的图像，而非与之前相同的三环图像。在本章的源

代码中的 Chapter2\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文件夹下您可以找到一个名

为 skullball.png（印有骷髅图像的球）的图片文件。像之前那样，将图片添加到项目中  （鼠标

右键点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的 Content\Image 文件夹，选择 Add→Existing  Item…，然后找

到 skullball.png 并把它导入到解决方案中）。 

接下来，您需要创建大量的变量来为您的骷髅球精灵绘图和制作动画。这些变量您看起来

应该似曾相识了，因为它们和第 3 章中用来绘制三环动画的变量很相似。在 Game1 类的顶部

添加这些成员变量： 

Texture2D skullTexture; 
Point skull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Point skullCurrentFrame = new Point(0, 0); 
Point skullSheetSize = new Point(6, 8); 
int skullTimeSinceLastFrame = 0; 
const int skullMillisecondsPerFrame = 50; 

骷髅球图像帧的尺寸是 75×75 像素，在精灵位图中有 8 行 6 列。现在您应该改变绘制三

环动画用到的变量名以免产生混淆，为每个变量添加“rings”前 ，并修改所有的变量引用

——这会帮助您使事情变得有条理。圆环动画相关的变量声明现在应该是这样： 

Texture2D ringsTexture; 
Point rings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Point ringsCurrentFrame = new Point(0, 0); 
Point ringsSheetSize = new Point(6, 8); 
int ringsTimeSinceLastFrame = 0; 
int ringsMillisecondsPerFrame = 50; 

编译项目以确保重命名变量没有引入任何编译错误。如果有错误，记住变量名应该同之前

的项目保持一致；只不过您在每个变量名的前面增加了“rings”前 。修正所有错误直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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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正确。 

第 5 章将带您了解一些基本的面向对象设计原则来使精灵的添加变得更容易。不过目前您

只是想实现用户输入处理和碰撞检测，所以让我们继续吧。 

与之前一样，在 LoadContent方法中将骷髅球图像加载到 skullTexture变量中： 

skull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接下来添加在精灵帧序列中移动索引的代码。记住这是在 Update方法中完成的。因为之

前已经在三环动画里做过这些，您可以直接将那段代码复制过来，然后将变量名修改一下就可

以了： 

skullTimeSinceLastFra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skullTimeSinceLastFrame > skullMillisecondsPerFrame) 
{ 
 skullTimeSinceLastFrame -= skullMillisecondsPerFrame; 
 ++skullCurrentFrame.X; 
 if (skullCurrentFrame.X >= skullSheetSize.X) 
 { 
  skullCurrentFrame.X = 0; 
  ++skullCurrentFrame.Y; 
  if (skullCurrentFrame.Y >= skullSheetSize.Y) 
   skullCurrentFrame.Y = 0; 
 } 
} 

后，您要将精灵绘制到屏幕上，记住所有的绘制都在 Draw 方法中完成。同样地，您已

经有了绘制三环动画的代码，将它复制过来，修改一下变量名。为了不让这两种精灵重叠在一

起，修改骷髅球图像的 Draw调用的第 2 个参数将图像绘制到(100, 100)而不是(0, 0)，修改后的

Draw方法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spriteBatch.Draw(skullTexture, new Vector2(100, 100), 
 new Rectangle(skullCurrentFrame.X * skullFrameSize.X, 
  skullCurrentFrame.Y * skullFrameSize.Y, 
  skullFrameSize.X, 
  skullFrameSize.Y),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0); 

现在编译运行程序，您会看到两幅图像都有动画了。如图 4‐1。 

还不赖！在很短的时间里您就在游戏中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动画精灵。软件开发时常带来令

人兴奋和有成就感的时刻，不过在游戏开发中因为视觉感官（稍后还有听觉）的引入，使这种

感觉放大了许多。这两个动画看起来相当酷，不过有趣的事情才刚刚开始。现在您将要学习怎

样控制屏幕上的物体并给您的程序提供一些用户交互。 

XNA中的用户输入可以由多种设备组合而成：键盘、鼠标、Xbox 360手柄、Xbox 360 周边

设备和Windows Phone 7 触摸屏和加速器。其中鼠标输入在 Xbox 360 和Windows Phone 7 上不

可用。 

在这一章里，您将为游戏添加对键盘，鼠标和 Xbox 360 手柄的支持。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轮询和事件注册。两者之间的不同在处理输入设备的时候

明显。传统的Windows 程序员习惯于对事件进行注册，比如某个键被按下或着鼠标移动。在这

个编程模型中，应用程序执行一些功能，然后当它空闲时，消息泵将消息送入应用程序并且事

件被处理。 



 

 

 

图 4-1 两个干着自己的事的动画精灵 

在游戏开发中，没有所谓的空闲时间，所以允许开发者进行事件注册的开销过大。取而代

之是由开发者对输入设备进行轮询以得知玩家是否对这些设备进行了操作。 

这是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看待输入和其它消息与事件的方式，不过一旦您掌握了这种思

维方式，游戏的开发将会简单明了许多。 

键盘输入 

键盘输入是通过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命名空间中的 Keyboard类来处

理的。Keyboard 类有一个叫做 GetState 的静态方法，用 KeyboardState 结构的形式返

回键盘目前的状态。 

KeyboardState 结构中包含三个能够满足您大部分的功能需求的关键方法，如表 4‐1 所

示。 

举个使用 Keyboard类的例子，如果您想要检查“A”键是否被按下，需要使用如下代码： 

表 4-1 KeyboardState 结构中的关键方法 

方法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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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 GetPressedKeys() 返回一个在方法被调用时被按下的键的数组 

bool IsKeyDown(Keys key) 返回 true或 false,取决于方法调用时参数所代表的

按键是否被按下 

bool IsKeyUp(Keys key) 返回 true或 false,取决于方法调用时参数所代表的

按键是否被释放 

 
if(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A)) 
// BAM!!! A is pressed! 

在这个游戏中，您要修改代码来使用户能够控制三环精灵，使用方向键使精灵上下左右移

动。 

目前三环精灵被硬编码绘制到(0, 0)，想要在屏幕上移动它，您要能够改变它绘制的位置。

您需要一个 Vector2 变量来表示精灵当前的位置，还需要一个表示精灵移动速度的变量。因

为在游戏过程中精灵移动的速度不会变，所以您可以将这个变量声明为常变量。在 Game1类的

顶部添加这些类成员变量： 

Vector2 ringsPosition = Vector2.Zero; 
const float ringsSpeed = 6; 

另外，确定您修改了用来绘制三环精灵的 SpriteBatch.Draw函数的第二个参数，以使

用您的新变量 ringPosition而不是 Vector2.Zero标示的硬编码位置。Draw函数的第二

个参数代表了绘制精灵的位置。 

现在，您需要添加代码来检查上、下、左或右键是否被按下，如果任何一个被按下，就通

过改变 ringsPosition变量的值来移动精灵。 

您应该把检测输入的代码放在什么地方呢？记住，决定在什么地方放置逻辑到游戏循环中

时，只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Draw 方法，用来绘制所有的物体；以及 Update 方法，用来做

绘制之外的其它事情（计算维护分数、移动物体、进行碰撞检测等等）。所以，只管将以下代码

添加到 Update方法中，位于 base.Update方法的调用之前：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Left)) 
 ringsPosition.X -= ringsSpeed;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Right)) 
 ringsPosition.X += ringsSpeed;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Up)) 
 ringsPosition.Y -= ringsSpeed;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Down)) 
 ringsPosition.Y += ringsSpeed; 

这段代码怎么样呢——难道一个 if/else 语句不比 4 个 if语句更有效率吗？对，的确是更有

效率。但是一个 if/else 语句让您在同一时间只能向一个方向移动，而用 4 个单独的 if语句让您

可以沿着对角方向移动（例如，同时按住上和左两个键）。 

还要注意您只在 Update 方法中调用了一次 Keyboard 的 GetState 方法，然后在 if 语

句中重复使用这次调用的结果，而不是在每个 if语句中调用 GetState。这是因为 GetState

方法调用的开销相当大，用这种方式您可以减少调用这个方法的次数。 

编译并运行程序。您应该可以在屏幕上移动三环精灵了，如图 4‐2。 



 

鼠标输入 

XNA提供了一个和 Keyboard类行为很相似的 Mouse类来和鼠标进行交互。Mouse类也

有一个 GetState方法，能以 MouseState结构的形式从鼠标返回数据。Mouse类还有另一

个值得一提的方法：void SetPosition(int x, int y)。这个方法能——您猜对了——

允许您设置鼠标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相对于游戏窗口的左上角而言的。MouseState有一些属

性将会帮助您了解到当您调用 GetState时鼠标在特定时刻发生了什么。在表 4‐2 中，有针对

这些属性的细节的说明。 

 

图 4-2 看——圆环在移动 

 

表 4-2 MouseState 结构体中重要的属性 

属性 类型 描述 
LeftButton ButtonState 返回鼠标左键的状态 

MiddleButton ButtonState 返回鼠标中键的状态 

RightButton ButtonState 返回鼠标右键的状态 

ScrollWheelValue int 返回自游戏开始后鼠标滚轮滚动刻度的累加量.要想知

道滚轮滚动了多少,把当前帧的 ScrollWheelValue和

上一帧的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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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nt 返回鼠标光标相对于游戏窗口左上角的水平位置（坐

标）.如果鼠标光标在游戏窗口的左侧,这个值是负值;如

果在游戏窗口右边，这个值大于游戏窗口的宽度. 

XButton1 ButtonState 返回某些鼠标上额外的按键的状态 

XButton2 ButtonState 返回某些鼠标上额外的按键的状态 

Y int 返回鼠标光标相对于游戏窗口左上角的垂直位置(坐

标）.如果鼠标光标在游戏窗口的上方,这个 值是负值;

如果在游戏窗口下方,这个值大于游戏窗口的高度. 

您也许注意到了默认情况下当鼠标划过 XNA游戏窗口时鼠标指针是隐藏的。如果您想在窗

口中显示鼠标，只要设置 Game类的 IsMouseVisible属性为 true就可以了。 

不管鼠标光标是否可见，GetState 调用返回的 MouseState 结构体都表示鼠标当前的

状态。 

让我们用鼠标的移动来控制三环精灵在游戏窗口中的四处移动。留着之前添加的键盘控制

代码不动， 后您将可以使用多种方式来控制精灵。 

因为 MouseState 的 X 和 Y 属性告诉您当前鼠标指针的位置，您可以将精灵的位置设置

成鼠标的当前位置。 

不过，因为您允许玩家还可以使用键盘，您不能只是把精灵的位置设置成鼠标的位置。否

则，不管玩家是否移动鼠标，精灵都会一直停留在鼠标所在的位置。 

为了确定鼠标是否被移动，在 Game1类顶部添加一个类成员变量： 

MouseState preMouseState; 

这个变量将会追踪上一帧的鼠标状态。您将使用 preMouseState在每一帧和当前帧的鼠

标状态做比较。如果 X 和（或）Y 属性的值不同，您就知道玩家移动了鼠标并且您可以移动精

灵到新的鼠标位置。 

将以下代码添加到 Update方法中，位于 base.Update方法的调用之前： 

MouseState 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 
if(mouseState.X != prevMouseState.X ||  
mouseState.Y != prevMouseState.Y) 
ringsPosition = new Vector2(mouseState.X, mouseState.Y); 
prevMouseState = mouseState; 

这段代码将精灵移动到鼠标所在的位置，但只是在鼠标被移动的情况下才这么做。如果您

此时编译并运行程序，会发现您现在可以用鼠标或键盘来控制三环精灵了。 

游戏手柄输入 

如果您在进行 Windows 游戏开发，您仍然能够为一个 Xbox  360 手柄编程。您需要一个有

线手柄或者花大约 20 美元购买一个 Xbox360 无线手柄，这将使您能够把 多 4 台无线手柄连

接到一台电脑。 



 

  

如果您购买了无线手柄的充电套装，将附有一根连接线，不过并没有数据

通过线缆传输，所以即使您插上它还是一个无线手柄。充电套装的线缆用来输

送电流进行充电，仅此而已。 

XNA 在提供获取为鼠标输入的 Mouse 类和获取键盘输入的 Keyboard 类的同时，也提供

了从 Xbox 360 手柄获得输入的 GamePad类。没错，正如其它设备类那样，GamePad类也有一

个 GetState方法。关于标准我还要多说两句，Microsoft XNA Framework（这里包括框架和 API）

是如何通过兼容多种平台的标准来获得巨大利益的极好例子。大多数时候，您可以仅仅通过对

象类型和相似的成员方法来使用对象。这是 XNA 小组杰出设计的贡献——向他们致敬。

GamePadState结构体的主要属性列在表 4‐3 中。 

表 4-3 GamePadState 结构的重要属性 

属性 类型 描述 
Buttons GamePadButtons 返回一个表示当前哪些按键被按下的结

构体.每个按键由一个 ButtonState枚

举来表示,用来确定按键是否被按下. 

DPad GamePadDPad  返回表示十字键上的哪个键被按下的结

构体.DPad结构体有 4个按键（上,下,

左,右）,每个按键由一个 ButtonState

表示,用来确定按键是否被按下. 

IsConnected boolean 指示手柄目前是否连接到 Xbox 360. 

ThumbSticks GamePadThumbSticks 返回一个结构体用来确定模拟摇杆的方

向.每个摇杆（左边的和右边的）是一个 X

和 Y成员取值范围为-1到 1的 Vector2

对象（拿左摇杆来说,如果您一直向左推

动,它的X值就为-1;如果您不动它,它的

X值就为 0;如果您一直向右推,X值就为

1）. 

Triggers GamePadTriggers 返回表示扳机键是否被按下的结构

体.Triggers结构体包含两个浮点数

（左和右）.值为 0代表扳机键没有被按

下,值为 1代表扳机键被按下. 

GamePadState结构体中包含两个能够满足您大部分需求的方法。方法在表 4‐4 中列出。 

表 4-4 GamePadState 结构体中的主要方法 

方法 描述 
bool IsButtonDown(Buttons) 传入一个或多个键的按位或运算值.如果所有传入的按

键被按下,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bool IsButtonUp(Buttons) 传入一个或多个键的按位或运算值.如果所有传入的按

键被释放,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47



 

 48 

观察表 4‐3 中的属性，您会注意到有些控制表示为布尔或者双态值（开或关），与此同时其

它的控制值则表示为一个范围内数字的波动（0到 1，或者‐1到 1）。  这些值和模拟手柄有关，

因为它们不是简单的拥有开或关状态，它们在游戏中提供了更多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您可能会

注意到在Xbox 360的一些游戏中您可以通过改变扳机或摇杆来用不同的速度移动——这是因为

您在您在指定的方向按下其中一个按键的时候，手柄将会向应用程序发出一个长短不一的信号。

这是一个为 Xbox 360 手柄编码时应该记住的概念和一个应该加入到您的游戏中的特色。在本章

的内容中，我们将会介绍如何实现这些。 

好了，让我们加入一些代码来让您可以用您的 Xbox 360 手柄来控制您的精灵。像以前一样，

把您的鼠标和键盘的控制代码也留在那里，如此一来，您就有三种方式来控制您的精灵了。 

由于摇杆可以包括从‐1 到 1 范围的 X 和 Y 的值，您会想到用 ThumbStick 属性的这些值

来乘以 ringsSpeed变量。用这种方式，如果摇杆一直朝向同一个方向，精灵将会在此方向全

速移动；如果按钮只是被轻轻推向了一个方向，它将在这个方向移动得相对缓慢。 

下面的代码会按照第一个玩家的摇杆的推向左边的程度和方向来调整您的精灵位置。把这

段代码插入 Update函数，在键盘和鼠标输入代码的下面： 

GamePadState gamepadState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 
ringsPosition.X += ringsSpeed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X; 
ringsPosition.Y −= ringsSpeed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Y; 

编译并运行程序，您可以用 Xbox 360 手柄控制三环精灵了。 

让我们再加入一些有趣的点子。既然是使用 Xbox 360 手柄，那么就应该能挖掘出更多的乐

趣才对。让我们添加一个加速功能来使精灵的移动速度达到原来的两倍。当然，加速模式下精

灵在屏幕迅速移动的时候，您应该由于精灵的狂飙而从手柄感觉到震动。您或许之前在 Xbox 360

手柄上感受过震动。这种机制被称为力回馈，它能极大地提升游戏体验，因为它甚至增加了另

一种感官来使玩家更有代入感。 

SetVibration方法可以设置手柄震动马达的速度。这个方法返回一个布尔值用来指示调

用是否成功（false意味着手柄没有连接或有一些其它问题）。这个方法接受一个玩家编号14

和一个为手柄马达设置的浮点值（0到 1）。将这个值设为 0时停止马达的震动。任何大于 0 的

值都会使手柄以不同的速度震动。修改之前添加的用Xbox 360 手柄移动精灵的代码，加入以下

内容： 

                                                             

GamePadState gamepadState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 
if (gamepadState.Buttons.A == ButtonState.Pressed) 
{ 
 ringsPosition.X += ringsSpeed*2*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X; 
 ringsPosition.Y -= ringsSpeed*2*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Y; 
 GamePad.SetVibration(PlayerIndex.One, 1f, 1f); 
} 
else 
{ 
 ringsPosition.X += ringsSpeed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X; 
 ringsPosition.Y -= ringsSpeed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Y; 
 GamePad.SetVibration(PlayerIndex.One, 0, 0); 
} 

这段代码首先检查手柄上的 A键是否被按下。如果是，加速模式被激活，这意味着您将以

 
14  译注：玩家编号指手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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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倍于正常情况的速率来移动精灵并触发手柄的震动机制。如果 A键没有按下，震动功能无效

并且精灵将以正常速率移动。 

编译并运行游戏，实际感受一下它的运作方式。 

如您所见，游戏手柄为增加了一种输入方式，并相对于游戏本身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体验。

它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但并非适合所有类型的游戏。确保您考虑好哪种输入方式对于您的游

戏来说是 好的选择，因为输入机制对于提高游戏的娱乐性大有裨益。 

保持精灵在游戏窗口中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三环精灵会在您将它移动得足够远时消失在屏幕的边缘。让玩家控

制的物体能够离开屏幕并且消失不见永远不会是一个好主意。要纠正这个问题，您需要在

Update 函数的结尾更新精灵的位置。如果精灵已经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得太远，更

正它的位置来使其保持在游戏窗口中。将下面的代码添加到 Update 方法的末尾，位于

base.Update方法的调用之前： 

if (ringsPosition.X < 0) 
 ringsPosition.X = 0; 
if (ringsPosition.Y < 0) 
 ringsPosition.Y = 0; 
if (ringsPosition.X >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ringsFrameSize.X) 
 ringsPosition.X =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ringsFrameSize.X; 
if (ringsPosition.Y >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ringsFrameSize.Y) 
 ringsPosition.Y =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ringsFrameSize.Y; 

编译并运行程序，您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屏幕上移动精灵；不过它会一直保持在游戏窗口中

而不会从屏幕边缘消失。 

碰撞检测 

到目前为止，游戏的开发进行得相当不错。玩家已经能够与游戏互动并且在屏幕上四处移

动三环精灵——但是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要进行下一步，您需要增加一些碰撞检测。 

碰撞检测在几乎任何游戏中都是很关键的一个部分。您试过在玩一部射击游戏时您看起来

已经打中了目标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吗？或者在一部赛车游戏中您似乎已经远离墙壁了但您还是

撞上了它？这种游戏体验会惹恼玩家，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碰撞检测实现得很糟糕。 

无疑地，碰撞检测决定了游戏进行时的流畅性；它对流畅性的影响如此大的原因，在于碰

撞检测算法越是精确到位，游将就会运行得越缓慢。在碰撞检测方面，很明显需要在准确性和

性能之间进行权衡。 

实现碰撞检测 简单和快速的方式是通过包围盒算法。本质上，当用一个包围盒算法时，

您需要在屏幕上的每个物体周围“画”一个盒子，然后检查这些盒子是否相交。如果相交，就

有碰撞。图 4‐3 显示了三环精灵和骷髅球精灵周围隐藏的包围盒。 

要在目前的游戏中实现包围盒算法，您需要为每个精灵创建一个基于精灵位置和精灵帧的

宽和高的矩形。如同对精灵的处理一样，如果您将骷髅球精灵的位置改为变量会更容易理解代

码。添加下列类成员变量，用来存放骷髅球精灵的位置，并且将变量初始化为您现在绘制骷髅



 

球精灵的位置(100, 100)。 

Vector2 skullPosition = new Vector2(100, 100); 

  

图 4-3 两个精灵周围的包围盒 

接下来，用这个变量取代绘制骷髅球精灵的 Draw调用的第二个参数。 

好了，现在已拥有一个代表骷髅球精灵位置的变量，您可以用这个变量以及骷髅球精灵的

尺寸来创建一个矩形并查看它是否与用相似方式创建的三环精灵的矩形相交。 

添加下面的方法到 Game1 类中，它可以用 XNA 框架的 Rectangle 结构体为每个精灵创

建一个包围矩形。结构体有一个叫做 Intersects的方法可以用来检测两个矩形是否相交： 

protected bool Collide( ) 
{ 
 Rectangle ringsRect = new Rectangle((int)ringsPosition.X, 
  (int)ringsPosition.Y, ringsFrameSize.X, ringsFrameSize.Y); 
 Rectangle skullRect = new Rectangle((int)skullPosition.X, 
  (int)skullPosition.Y, skullFrameSize.X, skullFrameSize.Y); 
 
 return ringsRect.Intersects(skullRect); 
} 

接下来您需要用这个 Collide 方法来检测两个物体是否发生碰撞。如果是，您应该执行

一些操作。眼下您只是在精灵发生碰撞时调用 Exit 方法关闭游戏。显然，在真实游戏中您不

会这么做，因为仅仅发生了类似碰撞这样的事情游戏就退出了对玩家而言像是一个 Bug。但是

由于我们只是想测试碰撞检测的效果，目前就这样进行。 

在 Update方法的末尾添加下面的代码，位于 base.Update方法的调用之前： 

if (Collide( )) 
 Exit( ); 

编译并运行游戏，如果您移动三环精灵到太靠近骷髅球精灵的地方，应用程序将会关闭。 

您也许会注意到三环精灵和骷髅球精灵并没有真正地接触。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您仔细

看看精灵位图（图 4‐4），您会看到每个图像帧之间有些间距。这个距离在 大的三环水平旋转

的时候会变得更大（仔细看运行时的程序），空白也被作为碰撞的有效区域，这是因为您使用的

是帧尺寸而不是物体（圆）的真实尺寸来创建包围矩形。 

一种修正这种情况的方法是调整精灵位图以减少空白。另一种方法是创建一个小一号矩形

来进行碰撞检测。这个小矩形必须以精灵为中心，因此需要从每个帧的边缘做少许偏移（译注：

可以理解为缩小矩形的尺寸以适应精灵的大小）。 

要创建一个稍小的矩形，您需要为每个精灵定义一个偏移量，用来表示在每个方向上包围

矩形要比精灵帧小多少（偏移多少）。增加以下两个类成员变量到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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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 10; 



 

int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 10; 

下面，您将使用这些变量来构造一个比实际帧尺寸稍微小一点的矩形。修改 Collide 方法为

下面这样，您会得到更加精确的碰撞检测： 

 

译者附注：偏移量指的是外围大矩形和里面的小矩形对应边之间

的距离。 

protected bool Collide( ) 
{ 
 Rectangle ringsRect = new Rectangle( 
  (int)ringsPosition.X +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int)ringsPosition.Y +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ringsFrameSize.X -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 2), 
  ringsFrameSize.Y -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 2)); 
 Rectangle skullRect = new Rectangle( 
  (int)skullPosition.X +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int)skullPosition.Y +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skullFrameSize.X -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 2), 
  skullFrameSize.Y -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 2)); 
 return ringsRect.Intersects(skullRect); 
} 

编译并运行程序，试试新的碰撞检测效果。使用这个方法将会得到更精确的碰撞检测。有

一个相近的算法用包围球来代替包围盒。您也可以用这个算法，特别当物体是圆形的时候。但

是在将来的章节中会使用一些非圆形的物体，所以现在还是继续用包围盒好了。 

尽管您已经使算法完善了一些，但运行程序时还是会发现碰撞检测不是 100%的精确。在这

个简单的测试中并不明显。游戏中的目标并不需要 100%精确的碰撞检测，而是达到一定程度上

的精度使得玩家感觉不到差别。 

听起来像是作弊，但是实际上这归结为性能的问题。举例来说，假设您使用一个非圆形的

精灵，像是飞机之类的。在飞机周围画一个单一的包围盒将产生非常不精确的碰撞检测结果。

为避免这样您可以为飞机添加多个小的矩形然后用小矩形和游戏中的物体进行碰撞检测。这样

的包围盒布局如图 4‐5 所示。 

左边的例子会很不精确，而右边的能大幅提升算法的精确度，但是，您会遇到什么问题？

假设您的游戏中有两架飞机并且您想看看它们是否发生碰撞。您现在需要将一  架飞机上的每个

包围盒和另一架飞机上每个包围盒进行比较。两架飞机要进行 25 次比较计算！想象一下如果

您加入更多的飞机到游戏中——计算量将会呈指数增长并且 后影响游戏的速度。 

有一种办法可以将两种算法相结合来提高性能。就是首先对整个物体的包围盒进行碰撞检

测，如图 4‐5左边的例子。如果返回结果有潜在的碰撞可能(译注：就是说大的包围盒发生了碰

撞)，您可以继续深入对子包围盒进行碰撞检测，如图 4‐5 右边的例子。 

这样的碰撞检测，其实可以说是兼顾性能与准确性之间的平衡的做法。尽管做了诸多努力，

使用了图 4‐5中右边例子中所有的包围盒进行碰撞检测，结果也不会是 100%的精确。再次说明

游戏中碰撞检测的目标是尽量精确而又不影响用户体验或性能。 

要想提升碰撞检测的速度，其实还有另一种方法，也要这里也说明一下。实际上，将一个

游戏窗口划分成基于网格的坐标系，就能让您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测试，来判断两个物体是否离

得足够近而需要进一步进行碰撞检测。如果您追踪每个物体目前所在的格子，就可以先通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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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确保这两个物体处于同一个格子中，然后再为它们执行碰撞检测算法。这种方法可以在每帧

中有效地减少计算量并显著提升游戏的性能。 

 

图 4-4 在使用帧尺寸进行碰撞检测时图像中的空白会产生低精度的碰撞检测结果 

 

图 4-5 带一个包围和的飞机(左）和带多个包围和飞机（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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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干得漂亮！您实现了一些很酷的动画，并且您可以在屏幕上移动精灵时进行碰撞检测，这

些都令人印象深刻。下面是对您在本章做的事情的概述： 

• 您实现了让用户通过键盘、鼠标和 Xbox 360 手柄控制精灵。 

• 您用 Xbox 360 手柄实现了力回馈。 

• 您实现了对两个动画精灵进行碰撞检测。 

• 您学习了怎样让碰撞检测在性能和精确度之间取得平衡。 

总结 

• XNA支持的输入设备有键盘、鼠标和 Xbox360手柄。 

• Xbox 360 有一些模拟输入允许每个按钮有不同的输入力度。 

• 碰撞检测始终是性能和精确度之间的平衡。通常算法的精确度越高，性能就越低。 

• 包围盒算法是 简单直接的碰撞检测算法中的一种。如果您在每个物体周围“画”一个假

象的包围盒，您可以很容易知道哪个包围盒和另一个碰撞。 

• 您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相结合来提高碰撞检测的精确度。用一个大的包围来检测是否值得花

时间对物体各组成部分的包围盒进行碰撞检测，或者实现一个基于网格的系统来避免对没有

互相靠近的物体进行多余的碰撞检测。 

知识测试：问答 

1.  从鼠标读取输入用哪个对象？ 

2.  真还是假：XNA程序中读到的 X，Y坐标表示鼠标自上一帧移动了多少。 

3.  模拟输入控制和数字输入控制有什么不同？ 

4.  描述包围盒碰撞检测算法。 

5.  描述包围盒算法的优缺点。 

知识测试：练习 

让我们把这一章和之前一章的一些元素整合在一起。修改本章末尾的的代码，使它包含另

一个不受用户控制的精灵（使用 plus.png 图片，在本章源代码的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

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 文件夹下）。让两个非用户控制精灵（译注：即原本的骷髅球

精灵和新添加的精灵）都移动起来，像第二章里做的那样，使每个精灵都沿 X、Y 方向移动并

在屏幕边缘反弹。为新的精灵也增加碰撞检测。结果您得到了一个躲避移动精灵的游戏。当您

碰到其它的精灵的时候，游戏结束。 

为清楚起见，plus.png 的帧尺寸是 75×75 像素，有 4 行 6 列（注意三环和骷髅球的精灵位

图有 8 行 6列）。 



 

第 5章 

应用面向对象设计 

恭喜！在上一章的末尾您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游戏。不过，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编

码的方式用作教学演示不错，但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却是非常低效的。一个好的设计总是能够提

升开发效率的。 

您可能注意到要添加一个新的精灵到项目中是件多么棘手的事情。特别是当您需要添加一

个动画对象，移动并使用碰撞检测时，有许多变量和代码需要复制粘贴，结果您的代码很快开

始变得一团糟。如果您继续这样走下去，事情很快会失控。因此，让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在游

戏中应用一些好的面向对象设计——这会使您将来的路好走得多。 

设计您的类 

如果您在进行真正的游戏开发，您应该对本章中的设计进行进一步补充和调整来达到您的

需求。我们没有时间让您的设计如您所期望的成为拥有商业品质的应用程序，但是您可以做一

些改进来大幅改善目前的设计。 

当务之急，让我们来看看您的对象。2D 游戏中的基本的虚拟对象就是精灵。在您之前章节

中建立的代码里，您有两类不同的对象：由玩家控制的对象和非玩家控制的对象。除此之外，

您到目前为止用到的动画精灵的其它特征都是一样的。 

想想这两种对象共享了哪种特征。它们都会被绘制到屏幕上，它们都用一个精灵位图来进

行动画。更深入地考虑，您应该会赞同所有的动画精灵都会有这两个特征元素。基于这种想法，

创建一个基类来表示标准精灵是合理的，这个标准精灵应该拥有绘制自己和通过精灵位图进行

动画的方法。如果需要自定义的特征，您可以从基类派生一个拥有新行为的类。基于之前的例

子，您可以预料到您的类层次 后将看起来图 5‐1 中那样。 

 

图 5-1 预期的精灵类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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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精灵类 

现在您可以开始创建您的 Sprite基类了。您应该在这个类中包含些什么呢？表 5‐1 列出

了成员变量，表 5‐2 列出了成员方法。 

表 5-1 Sprite 类的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 类型 描述 
textureImage Texture2D 要绘制的精灵或精灵位图 

Position Vector2 精灵被绘制的位置 

frameSize Point 精灵位图中单帧的尺寸 

collisionOffset int 偏移量用来修改精灵碰撞检测中用到的包

围矩形 

currentFrame Point 当前帧在精灵位图中的索引 

sheetSize Point 精灵位图中的行/列数 

timeSinceLastFrame int 自上一帧到当前帧经过的时间(毫秒数) 

millisecondsPerFrame int 帧间等待的时间(毫秒数) 

speed Vector2 精灵在 X,Y方向移动的速度 

表 5-2 Sprite 类的方法 

方法 返回值 描述 
Sprite(…)(multiple constructors) Constructor Sprite类的构造方法 

Update(GameTime, Rectangle) void 处理所有碰撞检测,移动和用户输入等

Draw(GameTime, SpriteBatch) void 绘制精灵 

这一章以第四章中建立的代码为基础。打开代码，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的项目节点上点

击右键选择 Add→Class。命名新类文件名为 Sprite.cs。 

因为没有实例化 Sprite类的理由，因此合适的做法是把它作为抽象类，强制您使用派生

类来实例化对象。在 Sprite类的定义之前添加 abstract关键字使其成为抽象类： 

abstract class Sprite 

为您的新类添加两个 XNA命名空间，确保您可以使用 XNA对象：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然后，添加下列变量，如表 5‐1 所示。确保您适当地为变量标记 protected，否则接下来

您创建的子类将不能正确工作。 

Texture2D textureImage; 
protected Point frameSize;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int timeSinceLastFrame = 0;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const int defaultMillisecondsPerFrame = 16; 
protected Vector2 speed; 
protected Vector2 position; 

除了表 5‐1 中列出的变量之外，您定义了一个表示默认动画速度的常量，如果没有动画速

度被指定将会用到这个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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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添加以下两个构造方法： 

public 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 this(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defaultMillisecondsPerFrame) 
{ 
} 
public 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 
 this.textureImage = textureImage; 
 this.position = position; 
 this.frameSize = frameSize; 
 this.collisionOffset = collisionOffset; 
 this.currentFrame = currentFrame; 
 this.sheetSize = sheetSize; 
 this.speed = speed; 
 this.millisecondsPerFrame = millisecondsPerFrame; 
} 

两个构造方法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第二个方法需要一个用来计算动画速度的变量

millisecondsPerFrame。因此，第一个构造方法仅仅是简单地调用第二个构造方法（使用

this关键字）并且将所有参数传递给第二个构造方法，包括用来表示默认动画速度的常量。 

所有的精灵 少需要干两件事情：通过在精灵位图中移动当前帧索引来实现动画，并且在

屏幕上绘制动画中的当前帧。除此之外，您应该还想为这个类添加一个额外的功能，或者您更

倾向于将这个功能放到派生类去创建一个更特殊化的类。但至少您想要让精灵实现动画并在屏

幕上进行绘制，因此让我们将这个功能添加到基类 Sprite中。 

在之前的章节中您已经编写了动画和绘制代码。现在您所需要做的就是使用同样的代码，

然后应用基类 Sprite中定义的变量。再说一次，为了产生动画，您只需要在精灵位图中移动

当前帧索引，并确保当索引超过整张图的范围时将它重置。 

下面的代码经过之前的章节应该已经很熟悉了，按以下这样编写 Sprite类的 Update方

法： 

public virtual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timeSinceLastFra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timeSinceLastFrame > millisecondsPerFrame) 
 { 
  timeSinceLastFrame = 0; 
  ++currentFrame.X; 
  if (currentFrame.X >= sheetSize.X) 
  { 
   currentFrame.X = 0; 
   ++currentFrame.Y; 
   if (currentFrame.Y >= sheetSize.Y) 
    currentFrame.Y = 0; 
  } 
 } 
} 

您可能注意到方法声明中的 virtual 关键字。这个关键字标记方法为虚方法，使您能够

根据需要在子类中覆写这个方法来改变方法的功能。 

同样您可能注意到了 Rectangle 参数。这个参数代表了游戏窗口客户区矩形，用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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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何时越过了游戏窗口边缘。 

正如您之前编写了动画代码，您同样也编写了从动画精灵中绘制单独帧的代码。现在您只

需要将那些代码加入到 Sprite类中，然后使用 Sprite类中定义的变量。 

和之前章节中的绘制代码不同的一点，是在 Sprite类中无法访问 SpriteBatch对象（但

愿您还记得，需要它来绘制一个 Texture2D对象）。为避免这一点，您需要 Sprite类的 Draw

方法接受一个 GameTime参数并增加一个 SpriteBatch参数。 

Sprite类的 Draw方法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public virtual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 
 spriteBatch.Draw(textureImage, 
  position, 
  new Rectangle(currentFrame.X * frameSize.X, 
   currentFrame.Y * frameSize.Y, 
   frameSize.X, frameSize.Y),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f, SpriteEffects.None, 0); 
} 

除了 Update和 Draw方法之外，您要为 Sprite类添加一个用来表示精灵移动方向的属

性。 

方向总是用一个 Vector2来表示，表示 X、Y方向的移动，但是它通常是在子类中定义（例

如：自动精灵和用户控制精灵的移动方式不同）。所以这个属性需要存在于基类中，但是应该是

抽象的，意味着在基类中它没有实现并且必须在所有的子类中定义。 

如下那样加入抽象的 Direction属性到基类中： 

public abstract Vector2 direction 
{ 
 get; 
} 

还有一个要加入到 Sprite类中的东西：一个返回矩形值的属性，用来进行碰撞检测。添

加下面的属性到 Sprite类中： 

public Rectangle collisionRect 
{ 
 get 
 { 
  return new Rectangle( 
   (int)position.X + collisionOffset, 
   (int)position.Y + collisionOffset, 
   frameSize.X - (collisionOffset * 2), 
   frameSize.Y - (collisionOffset * 2)); 
 } 
} 

您的基类现在已经完成得不错了。它可以用 Draw方法来绘制自己并且通过 Update方法

来对精灵位图进行循环遍历。因此，让我们将焦点转移一下，看看用户控制精灵。 

创建用户控制精灵类 

现在您要创建一个从 Sprite基类派生的类，添加一个用户控制的功能。首先需要添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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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类到您的项目中。在解决方案的项目节点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Add→Class。命名新类文

件名为 UserControlledSprite.cs。建好类后，将它标记为 Sprite类的派生类： 

class UserControlledSprite : Sprite 

接下来您需要添加一些 XNA  using 语句。使用和 Sprite类中一样的语句，另外添加一条

using语句（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让您能从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然后为 UserControlledSprite 类添加构造方法。这些构造方法基本上和 Sprite 的

一样，仅仅将参数传递给基类： 

public UserControll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 
} 
public UserControll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 
} 

然后，您需要添加代码来实现 Direction 属性。Direction 属性将在 Update 方法中

用来改变精灵的位置（或者换句话说，让精灵往这个属性指示的方向移动）。就

UserControlledSprite类来说，Direction属性将被定义为结果由基类的 speed成员和

玩家按下的方向共同决定。 

用户也能用鼠标来控制精灵，但是鼠标输入会有一些不同的处理。当用鼠标来移动精灵的

时候，您移动精灵到鼠标所在的位置。因此，实际上在处理鼠标移动的时候不需要 Direction

属性。这个属性将只会反映玩家通过键盘或 Xbox 360 手柄进行的输入。为了用从摇杆和键盘读

取的数据构建 Direction属性，编写如下代码： 

public override Vector2 direction 
{ 
 get 
 { 
  Vector2 inputDirection = Vector2.Zero;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Left)) 
   inputDirection.X -= 1;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Right)) 
   inputDirection.X += 1;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Up)) 
   inputDirection.Y -= 1;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Down)) 
   inputDirection.Y += 1; 
 
  GamePadState gamepadState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 
  if(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X != 0) 
   inputDirection.X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X; 
  if(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Y != 0) 
   inputDirection.Y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Y; 
 
  return inputDirection *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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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个属性将会返回一个 Vector2值来指示移动方向（在 X 和 Y平面）。请注意键盘和游戏

手柄输入结合在一起了，允许玩家用两种输入设备来控制精灵。 

为了处理鼠标移动，您本质上需要在每帧检测鼠标是否移动。如果移动了，您就假设用户

想要用鼠标控制精灵，然后移动精灵到鼠标光标所在的地方。如果鼠标没有移动，键盘和手柄

输入将会影响精灵的移动。 

为了检测帧与帧之间鼠标是否移动，添加下面这个成员变量到 UserControlledSprite

类中： 

private MouseState prevMouseState; 

您需要覆写继承自基类的 Update方法，并且添加基于 Direction属性来移动精灵的代

码，包括鼠标移动（如果鼠标被移动的话）。另外，您要添加一些逻辑到方法中来保持用户控制

的精灵不会移动到屏幕外。您的 Update方法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 Move the sprite based on direction 
 position += direction; 
 
 // If sprite is off the screen, move it back within the game window 
 MouseState curr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 
 if (currMouseState.X != prevMouseState.X || 
  currMouseState.Y != prevMouseState.Y) 
 { 
  position = new Vector2(currMouseState.X, currMouseState.Y); 
 } 
 prevMouseState = currMouseState; 
 
 // If sprite is off the screen, move it back within the game window 
 if (position.X < 0) 
  position.X = 0; 
 if (position.Y < 0) 
  position.Y = 0; 
 if (position.X > clientBounds.Width - frameSize.X){ 
  position.X = clientBounds.Width - frameSize.X;} 
 if (position.Y > clientBounds.Height - frameSize.Y){ 
  position.Y = clientBounds.Height - frameSize.Y;}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现在行啦。您的 UserControlledSprite类就绪了！您不需要对这个类中的 Draw方法

做什么，因为您的基类将会处理精灵单独帧的绘制，干得漂亮！ 

创建自动精灵类 

现在您有了一个允许用户控制精灵的类，现在是时候添加一个能产生动画精灵并自主运动

的类了。添加一个新类到您的项目中，在解决方案的项目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Add→Class。

命名类文件名为 AutomatedSprite.cs。文件建好后将新类标记成 Sprite类的子类： 

class AutomatedSprite : Sprite 

像以前那样加入 XNA命名空间，但是不需要处理输入的命名空间，因为您不会从这个类中



 

获得任何设备输入：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接下来，为 AutomatedSprite添加两个构造方法，这些方法将和 UserControlled 

Sprite类用到的一样： 

public Automat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 
} 
public Automat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 
} 

您的自动精灵将会使用基类 speed 成员的速度值在屏幕上移动。这可以通过覆写

Direction 属性来实现，因为这个属性是抽象的，所以必须在子类中定义。如下这样定义

Direction属性： 

public override Vector2 direction 
{ 
 get { return speed; } 
} 

现在您要添加让精灵动起来的代码。因为 Direction 属性由一个 Vector2 值来表示，

这个属性表示了自动精灵移动的速度和方向。2D 空间中的任何方向都可以用一个 Vector2（二

维向量）值来表示，并且向量的大小(或长度)指示着物体的速度：向量越长，精灵移动的速度

越快。 

您需要做的就是将 Direction属性值和精灵的位置 position相加，精灵就会往那个向

量的方向并以其长度所指示的速度移动。 

  

图 5-2 位置 + 速度 = 新的位置 

添加一个覆写的 Update方法到 AutomatedSprite类中，让精灵基于 Direction属性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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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position += direction;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就这么多了！您现在有了一个可以绘制自己，并基于一个 2D 向量来更新自己的位置的自

动精灵类。 

人工智能？ 

的确，这个精灵正在自己移动——但是这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吗？那么，什么是人工

智能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人工智能指的是使计算机的行为表现出智能的科学技术。这

个定义的问题是实际上智能一词本身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因此，定义人工智能的含义是相当

困难的。 

您刚刚编写了一个类，让精灵可以自己移动，所以，您可以声明您创建了一种人工智能

算法——很简单且不怎么吸引人，但这仍然是一个人工智能算法。但另一方面，您也可以声

明您的精灵不比一个划过天空的子弹更具备智能，因为它所做的只是朝一个方向以不变的速

度移动。并且不会有多少人主张子弹是智能的！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使您的自动精灵和 3D 物体表现得更加智能，但是

与此同时，无论智能与否，您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到目前为止，您有了两类精灵，都是从代表了普通的移动精灵的基类派生出来的。在之前

的章节中，当您想要增加一个新的精灵是，您必须添加许多不同的变量和设置来实现新的精灵。

现在利用这种模式，只需要加上一个新的变量（AutomatedSprite或 UserControlled 

Sprite），就可以将新的精灵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然而，除了针对不同的精灵在各处增加变量的做法之外，让我们看看更为模块化的处理手

法。XNA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让逻辑部分的代码分离到不同的模块中，并且让

它们能够很容易地加入游戏中并良好地共存。这个工具就是 GameComponent（游戏组件）类。 

在下一部分，您将学习游戏组件，并且您会创建一个管理游戏中所有精灵的组件。 

游戏组件 

XNA 有一个相当棒的方法，可以把不同的逻辑代码片段整合进您的程序（例如您即将创建

的 SpriteManager 类）。GameComponent 类允许您将代码以模块化的反思插入到程序中，

并且自动地将这个部件加入到游戏循环的 Update调用中（也就是说，在您的游戏的 Update

方法被调用之后，所有相关联的 GameComponent类的 Update方法都会被调用）。 

要创建一个新的游戏组件，请用鼠标右键点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的项目节点，选择 Add

→New  Item。在窗口右侧的模版列表中选择 Game  Component，然后命名游戏组件文件名为

SpriteManager.cs。 

看看您的新游戏组件类生成的代码，您会注意到它包含构造方法，以及 Initialize 和

Update方法，并且继承了 GameComponent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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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创建一个还能和游戏循环的 Draw 方法一起工作的游戏组件，使您的游戏组件有

能力绘制东西，您也可以通过继承 DrawableGameComponent类来实现。 

由于您需要使用精灵管理类来调用它管理的所有精灵的 Draw 方法，所以您需要让这个游

戏组件和游戏的 Draw 方法一起工作。修改游戏组件的基类为 DrawableGameComponent，

以启用绘制功能： 

public class  SpriteManager :  
Microsoft.Xna.Framework.DrawableGameComponent 

修改基类之后，您要为您的游戏组件创建一个覆写的 Draw方法： 
public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base.Draw(gameTime); 
} 

要将新创建的组件添加到游戏中，并让组件的 Update和 Draw方法在游戏循环中开始工

作，您还要将组件添加到 Game1 类使用的组件列表中。要实现这一点，您需要添加一个

SpriteManager类型的成员变量到 Game1类中： 

SpriteManager spriteManger; 

然后，在 Game1类的 Initialize方法中，您需要实例化 SpriteManager对象，传递

一个 Game1类的引用(this)给构造方法。 后，将这个对象添加到 Game1类的组件列表中： 

spriteManger = new SpriteManager(this); 
Components.Add(spriteManger); 

好！一切准备就绪。当游戏的 Update和 Draw方法被调用时，游戏组件中同样的方法也

会被调用。 

您可以看到添加一个 GameComponent到游戏中是多么地容易。想象一下这种工具的灵活

运用，例如，如果您创建了一个组件用来绘制帧率和其它性能相关的调试信息到屏幕上，您可

以用两行代码将这个组件添加到任何游戏中！这真是非常酷的事情。 

编写SpriteManager 

虽然您的 SpriteManager类已经准备好并能够使用了，但是它还没有干任何事。您可以

在 SpriteManager 的 Draw 方法中进行绘制，就像在 Game1 类中那样。事实上，为了将精

灵逻辑部分与游戏里的其它部分清楚地区分开来，您应该让 SpriteManager类控制所有精灵

的绘制。为了做到这一点，您需要添加一些代码来让 SpriteManager绘制精灵。 

首先您需要一个 SpriteBatch类的对象。虽然 Game1类中已经有了一个 SpriteBatch

对象，但是这里创建自己的 SpriteBatch 比重用 Game1 类中的要合理。只有这样您才能真

正使游戏组件独立于游戏。游戏和游戏组件之间过多的数据传递会破坏这种设计。 

除了增加一个 SpriteBatch变量外，您需要添加一些其它的变量：一组用来代表所有的

自动精灵的 Sprite 对象，以及一个用来代表玩家控制精灵的 UserControlledSprite 对

象，添加这些变量到 SpriteManager类中：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UserControlledSprite player; 
List<Sprite> spriteList = new List<Spr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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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 SpriteManager的 Update与 Draw方法会和 Game1类的 Update与 Draw方法

一起被调用那样，Initialize 与 LoadContent 方法也会和 Game1 类的相应方法一起被调

用。您需要添加一些代码来加载纹理、初始化 SpriteBatch对象、初始化玩家对象，以及针

对测试的需要，在精灵管理类的精灵列表中添加一些精灵。用以下代码添加一个覆写的

LoadContent来完成所有这些工作：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ame.GraphicsDevice); 
 
 player = new UserControll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rings"), 
  Vector2.Zero,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new Vector2(6, 6)); 
 
 sprite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150, 15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sprite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300, 15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sprite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150, 30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sprite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600, 40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base.LoadContent( ); 
} 

这里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您初始化了 SpriteBatch对象；然后，您初始化了玩家对象

并且添加了 4 个自动精灵到精灵列表中。这些精灵只是作为测试目的使用，这样您完成精灵管

理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效果。 

接下来，您需要在每次调用精灵管理类的 Update方法时调用玩家对象和精灵列表中所有

精灵的 Update方法。在精灵管理类的 Update方法中，添加以下代码：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Update player 
 player.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Update all sprites 
 foreach (Sprite s in spriteList) 
 { 
  s.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base.Update(gameTime); 
} 

现在，您需要对绘制做同样的事情。Sprite 基类有一个 Draw 方法，所以您需要在

SpriteManager 类的 Draw 方法中调用所有精灵的 Draw 方法。精灵必须总是在

Sprite.Begin和 SpriteBatch.End调用对中绘制，因此请确保您添加了 Sprite.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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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nd方法来包含精灵绘制方法的调用，进而绘制出精灵： 

public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spriteBatch.Begin(SpriteBlendMode.AlphaBlend, 
  SpriteSortMode.FrontToBack, SaveStateMode.None); 
  
 // Draw the player 
 player.Draw(gameTime, spriteBatch); 
 
 // Draw all sprites 
 foreach (Sprite s in spriteList) 
  s.Draw(gameTime, spriteBatch); 
 spriteBatch.End( ); 
 
 base.Draw(gameTime); 
} 

您的 SpriteManager类中只剩一件事要处理：碰撞检测。您将在精灵管理类中处理碰撞

检测而不是在独立的精灵或游戏对象中。 

在这个特定的游戏中，您不必关心自动精灵是否互相碰撞——您只需要检测玩家精灵和自

动精灵的碰撞。修改 Update方法来检测玩家和自动精灵的碰撞：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Update player 
 player.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Update all sprites 
 foreach (Sprite s in spriteList) 
 { 
  s.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Check for collisions and exit game if there is one 
  if (s.collisionRect.Intersects(player.collisionRect)) 
   Game.Exit(); 
 } 
 
 base.Update(gameTime); 
} 

现在，每当游戏的 Update方法被调用时，SpriteManager中的 Update方法也会被调

用。SpriteManger 会依次调用所有精灵的 Update 方法并且检测和玩家控制精灵的碰撞。

这是很棒的处理方式，对吧？ 

清理 

哇！看起来似乎很费功夫，但是我保证您会很满意这些程序代码所做的一切。您的

SpriteManager类已经完成并和 Game1类联系在一起了。然而您的 Game1类中仍然有您在

之前章节中添加的代码。您现在可以到 Game1 类中删除除了 SpriteManager 相关和 IDE 生

成的代码之外的其它代码。现在 Game1类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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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Ne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Storage; 
namespace AnimatedSprites 
{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GraphicsDeviceManager graphics;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public Game1() 
  { 
   graphics = new GraphicsDeviceManager(this); 
   Content.RootDirectory = "Content";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spriteManager = new SpriteManager(this); 
   Components.Add(spriteManager); 
    
   base.Initializ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Create a new SpriteBatch, which can be used to draw textures.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raphicsDevic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nloadContent() 
  { 
   // TODO: Unload any non-ContentManager content her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base.Update(gameTim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White); 
    
   base.Draw(gameTime); 
  } 
 } 

编译并运行程序，您会看到旋转的三环精灵和 4 个骷髅球精灵。您可以通过键盘、鼠标和

游戏手柄控制三环精灵，同时如果它和任意一个骷髅球精灵发生碰撞的话，游戏就会结束。 

这个例子中有一件需要注意的事，就是当游戏开始时，三环精灵会出现在鼠标光标所在的

地方。如果这个位置恰好在一个自动精灵上，碰撞检测在会游戏一开始就成立并导致游戏提前



 

结束。如果您遇到了这个问题，请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屏幕的角落里再开始游戏。这个小问题接

下来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后果，因为之前已经提到过了，现在绘制的这些精灵只是用来测试精

灵管理类的功能。 

不错！如果您想知道这一章的要点是什么，看看 Game1类的代码。您的程序现在有了非常

纯粹的面向对象设计，和之前您做的那些比较一下。看看 Draw方法和 Game1类其余部分，几

乎什么都没有。更棒的是，看看增加一个全新的动画精灵需要做什么：只是一行代码而已！还

记得之前章节中要添加一个新精灵是多么痛苦吗？您需要添加许多变量和代码，做很多复制、

粘贴、修改变量名等等。想想这些，您就可以看到使用诸如 XNA 的 GameComponent 之类的

强大工具的模块化方法和设计良好的类层次所带来的益处。 

 

图 5-3 投入运行的纯粹的面向对象设计 

让它们动起来 

您可能会觉得您的自动精灵好像有点不对劲。您记得您明明添加了让它们自己移动的代码，

但是它们什么都没干，只是待在那儿不停的旋转。您的动画精灵不会动的原因，是因为您在如

图 5‐2 所示创建动画精灵时使用的速度值为零；也就是说，在调用 SpriteManager 对象的

LoadContent 方法时，您传递了 Vector2.Zero 作为每个动画精灵对象的构造方法的 后

一个参数。 

为了让您的动画精灵在屏幕上移动，试着修改您传递给它们的速度参数。要注意到您除了

让这些精灵移动，没有编写其它任何逻辑。结果就是您的精灵会一直向前移动，甚至移动到屏

幕之外。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您会添加一些逻辑来动态创建精灵，并且使它们从屏幕的一边飞

向另一边。这一章和您创建的 Sprite类层次结构将会是将来开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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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在这里停下来并好好表扬一下自己吧。要想精通所谓稳定而且可靠的软件设计是相当不容

易的。太多的开发者不经思考就一头扎入代码中，结果就是意大利面条般混乱的代码，并且将

很快失去控制。让我回顾一下您做了些什么： 

• 您为精灵创建了一个继承体系，包括一个用来处理动画的基类和两个处理用户输入和自主

移动的派生类。 

• 您学习了 GameComponent类，可以用来进行可替换部件的模块化设计。 

• 您创建了一个 SpriteManager类来处理精灵的更新、绘制和碰撞检测。 

• 您清理了 Game1类，以便于将来的开发。 

总结 

• 可靠的设计和正确的代码同等重要。游戏开发项目中花在设计上的时间对于加速开发进程、

提高可维护性和提升性能来说非常重要。 

• 应用可靠的类层次设计减少了冗余代码并且提升了系统整体的可维护性。 

• GameComponent 是一个让开发者可以分离某些功能到独立的模块中并易于应用到不同项

目中的强大工具。 

知识测试：问答 

1.  游戏组件从哪个类派生？ 

2.  如果您想要使用您的游戏组件绘制，您需要从哪个类进行派生？ 

3.  真还是假：花费时间建立可靠的面向对象设计不如编码有价值，因为它是不必要和多余

的。 

知识测试：练习 

修改这章创建的代码，生成 4 个精灵在屏幕上移动并在触及屏幕四边时反弹。为了完成这

个目标，需要创造一个继承自 AutomatedSprite 类的新类，可以将它命名为

BouncingSprite。BouncingSprite 和 AutomatedSprite 类做同样的事情，除了在

Update 方法中检测精灵是否越过屏幕边缘。如果是，则将 speed 变量乘以-1，反转精灵的

移动方向。 

生成两个使用骷髅球精灵位图的反弹精灵，另外两个使用加号精灵位图（它们位于本章代

码的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 文件夹下）。 

请注意当应用这些修改后运行游戏，屏幕上会有 4 个自动精灵在屏幕上移动，任何一个碰

到了用户控制的精灵游戏将会结束。测试游戏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因为精灵可能在游

戏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生碰撞了。在运行游戏前试着把您的鼠标光标移到屏幕角落，使用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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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在游戏开始时远离自动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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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声音和音效

好了，您已经有了一个可靠的设计并准备继续前进了。在上一章的末尾，您的成果看起来

已经像一个游戏了：您有一个可以受用户控制的在屏幕上移动的精灵，并且一旦它和某一个敌

方精灵接触，游戏将结束。缺陷就是敌方精灵不会移动或干些什么，所以这个游戏并不是那么

棒——虽然如此，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另一个问题上：您的游戏中没有声音。哪种游戏会没有声音或音

效呢？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差劲的游戏。我们对傻瓜般的应用程序不感兴趣——我们是 XNA开

发者，这意味着我们将做出一些很酷的东西。那么让我们开始动手吧。在这一章里，您将会为

游戏添加一些声音和音效。 

对于XNA Framework 4.0，有好几种方法来实现声音效果。在之前的XNA版本中，开发者使

用一个名为“跨平台音效制作工具15”（XACT）的专用声音工具。使用XACT，开发者可以汇集声

音文件来被内容管道处理并且使用XNA  Framework的音频API来实现声音效果。在XNA  3.0 中，

XNA小组添加了一组独立的API来进行Microsoft Zune的开发。在XNA 4.0 中，这两种方法仍然可

以使用。XACT更健壮和强大，但它只能用于使用了“HiDef”设置的游戏，而简化的声音API来

两种设置中都可以使用。在这一章里，我会向您展示如何用两种方法实现声音效果。 

既然简化的音频 API支持所有的平台，为什么还要用更复杂的 XACT呢？在许多方面，XACT

为您提供了一个迷您的声音工作室，您可以简单地编辑声音的音量、音调、循环和其它属性而

不用处理任何代码。另外，还有一些您会在本书中用到的很棒的 XACT特性。 

XACT的实现比简化音频 API提供了更多的特性，代价就是它更加复杂。为了让您更好地学

习它，这一章中的大部分例子和本书剩下的部分都会使用 XACT 进行声音处理。不过，简化的

音频 API 也会在本书的例子中使用。您可以随意的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使用简化音频 API 而不

是 XACT，但是请注意您声音部分的代码将会和这些例子中使用的有所不同。 

使用XACT 

当为 PC和 Xbox 360 开发游戏的时候，开发者可以使用 XACT引擎或简化的声音 API中的一

个。不过，用 XACT实现声音有一些独有的优势，比如在代码之外创建自定义音轨、编辑音质、

创建循环和其它效果。 

这一章使用第 5 章结尾的代码。打开解决方案并添加一个新的文件夹来存放本章中将使用

到的所有声音文件。用鼠标右键点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项目，选

择 Add→New Folder，命名文件夹为 Audio。 

                                                              
15  译注：“跨平台音效制作工具”英文全称 Microsoft Cross‐Platform Audio Creation Tool，后文会使用它的英文缩写简

称 XACT。 



 

要用 XACT 处理声音，您需要一些.wav 文件。下载本章的代码并保存到您的硬盘中。您会

在 第 6 章 的 代 码 文 件 夹 中 找 到 两 个 .wav 文 件 （ start.wav ， track.wav ）。 位 于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目录。 

将 start.wav 和 track.wav 复制到项目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文件夹下。在之前的

例子中，当您复制资源到项目目录的 Content文件夹之后，还需要在 Visual Studio的解决方案资

源管理器中将资源添加到项目中，以便内容管道可以获取和处理这些资源。不过现在您不用这

样做。内容管道对待声音文件比起其它资源有些微小的区别。当使用 XACT 处理声音文件时，

您可能希望有实际的声音文件放置在项目的目录中，但是实际中您会通过 XACT 工具创建一个

由那些声音文件组成的声音项目文件，这是唯一一个将实际添加到项目中的文件。内容管道将

只会处理 XACT声音项目文件；它会通过您的 XACT声音项目文件处理您的声音文件。 

在这个例子中，您将添加一个在游戏启动时播放的声音，另一个将用作游戏过程中循环播

放的音轨。start.wav将在游戏开始时播放，track.wav文件会作为音轨循环。 

将这两个文件复制到项目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文件夹之后，选择 Start（开始）

→All Programs（所有程序）→Microsoft XNA Game  Studio 4.0→Tools→Microsoft Cross‐Platform 

Audio Creation Tool3 (XACT3)。 

 

在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中，您应该用管理员权限启动 XACT，右键

点击上面提到的开始菜单项，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当 XACT 窗口打 开 时，选择 File→ New  Project。 保 存您的 XNA 游戏项 目到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目录下，并命名它为 GameAudio.xap。 

一旦您已经创建了新项目，您就需要创建一个波形库（Wave Bank）和一个声音库（Sound 

Bank）。右键点击窗口左边的 Wave Banks节点，选择 New Wave Bank。XACT将会为您的波形库

打开一个新的窗口，并且您可以编辑 Wave Banks节点下面的名称。敲回车接受默认的波形库名

字——“Wave Bank”。 

接下来，您需要创建一个声音库，和您刚才创建波形库一样，右键点击窗口左边的 Sound 

Banks节点，选择 New Sound Bank，敲回车接受默认的声音库名字——“Sound Bank”。 

XACT会为您打开两个窗口（一个波形库和一个声音库）。您通过选择菜单项Windows→Tile 

Horizontally 来重新排列它们，以便于后续的处理。结果应该看起来类似于图 6‐1。 

现在您需要添加波形文件到您的波形库中。右键点击波形库窗口任意地方选择 Insert Wave 

File(s)…，浏览到您的游戏项目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目录下的 start.wav 和 track.wav文

件，选中它们将其添加到波形库中。您应该会看到.wav 文件在波形库窗口以红色字体出现，如

图 6‐2 所示。 

现在看看声音库窗口。它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上面的部分包含了一个声音（Sound）名称

的列表，下面的部分包含了cue16名称列表。在XNA中用XACT处理声音的时候，您使用称为cue

                                                              
16  译注：Cue主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当有很多音效对应同一个事件的时候，不需要程序员手动替换各种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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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来访问声音和音效。在一个XACT项目文件中，Cue由一个或多个声音组成，而声音由一

个或多个波形（Wave）组成。Cues和声音分列在声音库窗口的两个区域中，波形库条目列在波

形库窗口中。 

图 6-1 XACT 中的波形库和声音库窗口 

 

图 6-2 添加到波形库中的 wave 文件 

您需要为 start.wav 和 track.wav 创建一个 Cue 和 Sound 条目。拖拽波形库窗口中的两个条

                                                                                                                                                                                                  
cue会自动随机播放，以达到模拟现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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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到声音库窗口的 Cue Name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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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拖动 Wave 条目到声音库窗口的 Sound Name 区域中，XACT 只

会为您的波形库创建一个 Sound Name。每一个波形库都需要一个 sound 和

一个 cue 条目，将波形库拖动到 Cue Name 区域将会为您创建这两者。 

当您添加好后，XACT项目窗口看起来应该和图 6‐3 类似： 

图 6-3 您的 XACT 项目现在有了一个 Cue！ 

您现在准备保存项目然后开始在 Visual Studio中进行 XNA代码编写了，不过在那之前，让

我们先谈谈 XACT的几个特性。您可以在 XACT中播放 Sound、Cue、Wave以确保您有正确的声

音文件，并且听起来如您所期望的那样。不过，想要在 XACT 中播放声音，您需要启动 XACT 

Auditioning Utility。 

当您使用 XACT时，它会与 XACT Auditioning Utility通讯，出于开发目的来播放声音。要启

动 XACT Auditioning Utility，请选择 Start→All Programs→Microsoft XNA Game Studio 4.0→Tools

→XACT Auditioning Utility。 

 

和 XACT 工具一样，当您使用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时，需要以管理

员身份启动（右键点击程序项并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XACT Auditioning 

XACT使用网络协议与 Auditioning  Utility通讯，所以您需要开放 XACT和 Auditioning  Utility

两者通讯端口。您需参照第 2 章的操作步骤，在您安装 XNA Game Studio 4.0 之后，这些端口应

该被开放。 



 

一旦您启动了 XACT  Auditioning Utility，它会处于“Waiting  for  the  XACT  authoring  tool  to 

connect”状态（见图 6‐4），直到您从 XACT里播放声音。 

 

如果您有程序运行在端口 80 上，试音工具将不会工作，因为它使用那个端

口和 XACT 通讯。另外，如果您的 PC 上安装了 IIS，要注意 IIS 运行会阻碍 XACT

和 XACT Auditioning Utility 之间的通讯。您需要停止 IIS 服务，以使您能够通过

XACT Auditioning Utility 播放声音文件。 

 

 

图 6-4  XACT Auditioning Utility 等待 XACT 进行连接 

XACT Auditioning Utility运行后，您可以右键点击 XACT中的任何一个 Sound、Cue、Wave，

选择 Play命令来试听声音。 

除了试听声音外，您还可以修改声音本身的属性。当您在声音库中选中一个声音的名字时，

XACT会在项目窗口的左下角显示这个声音的属性。您会注意到一些可以修改音量、音调、优先

级和循环的选项。关于目前的项目，start.wav文件对于某些人的喜好来说可能有些过于安静了，

因此随意改变音量并试听直到让您满意。 

您想让 track.wav文件在程序中无限循环播放，那么您可以在 XACT中改变设置来完成而不

用在 XNA进行额外的编码。为了设置 track声音的属性，选中声音库窗口的 Sound Name区域中

的 track项。在左下角的属性面板中选中 Loop 区域的 Infinite 复选框（见图 6‐5）。这样设置后当

您用 XNA代码启动和这个声音关联的 Cue时声音就会无限循环。 

后，当您点击 Cue Name而不是 Sound Name的时候，您会在左下角的属性面板中看到一

些不同的属性。这面板允许您修改和 cue关联声音的播放方式。目前您只有一个声音和这个 cue

相关，但是您可以添加任意个。如果您的 Cue关联了多个声音，每次您在 XNA代码中调用特定

的 cue时，XACT会选择不同的声音播放。这对爆炸或撞击这类相似但又有些微不同的声音很有

用。举个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爆炸声都有些区别，这就给了您一个途径来模仿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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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面板中您还可以指定当选中的 cue被调用时，一个特定的声音将被播放的权重或可能性（译

注：即被选中播放的几率）。 

  

图 6-5 为 track 声音设置无限循环 

一旦您调整声音到满意了，保存您的项目。关闭 XACT和 Auditioning Utility，然后回到 Visual 

Studio的游戏项目中。 

在代码中使用XACT声音文件 

在您的 XNA项目中使用 XACT声音项目的第一步，是把之前在 XACT中保存的文件包含到项

目中。记得之前您已经将.wav 文件拷贝到项目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目录下了，但是

您还没有将它们包含到 Visual  Studio 项目中。像我之前所说，您实际上需要包含到项目中的是

之前在 XACT中创建的项目文件。如果顺利，您已经将 XACT项目文件命名为 GameAudio.xap 并

且将它保存在项目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目录下了。如果是这样，那么点击解决方案

资源管理器中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文件夹，选择 Add→Existing  Item…，选择

GameAudio.xap 然后将它添加到项目中。 

要从 XACT 项目文件中读取数据到对象中让您可以在 XNA 中播放声音，您需要添加以下成

员变量到 Game1类的顶部： 

AudioEngine audioEngine; 
WaveBank waveBank; 
SoundBank soundBank; 
Cue track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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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变量代表一个称为声音引擎（sound engine）的东西。这个对象会用来创建 WaveBank

和 SoundBank 对象，并且是 XNA 声音的核心对象。或许您已经猜到了，WaveBank 和

SoundBank对象相当于 XACT文件的波形库和声音库部分。Cue对象用来从声音库中取出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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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ue来播放。您可以播放一个 cue而不用取出那个特定 Cue的变量，不过如果您没有取出 cue

本身，一旦声音开始播放，您将不能够暂停、恢复、停止、开始播放或与其交互。 

一旦您添加了这些变量，就需要初始化它们。添加以下代码到 Game1 的 LoadContent

方法中： 

audioEngine = new AudioEngine(@"Content\Audio\GameAudio.xgs"); 
waveBank = new WaveBank( 
audioEngine, @"Content\Audio\Wave Bank.xwb"); 
soundBank = new SoundBank( 
audioEngine, @"Content\Audio\Sound Bank.xsb"); 

这是内容管道对待声音文件不同于其它大多数资源的一个方面。加载声音到内存中，您不

用到目前为止加载资源时用到的 Content.Load 方法，而是用更普通的构造方法来实例化每

个对象。 

不过内容管道仍然参与到解析音频数据中来。在编译时，内容管道获取 XACT创建的文件，

解析它，将其分解成不同的文件让您的代码在运行时使用。编译您的游戏之后，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看一看项目的 bin\x86\Debug\Content\Audio 文件夹，您可以看到在上面得构造方

法中引用到得文件。 

内容管道为每个.xap 文件（XACT项目文件）产生了一个.xgs文件。为项目文件中的每个声

音库产生一个.xsb文件，为每个波形库产生一个.xwb 文件。这些文件通过代码加载到各自对应

的对象中。注意声音库和波形库对象同样需要声音引擎对象传入到它们的构造方法中。 后，

注意传入构造方法的参数是实际的路径和文件名，而不是 XNA中大多数资源用到的资源名。 

这些对象被初始化后，您就可以用它们播放声音了。为了播放声音，需要从 XACT 文件中

的获取 cue，然后播放 cue。当您将 start.wav 条目从波形库拖入声音库的 Cue区域时，XACT创

建了一个名为 start 的 cue 并将其关联到要播放的特定 .wav 文件。要播放 cue，用

SoundBank.GetCue 方法从 SandBank 对象中获取 Cue 对象。然后调用 Cue 对象的 Play

方法。举个例子，下面这段代码将播放 start cue: 

trackCue = soundBank.GetCue("start"); 
trackCue.Play(); 

如果您播放 cue 并且取出 Cue 实例的对象，就像这个例子中的一样，您就可以访问 Cue

的 Stop、Pause 和其它方法，允许您在声音播放的时候修改它。如果您不需要这种功能，您

可以直接从 SoundBank对象中播放声音而不需要使用 Cue对象： 

soundBank.PlayCue("start"); 

在本例中，您想要保留一个音轨的 Cue 对象以便您能在需要时暂停它，但是您不需要为

start声音这样做（因为一旦 start声音播放完，您不需要去停止或暂停它）。 

游戏一开始，要让这两种声音都播放出来。您可以在 Game1 类的 LoadContent 中初始

化对象，然后立即开始播放这两种声音。将以下代码添加到 LoadContent方法的末尾： 

// Start the soundtrack audio 
trackCue = soundBank.GetCue("track"); 
trackCue.Play( ); 
 
// Play the start sound 
soundBank.PlayCue("start"); 

注意如果您在播放声音时定义了一个 Cue 对象，您需要确保 Cue 对象在您需要时一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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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作用域中。否则，垃圾回收装置会自动销毁它，声音将变得不可用。 

您需要做的 后一个修改，是每帧调用 AudioEngine 对象的 Update 方法，让

AudioEngine对象能够与游戏保持同步。您可以在Game1类的Update方法中进行这项工作。

如果忘记调用 AudioEngine.Update，将会导致声音变得不同步而产生问题。添加以下代码

到 Game1类的 Update方法中，位于 base.Update的调用之前： 

audioEngine.Update(); 

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应该可以听到开场声音和背景音乐。并且背景音乐会循环直到游戏结

束。如您所见，XACT是一个可以让您在设计时修改声音文件属性的强大工具。这是一个可以加

速开发和微调您的声音和音效的好方法。 

使用简化音频API 

当使用 HiDef设置为 Xbox 360和 PC平台开发游戏时，利用 XACT提供的好处是明智的选择。

不过，“Reach”模式的游戏设置不支持 XACT，所以 XNA  4.0 框架提供了一组简化的音频 API，

让开发者可以在使用“Reach”的游戏设置时播放声音。您同样也可以在“HiDef”模式中使用

简化 API，如果您不需要 XACT提供的额外特性的话。 

关闭您现在的 XNA 游戏项目并创建一个新的 XNA  Windows  Game 项目，命名为

SimpleSounds。 

要用简化音频 API 播放声音，首先您需要添加一个声音文件到项目中。记得当使用 XACT

时，真正的声音文件没有添加到项目中。不过当使用音频 API 的时候就不同了，声音文件和其

它资源一样被内容管道同等对待，需要添加到项目中，就像之前您对待 2D 图像那样。 

XNA 4.0 音频 API支持.wav，.wma 和.mp3 类型的文件。在这个例子中，您将使用本章之前

例子中的 start.wav 文件。现在您的硬盘上应该已经有这个文件了，如果没有，您可以在第 6 章

源代码的 SimpleSounds\SimpleSoundsContent\Audio目录下找到它。 

为项目添加一个新的内容目录，用鼠标右键点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的

SimpleSoundsContent 项目，选择 Add→New Folder，命名文件夹为 Audio。然后，用鼠标右键点

击刚创建的 SimpleSoundsContent\Audio文件夹，选择 Add→Existing Item…，定位到 start.wav文

件，选中它并将它添加到项目中。 

和其它资源一样，当您将文件添加到项目中之后，查看它的属性时会发现内容管道为它赋

予了资源名称和其它属性。 

将文件添加到项目中之后，需要创建 SoundEffect类型的变量，来通过内容管道加载声

音。添加下面的成员变量到 Game1类中： 

SoundEffect soundEffect; 

接下来，添加以下代码到 LoadContent方法将文件加载到变量中： 

soundEffect = Content.Load<SoundEffect>(@"Audio\start"); 

您可以用两种方式播放声效。第一种方法，您可以调用 SoundEffect对象的 Play方法。

这将播放声音，并且 Play 方法有一个重载的方法，允许您调整声音的音量、音调和节奏（立

体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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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对音效有更多的控制权，诸如在结束之前循环、停止声音播放的能力，您需要调

用 SoundEffectInstance对象。它被 SoundEffect类所调用的一个叫 CreateInstance

的对象捕获了。通过 SoundEffectInstance，您可以循环播放声音、调节音量、停止和恢

复声音播放甚至更多。 

要想在游戏开始时使 SoundEffectInstance 对象播放声音，需要添加以下代码到

LoadContent方法末尾，就在从内容管道中加载声音之后： 

SoundEffectInstance soundEffectInstance = soundEffect.CreateInstance(); 
soundEffect.Play(); 

尽管相对于使用 XACT，这种方法缺少了在设计过程中可用的音频开发选项，但仍旧能够完

成工作。就像之前提到的，为了使读者可以熟悉 XACT，本书剩下部分的大多数例子都会使用

XACT。不过如果您喜欢，仍然可以随意地使用简化音频 API。 

添加更多声音到游戏中 

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添加另一个声音特性到您的游戏中。关闭 SimpleSounds 项目，打开

之前的项目 AnimatedSprites。 

在您创建的游戏中，一个受用户控制的精灵会在屏幕上移动，目标是躲避屏幕上四处飞行

的自动精灵。（没错，现在投下您的钞票，这将是一个惊人的游戏。）您一直在那方向移动，您

将很快到达那。 

即使目前游戏中的自动精灵还没有移动，您仍然可以添加一些当用户精灵和自动精灵碰撞

时的音效。 

您要在碰撞事件中将要播放的 cue的名字传递给每个 Sprite对象，因此您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 Sprite.cs文件，添加一个成员变量来代表要使用的 cue的名字。另外，您会用到 C# 

3.0 的自动实现属性特性来为这个变量创建一个 public get访问器和一个 private set访

问器： 

public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 get; private set; } 

如果您是 C# 3.0 新手，而且不熟悉这个特性，自动实现属性允许开发者在变量定义的地方

为其创建访问器。这样既提高了编码效率，又使其易于实现和阅读。（您可以随意在因特网上深

入了解自动实现属性或其它 C# 3.0新特性）。 

后，添加一个 string类型的变量到两个构造方法的参数列表中。在第一个构造方法中，

传递这个新变量到对第二个构造方法的调用中。在第二个构造方法的方法体中，将这个新参数

的值赋给 collisionCueName。您的新构造方法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public 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 this(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default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 
} 
 
public 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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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 
 this.textureImage = textureImage; 
 this.position = position; 
 this.frameSize = frameSize; 
 this.collisionOffset = collisionOffset; 
 this.currentFrame = currentFrame; 
 this.sheetSize = sheetSize; 
 this.speed = speed; 
 this.collisionCueName = collisionCueName; 
 this.millisecondsPerFrame = millisecondsPerFrame; 
} 

接下来，打开 AutomatedSprite.cs 文件。您需要为 AutomatedSprite类的两个构造方法

添加一个 string类型的参数用来表示碰撞时要播放的 cue的名称。每个构造方法都会接受 cue

名称参数并且传递给基类构造方法。您的 AutomatedSprite构造方法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public Automat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collisionCueName) 
{ 
} 
 
public Automat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 
} 

您的 UserControlledSprite类不会使用碰撞音效，因为当玩家控制的精灵和一个精灵

碰撞时，您将会播放和玩家碰撞的那个精灵的声音，而不是玩家控制的精灵的声音。因此，您

不需要为 UserControlledSprite 类的构造方法添加 collisionCueName 参数，不过您

需要为基类的那个参数传递 null值。UserControlledSprite类的构造方法看起来应该像

这样: 

public UserControll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null) 
{ 
} 
 
public UserControll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null) 
{ 
} 

您将在 Game1类中通过 SpriteManager来播放 cue。在 Game1类中添加下面的公共方

法，您将会在 SpriteManager类中调用它： 

public void PlayCue(string CueName) 
{ 
 soundBank.PlayCue(CueName); 



 

} 

目前您还没有一个用来和骷髅球精灵碰撞时播放的 cue。之前您只添加了开始声音和背景

音乐到 XACT 项目中。第 6 章的源代码的 AnimatedSprite\Content\Audio 目录下有一个名为

skullcollision.wav 的文件。将这个文件复制到项目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文件夹下。同样，因为您要使用 XACT 来播放这个声音文件，不需要将这个文件添加到 Visual 

Studio中。 

打开 XACT，右键点击波形库窗口的空白处，选 Insert  Wave  File(s)…，将 skullcollision.wav

添加到波形库中。然后拖动新添加的 skullcollision放到声音库的 Cue Name区域来为这个声音产

生一个 Cue Name。 

您的 XACT  声音库窗口看起来应该和图 6‐6 一样： 

 

图 6-6 骷髅球精灵碰撞音效的 Sound 和 Cue 创建好了 

您可能想要调整骷髅球碰撞音效的音量，看样子它默认的音量稍微有点小。请在 Sound 

Name区域里选择 skullcollision 项目，然后编辑左下角面板里的音量（Volume）属性。 

保存 XACT文件然后回到 Visual Studio。 

后 需 要 修 改 代 码 的 地 方 是 SpriteManager 类 。 首 先 ， 您 将 需 要 为 每 个

AutomatedSprite 实 例 的 构 造 方 法 传 递 一 个 用 于 碰 撞 音 效 的 cue 名称 。 每 个

AutomatedSprite 都是在 SpriteManager 类的 LoadContent 方法中创建的。添加 cue

名称作为这些构造方法的 后一个参数，如下： 

sprite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150, 15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skullcollision")); 
sprite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300, 15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skullcoll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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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te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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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150, 30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skullcollision")); 
sprite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600, 40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skullcollision")); 

后，您需要修改 SpriteManager类的 Update方法，当检测到和 UserControlled 

Sprite发生碰撞时播放 AutomatedSprite的碰撞音效。 

修改代码，当检测到碰撞时移除 AutomatedSprite。因为您在使用 foreach语句时不

能修改列表中项目的数目，所以您需要将 foreach换成 for循环。您的 SpriteManager类

的新 Update方法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Update player 
 player.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Update all sprites 
 for (int i = 0; i < spriteList.Count; ++i) 
 { 
  Sprite s = spriteList[i]; 
  s.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s.collisionRect.Intersects(player.collisionRect)) 
  { 
   // Play collision sound 
   if(s.collisionCueName != null) 
   { 
    ((Game1)Game).PlayCue(s.collisionCueName); 
   } 
   // Remove collided sprite from the gam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base.Update(gameTime); 
} 

干得漂亮！编译并运行游戏，现在当您移动用户控制精灵区和屏幕上其它的精灵碰撞时，

您会听到碰撞音效并且被碰到的精灵会从游戏中移除。 

看起来还不错，对吧？项目有进展了。显然您需要添加更多的特性，以使游戏更加激动人

心；不过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就会将焦点放在这个方面。即使这时一个很小的没有明确目

的的游戏，您仍然可以看到声音的添加使游戏的交互性和娱乐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让我们回顾一下本章您完成了什么： 

• 您使用 XACT在游戏中添加了音效。 

• 您使用 AXCT在游戏中添加了循环背景音轨。 

• 您学习了如何使用简化的声音 API添加声音。 

• 您调整了一些声音代码，以添加一些声效到碰撞精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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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跨平台音效制作工具（XACT）可以用来创建 XNA游戏中用到的声音。 

• XACT允许开发者在设计时修改声音的音量、音调、循环和其它更多的属性。 

• 为了支持“Reach”游戏设置，XNA  4.0 框架包含了一组简化的音频 API允许开发者实现声

音，而不必使用 XACT。 

知识测试：问答 

1.  您用什么来引用添加到 XACT声音文件中的声音？ 

2.  使用简化音频 API代替 XACT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3.  真还是假：要使一个音轨在游戏中循环播放，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代码中让它一遍又一遍

的播放。 

4.  真还是假：使用 XACT您可以调整声音的音量（volume）。 

5.  当您使用 XACT声音文件的时候，怎样去暂停和重新播放一个声音？ 

知识测试：练习 

请在 XNA中使用 XACT尝试体验一下不同的声音和声音设置。找一些 wav 格式的文件插入

到游戏中。在 XACT中组合多个声音到一个 cue里面，然后体验一下不同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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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人工智能基础 

人工智能，哈？或许听起来有一点点吓人，但很酷。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接触到了人工智

能这个概念，不过现在让我们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 

自从计算机时代开始，研究者们就开始考虑和讨论让机器的行动更像人类或给它们某种形

式人工智能的方法。整个人工智能科学 大的问题就是实际上没有办法来定义“智能”。是什么

使某人或某物拥有了智能？这是个很棒的问题，而且可能是一个我们无法完美解答的问题。很

多其它的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您怎样定义典型的人类行为？人类的行为以什么形式构成智

能？什么形式的人类行为值得机器来复制？ 

您可以说您编写的应用程序是“智能的”，因为精灵能够自己进行动画（就是说，用户不需

要告诉它们持续进行动画）。所以，它们必定是智能的，对吗？其它人会争辩说它们不是智能的，

因为它们没有“做”任何事；它们只是呆在那里旋转着。甚至在这个例子里，很显然精灵不是

真正智能的，您能开始理解这个研究领域是怎样的一种固有二义性。 

在这个科研领域，创造有人工智能的存在的想法对人类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好事，也是坏

事。是好事是因为这是促进这门学科开始的原因：研究者和反对者同样对这里领域的可能性很

感兴趣，并且每年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在人工智能上。 

与此同时，它是坏事是因为始于早期文化的魅力，导致了书本、电影里的高等人工智能存

在。这个领域的期望值被好莱坞和作者设置得太高，使得科学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 新的

科幻小说的水平。 

图灵测试 

阿兰•图灵（Alan  Turing），作为现代计算机之父而广为人知，发明了用来检测一台机器是

否智能的 著名的方法之一。图灵称这种方法为模仿游戏，但是更普遍为人所知的是叫法是图

灵测试。 

一般说来，一个图灵测试从一个人类坐在一张键盘前面开始。使用键盘同时询问一台计算

机和另一个人类。其它参与者的身份没有暴露给询问者。如果询问者不能辨认哪一个是计算机，

哪一个是人类，测试中使用的计算机就被认为是“智能的”。尽管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编程实现

一个东西能够在不管提出什么样问题的情况下欺骗某人确实相当的困难。 

我们怎么把那些运用到 XNA中？嗯，即使图灵测试不是一个视频游戏，和视频游戏有关的

大部分人工智能本质背后的原理还是相同的。当编程实现任意一个游戏中由计算机控制的实体

时，想法就是使这个实体行动起来像一个人类，使真正的人类对手感觉不到不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并且在这个游戏中我们不会做到那样的程度。况且，您应该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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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如果您使用图灵测试作为您的标准，那么您现有的程序是不可能满足这个标准的。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让我们为您的动画精灵编码实现基本的移动，然后我们通过使用

人工智能基础算法使事情取得一些进展。 

随机创建精灵 

这一章使用第 6 章完成的代码。打开那个项目，本章将自始至终都使用它。 

您已经创建了一个精灵管理器来绘制和更新程序中的所有精灵。不过，目前您拥有的全部

就是一些在程序启动时创建的骷髅球精灵。甚至更糟，那些精灵都没有移动——它们只是呆在

原处不停地自转。这并不能算是做了什么，您需要加入一些动作和其它激动人心的东西。在这

一部分，您会添加一些代码来随机地产生自动精灵，并使它们飞过屏幕，迫使玩家四处移动，

并花点功夫来避免撞上它们。 

与其一波一波地创建对象或一次创建所有对象，您更希望它们在一个随机区间内被创建。

这将为游戏添加一些多样性，并且使玩家保持猜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一些变量来帮助

您定义创建自动精灵的频率。 

首先，为了处理游戏中的随机因子，在 Game1类中创建下面的变量： 

public Random rnd(get; private set;} 

然后在 Game1的构造方法中初始化这个 Random对象。 

rnd = new Random(); 

现在您有了一个可以在游戏中所有随机部分使用的 Random变量。当使用随机数生成器时，

很重要的一点是您要确保不要在一个循环里创建多个随机数生成器。这是因为如果您在一个足

够接近的时间帧里创建多个随机数生成器，那么有可能它们会使用同一个随机数种子创建。种

子被随机数生成器用来检测哪些数被生成了和以什么样的顺序生成。您可能可以猜到，用同一

个种子创建多个随机数生成器将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很可能每个生成的是同样的一组随机数，

然后您的精灵们会被乱扔到窗口上。 

一个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是在程序中使用一个随机数生成器对象，然后重用它，用来生成

所有的随机数。否则，就要保证您创建的随机数生成器们分布在程序的不同部分，使它们不会

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相继执行。 

System.Random实际上并不是 好的随机数生成工具，不过现在用这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为 SpriteManager类添加一些成员变量用来量产精灵： 

int 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 1000; 
int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2000; 
int enemyMinSpeed = 2; 
int enemyMaxSpeed = 6; 

这两组变量表示产生一个敌人需要等待的 小时间（秒）和 大时间（秒），还有敌人的

小速度和 大速度。接下来就要在 SpriteManager类中使用这两个时间变量之间和两个速度

值之间的随机值产生敌人。 

下面，您需要移除之前创建的不会移动的自动精灵的代码。因为您现在要周期性地产生精



 

灵，不再需要那些测试精灵了。创建精灵的代码在 LoadContent方法中，一旦您移除创建自

动精灵的代码，LoadContent方法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ame.GraphicsDevice); 
 
 player = new UserControll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rings"), 
  Vector2.Zero,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new Vector2(6, 6)); 
 
 base.LoadContent(); 
} 

现在，您会想要使游戏窗口变得更大一些以便更好地工作。添加这些代码到 Game1类的构

造方法的底部：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Height = 768;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Width = 1024; 

为什么使用随机数？ 

那么，为什么要有一个 小（ 大）产生时间，并且为什么用一个这两个时间之间的随

机数来产生敌人呢？ 

答案又回到人工智能上。作为人类，我们的想法不是无意识的。加入一些随机因素使程

序让您觉得更像和人类对手游戏。同时也增加了某种程度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游戏变得更加

有趣更有挑战性。 

好的，因此这里有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用变量来表示 小（ 大）时间和 小（ 大）

速度？ 

一般来说，游戏不会一直只有一种难度。当您玩到一定程度，游戏会变得越来越难。使

用变量来表示这些值让您很容易提高难度水平。在玩家玩游戏期间，您会使敌人更频繁地产

生并且移动得更迅速。 

那么，再多一个问题：“这个很棒，Aaron[1]!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这就是 XNA，我的朋友，XNA 很酷！ 

译注：[1]别忘了，艾恩（Aaron）是本书作者名。 

随机产生精灵 

好，让我们产生一些精灵。您希望精灵是随机产生的，并且会从屏幕的上、下、左、右产

生。目前您只是让它们沿着直线方向移动，不过它们会以不同的速度移动。 

您必须让 SpriteManager 类知道何时去产生下一个敌方精灵。在 SpriteManager 类

中创建一个成员变量来储存标识下次的产生时间： 

int nextSpawnTime = 0; 

下面，您需要初始化这个变量为下一次产生时间。创建一个独立的方法来设置产生时间为之前定义

的等待时间之间的某个值： 
private void ResetSpaw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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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SpawnTime 
= ((Game1)Game).random.Next( 
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然后您需要在 SpriteManager 类的 Initialize 方法中调用新的 ResetSpawnTime

方法，这样变量在游戏一开始就会被初始化。添加以下代码到 Initialize方法的底部，位于

base.Initialize调用之前： 

ResetSpawnTime(); 

现在您需要在 SpriteManager 的 Update 方法中使用 GameTime 变量来检查是否到了

该产生一个新的敌人的时候。添加下面的代码到 Update方法的开始处： 

nextSpawnTi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nextSpawnTime < 0) 
{ 
 SpawnEnemy(); 
 
 // Reset spawn timer. 
 ResetSpawnTime(); 
} 

这段代码首先从 nextSpawnTime变量减去上一次 Update调用到现在经过的毫秒数，一

旦 nextSpawnTime小于 0，产生时间就到了，那么是时候将新的敌方精灵狂暴的愤怒释放给

可怜的玩家了，呃，我的意思是，是时候产生一个自动精灵了。您通过 SpawnEnemy方法来产

生一个新敌人，很快您就会定义它。然后您重置了 nextSpawnTime来检查下一次产生敌人的

时间。 

SpawnEnemy方法需要能够，嗯，产生一个敌人。您需要为这个敌人选择一个随机的出现

地点，在屏幕的上边、左边、右边或下边。您还要基于之前定义的速度变量为这个敌人选择一

个起始速度。要添加敌人精灵到游戏中，您所需要做的就是添加一个新的 AutomatedSprite

到 SpriteList变量中。如下添加 SpawnEnemy的代码： 

private void SpawnEnemy( ) 
{ 
 Vector2 speed = Vector2.Zero; 
 Vector2 position = Vector2.Zero; 
  
 // Default frame size 
 Point 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 Randomly choose which side of the screen to place enemy, 
 // then randomly create a position along that side of the screen 
 // and randomly choose a speed for the enemy 
 switch (((Game1)Game).rnd.Next(4)) 
 { 
  case 0: // LEFT to RIGHT 
   position = new Vector2( 
    -frameSize.X, ((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Height 
    - frameSize.Y)); 
     
   speed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 
    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0); 
   break; 
   
  case 1: // RIGHT to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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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 new 
    Vector2(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Width, 
    ((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Height 
    - frameSize.Y)); 
     
   speed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 
    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0); 
   break; 
   
  case 2: // BOTTOM to TOP 
   position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Width 
    - frameSize.X),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Height); 
     
   speed = new Vector2(0, 
    -((Game1)Game).rnd.Next(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break; 
    
  case 3: // TOP to BOTTOM 
   position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Width 
    - frameSize.X), -frameSize.Y); 
     
   speed = new Vector2(0, 
    ((Game1)Game).rnd.Next(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break; 
 } 
  
 // Create the 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AutomatedSprite(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 

首先，这个方法为为将要被创建的精灵的速度和位置添加了变量。接下来，速度和位置会

被随机选择。方法顶部定义的 frameSize变量用来确定精灵要从窗口边缘偏移多远。 

现在编译并运行程序，您会发现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游戏了。敌人精灵从屏幕的四周

产生，然后它们以不同的速度沿着一条直线穿越屏幕（见图 7‐1）。 

好了，现在是问答时间，让我们看看您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了解多少，还要看下您会遇到什

么问题。让游戏运行一分钟左右，不进行用户输入。有一些精灵可能碰到用户精灵消失掉了，

但是它们大部分飞到屏幕意外。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如何修正呢？ 

如果您的答案是没有删除飞到屏幕以外的物体，那么您就真正理解了游戏理念——干的漂

亮！如果您感到困惑，让我解释一下：当一个自动精灵碰到用户精灵时，它从精灵列表中被移

除并且销毁。然而，如果一个自动精灵穿过屏幕，它只是简单的消失了；您没有做任何事去销

毁那些精灵，而且玩家也不会再碰到那些精灵中的任何一个从而销毁它。结果就是那些精灵永

远在游戏之外，并且每帧进行更新和绘制——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无意义的碰撞检测了。这个

问题会越来越糟，直到某个时刻开始影响游戏的性能。 



 

 

图 7-1 随机产生的敌人正在攻击我们！ 

无关的对象 

这将带我们回到游戏开发的基本元素。一件对所有游戏都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使一个对象

变得“无关”的定义。当一个对象不会再影响游戏中的任何事物时，可以认为它是“无关的”。 

无关性的处理在每个游戏中都不同。有些游戏允许对象离开屏幕并 终返回。其它一些游

戏在对象离开屏幕之前就销毁它们。后者的例子可以在游戏Asteroids中看到。在大多数Asteroids

游戏版本中，当从屏幕的一边向另一边射击时，飞船的子弹实际上在离开屏幕前就消失了。因

为射击有个 大距离让子弹可以移动直到被删除。虽然我对这样的设置不太感冒（是的，我喜

欢可以射击任何我看得到的地方的枪），开发者做主让子弹不能从屏幕的一头达到另一头。您可

以说这样做有这样做的好处，不过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开发者决定是什么构成了子弹的无关

性，当满足这一点时，就删除子弹。 

深入地观察 Asteroids游戏是很有趣的，因为虽然开发者决定在子弹碰到屏幕边缘之前就移

除它们，不过它们对小行星做了相反的事情，当小行星离开屏幕时会被再利用，让它们从屏幕

的另一边出来。同样，您可以说您是否喜欢这样的行为，这样是否合理，但是这不是重点。游

戏开发 棒的一件事就是您主宰着那个世界，并且您可以为所欲为。Asteroids的开发者那样做

了，嘿，谁又会去和一个空前经典的游戏争辩呢，对吧？ 

目前，您没有对您的无关精灵做任何事情。您的精灵们离开了屏幕并且再也没有机会返回

（您只是使得精灵向前移动，没有实现转弯或原路返回的逻辑），因此就此变成无关的了。一旦

您的自动精灵离开了屏幕，您需要检测并移除它们，使它们不会浪费宝贵的 CPU时钟周期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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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绘制永远不会回到游戏中的对象。 

要这样做，您需要添加一个方法到 Sprite 基类中，这个方法接受一个表示窗体矩形

Rectangle类型的参数并返回 true或 false来表明精灵是否在界限之外。添加下面的方法

到 Sprite类中： 

public bool IsOutOfBounds(Rectangle clientRect) 
{ 
 if (position.X < -frameSize.X ||  
  position.Y > clientRect.Width ||  
  position.Y < -frameSize.Y ||  
  position.Y > clientRect.Height)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下面，您需要添加一些代码到 SpriteManager 类的 Update 方法中，来遍历

AutomatedSprites 列表并对每个精灵调用 IsOutOfBounds，删除那些界限之外的精灵。

SpriteManager类的 Update方法已经有了循环遍历所有自动精灵的代码。现在代码应该看

起来是这样： 

// Update all sprites 
for (int i = 0; i < spriteList.Count; ++i) 
 { 
 Sprite s = spriteList[i]; 
  
 s.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s.collisionRect.Intersects(player.collisionRect)) 
 { 
  // Play collision sound 
  if(s.collisionCueName != null) 
   ((Game1)Game).PlayCue(s.collisionCueName); 
    
  // Remove collided sprite from the gam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添加一些代码来检查精灵是否越界。如果是，从游戏中移除它们。之前的循环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这样（新添加的代码用粗体表示）： 

// Update all sprites 
for (int i = 0; i < spriteList.Count; ++i) 
{ 
 Sprite s = spriteList[i]; 
  
 s.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s.collisionRect.Intersects(player.collisionRect)) 
 { 
  // Play collision sound 
  if(s.collisionCueName != null) 
   ((Game1)Game).PlayCue(s.collisionCueName); 
    
  // Remove collided sprite from th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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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Remove object if it is out of bounds 
 if (s.IsOutOfBounds(Game.Window.ClientBounds)) 
 {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现在您的无关精灵在它们离开屏幕之后就会被删除。您的游戏只会为屏幕中的对象进行更

新、绘制、运行碰撞，而这会大幅提高性能，特别是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 

创建一个追逐精灵 

如同之前提到过的，当由计算机控制对象时，任何游戏的目标是使得对象表现的智能程度

让玩家无法分辨是由人类在控制还是计算机在控制。很明显的，我们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您添加的自动精灵仅仅只是沿着直线前进。虽然您对 SpriteManager 做了些很棒的工

作，我们还没有讨论如何去改善自动精灵的移动。 

让我们添加一些不同的对象来做些比直线移动更智能的事情。 

在这一部分里，您将创建一种新类型的精灵，将会在屏幕上四处追逐用户控制的精灵。您

可以用下面很简单的追踪逻辑做到这一点： 

if (player.X < chasingSprite.X) 
 chasingSprite.X -= 1; 
else if (player.X > chasingSprite.X) 
 chasingSprite.X += 1; 
  
if (player.Y < chasingSprite.Y) 
 chasingSprite.Y -= 1; 
else if (player.Y > chasingSprite.Y) 
 chasingSprite.Y += 1; 

基本上，这个算法比较玩家精灵和追逐精灵的位置。如果玩家的 X 坐标小于追逐精灵的 X

坐标，就减少追逐精灵的 X 坐标。如果玩家的 X 坐标大于追逐精灵的 X坐标，就增加追逐精灵

的 X 坐标。对于 Y坐标也是如此。 

要实现追逐精灵，您应该创建一个派生自 Sprite的新类，不过在做那之前，您可以在之

前的算法中看到新类需要知道玩家对象的位置。看看现在的 Sprite类和它的派生类，没有办

法得到这个信息。所以，您需要添加一个公共的访问器到 Sprite基类中来返回精灵对象的位

置： 

public Vector2 GetPosition 
{ 
 get { return position; } 
} 

然后，在您的 SpriteManager类中添加一个方法，它将返回玩家对象的位置。 

public Vector2 GetPlayerPosition( ) 
{ 
 return player.GetPos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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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您需要在项目中添加一个新类（右键点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的项目，选择 Add→

Class…），命名新类文件名为 ChasingSprite.cs，然后用以下代码替换自动生成的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namespace AnimatedSprites 
{ 
 class ChasingSprite : Sprite 
 { 
  // Save a reference to the sprite manager to 
  // use to get the player position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public Chas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collisionCueNam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 
  public Chas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 
   
  public override Vector2 direction 
  { 
   get { return speed; }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 Use the player position to move the sprite closer in 
   // the X and/or Y directions 
   Vector2 player = spriteManager.GetPlayerPosition( ); 
    
   // Because sprite may be moving in the X or Y direction 
   // but not both, get the largest of the two numbers and 
   // use it as the speed of the object 
   float speedVal = Math.Max( 
    Math.Abs(speed.X), Math.Abs(speed.Y));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speedVal; 
   else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speedVal;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speedVal; 
   else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speedVal;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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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一段代码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您使用的命名空间是 AnimatedSprites。这是

您在本书开始几章中应该使用的命名方式。如果命名空间有问题，您可能希望为您的项目起个

别的名字。看看 Game1类的命名空间，使用同样的名字。 

接下来，注意构造方法几乎和 AutomatedSprite类的中的一个样，只有一个关键的差异：

这里，您添加了一个 SpriteManager 类型参数和一个局部 SpriteManager 类型变量来引

用通过这个参数传递进来的对象。在 Update方法调用期间，这个变量通过之前添加的方法来

得到玩家的位置。 

另一个要了解的重要事情是 Update 方法中发生了什么。您获得玩家的位置并使用

Sprite基类中指定的 speed成员变量的两个坐标中的 大值来运行追踪逻辑（因为精灵只会

沿着 X 方向或 Y方向移动，而不会同时沿着两个方向移动）。 

您要做的 后一件事是修改 SpriteManager 类的 SpawnEnemy 方法来使追逐精灵起作

用。您要用 ChasingSprite 类型代替 AutomatedSprite 类型来创建精灵。结果就可以在

随机的时间间隔内产生追逐精灵，然后当您运行时会觉得它们的表现很不错。SpriteManager

类中的 SpawnEnemy方法的尾部，spriteList.Add方法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spriteList.Add( 
 new Chas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运行程序，然后准备好开始逃亡生涯吧。您可以试着躲避精灵，但是 终会因为精灵数量

太多而撞上它们。试着使用一个游戏手柄或键盘来迎接更困难的挑战。您的程序现在看起来应

该和图 7‐2 一样。 

您可以很简单的用 Sprite 类的 speed 成员变量乘以某个值来增加或减少算法的难度。

增加速度会使追逐精灵更快的追逐玩家，减少速度会减慢它们的步伐。如您所见，追逐精灵一

定会在屏幕上追上玩家，不过我们会为了这个游戏的目的做些小小的调整。您要编程使它们在

玩家水平移动时，从垂直方向追逐；当玩家垂直移动时，从水平方向追逐，而不是无期限的紧

追玩家。这样一来，如果玩家成功躲避了追逐精灵，它们就会越过屏幕然后从游戏中被删除。 

为了实现这个，您首先需要指出给定精灵朝哪个方向移动（记住那些精灵只会朝一个方向

移动——上、下、左或右）。如果精灵朝水平方向移动，您只调整精灵的垂直移动去追逐玩家；

如果精灵垂直移动，您只调整精灵的水平移动来追逐玩家。这会使精灵在追逐玩家的同时保持

它们的原始方向。 

用以下代码替换 ChasingSprite类中的 Update方法：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 First, move the sprite along its direction vector 
 position += speed; 
  
 // Use the player position to move the sprite closer in 
 // the X and/or Y directions 
 Vector2 player = spriteManager.GetPlayerPosition(); 
  
 // If player is moving vertically, chase horizontally 
 if (speed.X == 0) 



 

 

图 7-2 我无法躲开那些精灵！ 

 {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Math.Abs(speed.Y); 
  else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Math.Abs(speed.Y); 
 } 
  
 // If player is moving horizontally, chase vertically 
 if (speed.Y == 0) 
 {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Math.Abs(speed.X); 
  else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Math.Abs(speed.X); 
 }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这个小小的修改使追逐只在一个方向进行。这个方法以精灵 position 成员加上 speed

成员开始。这将使精灵沿着 speed向量的方向移动。 

在位置更新后，获得玩家的位置。当您编写产生自动精灵的代码时，代码随机产生一个

Vector2值作为速度，X或 Y坐标会有一个 0 值（比如，精灵只会在水平或垂直方向移动，而

不会沿对角线移动）。因此，算法下一步检查 speed的哪一个坐标为 0来确定追逐精灵朝哪个

方向移动。如果 X 坐标为 0，意味着精灵沿垂直方向移动，然后算法仅仅调整精灵的 X 坐标来

水平追逐玩家。结果就是精灵持续移动或穿过屏幕。然后算法对水平移动的精灵运行同样的检

查。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您会看到精灵水平或垂直穿越屏幕，但是会稍稍的靠向玩家所在的

 92 



 

  93

位置。游戏中您可能注意到了，移动快速的精灵比移动慢的更难躲避。因为它们以和穿过屏幕

时相同的速度来追逐玩家。 

恭喜！现在您的确是有所进展了。不光是您的游戏看起来和感觉起来更像一个真正的游戏，

并且编写了一个人工智能算法使精灵能够对真人玩家的移动做出反应。酷毙了！ 

创建一个躲避精灵 

现在您的程序中有了两种类型的自动精灵：一种穿越屏幕不会改变方向，另一种会逐渐改

变方向来追逐玩家。 

在这一部分，您会创建另一种和追逐精灵很类似的精灵，不过这一种精灵会尝试躲避玩家。

为什么您要编写一个精灵来躲避玩家呢？这种精灵会用在某些玩家想要得到的东西上面（比如

能力的提升，额外的生命数或其它东西），所以精灵会捉弄玩家，先让玩家接近它，不过当玩家

离它足够近时，它会往另一个方向逃走。这会为游戏添加一个不错的元素，让它更具有挑战性。 

让我们开始吧。添加一个新类文件到项目中，叫做 EvadingSprite.cs。这个精灵的代码将会

和刚刚为 ChasingSprite精灵编写的代码很类似——如此地相似，实际上从那段代码开始要

比从头开始写容易得多。删除 EvadingSprite.cs 中自动生成的代码，然后把 ChasingSprite.cs 中的

代码拷贝过来，不过记得修改类的名字和构造方法的名字。现在 EvadingSprite.cs 看起来应该是

这样：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namespace AnimatedSprites 
{ 
 class EvadingSprite : Sprite 
 { 
  // Save a reference to the sprite manager to 
  // use to get the player position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public Evad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collisionCueNam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 
   
  public Evad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 
  public override Vector2 direction 
  { 
   get { return spe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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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 First, move the sprite along its direction vector 
   position += speed; 
    
   // Use the player position to move the sprite closer in 
   // the X and/or Y directions 
   Vector2 player = spriteManager.GetPlayerPosition( ); 
    
   // If player is moving vertically, chase horizontally 
   if (speed.X == 0) 
   {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Math.Abs(speed.Y); 
    else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Math.Abs(speed.Y); 
   } 
    
   // If player is moving horizontally, chase vertically 
   if (speed.Y == 0) 
   {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Math.Abs(speed.X); 
    else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Math.Abs(speed.X); 
   }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 
} 

因为这些代码和您的 ChasingSprite对象使用的代码相同，现在创建一个这个类型的对

象也会在屏幕上追逐玩家。不过，您想要编写从玩家身边逃离的对象。 

首 先 ， 您 需 要 告 诉 SpriteManager 来 创 建 EvadingSprite 类 型 而 不 是

ChasingSprite 类 型 的 对 象 。 修 改 SpriteManager 类 中 SpawnEnemy 方 法 的

spriteList.Add调用： 

spriteList.Add(new Evad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现在您就准备编写躲避算法了。算法很简单，实际上就是追逐算法的反转：如果玩家位置

的 X 坐标小于躲避精灵的 X 坐标，就增加躲避精灵的 X 坐标使它远离玩家。 

您可以交换追逐算法中的加法和减法。并且，因为现在是躲避玩家，您不关心之后精灵的

移动方向，所以您可以移除两个判断精灵移动方向的语句，做了这些改变之后，

EvadingSprite类的 Update方法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 First, move the sprite along its direction vector 
 position += speed; 
  
 // Use the player position to move the sprite closer in 
 // the X and/or Y directions 
 Vector2 player = spriteManager.GetPlayerPos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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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ve away from the player horizontally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Math.Abs(speed.Y); 
 else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Math.Abs(speed.Y); 
   
 // Move away from the player vertically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Math.Abs(speed.X); 
 else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Math.Abs(speed.X);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现在编译并运行项目，您会发现几乎不可能追上精灵。它们在还没有靠近玩家之前就跑向

另一边了。 

当精灵可以这么能干地躲开玩家的时候，实在是不怎么有趣。您在自己的游戏中失败，这

很差劲。让我们修改一下新精灵让它可以像自动精灵一样在屏幕上移动，不过，当玩家进入一

个特定范围时，开启躲避算法然后精灵开始逃走。 

添加一些新变量到 EvadingSprite类中：一个用来检测什么时候激活躲避算法，一个用

来决定精灵以多大的速度从玩家身边逃离，然后另一个用来保持精灵的状态（可能的状态是躲

避和不躲避）。默认的，您应该使这个变量将精灵标识为不躲避状态： 

float evasionSpeedModifier; 
int evasionRange; 
bool evade = false; 

为什么为躲避单独使用一个速度呢？您不是必须这样做，不过躲避策略会使玩家稍微有些

意外。游戏中的其它精灵不是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就是追逐玩家。有一个可以改变方向移动的

精灵会有一些惊奇并使玩家更难于应付。提供一个像这样的变量可以让您增加或减少精灵在躲

避模式时的速度。您能够调整这个数值，直到一个作为玩家和开发者都觉得合适的数值。 

接着，修改构造方法来接受 evasionSpeedModifier和 evasionRange变量。您应该

在构造方法体内将传递进来的变量赋值给成员变量： 

public Evad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float evasionSpeedModifier, 
 int evasionRang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collisionCueNam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this.evasionSpeedModifier = evasionSpeedModifier; 
 this.evasionRange = evasionRange; 
} 
 
public Evad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float evasionSpeedModifier, int evasionRang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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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this.evasionSpeedModifier = evasionSpeedModifier; 
 this.evasionRange = evasionRange; 
} 

现在您需要修改 Update 方法，添加一些逻辑代码，使得精灵在和玩家的位置小于

evasionRange 值之前都像一个自动精灵那样移动。您可以用 Vector2.Distance 方法来

确定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 

一旦玩家和精灵之间的距离小于 evasionRange，您需要反转精灵的方向并激活躲避算

法。算法运行直到精灵被销毁。 

您的 Update方法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 First, move the sprite along its direction vector 
 position += speed; 
  
 // Use the player position to move the sprite closer in 
 // the X and/or Y directions 
 Vector2 player = spriteManager.GetPlayerPosition( ); 
  
 if (evade) 
 { 
  // Move away from the player horizontally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Math.Abs(speed.Y); 
  else if (player.X > position.X) 
   position.X -= Math.Abs(speed.Y); 
  // Move away from the player vertically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Math.Abs(speed.X); 
  else if (player.Y > position.Y) 
   position.Y -= Math.Abs(speed.X); 
 } 
 else 
 { 
  if (Vector2.Distance(position, player) < evasionRange) 
  { 
   // Player is within evasion range, 
   // reverse direction and modify speed 
   speed *= -evasionSpeedModifier; 
   evade = true; 
  } 
 }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后，您需要再次修改 SpriteManager 类 SpawnEnemy 方法中的 spriteList.Add

调用，添加新加入的成员变量参数到 EvadingSprite 的构造方法中。对于新手来说，.75f

作为速度值，150作为躲避范围值。这些值使精灵和玩家进入 150个单位的范围内时开始以正

常速度的四分之三躲避玩家： 

spriteList.Add( 
 new Evad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75f, 150));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您会看到精灵似乎有了一点“智能”。它们检测玩家何时靠近，然后

转向相反的方向逃走。并且您会发现您可以追上它们中的大部分，但是它们仍然有一些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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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在屏幕上添加玩家实际需要躲避的精灵之外的精灵，这个躲避技巧将足够用来呈现一个

不错的挑战。 

所以这个算是人工智能吗？ 

嗯，不算是。我们甚至还没有触及到人工智能算法的表层。实际上，一些中坚 AI专家会说

这完全不是人工智能——而且很可能他们是对的。此外，这个学科有些模棱两可，谁又能说您

做的是否真的实现了人工智能呢？ 

重点是您有些时候可以游离于科学称谓之外。真正的人工智能研究和算法绝对存在于世界

上的某处，不过大概不会在一个 2D 躲避精灵游戏中。当编程 AI 对象时——特别是视频游戏中

——通常会有一个“足够好”的确定等级的“智能”。您可以花费数月或数年的时间来为这个游

戏微调算法，直到您可以说这是真正的人工智能，不过要花费多少成本，况且这对玩家的又有

什么好处呢？ 

遗憾的是，对于应该达到的人工智能程度或质量，没有一个对或错的答案，而且作为一个

开发者，这变成您必须做出的决定。 终，由您来决定算法什么时候需要改进，并且对于您的

目的来说，什么样的程度算是足够好。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现在您快要完成了。在下一章里，您会微调游戏性并且做一些包装。与此同时，让我们回

顾一下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 您学习了一些人工智能的背景。 

• 您创建了一个随机产生精灵的工厂。 

• 您了解了无关对象和应该怎么处理它们来提高性能。 

• 您创建了一个在屏幕上追逐玩家的精灵。 

• 您创建了一个会躲避玩家的精灵。 

• 您沉醉于 XNA的精髓。 

总结 

• 人工智能意味着很多东西，主要是因为“智能”这个术语本身就是模棱两可难于定义的。 

• 阿兰•图灵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他的许多工作直接与游戏开发者的目的相关。 

• 无关对象是那些不会再影响游戏的对象（例如，发射到天空中并没有击中任何东西的子弹）。

这些对象必须被删除以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增加而对游戏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 为了实现追逐算法，检查玩家的位置和追踪者目前位置的关系，然后使追逐对象向玩家方

向移动。 

知识测试：问答 

1.  什么是图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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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人工智能如此难于理想化？ 

3.  在视频游戏中是什么是对象变成无关的？要怎么处理无关对象？为什么？ 

4.  如果您有一个位置保存在一个叫做 PlayerPos 的 Vector2 对象中的玩家和一个位置

保存在 ChasePos（同 PlayerPos）的追逐精灵，什么样的算法可以使追逐精灵追逐您的玩

家？ 

知识测试：练习 

用您在这一章里学到的知识创建另一种精灵对象。使这种精灵在屏幕上随机移动。要做到

这一点，您应该创建一个随机计时器表示何时对象应该改变方向。当计时结束时，让对象往一

个不同的方向移动，然后重置随机计时器为一个新的随机时间，作为精灵下一次改变方向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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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整      合

到目前为止，您已经构建了一套可靠的设计，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未来它可能变成一

个相当酷的游戏。再次重申，游戏的主题是：让玩家控制一个精灵，尽量避免在追逐精灵飞过

屏幕的时候碰到它们，并设法抓住躲避精灵。现在您需要增加一些得分规则和游戏逻辑，并做

一些其它的微调来让您的游戏成为您希望的样子。 

在本章里，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增加一些得分规则。当您编写一个游戏程序并着手

研究得分规则时，第一步是去决定哪些事件会触发得分的变化。有时某种类型的武器击中了玩

家，得分将发生变化。有时，玩家自己击中某些物体，或者玩家完成某些任务（即回答对某个

问题、解决了一个难题，等等）时，您也会去改变得分。 

在这个游戏中，当一个敌对的精灵离开屏幕而没有冲撞到玩家（意味着玩家成功地躲开了

那个精灵）时，您将改变得分。 

由于这种得分机制，您需要为每一个敌方精灵设置分数。某些精灵可能比其它精灵值更多

的分数，这取决于它们的速度或其它一些因素。 

除了决定如何计算分数，您还需要在屏幕上绘制得分。我们将会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看

看如何在一个敌方精灵穿越屏幕时调整得分。 

除了在游戏中增加得分计算和学习用 SpriteFont类绘制文本之外，在本章中，您还将通

过为每个类型的精灵引入不同的精灵位图和声音的方式为您的精灵增添一些变化。您还需要一

张背景图片，研究游戏状态，以及在游戏中增加能力提升功能。 

绘制 2D文本 

本章是建立在您在第 7章编写的代码的基础之上的。打开那个游戏项目，整章中都会使用

到它。 

首先，您需要为 Sprite基类声明一个整型变量来表示精灵的分数值（也请注意同时通过

自动实现的属性添加公共访问方法）： 

public int scoreValue {get; protected set;} 

同时修改 Sprite类的构造方法来传入一个整型的分数值。第一个构造方法将分数值传递

给第二个构造方法，第二个构造方法应该使用该值设置 scoreValue成员变量。Sprite类的

构造方法现在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public 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int scoreValue) 
 : this(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default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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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reValue) 
{ 
} 
 
public 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int scoreValue) 
{ 
 this.textureImage = textureImage; 
 this.position = position; 
 this.frameSize = frameSize; 
 this.collisionOffset = collisionOffset; 
 this.currentFrame = currentFrame; 
 this.sheetSize = sheetSize; 
 this.speed = speed; 
 this.collisionCueName = collisionCueName; 
 this.millisecondsPerFrame = millisecondsPerFrame; 
 this.scoreValue = scoreValue; 
} 

您将需要改变派生类（AutomatedSprite、ChasingSprite、EvadingSprite 和

UserControlledSprite）的构造方法以便接受整型分数值参数和传递该值到基类构造方法

中。这些精灵的构造方法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 

• AutomatedSprite类的构造方法： 
public Automat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int scoreValu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collisionCueName, scoreValue) 
{ 
} 
 
public Automat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int scoreValu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scoreValue) 
{ 
} 

• ChasingSprite类构造方法： 
public Chas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int scoreValu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collisionCueName, scoreValu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 
 
public Chas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int scoreValu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scoreValu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 



 

• EvadingSprite类构造方法： 
public Evad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float evasionSpeedModifier, 
 int evasionRange, int scoreValu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collisionCueName, scoreValu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this.evasionSpeedModifier = evasionSpeedModifier; 
 this.evasionRange = evasionRange; 
} 
 
public Evad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float evasionSpeedModifier, int evasionRange, 
 int scoreValu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scoreValu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this.evasionSpeedModifier = evasionSpeedModifier; 
 this.evasionRange = evasionRange; 
} 

• UserControlledSprite类构造方法： 
public UserControll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null, 0) 
{ 
} 
 
public UserControll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null, 0) 
{ 
} 

 

UserControlledSprite类没有与之关联的分值，因为玩家不会由于

躲避自己控制的精灵而获得奖励。因此，您不必为这个类的构造方法添加新的参

数，但您需要传递一个 0值到基类构造方法的 scoreValue参数中。 

后，在 SpriteManager类中，当初始化新建的 Sprite对象时，您需要添加分数值作

为该构造方法的 后一个参数。目前您只在 SpawnEnemy方法的 后创建了 EvadingSprite

对象。现在为您所创建的 EvadingSprite 添加一个零值的得分。（在本章稍后，您需要添加

一些逻辑规则，以创建出不同类型的精灵，并根据它们类型分别赋予不同的分数。）目前您在

SpawnEnemy方法中创建 EvadingSprite对象的代码应该是这样的： 

spriteList.Add( 
 new Evad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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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75f, 150, 0)); 

现在您有了一个在游戏中基于不同的精灵引发的事件来计算得分的方法。虽然您现在只是

使用零作为分数值，但是基本的代码已经成型，所以您可以开始为游戏编写一些得分逻辑了。

首先，您需要向 Game1类中添加一个表示当前游戏得分的变量： 

int currentScore = 0; 

现在，您已经准备好在屏幕上绘制得分了。绘制 2D 文字的方式与您绘制精灵的方式非常

相似。为了绘制每一帧，您需要使用 SpriteBatch 和一个 SpriteFont 类的对象来在帧上

绘制文本。当您在屏幕上绘制 2D 图像时，您需指定一张使用到的图片文件和一个存储该图片

的 Texture2D对象。然后 XNA会从内存中提取图像并将数据发送到显卡上。 

使用 SpriteFont类的对象进行绘制时也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创建一个精

灵字体文件。这是一个定义给定字体特征的 XML 文件，包括字体类型、字体大小、字体间距等

信息。SpriteFont 对象用来在内存中表示精灵字体。当 SpriteFont 对象被绘制时，XNA

将会使用您想绘制的文本和 XML 文件所指定的字体来创建 2D 图像。然后图像会被送入显卡中

以呈现在屏幕上。 

当绘制游戏得分时，您将使用到 currentScore 变量值。随着变量的值的改变，屏幕上

的分数将会被更新。 

为了使用 SpriteFont在屏幕上绘制文本，您需要在项目中添加精灵字体资源。首先，在

项目里为 font对象新建一个素材文件夹。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里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

项目上，点击鼠标右键并选择 Add→New Folder，并将见创建的文件夹命名为 Fonts。现在，添

加精灵字体资源。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在新创建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Fonts 文件夹

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Add→New Item…。在“Add New Item”窗口的左边栏中，选择“Visual 

C#”类别。在模板中选择 Sprite Font，并把它命名为 Score.spritefont（见图 8‐1）。 

 

图 8-1 向您的项目添加 Arial.sprit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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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精灵字体时，XNA 4.0 将默认使用Kootenay字体。要修改字体，您需要编辑精灵字

体文件，修改字体名称（对应的代码行为“<FontName>Kootenay</FontName>”）。建议您

在http://creators.xna.com/en‐us/contentpack/fontpack上可以找到的字体包中选择字体。 

 

精灵字体（SpriteFont）是一种通过内容管道来挑选和处理的资源。

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必需在 AnimatedSpritesContent 项目中创建。 

一旦您点击了 Add 按钮，精灵字体文件将会被创建并在 Visual Studio中打开。您需要注意

那是一个包含诸如字体名称、大小、间隔和样式等信息的 XML 文件。您可以修改这些值来定制

您想要的字体。 

接下来，您需要添加 SpriteFont 变量，以便于在内存中存储您的精灵字体。在 Game1

类中添加下面的类成员变量： 

SpriteFont scoreFont; 

现在，就像您加载大多数其它的游戏资源那样，通过内容管道来加载 SpriteFont对象。

您将会使用 Content.Load方法从内容管道中获取字体。在 Game1类的 LoadContent方法

中添加如下代码： 

scoreFont = Content.Load<SpriteFont>(@"fonts\arial"); 

下一步是真正地在屏幕上绘制文字。正如前面介绍的那样，这是通过 SpriteBatch对象

来完成的。您需要使用 SpriteBatch的 DrawString方法（而不是 Draw方法）来绘制文字。

在 Game1 类的 Draw 方法中添加如下代码，位于 GraphicsDevice.Clear 和 base.Draw

的调用之间： 

spriteBatch.Begin( ); 
 
// Draw fonts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Score: " + currentScore, 
 new Vector2(10, 10), Color.DarkBlu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1); 
 
spriteBatch.End( ); 

请注意字体需要在GraphicsDevice.Begin和SpriteBatch.End的调用之间被绘制。

这是因为 XNA采用与处理其它 2D 图像资源相同的方式处理精灵字体。 

DrawString方法具有与SpriteBatch.Draw方法相似的参数。您可以调整文字的位置、

颜色、缩放比例等。DrawString 的第一个参数是您想要用来绘制的 SpriteFont 对象，第

二个参数是您真正想要绘制的文字的内容。 

 

在 XNA 2.0 中，等宽字体(monospaced font)不能很好地渲染，XNA 会像

普通字体（失去等宽字体的优势）一样处理它们。在 XNA 4.0 中，这个问题已

经被修复了，等宽字体现在能够很好地渲染了。 

这时编译运行游戏，您将会看到屏幕左上角显示的分数，如图 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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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得漂亮！您现在有了一个总分，这意味着您又向完成游戏迈进了一步。不过，现在的问

题是您从未更新过游戏得分。在这之前，您需要添加在随机时间间隔内创建不同类型的精灵（而

不是创建单一的精灵）的逻辑规则。完成了这些更改之后，您才能为不同类型的精灵添加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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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耶！得分……等等……我的得分是零……嗯…… 

随机生成不同精灵类型 

为了随机生成不同的类型的精灵，您首先需要确定每种类型精灵被创建的几率。这个游戏

里的大部分精灵将是 AutomatedSprite，其次是 ChasingSprites，而 EvadingSprites

只会偶尔出现。在这节里，您将给每种类型的精灵分配出现的几率。每当新的精灵产生时，您

将根据这些几率决定产生的是那种精灵。您可以一边玩一边尝试调整每一种类型的精灵的产生

几率，直到您满意为止。 

首先，在 SpriteManager类中添加三个新的类变量，以表示每种精灵生成的几率： 

int likelihoodAutomated = 75; 
int likelihoodChasing = 20; 
int likelihoodEvading = 5; 

您会注意到这些值加起来正好等于 100（代表 100%）。本质上，它们表示生成

AutomatedSprite 的几率是 75%，生成 ChasingSprite 的几率是 20%，而生成

EvadingSprite的几率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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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需要添加可以生成随机数的代码，并且根据随机数的值，创建三种类型的精灵中

的一种。打开 SpriteManager 类，并把 SpawnEnemy 程序末尾这段对 SpriteList.Add

函数调用的程序： 

spriteList.Add( 
 new Evad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75f, 150, 0)); 

替换为下面的代码： 

// Get random number 
int random = ((Game1)Game).rnd.Next(100);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 Create Automated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AutomatedSprite(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0)); 
} 
else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likelihoodChasing) 
{ 
 // Create Chasing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ChasingSprite(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0)); } 
else 
{ 
 // Create Evading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EvadingSprite(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75f, 150, 0)); 
} 

这段代码首先会生成一个介于 0 和 99 之间的随机数，然后将生成的随机数与

AutomatedSprite生成几率进行比较。如果生成的随机数较小，则创建 AutomatedSprite。

否则将它与 AutomatedSprite 的生成几率和生成 ChasingSprite 的几率之和进行比较。

如果随机数少于两者之和，就创建 ChasingSprite。反之，如果不少于两者之和，

EvadingSprite就被创建。 

如果不明白上面的解释的意思，那么不妨试着用这种方式来考虑：对于这个例子里的随机

数（在 0 和 99 之间的某个数），首先看它是否比 75小。如果是，则生成 AutomatedSprite。

这表示生成 AutomatedSprite 的几率是 75%，这正是您想要的。如果大于 75，则再看它是

否小于 95（即 AutomatedSprite的 75%可能性加上 ChasingSprite的 20%可能性之和）。

因为这种比较在随机数小于 75 的情况下将永不会被执行，实际上就是检查随机数字是否在 75

和 94 之间——这表示有 20%的几率会生成 ChasingSprite（同样，这正是您想要的）。 后，

如果上述情况都不出现——换言之，如果随机值在 95 和 99之间，也就是有 5%的几率，那么就

将会生成 EvadingSprite，这也正是您想实现的。   

好极了！所有的元素都开始整合在一起了。编译并运行游戏，然后您会注意到，主要生成

的是 AutomatedSprite，一些 ChasingSprite 会混进来，而 EvadingSprite 会偶尔出

现。祝您玩得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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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阶段，游戏的问题在于虽然精灵们有着不同的行为，但它们的外形却都大体相似。

这不仅会使游戏变得有点沉闷，也会使期望着类似外形的精灵对应类似行为的玩家感到迷惑。

这就需要依精灵类型的不同添加不同的变化。 

增加精灵的多样性 

首先，您需要更多的图像。如果还没有的话，请下载本书本章节的源代码。在本章节的源

代码中（位于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 目录下），您会看到一些不同类型

的精灵对应的文件。 

鼠标右键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的 Content\Images目录，选择 Add→Existing Item…，导航到

该章节源代码的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 目录，并把 bolt.png、

fourblades.png、threeblades.png 和 plus.png 这几个图像添加到项目中去。 

除了给每一个新的精灵搭配新的图像之外，您也许还想要不同类型的精灵在碰撞时有不同

的声音。同样，在本章节的源代码中的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 目录下

您 会 看 到 一 些 .wav 文 件 ， 请 在 Windows 资 源 管 理 器 中 把 boltcolli‐sion.wav 、

fourbladescollision.wav、pluscollision.wav 和 threebladescollision.wav 从该目录复制到您的项目的

Content\Audio 目录中去。请谨记，当实际处理这些声音文件时，不要把它们添加到 Visual Studio

的项目中去。您需要把这些文件复制到项目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目录下，但是是使

用 XACT而不是 Visual Studio把它们添加到项目中去。 

当把文件都复制过去了之后，请打开 XACT以便于把这些新的.wav 文件添加到 XACT项目中

去。在 XACT 中，装载游戏的声音项目（该文件必须位于项目的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文件夹下，且必须命名为 GameAudio.xap）。在左边的树形菜单上双击 Wave Bank和 Sound Bank

节点，打开 XACT项目的波形库和声音库窗口。 

如图 8‐3 所示。在 Wave Bank 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Insert Wave  File(s)…，选中之前

复制到项目 AnimatedSpritesContent\Audio 文件夹下的那四个新.wav 文件。 

当单击 Open的时候，这些.wav文件就会被添加到波形库窗口中，效果应该如图 8‐4所示。 

然后，把刚添加到波形库窗口中的项目拖入到声音库窗口的 Cue  Name 区域中。把它们拖

入 Cue Name区域而不是 Sound Name区域是因为需要为每个声音创建 cue名称，以便于从代码

中播放。现在，您的窗口应该如图 8‐5 所示，在波形库窗口中有新的声音列表，在声音库窗口

有 Sound Name（声音名）和 Cue Name区域。 



 

 

图 8-3 选择四个新的.wa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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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四个.wav 文件添加到波形库窗口中并以红色字体高亮显示 

如第 6 章所述，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声音的音量。如果觉得（设置）满意，就可以

保存项目，退出 XACT，并返回到 Visual Studio。 

现在，当不同种类的精灵产生的时候您需要给它们指配不同的图像和声音。幸运的是，因

为您已经设计了 SpriteManager类，这个对您来说就很容易了。您已经随机的创建了不同种

类的精灵，现在您需要做的只是把这些图像和声音应用在精灵上。 

您可能对刚才所添加的几个文件还有一些疑惑，因为到目前为止，您只有三种类型的精灵。



 

但其实您的项目里有六种不同的精灵位图。请仔细看看表 8‐1，探讨一下在本游戏中各个精灵

元素的潜在用途。 

 

图 8-5 为这些新文件添加 Cue 名称 

表 8-1 精灵位图像及其用途 

精灵位图像 名称 用途 
三环（Three rings） 用于玩家操控的精灵. 

 

三箭（Three blades） 这个锯齿状图像（包括四箭图像）是用在 Automated

Sprites类中代表玩家敌对一方的.玩家必须避开此

类物体的碰击,否则游戏将结束.在本节的晚些时候您

将会给游戏加上“生命”,允许玩家在游戏结束前被击

中数次.  

四箭（Four blades） 这个锯齿状图像（包括三箭图像）是用在 Automated

Sprites类中代表玩家敌对一方的.玩家必须避开此

类物体的碰击,否则游戏将结束.在本节的晚些时候您

将会给游戏加上“生命”,允许玩家在游戏结束前被击

中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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骷髅球（Skull ball） 

 

用在 ChasingSprites类中来追逐玩家.如果一个该

类型的物体击中玩家精灵,则其移动的速度会在一小段

时间内缩减为原来的 50%,使其更难躲避 Automated 

Sprites类的物体. 

 

加号（Plus） 用在 ChasingSprites类中来追逐玩家.如果一个该

类型的物体击中玩家精灵,则其个体大小会在一小段时

间内变为为原来的 2倍,使其更难躲避 Automated 

Sprites类的物体. 

 

闪电（Bolt） 用在 EvadingSprites类中.这个精灵类型是唯一一

个玩家真正想撞到的物体.撞到一个闪电会在一小段时

间内增加玩家的移动速度,使其更容易的躲避

AutomatedSprites类的物体. 

在 SpriteManager 类的 SpawnEnemy 方法中，您已经添加了随机生成不同种类精灵的

代码。您需要改写代码来创建上表提到的五种非玩家精灵类型的一种。如果随机数比较表明您

需要创建一个 AutomatedSprite物体，您就得再做一个随机运算来决定是创建一个三箭还是

四箭物体（两个都有 50%的可能性）。同样，如果需要创建一个 ChasingSprite 物体，您就

得再做一个随机运算来决定是创建一个增量还是骷髅球（还是那样，每一个都有 50%的可能性）。

后，如果需要创建一个 EvadingSprite物体，您就得创建一个闪电精灵。 

请把下面您刚刚添加在 SpawnEnemy方法末尾的代码： 

// Get random number 
int random = ((Game1)Game).rnd.Next(100);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 Create Automated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AutomatedSprite(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0)); 
} 
else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likelihoodChasing) 
{ 
 // Create Chasing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ChasingSprite(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0));  
} 
else 
{ 
 // Create Evading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EvadingSprite(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75f, 15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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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为： 

// Get random number between 0 and 99 
int random = ((Game1)Game).rnd.Next(100);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 Create an AutomatedSprite. 
 // Get new random numb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 create a three-blade or four-blade sprite. 
 if (((Game1)Game).rnd.Next(2) == 0) 
 { 
  // Create a four-blade enemy 
  spriteList.Add( 
   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fourblades"),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fourbladescollision", 0)); 
 } 
 else 
 { 
  // Create a three-blade enemy 
  spriteList.Add( 
   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blades"),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threebladescollision", 0)); 
 } 
} 
else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likelihoodChasing) 
{ 
 // Create a ChasingSprite. 
 // Get new random number to determine whether 
 // to create a skull or a plus sprite. 
 if (((Game1)Game).rnd.Next(2) == 0) 
 { 
  // Create a skull 
  spriteList.Add( 
   new Chas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0)); 
 } 
 else 
 { 
  // Create a plus 
  spriteList.Add( 
   new Chas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plus"),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4), speed, "pluscollision", this, 0)); 
 } 
} 
else 
{ 
 // Create an Evading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Evad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bolt"),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boltcollision", this, 
   .75f, 150, 0)); 
} 

有一点很重要，需要引起注意，附加的 ChasingSprite类的精灵列表文件有六列但只有



 

  111

四行，而其它的却都是六列八行。如果您运行游戏时发现这个附加的精灵闪动、消失然后重现

的话，这很可能就是上述问题造成的。 

现在就可以编译并运行游戏了，效果如图 8‐6 所示，您应该看到的是各种物体以不同的方

式围着屏幕移动。而且当物体碰撞到玩家时，也应当发出不同的声音。 

您可能会收到 AnimatedSprite 类中关于 likelihoodEvading 变量的编译警告，因

为程序中声明了该变量却从未使用过它。如果您看一下代码的话，您会发现该变量真的只是用

来显示创建一个规避精灵的百分比可能性。该值在代码中并没有使用过。如果想消除这个警告，

您可以注释掉该行（尽管如此，不要移除它，因为它对于维护用途来说，是有用的——该变量

可以快速地显示躲避精灵创建的百分比可能性）。 

添加背景图片 

下一步，您可以给您的游戏添加一张背景图片来增加一点韵味。在本章的源代码中（同样

位于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目录下），您会看到一张名为 background.jpg

的 图 片 。 按 照 添 加 其 它 图 片 一 样 的 方 式 添 加 该 图 片 到 项 目 中 去 （ 右 击

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文件夹，选择 Add→Existing Item…，并导航到附加在源代码中的

background.jpg 图片）。 

构建 SpriteManager类的目的是处理动画精灵和派生类。像添加背景这类简单的事情就

把它加到 Game1类中就可以了，您需要给这张图片添加一个 Texture2D变量： 

Texture2D backgroundTexture; 

并在 LoadContent方法中加载该 Texture2D图片。 

background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background"); 

下一步，您需要添加绘制图片的代码。因为您现在要在 Game1 类中绘制多个精灵

（SpriteFont 也算作一个精灵，所以您需要绘制得分和背景精灵），您必须得保证得分的文

本总在背景图片之上。典型的情况是，当您尝试确保一个精灵在其它精灵之上的时候，您需要

修改 SpriteBatch.Begin调用引入适当的 SpriteSortMode。然而，在这个例子中，您只

需要绘制出两个项目，而且您知道您需要一直把得分绘制在背景之上。因此，您可以放弃之前

学到的关于在 Begin方法中指定类别模式的方式，而采用始终先绘制背景，然后绘制得分的方

式。 

把 Game1类的 Draw方法修改为如下代码：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White); 
  
 spriteBatch.Begin( ); 
  
 // Draw background image 
 spriteBatch.Draw(backgroundTexture, 
  new Rectangle(0, 0,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null,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SpriteEffects.None, 0); 
   



 

 // Draw fonts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Score: " + currentScore, 
  new Vector2(10, 10), Color.DarkBlu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1); 
  
 spriteBatch.End( ); 
  
 base.Draw(game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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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各种精灵——多么美好啊 

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就会看到一张背景图片对游戏的整体外观有多么大的影响（图 8‐7）。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事情开始都集到一块了。 

干得漂亮，现在您已经有了一个背景和多类有着各种各样行为的精灵了。现在，让我们再

完成游戏的得分逻辑看看。 



 

游戏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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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有精灵背景的游戏正在运行 

正如您会记起的之前关于该主题的讨论，首先您需要做的就是确定什么事件会触发得分的

改变。对于本游戏来说，您需要在用户成功地躲避三箭、四箭精灵、骷髅球精灵或者加号精灵

的时候更新得分。其实您已经添加了确定什么时候成功地躲避了精灵中的一员的逻辑——它位

于当精灵们消失在屏幕边缘时删除它们的代码中。如果一个精灵自己穿过了屏幕且需要被删除，

这就意味着用户已经避开了该精灵，如果该精灵是三箭、四箭、骷髅球或者加号精灵的话，您

就需要给用户加分。 

 

每当正在开发一款游戏时，得分规则和计算方法都是您需要考虑的事情。您

很可能制定了一个想法，实现它，然后在测试游戏的时候看看它是否感觉良好，

并且按照您预想的方式运行。对于本书的目标来说，得分的计算和规则为了让您

轻松学习而设计的；然而，当您觉得已经熟悉本章或本书的概念时，不妨执行改

变那些规则，并把游戏调整到无论是作为开发者还是玩家都觉得合适的状态。 

在 SpriteManager类中，添加三个新的类成员变量，以分别表示将用来“招呼”玩家的

三种精灵类型，以及用于各个变量的公用属性： 

int automatedSpritePointValue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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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hasingSpritePointValue = 20; 
int evadingSpritePointValue = 0; 

这些追逐精灵要比自动精灵难缠得多，因为后者只会以直线方向穿越画面；基于这个原因，

追逐精灵的分数就应该多一点。躲避精灵用于能力的升级，而且虽然玩家会追逐击它们以获得

某种能力提升的效果，但如果没有跟这些精灵撞上的话，也不会有得分方面的惩罚或奖励。 

您现在需要给 Game1 类添加一个公共方法，以便于 SpriteManager 类可以增加游戏得

分。因为精灵的删除发生在 SpriteManager中，在程序的那个时候计算得分也是十分合理的。 

把下面的方法添加到 Game1类中： 

public void AddScore(int score) 
{ 
 currentScore += score; 
} 

下一步，您就得找到当精灵们消失在屏幕边缘的时候删除它们的代码处。这些代码位于

SpriteManager类中的 Update方法中，该方法中其实只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精灵们被删除了：

一个是由于它们在屏幕上消失了而被删除，还有一个是由于它们撞到了玩家物体而被删除，两

种情况都会调用 spriteList.RemoveAt(i)来从游戏的精灵列表中移除该精灵。 

找到精灵们由于超出了屏幕的边界而被移除的代码。当前的代码应该如下所示： 

// Remove object if it is out of bounds 
if(s.IsOutOfBounds(Game.Window.ClientBounds)) 
{ 
 spriteList.RemoveAt(i); 
 --i; 
} 

您需要把代码修改为可以在某精灵被移除前添加分数。把代码改为如下所示（新添加的代

码行用粗体显示）： 

// Remove object if it is out of bounds 
if(s.IsOutOfBounds(Game.Window.ClientBounds)) 
{ 
 ((Game1)Game).AddScore(spriteList[i].scoreValu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现在您可以验证一下是否把代码加到了正确的位置，Update 方法现在应该如下所示（更

改的代码段已经用粗体突出显示）：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Update player 
 player.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Check to see if it's time to spawn a new enemy 
 nextSpawnTi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nextSpawnTime < 0) 
 { 
  SpawnEnemy( ); 
   
  // Reset spawn timer 
  nextSpawnTime = ((Game1)Game).GetRandom.Next( 
   ((Game1)Game).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Game1)Game).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 Update all sp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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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nt i = 0; i < spriteList.Count; ++i) 
 { 
  Sprite s = spriteList[i]; 
   
  s.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s.collisionRect.Intersects(player.collisionRect)) 
  { 
   // Play collision sound 
   if(s.GetCollisionCueName != null) 
    ((Game1)Game).PlayCue(s.GetCollisionCueName); 
     
   // Remove collided sprite from the gam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Remove object if it is out of bounds 
  if(s.IsOutOfBounds(Game.Window.ClientBounds)) 
  { 
   ((Game1)Game).AddScore(spriteList[i].GetScoreValu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base.Update(gameTime); 
} 

现在 SpriteManager类的 Update方法变的越来越令人不愉快了，所以是时候重构一下

了。新建一个带一个 GameTime类型参数的 UpdateSprite方法。把 Update方法中更新精

灵(玩家和非玩家)的代码段移到 UpdateSprite方法中，在 Update方法原来代码的位置调用

UpdateSprite。现在您的 Update方法应该如下所示：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Time to spawn enemy? 
 nextSpawnTi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nextSpawnTime < 0) 
 { 
  SpawnEnemy( ); 
   
  // Reset spawn timer 
  ResetSpawnTime( ); 
 } 
  
 UpdateSprites(gameTime); 
  
 base.Update(gameTime); 
} 

啊，没错，现在好多了，UpdateSprite方法应该像下面这样： 

protected void UpdateSprites(GameTime gameTime) 
{ 
 // Update player 
 player.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Update all nonplayer sprites 
 for (int i = 0; i < spriteList.Count; ++i) 
 { 
  Sprite s = spriteList[i]; 
   
  s.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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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s.collisionRect.Intersects(player.collisionRect)) 
  { 
   // Play collision sound 
   if (s.collisionCueName != null) 
    ((Game1)Game).PlayCue(s.collisionCueName); 
     
   // Remove collided sprite from the gam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Remove object if it is out of bounds 
  if (s.IsOutOfBounds(Game.Window.ClientBounds)) 
  { 
   ((Game1)Game).AddScore(spriteList[i].scoreValu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 

后，您需要给每个新创建的精灵的构造方法添加适当的分值。对于每个新生成的

AutomatedSprite 对象， 后的一个参数（代表该精灵的分值）应该就是类成员变量

automatedSpritePointValue。同样，对于每个新生成的 ChasingSprite对象， 后的

一个参数应该是类成员变量 chasingSpritePointValue；对 EvadingSprite对象而言，

则应该是 evadingSpritePointValue 属性。您必须得在构造方法中为 SpriteManager

类的 SpawnEnemy方法中的每个精灵类型设置这些值。要想轻松地找到这些构造方法，您可以

在 SpriteManager.cs文件中查找 spriteList.Add的所有调用。每次调用 spriteList.Add

方法，您都需要传递一个需要修改构造方法的新 Sprite 对象。出于阐释的目的，SpawnEnemy

方法应该如下所示（对于所有精灵类型在构造方法中改变的只是 后的参数）： 

private void SpawnEnemy() 
{ 
 Vector2 speed = Vector2.Zero; 
 Vector2 position = Vector2.Zero; 
  
 // Default frame size 
 Point 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 Randomly choose which side of the screen to place enemy, 
 // then randomly create a position along that side of the screen 
 // and randomly choose a speed for the enemy 
 switch (((Game1)Game).rnd.Next(4)) 
 { 
  case 0: // LEFT to RIGHT 
   position = new Vector2( 
    -frameSize.X, ((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Height 
    - frameSize.Y)); 
   speed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 
    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0); 
   break; 
  case 1: // RIGHT to LEFT 
   position = new 
    Vector2(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Width, 
    ((Game1)Game).rnd.Nex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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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Height 
    - frameSize.Y)); 
     
   speed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 
    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0); 
   break; 
  case 2: // BOTTOM to TOP 
   position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Width 
    - frameSize.X),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Height); 
     
   speed = new Vector2(0, 
    -((Game1)Game).rnd.Next(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break; 
  case 3: // TOP to BOTTOM 
   position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Width 
    - frameSize.X), -frameSize.Y); 
     
   speed = new Vector2(0, 
    ((Game1)Game).rnd.Next(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break; 
 } 
  
 // Get random number between 0 and 99 
 int random = ((Game1)Game).rnd.Next(100);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 Create an AutomatedSprite. 
  // Get new random numb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 create a three-blade or four-blade sprite. 
  if (((Game1)Game).rnd.Next(2) == 0) 
  { 
   // Create a four-blade enemy 
   spriteList.Add( 
   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fourblades"),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fourbladescollision", 
    automatedSpritePointValue)); 
  } 
  else 
  { 
   // Create a three-blade enemy 
   spriteList.Add( 
   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hreeblades"),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threebladescollision", 
    automatedSpritePointValue)); 
  } 
 } 
 else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likelihoodChasing) 
 { 
  // Create a ChasingSprite. 
  // Get new random number to determine whether 
  // to create a skull or a plus sprite. 
  if (((Game1)Game).rnd.Next(2) == 0) 
  { 
   // Create a skull 
   spriteList.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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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Chas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chasingSpritePointValue)); 
  } 
  else 
  { 
   // Create a plus 
   spriteList.Add( 
   new Chas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pus"),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4), speed, "pluscollision", this, 
    chasingSpritePointValue)); 
  } 
 } 
 else 
 { 
  // Create an Evading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Evad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olt"),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boltcollision", this, 
   .75f, 150, evadingSpritePointValue)); 
 } 
} 

好了！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吧，如图 8‐8 所示，您会看到当玩家成功的躲避精灵且该精灵

从屏幕上被移除时，它所对应的分数值就会被加到游戏得分上去。 

太棒了！您现在已经有一些到处乱跑精灵了，而且游戏也确实在持续地计算得分！那么，

现在您已经大功告成了吧？呃……嗯……等一下……游戏永远不会结束啊。这就意味着您每一

次玩游戏的时候，您很有可能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就可以得高分。嗯……再一想下，我们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的。让我们添加一些添加不同游戏状态的逻辑，并在玩家被击中一定次数时结束游

戏吧。 

游戏状态 

游戏在进行着，但是必须得有一个方式结束它。通常，当游戏结束时，游戏窗口不会就此

消失，而是通常会有一些游戏结束画面，上面显示着您的分数，或者至少让您知道任务失败（或

成功）了。这就是接下来必须加入的部分。当您着手处理这些的时候，通常在游戏开始时，多

半也会有某些画面（也许是一个让玩家选择不同选项的菜单，或至少是显示说明信息的启动画

面，甚至显示这款伟大游戏的作者的名字——也就是您的大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您会加入

一个介绍游戏的启动画面和一个游戏结束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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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560 分！太神奇了！ 

任何游戏的生命周期，都会经历不同的状态。有时这些状态表明玩家已经到了游戏的不同

等级或不同区域。有时游戏的状态描述了玩家状态的变化（就像在 Pac‐Man 中一样，当您开启

幽灵的时候您要追逐它们而不是被追逐）。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游戏，都会经历不同的状态；且在

这些不同的状态下，游戏的行为也会有所不同；实现启动画面和游戏结束画面的一种方法是利

用这些不同的状态。 

为了给游戏定义这些状态，您就需要列举出游戏所有可能的不同状态。在 Game1中创建一

个类级别的枚举。现在在游戏中只有三个状态：开始游戏（显示启动画面时），游戏中（游戏确

实在运行着的时候）和游戏结束（显示游戏结束画面时）。您还需要创建一个该枚举类型的变量

来保存游戏的当前阶段。您需要把当前阶段的变量初始化为表示游戏开始。 

enum GameState { Start, InGame, GameOver }; 
GameState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Start; 

在当前的 Game1类中，您有可以在游戏屏幕上绘制和更新物体的 Update和 Draw方法。

当您在这些方法中放置代码的时候（比如绘制分数和背景图片的代码），这些代码在该方法被调

用时都会运行（也就是说在游戏生命周期中的每时每刻）。您可能想分隔 Update和 Draw方法

中的逻辑，那么您就可以编写只能依赖游戏的当前阶段运行的特定代码。您可以在两个方法中

都添加 swith语句而每个 case语句对应一个可能的游戏状态来达到您的目的。然后，当您想

要为更新或绘制条目编写特定的代码时（这些代码应该只在指定的游戏状态下执行），您就把这

些代码加到 Update或 Draw方法中特定游戏状态的 case语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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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 Game1 类的 Update 方法中添加一条 switch 语句。Update 方法现在应该如

下所示：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Only perform certain actions based on 
 // the current game state 
 switch (currentGameState) 
 { 
  case GameState.Start: 
   break; 
  case GameState.InGame: 
   break; 
  case GameState.GameOver: 
   break;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 
    
 audioEngine.Update( ); 
  
 base.Update(gameTime); 

} 

下一步，对 Draw 方法做同样的事情。Draw 方法已经有了绘制得分和背景图片的逻辑，

但这些东西只应该在游戏是 GameState.InGame 状态时绘制，所以您需要把这些代码放到

switch语句中特定的 case语句下。现在 Draw方法应该如下所示：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 Only draw certain items based on 
 // the current game state 
 switch (currentGameState) 
 { 
  case GameState.Start: 
   break; 
    
  case GameState.InGame: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White); 
   spriteBatch.Begin( ); 
    
  // Draw background image 
  spriteBatch.Draw(backgroundTexture, 
   new Rectangle(0, 0,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null,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SpriteEffects.None, 0); 
    
  // Draw fonts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Score: " + currentScore, 
   new Vector2(10, 10), Color.DarkBlu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1); 
    
  spriteBatch.End( ); 
  break; 
   
  case GameState.GameOver: 
   break; 



 

 } 
  
 base.Draw(gameTime); 
} 

如果此时编译并运行应用程序，它看起来虽然很酷，但是还是有点混乱。得分和背景会从

游戏窗口中消失，而且动画精灵在帧与帧之间进行切换时也不会被擦除，进而形成动画拖曳后

留下的踪迹。得分和背景会消失是因为当前的游戏状态被默认设置为 GameState.Start，而

在该状态时您还没有绘制这些条目。同理，您会看到踪迹是因为您在该状态时没有调用

GraphicsDevice.Clear方法（您只在 GameState.InGame状态时调用了该方法）。 

您仍然能看到动画精灵是因为 SpriteManager 类没有受到您刚添加的游戏状态逻辑影

响。您只在 Game1 类中添加了代码，而 SpriteManager 是一个游戏组件，没有受到您刚才

添加的 switch语句的影响。 

为了使它们都正常运转，您需要添加一些在当前游戏状态禁用 SpriteManager游戏组件

而在其它游戏状态启用它的逻辑。 

启用/禁用游戏组件 

默认情况下，当您创建一个 GameComponent 实例，并将它添加到游戏组件列表中时，

GameComponent 就被导入到了游戏循环中。当游戏的 Update 方法被调用时，

GameComponent的 Update方法也会被调用。 

有两个属性可用于启用和禁用一个 GameComponent实例。当游戏自身的 Update方法被

调用的时候，GameComponent的 Enabled属性将用于决定是否调用该组件的 Update方法。

同样，当游戏自身的 Draw方法被调用的时候，DrawableGameComponent的 Visable属性

将用于决定是否调用组件的 Draw方法。这两个属性的默认值都为 true。定位到 Game1类的

初始化方法中，并在组件添加到游戏组件列表之后，立即把两个属性都设置为 false（添加的

代码行以粗体显示）： 

spriteManager = new SpriteManager(this); 
Components.Add(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Enabled = false; 
spriteManager.Visible = false; 

 

为 什 么 以 禁 用 状 态 开 始 SpriteManager？ 请 记 住 ， 游 戏 是 以

GameState.Start状态开始的，它将会用于某种形式的启动画面。您此时应

该不想游戏中精灵飞入和飞出屏幕吧。所以，您以禁止 SpriteManager 的方

式开始游戏，然后，当启动画面关闭的时候，您就切换到游戏运行状态，然后激活

SpriteManager。 

下一步，当游戏处于 GameState.Start状态的时候，添加一些显示文本的代码。它将作

为您的启动画面，您可以添加图像、文本，甚至是动画或其它效果，就像您在游戏中一样。现

在，您只需加入一些简单的文字，告诉用户他需要躲避螺旋对象就行了。在 Draw 方法中，给

switch语句 case GameState.State添加一些代码，以给用户显示一些简单的指导。 

  121



 

 122 

case GameState.Start: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AliceBlue); 
  
 // Draw text for intro splash screen 
 spriteBatch.Begin( ); 
 string text = "Avoid the blades or die!";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text,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Y / 2)), 
  Color.SaddleBrown); 
   
 text = "(Press any key to begin)";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text,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Y / 2) + 30), 
  Color.SaddleBrown); 
   
 spriteBatch.End( ); 
 break; 

代码需要非常的简单明了；除了 SpriteFont 的 MeasureString 方法的使用之外，没

有什么您之前没见过的。该方法会返回一个 Vector2 对象，指示测算的字符串的大小。这对

把一个 SpriteFont居中放置于屏幕中央很有帮助，这正是代码中需要完成的。要把文本准确

无误的居中放置于屏幕中央，您需要把 Window.ClientBounds.Width属性值除以 2，找到

屏幕的水平正中处，然后减去将要绘制的 SpriteFont文本的宽度的一半来偏移文本。您通过

使用 SpriteFont.MeasureString方法来决定要绘制的文本的宽度。 

如果您此时编译运行代码，那么您可能会有失望。在您对游戏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之后，它

竟然不能工作！您现在只有一条消息告诉您避开箭状物体，否则就得死；更糟的是，游戏画面

虽然告诉您按任意键开始，但是无论您多么用力地按键，还是什么都没发生。那是因为您还没

有添加从 GameState.Start状态切换到 GameState.InGame状态的功能。 

要想切换到 GameState.InGame状态，需要在 Game1类的 Update方法中 swith语句

case GameState.Start下添加一些代码。下面的代码将检测用户按下的任何键，当玩家按下

一个键的时候，把游戏切换到 GameState.InGame状态，然后激活 SpriteManager，就可

以让精灵们在屏幕上飞来飞去了。 

case GameState.Start: 
 if (Keyboard.GetState().GetPressedKeys( ).Length > 0) 
 {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InGame; 
  spriteManager.Enabled = true; 
  spriteManager.Visible = true; 
 } 
 break; 

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在这里为游戏玩家通过点击鼠标键或手柄按下一个按钮的方式来启

动游戏添加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要指示玩家按任意键、点击鼠标键，或按下手柄上的

某个按钮继续。让玩家知道他们能用哪些东西控制游戏，而不用他们来猜绝对是个好主意——

因为让玩家猜的话，很多情况下会让他们很不满意。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吧，您会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启动画面（如图 8‐9所示），当您按下任



 

意键时该画面就会消失并开始游戏。干的漂亮！ 

现在您已经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启动画面了，是时候在游戏的结尾添加类似的画面了。但是，

在这之前，您还需要添加让游戏真正结束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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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一个非常简单的启动画面和一条吓人的消息 

游戏结束逻辑和画面 

所以，您现在要确定游戏该怎么结束。您现在对于本游戏已经有了一个目标了：躲避三螺

旋和四螺旋精灵。但是游戏什么时候才真的结束了呢？如果用户只碰到了一个精灵就结束游戏

似乎有点太苛刻了。相反，如果让玩家有一定数量的生命值来进行游戏的话，就可能使游戏变

得更加有趣。 

要实现这一点，首先您需要在 Game1类中添加一个类成员变量，记录生命值的剩余数量，

同时也要用 get和 set访问器给它加上一个公开属性，这样 SpriteManager就可以访问并

修改它的值了： 

int numberLivesRemaining = 3; 
public int NumberLivesRemaining 
{ 
 get { return numberLivesRemaining; } 
 set 
 { 
  numberLivesRemaining = value; 
  if (numberLivesRemaining == 0) 



 

  {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GameOver; 
   spriteManager.Enabled = false; 
   spriteManager.Visible = false; 
  } 
 } 
} 

请注意，当属性被设置了之后，它的值就会被分配给 numberLivesRemaining变量，然

后就检查该变量的值是否为零。如果为零，游戏状态就会变为 GameState.GameOver，且

SpriteManager会被禁用和隐藏。这样您就可以从 SpriteManager类中递减该值，当玩家

的生命值耗尽的时候，自动退出游戏并进入一个您可以显示游戏结束画面的阶段。 

现在，不仅您需要一直记录玩家剩余的生命值，玩家也需要知道在任何时候他的剩余生命

值。 

 

为什么要在屏幕上显示剩余的生命值？ 

和之前一样，可以归结为试图让游戏玩家有更愉快的体验。如果需要让玩家一

直记住自己还有多少的生命值，就会对游戏体验造成负面影响。要帮助玩家解决这

个问题，您可以显示重要的数据（比如得分和剩余的生命值），帮助玩家将注意力集

中在 重要的事情上：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 

要显示玩家剩余的生命值，您需要在屏幕的左上角（位于得分的下方），为玩家剩余的每个

生命值绘制一个动态的三环精灵。为了避免混淆，不要让这些精灵的大小和玩家控制的精灵一

模一样，因此您需要添加一些代码，使您可以缩放精灵。 

由于这些精灵不需要移动，且玩家不需要和它们交互，您可以使用 AutomatedSprite

类，并同时指定(0, 0)作为速度，来绘制这些物体。 

在 Sprite类中，添加一个类成员变量，来代表精灵应该以哪种方式进行绘制： 

protected float scale = 1; 

指定比例值为 1 将会使物体以精灵的原始大小进行绘制，所以您需要把它指定为该值。接

下来，您需要更改 Sprite类的 Draw方法，使比例参数可以使用新增的 Scale变量。Draw

方法应该如下所示： 

public virtual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 
 spriteBatch.Draw(textureImage, 
 position, 
 new Rectangle(currentFrame.X * frameSize.X, 
  currentFrame.Y * frameSize.Y, 
  frameSize.X, frameSize.Y),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scale, SpriteEffects.None, 0); 
} 

后，您需要为 Sprite类添加一个新构造方法，使它可以接收一个比例值作为参数： 

public 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int scoreValue, float scale) 
 : this(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default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scor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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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scale = scale; 
} 

然后给 AutomatedSprite添加一个新构造方法，使它可以接收一个比例参数，并把该值

传到基类中： 

public Automat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int scoreValue, float scal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collisionCueName, scoreValue, scale) 
{ 
} 

AutomatedSprite 类现在已经可以用来创建显示玩家剩余生命值的精灵了。在

SpriteManager类中添加一个类成员变量，保存用于表示玩家生命值的精灵： 

List<AutomatedSprite> livesList = new List<AutomatedSprite>( ); 

在 SpriteManager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用一定数量的精灵填充 livesList列

表，这个数量就是玩家初始的生命值的数量。 

在每一帧中，您都要在屏幕的左上角绘制 livesList 变量中的所有项目，这样玩家就可

以同过更加直观的方式知道自己还有多少生命值了。要填补这个列表的话，创建一个执行和玩

家剩余的生命值相同次数的循环，在循环中每次添加一个新的 AutomatedSprite物体到列表

中。 

for (int i = 0; i < ((Game1)Game).NumberLivesRemaining; ++i) 
{ 
 int offset = 10 + i * 40; 
 lives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rings"), 
  new Vector2(offset, 35),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null, 0, .5f)); 
} 

在这段代码中唯一复杂的就是第二个参数，它指示这精灵的位置。该参数是 Vector2 类

型的。使用该列表的目标就是，创建一个不移动的精灵集，让它们在屏幕的左上角交错排列成

一行。该参数的 X 部分首先偏移了 10（这样 左边的图片就会稍微的偏离屏幕的边缘了）然后

乘以 40（这样每张图片都会绘制于前一张图片的 40 个单位长度之后）。而该参数的 Y部分设置

为偏移 35，使它正好位于得分文本下方。 

现在剩下要做的就是，每当 SpriteManager 类的 Update 方法被调用时就更新

livesList对象，每当 Draw方法被调用时就绘制该对象。 

要做到只一点，把下列代码添加到 SpriteManager 类的 UpdateSprites 方法的末尾

处： 

foreach (Sprite sprite in livesList) 
 sprite.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并把下列代码添加到 Draw方法中，使其正好位于 spriteBatch.End调用的上方： 

foreach (Sprite sprite in livesList) 
 sprite.Draw(gameTime, spriteBatch);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吧，您会看到屏幕的左上角有 3 个精灵，标示着玩家剩余的生命数（如



 

图 8‐10 所示）。 

 

图 8-10 只剩三条命了！ 

干得漂亮！现在，您只需添加当玩家碰撞到螺旋精灵时减少一个生命值，以及当游戏结束

时显示游戏结束画面的逻辑就行了。 

移除一个生命精灵是非常简单的。您有了检测玩家和移动精灵在屏幕上碰撞的代码。当这

样的碰撞发生时，您需要检查和玩家碰撞的精灵的类型:如果是 AutomatedSprite 类的，您

就在生命精灵列表的末尾移除一个生命精灵。确保您是从列表的末尾移除精灵的，因为您是按

照从左至右的顺序插入它们的。 

除 了 从 标 示 生 命 剩 余 值 的 精 灵 列 表 中 移 除 精 灵 外 ， 您 还 需 要 递 减

numberLivesRemaining变量的值，您可以通过 Game1类的访问器访问该变量。 

检查碰撞的代码位于 SpriteManager 类的 UpdateSprites 方法中。在该方法中，您

的逻辑是在两种情况下移除精灵：一个精灵碰撞到玩家和离开游戏屏幕时。两种情况下都使用

spriteList.RemoveAt 方 法 从 游 戏 中 移 除 该 精 灵 。 在 SpriteManager 类 的

UpdateSprites方法中寻找 spriteList.RemoveAt的两个实例，并找到用于碰撞的那个

（您在他附近会找到播放碰撞声音的代码）。把下列代码添加到方法中，使其正好位于碰撞发生

时移除精灵的代码之前： 

if (s is AutomatedSprite) 
{ 
 if (livesList.Count > 0) 
 { 
  livesList.RemoveAt(livesList.Coun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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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1)Game).NumberLivesRemaining; 
 } 
} 

为了清楚起见，整个 UpdateSprites方法都贴在这儿，添加的代码以粗体标记，这样您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代码放置在了什么地方： 

protected void UpdateSprites(GameTime gameTime) 
{ 
 // Update player 
 player.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Update all nonplayer sprites 
 for (int i = 0; i < spriteList.Count; ++i) 
 { 
  Sprite s = spriteList[i]; 
   
  s.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s.collisionRect.Intersects(player.collisionRect)) 
  { 
   // Play collision sound 
   if (s.collisionCueName != null) 
    ((Game1)Game).PlayCue(s.collisionCueName); 
     
   // If collided with AutomatedSprite, 
   // remove a life from the player 
   if (s is AutomatedSprite) 
   { 
    if (livesList.Count > 0) 
    { 
     livesList.RemoveAt(livesList.Count - 1); 
     --((Game1)Game).NumberLivesRemaining; 
    } 
   } 
    
   // Remove collided sprite from the gam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Remove object if it is out of bounds 
  if (s.IsOutOfBounds(Game.Window.ClientBounds)) 
  { 
   ((Game1)Game).AddScore(spriteList[i].scoreValu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 Update lives-list sprites 
 foreach (Sprite sprite in livesList) 
 sprite.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如果您现在运行游戏的话，您会发现每次您撞到一个三或四螺旋的精灵时，一个生命值就

会被移除。当您的所有生命值都用完的时候，游戏会处于停止状态。尽管如此，其实它并没有

停止，它只是进入了一个您什么都不做的游戏状态（GameState.GameOver）。本阶段 后一

步就是创建一个游戏结束画面，和您之前创建的启动画面相似。 

首先，在 Game1 的 Update 方法中，添加一些代码，当游戏处于游戏结束状态时，使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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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关闭游戏窗口。在这儿，当玩家按下 Enter 键的时候关闭游戏。添加以下代码检测什么

时候 Enter 键被按下了，并调用 Exit( )方法，彻底的关闭游戏（如果为游戏添加了按下鼠标

或手柄按钮启动游戏的支持，您或许也应该在这里添加类似的输入支持来关闭游戏）： 

case GameState.GameOver: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Enter)) 
  Exit( ); 
 break; 

为了说明清楚，现在 Game1类的 Update方法应该如下所示（更改的以粗体显示）：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Only perform certain actions based on 
 // the current game state 
 switch (currentGameState) 
 { 
  case GameState.Start: 
   if (Keyboard.GetState().GetPressedKeys().Length > 0) 
   {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InGame; 
   spriteManager.Enabled = true; 
   spriteManager.Visible = true; 
   } 
   break; 
  case GameState.InGame: 
   break; 
  case GameState.GameOver: 
   if (Keyboard.GetState().IsKeyDown(Keys.Enter)) 
    Exit(); 
   break;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Update audio 
 audioEngine.Update(); 
  
 base.Update(gameTime); 
} 

现在，添加一些代码，当游戏处于游戏结束阶段时，绘制一条游戏结束的消息。当然，因

为您要绘制该消息，您就需要在 Game1类的 Draw方法中做这件事。在 switch语句的游戏结

束的 case下，添加如下代码： 

case GameState.GameOver: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AliceBlue); 
  
 spriteBatch.Begin( ); 
 string gameover = "Game Over! The blades win again!";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gameover,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gameover).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gameover).Y / 2)), 
  Color.SaddleBrown); 
   
 gameover = "Your score: " + currentScore;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gameover,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gameover).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gameover).Y / 2) + 30), 
  Color.SaddleBrown); 
   
 gameover = "(Press ENTER to exit)";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gameover,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gameover).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gameover).Y / 2) + 60), 
  Color.SaddleBrown); 
   
 spriteBatch.End( ); 
 break; 

此代码将在屏幕上绘制三行文字：一条消息表示游戏结束了，一条消息表示玩家应该按下

Enter 键退出，还有一条消息显示玩家的 终得分。游戏结束画面应该如图 8‐11 所示。 

 

图 8-11 100 分——不是太寒酸！ 

微调游戏 

不管开发什么游戏，您都会想要在游戏测试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微调，以确保游戏按照您预

想的方式运行，充满挑战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大的要素就是要保证游戏玩起来是令

人感到愉快的。如果您只是给自己开发游戏的话，那么这就明显取决于您自己了。但是，如果

您是为大众开发的，尽早从用户那儿获取反馈而不是越迟越好，这绝对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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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有一个方面您可能想调整一下，那就是在游戏中已经建立的鼠标移动问题。您

可能也发现了，用鼠标玩游戏要比用键盘更容易一些。为了使游戏更具挑战性，并且强制用户

使用一种能够使玩家精灵维持在一个恒定速度的输入形式，尝试着去除鼠标支持吧（我建议您

保留手柄和键盘输入支持）。要移除对鼠标的支持，注释或删掉位于 UserControlledSprite

类的 Update方法中的鼠标移动代码： 

// COMMENTED-OUT MOUSE SUPPORT 
// If the mouse moved, set the position of the sprite to the mouse position 
// MouseState curr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 
// if (currMouseState.X != prevMouseState.X || 
//   currMouseState.Y != prevMouseState.Y) 
// { 
//   position = new Vector2(currMouseState.X, currMouseState.Y); 
// } 
// prevMouseState = currMouseState; 

同时您还需要注释掉 UserControlledSprite类的类级别变量 prevMouseState： 

// COMMENTED-OUT MOUSE SUPPORT 
// MouseState prevMouseState; 

在移除游戏的鼠标支持之前，玩家精灵的初始位置是设置在鼠标光标的位置的。现在已经

不能在这么做了，因此您需要在屏幕中央初始化玩家。您是在 SpriteManager 类的

LoadContent 方法中创建玩家对象的，并在玩家对象的构造方法中传入表示物体位置的

Vector2.Zero 参数（列表中的第二个参数）。更改代码为传入屏幕的中央位置作为玩家物体

的初始位置。在SpriteManager类的LoadContent方法中初始化玩家对象的代码如下所示： 

player = new UserControll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rings"), 
 new Vector2(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new Vector2(6, 6)); 

您可能想要调整的另外一方面的游戏体验是使游戏的难度逐渐增加。对于此时的游戏来说，

玩家可以永远地玩下去，因为游戏真的不是很有挑战。 

如何才能使游戏更难呢？嗯，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目的。您可以在游戏中使螺旋精灵逐步

加快，您也可以生成不同种类的精灵，使它们更难以躲避。或者，您也可以使用这些方法的综

合体，或一些完全不同的方法。关键是要有创意。这是个视频的游戏开发，崭新的想法可以创

造出伟大的游戏。随意地玩游戏吧，想想您能做哪些事可以使游戏体验更加具有娱乐性。 

针对本书的学习目标，为了使游戏逐渐地变难，我们要使精灵生成得越来越频繁。您已经

有了两个变量来为每个新的精灵确定一个 小和 大的产生时间（ Game1 类的

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和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这两个变量分别被

设置为 1000和 2000 毫秒（也就是说，一个新精灵在 1 到 2秒内生成）。 

您不会想每一帧都递减生成精灵的时间间隔，因为游戏每秒运行 60 帧，这个变化的速度

太快了，不可能使事情变得更有趣。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在 SpriteManager类中建立两个

新的类级别变量，它们可以帮您每隔一段时间（在这个例子中，是每秒）使生成精灵的时间间

隔减少一些： 

int nextSpawnTimeChange = 5000; 
int timeSinceLastSpawnTimeChang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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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变量可能看起来有点熟悉，因为这和试验动画速度时使用的思想一样。简单地说，

您 需 要 在 Game1 类 的 Update 方 法 中 添 加 一 些 代 码 ， 将 逝 去 的 时 间 加 到

timeSinceLastSpawnTimeChange变量上去。当该变量的值大于nextSpawnTimeChange

变量的值时（在游戏过程中，每过 5 秒就会发生一次，因为 nextSpawnTimeChange 被设置

为 5000 毫秒），您就需要减少两个生成精灵的计时器变量（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和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的值。 

但是，您不希望无限期地减少这些值。如果生成时间值到达 0 了，每一帧都会有一个新精

灵生成——那也就是每秒有 60 个精灵生成。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够跟上这个节奏的。为了避免

这种情况，您需要把生成时间的下限设置为 500毫秒。在 SpriteManager类创建一个新的方

法，用来调整生成频率的变量，使在游戏进行过程中生成敌方精灵越来越频繁： 

protected void AdjustSpawnTimes(GameTime gameTime) 
{ 
 // If the spawn max time is > 500 milliseconds, 
 // decrease the spawn time if it is time to do 
 // so based on the spawn-timer variables 
 if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500) 
 { 
  timeSinceLastSpawnTimeChang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timeSinceLastSpawnTimeChange > nextSpawnTimeChange) 
  { 
   timeSinceLastSpawnTimeChange −= nextSpawnTimeChange; 
   if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1000) 
   {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100; 
    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 100; 
   } 
   else 
   {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10; 
    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 10; 
   } 
  } 
 } 
} 

在这段代码中，内部的 if/else 语句会使得生成精灵的时间间隔迅速缩短（每次生成时

间会减少 100），直到 大生成时间小于 1 秒（1000 毫秒）。随后，生成时间继续递减，直到抵

达极限生成时间 500毫秒，但是它是以较低的速率递减的（每次生成精灵的时间间隔只减少 10）。

再次说明，这只是调整游戏体验，让游戏按照您想要的方式运行的一种。这种改变生成时间的

特殊方法，会相当快地使游戏变得更加难、更加有趣，然后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困难，直到可以

给大多数玩家都构成挑战。 

您需要在 SpriteManager类的 Update方法中调用 AdjustSpawnTimes这个新方法。

马上把下面的这行代码加到 Update方法中的 base.Update调用语句之前： 

AdjustSpawnTimes(gameTime);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吧，您会发现您保持存活得越久，游戏就会变得越困难。有时，您可

能根本就跟不上节奏，那么游戏也就结束了。参见图 8‐12，看看一旦这种机制开始运作，游戏

可能变得多么错综复杂吧。 



 

创建法宝 

我们现在要在本章中给游戏添加 后一个特性，然后深入优化和调整的工作就交给您了。

现在您还有三种精灵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骷髅球、加号和闪电精灵。这些精灵碰撞到玩家时

不会结束玩家的一条生命，而是对玩家产生一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正如本章前面几节一样，我们现在真正进入了游戏开发的创意方向，如果您认为某一点可

以增加游戏的娱乐性，您就应该考虑加入该功能。就像您考虑实现法宝系统这类事情一样，对

您能做什么是没有什么限制的。 

 

图 8-12 啊！这儿太拥挤了！ 

对于本书的目标来说，当这些物体碰撞到玩家物体时产生的效果应该如下所示： 

• 闪电精灵会让玩家物体以现有速度的 2 倍运行 5 秒钟。 

• 骷髅球精灵会让玩家物体以现有速度的 50%运行 5 秒钟。 

• 加号精灵会让玩家精灵以现有大小的 2 倍运行 5 秒钟。 

本质上来说，法宝（power‐up）17（如果对玩家的影响是负面的话，那就是power‐down）

会持续指定的秒数，然后效果就消失了。在本游戏中，这些效果会叠加起来，也就是说在某一

段特定时间内，您可能会同时受到不止一个效果的影响，也可能被相同的效果影响多次（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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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译注：“法宝”，或称为“宝物”，通常指那些可以即时增强或提升游戏角色额外能力的物品。当然，广义上也包括

那些可以减弱或伤害玩家能力的物品，英文称为 power‐down。某些场合下，为了区分两者，我们会把 power‐up细

称为提升性法宝，power‐down称为伤害性法宝。 



 

如果您连续撞到两个骷髅球精灵，移动速度将变为正常速度的 25%）。 

 

效果总要叠加吗？这就完全由您来决定了。您是开发者，而且您是这个虚拟

世界的拥有者。您想要让游戏又好玩又有挑战性。同样，您可以体验不同的效果，

然后决定您喜欢哪种方式，以及哪些效果适合这个游戏。 

要增加这些效果，您需要在 Sprite基类中添加一些代码。首先，您需要添加一个变量，

该变量存储着玩家控制的精灵大小的缩放倍数的初始值。当前，您把这个缩放倍数初始化为 1， 

如果玩家撞倒了加号精灵，缩放倍数的值就会加倍。如果能力提升的有效期过了，您还需要把

它重置为初始值。另外，与把缩放倍数的初始值硬编码为 1 相比，用一个变量来表示初始值会

好很多。把下面的类级别变量添加到 Sprite类中： 

protected float originalScale = 1; 

下一步，您需要添加一个允许 SpriteManager增加或减少缩放倍数的方法，同样还需要

添加一个 SpriteManager可以调用的把缩放倍数变量重置为初始值的方法。把下列方法添加

到 Sprite类中： 

public void ModifyScale(float modifier) 
{ 
 scale *= modifier; 
} 
public void ResetScale( ) 
{ 
 scale = originalScale; 
} 

这儿先暂停一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改变缩放倍数会对您的碰撞检测产生什么影响？对，

事情会变的很乱。您已经更改了缩放倍数了，但是碰撞检测还是使用的 frameSize 和

collisionOffset属性，它们保存着该帧的大小和碰撞偏移的原始值。您能做些什么呢？幸

运的是，您的 SpriteManager 使用一个名为 CollisionRect 的访问器，它可以为碰撞检

测构建一个矩形。当应用不同缩放倍数的要素时，您就可以通过修改该访问器来使用该缩放倍

数属性，并准确无误的构建该矩形。在 Sprite基类中把 collisionRect属性改为如下所示： 

public Rectangle collisionRect 
{ 
 get 
 { 
  return new Rectangle( 
   (int)(position.X + (collisionOffset * scale)), 
   (int)(position.Y + (collisionOffset * scale)), 
   (int)((frameSize.X - (collisionOffset * 2)) * scale), 
   (int)((frameSize.Y - (collisionOffset * 2)) * scale)); 
 } 
} 

现在您需要对 Speed变量做同种类型的事情。首先，给 Sprite类添加一个类成员变量，

用它保存初始速度： 

Vector2 originalSpeed; 

因为您是通过参数传递初始化构造方法中的初始速度的，而不是将实例化为一个恒定的值，

所以就不需要将 originalSpeed  变量初始化为任何指定的数据。但是您需要在设置速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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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构造方法中初始化它。把下列代码添加到构造方法的 this.speed = speed行的下面： 

originalSpeed = speed; 

下一步，添加两个方法（就像您对缩放倍数变量做的那样），使 SpriteManager 可以修

改和重置 Sprite类的 Speed变量： 

public void ModifySpeed(float modifier) 
{ 
 speed *= modifier; 
} 
public void ResetSpeed( ) 
{ 
 speed = originalSpeed; 
} 

哦，好的，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好。现在您已经准备好做 后的修改了。打开 SpriteManager

类，因为下一步您要在该类中做一些改变了。 

每次玩家碰到这些特殊的精灵的时候，就需要设置一个能能力变化计时器，使能力提升效

果持续 5 秒。在 SpriteManager中增加一个变量来记录能力提升效果的有效时间。 

int powerUpExpiration = 0; 

下一步，找到 UpdateSprites方法。在该方法中，检测玩家是否碰到了精灵。之前您已

经添加了是否碰撞到 AutomatedSprite物体的检测，如果碰到了，就从玩家那儿移除一个生

命值。现在，您就要处理其它可能的碰撞类型了。 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它不是

AutomatedSprite类型的（通过检查该精灵的 CollisionCue属性），就判断该碰撞到的精

灵的类型。请记住，精灵的 CollisionCue 属性决定着碰撞到该精灵时播放哪个声音，因此

每个不同类型的精灵对应的声音属性是唯一的。 

您的代码中应该有一条如下所示的 if语句： 

if (s is AutomatedSprite) 
{ 
 if (livesList.Count > 0) 
 { 
  livesList.RemoveAt(livesList.Count - 1); 
  --((Game1)Game).NumberLivesRemaining; 
 } 
} 

把下列代码添加到该 if语句后面（是 if(s is AutomatedSprite)这条语句，而不是

if(LivesList.Count > 0)这条语句），创建能量补给效果，并把能量补给的国旗时间设置

为 5 秒（5000 毫秒）： 

else if (s.collisionCueName == "pluscollision") 
{ 
 // Collided with plus - start plus power-up 
 powerUpExpiration = 5000; 
 player.ModifyScale(2); 
} 
else if (s.collisionCueName == "skullcollision") 
{ 
 // Collided with skull - start skull power-up 
 powerUpExpiration = 5000; 
 player.ModifySpeed(.5f); 
} 
else if (s.collisionCueName == "boltcollision") 
{ 
 // Collided with bolt - start bolt powe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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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UpExpiration = 5000; 
 player.ModifySpeed(2); 
} 

这段代码可以基于碰撞精灵的碰撞信号执行特定的动作，然后为玩家附加能量提升效果。

此外，它会把 powerUpExpiration变量设置为 5000，表示能力变化计时器已经开启且还剩

5 秒的运行时间。 

您需要做的 后一件事就是，每次 SpriteManager类的 Update方法被调用的时候，都

递减该到期计时器。给 SpriteManager类添加如下方法： 

protected void CheckPowerUpExpiration(GameTime gameTime) 
{ 
 // Is a power-up active? 
 if (powerUpExpiration > 0) 
 { 
  // Decrement power-up timer 
  powerUpExpiratio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powerUpExpiration <= 0) 
  { 
   // If power-up timer has expired, end all power-ups 
   powerUpExpiration = 0; 
   player.ResetScale( ); 
   player.ResetSpeed( ); 
  } 
 } 
} 

然后，在 Update方法中调用该方法，使他正好位于 base.Update调用之前： 

CheckPowerUpExpiration(gameTime); 

每一帧，这个新方法都会从能力变化计时器上减去逝去的游戏时间，当能力变化计时器到

达 0 时，就会重置玩家的缩放倍数和速度。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您会发现您已经拥有了一个用 XNA 编写的完整的 2D 游戏了，虽然

很简单，但是很有趣。此外，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调整游戏运行的一些要素，比如速度、生成

速率、能力提升等等，根据需要定制游戏，让它按照您认为合适的方式运行。 

玩游戏的时候，注意能力提升效果是如何叠加的。比如，如果您撞到了一个加号精灵，然

后在能力提升效果消失前又撞到了骷髅球精灵，两种效果都被添加到了玩家精灵上去。当撞上

多个相同类型的精灵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形；例如，如果您撞到了一个加号精灵，然后在该

精灵效果消失前，又撞到了另外一个加号精灵，那么玩家精灵现在就是原来大小的 4 倍了（正

常大小×2×2）。 

棘手的是，尽管您可以叠加能量补给效果，但是只有一个能力变化计时器。这意味着，如

果玩家精灵同时拥有 2 种、3 种甚至更多效果时，它们都会同时到期。相反地，您每次撞上一

个能够改变能力的精灵，能力变化计时器就会重置为 5 秒。只有 5 秒钟过去了之后，您没撞到

其它的能够改变能力的精灵，所有这些叠加的能量变化效果才会到期。 

这是设计使然，但同样，这对于您思考应该如何去玩这个游戏，可以说是一个大好的检验

机会。如果您认为能量升级功能应该以不同的规则实施，那么实现它吧！您是开发者，您是这

个虚拟世界的统治者，对吗？您不妨利用这一优势，使游戏完全地按照您想要的方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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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哇。也许这应该说：“您还有什么没做？”这是一个漫长的章节，但您也完成了一些伟大的

工作。让我们来看看： 

• 您学会了如何在屏幕上绘制 2D 文本。 

• 您随机的生成了不同种类的精灵。 

• 您添加了一张背景图片。 

• 您优化了一个可以记录得分的系统。 

• 您体验了游戏的各个阶段，并实现了三个阶段（开始，游戏中和结束）。 

• 您利用游戏状态添加了启动和游戏结束画面。 

• 您增加了能量升级效果，并针对游戏里的逻辑进行了微调。 

总结 

• 2D 字体以与其它 Texture2D对象一样的方式绘制于屏幕上。 

• 2D 字体是使用 SpriteFont对象构建的。 

• 背景图片是使用精灵添加到游戏中去覆盖整个屏幕的。 

• 游戏状态是游戏过程中的中断或者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比如，从一个等级升

到另一个等级，完成一个任务，输掉游戏或者其它的和这类概念相似的情形）。 

• 游戏开发是一项非常有创造性的事。就像力学非常具有科学性一样，在所有的编程中，真

实的游戏调整是一门非常面向艺术的技巧，它非常注重用户的游戏体验。作为一名开发者，

您应该尽早多玩下自己的游戏，这样您就可以调整您喜欢体验，同时也为别人设想他们喜欢

的。 

知识测验：问答 

1.  您用什么类型的对象在 XNA中绘制 2D 文本？ 

2.  游戏中的背景图片是如何和表示玩家或者精灵的图像区分开的？ 

3.  游戏状态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作用？ 

知识测验：练习 

把骷髅球精灵的法宝（或称为伤害性法宝，如果您更喜欢）功能改为冻结 2 秒钟（而不是

5 秒钟内减缓 50%的速度）。为骷髅球精灵、闪电精灵和加号精灵使用不同的法宝计时器。 

 



 

第 9章 

3D游戏开发

正如您在这本书里看到的那样，用 XNA 里面的 2D 图像就能做许多很酷的事情了。然而，

得益于当今强大的显卡和处理器， 近 3D 图像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便拿一款 近

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只要您的硬件支持，在任何特定时间游戏所能达到的精细水准和屏幕上

飞过的物体数目将让您为之震惊。3D 图像确实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果您想认真地从事游戏开

发，这可能正是您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的。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因为在 XNA里面 2D 图像与 3D 图像是有所区别的，为此本章将从无

到有创建一个新项目。启动 Visual Studio然后选择 File→New→Project。当新建项目窗口出现后，

在窗口左边的菜单选择 Visual C#→XNA Game Studio 4.0，接着选择窗口右边的 Windows Game 

4.0 作为模版。将项目命名为 3D Madness，为项目选择存放目录，然后点击 OK。如图 9‐1 所示。 

现在您已经创建的项目并准备好开始了。让我们看看 XNA中 2D 游戏与 3D 游戏编程的一些

主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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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为您的 3D 游戏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坐标系 

当您处理 3D图像而不是 2D 图像时，您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前者多了一维。嗯，确实如此。

您考虑过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不是故意要使得您晕头转向，但是从 2D 向 3D 过渡确实要花时间

去适应，这往往使人感到彻头彻尾的困惑、满头雾水。 

在 XNA 里面编写 2D 游戏非常类似于在画布上绘图：您在一个二维空间里面绘画；坐标原

点(0, 0)在屏幕的左上角，X 轴向右为正方向，Y轴向下为正方向。 

如果说在 2D里面绘图就像画一幅画，那么在 3D 里面绘图就像用手持摄像机录制视频。3D

空间的坐标是一个三维的坐标系。该坐标系有时也叫做世界坐标系，以坐标(0, 0, 0)为中心原点。

与绘制二维图形不同，在原点绘制三维的物体时，您无法保证用户是从屏幕的中间，左上角，

或者其它任何的地方来看您所绘出的物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三维空间里面，绘制一个场景

需要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空间里面放置的物体和空间里面放置的摄像机（使它指向某一个特

定的方向）。只有那些出现在摄像机里面的物体才会出现在场景中。 

根据摄像机所在的位置和摄像机所指向的方向，3D 游戏中在原点绘制的物体有可能出现在

屏幕的中央、底部或其它地方，甚至完全在屏幕外面。 

在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之前，先说一说 3D 坐标系。如果您已经对三维坐标系熟悉，您

会发现通常情况下 X 轴以向右为正方向，Y 轴以向上为正方向。但是，至于 Z 轴的方向就不是

那么明确了。存在两种不同的三维坐标系，两者之间的 Z 轴正方向相反。Z 轴的指向决定了坐

标系的朝向，或者说是使用左右手的习惯。这两种可能的坐标系分别为：左手系，右手系。 

区分左手系还是右手系的方法之一就是，伸出您的手平放，掌心向上，四指指向 X 轴正方

向同时向 Y轴正向卷起。大拇指所指向的方向就是坐标系 Z 轴正方向，如图 9‐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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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左手坐标系与右手坐标系的比较 

XNA 采用的是右手坐标系，这就意味着当您以正常的角度向坐标原点看去的时候，X 轴向

右为正方向，Y轴向上为正方向，Z 轴的正方向指向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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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 

既然您已经理解了坐标系，那我们来谈谈摄像机吧。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绘制一个 3D

场景就像用手持摄像机录制视频一样。您必须定义摄像机所在的位置、它的指向，以及其它各

种属性。 

这些属性存放在一个 Matrix（矩阵）对象中。矩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概念，这已经

超出本章，甚至是本书的讨论范围了。可以肯定地说，它几乎是您在 3D 图像中所做的全部事

情的核心。幸运的是，XNA 已经把矩阵的所有细节隐藏在屏幕之后，因此您没有必要去关心这

一切是如何展开的。现在，只需要明白用一两个矩阵就可以表示一台摄像机就行了。 

XNA中的摄像机由两个 Matrix对象构成：视图（view）矩阵和投影（projection）矩阵。

视图矩阵存放以下信息：摄像机所在的位置、所指的方向和角度。投影矩阵存放以下信息：视

角和视觉范围等等。投影矩阵代表了从 3D 空间到 2D 平面的变换。 

为创建一个视图矩阵，您需要用到 Matrix 类里面一个名为 CreateLookAt的静态方法。

该方法返回一个 Matrix对象，并接受表 9‐1 中列出的参数。 

表 9-1 Matrix.CreateLookAt 的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cameraPosition Vector3 摄像机的位置坐标 

cameraTarget Vector3 摄像机朝向的目标 

cameraUpVector Vector3 指明那个方向是向上 

先来看看每个参数的数据类型。什么是 Vector3 呢？就像您在二维开发坏境中用

Vector2来表示坐标(X, Y)那样，Vector3代表的是三维坐标(X, Y, Z)。 

接着，看看 CreateLookAt 方法中的第三个参数。尽管您已经为摄像机指定了位置和朝

向，但是摄像机还无法决定如何在屏幕上绘出一个物体。对于一个手持摄像机，您可以把摄像

机侧身甚至颠倒，它所指向的方向影响到了物体录制的方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 XNA中的摄

像机。您需要为摄像机定制一个向上的向量，这样 XNA不仅知道如何放置摄像机也知道摄像机

的角度。 

为 了 创 建 一 个 投 影 矩 阵 ， 您 需 要 使 用 到 Matrix  类 里 面 另 外 一 个 名 为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的静态方法。该方法返回一个 Matrix对象，

并接受表 9‐2中列出的参数。 

表 9-2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的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fieldOfView float 摄像机的视角弧度,通常是 45度或者π/4 

aspectRatio float 摄像机长宽比,通常使用屏幕宽度除以屏幕高度 

nearPlaneDistance float 当距离摄像机多近时,无法看清物体 

farPlaneDistance float 当距离摄像机多远时,无法看清物体 

投影矩阵为您的摄像机建立一个视锥或者视野。本质上，它决定了三维空间中哪些区域是

摄像机可见的，可以绘到屏幕上的。在该区域内的物体都可以出现在屏幕上，除非物体被出现

在它们与摄像机之间的物体挡住了。处于视锥范围之外的物体不会出现在摄像机屏幕上。 



 

在图 9‐3 中，您可以看到一个假想的视锥（或者视野）。这个立体的盒子代表会出现在摄像

机屏幕上的区域。该盒子之外的任何物体都不会出现在摄像机屏幕之上，不管物体是在立体盒

子之前、之后还是侧面。参数 nearPlaneDistance 与 farPlaneDistance 分别决定了盒

子的前方和后方，有时也称之为近裁剪面和远裁剪面。近裁剪面之前的物体或者远裁剪面之后

的物体都不会出现。 

 

图 9-3 三维视椎示意图 

视野的定义 

您需要小心谨慎地选择用什么值来代表近平面和远平面。很多 XNA 游戏开发新手都给

近平面选择非常小的数（比如说 1），给远平面选择非常大的数（比如说 10,000）。请记住当

这样做的时候，意味着在那两个平面之中（以及在这个视野的其它边界之内）的物体都将出

现在摄像机的屏幕上。如果您的游戏里面有很多事情需要跟进，而您的近平面和远平面又相

去甚远，那么您将遇到性能问题。 

是否记得在以陆地为主的游戏中，您在旷野走动时，突然一座遥远的山峰出现在视野中。

这是因为山峰在远剪裁平面之后，当您靠近它的时候，它就进入了视野。如果游戏没有这个

功能，总是把所有东西显示出来，游戏性能将大打折扣，甚至没法玩。确保您为了游戏的可

玩性显示了足够多的物体，同时也隐藏了足够多的物体，以避免出现游戏性能问题。 

根据我在 XNA 方面的教学经验，开发者通常期待在 3D 里面绘制一些东西到屏幕上，但

是又不想把物体的原形完完整整全部展现出来。这涉及到摄像机的视野、位置、定位等方面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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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领域中 常见的错误，就是由于摄像机面向错误的方向，因此使得某个物体未能

被绘制出来，以及因为有些物体位于近裁剪面之前，或者位于远裁剪面之后，以至于这些物

体编程无法被看见的状态。 

创建 3D镜头 

好的，让我们把这些代码整合在一起吧。使用摄像机时，为您的摄像机创建一个游戏组件

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此一来，给新游戏添加摄像机（只需在项目添加组件然后把它加到游戏代

码中）、更新摄像机、移动摄像机将变得很容易。在您的 3D项目中创建新的游戏组件，右键点

击项目名，选择 Add→New  Item…，在 Add  New  Item 窗口右边的模版列表里面，选择 Game 

Component。把组件命名为 Camera.cs，然后单击 Add 按钮。如图 9‐4 所示。 

在 Camera.cs 类中，添加两个类成员变量（且带合适的自动实现属性）来表示摄像机的视

图矩阵和投影矩阵： 

public Matrix view {get; protected set;} 
public Matrix projection { get; protected set; } 

然后改变构造方法，使其接受分别代表摄像机初始位置、目标和向上方向的三个三维向量。

同时在构造方法中，通过调用 Matrix.CreateLookAt 来初始化视图矩阵；通过调用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eldOfView 来初始化投影矩阵。以下是 Camera 类的构造

方法的完整代码： 

public Camera(Game game, Vector3 pos, Vector3 target, Vector3 up) 
 : base(game) 
{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pos, target, up); 
  
 projection =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MathHelper.PiOver4,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1, 100); 
} 

 
请确保计算摄像机的比例时，将屏幕的宽度和高度转化成了浮点数，就像上面写

的那样。如果不这么做，计算时将会用整数除以整数，这会造成数据的丢失，使您的

图像看起来像被压扁了一样。 

这里唯一的技巧是使用 MathHelper.PiOver4来表示π的四分之一。我们将在本章随后

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现在您只需要记住在 XNA中角度的单位是弧度。在弧度制中，π等

于 180°。进一步地，π/ 4 是 45°，这是一个标准视角。MathHelper.PiOver4的值是一个

便于使用的常量，免得您每次都重新计算π/ 4。 

接着，需要添加您创建的摄像键组件到 Game1类的组件列表中去。在 Game1类中创建一

个类变量： 

Camera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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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 Game1 类的初始化方法中添加下列代码对 camera 实行初始化，并把它添加到

Game1的组件列表中。 



 

// Initialize camera 
camera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 
 Vector3.Zero, Vector3.Up); 
Components.Add(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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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创建一个摄像机组件 

那么，这里表示什么呢？您在坐标(0,  0,  5)处创建了一个摄像机，告知它往原点处看

（Vector3.Zero返回一个空三维向量，代表点(0. 0. 0)，也就是原点），指定(0, 1, 0)为向上方

向（Vector3.Up返回一个三维向量(0, 1, 0)，默认代表向上）。 

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将看到一些让人惊叹的摄像机效果。呃……也许没有。您也许会想，

肯定是出问题了。在某种程度上，您可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屏幕上什么都没有，事

实上您正在 3D 里面“播放电影”。您有一个随时待命的摄像机，只是放映机中什么内容也没有

而已。如图 9‐5 所示。紧接着，我们将消除这种情况。 

绘制基元 

在建立了一个摄像机之后，就要在屏幕上绘制东西了。所有 3D 图形的基础都是三角形。

如果您画出足够多的三角形，您就能得到几乎所有形状的图形。把足够多的三角形（做的足够

小）相邻摆在一起，您甚至能得到一个光滑的圆面。 

为了绘制您的第一个三角形，您需要定义一些点，或者说是顶点（vertices），来表示三角

形的每个角。您也需要一个称为 VertexBuffer 的对象，它被用来储存顶点信息以供在图形

设备上使用。在 Game1 类中，创建如下的 VertexPositionColor 类的对象数组，也包括

VertexBuffer类的变量： 

VertexPositionColor[] verts; 



 

 VertexBuffer vertex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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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好极了！呃……啊……等等……这有问题 

 

这确实不像是我们居住的世界。但如果您从微观层面来观察一个相当光

滑的面，这个面会变得一点也不光滑：它充满了山脊和山谷。我们的计算机

没有强大到足以模仿这种级别的细节，但是它们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几

年前相比，今天弯曲并且富有光泽的表面在细节处理和仿真程度上已经有了

很大的改善。 

实际上，正当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时，许多 3D 图像已经被用来模拟现

实生活了。光照特效用于尽可能表现现实世界中的光照（或者至少，就目前

我们所能理解的现实世界的光照），等等。大多数情况下，游戏越像现实生活

就越有娱乐性。例如，像半条命 2 等游戏就从先进的物理引擎中受益不小，

这个先进的物理引擎允许玩家在遵守尽可能多的现实物理规律的条件下与游

戏中的物体进行互动。 

您也需要使用一个叫BasicEffect的东西来绘制您的基元（Primitive(s)）18。实际上，XNA 

3D中的任何东西都需要使用效果（通常是高级着色器）。BasicEffect类在后面更多的细节说

明，但它一般允许您使用默认着色器代码来 3D绘制： 

BasicEffect effect; 
                                                              
18  译注：基元是指组成物体的基本单元。这里的基元是对图形而言的，故在后文中也称为图元。根据本节内容可知，

它具体指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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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用这些对象来创建那些点。一个 VertexPositionColor 对象代表一个既有位置又

有颜色的顶点。创建时您可以在这些对象的构造方法中指定这些参数。在 Game1 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用下面的代码初始化这些点： 

// Initialize vertices 
verts = new VertexPositionColor[3]; 
verts[0] = new VertexPositionColor(new Vector3(0, 1, 0), Color.Blue); 
verts[1] = new VertexPositionColor(new Vector3(1, -1, 0), Color.Red); 
verts[2] = new VertexPositionColor(new Vector3(?1, -1, 0), Color.Green); 

在您添加了初始化顶点的代码后，您需要添加将顶点信息作为代码添加到 VertexBuffer

中。将下列代码直接添加到 LoadContent方法中初始化顶点代码的后面。 

// Set vertex data in VertexBuffer 
vertexBuffer = new VertexBuffer(GraphicsDevice, typeof(VertexPositionColor), 
 verts.Length, BufferUsage.None); 
vertexBuffer.SetData(verts); 

后，在设置了 VertexBuffer 的数据之后，通过在 LoadContent 方法的末尾添加以

下代码来初始化 effect。 

// Initialize the BasicEffect 
effect = new BasicEffect(GraphicsDevice); 

接下来，在 Game1类的 Draw方法中，您需要告知 GraphicsDevice您需要从哪个顶点

缓冲中读取数据进行绘制。本质上，这么做是为了告知您电脑上的图形设备，您将要给它发送

信息，同时指定信息的类型。在这里，您将要告诉图形设备，您将要给它发送一些

VertexPositionColor数据（您在 LoadContent方法中为 vertexBuffer指定的数据类

型）。在 Draw方法中 GraphicsDevice.Clear调用之后增加此行： 

GraphicsDevice.SetVertexBuffer(vertexBuffer); 

接着，在 VertexDeclaration之后，增加下面这些代码来绘制三角形： 

//Set object and camera info 
effect.World = Matrix.Identity; 
effect.View = camera.view; 
effect.Projection = camera.projection; 
effect.VertexColorEnabled = true; 
 
// Begin effect and draw for each pass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Color>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0, 1); 
} 

此时，运行游戏就应该会显示一个相当好看三角形（图 9‐6）。留意一下三角形顶点的颜色

向三角形中心扩散时是如何彼此混合的。这是因为在屏幕的背后，GPU测量每个像素到每个顶

点的距离，然后根据所测的距离及每个顶点的颜色来创建该像素点的颜色。很酷，是吧？ 

您是怎样绘制出像这样的三角形的呢？您所用到的三个顶点的坐标依次是：(0, 1, 0)、(1,  –

1,  0)  和(–1,  –1,  0)。您分别指定这些顶点的颜色为蓝，红和绿。XNA用这些坐标建立了三角

形。看一看图 9‐7，来瞧瞧把坐标系和三角形重叠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角形的顶点与您设定的顶点数组中的点相对应。XNA 通过混合顶点之

间的颜色自动地进行逐像素的着色。与某个顶点的距离越近，该像素包含的该顶点的颜色的成



 

分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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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啊……真让人目眩神迷啊…… 

 

图 9-7 放在坐标系中的三角形 

让我们回顾一下您刚刚写下的代码。对一个小三角形来说那是相当多的代码了——想象一



 

下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建立 Quake 3（雷神之锤 3）那该要多少代码啊！ 

不要让这使您泄气。让我来解释这的状况。第一，您需要理解在 XNA 中 3D 图形是如何渲

染的。在 XNA  3D 中每一样东西都是用一个叫做高级着色语言（HLSL）绘制出来的。HLSL 是基

于 C开发的语言，它允许开发者轻松地创建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特效，例如：水波纹、反射面

和其它视觉效果。在这点上您不必过于担心——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地讲解 HLSL。您现在

所要知道的就是在 XNA 3D 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用 HLSL 借助 Effect类绘制出来的。 

这个 Effect类允许您与 HLSL 代码交互，传送数据给 HLSL 等等。XNA 小组还友好地编写

了一个 Effect 的派生类，叫做 BasicEffect。应用 BasicEffect，您能够有效地运用默

认的 HLSL 代码，而不需要事先知道任何关于 HLSL 的信息。这意味着您能够集中注意力于使您

的三角形显示出来，而不必去了解复杂得令人头疼的 HLSL代码。感谢您们，XNA小组！ 

现在，回到代码。首先，您创建一个 BasicEffect类型的对象。然后，您需要设置 world

属性。这个属性本质上代表了所要绘制的对象的位置。您需要在坐标原点进行绘制，因此现在，

您需要使用 Matrix.Identity。 

 

现在不要对 Matrix.Identity 感到恐慌。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讲解更详细

的讲解矩阵乘法。现在，只要认为 Matrix.Identity是物体被绘制的默认位置;

这个默认位置在坐标原点附近。 

接着，用摄像机组件的信息来设置 effect 的视图矩阵与投影矩阵。然后，您需要设置

effect 的 VertexColorEnabled 属性为 true。如果不这么做，颜色将不会被绘制，屏幕

上显示出来的三角形将完全为白色。 后，您需要调用 BasicEffect.Begin来开启 effect。 

关于 effect，还需要了解还有更多的信息。每一个 effect有一个或多个 technique（技

术）。每一个 technique 有一个或多个 pass（通道）。您的代码中紧接着的 for 循环将会循遍

technique 每个 pass，用以绘制三角形。为了在绘制 technique 时开始一个 pass，您将必须调用

EffectPass.Apply()。后面我们深入探讨 HLSL 时，将会更多地探讨这些。但现在只要认为

EffectPass.Apply()与前章提到的 SpriteBatch.Begin和 SpriteBatch.End相似就

行了。调用 Begin和 End之时通过使用 SpriteBatch绘制所有的精灵。这同样适用于这些

代码：所有的通道必须通过调用自己的 Apply来执行。 

事实上在屏幕上绘制出三角形的代码位于 EffectPass.Apply 调用之后，它是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的调用。让我们深入地了解那个方法：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Color>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0, 1); 

DrawUserPrimitives是一个泛型方法，因此，您必须指定您将要绘制的顶点的类型（在

本例中，类型为 VertexPositionColor）。第一个参数是绘制三角形的方法，这个我们会在

后面会进行探讨。现在，只需要知道给出三个顶点之后，传入到 PrimitiveType.Triangle 

Strip参数会使得 XNA使用这三个顶点构建一个三角形。第二个参数是顶点数组，那里面存储

了顶点信息。第三个参数是这个数组的偏移量，也就是 开始绘制的顶点的序号。您需要从您

的数组的 开始的元素进行绘制，因此您指定这个参数为 0。 后一个参数是图元数量，或者

说是您期望绘制的图元的数量。一个三角形就是一个基元，并且您需要绘制一个三角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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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传入 1 作为参数。 

矩阵乘法 

好吧，您已经拥有一个奇幻的三角形。您是否想着让它做点别的？那么，我们来谈谈旋转

和平移吧。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您在 3D 图形编程中做的一切，背后都是矩阵。尤其是当您

试图移动、旋转、缩放一个对象时。在之前的代码中您不得不把 BasicEffect 的 World 属

性设置为 Matrix.Identity。让我们看看现在我们能否将这些说明得更清楚一些。 

BasicEffect的 World属性就是一个矩阵，该矩阵告诉 XNA在哪绘制您要绘制的东西、

如何经过恰当的旋转和缩放把要绘制的东西放置在空间中。它类似于一个用来绘制项目的坐标

（事实上，3D 坐标被包含在矩阵中），但又不仅仅如此，它还包含了旋转和缩放的所有信息。

我们在这里不会过于深入地去探讨这些，但如果您有兴趣想再进一步研究，数学教科书以及因

特网上有大量的资源能够告诉您有关矩阵乘法的知识。 

由于这本书的目的是对 XNA 进行介绍，您只需要知道所有 3D 图像的旋转、缩放和平移背

后都隐藏着矩阵乘法。Matrix.Identity所代表的矩阵也称之为单位矩阵（identity matrix）。

单位矩阵是一种特殊的矩阵，在矩阵乘法里它的作用相当于数字 1。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矩阵

与单位矩阵相乘的结果都是矩阵本身。 

对您而言，单位矩阵意味着一个全新的起点。如果您想在原点出绘制一个物体，那您得把

World属性设置为 Matrix.Identity。您在第一个三角形例子中已经这样做过了，于是在原

点处绘制了一个三角形。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关心这些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屏幕后是怎么一回事

是有益的。幸运的是，XNA通过 Matrix类帮我们处理了几乎所有的矩阵乘法。 

移动与旋转 

在本节，我们将看到在 3D 环境中是如何移动和旋转物体的。在您的项目里面，已经有一

个很酷的三角形。如果您想把它向左移动一点点，您可以通过 Matrix.CreateTranslation

方法来达到目的。 

所谓平移（translation）就是按照向量指定的方向来移动一个物体或者一个点。因此，

Matrix.CreateTranslation以 Vector3类型作为参数。它也有一个能接受浮点类的 X、

Y和 Z 的重载方法。 

如果您想动态持续地移动或旋转您的物体，而不是改变它的位置然后静止不动，那您就需

要用一个变量来代表物体的世界坐标。在 Game1 类里面定义一个名为 Matrix 的类变量，然

后把它初始化为 Matrix.Identity： 

Matrix world = Matrix.Identity; 

接着，修改 Draw 方法里面如下的代码，设置 BasicEffect.World 的属性为刚才定义

的新变量： 

effect.World =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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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以下代码添加到 Update方法里，位于 base.Update方法的调用之前： 

// Translation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Left)) 
 world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Right)) 
 world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编译并运行游戏，您会注意到当您按下向左或向右键时，物体将向对应的方向移动。 

发生了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是移动了物体还是移动了整个世界？ 

不要让变量名“world”迷惑您。如果我让您把添加的变量命名为其它名字， 终您还是

会把它设置为 BasicEffect 类的 World 属性。所以说就算您把变量命名为别的名字也没

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尽管如此，矩阵 world 并不代表整个世界。不妨用这种方式理解：该矩阵变量包含了在

世界坐标系中如何去绘制某个特定物体的所有信息。为什么要称之为世界矩阵呢？一个可能

的解释就是因为世界矩阵接收一个对象并将其放在世界坐标系里。 

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世界矩阵把您的三角形放置在世界坐标系里面。世界矩阵变量里

面存放着告诉 XNA 绘制物体所需要的坐标信息，以及如何进行旋转、缩放等。简而言之，

描述了该如何绘制一个特定的物体。 

如果您想画第二个三角形，您需要为之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矩阵并设置不同的属性（可能

是旋转一点点，加以缩放，并且移动它）。当您绘制第二个三角形时，它将根据它自己的世界

矩阵被绘制出来；第一个三角形的世界矩阵与第二个三角形的世界矩阵没有任何关系。反之

亦然。 

那怎么旋转物体呢？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旋转物体，至于选用哪种取决于您想在物体在哪个

轴向上旋转。类似于地球围绕自己的地轴自转，XNA 里面的每一个旋转都围绕一个轴。但执行

旋转时，您必须指定旋转所需的轴。 

在刚添加的平移代码下面添加以下的代码： 

// Rotation 
world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4 / 60); 

这段代码运用了 Matrix 类所提供的基本旋转方法中的 Matrix.CreateRotationY。

该方法让物体绕着 Y轴旋转，旋转的角度由参数决定。度数是用弧度制表示的，而不是度数制。

在弧度制里，π是 180度。参数 MathHelper.PiOver4/60会将物体旋转 0.75 度。至于我为

什么选择这个数，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仅仅是因为它在程序里表现得比较平滑。请随意尝试

不同的旋转速度，以获得不同的效果。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将看到三角持续地绕 Y 轴旋转，如图 9‐8 所示。您仍然可以通过

向左或向右按键控制它的水平移动。 

您可能注意到了，当您移动三角形时，您不仅仅移动了它本身，同时也改变了旋转的中心。

其实从技术上说，您并没有改变旋转的中心（只要旋转用的是 Matrix.CreateRotationY，

物体就围绕着原点旋转）。您只是改变了三角形所处的位置和旋转中心的关系。当游戏开始时，

三角形是绘在原点处的，意味着当调用 Matrix.CreateRotationY 时，三角形在原地（当



 

前中心是原点）旋转。当您把物体移动到右边，三角形开始围绕原点旋转。事实上是这么一回

事，相当于先把三角形移动到右边，然后调用 Matrix.CreateRotationY 方法使它围绕原

点旋转。 

 
当给 world 变量赋值的时候，用的是*=而不是=。这点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

为它会在每一帧里持续地增加旋转度数，从而使得物体可以持续地移动和旋转，同

时也因为 Matrix 变量包含了物体如何放置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多个方面的信息（位置、

旋转和缩放等）。 

您通过使用 Matrix.CreateTranslation设置物体位置，而如果您使用了=

而不是*=来通过 Matrix.CreateRotationY设置旋转度数，您就会失去之前设置

的平移变换的信息。 

 

 

图 9-8 三角形正围绕 Y 轴转动 

但是且慢，当三角形旋转到 180°时消失了，当做完一个完整的旋转（360°）以后又出现

了。这是怎么回事？ 

背面消隐 

您看到三角形消失的处理过程称为背面消隐（backface culling19）。消隐是一种 3D图形学中

                                                              
19  译注：backface culling也可译为“背面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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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过程，它为了提高性能而限制显示在屏幕上的物体数目。本质上来说，背面消隐目的是

只在屏幕上绘制图元朝向摄像机的一面。在这个程序里，只显示了三角形的一个面。 

默认情况下，XNA 会消隐在将逆时针方向被绘制的图元。还记得您是如何为这个三角形创

建顶点的吗？您用顺时针的方式创建了这些顶点，如图 9‐9。 

如果您用逆时针的顺序来创建顶点，然后运行游戏，您将会看到，一开始三角形就被消隐

掉了，因此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三角形转过了 180°以后，您才能看见它。 

消隐都为您做了些什么呢？它提高了游戏的性能。想象一个足球，它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呢？

您会在乎吗？其它人会在乎吗？答案是显然不会。所以，没有必要耗费大量宝贵的处理时间去

绘制足球内部结构。 

 

图 9-9 逆时针绘制顶点 

正如现实生活中足球是空心的，3D图像里面的所有物体都是空心的。它们都是由蒙皮（skin）

组成，蒙皮是使用一系列的三角形围绕一些空的空间绘制而成的。没有人在乎这些蒙皮里面看

起来是怎么样的，所以绘制它们毫无意义。 

得益于消隐处理，您的游戏将根据顶点绘制的顺序自动决定哪些面应该被绘制出来。 

您可以在 game1类中调用 LoadContent方法之后，添加以下代码来关闭消隐： 

// Set cullmode to none 
RasterizerState rs = new RasterizerState(); 
rs.CullMode = CullMode.None; 
GraphicsDevice.RasterizerState = rs; 

通常情况下您不会关闭消隐功能，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强劲的性能加速器，不过在调试时关

闭消隐还是相当有用的。举个例子，如果您认为屏幕上应该出现某些东西但是并没出现，您可

以关闭消隐功能，来看看物体是否真的由于某些原因被消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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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旋转 

当您在玩三角形的时候，也许还会注意到另外一件事：当程序开始运行时，三角形原地自

转；如果您把三角形移动到左边，它仍然会旋转，但现在它好像是围绕着原点转圈而不是原地

自转。这是因为平移和旋转的先后顺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当应用旋转变换时，物体总是围绕原点旋转。在您的代码中，每一帧都是先执行平移然后

旋转。所以当加载应用程序时，物体绘制在原点处，旋转指令使得它围绕原点旋转（自转），这

就出现了在原点自转的效果。 

然而，一旦您移动物体到左边，然后执行旋转指令，让它围绕原点旋转（现在原点已经在

物体的右边），将促使它产生围着原点转圈的效果。 

为了使物体不管在哪里都是自转，您需要先应用旋转变换，然后才应用平移变换。当物体

在原点时，先让它产生自转的效果，然后执行平移变换把物体移动到合适的位置。物体将保持

自转，而不是围绕原点公转。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将不再只用一个变量来代表三角形的世界矩阵，取而代之地，您

需要添加两个变量来代表对象的世界矩阵（您可以删除之前添加的名为 world 的 Matrix 变

量）： 

Matrix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Identity 
Matrix worldRotation = Matrix.Identity; 

接下来，修改 Update方法中的代码，只把旋转变换和平移变换分别应用在相应的矩阵上。

将下面的代码： 

// Translation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Left)) 
 world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Right)) 
 world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 Rotation 
world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4 / 60); 

修改为：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Left))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Right))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 Rotation 
worldRotation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4 / 60); 

这将允许游戏使旋转变换与平移变换分离，并在绘制物体时允许按照需要调整应用变换的

顺序。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将 Draw方法中设置 BasicEffect.World参数的代码改为： 

effect.World = worldRotation * worldTranslation; 

每一个以这种方式添加的旋转、平移、缩放都会对将要绘制的物体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取

决于您运用它们的先后顺序。举个例子，当您把之前的代码改为如下代码会发生什么？ 

effect.World = Matrix.CreateScale(.5f) * worldRotation * worldTranslation; 



 

 152 

先应用 0.5 倍的缩放使得绘制出来的三角形只有原来的 1/2。看看您能否指出出下面的代码

和上面的代码的不同之处： 

effect.World = worldRotation *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Scale(.5f);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但是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后一行代码将对 Matrix.CreateScale

左边的所有变换进行缩放 0.5 倍。这意味着在第二种情况中物体只是移动了一半远，因为缩放

变换影响到了平移变换。在第一种情况中，缩放变换也影响到它左边的所有变换，但是它左边

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只会影响三角形的绘制，但不会影响到平移变换。 

如果您想实现诸如行星围绕太阳转圈的东西，您该怎么办呢？想想行星是怎么样围绕太阳

旋转的？它一边自转的时候一边围绕太阳公转，对吧。为了使物体自转，您需要先应用旋转变

换。然后，您需要把物体相对于太阳（在本例子中就是原点）移开一定的距离。 后，为了使

物体绕着以原点为中心的轨道旋转（公转），您需要应用另一个能使物体绕着原点旋转的旋转变

换。 

把设置 World的那行代码改成如下： 

effect.World = worldRotation * worldTranslation * worldRotation; 

编译并运行游戏。移动物体到左边或者右边，您将看到它在自转的同时也绕轨道公转。很

酷吧？我建议您现在就花些时间，尝试一下套用各种旋转与平移的不同顺序的组合，以熟悉它

们所产生的效果。 

再谈旋转 

目前为止，您已经知道怎么平移、旋转和缩放物体，但是您只是通过一个名为

CreateRotationY的方法来产生旋转，该方法使物体围着 Y轴转动。 

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旋转变换。您可能已经猜到了，既然有 CreateRotationY，应该也

有 CreateRotationX和 CreateRotationZ方法。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猜测，事实证明您

是对的。这些方法分别能使物体绕 X 轴、Y轴和 Z 轴转动。 

另一个应用旋转的方法是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从本质上来说，这种

变换会让物体同时绕着 X 轴、Y 轴和 Z 轴进行旋转。如图 9‐10 所示，偏航（yaw）使一个对象

围绕 Y轴旋转，俯仰（pitch）使一个对象围绕 X轴旋转，翻转（roll）使对象围绕 Z轴旋转。 

另一个方法也应该在这里提一下：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这个方法有一个

Vector3类型的参数。这个参数代表物体绕旋转时所围绕的轴（而不是特定的 X 轴、Y 轴或 Z

轴），同时还有旋转物体所需的旋转角度。举个例子，假设您正在创建一个太阳系。您就要给地

球指定一个特定的轴使地球绕该轴自转，因为地轴是倾斜的，没有与 X 轴、Y轴或 Z 轴重合。 

我建议您在这里停留一下，花点时间把不同类型的旋转应用到您的对象中，感受一下它们

分 别 都 能 做 些 什 么 。 试 着 更 改 Update 方 法 中 的 旋 转 变 换 的 代 码 ， 通 过 使 用

CreateFromYawPitchRoll来应用旋转变换。把以下代码： 



 

 

图 9-10 偏航、俯仰、翻转 

// Rotation 
worldRotation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4 / 60); 

改为： 

// Rotation 
worldRotation *=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 
 MathHelper.PiOver4 / 60, 
 0, 
0); 

然后为这三个参数分别赋予不同的值，试验一下不同的效果。 

基元类型 

那么，正在巡航的您，欢迎登陆 XNA  3D 的大陆……不过这并不那么让人兴奋。您创建了

一个看起来很酷的三角形并使它转起来，但仅仅就是如此而已。尽管三角形有很酷的混色效果，

但是您可能还没有见到过哪个游戏会完全用这样的颜色进行制作。通常，当在 3D 中绘制图形

时，您需要先绘制图元，然后为它们应用纹理。 

 

应用纹理？那是什么？通过本书之前的章节学习，纹理代表一个 2D 位图

或者其它图像。纹理在 3D 图形领域里通常应用于 3D 物体的表面（就像之前

的例子中的三角形）。映射一个 2D 纹理到 3D 表面的过程称之为纹理的应用。 

那么，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里，我们会集中精力于在您的三角形上应用纹理。尽管如此，

您会使用一个矩形的纹理贴图，所以您需要把三角形转为矩形。这是怎么实现的呢？您不可能

一开始就绘制矩形，您需要使用多个三角形来绘制。两个彼此相邻的三角形就能够形成一个正

方形或者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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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LoadContent方法中初始化顶点数组的代码改成如下： 



 

verts = new VertexPositionColor[4]; 
verts[0] = new VertexPositionColor(new Vector3(-1, 1, 0), Color.Blue); 
verts[1] = new VertexPositionColor(new Vector3(1, 1, 0), Color.Yellow); 
verts[2] = new VertexPositionColor(new Vector3(-1, -1, 0), Color.Green); 
verts[3] = new VertexPositionColor(new Vector3(1, -1, 0), Color.Red); 

接着，在 Draw方法中，您需要把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的 后一

个参数改为 2。请记住，这个参数不是顶点的个数，而是图元的个数。在调用时，该参数告知

图形设备您需要多少个图元。现在您需要绘制两个三角形，您需要配置合适的参数：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Color>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0, 2);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将看到三角形已经变成了一个矩形，如图 9‐11 所示。 

这个威风的矩形是怎么出来的？关键在于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

的第一个参数。在 XNA 中有三种不同的方法绘制三角形图元：triangle  list（表）、triangle  strip

（带）和 triangle  fan（扇）。调用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就是告知图形

设备用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来绘制顶点。让我们来看看各种选择之间的不同

之处。 

 

图 9-11 哇！漂亮的矩形！ 

三角表（triangle  list）取出第一组特定的三顶点然后用它们来创建三角形。然后用额外的

一组顶点建立另外的一个三角形，如图 9‐12。三角表可能是绘制三角形 不复杂的方式，但是

它同样是 没有效率的方法，因为您要为每个被绘制的三角形指定三个新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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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带（triangle strip）同样创建一个指定了三个顶点的三角形，但是随后它通过一个新的

顶点和先前的两个顶点来创建一个新的三角形。看看图 9‐13，看看这些三角形的不同之处，尽

管和在前面列表三角形例子中的点相同、顺序一样。 

三角扇（triangle  fan）类似的用第一组指定的三个顶点创建一个新的三角形，然后用各自

额外的顶点创建一个新的三角形，但这样做它使用了新的顶点、前一个顶点和第一个顶点。因

此，构成了一个扇面，如图 9‐14（再一次同样使用来自于前面例子的顶点）。 

现在您可以花些时间来熟悉一下这些不同的基元类型。尝试一下通过当前已有四个顶点来

改变基元类型从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到 PrimitiveType.TriangleList

和 PrimitiveType.TriangleFan，确保您已经理解了每种情况。 

 

图 9-12 三角表：每一组三顶点构成一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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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 三角带：前三个顶点构成第一个三角形，然后每个新顶点和它之前两个顶点再构成一个新三角形 

 

图 9-14 三角扇：前三个顶点构成第一个三角形，然后每个顶点和它之前顶点以及第一个顶点共同构成一个新三角形 

 156 



 

 

哇！等一下！当您运行的游戏使用的是三角表时，游戏崩溃了，这是怎么回事？

三角表每个图元需要三个顶点，所以图形设备希望接收六个顶点，而您只提供

了 4 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设置 DrawUserPrimitives 后的参数为 1

（意思是您只想绘制一个图元）；接着 XNA 就只会使用在数组中中的前三个顶点，

绘制出一个三角形。 

您同样可以通过添加两个或者更多顶点到您的数组中来解决此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XNA 使用提供的六个顶点绘制两个三角形。 

应用纹理 

好，既然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矩形，就可以准备把某种纹理应用在这个矩形上了。首先，您

需要通知图形设备，您准备对顶点使用纹理。当前，您用来代表顶点的对象类型是

VertexPositionColor，它告知 XNA 您想为您的顶点使用某个位置和某种颜色。您需要修

改一个名为 VertexPositionTexture的对象类型，它表示一个含有位置和纹理的顶点。在

类的顶部为您的顶点数组变量改变类型： 

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 

下一步，改变在 LoadContent 方法中初始化顶点的代码。VertexPositionTexture

的构造方法有两个参数：代表顶点位置的 Vector3，代表一个纹理坐标的 Vector2。 

等等！什么是“纹理坐标”？非常好的问题。纹理坐标就是将 XNA纹理上的坐标映射到图

元顶点的一种方法。当以这种方式添加纹理时，您就把纹理上的点和相应的顶点对应起来。然

后 XNA获取纹理的特定部分，并将它映射到相应的图元上。 

纹理坐标用二维坐标(U, V)来表示，其中 U是水平的，V是垂直的。不管图象的大小，图象

左上角用纹理坐标(0, 0)来表示，图象右下角用纹理坐标(1, 1)表示。为了指定纹理中间的一个点，

您可以使用纹理坐标(0.5, 0.5)。 

您可以把 U 和 V 当作纹理大小的百分数，用 1 来便是 100%的高或者宽，0 表示 0%。对于

任何给定的纹理，它的角的(U, V)坐标如图 9‐15所示。 

当您初始化顶点，您需要决定纹理上那些点将映射到哪个顶点，并赋一个合适(U, V)坐标给

那个顶点。然后，当您绘制图元,XNA将这个纹理映射到相应的图元上。 

改变 LoadContent方法中初始化顶点的代码，旨在使用 VertexPositionTexture对

象和设置(U, V)坐标： 

verts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4]; 
verts[0]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0), new Vector2(0, 0)); 
verts[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0), new Vector2(1, 0)); 
verts[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0), new Vector2(0, 1)); 
verts[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0), new Vector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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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5 一个纹理的(U, V)坐标 

其次，改变在 LoadContent 方法中初始化 VertexBuffer 的那行代码，同样也使用到

VertexPositionTexture。记住，本质上您将告诉图形设备您发送的信息的类型为

VertexBuffer，因此您需要更新那行表明当前顶点信息使用了 VertexPositionTexture。

初始化 VertexBuffer代码应该像下面这样： 

vertexBuffer = new VertexBuffer(GraphicsDevice, typeof(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Length, BufferUsage.None); 

在 Draw 方法里，DrawUserPrimitives 方法指定了 VertexPositionColor 类为泛

型方法的类别。为了使用 VertexPositionTexture，作如下改变：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0, 2); 

很好，现在您已经做好绘制 VertexPositionTexture顶点的准备了。接下来将在矩形

上应用纹理。现在您所需做的就是创建一个纹理并且应用它。 

正如您在 2D 精灵所做的那样，需要添加一个图象文件到您的项目中。如果您还没有下载

本章源代码，那么请先去下载。在源代码文件夹中的 3D Madness\3D Madness Content\Textures

文件夹内您将会找到一个名为 trees.jpg的文件。 

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右击 Content 目录，选择 Add→New  Folder，把新文件夹命名为

Textures。然后，鼠标右键点击 Textures文件夹，选择 Add→Existing Item…，找到 tree.jpg 文件。

选中它，并将它添加项目中。 

下一步，您必须在 Game1类中为纹理添加一个新的类成员变量： 

Texture2D texture; 

在 LoadContent 方法中载入纹理。确保 Content.Load 方法的参数使用的是图像的资

源名称（如果使用自己的图像，那么名称可能就不会是“trees”）： 

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trees"); 

后，在 Draw方法中，您需要告知 BasicEffect使用哪一个纹理，并且启用这个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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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在 Draw方法中如下的代码： 

effect.VertexColorEnabled = true; 

改为： 

effect.Texture = texture; 
effect.TextureEnabled = true; 

好，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了。编译并运行该应用程序，您会看到和之前相同的旋转的矩

形，但是现在图元应用了纹理，而不再是之前的混合颜色。根据您添加到您的项目中的图像，

您应该看到相似于图 9‐16 中的东西。 

干得漂亮！现在您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酷的游戏。这是一个会自转、会旋转、会移动的大

树图片……真棒！事情变得越来越好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开始使用 3D 模型，而不仅仅是一

个三角形或者矩形，那才是 3D 开发的真正乐趣。 

 

如果您正在从事的开发，会需要使用本章所描述的方式来绘制出很多的顶点

的话，这里有一些诀窍，可以使事情进一步简化。本书在此不再深究，毕竟本书

的重点是 3D 模型而不是绘制顶点，但是在游戏中通过运用 IndexBuffer，您

可以让多个顶点重用 3D 空间的点。网络上有大量关于 IndexBuffer 的资源；

如果您想对它们有更深入的理解，请查看本书开头的资源列表。 

 

 

图 9-16 哦耶！那些酷毙了的树，正在我的画面上自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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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这一章有很多内容，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您都做了些什么： 

• 您创建了自己的第一个 3D 项目，通过使用 GameComponent 给项目添加了一个摄像机。 

• 通过特定的顶点，您在屏幕上绘制了一个三角形并给它着色。 

• 您学习了让人兴奋的矩阵乘法，和它是怎样应用到 3D 图像编程中去的。 

• 您学习了旋转、平移还有缩放。 

• 您尝试使用不同的图元类型，诸如列表三角形、条带三角形、扇形三角形。 

• 您应用纹理到由一组三角形构成的矩形上。 

总结 

• 3D 开发用到含 X、Y、Z 轴的坐标系，XNA采用右手坐标系。 

• 在 3D 创建游戏与 2D 是不同的，就类似于在画布上绘画与用摄像机录制视频。在 3D 开发

坏境中，您在世界里面不同的位置放置物体，创建一个让世界移动的摄像机。 

• 摄像机定义了一个视锥（或者视野），该视锥决定 3D 世界的那部分在屏幕上是可见的。视

锥里的任何东西都是可见的；如果物体不在视锥之内，那它将不会出现在屏幕上。 

• 在 3D 中，XNA 采用高级着色语言（HLSL）绘制物体。Effect 类被用来绘制 XNA 代码中

的物体，并允许开发人员修改所用到的 HLSL效果的参数。派生自 Effect类的 BasicEffect

类让您在不需要编写 HLSL 代码的情况下就能绘制物体。 

• 在 XNA  3D 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图元绘制的。三角形就是这样的一个图元，通过指定

一系列的顶点您就能绘制它们。VertexPositionColor 和 VertexPositionTexture

用来绘制不同类型图元的两个对象。 

• 在 3D 里面绘制一个三角形，它的背面是没有绘制的。这是因为，为了提高游戏的性能，

只有物体朝向摄像机的部分才会被绘制（这就是所谓的背面消隐）。默认情况下，以逆时针方

式绘制的对象将会被消隐。 

• 3D 图像中，几乎所有计算后面都有矩阵乘法的存在。平移、旋转和缩放都用到了矩阵乘法。 

• 当您期待某种效果时，应用平移、旋转和缩放的先后顺序很重要。如果这些操作的顺序发

生了变化，对象的行为也会相应的变化。 

• 三角表、三角带和三角扇是绘制三角形图元的全部方法。对于同一组顶点不同的绘制方式

将绘制不同形状的三角形。 

知识测试：问答 

1. XNA使用右手系还是左手系的坐标系统？ 

2.  在 XNA 3D 中，一部摄像机的视锥由什么组成？ 

3.  什么是背面消隐？ 

4.  什么是顶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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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还是假：旋转矩阵（rotation）乘以平移矩阵（translation）与平移矩阵（translation）

乘以旋转矩阵（rotation）是有区别的。 

6.  当要模拟一个行星自转和绕轨道公转时，旋转和平移的应用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 

7.  真还是假：为了把一个大小为 250×300 的纹理的右下角映射到某个定点上，您应该指

定(U, V)为(250, 300)。 

8.  用三角表绘制三个三角形需要多少个顶点？ 

9.  用三角带绘制三个三角形需要多少个顶点？ 

知识测试：练习 

在本章编写的代码基础上，创建一个有六个面的立方体，要求每个面上应用不同的纹理，

并且使它能够绕着多个旋转轴进行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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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3D模型 

在前面的章节中，您用很奇幻的颜色和很酷的纹理做出了很漂亮的三角形和矩形。您打算

出去闯荡开发一个新游戏赚个几百万，然后在您 23 岁的时候就退休，对吗？错了！很不幸，

我要告诉您一些坏消息：现今真的没有 3D 三角形和矩形游戏的市场。您所谓的“三角形的进

攻”怎么和 新的射击与角色扮演游戏相抗衡？嗯……想都别想。那么，为什么这些游戏就有

那么酷的图像，而您的游戏却只有简单的三角形呢。问题的答案在于三维模型。 

使用 3D模型 

在上一章，我提到如果您有足够的图元（就像您前一章中用到的三角形）就可以在 XNA中

绘制任何您想绘制的东西。尽管这是对的，但是当您试图绘制一艘飞船、一条龙或者别的物体

时，您需要在代码中定制不同的顶点，并且需要几百甚至几千个三角形，您将会为此头痛不已。 

通常情况下，当绘制复杂物体时，将用到 3D模型。从本质上来说，3D模型就是构成图元所

需的顶点的集合。在模型中，也可以使用颜色和纹理。这些模型通常是在XNA外通过第三方建

模应用程序来创建的。用于创建 3D模型的著名的工具有：3D  Studio  Max，Maya，Blender，Li

ghtwave和Modo。Blender是一个功能完善的免费工具，深受我XNA课上学生的喜欢。Blender可

以从http://www.blender.org下载。另外一款著名建模免费工具是XSI  Mod  Tool，它可作为XNA的

一个插件。XSI  Mod  Tool可以在网站http://www.softimage.com/products/modtool下载。 

用这些建模软件创建的模型可以保存成好几种文件格式——在不同软件之间可以相互兼容

的。XNA 支持.X 和.FBX 格式的 3D 模型。在 XNA 项目中加载和绘出这些模型文件，能使您不需

关注每个特定的顶点和纹理就能绘制和操作精细复杂的图像。从而使您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平移、

旋转、操纵模型或者游戏可玩性等问题上。 

建立项目 

在我们准备加载绘制模型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个从本书 2D 部分得到的一个经验：对于该

项目，从一开始就要用到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您实现了一个

SpriteManager类，该类能处理所有精灵的绘制。您也可以为所有的精灵创建一个基类，然

后从该类派生各具特色的精灵。这种做法似乎很可行，所以您将在游戏中实现同样的设计。 

本章从无到有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把游戏命名为 3D Game，如图 10‐1所示。 

首先您需要一个摄像机。在之前章节中您用 GameComponent创建摄像机，现在您仍然需

要这样做。为了简单起见，您可以把之前章节的 Camera.cs 文件复制然后粘贴到现在的项目；

或者，也可以下载第九章的源代码，并把 Camera.cs 复制到项目中。为了能够使用您项目中的

http://www.blender.org/
http://www.softimage.com/products/modtool


 

Camera类，需要把命名空间从_3D_Madness改为_3D_Game。 

或者，您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GameComponent。右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的解决方案，选

择 Add→New  Item…，然后在右边的列表中选择 Game  Component 模版。把文件命名为

Camera.cs，点击 Add，如图 10‐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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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创建新项目 

您需要把自动为 GameComponent生成的代码改为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Ne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Storage; 
 
namespace _3D_Game 
{ 
 
 public class Camera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Component 
 { 
  //Camera matrices 
  public Matrix view { get; protected set; } 
  public Matrix projection { get; protected set; } 
   



 

  public Camera(Game game, Vector3 pos, Vector3 target, Vector3 up) 
   : base(game) 
  {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pos, target, up); 
    
   projection =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MathHelper.PiOver4,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1, 100); 
  } 
   
  public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TODO: Add your initialization code here 
    
   base.Initialize();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TODO: Add your update code here 
    
   base.Update(gameTi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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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创建游戏组件 

接着，把摄像机视野远平面值改为 3000。在后续章节里，您将会把游戏中宇宙飞船绘制

在很远的地方。为了改变远平面，修改调用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时的 后一个参数。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在 Camera类的构造方法



 

中。把以下代码： 

projection =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MathHelper.PiOver4,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1, 100); 

改为： 

projection =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MathHelper.PiOver4,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1, 3000);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提醒您不要让摄像机的近平面和远平面相距太遥远。

但为什么现在我却告诉您把近平面设为 1，远平面设为 3000呢？ 

您准备在游戏中把宇宙飞船绘制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您并没有打算绘制

一大堆物体。当调用该方法时您的确需要注意性能问题，但是影响性能的不

仅仅只有视觉范围的大小。当您在视觉范围内绘制太多的物体，多到您的电

脑难以承受，性能问题将加剧。 

后，为了使用摄像机，需要修改 Game1类。为 Game1类添加一个具有自动实现属性的

类成员变量： 

public Camera camera { get; protected set; } 

在 Game1类中的 Initialize方法中添加代码对 Camera对象实现实例化，并把 Camera

对象添加到 Game1类的组件列表： 

camera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0), 
 Vector3.Zero, Vector3.Up); 
Components.Add(camera); 

向项目中添加模型 

为了在 XNA中绘出一个模型，您得先像添加纹理、声音那样把那个模型添加到项目中去。

内容管道将在编译期对模型进行编译，并验证它是否是一个有效的.X 类型的模型。 

很多模型都有一些相应的纹理文件。有时模型的.X 文件会引用这些纹理文件。如果是这样

的话，您就需要确保纹理文件和在.X 文件在同一个目录下。 

首先，为解决方案的 Content 文件夹新建一个子文件夹。鼠标右键单击解决方案 3D 

GameContent 项目节点，选择 Add→New Folder，把文件夹命名为Models。 

如 果 您 还 没 有 下 载 本 章 的 源 码 ， 那 先 下 载 本 章 的 源 代 码 。 在 3D  Game\3D 

GameContent\Models文件夹，您会找到一个名为 spaceship.x的宇宙飞船模型。该模型实际上是

微软 DirectX SDK 中一个模型。 

把宇宙飞船模型添加到项目。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的 3D  GameContent\Models文件夹右

  165



 

击，选择 Add→Existing Item…，浏览到存放目录并选中 spaceship.x模型。 

一旦模型添加在您的应用程序中后，编译项目。如果编译成功，您就会知道 XNA认识.X 类

型的文件并能编译它们。如果不成功，内容管道会跳出一个错误提示它不认识这种类型的文件。 

 

如果您的模型需要额外的纹理文件（spaceship.x 模型不需要），而纹理

文件又不在合适的地方，那您将会得到一个编译错误。这没有好像什么特别

之处，但事实上很管用。在 XNA 之前，开发者不得不通过许多极其繁琐的试

验来搞清楚模型是否正常和纹理是否在正确的地方。对 3D 开发的这个方面

而言，内容管道确实带来了极大的改善。 

用BasicModel类绘制模型 

仿照前面章节的 2D 游戏的设计，您需要为所有的模型创建一个基类。在解决方案资源管

理器里，通过右击项目添加一个新类，选择 Add→Class…，命名为 BasicModel.cs，如图 10‐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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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添加 BasicModel 类 

充实 BasicModel类，首先添加两个命名空间：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接着，为该类添加两个类成员变量： 

public Model model { get; protected set; } 
protected Matrix world = Matrix.Identity; 

第一个变量是 Model 类型的。Model 类用来代表内存中的 3D 模型，这就好比您之前用

Texture2D类来代表内存中的 2D 图像。稍后我们将深入了解 Model包含什么。 

第二个变量是 Matrix，代表该特定模型的世界（world）。该矩阵代表在哪绘制，如何旋

转和缩放模型等。如果您阅读了本书之前的章节，对这一点就会非常熟悉。 

下一步，给 BasicModel类添加一个构造方法。该构造方法只需要一个 Model类型的参

数，并把该参数赋给模型成员。 

public BasicModel(Model m) 
{ 
 model = m; 
} 

现在，创建一个空的虚方法 Update，它能够被 BasicModel派生类重载，用于定制更新

过程中应该执行的动作。 

public virtual void Update( ) 
{ 
 
} 

 

在本例中，基类里面的 Update 方法什么都没有做。把它和 2D 游戏里的基

类做一个比较，在 2D 中一个动画精灵需要以 低限制速度从一帧移动到另一

帧。这就是 2D 与 3D 之间的关键不同之处。2D 动画就像卡通连环画，您不断

的从这个图翻到下一个图。与此相反，3D 开发更像是录制家庭视频；当物体在

世界里面穿越，摄像机自动每一帧拍摄视锥的一个快照，并且在屏幕上绘制出

连续的“快照”。 

现在所剩的就是绘制模型了。绘制模型是一件有点棘手的事情。应该了解模型是如何绘制

的，这样有助于理解究竟是什么模型  。如前所述，模型是用第三方建模应用软件来创建的。在

XNA中，一个模型就代表一个完整的场景。 

这些场景，以.X 为后 名，每一个都包含不止一个物体。这些物体，也称之为网格（meshes），

存放在模型中。在 XNA中，Model类用 ModelMesh对象来表示这些网格。Model类的Meshes

属性包含有一系列 ModelMesh对象。 

网格包含有用于绘制该网格所需的材质、颜色和纹理等信息。网格的各个部分没有必要使

用同样的颜色和纹理，您可以让一个网格包含多种材质。为了存放这些数据，网格由好几部分

构成。ModelMesh类在一个名为 MeshParts的属性里面存放了一系列的 ModelMeshParts。

每个 MeshParts均包含绘制 MeshPart所需的材质和绘制 MeshPart所需的 Effect对象。 

默认情况下，Model 的 MeshPart 所用到的 Effect 是 BasicEffect 类型的。经过第 9

章的学习，您就应该对 BasicEffect 类很熟悉了。BasicEffect 派生自 Effect，它给您

提供一种不需要独自创建 HLSL 效果文件就能在 3D 绘制物体的一种方法。随后的章节中您将会

编写自己的效果文件，但是现在这还是有点超前，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坚持使用 Basic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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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每一个 ModelMesh都有一个变换（transformation），能移动网格到模型内合适的位

置。 

为了搞清这一切是怎么工作的，想象一辆带方向盘的汽车模型。用一个 Model来代表整个

场景（汽车和方向盘一起）。Model 的 Meshes 属性可能有两个不同的 ModelMesh 对象，一

个是汽车的、一个是方向盘的。每一个 Meshes都有一个变换能把物体放在正确的位置，汽车

有可能摆放在某个地方（比如说原点），方向盘相应地摆在某个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每个

Meshes含有一种改变网格样子的材质（比如说汽车可能用到那些使它看起来呈现闪红的材质，

方向盘可能用到那些暗黑色的材质），也含有绘制 ModelMesh所需的 Effect。 

既然您已经明白模型是由什么组成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一些典型的用来绘制模型的代码。

假设 model变量的类型是 Model。 

Matrix[] transforms = new Matrix[model.Bones.Count]; 
model.CopyAbsoluteBoneTransformsTo(transforms); 
 
foreach (ModelMesh mesh in model.Meshes) 
{ 
 foreach (BasicEffect be in mesh.Effects) 
 { 
  be.EnableDefaultLighting( ); 
  be.Projection = camera.projection; 
  be.View = camera.view; 
  be.World = world * mesh.ParentBone.Transform; 
 } 
  
 mesh.Draw( ); 
} 

前两行代码处理一些叫做骨骼（bones）的东西。骨骼使用变换，变换已在前面提到过。骨

骼用来把物体放置在模型空间内合适的位置。通常情况下，您的代码不会受到这些变换的影响，

除非您的模型含有多个网格（飞船模型没有）。只是为了防止给定的模型有多个部分，您需要添

加前两行代码。 

接着，代码遍历模型中的每个 ModelMesh 以及每个与 ModelMesh 有对应该关系的

BasicEffect对象，应用默认的光照，设置被绘制的对象的 Projection、View和 World

属性。摄像机使用投影和视图矩阵，世界矩阵设置对象的 World属性。世界矩阵乘以这里的变

换（the transform），来确保 ModelMesh放置在模型内合适的位置。 

如果您感到很迷惑，不要担忧，这本来有那么一点混乱，但一切会变得清晰。在此您需要

记住的就是，您需要遍历模型的每个部分并进而遍历模型每部分的效果，正确地设置绘制某部

分所需的属性。 

摄像机的视图与投影矩阵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讲过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它们本质上就是

矩阵变量，告知 XNA在哪放置摄像机（视图矩阵），以及定义摄像机视锥的属性（投影矩阵）。 

此时这些内容可能让您难以消化，不过没有关系。绘制模型的代码中 重要的就是要设置

BasicEffect的 Projection、View和 World属性。一旦这样做了，剩下的就是编写代码

会为您绘制模型。 

随后您将看到如何给您的模型应用自定义的效果。但是目前，每一个加载到 XNA中的模型

都默认使用 BasicEffect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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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添加下面两个方法到您的 BasicModel类中： 

public void Draw(Camera camera) 
{ 
 Matrix[] transforms = new Matrix[model.Bones.Count]; 
 model.CopyAbsoluteBoneTransformsTo(transforms); 
  
 foreach (ModelMesh mesh in model.Meshes) 
 { 
  foreach (BasicEffect be in mesh.Effects) 
  { 
   be.EnableDefaultLighting( ); 
   be.Projection = camera.projection; 
   be.View = camera.view; 
   be.World = GetWorld( ) * mesh.ParentBone.Transform; 
  } 
   
  mesh.Draw( ); 
 } 
} 
 
public virtual Matrix GetWorld( ) 
{ 
 return world; 
} 

Draw方法非常类似于之前用来绘制 3D 模型的。关键的不同点就是调用一个方法来取得物

体的世界坐标。GetWorld方法是一个虚方法，在基类中它返回世界矩阵变量。这使得子类能

重载 GetWorld方法并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缩放、旋转和变换。 

添加模型管理器 

再次仿照前面章节中 2D 游戏的设计，您想创建一个 GameComponent作为游戏中所有模

型的管理器。添加一个 GameComponent，右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的解决方案，选择 Add→New 

Item…，然后在右边的列表中选择 Game Component 模版，命名为ModelManager.cs。如图 10‐4

所示。 

默认情况下，新的 ModelManager 类将继承 GameComponent 类。在游戏中添加一个

GameComponent 到您的组件列表中，将使得 GameComponent 的 Update 方法和游戏的

Update 方法保持同步。即每次您调用游戏的 Update 方法时，GameComponent 的 Update

方法也会被调用。 

为了将 ModelManager加入到游戏循环中，添加一个类型为 ModelManager的类成员变

量到 Game1类中： 

ModelManager modelManager; 

接着，在 Game1类的 Initialize方法中实例化模型管理器，并将它添加到游戏组件列

表中。 

modelManager = new ModelManager(this); 
Components.Add(model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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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添加 ModelManager 类 

现在您的模型管理器已经加入到游戏循环中了。不过想让 ModelManager 的 Update 方

法与游戏同步，也得让 Draw方法与游戏的 Draw方法同步才行。为此，您需把 ModelManager

基类改为 DrawableGameComponent，如下所示： 

public class ModelManager : DrawableGameComponent 

随后您需要在 ModelManager类中添加如下代码，以实现对对 Draw方法的重载： 

public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base.Draw(gameTime); 
} 

然后，给 ModelManager类添加一个类成员变量，该变量用于存放一系列的 BasicModel

对象： 

List<BasicModel> models = new List<BasicModel>( ); 

下一步，在 ModelManager类中，添加对 LoadContent方法的重载。在 LoadContent

方法中用宇宙飞船模型创建一个 BasicModel，把它添加到模型列表：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models.Add(new BasicModel(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spaceship"))); 
 base.LoadContent( ); 
} 

后，修改 ModelManager 类的 Update 和 Draw 方法，目的是遍历模型列表并调用各

自的 Update和 Draw方法，代码分别如下：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Loop through all models and call Update 
 for (int i = 0; i < models.Count; ++i) 
 { 
  models[i].Update( ); 
 } 
  
 base.Update(gameTime); 
} 
public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 Loop through and draw each model 
 foreach (BasicModel bm in models) 
 { 
  bm.Draw(((Game1)Game).camera); 
 } 
  
 base.Draw(gameTime); 
} 

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将看到宇宙飞船的模型，如图 10‐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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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帅气得吓人的太空船！ 

多酷啊！与之前章节中只和三角形和纹理打交道相比，您的游戏看起来好多了。3D 模型使

您能够快速绘制非常细腻且真实感极高的物体，而这用手工通过图元来绘制基本是不可能的。 



 

 172 

让模型转起来 

干得好！模型看起来很好，而您还将继续进行游戏的进一步开发。是时候创建 BasicModel

类的一个子类了，来玩玩一些基本的旋转变换和平移变换了。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通过右击项

目，选择 Add→Class…，输入类的名称 SpinningEnemy.cs。 

用以下代码替换 SpinningEnemy.cs 类自动生成的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namespace _3D_Game 
{ 
 class SpinningEnemy: BasicModel 
 { 
  Matrix rotation = Matrix.Identity; 
  public SpinningEnemy(Model m) 
   : base(m) 
  {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 ) 
  { 
   rotation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 / 180); 
  } 
   
  public override Matrix GetWorld( ) 
  { 
   return world * rotation; 
  } 
 } 
} 

这是这些代码是怎么回事？首先要注意的是SpinningEnemy类继承了BasicModel类。

构造方法需要一个 Model参数，然后把模型传递给基类的构造方法。 

此外，该类的重点在于类变量 rotation。该变量允许您旋转对象，而不是一绘制出来就

静止不动。当您只用 BasicModel类时，绘制出来的对象是静止不动的。在 Update方法中，

您将看到 rotation变量在每一帧中以围绕 Y轴多旋转 1度的速度更新（请记住角度是用弧度

来表示的，π就是 180°，所以π/ 180 等于 1 度）。 

后，基类中的 Draw方法通过调用 GetWorld方法把物体放置在世界坐标系中合适的位

置。GetWorld 方法把来自基类的 world 和 rotation 变量的结合在一起，使物体产生不错

的自转效果。 

就是这么一回事。当您有一个扎实的架构设计时，程序的设计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现在您

需要做的就是修改 ModelManager，来演示您的新类，而不是 BasicModel 类。在

ModelManager 类的 LoadContent 方法中，修改创建 BasicModel 的那一行，让它使用

SpinningEnemy，方法如下： 

models.Add(new SpinningEnemy(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spaceship"))); 

马上编译并运行您的游戏，您将看到模型围绕 Y轴自转，如图 10‐6 所示。 



 

哇！这看起来真的很棒！您可以很容易地从 BasicModel类派生别的类，通过给 Update

和 GetWorld添加代码，使您的模型如您所愿地进行移动和旋转。 

您还可能注意到，在代码中仅仅只用 BasicEffect就给这个飞船一些像样的光照效果，

就使它看起来很漂亮了。在后面的章节中，您还会学习到更多关于使用 HLSL 自定义效果的内容，

您也会知道如何通过应用自定义的效果，使您的模型看起来更棒。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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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噢耶！自转中的太空船！ 

我们在本章涵盖了许多内容。让我们花一分钟回顾一下： 

• 您在项目中添加了一个以.X 为后 名的 3D 模型，并把它装载到一个 Model对象中。 

• 您创建了一个模型类，该类继承了用来绘制所用模型的基类。也为实现特定的旋转功能创

建了一个子类。 

• 您创建了一个 ModelManager类，用于更新、绘制和管理游戏中的所有模型。 

• 您绘制一个 3D 模型并对模型应用了偏航（绕 Y轴）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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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3D 模型包含了顶点，有时也包含一些纹理信息，二者共同形成一些通常很大的物体，并且

比开发人员试图通过手工绘制得到的物体更精细。 

• 3D 模型是通过第三方建模软件创建的，导出的模型文件被别的应用程序所使用（比如说，

您的游戏）。 

• 默认情况下，XNA模型包含 BasicEffects。在绘制模型之前，您可以通过遍历模型的网

格和设置 BasicEffect类的属性来控制模型的绘制。 

知识测试：问答 

1. XNA支持什么格式的模型？ 

2.  为什么您明明可以自己绘制，却要使用一个模型呢？ 

3.  向 XNA加载模型时，模型默认加载什么类型的效果？ 

4.  真还是假：如果模型单独分开的纹理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并没有存放在模型文件相应的

地方。当游戏试图加载该文件，游戏会崩溃。 

知识测试：练习 

采用本章的代码，创建一个新的 BasicModel子类，该类使飞船在(0, 0, 0）和(0, 0, ‐1400)

之间来回运动。适当地调整飞船，使它的头部总是朝向飞行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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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创建第一人称摄像机

摄像机是三维游戏中的一大要素，选择 好的摄像机并进行正确的操作，能决定一个游戏

的成败，它就跟游戏的故事情节、配乐和图像一样重要。尽管对摄像机的操作如此重要，却经

常跟个人喜好有关（某些玩家很上手的摄像机可能并不会被其它玩家所喜欢）。因此，许多游戏

允许玩家们切换到不同的视角，让他们能够选择 适合他们的游戏方式的摄像机。 

本章，我们将操作第一人称摄像机，讨论在三维空间（比如飞行模拟器）移动摄像机和在

地面移动摄像机的相关问题。 

可移动的 3D摄像机组件 

本章，您将以您在第 10 章中编写的代码为基础。请打开该项目文件，本章余下内容都会

用到它。 

在第 9 章和 10 章中，我们讨论了如何设置三维摄像机，以及在 XNA 三维设计中构成摄像

机的基本组件。在先前的章节中，为了看到您绘制的三维飞船模型，您设计了一个摄像机作为

游戏组件。 

让我们来快速地回顾一下，摄像机有两个不同的矩阵构成：投影矩阵和视图矩阵。投影矩

阵就是摄像机的视锥，即视野。请记住：视野指的是在摄像机前，并且是其可拍摄到的区域。

视野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摄影角度、屏幕高宽比、近裁剪面和远裁剪面。而在游戏过程中，

投影矩阵是不会改变的。在三维空间中，摄像机虽然会移动和旋转，但视图矩阵通常保持不变。 

视图矩阵确定摄像机在游戏中的方位及其旋转方式，由三个向量组成，即摄像机位置、目

标位置以及表示摄像机移动趋势的向量。 

摄像机移动时，投影矩阵不需要改变，与之相反的是，视图矩阵将不断地改变来反映出摄

像机新的旋转方式和位置。 

让我们来看一看当前的 Camera类：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Ne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Storage; 
 
namespace _3D_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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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class Camera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Component 
 { 
  //Camera matrices 
  public Matrix view { get; protected set; } 
  public Matrix projection { get; protected set; } 
   
  public Camera(Game game, Vector3 pos, Vector3 target, Vector3 up) 
   : base(game) 
  {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pos, target, up); 
    
   projection =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MathHelper.PiOver4,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1, 3000); 
  } 
   
  public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TODO: Add your initialization code here 
    
   base.Initialize();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TODO: Add your update code here 
    
   base.Update(gameTime); 
  } 
 } 

} 

注意您已指定了两个类成员变量：一个是视图矩阵中的，另一个是投影矩阵中的。由此类

描述的摄像机是固定不变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视图矩阵表示摄像机的方位和旋转方式。如

果您要设计一个可以在三维空间移动的摄像机，您将不得不更改视图矩阵。 

事实上，您需要做的不只是对视图矩阵进行修改，还要重建每帧图像中的矩阵。记住：视

图矩阵由摄像机位置、目标位置和摄像机的向上向量组成。通过分别给这三个向量设定第一人

称摄像机的参数，就可以更改摄像机位置、目标位置以及摄像机的向上方向。只需简单地更改

合适的向量参数，然后用这些新的向量重建视图矩阵。 

要移动和旋转摄像机，您需要将下列三个类变量添加到 Camera类中： 

// Camera vectors 
public Vector3 cameraPosition { get; protected set; } 
Vector3 cameraDirection; 
Vector3 cameraUp; 

这三个变量将被用于重建摄像机每一帧图像的视图矩阵。 

请注意，cameraDirection 变量并不是目标位置（或者说并不是摄像机的对准点）。视

图矩阵是通过 Matrix.CreateLookAt 来创建的，涉及到三个参数，即摄像机位置、目标位

置和摄像机向上向量。第二个参数即目标位置，表示摄像机的实际对准点。而

cameraDirection表示摄像机面对的方向，而不是摄像机对准的目标。为了确定摄像机的实

际对准点，您需要同时添加 cameraPosition和 cameraDirection（如图 11‐1 所示）。 



 

关于 cameraDirection 向量，有两点重要事项需要注意。第一，您需要传递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作为 Matrix.CreateLookAt的第二个参数，

而不是 cameraDirection。第二，您的 cameraDirection 向量不能是(0,  0,  0)，因为

cameraDirection表示摄像机面对的方向，所以它必须包含一个非零值，而向量(0, 0, 0)是没

有方向的。 

 

图 11-1 摄像机目标位置（传递到 Matrix.CreateLookAt 方法里的第二个参数）由摄像机位置加上摄像机方向得到 

现在，问题解释清楚了，接着创建在 Camera 类里创建一个方法，它将是有到三个新的

Camera向量来定义新的视图矩阵。 

private void CreateLookAt( ) 
{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cameraPosition,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cameraUp); 
} 

接下来，您要在构造方法中为设置摄像机的 vector3 变量。您已经在构造方法中接收了

三个参数，但并没有立刻对它们分别进行存储，而只是让它们在构造方法中调用方法

Matrix.CreateLookAt创建一个视图矩阵。删除创建视图矩阵的构造方法中的代码行：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pos, target, up); 

并且用下列代码替换它： 

// Build camera view matrix 
cameraPosition = pos; 
cameraDirection = target - pos; 
cameraDirection.Normalize( ); 
cameraUp = up; 
CreateLook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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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代码通过接收到的参数设定了位置和向上向量，而其方向是由摄像机当前位置指向摄像

机目标位置的向量。为什么呢？因为写入的目标参数现在被当作摄像机的实际目标，而方向变

量表示摄像机面对的大概方位。如果摄像机位置加摄像机方向能得到目标位置，那么目标位置

减去摄像机位置就能得到摄像机方向。 

注意到 cameraDirection调用了 Normalize，Normalize方法将所有向量变成模（或

长度）为一的向量，这样做的原因大家很快就会明白。您将不仅用这个向量表示摄像机的方向，

并且要用它来向前移动摄像机。 

后，调用方法 CreateLookAt，以指定的参数来初始化视图矩阵。 

移动的方向 

试想一下，当您向前走时，您在朝哪个方向移动？通常情况下，您朝着您面对的那个方

向前进，大多数游戏摄像机也是如此。然而也有例外，玩家面对着一个方向，而向另一个方

向前进，但通常情况下，您按着摄像机面对的方向移动它。 

那意味着什么呢？您已经有表示摄像机面对方向的向量，因此您可以利用该向量将摄像

机向前移动。您不久就会发现，您可以通过简单地将方向向量与位置向量相加来实现摄像机

的向前移动。这使得位置向量按方向向量的方向移动，转而使摄像机按其面对的方向移动。

那为何要标准化20方向向量呢？请记住，标准化向量会使其具有为 1 的长度或大小。长

度为 1 的向量会使得对摄像机的移动赋值更加容易。 

移动第一人称摄像机 

您已经将 cameraDirection向量标准化了，该向量表示摄像机面对的方向，因此，您可

以将 cameraPosition加上 cameraDirection到来向前移动摄像机。这样可以使摄像机沿

直线向目标移动。要想使摄像机向后移动也很容易，只需简单将向量 cameraPosition 减去

向量 cameraDirection。 

因为 cameraDirection 向量经过了标准化（也就是模大小为 1），所以摄像机的速度会

始终都是 1。如果要改变速度，需要添加一个类成员 float变量来表示速度： 

float speed = 3; 

紧接着，在 Update方法中，添加代码，通过W 和 S键来前后移动摄像机。 

// Move forward/backward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W))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 speed;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S))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 speed; 

在 Update 方法的末尾处，需要根据对摄像机向量所作的更改并通过调用 Camera 类的

CreateLookAt方法来重建摄像机。在调用 base.Update方法上方添加一行代码： 

// Recreate the camera view matrix 
CreateLookAt( ); 

这时编译运行游戏，您会发现当分别按下W 和 S键时，摄像机会靠近或远离飞船。请注意，

                                                              
20  译注：这里的标准化是指将向量单位化，即使向量的模（或称长度）为 1。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们之前的三维实例是不同的是，先前的例子是通过改变那些物体的世

界矩阵来移动物体，而在本例中，移动的不是物体，而是摄像机。 

现在，您可以前后移动摄像机了，您会还想掌握其它的移动方式。任何好的第一人称三维

摄像机都有扫描功效（即可以两侧移动）。摄像机有位置向量，方向向量和向上向量，怎样才能

找到一个可以侧向移动摄像机的向量呢？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一点向量运算来解决此问题。想一

想怎样才能侧向移动摄像机呢？您需要一个指向摄像机侧面的向量。一旦获得该向量，侧向移

动就跟向前移动一样简单，然后您只需要添加侧向移动向量到摄像机的位置向量。正如图 11‐2

中所示，现在有向上向量和摄像机面对的方向向量，但是没有表示摄像机侧面方向的向量。 

 

图 11-2 要侧向移动摄像机，您需要一个表示侧面方向的向量 

现在我们来看向量运算是如何作用的，向量积是在三维空间的两个向量间进行的二元运算，

而得到的向量与二向量是垂直的。因此，向上向量和方向向量得到的向量积，会与它们垂直（也

就是摄像机的侧面方向）。图 11‐3 给予了很好的诠释。向上向量的反方向向量和方向向量将得

到另一方向的垂直向量（即摄像机的另一侧面方向）。 

  
弄懂向量运算是如何作用的并不是关键，但如果您感兴趣，尽管到一些数

学教科书上去寻求答案。您现在需要弄懂的就是它的确在作用，任何两个向量

得到的向量积都会与他们垂直，而摄像机的向上向量和方向向量得到的向量积

表示摄像机的侧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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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找到摄像机的侧向向量 

我们可以描绘出一个站立着的、面向前方的人来将这个问题形象化。这个人的方向向量直

指前方，而向上向量直指上方。如果这个人伸出左手臂，并使之与向上向量及面向的方向保持

垂直，那么向上向量和方向向量的向量积将是左手臂指的方向。只有方向为这个人的侧面直线

指向的向量才符合标准。 

XNA 提供一个方法可基于两个向量的向量积创建另一个向量，是一个在 Vector3 类中叫

作 Cross的静态方法。向方法 Cross传递任意两个向量参数，所得的结果向量即是所传参数

向量的向量积。 

要使通过 A和 D 键能侧面移动摄像机，请在您添加的可前后移动摄像机的代码后插入以下

代码： 

// Move side to side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A)) 
 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 speed;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D)) 
 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 speed; 

编译、运行游戏，您会发现通过 WASD 键可以全方位移动摄像机。非常好，现在您可以开

始在三维空间中旋转摄像机了。 

旋转第一人称摄像机 

在 XNA，所有摄像机的旋转与先前谈到的三维物体的旋转有关。实质上，摄像机就像物体

一样可以偏航、俯仰和翻转。图 11‐4 展示了各种旋转：偏航、俯仰和翻转。 

在我讲授 XNA课程时，一些同学很难理解这一事实，即：在三维空间，物体或摄像机的偏

航、俯仰和翻转并不总是通过绕 X、Y、Z 轴旋转实现的。 

举个例子，请现在描绘出您游戏中的摄像机。摄像机与 Z 轴平行，摄像机方向与 Z 轴负半

轴一致。如果您想翻转摄像机，只需绕着 Z 轴旋转它。然而，如果您旋转 90 度，会出现什么情

形呢？摄像机方向会与 X 轴正半轴一致。这时您再绕着 Z 轴旋转，得到将是俯仰而不是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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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不止物体可以偏航(Yaw)、俯仰(Pitch)和翻转(Roll)，摄像机也可以 

知道摄像机的相关向量，来考虑偏航、俯仰和翻转就比较简单了。拿偏航举例，是要绕着

摄像机的向上向量旋转，而不是绕 Y 轴旋转。同样地，翻转是绕着摄像机的方向向量旋转，俯

仰是绕着物体的侧面方向向量（与向上向量和方向向量垂直）旋转。对于怎样得到那个垂直向

量，有什么想法吗？没错，您曾经在为摄像机添加扫描功效时用到过它：即向上向量和方向向

量的向量积。图 11‐5 诠释了三维摄像机是如何通过旋转而偏航、俯仰和翻转的。 

 

图 11-5 通过摄像机的向上向量和方向向量来实现偏航、俯仰和翻转 

在您的游戏中对摄像机旋转方式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您想给玩家何种体验。比如，太空模

拟器可以无限制的偏航、俯仰和翻转。而直升机模拟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偏航、俯仰和旋转，

但不能翻转一周（直升机翻转一周是非常困难的）。而地面射击也许只能偏航和俯仰，虽然在一

些游戏中可能需要特殊的翻转动作，比如，扭头来环顾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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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摄像机需要何种旋转后，下一步就是实现这种旋转。每一种旋转可以通过旋转摄像机

的一个或多个向量来完成。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完成摄像机的偏航、俯仰以及翻转：第一，

确定要旋转摄像机的哪一个向量；第二，确定要绕哪一轴线旋转；第三，确定要通过哪一个类

方法来实现旋转。 

摄像机的偏航 

让我们开始摄像机偏航的创建。在摄像机的三个向量（位置向量、方向向量和向上向量）

中，偏航时，方向向量会发生变化。想象一个站立着的人，来表现偏航（即左右摇摆他的头）。

这时，他的向上向量和位置都没有改变，但是方向向量（即他看的方向）很明显发生了变化。 

要实现偏航，您需要绕着与摄像机的向上向量同向的坐标轴来旋转方向向量。旋转

Vector3需要 Vector3.Transform方法，其中有两个参数：源向量或原始向量和矩阵（表

示运用于向量的旋转或转化）。 

  

摄像机偏航时，为什么是绕着向上向量旋转而不是 Y 轴？ 

Y 轴不可能一直都指向摄像机的上方。绕 Y 轴旋转在某些情况会适用，

比如地面射击游戏，却不适用能在三维空间自由飞行和旋转的飞行模拟器。

这种情况下，您总会希望能绕着摄像机的向上向量偏航。 

在您添加 Vector3.Transform 实现偏航前，您会想要添加代码以使得通过鼠标的移动

来旋转摄像机。在第一人称配置中，是可以通过 WASD 键来移动，通过鼠标来旋转摄像机。因

此，为了实现鼠标移动来旋转摄像机，请添加下列类成员变量到 Camera： 

MouseState prevMouseState; 

接下来，请在 Initialize方法中将鼠标光标的初始位置设在屏幕的中间，添加下列代码

以初始化新变量： 

// Set mouse position and do initial get state 
Mouse.SetPosition(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prev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 

记住，对 Mouse.GetState的调用返回的是鼠标的位置。为了找出鼠标实际移动的距离，

您需要以前的某帧图像中捕捉到鼠标的状态并与当前的每一帧图像进行对比。在 Intialize

方法中初始化状态向量，使得第一帧图像（Update 方法第一次被调用时得到的图像）能与其

作比较。 

现在，您可以为偏航编写代码了。在 Camera 类的 Update 方法中，添加下列代码到

CreateLookAt方法调用的上方： 

// Yaw rotation 
cameraDirection = Vector3.Transform(cameraDirection,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cameraUp, (-MathHelper.PiOver4 / 150) * 
 (Mouse.GetState( ).X - prevMouseState.X))); 
  
// Reset prevMouseState 
prev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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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中，调用Vectr3.Transform方法所得到的值赋给了向量cameraDirection。



 

而 cameraDirection 作为第一个参数传入时，保障了 Vector3.Transform 能够为

cameraDirection提供由第二个参数所确定的旋度并返回结果向量。第二个参数所确定的矩

阵 是 由 能 创 建 围 绕 指 定 坐 标 轴 （ 本 例 中 为 camera 的 向 上 向 量 ） 旋 转 的

CreateFromAxisAngle方法得到的。旋转的角度大小是由鼠标水平移动程度决定的。 

编译并运行游戏，您会发现摄像机在三维空间中，不仅可以移动，还可以左右旋转。但可

能会有一点笨拙，因为您还不能全方位选择摄像机，不过很快就能做到。 

  
如果摄像机相对于鼠标反方向移动（也就是说，如果鼠标向右移动，摄像

机向左旋转），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代码中您漏掉了 MathHelper.PiOver4的

负号，添上它，就可以正常运作了。 

摄像机的翻转 

翻转摄像机时，根据相同的步骤进行操作：想想摄像机翻转时，应旋转哪些向量，绕什么

轴线旋转，要用到哪些类方法。 

翻转时，只有摄像机的向上向量会改变，您要绕着方向向量来旋转向上向量。将下面的代

码添加到 Update方法中，就放在 prev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之前一行： 

// Roll rotation 
if (Mouse.GetState( ).LeftButton == ButtonState.Pressed) 
{ 
 cameraUp = Vector3.Transform(cameraUp,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cameraDirection, 
  MathHelper.PiOver4 / 45)); 
} 
if (Mouse.GetState( ).RightButton == ButtonState.Pressed) 
{ 
 cameraUp = Vector3.Transform(cameraUp,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cameraDirection, 
  -MathHelper.PiOver4 / 45)); 
} 

现在运行游戏，您会发现您可以通过鼠标的左右键来左右翻转摄像机。但在这里，翻转可

能会看起来比较奇怪，因为游戏中只有宇宙飞船，并且也在旋转，这使得摄像机的旋转并未体

现出来。 

让我们停止飞船的旋转，那样您可以更好地看到摄像机的运作。在 ModelManager 的

LoadContent方法中，将 SpinningEnemy改为 BasicModel，来改变所创建的飞船类型： 

models.Add(new BasicModel(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spaceship"))); 

再次运行游戏，由于飞船没有了自转，您会觉得摄像机的移动和旋转变得更加精确。 

摄像机的俯仰 

对俯仰的编译会比偏航和翻转稍微复杂一些。首先，想一想俯仰时需要改变什么。您也许

会认为是方向发生变化，那么请问：俯仰时，向上向量会变吗？ 

这时，您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您想要摄像机拥有何种功能。具体来说，在飞行模拟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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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俯仰，需要旋转方向向量和向上向量。原因何在？在实现偏航时是绕着向上向量进行的旋

转。在飞行模拟器中，希望向上向量能产生翻转和俯仰的变化以使得偏航更逼真。 

那么在地面射击的游戏中，是怎样实现俯仰的呢？在那样的情景中需要变化向上向量的斜

度吗？再次提醒，偏航时，要绕着向上向量旋转。想象您搜索敌人，抬头观察一侧墙面的两到

三个楼层判断他是否藏匿在某个窗台或屋檐。然后，您左右移动视线来扫描建筑的同等高度的

其它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您会更希望摄像机绕 Y 轴旋转，因为绕着向上向量（如果俯仰度的

变化改变了向上向量）旋转可能会达不到目的。 

其中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飞行模拟器中旋转向上向量实现偏航，而地面摄像机旋转 Y 轴

实现。但是，这儿还出现一个问题：通常，在地面射击游戏中不能达到 360 度俯仰，即当向上

看时，您不能完全仰望， 大程度能将摄像机俯仰至与竖直夹角约 10°到 15°的地方。其中

一个原因是，在 XNA中，如果向上向量和方向向量之间的角度太小，XNA会不知道如何执行您

所给的命令，并会出现异常。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常见的做法是为摄像机设定一个俯仰范围。

在这类游戏中，若设定了俯仰范围，则在改变俯仰角度过程中 好不要旋转向上向量。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在这个例子中，您将使用飞行模拟器的方法，因

此您要旋转向上向量和方向向量，知道旋转对象后，您需要确定绕哪一条轴线旋转。俯仰，需

要绕摄像机侧面方向向量旋转。还记得扫描时，使用 Vector3.Cross来获得与向上向量和方

向向量垂直的向量吗？在俯仰时，将使用同样的向量来旋转方向向量和向上向量。 

在 Update 方法中，将下列代码添加在 prev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之

前： 

// Pitch rotation 
cameraDirection = Vector3.Transform(cameraDirection,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MathHelper.PiOver4 / 100) * 
 (Mouse.GetState( ).Y - prevMouseState.Y))); 
 
cameraUp = Vector3.Transform(cameraUp,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MathHelper.PiOver4 / 100) * 
 (Mouse.GetState( ).Y - prevMouseState.Y))); 

现在，摄像机可以全方位移动以及旋转了。运行游戏、使飞船四处飞行，现在可以看到飞

船的不同角度（这在之前是看不到的），如图 11‐6 所示。 

3D游戏的摄像机代码 

在本章的前部分，您创建了一个可自由运转的 3D 摄像机。现在，您将对该摄像机稍作改

动为您随后将设计的游戏工作。如果您想要保存该摄像机的代码，您应该将项目文件复制以保

存已有代码。 

如果您下载本章的源代码，您将在 Flying Camera 文件夹中找到摄像机的代码。本章剩余部

分中所会使用到代码同源代码一起，都可在 3D Game 文件夹中找到。 

在之后您将要设计的游戏中，会用到可以俯仰 45 度、偏航 45 度的固定摄像机。接下来，

您要添加代码以使得飞船飞向摄像机，并且拍摄下这一场景。 



 

 

图 11-6 摄像机现在可以在三维空间自由运转了，上图是从飞船的上方看到的景象 

因为不需要移动和翻转摄像机，您可以进入 Camera类的 Update方法，移除使得摄像机

移动和翻转的代码。 

即从 Camera类的 Update方法中，移除以下代码（可使摄像机前后左右移动）： 

// Move forward/backward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W))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 speed;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S))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 speed; 
 
// Move side to side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A)) 
 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 speed;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D)) 
 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 speed; 

也将移除以下可使摄像机翻转（同样也位于 Camera类的 Update方法中）代码： 

// Roll rotation 
if (Mouse.GetState( ).LeftButton == ButtonState.Pressed) 
{ 
 cameraUp = Vector3.Transform(cameraUp,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cameraDirection, 
  MathHelper.PiOver4 / 45)); 
} 
if (Mouse.GetState( ).RightButton == ButtonState.Pressed) 
{ 
 cameraUp = Vector3.Transform(cameraUp,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cameraDirection, 
  -MathHelper.PiOver4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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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将类成员速度变量从 Camera类中移除，因为不会再用到它。 

现在的摄像机可以在各自的方向偏航、俯仰 360°，但我们需要的是在任意方位都能变化

22.5°（一共偏航 45°，俯仰 45°）。 

要做到这点，您需要添加 4 个类成员变量到 Camera类（两个表示所允许俯仰、偏航的角

度总值，另外两个表示目前的俯仰、偏航角度）： 

// Max yaw/pitch variables 
float totalYaw = MathHelper.PiOver4 / 2; 
float currentYaw= 0; 
float totalPitch = MathHelper.PiOver4 / 2; 
float currentPitch = 0; 

接下来，您要做的是在 Camera类的 Update方法中更改运行偏航和俯仰的代码。每次旋

转时，您需要分别添加旋转角度到 currentYaw和 currentPitch两个变量中。然后，只有

当 currentYaw 变量的绝对值加上新的偏航角度小于 totalYaw 变量的值时，才进行偏航。

俯仰也有同样的限制。 

在 Camera类的 Update方法中，将下列代码： 

// Yaw rotation 
cameraDirection = Vector3.Transform(cameraDirection,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cameraUp, (-MathHelper.PiOver4 / 150) * 
 (Mouse.GetState( ).X - prevMouseState.X))); 

替换为： 

// Yaw rotation 
float yawAngle = (-MathHelper.PiOver4 / 150) * 
 (Mouse.GetState( ).X ? prevMouseState.X); 
  
if (Math.Abs(currentYaw + yawAngle) < totalYaw) 
{ 
 cameraDirection = Vector3.Transform(cameraDirection,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cameraUp, yawAngle)); 
 currentYaw += yawAngle; 
} 

再将下面 Camera类 Update方法中的俯仰代码： 

// Pitch rotation 
cameraDirection = Vector3.Transform(cameraDirection,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MathHelper.PiOver4 / 100) * 
 (Mouse.GetState( ).Y - prevMouseState.Y))); 
 
cameraUp = Vector3.Transform(cameraUp,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MathHelper.PiOver4 / 100) * 
 (Mouse.GetState( ).Y - prevMouseState.Y))); 

替换为： 

// Pitch rotation 
float pitchAngle = (MathHelper.PiOver4 / 150) * 
 (Mouse.GetState( ).Y - prevMouseState.Y); 
 
if (Math.Abs(currentPitch + pitchAngle) < totalPitch) 
{ 
 cameraDirection = Vector3.Transform(cameraDirection,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 
  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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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tchAngle)); 
   
 currentPitch += pitchAngle; 
} 

再次编译、运行游戏，您会发现摄像机可俯仰、偏航，但角度在 45°之内。 

在下一章中，您将安装摄像机，并且为 3D 游戏添加一些逻辑程序。但先让我们来回顾本

章所学内容。 

 

向上向量怎么了？ 

俯仰时，为什么没有更改摄像机的向上向量？ 

让我们来模拟一个固定的摄像机（不是 3D 自由移动摄像机）。因此，您将绕着一个固定

的向上向量左右旋转摄像机，向上向量为(0, 1, 0)，且不会改变。俯仰时，如果您更改该向上

向量，然后绕着这个向量偏航， 后的结果是摄像机会偏离中心。 

在 Update方法中，将下列代码添加在 currentPitch += pitchAngle前一行： 
 cameraUp = Vector3.Transform(cameraUp,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 
  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pitchAngle)); 

编译、运行游戏，把鼠标向各个方向移动，您会发现摄像机开始俯仰。做完测试后，记

得删除修改向上向量的代码，因为游戏中不需要更改它。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本章中，您进步不小，让我们来扼要重述一下。 

• 您创建了可前后左右移动的摄像机； 

• 您添加旋转使得摄像机可偏航、俯仰以及翻转； 

• 您更改了三维摄像机的代码，创建了一个自定义的、固定摄像机，只能偏航、俯仰于 45

度之内。 

总结 

• 选择 适合游戏的摄像机类型跟设计游戏中漂亮的图像、刺激的情节等其它方面同等重要。 

• 摄像机在不同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旋转。（比如，在三维空间模拟器中，摄像机可以

在各个方向任意旋转，直升机只能有限度地偏航和翻转，地面摄像机是绕着 Y 轴旋转而不是

向上向量）。 

• 在三维空间移动摄像机时，投影矩阵不会改变，但视图矩阵会改变以反映的位置与旋转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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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测试：问答 

1.  摄像机偏航时，该旋转哪一个（或哪几个）向量呢？绕着什么轴线旋转呢？ 

2.  摄像机翻转时，该旋转哪一个（或哪几个）向量呢？绕着什么轴线旋转呢？ 

3.  摄像机俯仰时，该旋转哪一个（或哪几个）向量呢？绕着什么轴线旋转呢？ 

知识测试：练习 

记得在将三维摄像机向前移动时曾用到以下代码：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 speed; 

但是，当运用到地面摄像机时，这个方法会有一点问题。为了消除向上看时的“飞行”效

果,需要在运用此行代码移动摄像机前将 cameraDirection 向量的 Y 分量置零，使 Y 的值保

持不变，从而保证摄像机始终在地面上移动。 

但是，这样的改动又会带来新的不便：当摄像机俯仰程度越大，摄像机移动的速度就越慢，

即所完成移动所用的时间就越长。例如，当 cameraDirection向量为(10, 2, 0)，将 Y值归零

后向量变为(10,  0,  0)，摄像机便会以改变后的向量所确定的速度移动。如果摄像机俯仰的角度

更大一点，cameraDirection向量为(2, 10, 0)，将 Y值归零后就成了(2, 0, 0)，摄像机便会以

(2, 0, 0)所确定的速度移动。 

将您的三维摄像机转换为地面摄像机。转换完成后，不管俯仰角度的大小，前后移动摄像

机时都会保持同样的速度。使用您在本章前半部分所创建的编码。 

提示：记住 Vector3.Normalize方法会标准化任意 Vector3类向量，那将使它的模或

长度为 1。 

 



 

第 12 章 

3D碰撞检测与射击

现在开始这一章的学习，请集中精力，我们紧接着在 11 章中所完成的代码来到了 后的

一个阶段。在上一章中，您创建了一个可自由飞行移动的摄像机，并讨论分析了它与地面摄像

机的不同。之后，您采用了本书的 3D 章节的代码，为游戏创建了一个自定义摄像机。本章，

您将添加一些游戏逻辑和支持进行射击和碰撞检测。我们有许多要做的，让我们开始吧！ 

本章将使用在第 11 章完成的代码，打开 3D Game 项目文件，用它来帮助理解本章的例子。 

  
在下载的源代码中，您会发现 11 章有 2 个项目文件，一个是 Flying 

Camera，包含在第一部分学习中所创建的三维飞行摄像机的代码，另一个

是 3D  Game，包含在第二部分学习中创建的固定的自定义摄像机代码。确

保在本章使用 3D Game 项目文件。 

创建可移动的敌人 

现在，您有一个自定义摄像机，面对旋转着的宇宙飞船时，可以偏航和俯仰。非常好！您

可能会很受诱惑，想要现在推出您的游戏，看能否吸引一些来自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

的用户，从而月赚百万。在您采取行动前，我想要提醒您，想要达到那种地步，您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 

在后面几章将要构建的游戏中，会有一个固定摄像机，通过它您可以观察到飞向您的敌人，

并进行射击。不难想到，接下来您需要为 BasicModel类添加一个子类，在子类中添加能向给

定方向飞行的功能。为了让游戏更有真实感，您同时要使敌人可以任意进行翻转。 

首先，您需要更改 SpinningEnemy，将下列变量添加到 SpinningEnemy方法中。 

float yawAngle = 0; 
float pitchAngle = 0; 
float rollAngle = 0; 
Vector3 direction; 

然后，更改 SpinningEnemy的构造方法，如下所示： 

public SpinningEnemy(Model m, Vector3 Position, 
 Vector3 Direction, float yaw, float pitch, float roll) 
 : base(m) 
{ 
 world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Position); 
 yawAngle = yaw; 
 pitchAngle = pitch; 
 rollAngle = roll; 
 direction = Dir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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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在构造方法中有一个 Model的参数，但现在您已经添加了其它几个。让我们来看一

下您添加到构造方法的参数及它们的作用： 

Vector3 Position 

这个位置参数表示的是物体的位置。在 BasicModel类中，曾经设置过一个 world变

量用以为 Matrix.Identity 进行初始化。在 SpinningEnemy 的构造方法中，您用

传入的位置向量将基类的世界矩阵赋值给了 Matrix.Translation。这会使得物体的

初位置为位置向量所指向的点。 

Vector3 Direction 

这个方向参数表示物体移动的方向及速度。在构造方法中，您只将这个参数的值赋给一

个类变量，即记录下了参数的值供以后使用。在 Update 方法中，注意到一个新的

Matrix.Translation 通过方向向量使 world 变量（用来表示物体位置）增加，这

会让物体每当 Update方法被调用都以大小为这个参数向量的模的速度向同时由它确定

的方向移动。 

float yaw, float pitch, float roll 

偏航、俯仰和翻转角度参数表示，每当调用 Update方法时，物体分别偏航、俯仰、翻

转的弧度。已在构造方法中将各数值赋给了类变量。在 Update方法中，您会发现程序

通过参数为偏航、俯仰、翻转角度的方法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相

乘得出一个新的旋转（rotation）矩阵（初始化为 Matrix.Identity的类成员变量），

这会使得每次调用 Update方法时，物体的旋转弧度渐增。 

接下来，用传入构造方法中的偏航、俯仰、翻转变量来修改 SpinningEnemy 类中的

Update方法以旋转模型,然后用方向向量来移动模型：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 ) 
{ 
 // Rotate model 
 rotation *=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yawAngle, 
  pitchAngle, rollAngle); 
   
 // Move model 
 world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direction); 
} 

后，修改 GetWorld方法，恢复由世界矩阵增加的旋转，按如下操作： 

public override Matrix GetWorld( ) 
{ 
 return rotation * world; 
} 

您 新修改的 SpinningEnemy 中有两个矩阵分别表示由 SpinningEnemy 代表的模型

的位置和旋转。旋转矩阵用来记录物体旋转的幅度，而世界矩阵用来记录物体移动的距离（使

用 CreateTranslation方法）。返回由世界矩阵增加的旋转矩阵会使得物体在旋转的同时按

由方向向量确定的方向移动。 



 

  
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在 GetWorld方法中返回 world * rotation而

不是 rotation * world 会得到什么不同的结果呢？rotation * world

会使得物体在旋转的同时按由方向向量确定的方向移动，而 world * 

rotation 则会使得物体在按由方向向量确定的方向移动的同时沿起始轨道绕

行。对矩阵乘法的小小改变就会产生一些大为不同的功能。在本章的后面部分，

会有一些 SpinningEnemy类的物体在屏幕上绕动，通过 GetWorld方法可以

获得不同的效果。 

添加游戏逻辑 

现在，在这个可创建移动敌人的类中，您需要添加一些游戏逻辑。几乎在任何一个游戏中，

都会多少有随机性，因此，您需要添加随机数生成器。记住，在整个游戏中，您只需要使用一

个随机数生成器。如果您有多个随机数生成器变量，那么某些变量产生的种子值很有可能会是

相同的，从而导致产生数字序列也会变得一样（也就不再是随机排列了）。在 Game1类中添加

Random对象，同时将这个对象声明为公共属性： 

public Random rnd { get; protected set; } 

然后，在 Game1类的构造方法中将变量 rnd初始化： 

rnd = new Random( ); 

在 Game1类中，将游戏的背景颜色改为黑色，让我们感觉起来更像是在外太空（耶——外

太空！）。记住，要改变背景颜色，即在 Game1类的 Draw方法中改变传入 Clear方法的参数，

如下：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Black); 

您也许想要游戏在全屏模式和适当的分辨率下进行，让我们在 1280×1024 分辨率下进行

（您要确定您的分辨率是被大多数个人计算机显示器支持的标准分辨率，1280×1024 分辨率很

明显能够符合要求）。要改变屏幕大小而进入全屏模式，请将下列代码添加到 Game1类的构造

方法的末尾部分：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Width = 1280;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Height = 1024; 
#if !DEBUG 
 graphics.IsFullScreen = true; 
#endif 

现在要做的是，添加一些功能到 ModelManager 类以间歇性地产生敌人。之前，在二维

游戏中做过类似的操作，这次，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操作，在游戏逻辑中添加越来越难的等级。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移走创建旋转飞船的代码，此行代码在 ModelManager的 LoadContent

方法中完成对 models.Add方法的调用。彻底移除以下代码： 

models.Add(new BasicModel(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space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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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规定的分辨率仅仅表明优先选择，如果出于一些原因，进行游戏的计算机不支

持该分辨率，游戏就只能在另外一个分辨率中运行。 

请将这点牢记于心：在使用 Game.Window.ClientBounds 方法对屏幕边界进

行检测时，屏幕必须足够大，这样才能调试到规定的分辨率。举个例子，如果您使用

的是分辨率为 1400×900 宽屏显示器，那么屏幕就不适合 1280×1024 大小的窗口。

一段时间后，游戏设置会出现问题，因此，必须要确保所选择的屏幕大小会适合使用

的显示器。 

 

全屏模式的相关问题 

由刚刚添加到 Game1类的构造方法的代码可以发现，预处理器指令表明，如果不是在调

试配置中操作，那么游戏就只能在全屏模式下运行。为什么？在 XNA，当游戏在全屏模式下

运行时，Visual Studio 几乎不允许调试及设置单步调试断点。因此，当游戏处于调适阶段时，

应总在窗口模式中运行。然而，当游戏处于发布阶段时，就应该在全屏模式下运行。 

您可能会发现，在全屏模式下运行时，不能通过点击窗口右上角的红色 X 退出。那是因

为全屏模式不存在窗口上的关闭按钮。如果有游戏控制器，可以通过退后键来退出游戏。没

有的话，按 Alt+F4，也可以退出游戏。如果希望玩家能通过 Esc 键退出游戏，可以在 Game1

类的 Update方法添加一些代码来实现。 

现在运行游戏，您会发现只有一张黑色的屏幕，看不到任何物体。您可以做得更好。您将

在游戏中设置一系列困难递增的级别，让敌人不断的产生、飞向玩家，而玩家要击落它们才能

进入下一关。首先，添加 LevelInfo类，并用下列代码替代 LevelInfo中的代码： 

namespace _3D_Game 
{ 
 class LevelInfo 
 { 
  // Spawn variables 
  public int minSpawnTime { get; set; } 
  public int maxSpawnTime { get; set; } 
   
  // Enemy count variables 
  public int numberEnemies { get; set; } 
  public int minSpeed { get; set; } 
  public int maxSpeed { get; set; } 
   
  // Misses 
  public int missesAllowed { get; set; } 
   
  public LevelInfo(int minSpawnTime, int maxSpawnTime, 
   int numberEnemies, int minSpeed, int maxSpeed, 
   int missesAllowed) 
  { 
   this.minSpawnTime = minSpawnTime; 
   this.maxSpawnTime = maxSpawnTime; 
   this.numberEnemies = numberEnemies; 
   this.minSpeed = minSpeed; 
   this.maxSpeed = maxSpeed; 
   this.missesAllowed = missesAllow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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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基本上，您需要为游戏的每一级别创建一个 LevelInfo 对象，让我们来看一下

LevelInfo中的每一个变量的用途： 

int[] minSpawnTimes 

这个整数数组表示一个新敌人的 小产生时间（毫秒为单位）。为什么要有这个数组呢？

在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表示游戏中不同级别的敌人的 小再生时间。 

int[] maxSpawnTimes 

这个整数数组表示一个新敌人的 大产生时间（毫秒为单位）。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表示

游戏中不同级别时敌人的 大再生时间。 

int[] numberEnemies 

表示各级别会产生的敌人数量。一旦达到该数值，就意味着所有敌人将离开屏幕，现行

的级别已经结束，下一级别开始。 

int maxSpeed and int minSpeed 

表示敌人的 大速度。由于敌人只会在 Z 正半轴移动，因此它属于整型变量而不属于

Vector3。在产生一个新敌人时，您将使用方向向量(0,  0)和一些在 minSpeed 和

maxSpeed之间的随机值。 

int[] missesAllowed 

这是结束游戏逻辑中所需要用到的。在游戏的各级别中，只允许规定数目的敌人越过玩

家所在位置（即被未被击落而穿过屏幕），一旦超过规定数量，游戏结束。 

现在，将下列类成员变量添加到 ModelManager 类中。用这些变量让飞向摄像机的敌人

难度级别递增： 

Vector3 maxSpawnLocation = new Vector3(100, 100, -3000); 
int nextSpawnTime = 0; 
int timeSinceLastSpawn = 0; 
float maxRollAngle = MathHelper.Pi / 40; 
 
// Enemy count 
int enemiesThisLevel = 0; 
 
// Misses variables 
int missedThisLevel = 0; 
 
// Current level 
int currentLevel = 0; 
// List of LevelInfo objects 
List<LevelInfo> levelInfoList = new List<LevelInfo>( ); 

让我们来逐一看一下这些变量，了解它们的用途： 

Vector3 maxSpawnLocation 

该向量将用来表示敌船的起点位置。所有敌船的 Z 值恒定，都以‐3000为起始，X 值为‐X

到+X 间任意，Y 值为‐Y 到+Y 间任意。当新敌人产生时，将被随机置于一个位置（Z 值为

‐3000，X、Y值分别在‐X到+X，‐Y到+Y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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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nextSpawnTime 

该变量用来确定下一个敌人产生的时间。它将为当前的游戏级别生成一个在

minSpawnTime和 maxSpawnTime之间的随机数。 

int timeSinceLastSpawn 

该变量用来记录从上一个敌人产生到现在已过去的时间，并与变量 nextSpawnTime做

比较，以确定新敌人该何时产生。 

float maxRollAngle 

该值将表示传入 SpinningEnemy 方法的 大翻转角度，而传入的值将是在

-maxRollAngle和+maxRollAngle之间的随机值。 

int enemiesThisLevel 

该变量将用来记录在当前游戏级别中，到目前为止已产生的敌人数量，并与

numberEnemies数组中相应元素进行比较以确定这一级别何时结束。 

int missedThisLevel 

该变量将用来记录在当前游戏级别中，玩家未击中的敌人数量，并与 missesAllowed

数组中对应元素对比，确定游戏结束的条件。 

int currentLevel 

该变量持有表示游戏当前级别的数字。游戏开始时，currentLevel的值是 0，游戏处

于第一级别。该值是从 0 开始的，以更接近先前所列出的数组。 

levelInfoList 

该变量将存储一系列 LevelInfo 对象，用来描述游戏各级别中，敌人的产生时间、速

度等。 

将这些变量添加到 ModelManager 类后，您将要用游戏各级别的相关信息初始化

levelInfoList对象。添加下列代码到 ModelManager类的构造方法中： 

// Initialize game levels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1000, 3000, 20, 2, 6, 10));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900, 2800, 22, 2, 6, 9));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800, 2600, 24, 2, 6, 8));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700, 2400, 26, 3, 7, 7));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600, 2200, 28, 3, 7, 6));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500, 2000, 30, 3, 7, 5));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400, 1800, 32, 4, 7, 4));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300, 1600, 34, 4, 8, 3));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200, 1400, 36, 5, 8, 2));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100, 1200, 38, 5, 9, 1));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50, 1000, 40, 6, 9, 0));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50, 800, 42, 6, 9, 0));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50, 600, 44, 8, 10, 0));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25, 400, 46, 8, 10, 0)); 
levelInfoList.Add(new LevelInfo(0, 200, 48, 18, 20, 0)); 

该代码创建了 15 个不同的游戏级别，每一级别由 LevelInfo中的一个实例表示。在代码

中，设定了敌人的产生时间、速度，各级别中会出现的敌人数量以及玩家被允许的 大失误量。

通过数字可以看到，随着游戏级别的提高，难度也在不断地增强。 



 

 
如何得知不同游戏级别中需要用到这些值？又是如何确定敌船的起始位置的 Z 值

是-3000 的呢？主要是通过反复尝试而得出结果。创建这类游戏时，您脑中就要有这个

概念，当您玩游戏时，您会对游戏的进行有所感触。若敌人移动得太快，就减慢它们的

速度；若它们出发的地点太接近摄像机，就将它们向后移动。同时，获取反馈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般来讲，游戏开发者会希望吸引更广泛的玩家，而不仅仅是游戏开发者自己。

接下来，您需要思考什么时候产生第一个敌人。目前，并没有游戏逻辑表明新敌人将产生

的时间，因此，您需要创建一个设定 nextSpawnTime变量的方法，以产生第一个敌人。添加

下列方法到 ModelManager类： 

private void SetNextSpawnTime( ) 
{ 
 nextSpawnTime = ((Game1)Game).rnd.Next( 
  levelInfoList[currentLevel].minSpawnTime, 
  levelInfoList[currentLevel].maxSpawnTime); 
 timeSinceLastSpawn = 0; 
} 

在这个方法中，通过 Game1类中的 Random对象将变量 nextSpawnTime设定为了一个

随机数。而结果值是当前级别在 minSpawnTime和 maxSpawnTime之间的一些数值，通过当

前级别的索引来取得 levelInfoList 中的设定。然后，将 timeSinceLastSpawn 变量的

值设为 0，您将从调用该方法的那一刻起开始计时（毫秒单位），直到下一次产生敌人。 

紧接着，在 ModelManager类的 Initialize方法中调用方法 SetNextSpawnTime。

这设定了 SetNextSpawnTime，允许您可以倒计时至释放第一个敌人给玩家。 

// Set initial spawn time 
SetNextSpawnTime( ); 

现在，您需要为产生一个新敌人而编写一个方法： 

private void SpawnEnemy( ) 
{ 
 // Generate random position with random X and random Y 
 // between -maxX and maxX and -maxY and maxY. Z is always 
 // the same for all ships. 
 Vector3 position = new Vector3(((Game1)Game).rnd.Next( 
  -(int)maxSpawnLocation.X, (int)maxSpawnLocation.X), 
  ((Game1)Game).rnd.Next( 
  -(int)maxSpawnLocation.Y, (int)maxSpawnLocation.Y), 
  maxSpawnLocation.Z); 
   
 // Direction will always be (0, 0, Z), where 
 // Z is a random value between minSpeed and maxSpeed 
 Vector3 direction = new Vector3(0, 0, 
  ((Game1)Game).rnd.Next( 
  levelInfoList[currentLevel].minSpeed, 
  levelInfoList[currentLevel].maxSpeed)); 
   
 // Get a random roll rotation between -maxRollAngle and maxRollAngle 
 float rollRotation = (float)((Game1)Game).rnd.NextDouble( ) * 
  maxRollAngle - (maxRollAngle / 2); 
   
 // Add model to the list 
 models.Add(new SpinningEnemy(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spaceship"), 
  position, direction, 0, 0, roll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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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crement # of enemies this level and set next spaw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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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miesThisLevel; 
 SetNextSpawnTime( ); 
} 

该方法创建了一个新的 SpinningEnemy并且将其添加到了 ModelManager中的模型表

列中。首先，敌人的位置表示为 Vector3 类形的，其 X 值在-maxSpawnLocation.X 和

+maxSpawnLocation.X之间，Y值在-maxSpawnLocation.Y和+maxSpawnLocation.Y

之间，Z 值为 maxSpawnLocation.Z。 

其次，敌人移动的方向是通过计算得出的，X 值、Y值都为 0，Z为 minSpeed与 maxSpeed

间任意值，使得敌人以不同的速度沿 Z 轴正半轴方向靠近摄像机。 

此外，敌人的翻转是通过在-maxRollAngle和+maxRollAngle之间的一个随机值计算

出的。所创建的敌人不能实现偏航和俯仰，只能翻转。 

该模型已经创建好了，将其添加到模型列表中，并增大变量 enemiesThisLevel的值，

调用 SetNextSpawnTime设定下一次敌人的产生时间。 

下一次的敌人产生时间到时，您就需要释放新敌人了。添加以下方法到 ModelManager

类后，当时间到时，即可产生新敌人： 

protected void CheckToSpawnEnemy(GameTime gameTime) 
{ 
 // Time to spawn a new enemy? 
 if (enemiesThisLevel < 
  levelInfoList[currentLevel].numberEnemies) 
 { 
  timeSinceLastSpa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timeSinceLastSpawn > nextSpawnTime) 
  { 
   SpawnEnemy( ); 
  } 
 } 
} 

紧接着，在 ModelManager类的 Update方法之上调用新方法： 

// Check to see if it's time to spawn 
CheckToSpawnEnemy(gameTime); 

该代码前面部分的 if 语句，将在当前游戏级别应有的敌人都已产生的条件下，阻止敌人

再产生。然后，使用变量 gameTime 来增大 timeSinceLastSpawn 变量值。当

timeSinceLastSpawn变量值大于 nextSpawnTime变量值时，那么发射新敌人的时间就到

了。这时，您需要做的就是：调用 SpawnEnemy创建一个新敌人，并重置控制敌人产生的定时

器。 

由于摄像机只能旋转 45 度，一旦敌人越出摄像机的视野，也就意味着该敌人已经不在攻

击范围内，需要将它从游戏中移除。在 Camera 类中有一个为 Vector3 类型的变量

cameraPosition设置的公共存取器，这使得 ModelManager可以检测敌人是否离开摄像机

视野。 

Matrix 类中有可以返回 Vector3 类型的 Translation 属性，表示应用于 Matrix 的

网络平移（net translation）。您可以在 ModelManager类中，将该属性应用到所创建的敌船中，

并将它与摄像机的 cameraPosition 的自动实现属性上得到的 Z 坐标做比较，以此确定飞船

平移的 Z 值是否大于摄像机位置的 Z 值（表明飞船已经在视野之外）。如果真是那样，则判定飞



 

船已在视野之外，将其移出游戏。 

修改模型列表中每个模型调用 Update方法的代码（在 ModelManager类的 Update方

法中），以便在模型无效用后就移除。将下列代码从 ModelManager类的 Update方法中删除： 

// Loop through all models and call Update 
for (int i = 0; i < models.Count; ++i) 
{ 
 models[i].Update( ); 
} 

移除后，添加以下方法，该方法将依次检验、更新飞船模型，并在它们离开视野后将其移

除： 

protected void UpdateModels( ) 
{ 
 // Loop through all models and call Update 
 for (int i = 0; i < models.Count; ++i) 
 { 
  // Update each model 
  models[i].Update( ); 
   
  // Remove models that are out of bounds 
  if (models[i].GetWorld( ).Translation.Z > 
   ((Game1)Game).camera.cameraPosition.Z + 100) 
  { 
   models.RemoveAt(i); 
   --i; 
  } 
 } 
} 

接下来，在调用 base.Update方法之前，在 ModelManager类的 Update方法中完成

对方法 UpdateModels的调用： 

// Update models 
UpdateModels( ); 

哇！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编译、运行游戏，您会发现有敌人向摄像机移动，而且

会较为真实的随机向左或向右翻转，见图 12‐1。现在您要开始的是游戏中一些十分重要的步骤，

接下来从添加击落敌人的能力开始。 

 

图 12-1 敌人正集体朝我们移动！ 

开始射击 

许多类型的游戏中，都有向其它玩家或敌人进行射击的某种形式。要如何为游戏添加射击

的功能呢？请从基本层次来思考这个问题，您会发现在空中、太空飞行的炮弹就像在前面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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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创建的移动的摄像机和物体。本质上讲，炮弹（或子弹）会包括模型、位置、方向，还有

可能有某种旋转方式。这似乎很容易理解，让我们来看看您怎样才能将其添加到游戏中。 

在 SpinningEnemy类中有射击所需要的全部组件，因此，它可以为实现敌船工作，也可

以用于实现射击。拥有一个通用、多用途且可重复用于不同事物的类方法很棒吧？看，它节约

了您多少时间！您已经为射击编好代码了，干得好！ 

创建射击功能的第二步就是添加射击模型到项目文件中。请下载本书这章的源代码（若还

未下载的话）。本章的源代码包含在路径为 3D  Game\3D  GameContent\Models 的一个叫作

ammo.x 的模型文件中。在 Visual Studio，将文件 ammo.x 添加到项目文件中，具体操作：在解

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鼠标右键单击3D GameContent\Models文件夹，选择Add→Existing Item…，

找到 ammo.x 文件，选中它。 

将 ammo.x 添加到项目文件后，需要添加一对类成员变量到 ModelManager类中，以记录

射出的炮弹： 

List<BasicModel> shots = new List<BasicModel>( ); 
float shotMinZ = -3000; 

第一个变量是一份新的 BasicModel对象列表，包含所有已经射出的炮弹。由于炮弹和飞

船使用的是同一类方法，您可以将炮弹和飞船存储在同一个列表中。尽管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但又需要额外的的处理器时间，来在碰撞检测中区分飞船和炮弹（在这个游戏中，不用去在意

炮弹撞击炮弹、飞船撞击飞船，您所应该关心的只有炮弹撞击飞船）。考虑到这个游戏本身的特

点， 好的方法就是为飞船和炮弹分别保存在不同的列表中。 

在之前的代码中添加的第二个变量，是炮弹的 小 Z 值。一旦炮弹的 Z 值超过‐2000，那么

炮弹就被视为出界，将在列中注明被移除。 

接下来，您需要找到添加炮弹到 ModelManager 中的方法。模型管理器将会自动增加飞

船，这是因为敌人是在随机的间隔后自动产生的。然而，炮弹是会基于用户的输入而增加的，

所以 ModelManager类对此起不了什么作用；它只负责管理模型，而不处理用户输入。 

因此，需要由 Game1类来新增子弹，并且需要一个将子弹添加到 ModelManager的炮弹

列表中的方法。将以下方法添加到 ModelManager，使得 Game1类能够将炮弹添加到清单中： 

public void AddShot(Vector3 position, Vector3 direction) 
{ 
shots.Add(new SpinningEnemy(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ammo"), 
position, direction, 0, 0, 0)); 
} 

您还需要做的是，每当调用 ModelManager的 Update方法和 Draw方法时都需要更新、

绘制炮弹，与对飞船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另外，当更新炮弹时，需要检查炮弹是否仍然处于

活动状态（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超过 shotMinZ的值，若超过了就意味着炮弹在摄像机视野之

外）。而任何不起作用的炮弹都应该被移除。将下列方法添加到 ModelManager类中，以更新

每一个炮弹，同时移除那些已经出界的炮弹： 

protected void UpdateShots( ) 
{ 
 // Loop through shots 
 for (int i = 0; i < shots.Count; ++i) 
 { 



 

  // Update each shot 
  shots[i].Update( ); 
   
  // If shot is out of bounds, remove it from game 
  if (shots[i].GetWorld( ).Translation.Z < shotMinZ) 
  { 
   shots.RemoveAt(i); 
   --i; 
  } 
 } 
} 

接下来，在 ModelManager的 Update中调用方法 UpdateShots，位于 base.Update

方法的调用之前： 

// Update shots 
UpdateShots( ); 

可以通过炮弹的世界矩阵的 Translation属性来确定目标的位置，并与 shotMinZ的值

比较。这大致与将敌船与摄像机的位置做对比，从而判定敌船是否出界是一个道理。 

在调用 base.Draw方法之前，添加下列代码到 ModelManager的 Draw方法中，以绘制

炮弹： 

// Loop through and draw each shot 
foreach (BasicModel bm in shots) 
{ 
bm.Draw(((Game1)Game).camera); 
} 

现在，关于 ModelManager类就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 Camera类。 

什么？等等！为什么要修改 Camera类来添加射击功能呢？ 

还记得我提过，本质上炮弹就跟移动的摄像机、有位置和方向的移动物体是一样的吗？没

错！炮弹的 初位置就是炮弹发射的地点（在游戏中，就是摄像机的位置）。那又应该如何决定

每发炮弹的方向呢？其方向就是发射炮弹的物体的方向。举个例子，拿枪对准一个方向，然后

射出一颗子弹，那么子弹会有一个方向向量，而该向量就跟枪的方向向量是一样的。 

在游戏中，摄像机将决定射击的方向，所以在 Game1类中需要获得摄像机的方向向量。为

Camera类的 cameraDirection变量添加一个公共存取器： 

public Vector3 GetCameraDirection 
{ 
get { return cameraDirection; } 
} 

 
为什么要为 cameraDirection 创建一个传统的属性值存取器，而不是类似

对 cameraPosition使用的自动实现属性呢？ 

在 Camera类的构造方法中，对 cameraDirection调用方法 Normalize。

这使得自动实现属性不能正常运转，所以 好不去理会 cameraDirection，而

创建一个新的传统存取器。 

让我们来看一下在 Game1类中，还需要添加什么才能产生射击。首先，添加以下三个类成

员变量到射击逻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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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 shotSpeed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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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shotDelay = 300; 
int shotCountdown = 0; 

我们来看看这些变量。您首先添加了射击速度变量，该变量将与方向向量相乘，使炮弹的

动力速度增大。 

然后，又添加了射击延迟和射击倒计时两个变量。它们的用途何在？您得考虑到，要进行

射击，您必须检查用户输入。玩家可以通过空格键或鼠标左键来进行射击，您需要在 Game1

类的 Update方法中检查用户输入。还记得一秒钟内要调用 Update方法多少次吗？若一切顺

利的话，每秒会有 60 次左右。现在，想象每次按下空格键或点击鼠标左键时，就通过 Update

方法射击一次，如果按住空格键达半秒钟，那么就进行了大约 30 次的射击。虽然我很喜欢急

速扫射，但半秒中射击 30 次的确太多了。 

为了防止这种超负荷现象出现，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对武器设定延迟间隙，一次射击结束后，

在间歇时间内，不再射击。 

添加的 shotDelay变量表示武器的射击延迟时长，shotCountdown变量则用来确定间

歇时间的结束时刻而开始下一次的射击。 

将以下方法添加到 Game1类中，使得玩家按下鼠标左键或空格键，就可以进行射击，但必

须是在延迟已结束的条件下： 

protected void FireShots(GameTime gameTime) 
{ 
 if (shotCountdown <= 0) 
 { 
  // Did player press space bar or left mouse button?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Space) || 
   Mouse.GetState( ).LeftButton == ButtonState.Pressed) 
  { 
   // Add a shot to the model manager 
   modelManager.AddShot( 
    camera.camera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 Reset the shot countdown 
   shotCountdown = shotDelay; 
  } 
 } 
 else 
  shotCountdo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 

然后，在 Game1 的 Update 方法中调用 FireShots 方法，在调用 base.Update 之前

进行： 

// See if the player has fired a shot 
FireShots(gameTime); 

只有当 shotCountdown为 0 或超过 0 时，才能进行射击，因此只在满足条件时才检查是

否有敲击空格键或点击鼠标左键。如果存在其一，就可以进行射击了。耶！将小朋友们藏好，

游戏会非常刺激！ 

首先，调用 ModelManager的 AddShot方法，记得这是之前为将炮弹加入到列表中而添

加的方法。将位置参数传给摄像机位置，同时加上一个向量，来使向量的方向变为 Y轴负半轴。

这是因为如果您从摄像机的实际位置发射炮弹，在屏幕上会出现因模型移动产生的模糊影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游戏增加真实感，添加一些负 Y 值到摄像机的位置，使得炮弹看起来像



 

从摄像机下方发射出来。 

射击的方向由摄像机方向与变量 shotSpeed相乘得到。 

添加炮弹之后，将变量 shotDelay 的值赋给变量 shotDelay，以确保变量

shotCountdown值达 0之前不会再次射击。 

调用 Update方法时，若 shotCountDown 的值非 0 或小于 0，则判定 初 FireShots

中的条件语句是错误的，而由于语句中 else部分，shotCountdown变量的值因为时间消耗

变小。 

编译并运行游戏，按下空格键或点击鼠标左键，您会发现可以进行射击了（见图 12‐2）。

而一直按住空格键或鼠标左键，就会每 300 毫秒（或与射击延迟时间相等时长）射击一次。如

此棒的游戏设置，谁还需要虚幻竞技场（Unreal Tournament）呢？ 

 

图 12-2 见鬼！糟透的射击！ 

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棒了，飞船可以正常飞行，炮弹发射很起来也很不错。但是，仍然存

在着一个问题：当炮弹与飞船撞击后，并未产生撞击爆炸的效果。所以还存在一个小细节，对

吧？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也应该将它矫正过来。让我们看看如何使用 XNA的 BoundingSphere

类来添加碰撞检测。 

三维碰撞检测及边界范围 

在本书的二维章节中，我们讲过运用边界盒算法则进行碰撞检测。从本质上讲，该运算法

则就是使用围绕目标的一个无形的箱子来确定其它目标的箱子是否与之相交。边界运算法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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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一种碰撞检测运算。 

与其类似的一个方法是，使用球形包围盒来围绕目标，而不是箱子。但理念是相同的，通

过检测包围目标球面来确定其它目标的球面是否与之发生碰撞。 

在 XNA中，使用模型时，边界球面（bounding spheres）已经作为模型的一部分而产生。每

个模型包含一个或多个 ModelMesh对象，而每个 ModelMesh都有 BoundingSphere属性，

ModelMesh用它来定义所围绕模型部分的球面。 

这部分比较棘手的是，当您将平移或比例伸缩应用于模型上时，模型中的

BoundingSphere变量并未受影响。因此，当使用由模型定义的 BoundingSphere变量时，

必须保证它与模型具有相同的位移量和伸缩比例。 

因此，您需要在 BasicModel类中添加一个进行碰撞检测的方法，此方法需要传入另一个

BsicModel的模型和世界矩阵，以它的 ModelMesh方法中的 BoundingSpheres作为参数。 

该碰撞检测方法的参数列表将接受不同的模型和世界矩阵。这个方法将依次先处理它自己

拥有的所有 ModelMeshe对象，再依次处理其它模型的 ModelMeshe对象，并且还要检查本

身的 ModelMesh 的 BoundingSphere 与其它模型的 BoundingSphere 是否发生碰撞。在

比较每个对象的 BoundingSphere 之前，将会使用 Transform 方法把世界矩阵引入到

BoundingSphere中，以将 BoundingSphere移动、旋转到模型所处的位置。 

 
虽然将模型的世界矩阵中进行的任何平移、缩放变换都应用到

BoundingSphere 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却没有必要将对模型的旋转变换都

应用到 BoundingSphere 中。这是因为 BoundingSphere 是一个球面，

任何旋转的应用都不会对其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任何旋转都不会破坏现有的

BoundingSphere。 

将下列方法添加到 BasicModel类中： 

public bool CollidesWith(Model otherModel, Matrix otherWorld) 
{ 
 // Loop through each ModelMesh in both objects and compare 
 // all bounding spheres for collisions 
 foreach (ModelMesh myModelMeshes in model.Meshes) 
 { 
  foreach (ModelMesh hisModelMeshes in otherModel.Meshes) 
  { 
   if (myModelMeshes.BoundingSphere.Transform( 
    GetWorld( )).Intersects( 
    hisModelMeshes.BoundingSphere.Transform(otherWorld)))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现在，您需要添加一些代码到 ModelManager中，以处理碰撞。 

在 ModelManager 类的 UpdateShots 方法中，添加了移除出界的炮弹的代码，其中将

shotMinZ变量作为判断的标准。将检查炮弹是否出界的 if语句改为 if/else语句，在语句

的 else 部分调用 CollidesWith 方法，依次传入模型和每艘敌船的世界矩阵。如果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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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将炮弹和飞船移除，并退出循环。 

将 UpdateShots方法由如下形式： 

protected void UpdateShots( ) 
{ 
 // Loop through shots 
 for (int i = 0; i < shots.Count; ++i) 
 { 
  // Update each shot 
  shots[i].Update( ); 
   
  // If shot is out of bounds, remove it from game 
  if (shots[i].GetWorld( ).Translation.Z < shotMinZ) 
  { 
   shots.RemoveAt(i); 
   --i; 
  } 
 } 
} 

改为： 

protected void UpdateShots( ) 
{ 
 // Loop through shots 
 for (int i = 0; i < shots.Count; ++i) 
 { 
  // Update each shot 
  shots[i].Update( ); 
  // If shot is out of bounds, remove it from game 
  if (shots[i].GetWorld( ).Translation.Z < shotMinZ) 
  { 
   shots.RemoveAt(i); 
   --i; 
  } 
  else 
  { 
   // If shot is still in play, check for collisions 
   for (int j = 0; j < models.Count; ++j) 
   { 
    if (shots[i].CollidesWith(models[j].model, 
     models[j].GetWorld( ))) 
    { 
     // Collision! remove the ship and the shot. 
     models.RemoveAt(j); 
     shots.RemoveAt(i); 
     --i; 
     break; 
    } 
   } 
  } 
 } 
} 

可以通过 BoundingSpheres进行碰撞检测了！这时，运行游戏，并射击敌人，您可能会

发现很难掌握敌人从哪个方向产生，难以保持摄像机面对那个方向。稍后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

您还可能会觉得当前进行的碰撞检测已足够好，也可能会觉得碰撞的判定标准太宽泛，或者觉

得太精细。您可以通过对世界矩阵以及 BoundingSpheres 进行一致的比例变换来修改

BoundingSpheres及世界矩阵的大小，使得游戏的碰撞检测更加宽泛或精细。 

如果飞船速度过快以至于撞击变得非常困难，您可以通过修改 LevelInfo 对象列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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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Speed和 maxSpeed两个变量来微调飞船的速度。作为游戏的开发者，您会希望游戏按照

您的喜好进行，所以您可以进行任意地进行调整以满足需要。 

添加准星 

您可能还会发现，游戏还需要某种方式以确保射击时能瞄准正确位置。通常情况下，在屏

幕上放置十字准星线可以解决该问题。虽然是在 XNA三维环境下，您仍然可以像之前一样，在

屏幕上绘制出二维精灵。在二维屏幕上绘制十字准星比在三维空间要更容易进行。如果在三维

空间绘制，首先得在摄像机前描绘图形单元，其次，每次移动、旋转摄像机时，都需要相应地

调整准星。 

在屏幕上绘制准星时，您基本上可以跟那令人厌烦的烤鸡广告词一样，持“放上烤架，什

么都不用管了”的态度。然而，绘制准星并不会让人感到太厌烦，相反的却会感觉非常棒。如

果您对烤鸡烤箱感兴趣，我可以跟您做笔划算的交易：您只需每次 29.99 美元，五次付清，就

可得到它。那是另外一本书的内容，让我们回到 XNA。 

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添加准星图像到项目文件中。首先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 3D 

GameContent 项目中为纹理新建一个文件夹。具体操作是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用鼠标右键

点击 3D GameContent 项目，选择 Add→New Folder，将新文件夹命名为 Textures。 

在本章源代码的 3D  Game\3D  GameContent\Textures 目录下有一个名为 crosshair.png 的文

件。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用鼠标右键点击文件夹 3D  GameContent\Textures，选择 Add→

Existing Item…，找到 crosshair.png，选中它即可添加到项目中。 

接下来，您需要在 Game1类中添加一个 Texture2D类型的类成员变量，以供图像使用： 

Texture2D crosshairTexture; 

在 Game1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通过内容管道将图像 crosshair.png 经如下代码载入

到刚创建的新变量 crosshairTexture中： 

crosshair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crosshair"); 

现在只需要通过 spriteBatch将纹理绘制到屏幕上。根据屏幕和纹理的尺寸，将准星准

确地置于屏幕正中央（十字准星若稍稍偏离屏幕中央不就没意义了吗）。您需要在 Game1类的

Draw方法中添加绘制准星的代码，位于 base.Draw方法的调用之后。 

在 Game1类的 Draw方法的末尾处添加下列代码： 

spriteBatch.Begin( ); 
 
spriteBatch.Draw(crosshairTexture,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crosshairTexture.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crosshairTexture.Height / 2)), 
  Color.White); 
   
spriteBatch.End( ); 



 

 

为什么要在 base.Draw 之后绘制光标？ 

为什么要在调用 base.Draw方法之后添加绘制十字光标的代码？ 

您现在是混合使用两种不同的绘制方式（2D 与 3D）来绘图，在三维空间绘图就像是带

着一个摄影机四处转悠，在二维空间中则更像是在二维画布上画画。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进

行绘图，后面绘制的图像都将覆盖前面绘制的图像，因此，在二维空间绘制的物体会被绘制

在先前在三维空间所绘制的物体的上面，反之亦然。 

由于您绘制的所有模型都在 ModelManager中，它是一个 GameComponent类方法，

所以仅当 base.Draw 被调用时才真正意义上完成绘制。调用 base.Draw 将通过

DrawableGameComponents实现 Draw的调用。必须将十字光标模型置于 base.Draw方

法的调用之后，以确保光标的绘制总在所有 3D 模型之后，因为只有这样，光标才能被绘制

在 3D 模型的上面。 

现在，运行游戏，看看加入的十字准星是否可以协助进行瞄准。现在应该可以在屏幕的中

央看到十字准星，如图 1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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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有准星指引射击，那些敌船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添加音效 

游戏还缺乏必要的气氛和魅力，而这只有音频可以赋予给它。在本节内容，您将给游戏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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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些音效和原声音乐。 

在 Visual Studio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在 3D GameContent 项目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Add→New Folder，新建一个文件夹 Audio。 

启动Microsoft Cross‐Platform Audio Creation Tool(XACT)，具体操作：点击Windows开始菜

单，选择所有程序→Microsoft  XNA  Game  Studio  4.0→Tools→Microsoft  Cross‐Platform  Audio 

Creation Tool (XACT)。 

在 XACT中，选择 File→New Project，定位到项目的 3D GameContent\Audio文件夹，将文件

保存为 GameAudio.xap。准备好项目之后，创建一个新的波形库和声音库，分别右击树图左上

方的Wave Banks、Sound Banks，再依次相应选择 New Wave Bank、New Sound Bank，接受默认

名称。创建好波形库和声音库之后，为更方便的使用、组织好系统,选择WindowTile Horizontally。   

本章源代码中，3D Game\3D GameContent\Audio文件夹下有 6个.wav 文件，通过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将这些文件复制到 3D GameContent\Audio 文件夹。以下为这些文件： 

•  Explosion1.wav 

•  Explosion2.wav 

•  Explosion3.wav 

•  Shot.wav 

•  Track1.wav 

•  Track2.wav 

记住，在 XACT 中处理音频时，不需要将文件.wav 真正地添加到 Visual  Studio 项目中，只

需要通过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将这些文件复制到 3D  GameContent\Audio 文件夹即可。将这些

文件添加到 XACT项目中，而该项目文件是唯一一个需要在 Visual Studio中进行加载的的音频文

件。 

在波形库窗口下，鼠标右键单击空白处，选择 Insert Wave File(s)…，依次浏览，找到列出

的六个.wav 文件，再分别将其添加到波形库中。这六份文件应在波形库窗口中显示成红色，表

明当前未被使用（见图 12‐4）。 

将波形库窗口下的 Shot音效拖曳至声音库的 Cue Name区域，声音库窗口下将自动为 Shot

音效创建 cue和 sound，如图 12‐5。 

接下来，您将为两份声音文件仅创建一个 cue，每个文件被使用的概率都为 50%。您可以

通过代码来启动特定的提示，使得 50%的时间使用一个声音文件，剩下的时间使用另一个声音

文件。 

为了实现这种效果，将波形库窗口下的 Track1.wav、Track2.wav 文件拖曳到声音库窗口下

的 Sound Name区域。之前我们不断地提醒需要确保宝声音拖曳到声音库窗口的Cue Name区域；

但现在，我们不希望为每个声音都建立 cue 名称，而是想要为这两个声音建立一个单一的 cue

名称。因此，需要将声音拖曳到 Sound Name区域。 

在 Sound Bank 窗口下的 Cue Name区域，右击某空白处，选择 New Cue，将创建一个名为

“New Cue”新的 cue。再选中它，点击 F2 将它重命名为 Tracks。 



 

 

图 12-4 六份.wav 文件已添加到 wave bank 

 

图 12-5 Shot 音效有 cue 和 sound 了 

紧接着，将 Track1、Track2 从 Sound Bank 窗口下的 Sound Name区域拖放到在 Sound Bank

窗口下的 Cue Name区域所创建的 Tracks中。这使得两份声音文件都已添加到 Tracks，并赋予每

个声音各 50%的使用概率。从理论上讲，现在，当您从 XNA启动 Tracks Cue时，随着 cue的使

用，会出现其中的一种声音，而声音的选择是由这儿列出的概率决定的。 

当前声音库窗口应如图 1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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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现在，Track1 和 Track2 声音都与 Tracks cue 关联起来了 

现在，您将以同样的方法来处理爆炸声音。在波形库中有三种爆炸声音，将它们从波形库

窗口拖放到声音库窗口下的 Sound Name区域。 

在声音库窗口下的 Cue  Name区域，用鼠标右键单击某处，选择 New  Cue，创建一个新的

cue。选中它，点击 F2 将它重命名为 Explosions。 

接下来，将爆炸音效从声音库窗口下的 Sound Name区域拖曳到 Cue Name区域的 Explosions 

cue中。当启动 Explosions cue时，每个爆炸音效被自动赋予 33%的概率。 

当前的声音库窗口应如图 12‐7 所示。 

 

图 12-7 所有音效已准备好 

在关闭 XACT之前，需要将 Track1、Track2 设置为无限循环。首先，在声音库窗口下的 Sound 

Name中选择 Track1，然后，在屏幕左下方的循环设置下，勾选 Infinite 单选框，如图 12‐8 所示。

对 Track2，重复相同步骤。 

XACT的操作已经完成，请保存项目文件，关闭 XACT，返回 Visual Studio。 

在 Visual  Studio 中，您需要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用鼠标右键单击 3D 

GameContent\Audio文件夹，选择 Add→Existing Item…，选中文件 GameAudio.xap（保存于项目

中的 3D GameContent\Audio文件夹中），从而将 XACT中的.xap 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图 12-8 将 Track1、Track2 的循环性能设定为无限 

下一步，您需要在 Game1类中添加如下类成员变量： 

AudioEngine audioEngine; 
WaveBank waveBank; 
SoundBank soundBank; 
Cue trackCue; 

紧接着，您需要通过内容管道来初始化这些变量。添加下列内容到 Game1 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以加载 XACT中的音频： 

// Load sounds and play initial sounds 
audioEngine = new AudioEngine(@"Content\Audio\GameAudio.xgs"); 
waveBank = new WaveBank(audioEngine, @"Content\Audio\Wave Bank.xwb"); 
soundBank = new SoundBank(audioEngine, @"Content\Audio\Sound Bank.xsb"); 
trackCue = soundBank.GetCue("Tracks"); 
trackCue.Play( );  

前三行是用来加载 XACT 文件中的 Sound 和 Cue 的，第四行程序则是通过使用声音库对象

获取的 cue来设定变量 trackCue。完成之后，就可以对音轨音乐执行暂停、继续、停止等操

作。由于另外一种音效不需要进行此操作，因此您没有必要为那些声音保存 cue。 

后一行代码是用来启动声音提示的。 

添加以下方法到 Game1类，使得碰撞发生时，ModelManager可产生音效： 

public void PlayCue(string cue) 
{ 
soundBank.PlayCue(cue); 
} 

在操作 ModelManager之前，产生射击时，您需要在 Game1类的 FireShots方法中调

用 PlayCue方法。因此，请将以下内容添加到 modelManager.AddShot方法的调用之后： 

// Play shot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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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Cue("Shot"); 

您需要在 ModelManager中，添加碰撞时调用 PlayCue方法的代码。在 ModelManager

的 UpdateShots方法中，找到确定是否发生碰撞的 if/else条件语句。代码应该是这样的： 

if (shots[i].CollidesWith(models[j].model, 
models[j].GetWorld())) 
{ 
// Collision! remove the ship and the shot. 
models.RemoveAt(j); 
shots.RemoveAt(i); 
--i; 
break; 
} 

在关键字 break前增加 Game1类的 PlayCue方法的调用（粗体字为新增加的一行）： 

if (shots[i].CollidesWith(models[j].GetModel, 
 models[j].GetWorld( ))) 
{ 
 // Collision! Remove the ship and the shot. 
 models.RemoveAt(j); 
 shots.RemoveAt(i); 
 --i; 
 ((Game1)Game).PlayCue("Explosions"); 
 break; 
} 

干得漂亮！现在，在游戏中进行射击，看看声音带来了多大的不同！您也许会想调节不同

声音的音量，对我来说，爆炸和射击的声音有些小，我想将它们调高一些。记得第 6 章提到过

的操作方法：在 XACT 选择声音文件，在窗口的左下方编辑音量属性。这完全是个人的喜好，

总之，可以依不同人的喜好进行调整。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现在可以在不错的游戏逻辑、射击与音效下独自飞行了。在我们进行到爆炸、特效和其它

微调操作之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章的内容。 

• 您创建了一个移动的模型类别，此类别可以同时用于敌人和炮弹。 

• 您创建了炮弹抛射物。 

• 您使用 XNA提供的包围球来进行 3D碰撞检测。 

• 您在 3D 游戏中增加了 2D的十字准星图像。 

• 您创建了音效，在一个 cue中使用多种声音，根据一定的概率进行播放。 

总结 

• 在三维空间移动物体与移动摄像机是类似的，物体会有位置和方向（也表明物体的速度）。 

• 每个 ModelMesh 都有 BoundingSphere 属性，表示碰撞检测的边界范围。由于

BoundingSphere不与模型一起移动、缩放、旋转，因此，要实现碰撞检测，必须将矩阵分

别应用到 BoundingSphere。 

• 在 3D 游戏中添加 2D 图像与在 2D 游戏中是一样的。 

• 使用 XACT，可以指定一个 cue，以给定概率，来播放多个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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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测验：问答 

1.  在 3D（或 2D）游戏中，进行射击时，怎样确定射击的方向？ 

2.  真还是假：每个模型都有围绕整个模型的 BoundingSphere，用于碰撞检测。 

3.  当使用与可移动的模型相关联的 BoundingSpheres 和来进行碰撞检测时，应对

BoundingSphere进行哪些何种操作以获得更准确的检测？ 

4.  在 3D 游戏屏幕上绘制 2D 图像与在 2D 游戏屏幕上绘制 2D图像有什么区别？ 

知识测验：练习 

为巩固本章所学内容，请更改代码，自定义炮弹，以达到以下要求： 

• 将炮弹的速度减慢 50%。 

• 将射击间隔时间缩短一半（也就是说，持续按住空格键时，射击的频率是之前的一倍）。 

• 每次进行射击时，同时散射三发炮弹（即一发对准中间，一发朝左，一发朝右）。 

 



 

第 13 章 

HLSL基础 

让我们将开发游戏搁置一会儿，来谈谈高级着色器语言（HLSL）。在 XNA 之前，DirectX 允

许开发人员通过固定功能管道（FFP）来直接发送指令至图形设备。在一段时间内，工作效果的

确不错，但随着显卡和硬件变得越发复杂，FFP 也不那么有效了。由于硬件增加了许多功能，

因此 FFP需要变得更精细与复杂，方能让开发者取得硬件的 佳效果。 

 
即使在 新的显卡上，FFP 也仍然被实现为一种着色器——但仅仅是在屏

幕后进行操作。这种做法与 BasicEffect 允许开发人员使用简化版本的 FFP

很相似。 

与持续增加 FFP 的新功能或对 FFP 进行扩展的做法不同，微软公司决定允许开发者使用一

种专门为硬件设备开发的新语言来直接控制硬件。 

而解决此问题的第一步尝试，是让开发人员使用汇编语言直接为硬件编制程序。虽然这也

是可行的，但开发人员仍然需要一更高级别语言，于是发展到了 HLSL 的阶段。HLSL 刚开始是

微软和英伟达之间的一个合资项目。但在某种意义上，开发结果产生了不同，英伟达（NVIDIA）

开发出的语言（被称为 C for Graphics，简称 Cg）与微软开发的语言（HLSL）分道扬镳。 

HLSL 允许开发人员编写与 C语言相似的程序，再在显卡上将其转化为汇编语言。通过 HLSL，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显卡的所有功能，而不需使用类似 FFP 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正如前面的章节所提到的，在 XNA 3D 中绘制的一切事物都要使用 HLSL。微软的 XNA开发

人员添加了 BasicEffect，使得游戏开发者可以不用首先研究 HLSL，就可开始学习 XNA。然

而，即使是 BasicEffect类也只是将数据传递给内部的 HLSL 处理。 

 
将 BasicEffect添加到 XNA 框架中的一个原因是 Xbox 360 的 GPU 不支

持 FFP。这意味着微软的开发人员处于两难困境，他们是应该在个人计算机上运

行 FFP，为 Xbox 360 游戏重写代码呢，还是创造一个着色器来代替 FFP？ 终，

他们决定采取折中的方法，使得游戏开发人员可以在不必使用着色程序的情况下

对硬件进行操作。 

在 HLSL 中，开发者编写着色程序，使其能获取 复杂的图形硬件功能。显卡支持两种不同

类型的着色器：顶点着色器和像素着色器。顶点着色器（vertex  shaders）为视椎体或视域中的

每个顶点运行一次；像素着色器（pixel shaders）在场景中绘制的每个可见物体的每个可见像素

上运行一次。 

为加深在 HLSL 中，对着色程序的理解，参见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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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着色器处理过程——从 XNA 到屏幕的信息流程图 

着色程序首先从顶点着色器开始，在场景中的每个顶点运行一次。顶点着色器的目的是，

以 world 和 camera设定为基础，来设定顶点的位置。位置数据从顶点着色器获得后，就开始光

栅化（rasterization）处理，即将三角形转化为将在屏幕上描绘的像素的过程。 

场景经过光栅化处理后，像素着色器在场景中绘制的每个像素上运行一次。像素着色器的

目的是定义每个可见像素的颜色值。 

 

在像素着色器执行之前，会对每个像素进行完整的检查，可以辨识出位于

视野内又因为前方有物体而被隐藏的像素，像素着色器将不需要处理这些像素。 

像素着色器运行之后，数据输出至屏幕。 

HLSL语法 

HLSL 是一种类 C 语言。在进入本节之前，我想提醒您的是，在 HLSL 编写着色器与在 XNA

中编程非常不一样。如果感到疑惑、不能理解它，不要太在意。事实上，在许多游戏开发公司

中，一组游戏开发人员负责编写着色程序，另一组开发人员单独负责 DirectX 或 XNA 的编程，

这是很常见的，主要是因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 

这说明，HLSL 是 XNA开发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因此，本书若未适当地涉及一些内容，

就是不完备的。本章，我们将着眼于 HLSL 基础，仔细查看一些样例代码，但本书并未包含 HLSL

的所有资源。有些书是完全关于 HLSL 的，如果想深入研究 HLSL，您可以在此掌握好基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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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那些资源进行深入研究。 

好了，那算是我的免责声明吧，让我们开始实质的内容！ 

HLSL 中变量的声明与 C#相似。事实上，许多变量都采用与 C#相同的关键字（也就是说，

HLSL 也有 int、float、bool、string、true、false、return、void等关键字）。 

更为复杂的对象用 structs来表示，其定义方法与 C#中相同。在 3D 图形中，经常使用矢

量来表示数据。可以用关键词 vector来定义向量，但更常见的，是用 float3来定义三维向

量，float4来定义四维向量。 

本质上，float3和 float4是浮点值的数列，此类向量一般用来表示颜色或方位。举个

例子，您可以定义一个新 float4变量，使用如下代码行对其值进行初始化： 

float4 color = float4(1, 0, 0, 1); 

上面代码定义了一个名为 color 的 float4 类型变量，您可以通过数列的下标，来存取

float4类型的变量中的单个元素，如下所示： 

float red = color[0]; 

对于 float4数据类型，除下标外，您还可以使用特殊的命名空间存储器。正如之前所提

及到的，float4 可表示颜色或方位。同样地，数列中的四个元素可以对应成 r,g,b,a 或

x,y,z,w。要通过命名空间来存取变量的元素，您可以使用与下列代码类似的代码： 

float blue = color.b; 
float z = color.z; 

请注意，可以使用 rgba 或 xyzw 来存取相同的变量。事实上，您可以将数列的元素组合

成为一个新的数列，再以任意顺序存取元素。以下代码，以倒序存取元素，倒转了数列： 

float4 reverse = color.abgr; 

如先前的代码行所示，一次存取多个元素被称为混合（swizzling）。您可以对元素以任意顺

序进行组合赋值，但不能混用颜色和位置命名空间。例如，以下代码会导致编辑错误： 

// This won't compile 
float4 reverse = color.axgy;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类型是用关键词 floatRxC（R表示行数，C表示列数）所创建的

矩阵，也可以用关键词 matrix创建矩阵变量。下列两行代码都将创建一个 4×4矩阵： 

float4x4 matrixFun; 
matrix <float, 4, 4> matrixMadness; 

后，如前面所提，在 HLSL 中创建 struct与 C#中是相同的，因此，可以在 HLSL 中使用

如下代码创建 struct： 

struct myStruct 
{ 
 float4 position; 
  
}; 

HLSL特效文件样例剖析 

在 XNA，特效由带有.fx 扩展名的特效文件创建，和其它的内容资源一样通过内同管道加载



 

并编译。因此，编译器将检测到 HLSL 代码中的编辑错误，就像在 C#中一样，即使特效文件保

存于其它目录下。 

 

HLSL 源文件是通过内容管道进行编译的。但遗憾的是，HLSL 特效文件无

法使用智能感知[1]。 

[1]译注：IntelliSense，一般译作智能感知。它是微软 Visual Studio IDE一种能

自动提示或完成代码中一些变量名、功能函数和成员函数的特色功能。 

现在，您已经了解了 HLSL语言的基本要素，让我们来看一个用 HLSL 创建的特效文件样例。

在这节中，我们将仔细分析该样例文件的不同段落： 

float4x4 World; 
float4x4 View; 
float4x4 Projection; 
 
struct VertexShaderIn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 
 
struct VertexShaderOut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 
 
VertexShaderOutput VertexShaderFunction(VertexShaderInput input) 
{ 
 VertexShaderOutput output; 
  
 float4 worldPosition = mul(input.Position, World); 
 float4 viewPosition = mul(worldPosition, View); 
 output.Position = mul(viewPosition, Projection); 
 return output; 
} 
 
float4 PixelShaderFunction(VertexShaderOutput input) : COLOR0 
{ 
 return float4(1, 0, 0, 1); 
} 
 
technique Technique1 
{ 
 pass Pass1 
 { 
  VertexShader = compile vs_2_0 VertexShaderFunction(); 
  PixelShader = compile ps_2_0 PixelShaderFunction(); 
 } 
} 

别被这些代码吓倒，虽然看起来与 XNA中的很不一样，但别担心，我们将研究这段代码的

每一个部分，到时您就能理解了。 

首先，看看文件的前三行： 

float4x4 World; 
float4x4 View; 
float4x4 Pro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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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行代码表示文件的全局变量，都为 4×4 矩阵，依次对应世界矩阵、摄像机视图矩阵

和摄像机投影矩阵。现在，您应该很熟悉这些名词，它们就是先前 3D 绘图时的样例中的世界

矩阵、摄像机视图矩阵和摄像机投影矩阵。 

似曾相识？ 

还记得您之前在哪里使用过 World、View和 Projection变量吗？ 

您曾用它们来设置 BasicEffect中的 World、View和 Projection属性。下列代码

设定了这些变量，而且此段代码应与您在第 12 章源代码中所完成的 BasicModel 类中的

Draw函数类似：  
foreach (BasicEffect be in mesh.Effects) 
{ 
 be.EnableDefaultLighting(); 
 be.Projection = camera.projection; 
 be.View = camera.view; 
 be.World = GetWorld() * mesh.ParentBone.Transform; 
} 

在本 HLSL 文件中，您所看到的是相同的 World、View和 Projection变量。稍加思

考您就能明白其中意义。要记住，在 3D 绘图时，XNA 中的任何事情都要使用 HLSL。到现

在为止，您已经在使用 BasicEffect类，这使您无需深入研究 HLSL 就能绘制基本特效。

然而，在后台运行中，即使是 BasicEffect类也在使用 HLSL。 

既然您已经扩大了视线范围并使用 HLSL 来取代 BasicEffect类，这一点对您来说也

许会不足为奇：您在 BasicEffect类中所使用的一些相同属性出现在 HLSL 文件本身中。

全局变量可以在 XNA代码中设定（您将会在本书后文中获得更多信息，在需要把代码应用

到实际文件时）。在 XNA使用 HLSL 文件时，要务之一就是查看哪些变量需要通过 XNA代码来进

行设置。 

与使用 C或 C++编程类似，在 HLSL 中，变量和函数需要在使用之前进行定义。这意味着，

一个 HLSL 文件的典型流程是变量在顶部，其次是 structs、函数， 终是着色器调用本身。 

读取 HLSL 文件时，以运行顺序进行读取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让我们直接跳到样本文件

的尾部代码。以下就是文件中使用关键字 technique的部分： 

technique Technique1 
{ 
 pass Pass1 
 { 
  VertexShader = compile vs_2_0 VertexShaderFunction(); 
  PixelShader = compile ps_2_0 PixelShaderFunction(); 
 } 
} 

每个 HLSL 特效文件会有一个或多个技术（technique）。在 XNA 代码中，当运用 HLSL 文件

时，您需要通过指出技术的名称指定使用哪一个技术，在这个例子中是 Technique1。 

在 technique程序段内部，有一个子段叫通道（pass），而每个技术有一个或多个通道。

在 XNA 中用一个自定义的 HLSL 文件绘制时，您会设定技术，然后在所有的通道中循环以绘制

出每一个通道。样例中的技术只有一个通道，即 Pass1。 

每个通道可包含一个顶点着色器和（或）像素着色器。要实现一个着色器，HLSL文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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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ertexShader 和（或）PixelShader 对象的值设定为与编译过的顶点或像素着色器函

数相同。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来研究以下两行代码： 

VertexShader = compile vs_2_0 VertexShaderFunction(); 
PixelShader = compile ps_2_0 PixelShaderFunction(); 

VertexShader和 PixelShader对象是 HLSL 对象，其名称必须拼写正确且大小写敏感。

compile 关键字告知 XNA开始使用某个版本的顶点或像素着色器编译接下来的程序（在本例中，

使用的是顶点着色器 2.0版，即 vs_2_0；像素着色器 2.0 版，即 ps_2_0）。函数（VertexShader 

Function( ) 和 PixelShaderFunction( )）已经在文件中事先定义。首先被调用的是

顶点着色器，因此我们接下来看看顶点着色器函数。 

文件中的顶点着色器函数如下所示： 

VertexShaderOutput VertexShaderFunction(VertexShaderInput input) 
{ 
 VertexShaderOutput output; 
 
 float4 worldPosition = mul(input.Position, World); 
 float4 viewPosition = mul(worldPosition, View); 
 output.Position = mul(viewPosition, Projection); 
 return output; 
} 

您可能会首先注意到的是，函数接收一个 VertexShaderInput 类型（已在文件前端定

义）的 struct作为输入类型。而返回类型也是 struct，为 VertexShaderOutput类型（也

已在文件前端定义）。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个 structs： 

struct VertexShaderIn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 
 
struct VertexShaderOut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 

这些 structs并无特别之处，除了其中的 HLSL语义（Semantic）。出现在变量定义之后的

POSITION0代码是一个 HLSL 语义。 

HLSL 语义被用于连接 XNA游戏正在使用的 HLSL 代码的数据。给变量规定语义后，HLSL 将

根据给定的语义自动为变量赋值。这是在 HLSL 中连接变量与 XNA游戏所存取数据的必要方法。 

在样例中，顶点着色器方法接收了参数，其中包含一个变量和 POSITION0 语义。指定关

于 Position变量的 POSITION0语义使 HLSL 自动将这一变量设置为一个 XNA 游戏提供的方

位变量。 

哪些位置将被自动赋值？请记住，顶点着色器为每一个可见顶点运行一次，因而，在顶点

着色器通过 POSITION0语义赋值的位置为顶点的位置。 

除POSITION0外，还有几个其它的顶点着色器输入语义，见表 13‐121。 

                                                              
21  译注：限于译者水平，本章部分表中某些专业名词的翻译可能存在错漏之处。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这些信息，

本章末会附录上相应的中英文技术名词对照表，以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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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顶点着色器的有效输入语义 

语义 描述 类型 
BINORMAL[n] 副法线 float4 

BLENDINDICES[n] 混合索引 uint 

BLENDWEIGHT[n] 混合权重 float 

COLOR[n] 漫反射与反射颜色 float4 

NORMAL[n] 法线向量 float4 

POSITION[n] 物体在空间中的顶点位置 float4 

POSITIONT 变换后顶点位置 float4 

PSIZE[n] 顶点大小 float 

TANGENT[n] 切线 float4 

TEXCOORD[n] 纹理坐标 float4 

您可能注意到顶点着色器也返回到结构体，而结构体也有一个 POSITION0 语义。在这个

例子中，虽然语义是相同的，但意思却不一样，因为它被用作顶点着色器输出而不是输入。不

同语义的意思也各不相同，取决于使用特定语义的变量是否用于顶点着色器或像素着色器，是

否被指定为输入或输出。 

比如，应用与顶点着色器输出的语义不同与输入的语义。顶点着色器输出语义，见表 13‐2。 

表 13-2 顶点着色器的有效输出语义 

语义 描述 类型 
COLOR[n] 漫反射或反射颜色 float4 

FOG 顶点雾 float 

POSITION[n] 顶点在均质空间中的位置.通过 

(x,y,z)除以 w来计算顶点在屏幕空间

中的位置.每个顶点着色器必须写出一

个带有此语义的参数. 

float4 

PSIZE 顶点大小 float 

TESSFACTOR[n] 镶嵌因素 float 

TEXCOORD[n] 纹理坐标 float4 

因此，当 POSITION0语义应用于顶点着色器的输入参数时，HLSL 自动将参数规定为顶点

位置。但是，反过来，规定为输入参数的语义的作用是将变量标记为包含特定数据。 

之前，我们知道任何顶点着色器都要通过规定一个带有 POSITION[n]语义的输出参数，

来设定场景中所有顶点的位置。从本质上讲，顶点输出需要设定每个顶点的位置。那么，在没

有变量 vertex.position或类似变量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设定每个顶点的位置呢？这时，输

出语义就产生作用了。通过返回带有 POSITION0语义的变量的值，规定了表明位置的返回值。 

感到很疑惑？不要着急，让我们来看看真正的顶点着色器函数。方便起见，它所用到的函

数和 struct会在这里再次给出，如下所示： 

struct VertexShaderIn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 



 

 
struct VertexShaderOut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 
 
VertexShaderOutput VertexShaderFunction(VertexShaderInput input) 
{ 
 VertexShaderOutput output; 
  
 float4 worldPosition = mul(input.Position, World); 
 float4 viewPosition = mul(worldPosition, View); 
 output.Position = mul(viewPosition, Projection); 
  
 return output; 
} 

该代码首先创建了 VertexShaderOutput变量，使其可在函数的末尾返回数据类型。注

意 struct有一个具有 POSITION0语义的变量 Position。再次强调，顶点着色器的主要任

务就是设定每个顶点的位置，可以通过返回 POSITION0 语义的值来设定位置。因此，通过返

回 VertexShaderOutput的对象，您可以设置 VertexShaderOutput类的 Position成

员来设定顶点的位置。 

接下来，顶点着色器方法创建了变量 worldPosition，并将其值设定为 mul函数的结果。

什是 mul函数？这就是在 HLSL 中被称为内部函数（intrinsic function），并由 HLSL 提供给开发人

员操作数据的函数。在本章的后面，会提供完整的内部函数清单。这一特殊函数（mul）将两

个矩阵相乘。 

首先，顶点着色器函数将顶点位置（input.Position）乘以 World 矩阵。为什么

input.Position表示顶点的位置呢？这又回到了语义问题上。VertexShaderInput类型

的输入变量，是一个 struct，在顶点着色器方法的定义之前被定义。VertexShaderInput 

struct中有 Position属性，而该 Posion struct具有 POSITION0语义。当顶点着色器

输入的变量具有 POSITION0语义时，顶点位置会自动被分配给该变量。 

接下来，顶点着色器函数将得到的矩阵乘以摄像机视图矩阵，再乘以摄像机投影矩阵，

后，将得到的值赋值给所要返回的输出参数。摄像机的位置和方向帮助矩阵乘法设定了正确的

顶点位置。 

 
我知道您现在在想什么：“哇……等一等，您的意思是如果用对象的世界矩阵

乘以顶点的位置，再乘以摄像机的视图矩阵，再乘以摄像机的投影矩阵，那样就会

奇妙地设定好正确的顶点位置？” 

是的，这的确很神奇。其实，您没有必要弄懂它的作用原理，本书并不打算深

入探讨矩阵乘法，然而，将那些矩阵按此顺序相乘的确会设定好顶点的正确位置。

那也刚好证明了矩阵乘法的迷人所在。 

您可能也会疑惑，在只有一个位置变量从方法返回的情况下，代码是如何设定好场景中的

每个顶点位置的。记住，顶点着色器会为场景中的每个顶点运行。举个例子，假设绘制了一个

三角形，并运行 HLSL 文件为其渲染，顶点着色器将为每个顶点运行一次（三角形有三个顶点，

因此，顶点着色器将运行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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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顶点着色器的参数带有语义 POSITION0，这使得该变量将自动被赋予表示顶点位置

的值。若所绘制的三角形的顶点为(0, 1, 0)，(1, 0, 0)和(‐1, 0, 0)，顶点着色器将运行三次，第一

次输入参数的值将为(0, 1, 0)，第二次(1, 0, 0)，第三次(‐1, 0, 0)。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堆混乱的代码、语义、着色器等等，可能让您倍感疑惑。没事，到目前

为止只需记住以下几个关键点即可： 

• 未给定语义或初始值的全局变量需要在 XNA代码中设置。 

• 在 HLSL 文件中运行的 technique 名需要在 XNA代码中设置。 

• 当 HLSL 特效执行时，带有语义的输入参数将自动接收该语义表示的数据（举例说明，顶点

着色器中带有语义的输入参数将被自动设定为表示顶点位置的值）。 

• 带有语义的输出变量标志出了该变量在效果中用于特定数据处理，这就是在 HLSL 中设定数

据的方式。如果需要设定顶点着色器中顶点的位置，返回一个带有语义的变量 POSITION0。 

• 顶点着色器对于输入和输出有不同的语义。 

• 一个顶点着色器至少需要为输出指定一个 POSITION[n]语义。 

顶点着色程序一结束，像素着色器就开始运行。看看在特效文件中创建的像素着色器： 

float4 PixelShaderFunction(VertexShaderOutput input) : COLOR0 
{ 
 return float4(1, 0, 0, 1); 
} 

我们注意到没有输入参数。由于顶点着色器的输出会 终成为像素着色器的输入，在各种

情况下使用的数据类型不必完全相同。事实上，这是因为顶点着色器输出语义不同于像素着色

器输入语义，通常情况下，它们也不会是同一类型。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这里），没有必要指定

输入。像素着色器的合法输入语义，见表 13‐3。 

表 13-3 像素着色器的有效输入语义 

语义 描述 类型 
COLOR[n] 扩散或反射颜色 float4 

TEXCOORD[n] 纹理坐标 float4 

VFACE 指示背面图元的浮点型标量.值为负时表示

面向后方,而值为正时表示面向摄像机。 

float 

VPOS 表示当前像素的(x,y)坐标位置 float2 

注意函数本身的陌生语义： 

float4 PixelShaderFunction(VertexShaderOutput input) : COLOR0 

这是为返回类型指定语义的另一种方法。除了使用 struct外，也可以在参数列表中指定

一个输入语义。例如，以下函数将接收并返回一个颜色值： 

float myShader(float COLOR0) : COLOR0 

像素着色器的有效输出语义，见表 13‐4。 

表 13-4 像素着色器的有效输入语义 

语义 描述 类型 
COLOR[n] 输出颜色 float4 

DEPTH[n] 输出深度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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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像素着色器的基本工作是为每一个像素设定颜色。在本例中，像素着

色器方法是通过返回带有 COLOR0 语义的 float 来实现这一点的。该函数只包含一行代码，

并用这行代码返回成了红色： 

return float4(1, 0, 0, 1); 

由于函数本身带有 COLOR0语义，返回的 float4（可表示颜色）将为像素“设置“颜色。

您也许会疑惑，这一方法是怎样设定场景中每个像素的颜色的。记住，像素着色器会为场景中

的每个像素运行。若绘制一个三角形，然后使用 HLSL 特效文件来将其渲染，像素着色器将为构

成三角形的每个像素运行一次，总共可能会运行 10 次、100 次、1000 次或更多，这取决于三

角形和屏幕的大小。像素着色器每返回一个值，该值就带有一个 COLOR0语义，表明返回的值

代表特定像素的新颜色。在本例中，返回值总是红色(RGBA 1, 0, 0, 1)，因而，每个像素也将是

红色。您可以根据像素的位置或一些纹理文件或者您自己的想法来改变颜色，这将使您能够单

独地为每个像素进行上色。 

运行完像素着色器后，通道也会结束。由于本段代码中只有一个通道，HLSL 文件已经完成，

数据将被送到屏幕。顶点着色器设定视野中所有顶点的位置，像素着色器将所有像素渲染成红

色，所以，若将特效文件应用到场景中，场景中的一切事物都会变成红色。在下一节中，我们

将文件应用到一些图元中，看看是否会真实发生。 

将HLSL特效应用于C# 

在本节的内容中，我们将使用第 9章的矩形纹理项目的源代码，谈到该项目，您也许会想

起曾经创建过的带有树木图片纹理的矩形图像。运行此项目，将得到一幅熟悉的树木矩形图像，

这在 初开始学习 3D 时我们已经见到过了（见图 13‐2）。 

当前，我们使用 BasicEffect类来绘制矩形图像，您将改变它，使其可以使用您所生成

的 HLSL 文件中创建的特效。第一步就是在解决方案中的 3DMadnessContent 项目下创建一个子

文件夹，具体操作是：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用鼠标右键单击 3DMadnessContent节点，选择

Add→New Folder，将新文件命名为 Effects。 

紧接着，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用鼠标右键单击文件夹 3DMadnessContent\Effects，选择

Add→New Item…，选择 Effect File（在页面右边的模板中），将文件命名为 Red.fx，如图 13‐3 所

示。 

样例特效文件与之前所列出的代码很有可能是相同的，但为保险起见，请确保文件包含以

下代码： 

float4x4 World; 
float4x4 View; 
float4x4 Projection; 
 
// TODO: add effect parameters here. 
 



 

 

图 13-2 非常非常漂亮的矩形图像，哇呜…… 

 

图 13-3 创建一个新的特效文件 

 
struct VertexShaderIn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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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DO: add input channels such as texture 
 // coordinates and vertex colors here. 
}; 
 
struct VertexShaderOut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 TODO: add vertex shader outputs such as colors and texture 
 // coordinates here. These values will automatically be interpolated 
 // over the triangle, and provided as input to your pixel shader. 
}; 
 
VertexShaderOutput VertexShaderFunction(VertexShaderInput input) 
{ 
 VertexShaderOutput output; 
  
 float4 worldPosition = mul(input.Position, World); 
 float4 viewPosition = mul(worldPosition, View); 
 output.Position = mul(viewPosition, Projection); 
  
 // TODO: add your vertex shader code here. 
  
 return output; 
} 
 
float4 PixelShaderFunction(VertexShaderOutput input) : COLOR0 
{ 
 // TODO: add your pixel shader code here. 
  
 return float4(1, 0, 0, 1); 
} 
 
technique Technique1 
{ 
 pass Pass1 
 { 
  // TODO: set renderstates here. 
   
  VertexShader = compile vs_2_0 VertexShaderFunction(); 
  PixelShader = compile ps_2_0 PixelShaderFunction(); 
 } 
} 

编译解决方案，以检验代码是否能正常运行，若未出现编译错误，也就证明代码至少在语

法上是正确的（这是个好兆头）。 

为使用代码中的效果，您需要创建一个 Effect 类成员变量以存储效果。在 Game1 类中

创建变量 Effect： 

Effect effect; 

接下来，您需要通过内容管道，将特效载入 Effect对象。从 LoadContent函数中删除

初始化 BasicEffect的代码： 

effect = new BasicEffect(GraphicsDevice); 

并替换成以下代码以从内容管道中载入特效： 

effect = Content.Load<Effect>(@"effects\red"); 

后，您需要将以下代码从函数 Draw程序段删除，该程序段使用 BasicEffect类进行

绘制： 



 

//Set object and camera info 
effect.World = worldRotation * worldTranslation * worldRotation; 
effect.View = camera.view; 
effect.Projection = camera.projection; 
effect.Texture = texture; 
effect.TextureEnabled = true; 
 
// Begin effect and draw for each pass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0, 2); 
} 

 

该代码的第二行会有些不一样，这是因为在第 9 章的末尾，我让您设定变量

effect.World，尝试不同的 worldRotations 与 worldTranslations 的

组合。不用担心，只需用稍后将列出的代码来替换它。 

用以下代码替换之前所列出的代码，该代码使用的是新的 Effect 文件，而不是

BasicEffect： 

//Set object and camera info 
effect.World = worldRotation * worldTranslation * worldRotation; 
effect.View = camera.view; 
effect.Projection = camera.projection; 
effect.Texture = texture; 
effect.TextureEnabled = true; 
 
// Begin effect and draw for each pass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0, 2); 
} 

您可能注意到了，所用到的 foreach核心绘制循环是相同的——遍历目前 technique中所

有的通道并绘制对象。代码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未使用 BasicEffect类进行绘制。 

使用 BasicEffect类时，是将对象的世界矩阵、摄像机的视图矩阵及摄像机的投影矩阵

分配到了 BasicEffect 中的几个属性中。使用 HLSL 时，仍然需要使用该数据，然而是通过

Parameters[].SetValue将数据分配给 HLSL特效文件中的全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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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从 XNA传入 HLSL 

有两种方法可以将数据从 XNA 传入 HLSL 特效文件，一种方法是通过语义。如本章之

前所提到的那样，若创建一个顶点着色器或像素着色器的输入变量，并为其赋予一个语义，

运行函数时，相应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设定到该变量。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手动设定参数。正如之前所见，只有某些类型的数据可以通过语义传

递（比如位置、颜色、纹理坐标等等），但是，通过手动设定参数量，可以将任意类型的数据

传递到 HLSL 文件中。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在 HLSL 文件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使用之前

代码中的 Parameters[].SetValue来设定参数。 

如果您一直在使用第 9章的代码或按照书中的练习对其做出了调整，代码可能已经变得与

本章要使用的代码不同了。为避免出现错误，Game1类中的这一部分应为如下所示：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namespace _3D_Madness 
{ 
 /// <summary> 
 /// This is the main type for your game 
 /// </summary>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GraphicsDeviceManager graphics;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 Game camera 
  Camera camera; 
   
  // Vertex data 
  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 
  VertexBuffer vertexBuffer; 
   
  // Effect 
  Effect effect; 
   
  // Movement and rotation stuff 
  Matrix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Identity; 
  Matrix worldRotation = Matrix.Identity; 
   
  // Texture info 
  Texture2D texture; 
   
  public Game1() 
  { 
   graphics = new GraphicsDeviceManager(this); 
   Content.RootDirectory = "Content";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it needs to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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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arting to run. This is where it can query for any required services and 
  /// load any non-graphic-related content. Calling base.Initialize will 
  /// enumerate through any components and initialize them as well.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Initialize camera 
   camera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 
    Vector3.Zero, Vector3.Up); 
   Components.Add(camera); 
    
   base.Initialize(); 
  } 
   
  /// <summary> 
  /// 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the place to load 
  /// all of your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Create a new SpriteBatch, which can be used to draw textures.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raphicsDevice); 
   // Initialize vertices 
   verts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4]; 
   verts[0]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0), new Vector2(0, 0)); 
   verts[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0), new Vector2(1, 0)); 
   verts[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0), new Vector2(0, 1)); 
   verts[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0), new Vector2(1, 1)); 
     
   // Set vertex data in VertexBuffer 
   vertexBuffer = new VertexBuffer(GraphicsDevice, 
    typeof(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Length, 
    BufferUsage.None); 
   vertexBuffer.SetData(verts); 
    
   // Load texture 
   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trees"); 
    
   // Load the effect 
   effect = Content.Load<Effect>(@"effects\red"); 
  } 
  /// <summary> 
  /// Un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the place to unload 
  /// all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nloadContent() 
  { 
   // TODO: Unload any non-ContentManager content here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run logic such as updating the world, 
  /// checking for collisions, gathering input, and playing audio.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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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anslation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Left))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Right))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 Rotation 
   worldRotation *=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 
    MathHelper.PiOver4 / 60, 
    0, 
    0); 
     
   base.Update(gameTime); 
  } 
   
  /// <summary> 
  /// This is called when the game should draw itself.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CornflowerBlue); 
    
    
    
   // Set the vertex buffer on the GraphicsDevice 
   GraphicsDevice.SetVertexBuffer(vertexBuffer); 
   effect.CurrentTechnique = effect.Techniques["Technique1"]; 
   effect.Parameters["World"].SetValue(Matrix.Identity); 
   effect.Parameters["View"].SetValue(camera.view); 
   effect.Parameters["Projection"].SetValue(camera.projection);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0, 2); 
   } 
    
    
   base.Draw(gameTime); 
  } 
 } 
} 

编译并运行项目，您应该会看到同之前一样的矩形，不同的是颜色变成红色了（见图 13‐4）。 

现在，您也许会觉得：“唉……还不如使用 BasicEffect时的好看，HLSL 太逊了！”我不

得不承认矩形看起来的确不如之前，但这只是 HLSL 的 初阶段，来看看一些更细节化的 HLSL

代码，看是否能改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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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使用自定义特效文件的红色矩形 

应用HLSL纹理 

将矩形着色为红色只需要 简单的 HLSL 着色器，在 新的电子游戏中，您已经很难见到这

么简陋的画面了。我们往往会将纹理应用到对象中，然后通过应用光线、雾或一些其它特效来

对纹理做出调整。 

本节中，在应用树木纹理的颜色的同时，也将应用自定义 HLSL 文件到矩形。 

再次打开 Red.fx 文件，用下列代码替换文件中的代码： 

float4x4 xWorldViewProjection; 
 
Texture xColoredTexture; 
 
sampler ColoredTextureSampler = sampler_state 
{ texture = <xColoredTexture> ; 
magfilter = LINEAR; minfilter = LINEAR; mipfilter=LINEAR; 
AddressU = mirror; AddressV = mirror;}; 
 
struct VertexIn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 
 float2 textureCoordinates : TEXCOORD0; 
}; 
 
struct VertexOut 
{ 



 

  229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 
 float2 textureCoordinates : TEXCOORD0; 
}; 
 
VertexOut VertexShaderFunction(VertexIn input) 
{ 
 VertexOut Output = (VertexOut)0; 
 Output.Position =mul(input.position, xWorldViewProjection); 
 Output.textureCoordinates = input.textureCoordinates; 
  
 return Output; 
} 
 
float4 PixelShaderFunction(VertexOut input) : COLOR0 
{ 
 float4 output = tex2D(ColoredTextureSampler, 
  input.textureCoordinates); 
 return output; 
} 
technique Textured 
{ 
 pass Pass0 
 { 
  VertexShader = compile vs_2_0 VertexShaderFunction( ); 
  PixelShader = compile ps_2_0 PixelShaderFunction( ); 
 } 
} 

虽然您对 HLSL 仍然很陌生，但是这个文件并不是很复杂，您可以弄懂它的大部分内容。首

先，请注意，代码未使用三个变量来分别代表世界、视图和投影矩阵，而是只用了一个变量

xWorldViewProjection。在 XNA代码中，您需要将世界、视图和投影矩阵相乘，再将结果

赋值给变量。由于将它们相乘是为了得到顶点位置，所以是在 HLSL 文件中还是 XNA 代码中操

作并无影响。然而在 XNA 代码中操作更有优势，若将乘法传递到 HLSL 代码中，只需要在每个

场景中做一次乘法，而在 HLSL 则需要为每个顶点做一次乘法。 

还要注意 xColoredTexture 这一新变量。该变量表示一个纹理对象，需要将 XNA 代码

的 Texture值赋值给该变量。 

ColoredTextureSampler 对象使得从纹理获得样本数据，以决定该纹理特有部分的颜

色。运行顶点着色器时，它会通过采样器，将对象上的每个顶点在纹理的相应位置指出，将返

回顶点应有的颜色。 

像素着色器使用 tex2D函数来达到此效果。tex2D是构成 HLSL 的一个函数，与先前用来

将两个矩阵相乘的 mul很相似。mul通过使用一个采样器来查找纹理的一个定点的颜色。本质

上讲，像素着色器将为屏幕的每个顶点运行，对吧？每次运行像素着色器时，将接收到该像素

的纹理坐标（通过 VertexOut 的 textureCoordinates 传入像素着色器）。函数将提取那

些纹理坐标，并在纹理中寻找每个坐标相应的像素，再返回像素的颜色。使用该函数，整个矩

形将被着色，直到看起来像传入 HLSL 特效文件的纹理。 

除 mul、tex2D之外，HLSL 中还有许多其它的内部函数。这些函数列在微软 MSDN Library

中以帮助 DirectX 和 XNA的开发。为了方便起见，将函数列表于表 13‐5。 

表 13-5 HLSL 中的内部函数 

语义 描述 
abs(x) 返回 x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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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s(x) 返回 arccos(x)值 

all(x)  测试 x成员中是否全为非零值 

any(x) 测试 x成员中是否含有非零值 

asfloat(x) 将输入类型转化为浮点型 

asin(x) 返回 arcsin(x)值 

asint(x) 将输入类型转化为整型 

asuint(x) 将输入类型转化为无符号整型 

atan(x) 返回 x的反正切值 

atan2(x, y) 返回两个变量(x,y)的反正切值 

ceil(x) 返回大于等于 x的最小整数 

clamp(x, min, max) 将 x限制在[min, max]区间内 

clip(x) 如果 x的任何成员小于零,抛弃当前像素 

cos(x) 返回 x的余弦值 

cosh(x) 返回 x的双曲余弦值 

cross(x, y) 返回两个 3D向量的向量积 

D3DCOLORtoUBYTE4(x) 混合和缩放 4D向量的成员 x,补偿在一些硬件中对

UBYTE4支持的缺乏 

ddx(x) 返回 x关于屏幕空间 X坐标的偏导值 

ddy(x) 返回 x关于屏幕空间 Y向量的偏导值 

degrees(x) 将 x从弧度值转化为度数值 

determinant(m) 返回方矩阵 m的行列式 

distance(x, y) 返回两点间的距离 

dot(x, y) 返回两个向量的数量积 

exp(x) 返回以 e为底的指数 

exp2(x) 返回以 2为底的指数（每个成员） 

faceforward(n, i, ng) 返回 -n * <符号>(·(i, ng))的值 

floor(x) 返回小于等于 x的最大整数值 

fmod(x, y) 返回 x/y的浮点小数部分 

frac(x) 返回 x的分数部分 

frexp(x, exp) 返回 x的尾数和指数 

fwidth(x) 返回 abs(ddx(x)) + abs(ddy(x))的值 

GetRenderTargetSample Count( ) 返回渲染目标样本的数目 

GetRenderTargetSample 

Position(x) 

为特定的样本索引返回样本位置(x,y) 

isfinite(x) 若 x为有限值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isinf(x) 若 x为+INF或-INF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isnan(x) 若 x为 NAN或 QNAN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ldexp(x, exp) 返回 x * 2exp的值 

length(v) 返回向量 v的长度 

lerp(x, y, s) 返回 x + s(y − x)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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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n &#8226; l, n &#8226; h, m) 返回一个光向量(环境光,漫反射,镜面反射,1) 

log(x) 返回 x以 e为底的对数 

log10(x) 返回 x以 10为底的对数 

log2(x) 返回 x以 2为底的对数 

max(x, y) 选择 x和 y中的较大值 

min(x, y) 选择 x和 y中的较小值 

modf(x, out ip) 将 x的值分为小数和整数部分 

mul(x, y) 用 x和 y进行矩阵乘法 

noise(x) 用柏林噪声算法生成一个随机值 

normalize(x) 返回一个规范化向量 

pow(x, y) 返回 x的 y次方值 

radians(x) 将 x从度数值转化为弧度值 

reflect(i, n) 返回一个反射向量 

refract(i, n, R) 返回一个折射向量 

round(x) 将 x四舍五入 

rsqrt(x) 返回 1 / sqrt(x)的值 

saturate(x) 将 x限制在[0, 1]区间内 

sign(x) 计算 x的符号 

sin(x) 返回 x的符号 

sincos(x, out s, out c) 返回 x的正弦和余弦值 

sinh(x) 返回 x的双曲正弦值 

smoothstep(min, max, x) 返回一个 0-1之间的平滑埃米尔特差值 

sqrt(x) 返回平方根（每个成员） 

step(a, x) 返回(x >= a) ? 1 : 0的值 

tan(x) 返回 x的正切值 

tanh(x) 返回 x的双曲正切 

tex1D(s, t) 1D纹理寻址 

tex1Dbias(s, t) 1D纹理 bias寻址 

tex1Dgrad(s, t, ddx, ddy) 1D 纹理偏移寻址 

tex1Dlod(s, t) 1D 纹理 LOD寻址 

tex1Dproj(s, t) 1D 纹理透视分离寻址 

tex2D(s, t) 2D 纹理寻址 

tex2Dbias(s, t) 2D 纹理 bias寻址 

tex2Dgrad(s, t, ddx, ddy) 2D 纹理偏移寻址 

tex2Dlod(s, t) 2D 纹理 LOD寻址 

tex2Dproj(s, t) 2D 纹理透视分离寻址 

tex3D(s, t) 3D 纹理寻址 

tex3Dbias(s, t) 3D 纹理 bias寻址 

tex3Dgrad(s, t, ddx, ddy) 3D 纹理偏移寻址 

tex3Dlod(s, t) 3D 纹理 LOD寻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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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3Dproj(s, t) 3D 纹理透视分离寻址 

texCUBE(s, t) 立方体纹理寻址 

texCUBEbias(s, t) 立方体纹理 bias寻址 

texCUBEgrad(s, t, ddx, ddy) 立方体纹理偏移寻址 

tex3Dlod(s, t) 立方体纹理 LOD寻址 

texCUBEproj(s, t) 立方体纹理透视分离寻址 

transpose(m) 返回矩阵 m的转置矩阵 

trunc(x) 将一个或多个浮点型数值截取为整型值 

因此从本质上说，您刚才创建的新的特效文件将设定顶点位置，然后通过使用采样器从相

关纹理中取出像素坐标，将对象着色。换句话说，它将把纹理映射到屏幕上所绘制的矩形。 

接下来，您需要改变 Draw 的代码以使用新定义的效果而不是先前使用的红色效果。还记

得要在 XNA使用 HLSL 特效，您需要设定哪些数据吗？ 

为了正常运行，您需要设定效果的名称以及特效文件中的所有全局变量。当前，Game1的

Draw函数有以下代码可进行设定，但是现在要为文件 red.fx 设定数据： 

effect.CurrentTechnique = effect.Techniques["Technique1"]; 
effect.Parameters["World"].SetValue(Matrix.Identity); 
effect.Parameters["View"].SetValue(camera.View); 
effect.Parameters["Projection"].SetValue(camera.Projection); 

为了使用新的效果，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技术的名称。在文件 red.fx 的技术被称作

Technique1，而新效果使用的技术称作 Textured。 

将之前的代码（在 Game1的 Draw方法）的第一行改为： 

effect.CurrentTechnique = effect.Techniques["Textured"]; 

您也许已经注意到，全局变量也变得不一样了，先前，HLSL 中有 3 个全局变量：World、

View和 Projection。 

新的效果中只有两个全局变量：xWorldViewProjection（该变量通过将世界矩阵、视

图矩阵和投影矩阵相乘来进行设定）和 xColoredTexture（该变量被设定到想运用到矩形的

Texture2D对象）。 

从 Game1的 Draw方法中移走下列三行代码： 

effect.Parameters["World"].SetValue(Matrix.Identity); 
effect.Parameters["View"].SetValue(camera.View); 
effect.Parameters["Projection"].SetValue(camera.Projection); 

并用以下代码代替它们： 

effect.Parameters["xWorldViewProjection"].SetValue( 
 Matrix.Identity * camera.view * camera.projection); 
effect.Parameters["xColoredTexture"].SetValue(texture); 

这一新代码看起来应该很熟悉的，因为它大体上与之前使得矩形绘制成红色的样例中添加

的代码相同。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像之前提到的那样，是一次性对 World、View 和

Projection变量进行设定而不是分开单独进行。它们相乘在一起后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因此

这跟之前使用的函数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将看到完全一样的纹理矩形，但是这次将使用自定义的 HLSL着色



 

器对其进行渲染（见图 13‐5）。 

 

图 13-5 噢！又是一个漂亮的画面……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矩形之前是出于旋转状态，现在却静止了。原因何在？问题在于世界

矩阵。请记住，物体的世界矩阵表示该物体的位置、旋转、缩放等等。因此，若物体未正常旋

转，或未正确缩放，或处于错误的位置，可能就是物体的世界矩阵出现问题。 

在这类情况下，您会想要将世界、视图和投影三个矩阵相乘来设定 HLSL 中的

xWorldViewProjection变量。所使用的代码如下所示： 

effect.Parameters["xWorldViewProjection"].SetValue( 
 Matrix.Identity * camera.view * camera.projection); 

请注意乘法中 world 部分使用的值：Matrix.Identity。还记得单位矩阵表示什么吗？

将矩阵 A与单位矩阵相乘时，得到的值将是矩阵 A。因此，在这个例子中，视图（view）、投影

（projection）矩阵与单位（identity）矩阵相乘就跟仅仅将视图与投影矩阵相乘是一样的，并没

有为物体的世界（world）矩阵做出任何特别的规定（没有移动，没有旋转，什么都没有）。这

就是物体未旋转的原因所在。 

那么怎样来改变这种状况呢？在第 9 章建造该代码时，使用了两个矩阵变量来旋转矩形：

worldTranslation 和 worldRotation。为使物体旋转，从 worldTranslation 和

worldRotation矩阵建造一个世界矩阵，再在设定 xWorldViewProjection的 HLSL 变量

时，使用刚刚建造的世界矩阵而不是 Matrix.Identity。 

将 Game1类的 Draw方法中的下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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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Parameters["xWorldViewProjection"].SetValue( 
 Matrix.Identity * camera.view * camera.projection); 

替换为： 

Matrix world = worldRotation * worldTranslation; 
effect.Parameters["xWorldViewProjection"].SetValue( 
 world * camera.view * camera.projection); 

现在，您在第 9 章中所写的旋转和平移代码将被运用到矩形中。运行游戏，您应该会看到

一个旋转着的矩形，如图 13‐6 所示： 

 

图 13-6 哇！HLSL 真是太神奇了！ 

当您按下左右箭头键时，矩形会相应地移动，正如第九章为 初的矩形编译的代码达到的

效果一样。就如第 9 章中一样，可以再一次任意地进行不同的旋转、转换并以不同的顺序。现

在，不是在 BasicEffect 设定 World 属性，而是在创建一个临时的世界矩阵变量，并将其

值赋值给 HLSL 特效文件的变量，但 后的结果却是完全相同的。 

其实，HLSL的神奇之处并不只有这一点。您刚刚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得到了与之前完全一

样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是终点，让我们来看看 HLSL 还可以为该纹理矩形做些什么。 

HLSL特效：反相 

现在您有一个使用纹理的特效文件，还可以给 HLSL 文件添加一些真正有趣、非常棒的效果。

例如，若将像素着色器中的代码改为以下代码，将绘得到反相特效： 

float4 PixelShaderFunction(VertexOut input) : COLOR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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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at4 output = 1-tex2D(ColoredTextureSampler, input.textureCoordinates); 



 

 return output; 
} 

效果如图 13‐7 所示。 

  235

 

图 13-7 使用 HLSL 绘制出反相特效 

HLSL特效：模糊 

另外一个简单的特效就是将图像模糊化。要想达到此效果，首先要取得纹理中每个像素的

颜色，再将临近目标像素的像素颜色添加到目标像素中。用以下代码替换游戏中的像素着色器： 

float4 PixelShaderFunction(VertexOut input) : COLOR0 
{ 
 float4 Color; 
 Color = tex2D(ColoredTextureSampler, input.textureCoordinates.xy); 
 Color += tex2D(ColoredTextureSampler, input.textureCoordinates.xy + (0.01)); 
 Color += tex2D(ColoredTextureSampler, input.textureCoordinates.xy - (0.01)); 
 Color = Color / 3; 
  
 return Color; 
} 

其结果将会是一个模糊图像，如图 1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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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 使用 HLSL 将图像模糊化 

HLSL特效：灰度 

在灰度模式下渲染图片是另外一种简单的特效，比之前的两种特效稍微难一点。应用标准

的灰度公式，通过点乘函数(dot)可以将每个顶点的颜色转换为带有灰色阴影。用以下代码替换

像素着色器： 

float4 PixelShaderFunction(VertexOut input) : COLOR0 
{ 
 float4 color; 
 color = tex2D( ColoredTextureSampler, input.textureCoordinates.xy); 
 return dot(color, float3(0.3, 0.59, 0.11)); 
} 

该代码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首先，着色器函数在像素的坐标检索像素的颜色，然后，

通过点乘函数获得像素颜色向量和向量(0.3, 0.59, 0.11)的点积22。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数字呢？您

也可以使用(0.33, 0.33, 0.33)，得到一个平均颜色，该颜色在灰度模式下看起来非常漂亮。然而，

很久以前，一个比我聪明很多的人证实，在肉眼观看的情况下，这些数字更接近灰度图。我讨

厌在这样的一本书中来引用维基百科，但它的确是了解这些数字的一个很好的渠道（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yscale）。 

                                                              
22  译注：点积也称标量积或内积。数学上，点积计算公式为：a·b=|a||b|cosθ。其中，|a||b|和表示向量 a 和 b 的

长度，θ 表示两个向量（a 和 b）的角度。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yscale


 

得到的图像将在灰度模型下被绘制，如图 1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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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幽深惊悚的灰度模式！ 

正如您所见，HLSL 效果有着无穷的发展潜力，这些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样例。在本章开头，

我说过本书没有关于 HLSL 的详尽资源，但是，如果您感兴趣，在因特网上和其它一些书籍中您

可以找到大量的资源，可以满足您深入研究 HLSL 的需要。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学习粒子系统，对粒子的 HLSL 应用将使得它们看起来更加真实。在学

习粒子系统之前，让我们来回顾本章内容，看看您学会了些什么： 

• 您已经了解了 HLSL 语法，包括语义、关键词、函数、顶点着色器以及像素着色器。 

• 您实现了第一个着色器的使用，将屏幕上所绘制的一切着色成了红色。 

• 您实现了一个应用纹理贴图的着色器，基于纹理中的像素坐标对矩形进行了着色。 

• 您使用 HLSL创建了几个不同的特效。 

总结 

• HLSL 使得开发人员可以充分利用 新显卡的各种性能。 

• 在 HLSL 中，有两种着色器：顶点着色器（为场景中的每个可见顶点运行一次）和像素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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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场景中绘制的每个像素运行一次）。 

• 顶点着色器必须要设定每个顶点的位置，像素着色器必须要设定每个像素的颜色。 

• 在 HLSL 中，数据首先经过顶点着色器运行，然后经过光栅化处理，再由像素着色器运行，

后发送到屏幕。 

• HLSL 文件被添加在项目文件的 Content 文件夹，经过内容管道，并对文件进行编译，任何

语法错误都会在编译期间被发现。 

知识测验：问答 

1.  在 HLSL 中，如何获取一个 float4对象的第一个元素？ 

2.  什么叫做混合（swizzling）？ 

3.  在 HLSL，如何规定使用顶点、像素着色器的哪一个版本？ 

4.  若没有 HLSL，您不能实现哪些效果？ 

5.  在 HLSL，怎样将那个两个矩阵相乘？ 

6.  语义（semantic）在 HLSL 扮演什么角色？ 

知识测验：练习 

使用本章所创建的代码，绘制一个六面体，用树木图像作为每面的纹理。在六面体的每面

上，使用本章创建的四种纹理特效（一般纹理、模糊纹理、反相纹理、灰度纹理）的其中一种，

每种效果必须被至少使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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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附录：第 13章部分中英文技术名称对照表 

 

英文 中文 备注 
Binormal 副法线  

blend indices 混合索引  

blend weights 混合权重  

diffuse and(or) specular color 漫反射与（或）反射颜色  

normal vector 法线向量  

point size 顶点大小  

Tangent 切线  

texture coordinates 纹理坐标  

vertex fog 顶点雾  

tessellation factor 镶嵌因素  

output color 输出颜色  

output depth 输出深度  

 



 

第 14 章 

粒子系统 

本章中，将回到您所构建的贯穿本书大部分 3D章节的 3D 游戏中。特别是，将在您的游戏

中添加一些粒子特效。游戏开发人员可以利用粒子特效创造令人兴奋的、真实的特殊效果——

开发人员把它们用在例如烟、火焰、爆炸、魔幻以及其它特效上，可以使游戏经历更令人兴奋，

也更有吸引力。 

首先，让我们谈谈粒子。什么是粒子？在游戏开发术语中，粒子通常代表粒子特效中的一

个单一成分。火焰中的一个火花，烟流中的一个分子，以及魔幻效果中的一个闪光，都是粒子

的实例。在一个特殊效果中集合了多个粒子就叫做粒子特效。 

粒子引擎是粒子特效的驱动机构。通过施加外力，例如重力或其它因素，粒子引擎操纵多

个粒子创造出粒子特效，从而使粒子以现实中的方式运动。 

学习本章后，您将创建一个制造爆炸粒子特效的粒子引擎，可以插入到游戏中，当敌船受

到枪击时启动。 

创建粒子引擎 

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吧。首先，先确认每个粒子的会是什么样的，以便了解我们努力的

目标。每个粒子将用 4 个顶点构成的矩形表示。您在之前已经做过了，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改动。

与之前一样，您需要将纹理应用到矩形上。您将使用的纹理如图 14‐1所示。 

 

图 14-1 粒子的纹理 

真正的纹理文件是一张简单的白点的图片，就像上面展示的那样，但背景是透明的。上面

的图片的背景是黑色的，这是为了便于在本书中查看。如果您还没有下载本章的源代码，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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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Game\3D GameContent\Textures文件夹下找到图片文件 particle.png。请将它添加到项目中，

方法是在解决方案浏览器中的项目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Add→Existing  Item…，定位到

particle.png，并选中它。 

每个粒子将是一个光球，像前面展示的纹理那样进行渲染。但白色粒子的爆炸有什么意思

呢？您肯定想要为每个例子增加随机的颜色。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您需要使用如图 14‐2 所示的

另一张纹理。 

 

图 14-2 包含随机颜色的粒子纹理 

这张纹理包含了颜色映射——表示您的粒子的所有可能的颜色。每次粒子被创建时您将在

这张纹理上选择一个随机的像素，获取它的颜色数据并赋予每个新的粒子。为什么使用一张火

红、炽热的太阳的图片？这只不过是因为这张纹理中的白色和黄色表示了很多您将在典型的爆

炸中看到的颜色。实际上，您可以将这张纹理更换为任何一张您喜欢的纹理并使用那些像素的

颜色。继续将这张纹理添加到项目中。在文件夹 3D Game\3D GameContent\Textures中，您将找

到图片文件 ParticleColors.png。请将它添加到项目中，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的 3D 

GameContent\Textures 文件夹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Add→ Existing  Item…，定位到

ParticleColors.png 文件并选中它。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让我们开始编写代码吧。在这节中您将创建三个新

的类：ParticleSettings，存储单个粒子的设置；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存

储单个爆炸的设置；ParticleExplosion，表示单一的爆炸效果，负责爆炸效果中所有粒子

的移动、更新，以及描绘。 

在您的项目中，创建一个名为 ParticleSettings 的新类，并用下面的代码替换

ParticleSettings.cs 文件的内容： 

namespace _3D_Game 
{ 
 class ParticleSett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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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ze of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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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int maxSize = 2; 
 } 
  
 class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 
 { 
  // Life of particles 
  public int minLife = 1000; 
  public int maxLife = 2000; 
   
  // Particles per round 
  public int minParticlesPerRound = 100; 
  public int maxParticlesPerRound = 600; 
   
  // Round time 
  public int minRoundTime = 16; 
  public int maxRoundTime = 50; 
   
  // Number of particles 
  public int minParticles = 2000; 
  public int maxParticles = 3000; 
 } 
} 

如您所看到的，在粒子等级上唯一的设置是每个粒子的 大尺寸。ParticleExplosion

类将用大于零且小于这个 大值的尺寸创建粒子。 

在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类中，同一个代码文件中有更多的设置。（在 C#中，

同一个文件中有若干个类是完全合法的，因为这两个类紧密相连，把它们都放在您的

ParticleSettings.cs 文件中是很合理的。）这个类中的设置定义了粒子特效的不同方面，例如效果

持续的时间，效果中需要使用的粒子数量，等等。在下面的清单中将列出更多的细节。 

理想状态下，当您的 ParticleExplosion类完成时，将按如下所述运行： 

• 每个爆破粒子由四个顶点表示，它们将形成一个被颜色纹理绘制的矩形。 

• 创建 ParticleExplosion的实例时，您要创建 Particle对象的数组（Particle是

您在本章前面部分定义的自定义顶点）。数组的尺寸将在您定义的 minParticles（ 小粒

子）值和 maxParticles（ 大粒子）值之间。 

• 您的 ParticleExplosion 类将在我们称为粒子“循环”的地方运行。循环仅是一个描

述爆炸释放粒子的时间周期。每 X 毫秒开始一次循环，其中 X 处于 minRoundTime（ 小循

环时间）和 maxRoundTime（ 大循环时间）设置之间。每次循环，在 minParticlesPer 

Round和 maxParticlesPerRound之间将有一些粒子从爆炸中释放出来。 

• 当 ParticleExplosion类释放的粒子数量达到了 Particles数组中 Particle对象

的数量时，爆炸将停止制造粒子。 

• 每次在 ModelManager 类中调用 Update 方法时，将调用 ParticleExplosion 类的

Update方法。这个方法将循环所有的有效粒子，并更新它们的位置。因为我们是在外太空，

没有需要处理的例如重力等外力因素，所以粒子仅是沿着另外一个数组中存储的方向直线运

动。 

• 粒子引擎也负责消灭失效的粒子。那是您代码中 minLife（ 小生存时间）与 maxLife

（ 大生存时间）设置存在的原因。每个 ParticleExplosion 都将被设定一个大于

minLife 且小于 maxLife 的生命值。当生命时限达到了爆炸的条件，开始在每次循环中报

废粒子。 

• 一旦所有的粒子都被报废，爆炸结束并且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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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您知道 ParticleExplosion 类如何工作，让我们把它放到一起。在您的项目

中创建名为 ParticleExplosion的新类。确保在文件顶部有下列的命名空间：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下一步，添加下面的类变量： 

// Particle arrays and vertex buffer 
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 
Vector3[] vertexDirectionArray; 
Color[] vertexColorArray; 
VertexBuffer particleVertexBuffer; 
 
// Position 
Vector3 position; 
 
// Life 
int lifeLeft; 
 
// Rounds and particle counts 
int numParticlesPerRound; 
int maxParticles; 
static Random rnd = new Random(); 
int roundTime; 
int timeSinceLastRound = 0; 
 
// Vertex and graphics info 
GraphicsDevice graphicsDevice; 
 
// Settings 
ParticleSettings particleSettings; 
 
// Effect 
Effect particleEffect; 
 
// Textures 
Texture2D particleColorsTexture; 
 
// Array indices 
int endOfLiveParticlesIndex = 0; 
int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 0; 

下面是对这些变量的用途说明： 

verts 

VertexPositionTexture对象的一个数组，它将用来存储所有粒子的全部顶点信息。 

vertexDirectionArray 

Vector3对象的一个数组，它将用来存储每个粒子的方向信息。 

vertexColorArray 

Color对象的一个数组，它将用来存储每个粒子的颜色信息。 

particleVertexBuffer 

当绘制粒子时，您将使用到的顶点缓冲（vertex buffer）。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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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的位置，或发射新粒子的位置。它也可以是枪口、炮台的位置。 

lifeLeft 

粒子开始被删除前，爆炸中剩余的生命。 

numParticlesPerRound 

一旦爆炸中没有剩余生命时，每次循环要创造多少粒子，以及每次循环中要移除多少粒

子。 

maxParticles 

此次爆炸中创造的粒子总数。 

rnd 

通过构造方法从 Game1类中导入的随机对象。这个对象是静态的，因为您只需要其中的

一个为爆炸实例存在。 

roundTime 

在粒子循环之间的时间量。 

timeSinceLastRound 

计数器，用来追踪在下次循环开始前剩余多少时间。 

graphicsDevice 

从 Game1类导入的图形设备。 

particleSettings 

ParticleSetttings类的实例，应用这些设置到创建的粒子上。 

particleEffect 

您绘制粒子时使用到的 HLSL 特效。 

particleColorsTexture 

包含 Texture2D 对象的纹理，它实质上一幅爆破图片。它将被用来决定每个粒子的随

机颜色。 

endOfLiveParticlesIndex 与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粒子数组中的索引。当爆炸类被实例化时，整个数组也被实例化，被描绘出来的是那些

存在于 endOfDeadParticlesIndex和 endOfLiveParticlesIndex之间的粒子。

随着每次循环新粒子被“创造”出来，endOfLiveParticlesIndex沿着数组向下移

动。随着每次循环新粒子被“删除”，endOfDeadParticlesIndex 沿着列表向下移

动。每次被描绘出来的粒子，是存在这两个索引之间的那些。 

图 14‐3 给出了 Particles 在 ParticleExplosion 类中运行的图解。随着

endOfDeadParticlesIndex和 endOfLiveParticlesIndex从左向右移动，这两

个索引之间的粒子被描绘出来。两个索引左边的粒子已经死亡，两个索引右边的粒子仍

未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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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粒子数组 

同 时 您 需 要 提 供 让 ModelManager 类 确 定 爆 炸 结 束 时 间 的 方 法 。 在

ParticleExplosion类中添加下面的 public语句： 

public bool IsDead 
{ 
 get { return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 maxParticles; } 
} 

下一步，在 ParticleExplosion类中添加构造方法，如下所示： 

public ParticleExplosion(GraphicsDevice graphicsDevice, Vector3 position, 
 int lifeLeft, int roundTime, int numParticlesPerRound, int maxParticles, 
 Texture2D particleColorsTexture, ParticleSettings particleSettings, 
 Effect particleEffect) 
{ 
 this.position = position; 
 this.lifeLeft = lifeLeft; 
 this.numParticlesPerRound = numParticlesPerRound; 
 this.maxParticles = maxParticles; 
 this.roundTime = roundTime; 
 this.graphicsDevice = graphicsDevice; 
 this.particleSettings = particleSettings; 
 this.particleEffect = particleEffect; 
 this.particleColorsTexture = particleColorsTexture; 
  
 InitializeParticleVertices(); 
} 

正如您所见，这里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发生。构造方法中大多数逻辑只是将数据从参数复

制到类成员变量。在构造方法的末尾，调用了 InitializeParticles。这个方法将实例化

粒子数组和顶点缓冲，并设置每个粒子的位置、随机方向、随机颜色和随机大小等。随后添加

InitializeParticles，如下所示： 

private void InitializeParticleVertices() 
{ 
 // Instantiate all particle arrays 
 verts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maxParticles * 4]; 
 vertexDirectionArray = new Vector3[maxParticles]; 
 vertexColorArray = new Color[maxParticles]; 
  
 // Get color data from colors texture 
 Color[] colors = new Color[particleColorsTexture.Wid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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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leColorsTexture.Height]; 
 particleColorsTexture.GetData(colors); 
  
 // Loop until max particles 
 for (int i = 0; i < maxParticles; ++i) 
 { 
  float size = (float)rnd.NextDouble() * particleSettings.maxSize; 
   
  // Set position, direction and size of particle 
  verts[i * 4]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position, new Vector2(0, 0)); 
  verts[(i * 4) + 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new Vector3(position.X, 
   position.Y + size, position.Z), new Vector2(0, 1)); 
  verts[(i * 4) + 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new Vector3(position.X + size, 
   position.Y, position.Z), new Vector2(1, 0)); 
  verts[(i * 4) + 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new Vector3(position.X + size, 
   position.Y + size, position.Z), new Vector2(1, 1)); 
    
  // Create a random velocity/direction 
  Vector3 direction = new Vector3( 
   (float)rnd.NextDouble() * 2 - 1, 
   (float)rnd.NextDouble() * 2 - 1, 
   (float)rnd.NextDouble() * 2 - 1); 
  direction.Normalize(); 
   
  // Multiply by NextDouble to make sure that 
  // all particles move at random speeds 
  direction *= (float)rnd.NextDouble(); 
   
  // Set direction of particle 
  vertexDirectionArray[i] = direction; 
   
  // Set color of particle by getting a random color from the texture 
  vertexColorArray[i] = colors[( 
   rnd.Next(0,particleColorsTexture.Height) * particleColorsTexture.Width) + 
   rnd.Next(0,particleColorsTexture.Width)]; 
 } 
  
 // Instantiate vertex buffer 
 particleVertexBuffer = new VertexBuffer(graphicsDevice, 
  typeof(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Length, BufferUsage.None); 
} 

很多事情在此发生，让我们继续深入。 

首先，您正实例化三个存储粒子（verts、vertexDirectionArray和 vertexColor 

Array）数据的数组。注意到方向和颜色数组都是基于 maxParticles 的大小来设置的，然

而顶点数组是基于 maxParticles * 4来设置的。这是因为顶点数组将要存储每个粒子的四

个顶点。 

然后，您将创建一个 Color 对象的数组并且使用到来自 particleColorsTexture 对

象的 GetData方法来填充数组。Texture2D对象的 GetData方法将会复制纹理颜色数据到

Color类型的数组中。您随后将使用到这些颜色数组来随机指派粒子的颜色。 

接着，在for循环语句中，您将创建每个粒子的四个顶点，相应地会使用随机大小和设置

纹理UV23坐标。您也需为每个粒子创建一个随机方向并在方向数组中指派。 

您可能也注意到了在产生随机 XYZ 值后，对 Normalize 方向矢量的调用。为什么要这么

做？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您的爆炸粒子将会以立方体形式爆炸，而不是正球体。原因是什么？

                                                              
23  译注：关于纹理 UV坐标，可以参阅第 9章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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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在 X、Y和 Z 中创建随机值的范围是从‐1 到 1。这将导致 长的水平向量(1, 0, 0)和 长的对

角向量(1,  1,  1)，当使用这些随机方向向量创建几百个粒子时，将导致立方体的形成。记住，

Normalize将使所有的向量长度都为 1，所以向量规格化将保留随机方向，但是将把所有向量

的长度改为 1。那就意味着您将得到正球体形状——但也就意味着所有的粒子速度相同，这不

是您想要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调用 Random 对象中 NextDouble 方法使向量

相乘，改变向量的长度。 

后，在 for循环的末尾，您将从纹理颜色数组中获取随机颜色。纹理颜色数组是您之前

在方法中创建的，它将通过 vertexColorArray给每个粒子指派颜色。 

在 InitializeParticleVertices方法末尾，您将实例化顶点缓冲，以用来绘制粒子。 

现在，您需要为 ParticleExplosion 类的 Update 方法编写代码。这个方法负责粒子

的移动，以及在每次循环中添加新粒子和移除旧粒子。添加下面的方法： 

public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Decrement life left until it's gone 
 if (lifeLeft > 0) 
  lifeLeft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 Time for new round? 
 timeSinceLastRound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timeSinceLastRound > roundTime) 
 { 
  // New round - add and remove particles 
  timeSinceLastRound -= roundTime; 
  // Increment end of live particles index each 
  // round until end of list is reached 
  if (endOfLiveParticlesIndex < maxParticles) 
  { 
   endOfLiveParticlesIndex += numParticlesPerRound; 
   if (endOfLiveParticlesIndex > maxParticles) 
    endOfLiveParticlesIndex = maxParticles; 
  } 
  if (lifeLeft <= 0) 
  { 
   // Increment end of dead particles index each 
   // round until end of list is reached 
   if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 maxParticles) 
   {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 numParticlesPerRound; 
    if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 maxParticles)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 maxParticles; 
   } 
  } 
 } 
  
 // Update positions of all live particles 
 for (int i =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i < endOfLiveParticlesIndex; ++i) 
 { 
  verts[i * 4].Position += vertexDirectionArray[i]; 
  verts[(i * 4) + 1].Position += vertexDirectionArray[i]; 
  verts[(i * 4) + 2].Position += vertexDirectionArray[i]; 
  verts[(i * 4) + 3].Position += vertexDirectionArray[i]; 
 } 
} 

让我们细看这个方法中的逻辑。首先，从 Update的上一次调用开始计算时间，相应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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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lifeLeft变量。记住，当 lifeLeft变量为零时，开始在每次循环中移除粒子。 

下一步，timeSinceLastRound计数器数值增加，并检测是否需要开始新的循环。如果

需要开始新的循环，通过增加 endOfLiveParticlesIndex变量的值在描绘粒子的条目上增

加新的粒子。如果索引变量已经处于数组（maxParticles指定）的末端，不需要在描绘粒子

的条目上再添加粒子。 

然后，检查 lifeLeft 变量的值是否小于 1（表示爆炸的生命已经耗尽）。如果符合这种

情况，endOfDeadParticlesIndex 变量增加，将引起描绘粒子条目中粒子的移除。一旦

endOfDeadParticlesIndex达到数组的末端，将不会再移动，而前面您添加的 IsDead属

性将返回 true（给 ModelManager一个指示，表示爆炸已经结束并且准备要删除掉了）。 

后，这个方法更新了条目中要描绘的所有粒子的位置（也就是，在变量

endOfDeadParticlesIndex和 endOfLiveParticlesIndex之间的所有粒子）。 

非常好，我们已经接近终点了！您现在要做的就是为爆炸编写 Draw 方法。这个代码相当

简单，因为跟您之前写的代码没什么不同： 

public void Draw(Camera camera) 
{ 
 graphicsDevice.SetVertexBuffer(particleVertexBuffer); 
  
 // Only draw if there are live particles 
 if (endOfLiveParticlesIndex -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 0) 
 { 
  for (int i = endOfDeadParticlesIndex; i < endOfLiveParticlesIndex; ++i) 
  { 
   particleEffect.Parameters["WorldViewProjection"].SetValue( 
    camera.view * camera.projection); 
   particleEffect.Parameters["particleColor"].SetValue( 
    vertexColorArray[i].ToVector4()); 
    
   // Draw particles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particle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i * 4, 2); 
   } 
  } 
 } 
} 

摄像机数据将会作为唯一的参数传入到方法中。方法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指派对图形设

备的顶点缓冲。 

然后，您将检测在爆破中是否留有一些需要绘制的粒子。您将绘制那些确实需要绘制的粒

子（意味着在两个索引变量之间的数组中存在一些粒子）。如果有些粒子需要被绘制，就要循环

所有在数组中存在的粒子。 

对于每个存在的粒子来说，您设置一个 Effect参数。这里有两个特效（effect）参数：一

个现在您应该很熟悉的，代表世界、视图和投影的矩阵；另一个代表粒子颜色。 

接着，您将遍历每个在特效中的每个通道（pass），以及通过调用 Apply 开始通道。注意

对 DrawUserPrimitives的调用，它实际上使用到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来



 

绘制。另外，注意粒子索引（for 循环语句中的变量 i）提供一个关键去找到您开始从顶点数

组获取数据的地点。每个粒子有四个顶点，所以 i * 4将给您每个粒子的起始点。 后一个参

数表示您想绘制基元的数目。 

这就是全部的内容了。现在您有自定义顶点，帮助确定如何运行的一些设置类，以及操纵

和描绘您的粒子的爆炸类。非常好！现在，该创建您用来描绘粒子的效果文件了。 

添加粒子特效文件 

首先，您需要创建一个效果文件夹。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右击 Content节点，选择 Add

→New Folder。命名文件夹为 Effects。然后，右击新建的 Content\Effects文件夹，选择 Add→New 

Item…选择窗口右边的效果文件模板，命名文件为 Particle.fx，如图 1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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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为您的粒子创建新效果文件 

用下列效果代码替换新 Particle.fx 文件中的所有代码： 

float4x4 WorldViewProjection; 
Texture theTexture; 
float4 particleColor; 
 
sampler ColoredTextureSampler = sampler_state 
{ 
 texture = <theTexture> ; 
 magfilter = LINEAR; 
 minfilter = LINEAR; 
 mipfilter= POINT; 
 AddressU = C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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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V = Clamp; 
}; 
 
struct VertexShaderIn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float2 textureCoordinates : TEXCOORD0; 
}; 
 
struct VertexShaderOutput 
{ 
 float4 Position : POSITION0; 
 float2 textureCoordinates : TEXCOORD0; 
}; 
 
struct PixelShaderInput 
{ 
 float2 textureCoordinates : TEXCOORD0; 
}; 
 
VertexShaderOutput VertexShaderFunction(VertexShaderInput input) 
{ 
 VertexShaderOutput output; 
 output.Position = mul(input.Position, WorldViewProjection); 
 output.textureCoordinates = input.textureCoordinates; 
 return output; 
} 
 
float4 PixelShaderFunction(PixelShaderInput input) : COLOR0 
{ 
 float4 color = tex2D( ColoredTextureSampler, input.textureCoordinates); 
 color.r = particleColor.r * color.a; 
 color.g = particleColor.g * color.a; 
 color.b = particleColor.b * color.a; 
 return color; 
} 
 
technique Technique1 
{ 
 pass Pass1 
 { 
  VertexShader = compile vs_2_0 VertexShaderFunction( ); 
  PixelShader = compile ps_2_0 PixelShaderFunction( ); 
 } 
} 

您可能很熟悉这段代码，因为它跟前面章节的实例有点类似。注意，您有纹理和纹理取样

器。纹理坐标被发送到顶点着色器（vertex  shader）输入，然后发送到顶点着色器输出， 后

发送到像素着色器（pixel shader）输入。 

也请注意文件顶部的 particleColor变量。这是您指定每个粒子随机颜色的变量。在您

的像素着色器功能中，您可以看到方法首先从粒子纹理中获取像素颜色。还记得早前我们谈到

过每个粒子使用到的两个纹理吗？现在我们谈论到的纹理是 particle.png 纹理——着色成白色

的圆圈。接着，像素着色器通过指定传入到特效中的颜色的 RBG 值，来实现改变 particle.png

纹理颜色的功能（这是您从 particleColors.png 纹理中指定的随机颜色），并且通过像素的 alpha

值来增加这些颜色值。它将允许您保持一个漂亮、圆润、圆环形的粒子，并且给予像素您想要

的随机颜色。 

为什么通过 alpha 值来增加像素颜色呢？记住，您的粒子是方形的：您刚刚放置一个圆环

形的纹理在它们身上所以您它们看起来不是方形的。如果您忽视每个像素 alpha（透明）值并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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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在它们身上敲定颜色，那么方形每个像素将会被绘制成那种颜色，您将会得到很跛脚的方

形粒子。继续，承认它吧，没人想要方形的粒子。 

在游戏中添加粒子引擎 

现在您已经有了效果和粒子引擎，您需要更改代码，创建船被击中时的爆炸。 

现在打开 ModelManager 类，让我们开始在您的游戏中添加一些很酷的爆炸。添加下面

的类变量： 

List<ParticleExplosion> explosions = new List<ParticleExplosion>();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 =  
 new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 
ParticleSettings particleSettings = new ParticleSettings(); 
Texture2D explosionTexture; 
Texture2D explosionColorsTexture; 
Effect explosionEffect; 

这些变量都是不解自明的：因为您有 ParticleExplosions的条目，所以您的类可以对

它们进行更新与描绘，粒子设置的类与描绘粒子的 Effect和 Texture2D对象的实例。 

下一步，您需要载入您的粒子资源，设置粒子特效的当前技术，以及这个效果的纹理。在

ModelManager类中更改 LoadContent方法，如下：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Load explosion textures and effect 
 explosionTexture =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Particle"); 
 explosionColorsTexture =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ParticleColors"); 
 explosionEffect = Game.Content.Load<Effect>(@"effects\particle"); 
 
 // Set effect parameters that don't change per particle 
 explosionEffect.CurrentTechnique = explosionEffect.Techniques["Technique1"]; 
 explosionEffect.Parameters["theTexture"].SetValue(explosionTexture); 
 
 base.LoadContent(); 
} 

除了载入您的纹理和效果，这个代码也设置效果的当前技术以及纹理参数，因为在整个游

戏进程中它们将不会改变。 

现在，在 ModelManager 的 UpdateShots 方法中，您需要找到确定子弹击中船体的位

置。它仅是在调用 BasicModel CollidesWith方法的类中的位置。当前的代码应该看起来

像下面这样： 

if (shots[i].CollidesWith(models[j].GetModel, 
 models[j].GetWorld( ))) 
{ 
 // Collision! remove the ship and the shot. 
 models.RemoveAt(j); 
 shots.RemoveAt(i); 
 --i; 
 ((Game1)Game).PlayCue("Explosions"); 
 break; 
} 

在模块的顶端加入下面的代码，在 if(...CollidesWith...)语句（用粗体表示添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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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内： 

if (shots[i].CollidesWith(models[j].GetModel, 
 models[j].GetWorld( ))) 
{
 // Collision! add an explosion. 
 

 explosions.Add(new ParticleExplosion(GraphicsDevice, 
  models[j].GetWorld().Translation, 
  ((Game1)Game).rnd.Next(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minLife,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maxLife), 
  ((Game1)Game).rnd.Next(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minRoundTime,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maxRoundTime), 
  ((Game1)Game).rnd.Next(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minParticlesPerRound,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maxParticlesPerRound), 
  ((Game1)Game).rnd.Next(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minParticles, 
   particleExplosionSettings.maxParticles), 
   explosionColorsTexture, particleSettings, 
   explosionEffect)); 
    
 // Remove the ship and the shot 
 models.RemoveAt(j); 
 shots.RemoveAt(i); 
 --i; 
 ((Game1)Game).PlayCue("Explosions"); 
 break; 
} 

可能看上去像是很多代码，但实际上它所做的只是用飞船的位置（通过飞船的世界矩阵

Translation方法）和随机值创建了一个新 ParticleExplosion，用在设置中，与您在设

置类中定义的一样。 

在创建爆炸时，您的类仍然需要更新爆炸并逐帧地描绘爆炸。在 ModelManager 类中加

入下面的方法，用来更新爆炸，并且在结束时把它们移除： 

protected void UpdateExplosions(GameTime gameTime) 
{ 
 // Loop through and update explosions 
 for (int i = 0; i < explosions.Count; ++i) 
 { 
  explosions[i].Update(gameTime); 
  // If explosion is finished, remove it 
  if (explosions[i].IsDead) 
  { 
   explosions.RemoveAt(i); 
   --i; 
  } 
 } 
} 

然后，在 Update方法的末尾调用 UpdateExplosions方法，位于 base.Update方法

的调用之前： 

// Update explosions 
UpdateExplosions(gameTime); 

通过调用爆炸的 Update方法，这个代码将更新条目中的每个爆炸。另外，如果爆炸结束

了（由 IsDead访问器确定），将从条目中移除出去。 

后，在您的 ModelManager 类的 Draw 方法中，添加下面的代码，依次通过所有的爆



 

炸，并且在调用 base.Draw之前立即调用 Draw方法： 

// Loop through and draw each particle explosion 
foreach (ParticleExplosion pe in explosions) 
{ 
 pe.Draw(((Game1)Game).camera); 
} 

您已经准备好了！干得漂亮。编译并运行游戏，看看当您打击敌人时会发生什么。您会看

到像图  14‐5中一样的很酷的爆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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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Luke：“找到了！我找到他了！”Han：“干得好，孩子。不要太自大。” 

添加星域 

根据您创建粒子和粒子引擎的方法，您可以在背景中创建一个完美的星域，使它看上去更

像外太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您需要创建 ParticleExplosion 类的新版本，粒子的处理

需要有一点不同。例如，您在背景中使用的星星不能像爆炸中使用的那样沿着屏幕移动。您也

不能把星星从要描绘的星星的条目中删除，您的星星粒子引擎也不能在某一时刻消失—在游戏

结束时，星星要维持在游戏开始时的样子。 

在您的项目上添加一个新类，右击解决方案选择 Add→Class…命名类为 ParticleStarSheet：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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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_3D_Game 
{ 
 class ParticleStarSheet 
 { 
  // Particle arrays and vertex buffer 
  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 
  Color[] vertexColorArray; 
  VertexBuffer particleVertexBuffer; 
   
  // Behavior variables 
  Vector3 maxPosition; 
  int maxParticles; 
  static Random rnd = new Random(); 
   
  // Vertex and graphics info 
  GraphicsDevice graphicsDevice; 
   
  // Settings 
  ParticleSettings particleSettings; 
   
  // Effect 
  Effect particleEffect; 
   
  // Textures 
  Texture2D particleColorsTexture; 
   
  public ParticleStarSheet(GraphicsDevice graphicsDevice, 
   Vector3 maxPosition, int maxParticles, Texture2D particleColorsTexture, 
   ParticleSettings particleSettings, Effect particleEffect) 
  { 
   this.maxParticles = maxParticles; 
   this.graphicsDevice = graphicsDevice; 
   this.particleSettings = particleSettings; 
   this.particleEffect = particleEffect; 
   this.particleColorsTexture = particleColorsTexture; 
   this.maxPosition = maxPosition; 
    
   InitializeParticleVertices(); 
  } 
   
  private void InitializeParticleVertices() 
  { 
   // Instantiate all particle arrays 
   verts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maxParticles * 4]; 
   vertexColorArray = new Color[maxParticles]; 
    
   // Get color data from colors texture 
   Color[] colors = new Color[particleColorsTexture.Width * 
    particleColorsTexture.Height]; 
   particleColorsTexture.GetData(colors); 
    
   // Loop until max particles 
   for (int i = 0; i < maxParticles; ++i) 
   { 
    float size = (float)rnd.NextDouble() * particleSettings.maxSize; 
     
    Vector3 position = new Vector3( 
     rnd.Next(-(int)maxPosition.X, (int)maxPosition.X), 
     rnd.Next(-(int)maxPosition.Y, (int)maxPosition.Y), 
     maxPosition.Z); 
      
    // Set position and size of particle 
    verts[i * 4]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position, new Vector2(0, 0)); 
    verts[(i * 4) + 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position.X, position.Y + size, positi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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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Vector2(0, 1)); 
    verts[(i * 4) + 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position.X + size, position.Y, position.Z), 
     new Vector2(1, 0)); 
    verts[(i * 4) + 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position.X + size, position.Y + size, position.Z), 
     new Vector2(1, 1)); 
      
    // Set color of particle by getting a random color from the texture 
    vertexColorArray[i] = colors[(rnd.Next(0, 
     particleColorsTexture.Height) * 
     particleColorsTexture.Width) + 
     rnd.Next(0, particleColorsTexture.Width)]; 
      
   } 
    
   // Instantiate vertex buffer 
   particleVertexBuffer = new VertexBuffer(graphicsDevice, 
    typeof(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Length, BufferUsage.None); 
     
  } 
   
  public void Draw(Camera camera) 
  { 
   graphicsDevice.SetVertexBuffer(particleVertexBuffer); 
    
   for (int i = 0; i < maxParticles; ++i) 
   { 
    particleEffect.Parameters["WorldViewProjection"].SetValue( 
     camera.view * camera.projection); 
    particleEffect.Parameters["particleColor"].SetValue( 
     vertexColorArray[i].ToVector4()); 
      
    // Draw particles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particle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i * 4, 2); 
       
    } 
   } 
  } 
 } 
} 

在这个类中我不会讲太多的细节，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您在之前创建的类中没见过的东西。

主要的不同就是这个类接受名为 maxPosition的 Vector3参数。当 ParticleExplosion

类使用爆炸船的位置作为所有粒子的初始位置时，这个类会改为使用随机 X 和 Y 值以及常量 Z

值作为所有粒子的位置。因为 maxPosition变量的这种使用方法，所有星星粒子的位置都将

处于-maxPosition.X和+maxPosition.X，-maxPosition.Y和+maxPosition.Y，以

及 maxPosition.Z之间。 

这个类和 ParticleExplosion 类之间的其它关键不同就是这个类在数组中描绘所有的

粒子，并且不会移动或删除它们。所有循环的逻辑也失效了。 

为了使用这个类，您需要为星星添加不同的纹理。星星粒子的颜色和爆炸不同，星星要偏

白和偏黄一点，而爆炸通常都是红色和褐色的。可以在本章 3D Game\3D GameContent\Tex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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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中获取代码，是一个名为 Stars.png 的文件。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用鼠标右键单击击

3D Game\3D GameContent\Textures文件夹，选择 Add→Existing Item…,  定位到 Stars.png文件，

选中它并将它添加到项目中。 

现在，在您的 ModelManager类中添加下列类变量： 

ParticleStarSheet stars; 
Effect starEffect; 
Texture2D starTexture; 

下一步，在您的 ModelManager 类的 LoadContent 方法中添加下列代码，位于

base.LoadContent方法的调用之前： 

// Load star texture and effect 
starTexture =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stars"); 
starEffect = explosionEffect.Clone(); 
starEffect.CurrentTechnique = starEffect.Techniques["Technique1"]; 
starEffect.Parameters["theTexture"].SetValue(explosionTexture); 
 
// Initialize particle star sheet 
stars = new ParticleStarSheet( 
 GraphicsDevice, 
 new Vector3(2000, 2000, -1900), 
 1500, starTexture, 
 particleSettings, 
 starEffect); 

在这个代码中，首先载入纹理到 Texture2D对象中，然后获取爆炸效果并使用 Clone方

法复制一份。这将创建一个特效副本（是分离的）。这样做，您就可以在 HLSL 文件中对星星和

爆炸设置不同的 theTexture变量。 

这里您需要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创建一个初始化的星域。在这里完成是因为星星贯穿于整个

游戏存在，而不是仅在诸如爆破中出现几次。也请注意您指派 explosionTexture到星星特

效的 theTexture参数中。这是因为您将仍需要使用纹理来创建圆形星星。您将仅为星星的颜

色使用新的 starTexture，这也是您传递它到 ParticleStarSheet对象构造方法的原因。 

不需要对星星进行更新，因为它们是不动的，所以需要做的就是添加一行描绘星星的代码。

在调用 base.Draw方法之前，在您的 ModelManager类的 Draw方法中加入下列代码： 

stars.Draw(((Game1)Game).camera); 

还不赖么——现在在星星和爆炸上应用您的 Particle  结构体。编译并运行游戏，看看背景

上有一些星星后，看起来是否要好很多。您应该看到图 14‐6 所示的场景。 

好的，基本完成了。游戏看上去很好，所有的东西都组合到一起了。现在剩下的就是增加

一些分数，使游戏有等级之分，您完成了您的第一个超酷的 XNA 3D 游戏！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在我们往下学习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本章您都学到了什么： 

• 您学习了粒子与粒子系统。 

• 您创建了用来创建球形爆炸的粒子引擎，可以移动、添加以及移除粒子。 

• 您创建了 HLSL 特效文件，在纹理坐标的基础上设置顶点的尺寸以及设置色彩。 



 

• 您通过改良的粒子引擎创建了星域背景，这个引擎可以描绘粒子但是不能移除或移动它们。 

总结 

• 粒子是一种简单的方式，用来表示组成粒子效应的一组元素中的单个元素，例如爆炸或某

些魔法符咒的特效。 

• 粒子引擎是通过操纵、添加、移除，与描绘粒子构成粒子效应的一种机制。通常，粒子引

擎会模拟重力以及其它外力从而使粒子效应看起来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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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星星使游戏看起来更真实 

• 粒子引擎不仅可以用于可以用到创造很酷的特效。您还可以使用一个很类似的模型来创建

像星空位图那样的东西。 

• 任何熟悉 XNA，并能创建甜美的粒子特效的人将会比那些知道怎么做的人要获得更多的朋

友。 

知识测验：问答 

1.  粒子引擎是什么？ 

2.  为什么在爆炸粒子上使用两种纹理？使用每一种纹理的目的分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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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纹理(U, V)坐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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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包装您的 3D游戏

我们开始吧—现在您处于您的首个 3D 游戏开发的 后阶段。它看起来很好，听起来不错，

而且玩起来也很棒，剩下要做的就是增加一些游戏逻辑并完结。首先第一位的是，您需要游戏

开始时的启动界面。另外，您需要为游戏玩家提供某种指示器，提示她已经到达了游戏的另一

个等级，因此，为什么不在两个等级之间也使用启动界面呢？ 后，您需要一个界面用来显示

游戏结束时的 终分数。听起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案是创建启动界面游戏组件，让

您可以在屏幕上显示文本。那样的话，您就可以在上述的三个目的上使用相同的类—让我们面

对它吧，重复利用代码，也可以为您自己省去很多时间和精力。 

本章将完成第 14 章未完成的部分。打开您在第 14 章使用的项目，本章中将一直使用这个

项目。 

添加启动界面游戏组件 

在我们开始为启动界面组件编写代码之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它将如何工作。您的

Game1类要管理不同的游戏状态。可能的状态有：开始游戏、玩游戏、两个等级之间的游戏暂

停，以及游戏的 后游戏结束屏幕的显示。 

为了帮您管理这些状态，在 Game1类中创建一个枚举类型，用来追踪在游戏中状态与状态

之间的改变。在您的 Game1类的类级别上添加下列代码： 

public enum GameState { START, PLAY, LEVEL_CHANGE, END} 
GameState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START; 

在这几行语句中，首先您要定义名为 GameState 的枚举类型，列举所有可能出现的游戏

状态，然后创建一个用来追踪当前游戏状态的变量，并初始化这个变量到 START游戏状态中。

这样做会对本章下面的学习有帮助。 

您还需要添加一种方式，当游戏状态发生改变时启动屏幕游戏组件与模型管理器，用它来

通知 Game1类。因此，在 Game1类中添加下面的方法： 

public void ChangeGameState(GameState state, int level) 
{ 
 currentGameState = state; 
} 

随后，您将利用第二个参数在这个方法上添加更多的逻辑，并且基于游戏状态的改变执行

不同的任务。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为了添加启动屏幕游戏组件，您首先需要做的是创建一个空白游戏组件类。在您的项目上

添加游戏组件，并命名文件为 SplashScreen.cs。 

记住，默认游戏组件没有 Draw 方法，因此无法描绘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不用启动界面进



 

行文本描绘的话，要它又有什么好处呢？改变新游戏组件的基类，从 GameComponent 改为

DrawableGameComponent，它将使您的游戏组件连接到游戏循环的 Draw序列中。 

下一步，在您的启动界面游戏组件中添加下列类成员变量： 

string textToDraw; 
string secondaryTextToDraw; 
SpriteFont spriteFont; 
SpriteFont secondarySpriteFont;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Game1.GameState currentGameState; 

您的启动界面可以用较大的字体显示标题，用较小的字体显示其它文本。SpriteFont与

SpriteBatch 这两个变量用来辅助文本的描绘。currentGameState 变量将追踪当前的游

戏状态，因此基于当前游戏所处的状态，启动界面知道该做什么。 

根据刚加进来的 SpriteFont变量，或许您已经猜到现在需要新增两个字体到项目中。在

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用鼠标右键单击 3D GameContent 节点，选择 Add→New Folder。将新文

件夹命名为 Fonts。用鼠标右键单击 Fonts文件夹，选择 Add→New Item…在右侧选择 Sprite Font

模板，将您的字体命名为 SplashScreenFont.spritefont，如图 15‐1 所示。 

下一步，添加另一个精灵字体（步骤相同），并命名为 SplashScreenFontLarge.spritefont。 

在窗口中，较大的标题文本将使用 SplashScreenFontLarge精灵字体。打开该文件，

您会发现内容是基于 XML 的。字体的第二个元素是<Size>元素。通过如下方式，把您的

SplashScreenFontLarge精灵字体的字号改为 16： 

<Size>16</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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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创建新精灵字体 

为了使较大的文本更突出一点，下面也更改 SplashScreenFont 精灵字体的大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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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ashScreenFont.spritefont文件，把字号改的更小一点（字号为 10）： 

<Size>10</Size> 

下一步，在您的 SplashScreen 类中，需要在 LoadContent 方法中添加一个覆盖

（override），这样您才能载入精灵字体并初始化 SpriteBatch 对象。在 SplashScreen 类

中添加下列代码：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 Load fonts 
 spriteFont = Game.Content.Load<SpriteFont>(@"fonts\SplashScreenFontLarge"); 
 secondarySpriteFont = Game.Content.Load<SpriteFont>(@"fonts\SplashScreenFont"); 
 // Create sprite batch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ame.GraphicsDevice); 
 base.LoadContent( ); 
} 

您的启动界面将在游戏开始时，游戏结束时，以及等级之间显示出来。但是您将如何处理

从启动界面到游戏画面或游戏结束的转换？ 好的方法是什么？这是一个一个好问题，也确实

没有正确的答案。这又是一个游戏开发中个人喜好的问题。通常，启动界面是以时间为基础的，

并且在几秒钟内会自动淡出到下一游戏状态。其它的可能在按下某个键或鼠标单击时消失。还

有一些甚至不把界面独立出去，只是在游戏中被覆盖并慢慢的淡出。您想怎么做完全取决于您

自己。 

本书中，我们将通过按下 Enter 键完成界面转换。要实现这一点，您需要在 SplashScreen

类中的 Update方法中捕获 Enter 键的键入。如果探测到 Enter 键输入，您可以通知 Game1类

需要改变游戏状态，或者完全退出游戏。您进行的这些操作取决于当前的游戏状态（也就是，

SplashScreen组件当前显示的是开始界面，等级改变界面，还是游戏结束界面？）。 

把您的 SplashScreen类的 Update方法改成下列代码：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Did the player hit Enter?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Enter)) 
 { 
  // If we're not in end game, move to play state 
  if (currentGameState == Game1.GameState.LEVEL_CHANGE || 
   currentGameState == Game1.GameState.START) 
   ((Game1)Game).ChangeGameState(Game1.GameState.PLAY, 0); 
    
  // If we are in end game, exit 
  else if (currentGameState == Game1.GameState.END) 
   Game.Exit( ); 
 } 
  
 base.Update(gameTime); 
} 

因为在 PLAY 游戏状态下，永远不会显示启动界面，所以您仅需要检查 START、

LEVEL_CHANGE 以及 END 状态。如果当前状态是前两者之一，您需要转换到 PLAY 状态，所

以调用 Game1类的 ChangeGameState并把改变通知到类。如果当前状态是 END，当玩家按

下 Enter 键时退出游戏。 

下一步，您需要添加实际描绘文本的代码。当然，这是在 Draw 方法中完成，您现在还没

有编写这个方法。您覆盖 Draw方法，添加描绘较大标题文本与较小字幕文本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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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spriteBatch.Begin( ); 
  
 // Get size of string 
 Vector2 TitleSize = spriteFont.MeasureString(textToDraw); 
  
 // Draw main text 
 spriteBatch.DrawString(spriteFont, textToDraw, 
  new Vector2(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TitleSize.X / 2, 
   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Color.Gold); 
    
 // Draw subtext 
 spriteBatch.DrawString(secondarySpriteFont, 
  secondaryTextToDraw, 
  new Vector2(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econdarySpriteFont.MeasureString( 
    secondaryTextToDraw).X / 2, 
   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TitleSize.Y + 10), 
   Color.Gold); 
  
 spriteBatch.End( ); 
  
 base.Draw(gameTime); 
} 

注意，DrawString 的第一次使用较大的 SpriteFont 对象，并且根据界面的宽度与高

度使文本居中在界面中央， TitleSize Vector2 对象也一样，使标题文本保留

SpriteFont.MeasureString方法给出的字号。第二次调用 DrawString在水平方向上以

相同的方式居中，但是垂直方向上，它以标题的大小作为偏移量位于标题文本下方。 

SplashScreen类的 后一节是使 Game1类可以设置需要显示的文本或可以设置当前游

戏状态的方法。在 SplashScreen类中添加该方法： 

public void SetData(string main, Game1.GameState currGameState) 
{ 
 textToDraw = main; 
 this.currentGameState = currGameState; 
  
 switch (currentGameState) 
 { 
  case Game1.GameState.START: 
  case Game1.GameState.LEVEL_CHANGE: 
   secondaryTextToDraw = "Press ENTER to begin"; 
   break; 
  case Game1.GameState.END: 
   secondaryTextToDraw = "Press ENTER to quit"; 
   break; 
 } 
} 

第二文本的设置取决于游戏状态，与此同时，第一文本被传递到新游戏状态的方法中。现

在您的 SplashScreen已经准备好了，您要做的就是把组件连接到您的游戏上。在 Game1类

的类等级上添加 SplashScreen 变量与记录得分的变量。之后您将在游戏中添加得分系统，

而您需要在游戏结束时显示玩家的得分： 

SplashScreen splashScreen; 
int scor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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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您需要初始化 SplashScreen 组件并在 Game1 类的 Initialize 方法中把它

添加到游戏组件清单上。当前，方法看起来像这样：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Initialize Camera 
 camera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0), 
  Vector3.Zero, Vector3.Up); 
 Components.Add(camera); 
  
 // Initialize model manager 
 modelManager = new ModelManager(this); 
 Components.Add(modelManager); 
  
 base.Initialize(); 
} 

如下所示，更改 Initialize方法（增加的代码用粗体表示）：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 Initialize Camera 
 camera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0), 
  Vector3.Zero, Vector3.Up); 
 Components.Add(camera); 
  
 // Initialize model manager 
 modelManager = new ModelManager(this); 
 Components.Add(modelManager); 
 modelManager.Enabled = false; 
 modelManager.Visible = false; 
  
 // Splash screen component 
 splashScreen = new SplashScreen(this); 
 Components.Add(splashScreen); 
 splashScreen.SetData("Welcome to Space Defender!", 
  currentGameState); 
   
 base.Initialize( ); 
} 

头两行直接加在 Components.Add(modelManager)行之后。这几行使 modelManager

组件失效。为什么您要这样做？因为您要使用启动界面开始您的游戏。当启动界面有效时，模

型管理器需要处于无活动状态，反之亦然。下一步，初始化 SplashScreen 组件，添加到组

件清单中，并通过 SetData方法设置它的初始值。 

您需要查看的下件事是 Update方法。当前，每次调用 Update，您需要检查键盘的空格

键，如果按下，射击一次。只有当前游戏状态被设置为 PLAY，您才需要现在就这样做。 

Game1类的当前 Update方法应该看起来像：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 
   
 // See if the player has fired a shot 
 FireShots(gameTime); 
  
 base.Update(gameTime); 
} 



 

 264 

用 if声明包围 FireShots的调用，这样只有当游戏处于 PLAY状态时才可以发射新的射

击： 

// Only check for shots if you're in the play game state 
if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PLAY) 
{ 
 // See if the player has fired a shot 
 FireShots(gameTime); 
} 

下一步，您需要在 Draw 方法中进行相同的操作，因为该方法被调用的当前您正在描绘十

字瞄准线。用一个类似 if 声明包围该代码，这样只有当游戏处于 PLAY 状态时才开始描绘十

字瞄准线（增加的代码用粗体表示）：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Black); 
  
 base.Draw(gameTime); 
  
 // Only draw crosshair if in play game state 
 if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PLAY) 
 { 
  // Draw the crosshair 
  spriteBatch.Begin( ); 
   
  spriteBatch.Draw(crosshairTexture,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crosshairTexture.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crosshairTexture.Height / 2)), 
    Color.White); 
    
  spriteBatch.End( ); 
 } 
} 

后，您需要充实 ChangeGameState方法。现在，它做的只是设置 currentGameState

变量。您需要添加一些行为来停止或播放声道音乐，并且根据游戏将要转化成的游戏状态使启

动界面与模型管理器组件启用或禁用。更改方法如下： 

public void ChangeGameState(GameState state, int level) 
{ 
 currentGameState = state; 
  
 switch (currentGameState) 
 { 
  case GameState.LEVEL_CHANGE: 
   splashScreen.SetData("Level " + (level + 1), 
    GameState.LEVEL_CHANGE); 
   modelManager.Enabled = false; 
   modelManager.Visible = false; 
   splashScreen.Enabled = true; 
   splashScreen.Visible = true; 
   
   // Stop the soundtrack loop 
   trackCue.Stop(AudioStopOptions.Immediate); 
   break; 
    
  case GameState.PLAY: 
   modelManager.Enabled = true; 
   modelManager.Visible = true; 
   splashScreen.Enabled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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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lashScreen.Visible = false; 
    
   if (trackCue.IsPlaying) 
    trackCue.Stop(AudioStopOptions.Immediate); 
     
   // To play a stopped cue, get the cue from the soundbank again 
   trackCue = soundBank.GetCue("Tracks"); 
   trackCue.Play(); 
   break; 
    
  case GameState.END: 
   splashScreen.SetData("Game Over.\nLevel: " + (level + 1) + 
    "\nScore: " + score, GameState.END); 
   modelManager.Enabled = false; 
   modelManager.Visible = false; 
   splashScreen.Enabled = true; 
   splashScreen.Visible = true; 
    
   // Stop the soundtrack loop 
   trackCue.Stop(AudioStopOptions.Immediate); 
   break; 
 } 
} 

好了，我们快完成了。在 START状态下，您的游戏以启动界面开始。根据当前的状态，启

动界面转换到 PLAY 状态或退出游戏。这个程序的 后一步是添加从 PLAY 转换到

LEVEL_CHANGE或 END的逻辑。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PLAY→LEVEL_CHANGE的转换。还记得您给游戏编码，让每个等级

中产生 X 艘敌船。到新一级的转化应发生在 后一艘船经过摄像机或被破坏之后。为了使游戏

更加流畅，让我们再增加一些规定，让所有的爆炸也都结束。那样的话，当您摧毁 后一艘船

时，游戏不会立即跳转到启动界面，而是让您目击爆炸，然后再进行转换。 

在您的 ModelManager类的 CheckToSpawnEnemy方法中，用 if声明检查在该等级上

产生敌人的数量是否小于该等级上允许产生的敌人的数量（if(enemiesThisLevel < 

levelInfoList[currentLevel].numberEnemies)）。如果这个条件为真，在该等级上

将会产生更多的敌人，而您需要检查应该产生新的敌人的时间。然而，如果为假，您的第一个

指示就是应该移到新一级了。在 if 声明中加入下面的 else 模块，用来检查是否全部的爆炸

都已经完结，如果这样的话，转换到新一级（为了表达清楚，下面列出了完整的方法）： 

protected void CheckToSpawnEnemy(GameTime gameTime) 
{ 
 // Time to spawn a new enemy? 
 if (enemiesThisLevel < 
  levelInfoList[currentLevel].numberEnemies) 
 { 
  timeSinceLastSpa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timeSinceLastSpawn > nextSpawnTime) 
  { 
   SpawnEnemy( ); 
  } 
 } 
 else 
 { 
  if (explosions.Count == 0 && models.Count == 0) 
  { 
   // ALL EXPLOSIONS AND SHIPS ARE REMOVED AND THE LEVEL IS OVER 
   ++currentLevel; 
   enemiesThisLevel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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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edThisLevel = 0; 
   ((Game1)Game).ChangeGameState( 
    Game1.GameState.LEVEL_CHANGE, 
    currentLevel); 
  } 
 } 
} 

如果所有的船只与爆炸都从他们各自的条目中移除，并且也达到了该等级中产生的敌人数

量，在该等级中您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可以移到下一步了。为了移到下一级，您需要增加

currentLevel变量，重新设置几个计数器（enemiesThisLevel和 missedThisLevel），

并通知 Game1类在游戏状态中进行改变。 

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现在，让我们添加从 PLAY到 END游戏状态的改变。 

在 ModelManager类的 UpdateModels方法中，使用 models.RemoveAt把船从船只

条目中移除的地点有两处。一个是玩家击中船的地方，另一个是船经过摄像机并逃跑的地方。

当逃跑的船只数量大于每个等级允许的范围时，游戏结束。您已经设置了一个变量

（missedThisLevel）用来追踪，但是您不需要对它再采取什么操作。当前的 UpdateModels

方法看起来像下面这样： 

protected void UpdateModels( ) 
{ 
 // Loop through all models and call Update 
 for (int i = 0; i < models.Count; ++i) 
 { 
  // Update each model 
  models[i].Update( ); 
   
  // Remove models that are out of bounds 
  if (models[i].GetWorld( ).Translation.Z > 
   ((Game1)Game).camera.cameraPosition.Z + 100) 
  { 
   models.RemoveAt(i); 
   --i; 
  } 
 } 
} 

更改 UpdateModels方法，当船只逃跑时，变量 missedThisLevel增加；当逃跑的船

只达到 大值时，游戏转变为结束状态。新方法应该看起来像这样（粗体显示添加的部分）： 

protected void UpdateModels( ) 
{ 
 // Loop through all models and call Update 
 for (int i = 0; i < models.Count; ++i) 
 { 
  // Update each model 
  models[i].Update( ); 
   
  // Remove models that are out of bounds 
  if (models[i].GetWorld( ).Translation.Z > 
   ((Game1)Game).camera.cameraPosition.Z + 100) 
  {
   // If player has missed more than allowed, game over 

 

   ++missedThisLevel; 
   if (missedThisLevel > 
   levelInfoList[currentLevel].missesAllowed) 
   { 
    ((Game1)Game).ChangeGameState( 
     Game1.GameState.END, currentLevel); 



 

   } 
    
   models.RemoveAt(i); 
   --i; 
  } 
 } 
} 

基本上，这里发生的情况是每次船只逃跑，变量 missThisLevel增加。当该变量超过允

许逃脱的数量时，游戏结束并通知 Game1类。 

好，让我们试一次吧。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应该看到一个欢迎界面（见图 15‐2）。现在您

就可以打游戏了，它应该是一级一级的转换，同时当游戏结束时将显示另一个启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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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友好的欢迎界面 

因为启动屏幕是一个游戏组件，所以您可以像游戏编程一样对其进行自定义。添加精美的

背景图片，添加声音……您可以做所有您想做的，使它更令人兴奋，更有趣。 

结束游戏逻辑 

注意，结束这个游戏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失败。没有逻辑可以“打赢”游戏。为什么？这

个模型的赞成与反对意见都是什么？ 

实际上这是街机游戏的普遍模型。概念是使游戏越来越难，直到没有人可以完成。这个

方法的好处是玩家总是有玩下去的动力—没有终点，唯一的目标是打败先前的高记录。 

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是您需要依赖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人可以通过您认为“不可能”

的游戏部分。例如，在您现在开发的游戏中，缩短产生的时间，制造更多的船以及在每个等

级中允许更少的逃脱的船只。一直继续到，在 后一个等级中，产生 48 艘船，每 0-200 毫秒

一艘，同时不允许船只逃脱。那已经相当接近不可能了。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如果有人真

的打通那个等级的话，您的游戏看上去会非常的愚蠢。本质上来说，您的游戏会崩溃，并且

如果是专业开发的游戏，将会在网络论坛上引起广泛的讨论。 



 

 

游戏打破的平台，因为玩家已经达到某一个没有逻辑支持游戏进行下去的点被称为“花

屏（kill screen）”。一些更为著名的花屏包括玩家打到 256 关的 Pac-Man 崩溃，打到第 22 阶

段或第 117 屏的 Donkey Kong 崩溃，以及打到等级 100 的 Duck Hunt 崩溃。在网上查询这些

消息，您会发现当玩家发现如何打通视频游戏时会产生多少谣言。那不是您的游戏想接受的

压力，所以明智的选择是在您的游戏中添加让玩家 后能胜利的逻辑，或者确保完全没有人

能够到达游戏逻辑的终点。 

保留得分 

现在已经有了等级和游戏结束逻辑，但是如果得分总为零的话又有什么乐趣呢？本节中，

您将充实游戏的得分系统。您已经做到了在游戏结束时显示得分，但是您需要让玩家在游戏进

程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得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 Game1类中添加 SpriteFont类成员变量，

通过它可以描绘得分： 

SpriteFont scoreFont; 

是的，就这样做：您需要做的下件事是在项目上添加新的精灵字体。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

器中右击 3D GameContent\Fonts 文件夹，选择 Add→New  Item…选择右侧的 Sprite Font 模板，

命名文件为 ScoreFont.spritefont。 

为了使您的得分字体更突出一些，打开 ScoreFont.spritefont 文件，找到<Style>元素。您

可以通过该元素调节字体特性，例如设置文本为粗体、斜体等等。改变精灵字体，通过改变下

列的<Style>标记符使用粗体： 

<Style>Bold</Style> 

 

<Style>标签输入区分大小写，如同在实际精灵字体文件中所提到的。确定您

使用的是 Bold，而不是 bold或 BOLD。 

下一步，在 Game1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通过添加下列代码载入字体： 

scoreFont = Content.Load<SpriteFont>(@"Fonts\ScoreFont"); 

现在，您需要使用该精灵字体在屏幕上描绘得分。除了描绘得分之外，它还可以辅助玩家

观察在每个等级中允许未击中的数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您需要添加一种 Game1类可以检查剩余未击中量的方法（该数据存储

在 ModelManager类中）。在 ModelManager类中添加下列公共访问器（public accessor）： 

public int missesLeft 
{ 
 get { return 
 levelInfoList[currentLevel].missesAllowed 
  - missedThisLevel; } 
} 

现在您已经有了需要显示在屏幕上的信息了，该是时候看看屏幕上的文本描绘了。像您这

么聪明（是的，买这本书就表示您已经足够聪明了），您可能已经意识到您需要在 Game1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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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raw 方法中完成该步骤。记住，精灵字体是使用 SpriteBatch.DrawString 方法描绘

出来的，并且因为他们使用 SpriteBatch 对象，所以该代码必须在 SpriteBatch.Begin

和 SpriteBatch.End调用之间。 

所以，在 Game1 类的 Draw 方法中，在 SpriteBatch.Begin 和 SpriteBatch.End

调用之间添加下列代码： 

// Draw the current score 
string scoreText = "Score: " + score;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scoreText, 
 new Vector2(10, 10), Color.Red); 
 
// Let the player know how many misses he has left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Misses Left: " + 
 modelManager.missesLeft, 
 new Vector2(10, scoreFont.MeasureString(scoreText).Y + 20), 
 Color.Red); 

随时向玩家报告 

为什么显示剩余未击中量这么重要？ 

无论开发何种游戏，您越多的把玩家从不必要的头疼和烦恼中解放出来，越好。这样他

们可以专注在游戏中，放松并享受这个经历。并不罕见，在更复杂的游戏中，屏幕上充满指

示器与通知方法，从而使游戏经历更精彩。 

所以，问题来了：是否在屏幕上加入一个文本指示器，来显示剩余未击中量就足够了呢？

那是个人决定。再者，这是游戏开发，而它是创造的过程。考虑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如

果添加声音效应，当未击中发生时播放会怎样？于是玩家可以无需四处看就知道有不好的事

情发生了。当玩家还有三个或两个未击中量剩余时播放警报声音会怎样？也许文本也应在那

个点上开始闪烁。这些都是微小的改动并且容易实现，但是他们可以急剧的提高游戏可玩性，

而您应该在您的全局设计中考虑这些因素。 

后，有一种调节得分的方式。score 变量是 Game1 类的一部分，但是当得分改变时应

该发生的探测方式（也就是，当船被击中时）在于 ModelManager类。您需要在 Game1类上

添加一个方法，让您的 ModelManager可以调节得分： 

public void AddPoints(int points) 
{ 
 score += points; 
} 

这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将随着参数把导入的得分添加到全部的得分中。 

现在剩下的事就是把得分机制添加到 ModelManager 类本身上。首先，让我们计算出每

次攻击值多少分数。这是另一个您可以发挥创意以及计算为您工作的公式的领域。两个常见的

方法是使用平面系统（也就是，所有的船只始终都值 X 分），或者使用增加的偿付法（也就是，

随着游戏前进，飞船值越来越多的分数）。对于本游戏来说，您将实现后者。但是首先，您需要

一个开始分数。在 ModelManager类中添加下列类成员变量： 

const int pointsPerKill = 20; 

您将采用这个初始值，并乘以当前的等级，得出每次攻击的实际分值（也就是，等级 1 每

杀敌值 20，等级 2 值 40，等等）。这里的 后一步是添加实际得分改变。记住在 ModelManager



 

类中有两个调用 models.RemoveAt移除敌船的地方：在 UpdateModels方法中，当船逃跑

并出界时，以及 UpdateShots方法中，当船被击中的时侯。 

您需要添加一些代码，当船被击中时更新得分。在 UpdateShots方法的结尾处，移除船

只的 models.RemoveAt的调用，然后是移除击中船只的射击的 shots.RemoveAt的调用。

在调用这些 RemoveAt之前，立即添加下面的语句，可以调节游戏得分： 

((Game1)Game).AddPoints(pointsPerKill * (currentLevel + 1)); 

就这么简单。现在剩下的就是开始您的游戏并向您的朋友们发出挑战，让他们超过您的得

分。游戏结束界面如图 15‐3 所示，上面显示着得分。 

得分逻辑 

得分系统有这么简单么？ 

当然不是。再一次，这是十分具有创造性的过程，并且得分的计算方法可以是您想要的

任何样子。您能想到通过添加一些东西使得分变得更有趣吗？ 

减去未成功的射击分数如何？这将使游戏变得更有趣，因为这样就鼓励玩家不要单单是

按下空格键，稳定的射击敌人。 

然而，记住，得分系统越复杂，就需要越多的说明。我们现在正使用一种相当简单的方

法，而它也是玩家所期待的，所以不需要说明—击中船只，就得分。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因

为某种原因，得分开始下降玩家会是多么惊讶，并且没有任何说明！如果您不想让您的玩家

感到十分厌烦，他们需要完全理解游戏的规则，并且规则越复杂，越需要更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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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680 分!简直太神奇了… 

添加能力提升机制 

做的非常好！您已经建立了您的首个 3D 游戏，完成了得分系统并增加了难度等级，同时

还带来了许多乐趣！可是，在我们结束本章之前，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不是说游戏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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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游戏变得更令人兴奋与成瘾，打破规则的游戏单调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节中，您将要添加一个能力提升（power‐up24）机制，当玩家连续三次击中时奖励玩家。

能力提升允许玩家在 10 秒内处于快速射击模式。我知道……听起来真的很兴奋，所以让我们

开始吧。 

首先，您需要添加声音效应，当奖励快速射击法宝时播放。使用本章的源代码，在 3D 

Game\Content\Audio 文件夹中，找到名为 RapidFire.wav 的声音效果。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中复制文件到您的项目的 3D Game\Content\Audio 目录下。记住不是在 Visual Studio中添加文件

到您的项目中，因为您要把它添加到 XACT项目文件中。 

在 XACT中打开您的 XACT项目文件，添加 RapidFire.wav声音到波形库中，创建该声音的声

音提示。然后，保存 XACT 项目文件并关闭 XACT（如果您需要编辑 XACT 项目文件的帮助，见

第 6 章）。 

除了添加音频效果外，当玩家接到能力提升时，安放一个文本提示器是个不错的想法。这

将减少一些混淆，否则玩家会奇怪突然之间怎么就可以以这么快的速度射击了。为了完成该操

作，在 Visual Studio中，在您的项目上添加一个新精灵字体，右击 3D Game\Content\Fonts文件

夹，选择 Add→New Item…选择右侧的 Sprite Font 模板，命名文件为 PowerupFont.spritefont。 

打开 PowerupFont.spritefont 文件，通过更改<Size>元素改变字体的大小，如下： 

<Size>26</Size> 

同样的，更改类型以粗体显示： 

<Style>Bold</Style> 

好，现在让我们深入到代码中看看如何运行。当玩家连续击中三艘船时您需要给她能力提

升，不让任何船只越过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您需要追踪连续的击中，不让飞船逃跑。10秒

后，能力提升减少射击之间的延迟，并终止，所以您也要记住这一点。打开 Game1类，添加下

列类成员变量： 

int originalShotDelay = 300; 
public enum PowerUps { RAPID_FIRE } 
int shotDelayRapidFire = 100; 
int rapidFireTime = 10000; 
 int powerUpCountdown = 0;  
string powerUpText = "";  
int powerUpTextTimer = 0;  
SpriteFont powerUpFont; 

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变量以及他们的用途： 

originalShotDelay 

当能力提升启动时，您要改变 shotDelay变量，使快速射击功能生效。10 秒之后，您

需要把它设回它的初始值。该变量保留初始值，所以当能力提升过期时您只需重置就可

以。 

PowerUps enum 

列举了所有可能的能力提升法宝，以防以后您添加更多。 

                                                              
24  译注：在第 8 章里我们将 power‐up译为“法宝”，这与此处的“能力提升”译法并无矛盾，只是为了让读者更加

清楚明了，因为法宝的主要作用就是提升玩家游戏角色战斗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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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tDelayRapidFire 

表示快速射击模式中的射击延迟。通常情况下，为 300，所以您的射击速度会提高三倍。

太棒了！ 

rapidFireTime 

能力提升将持续的时间（单位为毫秒）。 

powerUpCountdown 

时间计数器，追踪能力提升有效的持续时间。 

powerUpText 

奖励能力提升性法宝时显示的文本。 

powerUpTextTimer 

时间计数器，追踪能力提升文本在屏幕上显示的持续时间。 

powerUpFont 

指明用哪种字体描绘能力提升文本。 

下一步，您需要载入您刚刚在 powerUpFont 变量中创建的精灵字体。在 Game1 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添加下列代码： 

powerUpFont = Content.Load<SpriteFont>(@"fonts\PowerupFont"); 

现在您需要一种关闭能力提升的方式。所有能力提升效果到期时，shotDelay 变量都设

置回它的初始值。在 Game1类中添加下列方法，它的作用是取消能力提升： 

private void CancelPowerUps(  ) 
{ 
 shotDelay = originalShotDelay; 
} 

在 Game1 类的 Update 方法中，您需要检测确定能力提升是否到期。它是基于时间的，

所以您可以使用 gameTime变量减少 powerUpCountdown计时器的量。一旦计时器为零，通

过调用 CancelPowerUps方法取消能力提升。在 Game1类中添加下列方法，它将在需要时更

新计时器并终止能力提升： 

protected void UpdatePowerUp(GameTime gameTime) 
{ 
 if (powerUpCountdown > 0) 
 { 
  powerUpCountdo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powerUpCountdown <= 0) 
  { 
   CancelPowerUps( ); 
   powerUpCountdown = 0; 
  } 
 } 
} 

下一步，在 Game1类的 Update方法结尾的地方调用 UpdatePowerUp方法，就在调用

base.Update之前： 

// Update power-up timer 
UpdatePowerUp(gameTime); 



 

您需要在 Game1类中添加 public方法，让模型管理器激活能力提升效果。在您的 Game1

类中添加下列方法： 

public void StartPowerUp(PowerUps powerUp) 
{ 
 switch (powerUp) 
 { 
  case PowerUps.RAPID_FIRE: 
   shotDelay = shotDelayRapidFire; 
   powerUpCountdown = rapidFireTime; 
   powerUpText = "Rapid Fire Mode!"; 
   powerUpTextTimer = 1000; 
   soundBank.PlayCue("RapidFire"); 
   break; 
 } 
} 

为什么 switch声明使用 PowerUps enum？它只是在设置代码，让您在想要的时候可以

添加其它能力提升。在快速射击能力提升情况下，首先您要设置新的射击延迟，然后设置能力

提升倒数计时。下一步，您要设置能力提升文本用来表示快速射击模式，以及设置文本计时器

显示每秒的文本。 后，播放声音，通知玩家收到能力提升。 

因为 shotDelay 变量已经被用来确定射击之间的延迟，所以启用连发功能的部分已经没

有需要做的事情了。然而，当 powerUpTextTimer的值大于零时，您需要在屏幕上描绘能力

提升文本。为了完成该步骤，在 Game1 类的 Draw 方法中立即添加下列代码，在调用

spriteBatch.End之前： 

// If power-up text timer is live, draw power-up text 
if (powerUpTextTimer > 0) 
{ 
 powerUpTextTimer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Vector2 textSize = powerUpFont.MeasureString(powerUpText); 
 spriteBatch.DrawString(powerUpFont, 
  powerUpText,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textSize.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textSize.Y / 2)), 
  Color.Goldenrod); 
} 

这不是您之前没见过的部分。如果文本计时器大于零，将已经流逝的时间剪掉，然后描绘

字符串。用之前用过的方法使字符串居中，使用 SpriteFont.MeasureString 方法确定描

绘出来的字符串的大小。 

您要做的 后一件事是在 Game1类中当一个等级结束时，取消任何生效的能力提升。例如，

您不想让某人在第 2 级的结尾得到能力提升，并沿用到第 3 级开始时。 

 

为什么能力提升不可以从一个等级继续到下一个等级？嗯，就像游戏开发的其它事

情，这也是个人决定的问题。也许您喜欢继续到下一级，也许您不喜欢。我的意见

是，在两个等级之间取消能力提升比较好，这也是本书中的做法。尽管如此，您也

可以自由创造您想要的世界—您可以增加不同的能力提升效果和/或自定义现有的

能力提升效果。这是您的地盘，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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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ame1类 ChangeGameState方法的开端，添加 CancelPowerUps方法的调用： 

CancelPowerUps(  ); 

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 ModelManager 类。这个类跟能力提升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能

力提升仅对射击起作用，它主要是在 Game1类中进行。可是，当能力提升开始时，您仍然需要

进行追踪。因为这个能力提升是基于连续的击中目标上的，而击中目标是在 ModelManager

中处理的，所以这个逻辑存在于该类中是合理的。 

在您的 ModelManager类中添加下列类成员变量： 

public int consecutiveKills = 0; 
int rapidFireKillRequirement = 3; 

第一个变量追踪玩家当前的连续击中数量，而第二个变量追踪距奖励能力提升法宝还需要

的连续击中数量。请注意：第一个变量是公共的；这是因为您需要从 Game1 类获取它来重置能

力提升结束时的次数。 

合适的时间为飞船逃跑时您把船从船只条目中移除出来的时候，以及当船被击中的时候。

这两种情况下，您都要更改 consecutiveKills变量的值（当飞船逃跑时，consecutive 

Kills变为 0，而当船被击中时，consecutiveKills量增加）。 

首先，在 UpdateModels方法的结尾部分找到 models.RemoveAt调用，表示船已经逃

跑了。在代码的同一个模块中，如果游戏结束了，用 Game1.ChangeGameState方法设置游

戏状态为 END。 

在调用 models.RemoveAt之前立即添加代码，在 UpdateModels方法的结尾处： 

// Reset the kill count consecutiveKills = 0; 
consecutiveKills = 0; 

调用 models.RemoveAt 的另一个地方表明飞船已被击中了。这是在 UpdateShots 方

法的结尾处。在该模块中，同样的您也用 Game1.PlayCue 方法播放爆炸声音。在调用播放

Explosions提示之前立即添加下列代码（写有 PlayCue("Explosions")的语句行）： 

// Update consecutive kill count 
// and start power-up if requirement met 
++consecutiveKills; 
if (consecutiveKills == rapidFireKillRequirement) 
{ 
 ((Game1)Game).StartPowerUp(Game1.PowerUps.RAPID_FIRE); 
} 

在每次击中后都增加连续击中的数量。如果计数器等于能力提升所需的数量，通过

Game1.StartPowerUp方法奖励能力提升。 

哦耶！您已经准备好迎接检验了。编译并运行游戏。如果您的瞄准很厉害的话，在连续击

中三艘船之后您会被奖励一次能力提升，如图 15‐4 所示。 

相当不错。游戏完成了！您可以随意的加入其它能力提升，通知指示器，声音效果，以及

其它您想要加入自己游戏中的东西，可以让它完全按照您想要的方式进行。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这个游戏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在 Xbox360上运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学习如何操作。



 

  275

但是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本章中您进行的操作： 

• 您添加了启动界面游戏组件。 

• 您实现了游戏状态以及在开始、游戏中、等级转换和结束游戏状态之间的转换。 

• 您实现了基于当前等级上的得分系统。 

• 您添加了快速射击能力提升。 

 

图 15-4 哦耶！您们的基地都由我接收了！ 

知识测验：练习 

创建多重射击，当其为有效时，将发射四个子弹而不是一个。不是从摄像机中央发射一个

子弹，当多重射击有效时，分别从摄像机的右上角、左上角、右下角以及左下角各发射一个子

弹。 

当玩家连续击中三艘船时，游戏将随机选择激活哪种能力提升（快速射击，或多重射击）。 

 



 

第 16 章 

部署到Xbox 360上 

学习XNA与使用XNA框架编写游戏 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开发人员可以使用它开发自己的游

戏并在 Xbox 360 上运行。在 XNA之前，开发爱好者想要将开发 PC游戏所需的工具用于制作次

世代控制台上的游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开发人员既可以专门为 Xbox 360 做开发，也

可以直接把为 PC 写的代码移植到 Xbox  360（通常即使需要修改的话，也只需要修改很少的代

码）。开发人员不仅可以为次世代控制台开发游戏，有了 XNA 框架，他们还可以只用一个开发

环境和同一个代码库，就开发出可以在 PC和 Xbox 360 上运行的游戏。 

此外，Xbox LIVE商城现在已允许用户同全球网友分享游戏了。过去从未对控制台开发开放

过这么广阔的机会。XNA 创作者俱乐部的成员将被允许提交需要审查的游戏，以确保游戏是安

全的和可玩的。一旦游戏被 Xbox 创作者俱乐部的同行们确认通过了，开发人员就可以为他的游

戏定价了。然后游戏就可以通过 Xbox  LIVE 商城供全球用户下载购买了。正是成为 XNA 游戏开

发人员的好时机，嗯？前面肯定会有激动人心的时刻等着我们！ 

本章节涵盖了在 Xbox 360 上部署项目所需的步骤，以及以该平台为目标对象时应该考虑的

细节。 

添加Xbox 360 设备 

为了在把一个项目移植到 Xbox  360，您需要让您的 PC识别 Xbox  360 机器。首先，用 LAN

电缆把您的 Xbox 360 连接到您的 PC网络上（Xbox 360 同样也有可供购买的无线网络适配器，

这样您就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连接 Xbox 360 了）。 

当您把您的 Xbox 360作为设备添加时，您的 PC可能需要一个有 Xbox 360生成的连接密钥。

要获取一个连接密钥，获取连接密码的必要条件是 Silver Xbox LIVE会员（免费），XNA创作者俱

乐部会员，以及为 Xbox  360 准备的硬盘驱动器。两个会员资格的申请都可以在 Xbox  LIVE商城

找到。Xbox  LIVE  Silver 会员是免费的；而创作者俱乐部许可证需要花费 99 美元/年。也可选择

四个月的会员，不同的国家收费不同。 

 

学生可以从DreamSpark 项目或者MSDNAA（MSDN学院联盟）获取免费

试用会员资格。详细内容请看http://forums.xna.com/forums/t/12661.aspx. 

取得了会员资格后，您就需要下载 XNA Game Studio Connect。您可以在 Xbox LIVE商城获取

XNAGame Studio Connect，在商城选择 Game Marketplace→All Games→Browse→Genres→Other

→Sort by Title→XNA Creators Club→Featured Downloads→XNA Game Studio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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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已经准备好了生成连接密钥了。要生成连接密钥，按如下步骤进行： 

1.  在 Xbox 360 操作面板上 My Xbox下选择 Games Library。 

2.  选择 Collections。 

3.  选择 All Games。 

4.  选择 XNA Game Studio Connect。 

5.  选择 Launch. 

您应该看看 XNA Game Studio Connect 画面，如图 16‐1 所示。注意图 16‐1 上列出的密钥将

会和您在您的屏幕上看到的不一样。请确保您是用的您自己屏幕上的那个密钥而不是图 16‐1 中

的。 

1 所示。注意图 16‐1 上列出的密钥将

会和您在您的屏幕上看到的不一样。请确保您是用的您自己屏幕上的那个密钥而不是图 16‐1 中

的。 

  

图 16-1 XNA Game Studio Connect 画面 

现在您有了一个连接密钥了，您就需要用该密钥把您的 Xbox 360 连接到 PC上。在您的 PC

上启动 XNA Game Studio Device Center。该 Device Center是和 XNA Game Studio 3.0，一起安装的；

您可以在 Start→All Programs→Microsoft XNA Game Studio 4.0→XNA Game Studio Device Center

下找到它。 

一旦载入 Device Center，它将显示一个已知设备清单。单击 Add Device把您的 Xbox 360 添

加到 Device Center（见图 16‐2）。 

单击了 Add Device之后, XNA Game  Studio Device Center就会通过显示如图 16‐3 所示的画

面，问您想要添加哪种类型的设备。选择 Xbox 360 然后单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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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程序就会让您给您的 Xbox  360起一个名字，把它和其它将来可能会连接到您的 PC上

的 Xbox 360机器区分开。如图 16‐4所示，在屏幕上为您的 Xbox 360 输入一个名称。 

 

图 16-2 XNA Game Studio Device Center 

 

图 16-3 选择添加的设备类型（本例中是 Xbox 360） 

然后程序就会让您给您的 Xbox  360起一个名字，把它和其它将来可能会连接到您的 PC上

的 Xbox 360机器区分开。如图 16‐4所示，在屏幕上为您的 Xbox 360 输入一个名称。 

然后，提示输出您想要连接到您的 PC上的 Xbox 360的连接密码。输入您在 XNA Game Studio 

Connect 画面上看到的连接密钥。您输入连接密钥之后，XNA Game Studio Device Center会搜索

该 Xbox 360，并把它添加到设备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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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项目移植到Xbox 360 上 

现在您已经连接上了 Xbox 360，让我们看一看把一个 XNA Game Studio项目移植到 Xbox 360

机器上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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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 给您的 Xbox 360 起一个名字 

 

图 16-5 输入 Xbox 360 连接密钥 

本章剩下的部分将处理您耗费了半本书的时间构建的 3D 游戏的转换，并准备把它部署到



 

Xbox 360 上。打开 15 章的项目，并在本章的剩余部分使用该项目。 

虽然您写的 99%的代码都可以不经过任何改变就直接从 PC 移植到 Xbox  360，但是该项目

是根据您针对的平台进行不同的编译。在前面章节中您创建项目时，可能已经注意到其中有为

Xbox 360 创建项目的选项。使用其中一个选项将产生相同类型的项目作为 Windows 版副本，但

是该项目将隐藏在项目文件中，这个项目文件将以将来可以在Xbox 360上运行的方式编译游戏。 

为 Xbox 360创建游戏的一个典型方法是，创建Windows初始项目，，并在该项目中完成大

部分编码，测试以及调试工作。然后，当游戏接近完成的时候，您可以为在 Xbox 360 上的开发

项目创建一个副本，并集中精力于针对 Xbox 360 的特点的调试。 

这就是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在前面的章节中，您已经有了用 XNA 为 Windows 写的完整的

游戏。打开该项目，并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右击该项目，选择 Create Copy of Project for Xbox 

360…”，为 Xbox 360 创建一个该项目的副本，如图 16‐6 所示。 

 

图 16-6 为 Xbox 360 创建一个该项目的副本 

在选择了创建项目的副本后，XNA 就会在同一个解决方案中创建一个新项目，该项目和原

项目共享所有文件。您会发现，当更改其中一个项目的文件时，两个项目都会受到影响。 

在您创建了副本项目之后，您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应该会像图 16‐7 中显示的一样。它将

会有三个项目版本：一个Windows 版本、一个 Xbox 360 版本以及游戏内容（game content）版

本。 

将您添加的新项目应该设置为启动项目，即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上右击该新项目，并选

择“Set as StartUp Project”。 

一旦您准备好了编译并测试您的游戏，您可以按照之前操作Windows项目一样的方式运行

项目（在 Visual Studio中选择 Debug→Start Debugging菜单项）。Visual Studio就会编译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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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旦编译成功，它就会开始部署，尝试连接到 Xbox 360 机器上，并在该设备上安装项目。

项目安装成功后，它就可以在您的 Xbox 360 上运行了。 

 

图 16-7 设置 Xbox360 项目作为启动项目 

 

您的 Xbox 360 必须连接到您的 PC 局域网中，和您的 PC 在同一个子网

中，然后在XNA Game Studio Connect画面等待Visual Studio寻找Xbox 360，

复制文件，并运行项目。 

然而，您可能会发现在当前状态的项目还没有做好移植到 Xbox 360 的准备。记住，您现在

是使用鼠标移动摄像机的。您可能需要更改代码，用 Xbox 360 手柄控制摄像机。 

您也许会认为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您是使用鼠标移动摄像机来看周围的世界的，那么您就

把鼠标相关的代码移除，然后添加使用 Xbox 360 手柄的左摇杆的代码就行了，对吗？ 

但是，并不完全对。请记住，该项目的文件是由 Windows 项目和 Xbox  360 项目共享的。

如果您在 Xbox 360 项目中移除了鼠标支持，那么在 Windows 项目的鼠标支持也会被移除。 

幸运的是，XNA在所有的 Xbox 360 项目中都自动定义 2 个条件编译符（XBOX 和 XBOX360），

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支持手柄输入 

当前鼠标是移动摄像机的唯一方式，并且如果不支持 Xbox 360 手柄的话，摄像机就不会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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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肯定不会增加游戏的娱乐价值。为了解决 Camera类的问题，把您看到的所有有关鼠

标支持的代码处替换为支持手柄。您可以选择在 GamePad 代码周围加上预处理器指令，让他

只在 Xbox 360 项目中编译，但是您 好也为 Windows项目留在那儿，因为在 PC上使用手柄也

并不罕见。 

我已经把修改过的 Camera类列在这儿了，改变的代码以粗体高亮显示：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Ne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Storage; 
 
namespace _3D_Game 
{ 
 public class Camera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Component 
 { 
  //Camera matrices 
  public Matrix view { get; protected set; } 
  public Matrix projection { get; protected set; } 
  // Camera vectors 
  public Vector3 cameraPosition { get; protected set; } 
  Vector3 cameraDirection; 
  Vector3 cameraUp; 
 
#if (!XBOX360) 
  // Mouse support 
  MouseState prevMouseState; 
#endif 
 
  // Max yaw/pitch variables 
  float totalYaw = MathHelper.PiOver4 / 2; 
  float currentYaw = 0; 
  float totalPitch = MathHelper.PiOver4 / 2; 
  float currentPitch = 0; 
 
  public Vector3 GetCameraDirection 
  { 
   get { return cameraDirection; } 
  } 
 
  public Camera(Game game, Vector3 pos, Vector3 target, Vector3 up) 
   : base(game) 
  { 
   // Build camera view matrix 
   cameraPosition = pos; 
   cameraDirection = target - pos; 
   cameraDirection.Normalize(); 
   cameraUp = up; 
   CreateLookAt(); 
   projection =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MathHelper.PiOver4,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1, 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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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if (!XBOX360) 
  // Set mouse position and do initial get state 
   Mouse.SetPosition(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prev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endif 
   base.Initialize();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Yaw rotation 
   float yawAngle = 0; 
#if (!XBOX360) 
   yawAngle = (-MathHelper.PiOver4 / 150) * 
    (Mouse.GetState( ).X - prevMouseState.X); 
#endif 
  
   if (yawAngle == 0) 
   { 
    yawAngle = (-MathHelper.PiOver4 / 150)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ThumbSticks.Left.X; 
   } 
    
   if (Math.Abs(currentYaw + yawAngle) < totalYaw) 
   { 
    cameraDirection = Vector3.Transform(cameraDirection,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cameraUp, yawAngle)); 
    currentYaw += yawAngle; 
   } 
    
   // Pitch rotation 
   float pitchAngle = 0; 
#if(!XBOX360) 
   pitchAngle = (MathHelper.PiOver4 / 150) * 
   (Mouse.GetState( ).Y - prevMouseState.Y); 
#endif 
   if (pitchAngle == 0) 
   { 
    pitchAngle = (MathHelper.PiOver4 / 150)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ThumbSticks.Left.Y; 
   } 
    
   if (Math.Abs(currentPitch + pitchAngle) < totalPitch) 
   { 
    cameraDirection = Vector3.Transform(cameraDirection, 
     Matrix.CreateFromAxisAngle( 
      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pitchAngle)); 
    currentPitch += pitchAngle; 
   } 
    
#if(!XBOX360) 
   //Reset mouse state 
   prev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endif 
 
   // Recreate the camera view matrix 
   CreateLookAt(); 
 
   base.Update(game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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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void CreateLookAt() 
  {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cameraPosition,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cameraUp); 
  } 
 } 
} 

当您编辑输入方法的时候，在您游戏中同样有支持键盘输入的代码。当前支持键盘输入的

有两个地方：在 Game1类中，按下空格键发射子弹；在 SplashScreen类中，按下 Enter 键

转换到新的游戏状态。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子弹的射击。当前，Game1类的 FireShots方法保留了子弹射击代

码，支持键盘与鼠标。该方法应该如下所示： 

protected void FireShots(GameTime gameTime) 
{ 
 if (shotCountdown <= 0) 
 { 
  // Did player press space bar or left mouse button? 
  if (Keyboard.GetState().IsKeyDown(Keys.Space) || 
  Mouse.GetState().LeftButton == ButtonState.Pressed) 
  { 
   // Add a shot to the model manager 
   modelManager.AddShot( 
    camera.camera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 Play shot audio 
   PlayCue("Shot"); 
    
   // Reset the shot countdown 
   shotCountdown = shotDelay; 
  } 
 } 
 else 
  shotCountdo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 

像在 Camera类中使用预处理器指令一样，把射击的代码改为，只有当您没有使用 Xbox 360

时才使用键盘和鼠标，并且总是支持手柄的 A按钮。这段代码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更改的代

码以粗体显示）： 

protected void FireShots(GameTime gameTime) 
{ 
 if (shotCountdown <= 0) 
 { 
  // Did player press space bar or left mouse button? 
  bool fireShot = false; 
#if (!XBOX360)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Space)|| 
   Mouse.GetState( ).LeftButton == ButtonState.Pressed) 
   fireShot = true; 
#endif 
  if (fireShot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A == 
   ButtonState.Pressed) 
  { 
   // Add a shot to the model manager 
   modelManager.AddShot( 
    camera.camera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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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lay shot audio 
   PlayCue("Shot"); 
    
   // Reset the shot countdown 
   shotCountdown = shotDelay; 
  } 
 } 
 else 
  shotCountdo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 

如果已经定义了 XBOX360 符号，就会跳过键盘输入。如果未定义，键盘和手柄输入都会被

读取。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SplashScreen类中的检测 Enter 键按下的代码。我们将以同样的方

式修改代码。在您的 SplashScreen 类的 Update 方法中，包含了一个类似于下面的代码模

块： 

// Did the player hit Enter? 
if (Keyboard.GetState().IsKeyDown(Keys.Enter)) 
{ 
 // If we're not in end game, move to play state 
 if (currentGameState == Game1.GameState.LEVEL_CHANGE || 
  currentGameState == Game1.GameState.START) 
  ((Game1)Game).ChangeGameState(Game1.GameState.PLAY, 0); 
   
 // If we are in end game, exit 
 else if (currentGameState == Game1.GameState.END) 
  Game.Exit(); 
} 

您需要用预处理器指令进行修改，如下： 

// Did the player hit Enter or Start? 
bool enterPressed = false; 
 
#if (!XBOX360)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Enter)) 
 enterPressed = true; 
#endif 
 
if (enterPressed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Start == 
 ButtonState.Pressed) 
{ 
 // If we're not in end game, move to play state 
 if (currentGameState == Game1.GameState.LEVEL_CHANGE || 
  currentGameState == Game1.GameState.START) 
  ((Game1)Game).ChangeGameState(Game1.GameState.PLAY, 0); 
   
 // If we are in end game, exit 
 else if (currentGameState == Game1.GameState.END) 
  Game.Exit(); 
} 

请注意，如果用户按下了键盘的 Enter 键或者手柄的 Start 按钮，这段代码就不会再处于

SplashScreen类之中了。 

所以，如果玩家按下了手柄的 Start 按钮，或者如果游戏运行在 Windows 上，用户按下了

Enter 键，您的启动画面就会退出。您看到这个问题了吗？嗯，代码没什么问题，但是您的启动

画面告诉用户按 Enter 键以继续。这就意味着用户根本想不到是要按 Xbox 360 上的 Start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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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后要想到的一件事就是用户诉诸于尝试但是收到错误消息，然后沮丧地结束，所以，让我

们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用户输入设计 

为什么您给射击（A）和退出启动画面（Start）设置不同的按钮呢？ 

您可以给两个动作设置相同的按钮，但是这可能引起一些问题。设想一下，一个用户在

一个级别时正拼命地想摧毁 后的一艘船。他不断的按 A 按钮开火，但是船消失了而且该级

别结束了。如果他按 A 按钮时晚了一毫秒，SplashScreen 就会代替 ModelManager 类识别该

按键。如果您用同样的键退出启动画面的话，玩家会在启动屏幕刚显示的一瞬间就关闭了它，

那么玩家就没有时间阅读上面的信息，或者在这两个等级之间切换时放松一下。 

这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游戏控制的设计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您可以通过无懈可击

且易于理解的用户输入，轻易的把一个优秀的游戏变得精彩。您也可能使用过于复杂且不直

观的输入设计把一个精彩的游戏变得很一般。 

在 SplashScreen类中，SetData方法基于传入方法的游戏状态参数设置了二级文本。

当前，该方法如下所示： 

public void SetData(string main, Game1.GameState currGameState) 
{ 
 textToDraw = main; 
 this.currentGameState = currGameState; 
  
  switch (currentGameState) 
  { 
   case Game1.GameState.START: 
   case Game1.GameState.LEVEL_CHANGE: 
    secondaryTextToDraw = "Press ENTER to begin"; 
    break; 
   case Game1.GameState.END: 
    secondaryTextToDraw = "Press ENTER to quit"; 
    break; 
  } 
} 

如下面即将展示的，添加预处理器指令，告知用户在 Windows 下是支持 Enter 键和 Start

按钮的，而在 Xbox 360上，只支持 Start 按钮： 

public void SetData(string main, Game1.GameState currGameState) 
{ 
 textToDraw = main; 
 this.currentGameState = currGameState; 
  
#if(XBOX360) 
 string buttons = "START"; 
#else 
 string buttons = "ENTER or the GamePad's START BUTTON"; 
#endif 
 
 switch (currentGameState) 
 { 
  case Game1.GameState.START: 
  case Game1.GameState.LEVEL_CHANGE: 
   secondaryTextToDraw = "Press " + buttons + " to begin"; 
   break; 
  case Game1.GameState.END: 
   secondaryTextToDraw = "Press " + buttons + " to quit"; 



 

   break; 
 } 
} 

现在，您的文本和输入都已经为 Xbox 360 做好准备了，您也已经准备好编译并运行了。假

设您按照本章之前的步骤，把您的 Xbox 360 机器通过 XNA Game Studio Device Center连接到您

的 PC了，您应该已经准备好了把游戏移植到 Xbox 360 了。当您开始调试 Xbox 360 项目的时候，

假设没有编译错误，Visual  Studio就会在网络中找到 Xbox  360，把游戏部署上去，并在该设备

上开始游戏。 

部署到Xbox 360 上 

为了使您的 PC找到 Xbox 360，不仅仅需要把它添加到 XNA Game Studio Device Center，而

且还要处于可以从计算机输入的状态。否则，如果您在网络中把游戏部署到 Xbox 360，而此时

有人在使用它，那么您就可能打断游戏或者其它活动。   

无论何时您想把游戏从您的 PC 部署到 Xbox  360 上，您的 Xbox  360 必须处于 XNA  Game 

Studio Connect 且带有“Waiting for computer connection”字样的状态，如图 16‐8 所示。 

 

图 16-8 Xbox 360 已经准备好从 Visual Studio 接收数据了 

您可以在您的 Xbox  360上，定位到它的操作面板上的 Games标签，选择 Games  Library→

Collections→All Games→XNA Game Studio Connect→Launch，然后进入 XNA Game Studio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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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 

当您的 Xbox 360 在 XNA Game Studio Connect 画面上以“Waiting for computer connection”

状态显示时，您就可以编译并运行您的 Xbox  360 项目了。您会发现在编译之后，Visual  Studio

的状态栏会指示已经进入部署阶段了。此时，您会在 Xbox 360 的 XNA Game Studio Connect 画

面上看到 Visual Studio正在把游戏内容拷贝到机器中的更新提示。 

当拷贝和部署阶段完成后，游戏就会开始了。 

但是等一下——如果您是在复合电视机上运行游戏的，在游戏运行时您可能会收到错误提

示。部署完之后，您的 Xbox  360 可能出于黑屏状态。发生什么事了？仔细看看您的 PC吧，您

可能看到 PC本身会在 Visual Studio内生成一个异常，如图 16‐9 所示。 

 

图 16-9 NoSuitableGraphicsDeviceException！啊！ 

如果没有显示该错误，而是退回到“Waiting for computer connection”阶段的话，您可能没

有在调试模式下运行游戏。选择 Debug→Start  Debugging 开始调试模式，然后您就应该看到这

个错误了。 

当在调试模式运行时，游戏在 Xbox 360 上执行，Visual Studio 调试进程就会附到该执行的

程序上，允许您像在 PC上运行游戏一样调试它。这真的很有用，就更别说有多酷了。 

在 Xbox 360上调试项目 

您可以在项目在 Xbox 360 机器上运行时就调试它。就像您在 Windows 中调试一样，在

代码中插入一个断点，然后在调试模式运行项目。项目会再次编译，部署，然后在 Xbox 360

上运行，但是会在断点处停止运行，允许 Visual Studio 在 PC 上调试而项目在 Xbox 360 上运

行。调试控制台程序从未如此的简单！ 

Xbox 360 显示设置 

NoSuitableGraphicsDeviceException  错误告诉您您没有当前设置运行需要的图形设备。什么

问题？是您用的分辨率的问题。当您为 Windows 写游戏的时候，您在 Game1 类的构造方法中

用如下两行设置屏幕分辨率为 1,28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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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Width = 1280;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Height = 1024; 

您应该指出这些代码只有在 XBOX360 符号没有定义的时候才会编译，如下所示： 

#if(!XBOX360)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Width = 1280;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Height = 1024; 
#endif 

做了这些改变后，您应该可以编译，运行，并真正地在 Xbox 360 上玩您自己的游戏了。 

您应根据表 16‐1 设置屏幕分辨率，遵守基于 Xbox 360 显示设置的标准。 

表 16-1 电视显示模式 

Xbox 360 显示设置 显示模式的宽和高 

AV(复合) 640×480 

480p(正常) 640×480 

480p(宽屏) 640×480 

720p(宽屏) 1,280×720 

1,080i/1,080p(宽屏) 1,920×1,080 

您可以使用 GraphicsDevice 的 DisplayMode 属性检测显示设置。XNA 在 Game1 的

Initialize方法调用之前设置这个属性，所以您可以在该方法调用的过程中或之后准确地读

取该属性。 

标题安全区 

为 Xbox 360开发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考虑：在标准矩管的电视机中，实际显示区域不

是完美的矩形。事实上，取决于您使用的电视机型号，有多达 10%的屏幕在任意方向上可能看

得见或看不见。 

因此，当开发 Xbox 360游戏的时候，您应该把关键的信息都显示在屏幕内部的 80%上（上、

下、左、右各偏移 10%）。内部区域成为安全区域（safe region）。您可能还想在整个屏幕上绘制

背景和其它物体，这样，那些特殊的能看见这些区域的电视上的画面才不会有黑边，但是任何

需要用户看到的或者需要交互的信息都需要放置在安全区内。 

那么，您该怎么使您的文本显示在 Xbox 360 上的安全区呢？幸运的是，GraphicsDevice

对象有一个名叫 Viewport 的成员，表示用来描绘当前场景的视窗。Viewport 对象有一个

Rectangle类型的成员名为 TitleSafeArea，表示前面提到的安全区。在 Windows 游戏中，

TitleSafeArea矩形的 Top和 Left元素值会是 0（表示在位置 0 , 0 绘制是安全的）。在 Xbox 

360 游戏中，Top 和 Left 元素就会映射为之前描述的标题安全区的左上角。所以，您需要把

这些值作为您在游戏中描绘得分文本的偏移坐标。 

在 Game1类的 Draw方法中，应该有两个 SpriteBatch.DrawString的调用，用来绘

制 2D 文本，并显示得分和玩家剩余的未击中数量： 

// Draw the current score 
string scoreText = "Score: " + score;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scoreText, 
 new Vector2(10, 10), Colo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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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the player know how many misses he has left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Misses Left: " + 
 modelManager.missesLeft, 
 new Vector2(10, scoreFont.MeasureString(scoreText).Y + 20), 
 Color.Red); 

把这两个调用改为使用 GraphicsDevice.Viewport 的 TitleSafeArea 成员，取代

硬编码的值，如下所示： 

// Draw the current score 
string scoreText = "Score: " + score;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scoreText, 
 new Vector2(GraphicsDevice.Viewport.TitleSafeArea.Left, 
  GraphicsDevice.Viewport.TitleSafeArea.Top), Color.Red); 
   
// Let the player know how many misses he has left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Misses Left: " + 
 modelManager.missesLeft, 
 new Vector2(GraphicsDevice.Viewport.TitleSafeArea.Left, 
  scoreFont.MeasureString(scoreText).Y + 
  GraphicsDevice.Viewport.TitleSafeArea.Top + 10), 
 Color.Red); 

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吧，无论使用哪种类型的电视，您现在应该都可以看到游戏得分了。

如果您已经在 Xbox 360上运行游戏了，您可能会注意到，取决于您使用的电视机的类型，您的

十字准线可能会偏离屏幕中央。 

当为 Xbox 编写代码时，您可能想用 GraphicsDevice 类的 Viewport 成员来在屏幕上

居中 2D 项目。在 Game1类的 Draw方法中，您当前是用如下代码绘制十字准线的： 

spriteBatch.Draw(crosshairTexture,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crosshairTexture.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crosshairTexture.Height / 2)), 
  Color.White); 

用下列代码替换该代码，使用 Viewport来确定十字准线的位置： 

spriteBatch.Draw(crosshairTexture, 
 new Vector2((GraphicsDevice.Viewport.Width / 2) 
  - (crosshairTexture.Width / 2), 
  (GraphicsDevice.Viewport.Height / 2) 
  - (crosshairTexture.Height / 2)), 
  Color.White); 

现在编译运行吧——无论您用哪种类型的电视机，十字瞄准线都会居中了。如果您的十字

瞄准线仍然偏离中心，很可能本游戏中所有的应该居中文本都是偏离中心的。您需要按照您解

决这儿的十字瞄准线同样方式解决那些文本行的问题。 

在您把一个游戏部署到 Xbox 360 之后，该游戏在该设备上会一直可用，而不用每一次您想

玩游戏就得重新部署一次。 

您可以在 Xbox 360 操作面板的 Games标签上选择 Games Library→My Games，来找您部署

到 Xbox 360上的游戏。 

干得太漂亮了！您刚刚为 Xbox 360创建了第一个游戏！是时候把您的朋友都叫来，然后炫

耀您的技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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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让我们回顾一下您本章中完成的任务： 

• 您学习了为 Xbox 360 部署游戏的必要条件。 

• 您把 Xbox 360 连接到了您的 PC上，用于为部署游戏到 XNA上。 

• 您创建了Windows项目的一个副本，并进行修改，使它可以在 Xbox 360 上工作。 

• 您学习了在有差异的地方，如何使用预处理器指令在同一个项目中为 Xbox 360 和Windows

编写代码。 

• 您学习了如何调试 Xbox 360 项目。 

• 您学习了一些 Xbox 360特有的需要考虑的事项，例如用户输入，显示分辨率，以及标题安

全区。 

总结 

• 为了在 XNA中开发游戏，您需要安装Visual Studio 2010版本（XNA支持免费的Visual C# 2010 

Express Edition）以及 XNA Game Studio 4.0。 

• 为了把 XNA游戏部署到 Xbox 360，您需要有 Silver（或者更高）Xbox LIVE会员资格以及 Xbox

创作者俱乐部会员资格。 

• 通过使用条件编译符 XBOX 或者 XBOX360，您可以修改针对Windows平台的代码，而不会

影响到针对 Xbox 360 平台的代码，反之亦然。 

• 在移植过程中，您可以在连接到 PC上的 Xbox  360 上调试游戏。在 Visual  Studio中设置一

个断点，并在调试模式启动，那么游戏就会在 Xbox 360 上运行，并在 PC上的 Visual Studio中

的断点处暂停（耶，确实很酷）。 

知识测验：问答 

1. PC使用什么信息来识别特定的 Xbox 360 机器？ 

2.  真还是假：为了调试一个已经部署到 Xbox 360 的项目，您需要在 Xbox 360 代码编辑器

中装载代码，并在 Xbox 360 机器上代码内设置一个断点。 

3.  真还是假：如果您创建了一个 Windows游戏项目，而且您想要把该项目部署到您的 Xbox 

360，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您需要创建一个新项目。 

4.  什么是预处理器指令？ 

5.  在一个Windows项目中下列代码会做些什么？ 

#if (XBOX360) 
 int A = 5; 
 int B = 4; 
 int C = A - B;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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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章 

针对Windows Phone 7的开发 

以微软的 Windows  Phone  7 系列版本为中心的炒作与关心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通过

Windows Phone 操作系统的早期版本，微软已经打入了移动通信设备销售市场。但是Windows 

Phone 7 的目标是让微软登上长期被 iPhone控制的市场的副驾驶的位置。 

对于开发人员来说，Windows  Phone  7 提供了早期不可能实现的功能：在 Silverlight 和 2D

与 3D 中使用 XNA编写大量的，交互的应用。拥有大量的特色，例如 480×800 屏幕分辨率，光

滑的触摸屏界面与内置的加速器，开发人员在Windows Phone 7 上的可能性几乎是无止境的。 

本章专门针对Windows Phone 7 上的游戏开发。不是在Windows Phone 7 中导入前面章节

中的游戏，而是您需要从零开始构建一个新游戏。尽管如此，大部分的代码还是会跟之前章节

中的代码类似，所以，我会尽快的略过大部分代码并且集中在Windows Phone 7 开发的独特特

征上。 

除了本书中的内容还有大量的Windows Phone 7示例在 XNA创作者俱乐部和MSDN网站上

可用。 

设置Windows Phone 7 设备 

Visual Studio 2010 带有仿真器可以在 Windows Phone 7 系列设备上创建应用。有了这个仿

真器，就可以无需拥有Windows Phone 7设备就能构建Windows Phone 7的应用。然而，Windows 

Phone 7 还是有一些方面不能进行仿真的（例如加速器输入）并且在仿真器上不可用。 

本节将会带您浏览您的Windows Phone 7 设备的设置并且为开发做好准备。如果您没有设

备或者您想在仿真器上马上开始开发，前进并跳到本章第二大节（即“创建Windows  Phone  7

项目”）。 

注册开发人员账户 

设置您的Windows Phone 7 设备的第一步是通过微软注册开发人员账户。这个账户使您 

可以在您的物理设备上配置，测试和调试应用并且保证您有权发表以及散布您的应用。账

户注册应遵循以下步骤： 

1.  创建一个Windows Live ID（或者使用现有的 Windows Live ID 账户） 

2  签署应用供应商协议 

3  选择账户类型 

4  支付年费 



 

 

注意在 Microsoft Dreamspark 注册的学生不需要支付年费。在

Dreamspark注册为学生，访问http://www.dreamspark.com/。 

开 始 注 册 开 发 人 员 账 户 ， 访 问 http://developer.windowsphone.com 并 点 击 “ 注 册

Marketplace”。您将会看到图 17‐1 所示的屏幕。 

 

图 17-1 开始注册程序 

点击“创建账户（Create Account）”之后您会被要求签署应用供应商协议，如图 17‐2所示。 

下一步，您将被要求选择图 17‐3 所示的账户类型。您可以注册企业账户，个人账户或学生

账户。企业账户与个人账户有什么不同？它为什么重要？Windows  Phone  7 商场的目标之一不

仅仅是创建很酷的应用，而且也要作为开发者而盈利。这里您的不同账户类型只是归结为作为

开发人员您想要交多少税。 

接下来的几个屏幕展示了您的账户设置的细节（联系方式，等等），付款方式并完成您的注

册。一旦完成了账户注册，您会看到图 17‐3 所示的 Windows Phone 开发人员控制面板。从这个

页面上您可以预览您的注册电话设备，您已经建立并结束的应用，付款进度等等。 

注意在该点上账户状态可能是不完全的（见左上角账户名称下的红色 X）。身份验证与银行

认证可能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在没有完成这些步骤时您可以在您的应用上开始工作，但是在

完成这些步骤前您不能发表任何应用。 

注册您的Windows Phone 7 

下一步是注册您的Windows Phone 7设备。在您用来开发您的应用的电脑上完成此步骤。

  293

http://developer.windowsphone.com/
http://www.dreamspark.com/


 

点击 Start→All  Programs→Windows  Phone  Developer  Tools→Windows  Phone  Developer 

Registration。 

 

图 17-2 签署应用供应商协议 

这将带出图17‐5所示的界面。输入您在前面部分注册作为应用开发人员的Windows Live ID。

同样的，确保您的电话插入到您的电脑中并且用您的 Windows Live ID 登陆到电话中。如果您没

有这么做的话，窗口底部的状态信息将显示系统不能与您的设备通信。 

输入您的 Live ID 和密码之后，准备进行下一部分操作。 

开启您的电话 

设置您的Windows Phone 7 设备的 后一步是下载 Microsoft Zune 软件。为什么是 Zune 软

件？Windows  Phone  7 合并了所有的 Zune  HD 功能并且不仅仅是电话，还有便携式媒体设备

（Zune HD）。您要使用 Zune 软件在您的电话中添加媒体文件，以及把您在 Visual Studio中建立

的游戏转移到您的设备中。从Microsoft Zune 网站上下载并安装 Zune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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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选择您的账户类型 

 

图 17-4 Windows Phone 开发人员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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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注册您的设备 

下载并安装 Zune 软件后，把您的电话插入到电脑上，此时应该显示电话注册页面（见图

17‐6）。 

 

图 17-6 使用 Zune 软件开启您的电话 

按照 Zune 软件的步骤命名您的设备，并开启设备为开发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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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Windows Phone 7 项目 

一旦使用 Zune 软件开启您的设备，您就可以开始编写Windows Phone 7 游戏。 

打开 Visual Studio并创建一个新的Windows Phone Game项目，选择 Visual C#→来自新项

目窗口左侧菜单中的 XNA  Game  Studio  4.0 作为项目类型，选择右侧的Windows  Phone  Game

（4.0）模板。命名您的解决方案为 Phone Asteroids，为游戏指定一个目录，点击 OK。 

 

图 17-7 创建 Windows Phone 7 游戏项目 

点击 OK后，将会为您创建项目。与为Windows 开发游戏时相同，产生的代码有一个框架

游戏应用，由带有构造方法的 Game1类和 Initialize、LoadContent、UnloadContent、

Update 和 Draw 方法组成，还有附加的辅助类与内容。产生的代码将创建您同样熟悉的浅蓝

色屏幕，您在本书前面部分首次开始开发Windows游戏时看过。注意，到目前为止您的Windows 

Phone游戏和您的Windows游戏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在 Game1类的构造方法中的下列语句： 

TargetE1apsedT1me = Tlmespan.FromT1cks（333333）； 

Windows或 Xbox 360 游戏的默认帧率是每秒 60帧，而Windows Phone游戏的默认帧率是

每秒 30 帧。这是设置该帧率的代码语句。 

内容管道也含有前面的章节介绍过的知识。事实上，Windows Phone游戏的整个体系结构

本质上与 Windows 或 Xbox  360 游戏相同。您为那些平台编写的大部分代码将直接与 Windows 

Phone 7 兼容—有一些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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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让我们开始吧。您将在本章中建立一个小行星类的游戏并且我们将在这个过程中调用一些

在Windows Phone开发中关键的差异。完成的游戏看起来将如图 17‐8 所示的一样。 

 

图 17-8 预览您在本章中建立的游戏 

让我们继续前进，现在为您的游戏添加需要的所有资源。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

PhoneAsteroidsContent项目下创建三个子文件夹，命名为 Audio、Models 和 Textures。 

如果您没准备好，下载本章的代码。在该代码中您会发现仅在 HiDef 标准中支持

PhoneAsteroids\PhoneAsteroidsContent\Audio 目录（collision.wav、shot.wav 与 track.wav）下的三

个文件而且Windows Phone 7 仅支持 Reach 标准，所以我们不能使用 XACT管理这些音频文件。

在您的 PhoneAsteroids Content\Audio 文件夹中把他们直接添加到您的项目中。 

下一步，在 PhoneAsteroids\PhoneAsteroidsContent\Models 文件夹中查看本章的代码，您会

看 到 四 个 模 型 文 件 （ ammo.x 、 asteroid1.x 、 asteroid2.x 和 p1_wedge.fbx ）。 在

PhoneAsteroidsContent\Models文件中把这些文件都添加到您的项目上。 

后，在 PhoneAsteroids\PhoneAsteroidsContent\Textures文件夹中查看本章的代码，您会看

到四个纹理文件（ asteroid1.tga、 asteroid2.tga、 attack.png、wedge_p2_diff_v1.tga）。在

PhoneAsteroidsContent\Textures文件夹中把这四个文件添加到您的项目上。 

我说过我们会很快的浏览本章，对吗？随着本章学习的进行您会看出这些文件的用途，但

是到目前为止对于您来说没有什么新知识而且通过这些文件的名称您也可以大体上了解这些文

件的用途。 

 

请注意你刚添加到工程上的内容的一部分来自在线的MSDN XNA可用的实例，

网址是http://creators.xna.com和http://msdn.microsoft.com。请仔细阅读所有这类内

容的许可协议，网址：http://creators.xna.com/downloads/?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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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 

现在让我们开始学习真正的代码。为Windows Phone 7 开发游戏基本上等同于为Windows

或 Xbox 360创建游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开发 3D游戏而就像在Windows和 Xbox 360中所作的，

您需要一个摄像机与一些类来处理您的模型。在您的项目上添加 Camera.cs 类并且进行更改，

使用下面的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namespace PhoneAsteroids 
{ 
 
 public class Camera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Component 
 { 
  //Camera matrices 
  public Matrix view { get; protected set; } 
  public Matrix projection { get; protected set; } 
   
   
  public Camera(Game game) 
   : base(game) 
  { 
   // Build camera view matrix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new Vector3(0, 0, 200), 
    Vector3.Zero, Vector3.Up); 
     
     
   // Build camera projection matrix 
   projection =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MathHelper.ToRadians(45.0f), 
    1.6666f, 
    1, 3000); 
     
  } 
   
  public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base.Initialize();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base.Update(gameTime); 
  } 
 } 
} 

该代码基本上与 3D 摄像机代码相同，您在本书中已经多次创建而此时此刻应该不会有太

多的惊喜。 

下一步，在您的项目中添加 BasicModel.cs 类并用下面的代码替换缺省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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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namespace PhoneAsteroids 
{ 
 class BasicModel 
 { 
  public Model model { get; protected set; } 
  protected Matrix world = Matrix.Identity; 
   
  public BasicModel(Model m) 
  { 
   model = m; 
  } 
   
  public virtual void Update() 
  { 
   
  } 
  public void Draw(Camera camera) 
  { 
   Matrix[] transforms = new Matrix[model.Bones.Count]; 
   model.CopyAbsoluteBoneTransformsTo(transforms); 
   foreach (ModelMesh mesh in model.Meshes) 
   { 
    foreach (BasicEffect be in mesh.Effects) 
    { 
     be.EnableDefaultLighting(); 
     be.Projection = camera.projection; 
     be.View = camera.view; 
     be.World = GetWorld() * mesh.ParentBone.Transform; 
    } 
     
    mesh.Draw(); 
   } 
  } 
   
  public virtual Matrix GetWorld() 
  { 
   return world; 
  } 
   
  public virtual Matrix GetWorldForBoundingSphere() 
  { 
   return world; 
  } 
 } 
} 

再一次的，这个 BasicModel类真的是…很…基础（哈！），而它实质上是您在本书中多次

使用的同一个基本模型类。它的实际作用是描绘模型并为沿着 3D 网格（grid）移动模型声明变

量。一个名为 GetWorldForBoundingSphere的方法可能会让您摸不着头绪。这是一个虚拟

方法，获取可以重写的类用来更改他们的边界球面（bounding sphere）用于改良的碰撞检测。 

在这个特别的游戏中，您将有三种模型漂浮在屏幕四周：小行星、玩家发射的子弹以及玩

家本身。下一步您要添加用来处理您的小行星的类。在名为 AsteroidModel.cs 的项目上添加类

并用下列代码替换缺省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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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Touch; 
 
namespace PhoneAsteroids 
{ 
 class AsteroidModel : BasicModel 
 { 
  // Size of asteroids 
  public enum AsteroidSize { SMALL, MEDIUM, LARGE } 
  public AsteroidSize size; 
  Vector3 scale; 
   
  // Rotation stuff 
  Vector3 rotationAxis = Vector3.Zero; 
  Vector3 randomRotation; 
  float maxRotationSpeed = MathHelper.Pi; 
   
  // Misc 
  Random random; 
  Vector3 direction; 
  public Vector3 position; 
   
  public AsteroidModel(Model m, Random random, Vector3 direction, 
   AsteroidSize size, Vector3 position) 
   : this(m, random, direction, size) 
  { 
   this.position = position; 
  } 
   
  public AsteroidModel(Model m, Random random, 
   Vector3 direction, AsteroidSize size) 
   : base(m) 
  { 
   this.random = random; 
    
   // Initialize random rotation speed 
   randomRotation = new Vector3( 
    (float)random.NextDouble() * 
    maxRotationSpeed - (maxRotationSpeed / 2), 
    (float)random.NextDouble() * 
    maxRotationSpeed - (maxRotationSpeed / 2), 
    (float)random.NextDouble() * 
    maxRotationSpeed - (maxRotationSpeed / 2)); 
     
   this.size = size; 
   // Initialize random scale 
   if (size == AsteroidSize.LARGE) 
   { 
    scale = new Vector3(((float)random.NextDouble() * .005f) + .035f, 
     ((float)random.NextDouble() * .005f) + .035f, 
     ((float)random.NextDouble() * .005f) + .035f); 
   } 
   else if (size == AsteroidSize.MEDIUM) 
   { 
    scale = new Vector3(((float)random.NextDouble() * .005f) + .015f, 
     ((float)random.NextDouble() * .005f) + .015f, 
     ((float)random.NextDouble() * .005f) + .015f);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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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le = new Vector3(((float)random.NextDouble() * .005f) + .005f, 
     ((float)random.NextDouble() * .005f) + .005f, 
     ((float)random.NextDouble() * .005f) + .005f); 
   } 
    
   // Initialize random speed 
   this.direction = direction * ((float)random.NextDouble() + 1f); 
    
   position = new Vector3(-300, ((float)random.NextDouble() * 100) - 50, 0);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 
  { 
   // Update rotation and position 
   rotationAxis += randomRotation; 
   position += direction; 
    
   base.Update(); 
  } 
   
  override public Matrix GetWorld() 
  { 
   return world * Matrix.CreateScale(scale) *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MathHelper.ToRadians(rotationAxis.Y), 
    MathHelper.ToRadians(rotationAxis.X), 
     MathHelper.ToRadians(rotationAxis.Z))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RotationX(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position); 
  } 
   
  override public Matrix GetWorldForBoundingSphere() 
  { 
   // Make the bounding sphere smaller but rotate the 
   //same as the world is rotating 
   return world * Matrix.CreateScale(scale / 2) *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MathHelper.ToRadians(rotationAxis.Y), 
    MathHelper.ToRadians(rotationAxis.X), 
     MathHelper.ToRadians(rotationAxis.Z))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RotationX(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position); 
  } 
 } 
} 

又一次的没有什么新知识。您已经有了一个模型类，它有方向和位置和随机旋转。值得注

意的是 AsteroidSize enum 和相应的变量。从本质上说，在这个游戏中您要以产生较大的

小行星开始。当玩家射击较大的小行星时，您要产生一些中等尺寸小行星用来仿真小行星被击

成碎片的情景（这里没有什么新知识—如果您曾经玩过小行星的任何一个版本您就会知道它是

如何操作的）。当玩家射击一个中等尺寸的小行星，您要产生一些小型的小行星。 后，当玩家

射击一个小型的小行星时您就不需要产生任何东西了，而小行星块也就消失了。第二个构造方

法使用 AsteroidSize enum相应的设置小行星的尺寸（大的，中等的或者小的）。 

同样的，您要构建游戏，这样尺寸较大的小行星才能从屏幕的左边产生出来并且移动到右

边。所有其它的小行星（中等尺寸和小尺寸的）都是在爆炸的小行星的位置上被创建出来的而

不是在屏幕的顶端，并且他们会满屏幕的沿着随机方向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在该类中有两

个构造方法。注意参数中唯一的差异是第一个构造方法有一个位置参数。注意第一个构造方法



 

除了设置位置变量以及调用另一个构造方法（通过语句 this(m, random, direction, 

size)）外，没有其它功能。 

第二个构造方法把位置设置到屏幕左侧外的坐标上（‐300X）并且是在沿着屏幕高度的随机

点上（‐50 到 50Y之间的随机值）。任何时候您想要创建一个新的大尺寸的小行星并沿着屏幕移

动，您都要调用第二个构造方法。任何时候您想要在爆炸小行星的点上创建一个中等尺寸或小

尺寸的小行星，您都要调用第一个构造方法并导入爆炸的小行星的位置。 

屏幕旋转和分辨率 

那么，稍等一下。这里我称为屏幕“左边”的地方在技术上真的是您的Windows  Phone  7

屏幕的“顶端”么？实际上，是的。但是当Windows Phone 7 设备支持多次旋转并且可以在横

屏或竖屏模式中运行游戏时，XNA 在游戏中默认 800×480 横屏左侧旋转。这意味着缺省情况

下您的游戏界面如图 17‐9 所示。 

 

图 17-9 左横屏——XNA 的缺省值 

当在游戏中旋转您的设备，旋转将会自动的为您进行旋转。来自触摸屏的输入也会为您旋

转——虽然来自加速器的输入在您的代码中一定会旋转。 

有时您可能想强制在某一个模式中进行游戏。这可能是您作为开发人员的一个优势因为您

可以更准确的预测用户体验会是什么。尽管如此，您要谨记用户可能期待他们自己可以旋转屏

幕，而拿掉的话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您可以通过在 Game1类的构造方法中设置 graphics.SupportedOrientations语句

强制游戏的选择。对于这个游戏，让我们继续前进并强制游戏以左侧风景进行。要做到这一点，

在您的 Game1类的构造方法中添加下面的语句： 

graphics.SupportedOrientations = DisplayOrientation.LandscapeLeft; 

当我们在谈论屏幕的同时，让我们来解决屏幕分辨率的问题。缺省Windows Phone 7 屏幕

分辨率是 480×800。然而，设备会自动的测量并调整其它分辨率来适应屏幕。您可以通过在

Game1 类 的 构 造 方 法 中 设 置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Widt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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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Height 属性来选择使用不同的分辨率。它也会自动的

调节触摸屏的输入及其它元素等来安装您想要的分辨率。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可以辅助

开发人员更简单的用无标准的分辨率为Windows Phone 7 建立游戏。 

480×800 的分辨率对于您的游戏足够用了所以这里您不需要进行调节。 

更多的模型类 

OK，所以现在您的小行星有了一个基本模型类和一个类。下一步您需要为玩家添加射击的

类。在您的项目中添加新类并命名为 ShotModel.cs。用下面的代码替换该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Touch; 
 
namespace PhoneAsteroids 
{ 
 class ShotModel : BasicModel 
 { 
  // Position and rotation 
  public Vector3 translationVector; 
  Vector3 rotationAxis = Vector3.Zero; 
  Vector3 randomRotation; 
  float maxRotationSpeed = MathHelper.Pi; 
   
  // Speed, scale, and random 
  Vector3 speed = new Vector3(-10, 0, 0); 
  Vector3 scale = new Vector3(3, 3, 3); 
  Random random; 
   
  // Regular asteroid constructor 
  public ShotModel(Model m, Random random, Vector3 initialPosition) 
   : base(m) 
  { 
   this.random = random; 
    
   // Initialize random rotation speed 
   randomRotation = new Vector3( 
    (float)random.NextDouble() * 
    maxRotationSpeed - (maxRotationSpeed / 2), 
    (float)random.NextDouble() * 
    maxRotationSpeed - (maxRotationSpeed / 2), 
    (float)random.NextDouble() * 
    maxRotationSpeed - (maxRotationSpeed / 2)); 
     
   // Initialize position 
   translationVector = new Vector3(initialPosition.X - 25, 
    initialPosition.Y, initialPosition.Z);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 
  { 
   rotationAxis += randomRotation; 
   translationVector += speed; 
    
   base.Update(); 
  } 
   



 

  305

  override public Matrix GetWorld() 
  { 
   return world * Matrix.CreateScale(scale) *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MathHelper.ToRadians(rotationAxis.Y), 
    MathHelper.ToRadians(rotationAxis.X), 
    MathHelper.ToRadians(rotationAxis.Z))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RotationX(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translationVector); 
  } 
   
  public Matrix GetBoundingSphereWorld() 
  { 
   return world * Matrix.CreateScale(scale / 4f)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RotationX(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new Vector3(50, 0, 0))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translationVector); 
  } 
   
  override public Matrix GetWorldForBoundingSphere() 
  { 
   return world * Matrix.CreateScale(scale / 2)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translationVector); 
  } 
 } 
} 

这个类也是非常基础而且也没有什么您没见过的。您在玩家的船的位置上创建一个射击（稍

微的偏移这样它来自船的前端）并且给它一个随机的旋转。速度设置为(‐10, 0, 0)，它会使子弹

在屏幕上从右边移动到左边。 

后，在您的游戏上再添加一个类用来表示玩家本身。在您的项目上添加一个类并命名为

PlayerModel.cs。在该文件中用下面的内容替换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Touch; 
using Microsoft.Devices.Sensors; 
 
namespace PhoneAsteroids 
{ 
 class PlayerModel : BasicModel 
 { 
  Vector3 translationVector = Vector3.Zero; 
   
  // Scale 
  float scale = .025f; 
   
  // Accelerometer stuff 
  Accelerometer accelerometer; 
  Vector3 accelerometerData = new Vector3(); 
  int speed = 5; 
   
  public PlayerModel(Model m) 
   : base (m) 
  { 
   accelerometer = new Accelerometer(); 
    
   // Create an accelerometer event 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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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lerometer.ReadingChanged += 
    new EventHandler<AccelerometerReadingEventArgs>( 
    AccelerometerDataChanged); 
     
   // Start the accelerometer 
   accelerometer.Start();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 
  { 
   // Move the ship based on accelerometer input 
   translationVector.Y += accelerometerData.X * speed; 
   translationVector.X += -accelerometerData.Y * speed; 
    
    
   base.Update(); 
  } 
   
  override public Matrix GetWorld() 
  { 
   return world * Matrix.CreateScale(scale)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RotationX(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GetTranslationVector()); 
  } 
   
  override public Matrix GetWorldForBoundingSphere() 
  { 
   return world * Matrix.CreateScale(scale / 2)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RotationX(MathHelper.PiOver2)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GetTranslationVector()); 
  } 
   
  public Vector3 GetTranslationVector() 
  { 
   // Return current translation vector plus offset 
   // to start player at far right of screen 
   return new Vector3(50, 0, 0) + translationVector; 
  } 
   
  public void AccelerometerDataChanged(object sender, 
   AccelerometerReadingEventArgs e) 
  { 
   // Store accelerometer data 
   accelerometerData.X = (float)e.X; 
   accelerometerData.Y = (float)e.Y; 
  } 
 } 
} 

这个类也不是真的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到目前为止您应该很熟悉该类的大部分。您有一个

平移向量用来存储玩家的位置。使用在之前的类中用过的相同的方法您可以为对象与边界球面

获取世界矩阵。也有一个 GetTranslationVector方法，您将用在其它类中来获取玩家的当

前位置。 

然而，这里有一些您之前从没见过的东西：Accelerometer类和支持方法以及变量用来

处理您的Windows Phone 7 设备的加速器输入。在这个游戏中玩家将通过倾斜电话来沿着屏幕

移动并且使用加速器控制玩家模型的位置。 

您可能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为了使用加速器，我们通过下列代码在类上添加了一个新的



 

命名空间： 

using Microsoft.Devices.Sensors; 

您可能还注意到您的游戏不能把这个引用编译到 Microsoft.Devices. Sensors命名

空间上。那是因为在您访问该命名空间之前，您要在您的项目内添加一个引用到那个库上。为

了添加引用，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右击 PhoneAsteroids\References节点，选择 AddReference。

在结果窗口的.NET标签中，选择Microsoft.Devices.SenSors 库并且点击 OK，如图 17‐10 

 

图 17-10 在 Microsoft.Devices.Sensors 上添加引用 

现在您的代码至少可以编译了。但是在我们运行您的游戏看发生了什么之前，让我们谈论

一下这里在加速器数据上发生了什么。Accelerometer类让开发人员可以在设备上访问加速

器。类有一个名为 ReadingChanged 的事件，当设备上的加速器接收到新的信息时发射。为

了访问这个数据，您要包装一个事件处理器到您命名为 AccelerometerDataChanged 的方

法上，使用下面这个 PlayerModel类的构造方法中的代码： 

accelerometer.ReadingChanged += new EventHandler<AccelerometerReadingEventArgs>( 
 AccelerometerDataChanged); 

当加速器设备有需要处理的新数据时，它现在会调用 AccelerometerDataChanged 方

法。该方法，下面再一次的让您预览，在命名为 accelerometerData的 Vector3变量中存

储来自加速器的 X 和 Y值（表示加速器在每个方向上感觉到移动距离）。 

public void AccelerometerDataChanged(object sender, 
 AccelerometerReadingEventArgs e) 
{ 
 // Store acceleromet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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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lerometerData.X = (float)e.X; 
 accelerometerData.Y = (float)e.Y; 
} 

使它全部运行的 后一个步骤是在您的 Update方法中，在那里您通过速度变量多次用加

速器数据更新平移向量（表示玩家的位置）。该方法当前看起来像下面这样：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 
{ 
 // Move the ship based on accelerometer input 
 translationVector.Y += accelerometerData.X * speed; 
 translationVector.X += -accelerometerData.Y * speed; 
  
  
 base.Update(); 
} 

不错，嗯？现在您应该用您的加速器在游戏中沿着屏幕移动玩家。去吧，编译并运行您的

游戏，看看发生了什么。您应该看到类似于图 17‐11 所示的屏幕。 

 

图 17-11 史上 棒的 Windows Phone 7 游戏！！！ 

哇。现在那是一个看上去很完美的游戏了。以后您就会感谢我帮助您制作了一个这么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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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深刻的软件。现在，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嗯…没有什么。为什么？那就对了，您有了

许多模型和模型类但是您并没有在屏幕上描绘他们。您需要一个像您在前面章节中所建立的模

型管理器。下一步让我们来解决它吧。 

添加模型管理器 

我不想告诉您但是本章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为 Windows  Phone  7 编写代码和为

Windows以及 Xbox 360编写代码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真的没有许多关键的差异。对于想要横跨

多个平台建立游戏的开发人员来说它棒极了，但是对于试着解释这些开发平台之间的差异的作

者来说并不是很好。那就是说，您仍然要整理游戏中剩下的部分。为了做到这一点，在您的项

目中添加命名为ModelManager.cs 的类并用下面的代码替换缺省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namespace PhoneAsteroids 
{ 
 /// <summary> 
 /// This is a game component that implements IUpdateable. 
 /// </summary> 
 public class ModelManager : DrawableGameComponent 
 { 
  // List of models 
  List<AsteroidModel> asteroidList = new List<AsteroidModel>(); 
  List<ShotModel> shotList = new List<ShotModel>(); 
  PlayerModel player; 
   
  // Spawning Asteroid stuff 
  int timeSinceLastSpawn = 0; 
  int nextSpawnTime = 0; 
  int maxSpawnTime = 4000; 
  int minSpawnTime = 2000; 
   
  // Sounds 
  SoundEffect trackSound; 
  SoundEffect collisionSound; 
  SoundEffectInstance trackSoundInstance; 
  public ModelManager(Game game) 
   : base(game) 
  {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component to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it needs to 
  /// before starting to run. This is where it can query for any required 
  /// services and load content. 
  /// </summary> 
  public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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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NextSpawnTime(); 
    
   base.Initializ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Initialize player 
   player = new PlayerModel(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p1_wedge")); 
    
   // Load audio 
   collisionSound = Game.Content.Load<SoundEffect>(@"audio\collision"); 
   trackSound = Game.Content.Load<SoundEffect>(@"audio\track"); 
   trackSoundInstance = trackSound.CreateInstance(); 
   trackSoundInstance.IsLooped = true; 
   trackSoundInstance.Play(); 
    
   // Load all models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asteroid1");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asteroid2");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ammo"); 
    
   base.LoadContent();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component to update itself.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Time to spawn? 
   timeSinceLastSpa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timeSinceLastSpawn > nextSpawnTime) 
   { 
    if(((Game1)Game).random.Next(2) == 0) 
     asteroidList.Add(new AsteroidModel(Game.Content.Load<Model>( 
      @"models\asteroid1"), ((Game1)Game).random, 
      new Vector3(1, 0, 0), AsteroidModel.AsteroidSize.LARGE)); 
    else 
     asteroidList.Add(new AsteroidModel(Game.Content.Load<Model>( 
      @"models\asteroid2"), ((Game1)Game).random, 
      new Vector3(1, 0, 0), AsteroidModel.AsteroidSize.LARGE)); 
    SetNextSpawnTime(); 
   } 
    
   // Update player 
   player.Update(); 
    
   // Loop through all shots and call Update 
   for (int i = 0; i < shotList.Count; ++i) 
   { 
    shotList[i].Update(); 
    if (shotList[i].translationVector.X < -300) 
    { 
     shotList.RemoveAt(i); 
     --i; 
    } 
   } 
    
   // Loop through all models and call Update 
   for (int i = 0; i < asteroidList.Count; ++i) 
   { 
    asteroidList[i].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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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ollision(player, asteroidList[i])) 
    { 
     // Game over 
     Game.Exit(); 
     --i; 
     break; 
    } 
     
    // Check for asteroid out of bounds 
    if (Math.Abs(asteroidList[i].position.X) > 300 || 
     Math.Abs(asteroidList[i].position.Y) > 300) 
    { 
     asteroidList.RemoveAt(i); 
     --i; 
     break; 
    } 
     
    // Check for shots hitting asteroids 
    for (int j = 0; j < shotList.Count; ++j) 
    { 
     if(Collision(shotList[j], asteroidList[i])) 
     { 
      SpawnCollisionAsteroids(asteroidList[i].position, 
       asteroidList[i].size); 
      collisionSound.Play(); 
      shotList.RemoveAt(j); 
      asteroidList.RemoveAt(i); 
      i--; 
      break; 
     } 
    } 
   } 
    
    
   base.Update(gameTime); 
  } 
   
  private void SpawnCollisionAsteroids(Vector3 position, 
   AsteroidModel.AsteroidSize asteroidSize) 
  { 
   if (asteroidSize != AsteroidModel.AsteroidSize.SMALL) 
   { 
    // Spawn 2-4 smaller asteroids if collision was with a 
    // large or medium asteroid 
    int numberToSpawn = ((Game1)Game).random.Next(2, 5); 
    for (int i = 0; i <= numberToSpawn; ++i) 
    { 
     if (((Game1)Game).random.Next(2) == 0) 
      asteroidList.Add(new AsteroidModel(Game.Content.Load<Model>( 
       @"models\asteroid1"), 
       ((Game1)Game).random, 
      new Vector3( 
       ((float)((Game1)Game).random.NextDouble() * 2) - 1, 
       ((float)((Game1)Game).random.NextDouble() * 2) - 1, 
       0), 
      asteroidSize - 1, position));\ 
       
     else 
      asteroidList.Add(new AsteroidModel(Game.Content.Load<Model>( 
       @"models\asteroid2"), 
       ((Game1)Game).random, 
       new Vector3( 
        ((float)((Game1)Game).random.NextDouble() * 2) - 1, 
        ((float)((Game1)Game).random.NextDouble() * 2)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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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eroidSize - 1, position)); 
    } 
   } 
  } 
   
  private bool Collision(BasicModel playerModel, BasicModel asteroidModel) 
  { 
   // Check two models for collision using their bounding spheres 
   foreach(ModelMesh playerMesh in playerModel.model.Meshes) 
   { 
    foreach (ModelMesh asteroidMesh in asteroidModel.model.Meshes) 
    { 
     if (asteroidMesh.BoundingSphere.Transform( 
      asteroidModel.GetWorldForBoundingSphere()). 
      Intersects(playerMesh.BoundingSphere.Transform( 
      playerModel.GetWorldForBoundingSphere())))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public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 Draw player 
   player.Draw(((Game1)Game).camera); 
   // Loop through and draw each asteroid 
   foreach (AsteroidModel asteroid in asteroidList) 
   { 
    asteroid.Draw(((Game1)Game).camera); 
   } 
    
   // Loop through and draw each shot 
   foreach (ShotModel shot in shotList) 
   { 
    shot.Draw(((Game1)Game).camera); 
   } 
    
   base.Draw(gameTime); 
  } 
   
  public void SetNextSpawnTime() 
  { 
   nextSpawnTime = ((Game1)Game).random.Next(minSpawnTime, maxSpawnTime); 
   timeSinceLastSpawn = 0; 
  } 
   
  internal void FireShot() 
  { 
   shotList.Add(new ShotModel(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ammo"), 
    ((Game1)Game).random, player.GetTranslationVector())); 
  } 
 } 
} 

如我之前提到的，没有什么您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但是，也说了让我们快速的浏览本章。 

变量的第一个集合包含了一个小行星模型的清单，一个子弹模型的清单以及一个玩家的模

型。下一步您要产生小行星的变量（与您在前面章节中用过的敌人的随机产生很类似的变量）。

后您得到一些用来处理声音效果的变量。 

注意在您的Initialize方法中调用SetNextSpawnTime—您也在前面的章节做过并且

它设置了您的首个敌人的初始产生时间。到目前为止 LoadContent方法应该非常简单，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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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做的就是载入资源并且播放声道声音效果。 

Update 方法有一点复杂但是此时此刻对您来说仍然是没有什么新鲜的。首先您要检查看

一下是否到了产生新的敌人的时间。如果是，您要随机的创建小行星两种模型中的一种

（asteroid1或者 asteroid2）。下一步，在玩家模型上调用 Update 之后您要循环发射清

单上的所有子弹并在每一个上都调用 Update。然后您要检查看一下是否有子弹出界并及时的

删除。 后，您循环所有的小行星并更新他们，检查游戏结束条件（当船被小行星击中时），删

除出界的小行星，并检查子弹与小行星之间的碰撞。当子弹击中小行星，您产生新的小行星，

播放爆炸音效，并且移除子弹和小行星。 

SpawnCollisionAsteroids方法是当子弹击中小行星时，调用用来创建新的，较小尺

寸的小行星。该方法随机的在 2 和 4 之间选取一个数字并且创建那个数量的较小尺寸（通过

asteroidSize - 1参数）的小行星。 

Collision方法使用每个模型的边界球面来确定任意的碰撞，Draw方法除了循环每个模

型以及调用模型的 Draw 方法之外没有什么其它的作用。 后，SetNextSpawnTime 和

FireShot是相当明了而不需要解释。 

嗯，就是这些了。剩下的就是您的 Game1类把它连接到一起了。 

细节整理 

在 Game1类中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添加下列类成员变量： 

ModelManager modelManager; 
public Camera camera { get; protected set; } 
public Random random { get; protected set; } 
Texture2D attackTexture; 
SoundEffect shotSound; 

头两个变量是您的模型管理器和摄像机游戏部件。随机变量在您的游戏中用于所有的随机

计算。attackTexture变量将被用来在屏幕上描绘小纹理，用户按下它来发射子弹。 后，

发射子弹的声效是 后要添加的变量。 

下一步，您需要用下列代码在您的 Game1类的构造方法中初始化随机变量： 

// Initializ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random = new Random(); 

下一步，在您的 Initialize方法中添加下列代码来初始化以及添加您的两个游戏部件： 

// Initialize Camera 
camera = new Camera(this); 
Components.Add(camera); 
 
// Initialize model manager  
modelManager = new ModelManager(this); 
Components.Add(modelManager); 

然后您需要在您的 LoadContent方法上添加下列代码来载入纹理和音频资源： 

// Load textures 
attack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attack"); 
 
// Load audio 
shotSound = Content.Load<SoundEffect>(@"audio\shot"); 



 

现在，在您的 Update方法中，当用户按下屏幕上的纹理时添加一些发射子弹的代码。在

调用 base.Update之前添加下列代码： 

// Did the user press the attack button on the touch panel? 
TouchCollection touchCollection = TouchPanel.GetState(); 
foreach (TouchLocation touchLocation in touchCollection) 
{ 
 if (touchLocation.State == TouchLocationState.Pressed && 
  GetAttackTextureRect().Contains( 
  new Point((int)touchLocation.Position.X, (int)touchLocation.Position.Y))) 
 { 
  shotSound.Play(); 
  modelManager.FireShot(); 
 } 
} 

这里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仔细观察Windows Phone 7 上的触摸板输入来看一下是怎样运作

的。首先，在TouchPanel类上使用名为GetState的方法。这个方法将以TouchCollection

的形式从您的Windows Phone 7 设备上返回触摸面板的当前状态。这个 TouchCollection存

储 TouchLocation对象的清单，它可以用来确定用户如何以及在哪里按下了触摸面板。 

TouchLocation.State 属性可以被评估用来精确的指出用户如何的与触摸面板互动。

可能的状态值如下所示： 

表 17-1 可能的 TouchLocation 状态 

状态 描述 
Invalid 这个触摸位置无效.通常的,您会遇到这个状态是因为新的触摸位置试图去获取其本

身的之前的状态. 

Moved 这个触摸位置被更新或在同一位置按下 

Pressed 这个触摸位置是新的 

Released 这个触摸位置已经被释放 

在这种情况下，您要查看 TouchLocation.State属性是否是 TouchLocationState. 

Pressed（表示一个新的触摸位置的位置，或者换句话说，按下触摸面板）。如果是，您检查

一下触摸位置的位置（通过 TouchLocation.Position 属性）并且看一下它是否在您的进

攻纹理的边界内。如果是，那么玩家打算发射一个子弹所以您播放声效并且从 ModelManager

中调用 FireShot方法。 

 

为什么我一直在说用户按下纹理来发射子弹？纹理只是一个 2D 图像么？绝对

的，纹理只不过是一个 2D 图像。然而，当为游戏指派用户界面时（或者任意的软

件，就此而言），把界面做的尽可能直观很重要。玩家对于简单的按下屏幕上的任

何一处来获取发射的武器很不习惯，因为传统上你会认为通过击中按钮或者拉某种

触发器才能发射一个武器。所以这里你把这些常用的感觉切换到普通模式中并且你

要为他们描绘出用来按下的按钮。甚至它不是一个按钮，用户不明白—他们也不需

要明白。你知道当他们击中那个纹理你就要发射一个子弹而他们知道当他们看见那

个纹理时，如果他们想要发射子弹的话他们就要击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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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让我们继续。您可能注意到了您引用了一个在您的代码中还不存在的方法：

GetAttackTextureRect。这个方法是用来建立矩形，定义攻击按钮纹理的位置。在 Game1

类中添加下列方法： 

protected Rectangle GetAttackTextureRect() 
{ 
 return new Rectangle(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Width - attackTexture.Width - 10,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Height - attackTexture.Height - 10, 
  attackTexture.Width, 
  attackTexture.Height); 
} 

使用 GraphicsDevice.PreferredBackBufferWidth和 GraphicsDevice.Pre 

ferredBackBu-fferHeight属性以及纹理本身的尺寸，建立一个矩形用来在屏幕上表示按

钮的位置。同样的您也从矩形的 X 和 Y 坐标上减去 10 这样按钮就不会直接的显示在屏幕的角

落里但是可能会发生些微的偏移。 

后，更改您的 Draw方法并添加 ResetGraphicsDevice方法，如下所示：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CornflowerBlue); 
  
 spriteBatch.Begin(); 
  
 // Draw the attack texture on the screen 
 spriteBatch.Draw(attackTexture, 
  GetAttackTextureRect(), 
  Color.White); 
   
 spriteBatch.End(); 
  
 ResetGraphicsDevice(); 
  
 base.Draw(gameTime); 
} 
 
private void ResetGraphicsDevice() 
{ 
 GraphicsDevice.BlendState = BlendState.Opaque; 
 GraphicsDevice.DepthStencilState = DepthStencilState.Default; 
 GraphicsDevice.RasterizerState = RasterizerState.CullCounterClockwise; 
 GraphicsDevice.SamplerStates[0] = SamplerState.LinearWrap; 
} 

这里发生了什么？首先您正在使用 spriteBatch变量描绘 attackTexture。然后即是

调用 ResetGraphicsDevice 方法，它被添加在 Draw 方法下面。那究竟是在做什么？嗯，

您正在混合两种非常不同的描绘技术：2D 精灵和 3D 模型。XNA 4.0 使用了多种状态对象来通知

图形设备如何描绘不同的数据类型。当您在这里使用 SpriteBatch.Begin及其 End来描绘

精灵，它更改那些状态对象并且设置图形设备到准备开始描绘 2D 精灵位置的模式。当图形设

备还处于那个状态中时描绘 3D 对象可以引起不可预测的结果。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在描绘 2D 精灵之后您要通过在 ResetGraphicsDevice 方法中的

代码重置图形设备，它将使设备准备好处理 3D模型。 

这就是所有要做的事情。恭喜！您刚刚编写了您的首个 3D Windows Phone 7游戏！现

在编译并运行游戏，您会看到类似于图 17‐12 所示的画面。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嗯，恭喜您！您刚刚完成了这个星球上很少人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情—为手机设备进行游戏

的编程。此时此刻您已经进入了精英俱乐部，而您的生活也只会越来越好。让我们回顾一下您

刚刚完成的内容的突出部分： 

• 您学会了如何注册开发人员账户，注册您的Windows  Phone  7 设备并使用 Zune  软件开启

您的设备。 

• 您创建了您的首个Windows Phone 7 游戏。 

• 您学会了在Windows Phone 7 上开发所需要的改变（加速器，触摸板输入，屏幕尺寸以及

旋转问题）。 

• 您编写了一个人人喜欢的小行星程序，那会让您的家人为即将到来的时代感到高兴。 

 

图 17-12 干的漂亮！好多的小行星！ 

总结 

• 为您的Windows Phone 7 设备建立游戏之前您需要首先注册一个开发人员账户。 

• 您使用Microsoft Zune 软件开启 Windows Phone 7 设备并通过 Visual Studio 进行连接。 

• 在Windows Phone 7 上进行开发几乎等同于 Windows或 Xbox 360 上的开发，除了少数例外

情况。 

• 通过事件处理器Windows Phone 7 上的加速器可读。 

• 通过 TouchPanel类可以访问Windows Phone 7 设备上的触摸面板。 

• 现在您已经为Windows  Phone  7 构建了 3D 游戏，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您很厉害。

人们知道您。您十分重要并且您有许多精装书，而且您的公寓闻起来充满了红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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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测验：问答 

1.  在Windows Phone 7 上您可以创建哪三种类型的开发人员账户？ 

2.  您使用什么软件开启 Windows Phone 7 设备？ 

3.  您怎样从Windows Phone7 加速器上读取数据？ 

4. Windows Phone 7 游戏的缺省屏幕分辨率和屏幕旋转是什么？ 

5. TouchLocation对象的可能的状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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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章 

多人游戏 

本书的前面几章中讨论了创建真实的人工智能的困难。之前我们仅接触到了一点点的人工

智能，而实际运用在 新版游戏中的复杂算法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到目前为止，您可能已

经认识到了模拟人类玩家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许多情况下，它是如此的复杂，对于游戏来

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您偶尔会玩一下 RTS（即时战略）游戏，里面电脑玩家基本都不做什么防备，或者玩一下

足球模拟游戏，无论调用什么进攻方式，每次都只用一个防守方式阻拦进攻。这也是多人游戏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跟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类对打。说别人的坏话，

打败对方，以及打赢游戏后的那种骄傲感都能带来无限的乐趣，而多人游戏真的可以成瘾。 

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在您的游戏中实现多人游戏功能的不同方法。首先，我们来学习如何

在游戏上添加分屏显示功能，然后我们将试着用 XNA框架联网 API建立一个新游戏。 

分屏显示功能 

在您的游戏上添加多人游戏功能的一种方法是在一个显示器（适用于 PC）或电视（适用于

Xbox  360）上实现分屏显示。分屏显示通常支持一个，两个，三个，或四个玩家同时在一台机

器上进行游戏。 

当在游戏中实现分屏显示时，您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输入控制 

通常，您需要支持 Xbox  手柄输入，因为您也不想让两个，三个或四个人都挤在一个键

盘前。 

摄像机与角度 

您可能会为每个玩家都准备一个独立的摄像机。您需要考虑摄像机的角度，怎样才能让

玩家看到 好的动作场景。 

面积 

当您试着把多个屏幕挤进一个屏幕的时候，屏幕面积就显得十分珍贵。如果正在进行双

人游戏，哪种屏幕分配运行起来会更有效？并排还是上下？ 

当在 XNA 中描绘场景时，图形设备中有一个叫做 Viewport 的属性在本书中还未被提及

过。Viewport属性实际上是一个矩形，表示图形设备绘制场景时的屏幕坐标。默认情况下，

Viewport被设置为客户端窗口的尺寸，从而使图形设备在整个游戏窗口上进行描绘。 

通过更改图形设备的 Viewport实现分屏显示，然后多次（每个玩家对应一个）描绘一个



 

特定的场景，以玩家的视角作为摄像机描绘场景。 

那听起来好像有很多信息，但是不要被吓倒了。看一下图 18‐1中双人游戏分屏显示的视图。 

 

图 18-1 典型的双人游戏分屏显示设置 

为了描绘出一个双人游戏设置的典型垂直堆叠，如图 18‐1 所示，您需要为每个玩家都创建

一个视口（viewport），它将包含屏幕坐标，用来表示为这些玩家描绘的区域。 

在您的 Draw方法中，需要首先针对整个屏幕调用 GraphicsDevice.Clear。这将清除

中间的缓冲区。您在 Clear方法中指定的颜色就是两个分屏幕之间的边界颜色。 

 
为什么清除整个屏幕却只清除了缓冲区？清除整个后台缓冲区非常快，而

且可以使 GPU 的运行 优化。它也重新设置了其他状态使场景可以很快的进行

渲染。 

下一步，设置玩家 1 视口的 GraphicsDevice.Viewport属性，并根据玩家 1 的摄像机

视角描绘场景。然后对玩家 2 进行相同的设置。 

所以，如何根据玩家 1的摄像机视角描绘场景呢？您很有可能为每个玩家设置不同的摄像

机（毕竟，如果您在每个玩家的屏幕上都进行相同的描绘，分屏显示还有什么用呢？）。记住一

个摄像机有两个矩阵，分别代表视角和投影。当描绘时，这些矩阵被导入您的 BasicEffect

或 HLSL 效果中。使用玩家 1 的摄像机描绘，导入的矩阵就代表该摄像机。从不同的摄像机角度

描绘，导入的矩阵就相应的替换为那个摄像机。 

上述是基本的观点。现在，让我们试着实现两个玩家的分屏显示。本节您将用到在第 10

章建立的代码。如果您没有该代码或者您跳过了第 10 章，您可以从本书中剩下的源代码中下

载该代码。 

打开第 10 章的代码，在该项目中您会看见已经实现的摄像机组件，就像您在本书中所有

3D 实例中进行的操作一样。因为所有的玩家都有自己的摄像机和自己的视口，并且因为视口表

示在 3D 中摄像机看到的发射，反映到 2D 中游戏窗口的矩形上，所以在 Camera类上添加视口

是合理的。 

打开 Camera类并添加下列变量： 

public Viewport viewport { get; 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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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您需要对 Camera类的构造方法进行一些改变。您需要接受 Viewport作为一个

参数，并且您要使用该值初始化您刚添加的 viewport变量。另外，在 CreatePerspective 

FieldOfView 的调用中，在构造方法中您正在使用的屏幕高宽比是从当前的屏幕宽和高得出

的。您要使用视口的宽和高进行替换，因为每个玩家分屏的屏幕高宽比将不再符合游戏窗口的

尺寸。 

当前您的构造方法应该看起来像下面这样： 

public Camera(Game game, Vector3 pos, Vector3 target, Vector3 up) : base(game) 
{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pos, target, up); 
  
 projection =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MathHelper.PiOver4,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float)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1, 3000); 
} 

在 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的调用中，更改构造方法，接受 Viewport 参

数并设置视口变量，并且使用视口替换窗口尺寸，如下所示： 

public Camera(Game game, Vector3 pos, Vector3 target, 
 Vector3 up, Viewport viewport) 
 : base(game) 
{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pos, target, up); 
  
 projection = Matrix.CreatePerspectiveFieldOfView( 
  MathHelper.PiOver4, 
  (float)viewport.Width / 
  (float)viewport.Height, 
  1, 3000); 
   
 this.viewport = viewport; 
} 

下一步，打开 Game1类。您已经声明了名为 camera的 Camera类成员变量。尽管如此，

因为您现在正在使用两个 Camera对象（一个是玩家 1，一个是玩家 2），所以移除 camera变

量并添加下面的类成员变量： 

public Camera camera1 { get; protected set; } 
public Camera camera2 { get; protected set; } 

下一步，您需要初始化两个新的 Camera 对象。当前，您正在用下面的代码在 Game1 类

的 Initialize方法的开端初始化您刚刚移除的摄像机： 

// Camera component 
camera = new Camera(this, newVector3(0, 0, 50), 
Vector3.Zero, Vector3.Up); 
Components.Add(camera); 

移除该代码并用下面的代码替换，在创建适当的 Viewport 对象之后，初始化两个新

Camera对象： 

// Create viewports 
Viewport vp1 = GraphicsDevice.Viewport; 
Viewport vp2 = GraphicsDevice.Viewport; 
vp1.Height = (GraphicsDevice.Viewport.Height / 2); 
 
vp2.Y = vp1.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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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2.Height = vp1.Height; 
 
 
// Add camera components 
camera1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0), 
 Vector3.Zero, Vector3.Up, vp1); 
Components.Add(camera1); 
 
camera2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0), 
 Vector3.Zero, Vector3.Up, vp2); 
Components.Add(camera2); 

注意当创建新的 Viewport对象时， 初都设置成 GraphicsDevice.Viewport。记住，

默认情况下，图形设备的视口是包围整个游戏窗口的矩形。您这两个新建视口跟表示游戏窗口

的矩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所以这里是开始的好地方。顶部视口（vp1）的 X、Y和 Width

属性都和游戏窗口的属性相同，所以因为 vp1 您要改变的地方是窗口的高度。把它设置成原始

视口高度的一半并减去偏移量，在两个玩家视口之间保留一个小的缓冲器。 

vp2 视口的 X和 Width属性也与游戏窗口的属性相同，所以您要做的就是改变 Y属性，使

vp2 视口的顶部刚好在 vp1 视口底部的下面，并且改变视口的高度，使 vp2 视口的高度与 vp1

视口的高度相同。 

之后，您创建所有的摄像机并在构造方法中导入相应的视口。 

下一步，您要修改描绘场景的代码。您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描绘：在 Game1类中，和在

ModelManager类中。好，严格来说您不是在 ModelManager类中进行描绘，而是在您的模

型条目中的每个模型上调用 Draw 并且从描绘中导入摄像机对象。在 ModelManager 类中通

过下列代码完成： 

public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 Loop through and draw each model 
 foreach (BasicModel bm in models) 
 { 
  bm.Draw(((Game1)Game).camera); 
 } 
  
 base.Draw(gameTime); 
} 

记住每个视口您都要描绘一次场景。您可以在 Game1类中多次调用 ModelManager类中

的 Draw方法（每次您在 Game1中调用 base.Draw，所有游戏组件中的 Draw方法也会被调

用）。尽管如此，您需要提供一种让 ModelManager类知道用哪个摄像机描绘的方式。在 Game1

类中添加下列变量，您将使用它们设置根据哪个摄像机描绘当时的场景： 

public Camera currentDrawingCamera { get; protected set; } 

下一步，在您的 ModelManager类的 Draw方法中更改 bm.Draw调用，使用来自 Game1

类的 currentDrawingCamera对象描绘使用模型： 

bm.Draw(((Game1)Game).currentDrawingCamera); 

您要做的 后一件事是更改 Game1 类中描绘场景的代码。当前，您的 Game1 类的 Draw

方法代码看起来相当的空：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Cornflower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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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DO: Add your drawing code here 
  
 base.Draw(gameTime); 
} 

更改 Draw方法，如下所示：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 Clear border between screens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Black); 
  
 // Set current drawing camera for Player 1 
 // and set the viewport to Player 1's viewport, 
 // then clear and call base.Draw to invoke 
 // the Draw method on the ModelManager component 
 currentDrawingCamera = camera1; 
 GraphicsDevice.Viewport = camera1.viewport; 
  
 base.Draw(gameTime); 
  
 // Set current drawing camera for Player 2 
 // and set the viewport to Player 2's viewport, 
 // then clear and call base.Draw to invoke 
 // the Draw method on the ModelManager component 
 currentDrawingCamera = camera2; 
 GraphicsDevice.Viewport = camera2.viewport; 
  
 base.Draw(gameTime); 
} 

执行设置摄像机和视口的所有逻辑，然后除了清除屏幕和调用 base.Draw外不做任何事，

这看起来可能有点愚蠢，但是记住实际上是ModelManager在描绘模型，当您调用base.Draw

时，ModelManager 中的 Draw 方法也将被调用。同样，使用您在 Game1 类的 Draw 方法中

在图形设备上设置的视口，直到您把图形设备上的视口设置为其它。那就意味着，您可以通过

在 Game1类的 Draw方法中设置视口，也影响 ModelManager类的 Draw方法。 

在这个点上编译并运行游戏，您应该在两个不同的视口里看到两艘船，如图 18‐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您看到的不是两艘不同的船。您只描绘了一个模型，所以实际上您

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同一艘船。当创建两个摄像机时，把其中一个放在(0,  0,  50)位置上

看向原点(船被描绘出来的地方)而另一个放置在(0, 0, ‐50)，同样的也看向原点。这就说明了为什

么一个视口显示的船是面向右侧而另一个视口是面向左侧—两个视口从相反的方向观察同一艘

船。 

这个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它什么也没做。为了在盯着船看的时候有趣些，您可能需要为

玩家提供更多的东西。我们不会把这个实例设计到真实的游戏中，但是在这个实例中它将会帮

助您看清两个不同的摄像机如何独立移动。现在，您在原点描绘一艘船并且用一个摄像机从一

边观察，而用另一个摄像机从相反的方向观察。每个摄像机都以游戏窗口一半尺寸的视口来描

绘这艘船，分屏界面如图 18‐2 所示。 

因为您要使两个摄像机在这个实例中移动，所以首先您应该使船停止旋转。如果在 3D 空

间中移动，船静止的话会让您看的更清楚。让船停止旋转，可以在您创建的船上用 BasicModel

类替换 SpinningEnemy类。 



 

 

图 18-2 我等不及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玩这个双人特攻船游戏了！ 

在 ModelManager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更改创建船的语句，使用 BasicModel，

如下： 

models.Add(new BasicModel( 
 Game.Content.Load<Model>(@"models\spaceship"))); 

如果您现在编译并运行游戏，您会看到同一艘船的两个场景，一个是飞船的前方，另一个

是飞船的后方。现在您需要添加在 3D 空间中移动摄像机的一些代码。在 Camera 类上添加下

列变量： 

// Vectors for the view matrix 
Vector3 cameraPosition;  
Vector3 cameraDirection;  
Vector3 cameraUp; 
 
// Speed 
float speed = 3; 

这里添加的前三个变量可以用来再建摄像机的视景矩阵。会有一些熟悉，因为这跟本书第

11 章中使用的技术相同。因为您要在 3D 空间中移动摄像机，所以每次调用 Update方法时，

您都要用一个新的摄像机位置，方向和向上向量来再建视景矩阵。有了这些变量您才可以完成

上述操作。 

后一个变量是用来确定摄像机移动的速度。 

下一步，您需要在 Camera类中添加下列方法，处理视景矩阵的重建： 

private void CreateLookAt( ) 
{ 
 view = Matrix.CreateLookAt(cameraPosition,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camera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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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Camera类只创建了一次视景矩阵，在构造方法内，使用下列代码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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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 Matrix.CreateLookAt(pos, target, up); 

用下列代码替换该语句，它会相应的设置位置，方向，以及向上的变量，并且通过调用您

刚刚添加的方法创建新的矩阵： 

// Create view matrix  
cameraPosition = pos;  
cameraDirection = target - pos;  
cameraDirection.Normalize(  );  
cameraUp = up; 
CreateLookAt(  ); 

再一次的，这与第 11 章中的技术相同。根据摄像机的位置和目标之间的差异可以得出方

向向量。这个向量将被用到摄像机的旋转中。通过调用 Normalize 调整该向量，赋予该向量

一个量值。完成后，当 cameraDirection向量乘以 speed变量时，结果向量才有用 speed

表示的该值的大小量值（意思是您的摄像机将以用 speed变量表示的速度移动）。 

因为每次调用 Update 方法时，您的摄像机都要再建视景矩阵，所以在 Camera 类的

Update方法中添加下列语句： 

CreateLookAt(  ); 

下一步，在 Camera类上添加下列方法，您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前后移动摄像机，以及左右

扫射： 

public void MoveForwardBackward(bool forward) 
{ 
 // Move forward/backward 
 if (forward)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 speed; 
 else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 speed; 
} 
public void MoveStrafeLeftRight(bool left) 
{ 
 // Strafe 
 if (left) 
 { 
  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 speed; 
 } 
 else 
 { 
  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Up, cameraDirection) * speed; 
 } 
} 

现在剩下的就是摄像机的移动。在 Game1类的 Update方法中添加下列代码： 

// Move the cameras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 
 
// Move camera1 with WASD keys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W)) 
 camera1.MoveForwardBackward(tru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S)) 
 camera1.MoveForwardBackward(fals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A)) 
 camera1.MoveStrafeLeftRight(tru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D)) 
 camera1.MoveStrafeLeftRight(false); 
// Move camera2 with IJKL 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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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I)) 
 camera2.MoveForwardBackward(tru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K)) 
 camera2.MoveForwardBackward(fals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J)) 
 camera2.MoveStrafeLeftRight(tru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L)) 
 camera2.MoveStrafeLeftRight(false); 

该代码使您可以用 WASD 键移动顶部视景（摄像机 1）而用 IJKL 键移动底部视景（摄像机

2）。在该点上编译并运行游戏，您会看见两个摄像机都彼此独立的移动。如果您想要在摄像机

上添加旋转功能，您可以使用前面章节里提到的摄像机旋转代码进行操作，执行方法跟刚才您

添加的移动摄像机代码类似。 

摄像机（Camera）在哪？ 

当您移动一个摄像机，您应该能看到另一个摄像机的位置，但是您却看不到。为什么？

在 3D 空间中，当移动摄像机 1 时您看不到摄像机 2 是因为摄像机不是描绘的对象。也

就是，在这个实例中，您可以移动每个摄像机去观察另一个摄像机的位置点，但是您却看不

到那里的场景，因为在游戏中摄像机不是可见的对象。 

比方说，您想要把游戏做在一个空间中，每个玩家都在 3D 空间内驾驶一艘船并且彼此

互相射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您要采用当前拥有的代码并且为每个摄像机在摄像机的位置

上描绘一艘船并旋转，让它跟摄像机朝向的方向相同。只有那时，您才会在游戏本身中看到

某些代表其它玩家的场景。 

就是这么简单！您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在任何游戏上添加分屏功能。支持三个玩家，使用三

个视口和三个摄像机。支持四个玩家，使用四个视口和四个摄像机。 

根据您的游戏细节，您也可以添加每个摄像机独立移动的功能，以及单独与世界交互的其

它动作，这些都取决于玩家赋值到该摄像机上的输入。 

网络游戏开发 

在Microsoft 的图像 API圈内，网络已经被热烈讨论了很长时间。自从 DirectX 和 DirectPlay

库诞生以来，就见证了各种各样的成功。然而，DirectPlay在 TCP/IP变成今天这种标准之前就已

经被创建出来了，所以 后它才会被否决。代替 DirectPlay，DirectX 开发人员被告知 Windows

套接口库（sockets libraries） 终会成为开发网络游戏功能的工具。 

XNA  1.0 也跟风，不支持 System.net 以外的联网 API和不支持在 Xbox  360 上的网络游戏。

结果？XNA 1.0 的开发人员 想得到的特色是一种完全崭新的联网 API。因为这个原因，从 XNA 

Game Studio 2.0 开始，Microsoft 允许开发人员在Windows和 Xbox 360 上使用Windows API的

Live。 

根据 2008 年 Shawn Hargreaves（微软 XNA社区游戏平台团队的工程师）在游戏开发者大会

（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上的陈述，XNA团队的设计目标包括： 

• 使网络多人游戏可用。 

• 简化 API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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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API可以为用户处理较低等级的网络细节。 

• 支持Windows Live的 Xbox Live和 Games。 

• 允许使用单一的 Xbox 360 和 PC进行开发。 

• 不需要专用服务器。 

XNA 联网 API 大的优点是使用简单。如果您曾经用其它语言或库处理过网络代码，那么

您很可能会发现 XNA以简单的原则实现了全新的升级。 

XNA的多人游戏连接使用Windows LIVE平台的 Xbox LIVE和 Games。您可能会对 Xbox LIVE

的工作方式有一些熟悉，但是 Windows LIVE的 Games对于您来说是全新的。本质上，Windows 

LIVE使用和 Xbox  LIVE相同的方式把Windows游戏和游戏代号与在线身份连接起来。事实上，

他们使用相同的在线游戏代号与身份。在本章的后面您也将看到，Windows LIVE平台的 Games

甚至使用了一系列跟 Xbox 360 操纵台极为相似的屏幕来进行注册和其它账户维护活动。 

表 18‐1 列出了 PC 和 Xbox  360 上不同的游戏类型对 XNA 创建者俱乐部以及 LIVE 会员资格

不同要求的清单。 

表 18-1 XNA 创建者俱乐部与 LIVE 会员资格要求 

XNA 框架与网络使用 Xbox 360 PC 
运行 XNA框架游戏 LIVE Silver会员与创作者俱乐

部会员 

无会员资格要求 

使用 SystemLink LIVE Silver会员与创作者俱乐

部会员 

无会员资格要求 

在 Windows Live服务器上

注册 Xbox LIVE和 Games 

LIVE Silver会员与创作者俱乐

部会员 

LIVE Silver会员与创作者俱乐

部会员 

使用 Xbox LIVE 

Matchmaking 

LIVE Gold会员与创作者俱乐部

会员 

LIVE Gold会员与创作者俱乐部

会员 

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您用Windows LIVE写的 PC游戏代码和 Xbox 360以及Windows Phone 

7 兼容。联网 API将在这些平台中的任意一个上运行，尽管 Zune 还有一点细节问题需要担心（例

如，不支持游戏代号）。 

网络配置 

当编写网络游戏时，需要考虑的 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您正在使用哪种类型的网络（对等网

络，客户端/服务器，或桥接）。您选择的网络对您如何处理游戏内的网络流量，以及应用的性

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对等网络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彼此的客户端。当其中一台电脑发生变化时，那台电脑

会给所有其它的电脑发送信息，通知他们发生了什么。以空间射击游戏为例，比如您正在玩一

个有五个人参与的游戏。如果其中一个电脑的玩家发射了一颗子弹，该电脑就会给所有其它电

脑发送信息通知他们已经发射了一颗子弹。图 18‐3 中展示了典型的对等网络结构图。 

与对等网络相反，客户端/服务器网络配置通常只有一个服务器，而剩下的机器都是客户端。

所有的通讯都在服务器上运行。以之前的五人空间射击游戏为例，如果一个玩家开了一枪，在



 

客户端/服务器网络中，该电脑会给服务器发送一条信息（除非该电脑就是服务器），然后服务

器会把信息发送到所有的客户端。 

典型的客户端/服务器配置如图 18‐4所示。 

您可能首先会想到客户端/服务器配置有个薄弱环节，那就是所有的通信都在一台机器上运

行。在某些情况中，可能是这样。然而，看看图 18‐3中对等网络中的所有箭头（表示网络信息）。

想象一下在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中使用这种网络，其中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玩家

同时在玩游戏。在该游戏中，信息在每台电脑之间来回交换，很快您就可以看到通信与信息处

理是如何失控的。 

这不是说对等网络就永远是不好的。在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中，如果服务器故障，游戏就结

束了。而在对等网络中那就根本不是问题了，游戏的“主机”可以轻易的就从一个电脑转换到

另一个电脑上。 合适的网络配置其实是取决于在游戏中您需要追踪多少信息以及同时有多少

个玩家处于游戏中。 

 

图 18-3 典型的对等网络——所有的电脑彼此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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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典型的客户端/服务器网络—所有的信息通过服务器运行 

编写XNA网络游戏 

贯穿本章剩下的部分，我们将使用 XNA 联网 API 建立一个游戏，使多人游戏功能通过

Windows网络生效。同样的代码可以被应用到 Xbox 360 系统连接网络功能上。 

本节中，您将开始一个新项目，但是您会使用到本书第 8章中完成的项目的一些代码和资

源。如果您没有第 8 章的代码，您可以下载本书剩下的代码部分。 

 

本章假定您已经通读本书并对 Visual Studio 2010和 XNA Game Studio 4.0 十分熟悉。如果您

发现自己不熟悉本章的原理时，请参阅本书前面的章节。 

同样地，因为本书中所有其它的游戏都使用 XACT 制造音频，我假定到目前为止您已经很

熟悉 XACT与它的工作规则。因此，本章将改为使用 XNA Framework 4.0提供的简化音频 API实

现声音。如果您想学习更多关于 XACT的知识，请参考本书的其它实例。 

现在开始吧，在 Visual Studio中创建一个新 XNA 4.0Windows Game项目，命名为 Catch。 

我希望在本章的开始部分简单介绍网络 API，然后在网络游戏中展示 API。

然而，因为这个决定，本章将含有大量的代码。 

如果你对键入这么多的代码感到厌烦，你可以下载到本章的源代码并在阅

读本章的同时可以试运行一下，这样应该可以减少接下来这段冗长的阅读所造

成的头疼。 

您需要在第 8 章源代码的项目上添加两个文件。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右击您的项目，

选择 AddExisting Item…，转到第 8 章的源代码。选择下列文件添加到您的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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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te.cs 

• UserControlledSprite.cs 

您要创建一个 2D 网络游戏，其中一个玩家要围着屏幕追逐另一个玩家，目标是碰撞另一

个玩家。被追逐的玩家离追赶者越远，他的得分越多。您要更改现有的精灵类来处理多人网络

游戏中的精灵对象。 

更改精灵类 

在 Sprite类中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变从 AnimatedSprites到 Catch的类的命名空

间： 

namespace Catch 

在这个游戏中，玩家要轮流追逐彼此。有两个精灵对象：一个传动精灵和一个动态精灵。

动态精灵总是围着屏幕追逐传动精灵。因为玩家会从传动精灵到动态精灵来回转换，所以您需

要列出自动实现属性的变量。要做到这一点，在 Sprite类中添加下列类成员变量： 

public Texture2D textureImage { get; set; } 
public Point sheetSize { get; set; } 
public Vector2 speed { get; set; } 
public Vector2 originalSpeed { get; set; } 

您还需要在两轮之间设置精灵的位置，这样在开始时追赶者和被追的玩家才不会彼此挨着。

把 GetPosition属性访问器改为 Position并添加一个 set访问器： 

public Vector2 Position 
{ 
 get { return position; } 
 set { position = value; } 
} 

更改用户控制精灵类 

下一步，让我们开始改变UserControlledSprite类。首先，更改从AnimatedSprites

到 Catch的命名空间： 

namespace Catch 

在前面的章节中，当您使用这些类在 2D 游戏中工作时，您是在处理一个玩家的游戏而得

分被保存在 Game1类中。现在您是在处理两个玩家的游戏，所以您要在 Game1类中添加第二

个得分变量或者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一个 UserControlledSprite代表一个玩家，所

以在这个类中添加得分是合理的。在 UserControlledSprit类中添加下列类成员变量： 

public int score { get; set; } 

同样的，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您要在追逐的精灵与被追逐的精灵之间来回转换。那就意味

着您要添加一个变量，用来追踪当前这个特殊的玩家精灵在扮演哪个角色： 

public bool isChasing { get; set; } 

然后，更改这两个 UserControlledSprite类用来接收追逐参数。同样的在这两个构造

方法的主体上添加代码用来初始化 isChasing和 score变量： 



 

 330 

public UserControll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bool isChasing)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null, 0) 
{ 
 score = 0; 
 this.isChasing = isChasing; 
} 
 
public UserControlled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bool isChasing)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null, 0) 
{ 
 score = 0; 
 this.isChasing = isChasing; 
} 

后，更改 UserControlledSprite 类的 Update 方法用来接收一个表示 Update 方

法是否应该移动精灵的参数。 

然后只有当参数为真才使用该代码运行移动精灵的代码。注意因为基类的 Update方法没

有这个参数，所以您要在方法定义中移除 override关键字。 

更改过的 Update方法应看起来像下面这样： 

public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bool moveSprite) 
{ 
 if (moveSprite) 
 { 
  // Move the sprite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 property 
  position += direction; 
   
  // If the sprite is off the screen, put it back in play 
  if (position.X < 0) 
   position.X = 0; 
  if (position.Y < 0) 
   position.Y = 0; 
  if (position.X > clientBounds.Width - frameSize.X) 
   position.X = clientBounds.Width - frameSize.X; 
  if (position.Y > clientBounds.Height - frameSize.Y) 
   position.Y = clientBounds.Height - frameSize.Y; 
 }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现在，Update方法仅是用来更新精灵的画面而不是移动精灵，其中 moveSprite参数被

设置为假。为什么您会想到仅更新画面而不移动 UserControlledSprite呢？ 

这是稍微谈论一下网络数据的好时机。通过网络导入数据是性能方面的薄弱环节。虽然网

络性能非常快，但还是无法跟上您的 PC或 Xbox  360 的内部速度。因为这样，您需要限制通过

网络传递的数据流量。 

在这个游戏中，您将执行对等网络，也就是每个 PC将发送数据到其它 PC上，让它知道发

生在游戏实例中的事情。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当一个玩家在他的游戏实例中移动一个精灵时，

比如说有两台电脑在玩这个游戏。其中一个玩家沿着屏幕追逐另一个玩家。如果追逐的玩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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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键盘上按下一个键向左移动或按下手柄上的操纵杆，另一台电脑怎么会知道他移动了呢？

答案是，它不会知道。 

这就是信息介入的地方。当追逐的玩家向左移动，他正在玩的游戏实例需要更新另一个玩

家的位置，然后通知另一台电脑上的游戏实例这个玩家已经向左移动了。完成这个操作的一个

方法是从追逐的玩家的电脑上发送整个 UserControlledSprite对象到另一台电脑。然后另

一台电脑从网上获取这个信息并在它的游戏实例中使用这个信息作为追逐的玩家。 

然而，虽然 UserControlledSprite可能有另一台电脑需要的所有数据，但是它还有许

多其它数据（例如，纹理、帧尺寸、分层尺寸、数值范围以及其它信息）。另一台电脑已经有了

这个信息，不需要重复发送。另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是仅把改变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玩家的

位置）发送给另一台电脑。接收电脑可以从网上获得追逐的玩家的位置并把它用在相应的新位

置上。这样，即使追逐的玩家使用不同的电脑打游戏，他也可以在被追逐的玩家的电脑上移动。 

复杂的地方是除了更新追逐的玩家的位置，被追逐的玩家的电脑还需要制作该精灵的图画。

另一种解决方法是不仅把精灵的位置传递到另一台电脑上，还要把当前的精灵画面也传递过去。

但是为什么您不需要那么做呢？ 

有两个原因：需要在网络中发送更多的数据，而且也没有必要。会有人注意追逐玩家的精

灵在启动第二台电脑的图画序列之后晚了一个画面或两个画面么？在这个游戏中没有。在其它

的游戏中可能会是个问题，但在本游戏中每个精灵有一个单一的，连贯的图像就可以，没有人

会注意是否有些微的不同步。因此，不值得用网络发送额外的数据。 

相反，您需要一种更新 UserControlledSprite 的方式，UserControlledSprite

表示另一个玩家，然后根据用户输入无需移动就能更新该玩家的动画——因此您刚添加的参数

将导致 Update方法仅更新动画画面。 

为Game1 类编码 

在 Game1类中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添加用来表示游戏状态的 enum。在之前的章节中我

们谈论了游戏状态，但他们从没有像在网络游戏中这么重要过。超出了游戏中的典型状态（显

示说明或启动界面的开始状态，游戏中状态，以及结束游戏状态），在网络游戏中您通常也有注

册状态，其中玩家可以登录到 Windows LIVE的 Xbox LIVE或 Games上，一个您可以找到自己的

游戏时域的状态，以及一个您可以创建时域的状态。 

实际上您需要在 Game1类的外面添加下列 enum，在 Catch命名空间声明与类声明之间。

这将使您后面添加的其它类可以更容易的访问游戏状态： 

namespace Catch 
{ 
 // Represents different states of the game 
 public enum GameState { SignIn, FindSession, 
  CreateSession, Start, InGame, GameOver }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 

此外，您需要添加另一个 enum，代表通过网络发送的信息的不同类型。为什么？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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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因为立即您就能看到，当您的游戏从网络上读取数据时，它需要提前知道进入的数据类型

（int、string、Vector2等等）您也需要知道进入的数据的数量（两个 int？三个 int？

一个 int和两个 string？）如果您总是在每个信息中发送完全相同的数据类型和相同的数量，

这就不算问题。尽管如此，您的信息很可能比那还要更复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在每个信息的开端就发送一个值，通知接收电脑将要导入什么

类型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您要发送数据通知另一台电脑，开始游戏，结束游戏，重新开始

游戏，再次加入大厅，或者更新玩家的位置。所以，在 GameState enum 之后立刻添加下列

enum： 

// Represents different types of network messages 
public enum MessageType { StartGame, EndGame, RestartGame, 
 RejoinLobby, UpdatePlayerPos } 

您需要添加网络代码到您的 Game1类里，所以在文件顶部使用下面 using语句：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Net; 

下一步，在 Game1类上添加下列类成员变量： 

// Fonts 
SpriteFont scoreFont; 
 
// Current game state 
GameState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SignIn; 
 
// Audio variables 
SoundEffectInstance trackInstance; 
 
// Sprite speeds 
Vector2 chasingSpeed = new Vector2(4, 4); 
Vector2 chasedSpeed = new Vector2(6, 6); 
 
// Network stuff 
NetworkSession networkSession; 
PacketWriter packetWriter = new PacketWriter( ); 
PacketReader packetReader = new PacketReader( ); 

大部分的内容您都会感到熟悉。您要使用 scoreFont 变量在屏幕上描绘文本。

currentGameState 变量从 GameState enum 保留了一个值，表示游戏当前的状态。

trackInstance 变量保留了声道声音的实例，所以当游戏结束时您可以停止它。两个

Vector2变量都保留了表示每个精灵（追逐的精灵将比被追逐的精灵移动的要慢一点）速度的

数据。 

在那个代码模块的尾端列出了您以前从未见过的三个新的变量：networkSession、

packetWriter以及 packetReader。 

XNA中网络游戏的骨干是 NetworkSession类。该类表示您的游戏的一个单一多人游戏。

通过这个类您可以访问时域的所有成员（通过 AllGamers属性语句，Gamer对象的集合，），

游戏主机（通过 Host成员，也就是 NetworkGamer对象），以及其它与多人游戏时域相关的

属性。 

其它两个变量被用来通过网络发送数据到另一台电脑上。PacketWriter把信息的信息包

写到网络上，然后 PacketReader从网络上读取信息包信息。 



 

信息包 

什么是信息包？我们是在谈论顶级拉面中添加的味精调味包么？ 

不是那样的。网络和信息包真的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略微提到了一些高端网络配置术

语，但是我不会深入研究信息包和低端的网络通信。如果您对那些感兴趣，您可以从其它地

方学到更多的相关知识。 

本书中，您只需了解当您发送数据到另一台电脑时，接收您发送的数据的地方叫做“信

息包”。您的信息包可包含变量的大量数据（例如，其中一个信息包可以仅包含 int，而另

一个信息包可以包含一个 string、一个 int、两个 Vector2以及 5 个 float）。 

您在信息包上写入数据然后发送，当读取信息时，读取信息包并通过信息包分析找到您

需要的数据。 

想象一下，您囤积了很多顶级拉面的调味包，而您仅能通过这些包与您的朋友们进行交

流（强烈推荐）。您写下一个注释（“嗨，Brant！”）并把他贴到包上，然后交给您的朋友。一

会之后您拿回另一个包。打开上面写着，“嗨，Aaron！您好吗？”然后您写下另一个注释（“很

好！您呢？很抱歉今天我在美式壁球中打败了您。”）并贴到另一个包上，然后交给您的朋友。

这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但是会浪费很多味精调料包…… 

您要做的下一件事是在 Game1 类的 Initialize 方法中添加下列代码，就在调用

base.Initialize之前： 

Components.Add(new GamerServicesComponent(this)); 

您已经很熟悉游戏组件了，就像您看到的，在这个游戏中这个代码在您的游戏组件条目上

添加了类型 GamerServicesComponent 的游戏组件。很明显的问题是，什么是

GamerServicesComponent？该组件可以使所有的网络与玩家服务生效。可以让您的游戏自

动使用Windows LIVE功能的 Xbox LIVE和 Games。 

 

如果你使用玩家服务组件，用 PC 运行游戏将不得不安装全部的 XNA Game 

Studio—XNA 的基本重新配置不支持玩家服务。 

下一步，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在 CatchContent节点下添加新建文件夹，并命名为 Fonts。

在该文件夹上添加新的精灵字体文件并命名为 ScoreFont.spritefont。然后在 Game1 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载入字体： 

scoreFont = Content.Load<SpriteFont>(@"fonts\ScoreFont"); 

添加更新代码 

现在，您需要更改 Game1 类的 Update 方法用来在当前游戏状态下调用不同的方法（您

需要立刻添加这些方法）：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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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Exit( ); 
   
 // Only run the Update code if the game is currently active. 
 // This prevents the game from progressing while 
 // gamer services windows are open. 
 if (this.IsActive) 
 { 
  // Run different methods based on game state 
  switch (currentGameState) 
  { 
   case GameState.SignIn: 
    Update_SignIn( ); 
    break; 
   case GameState.FindSession: 
    Update_FindSession( ); 
    break; 
   case GameState.CreateSession: 
    Update_CreateSession( ); 
    break; 
   case GameState.Start: 
    Update_Start(gameTime); 
    break; 
   case GameState.InGame: 
    Update_InGame(gameTime); 
    break; 
   case GameState.GameOver: 
    Update_GameOver(gameTime); 
    break; 
  } 
 } 
  
 // Update the network session and pump network messages 
 if (networkSession != null) 
  networkSession.Update( ); 
 
 base.Update(gameTime); 
} 

除了您还没有进行编码的方法，还有几个其它事情值得一提。首先，用包含

this.IsActive 的 if 声明包围游戏逻辑。这与之前添加的 GamerServicesComponent

相关。如果有需要的话，该组件会自动的渲染注册屏幕与账户操作面板。当这样做的时候，游

戏会静止（即使在同一个窗口中描绘）。当某个玩家在玩家服务界面进行操作时，您不需要进行

任何处理，所以本质上这是当那些屏幕可见时暂停游戏逻辑的一种方式。 

其次，靠近方法的尾端是在 NetworkSession 对象上调用 Update。如之前提到的，

NetworkSession 处理所有的会话信息、玩家信息以及跟游戏当前会话相关的其它信息。为

了更新时域和促进通过时域的网络信息，您不得不在该对象上调用 Update。如果您不在

NetworkSession对象上调用 Update，您将不能接收其他玩家发来的信息。 

在SignIn状态下更新游戏 

下一步，在 Game1类上添加 Update_SignIn方法： 

protected void Update_SignIn( ) 
{ 
 // If no local gamers are signed in, show sign-in screen 
 if (Gamer.SignedInGamers.Count < 1) 
 { 
  Guide.ShowSignIn(1, false); 



 

 } 
 else 
 { 
  // Local gamer signed in, move to find sessions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FindSession; 
 } 
} 

这个方法检测有多少个本地玩家通过 Gamer.SignedInGamers属性注册到游戏中。如果

没有玩家注册到游戏中，玩家服务注册界面（图 18‐5 和 18‐6）通过调用 Guide.ShowSignIn

显示。这个方法的参数包括窗格计数，表示要显示的注册窗口窗格数量（Windows 仅允许一个

窗格，但是 Xbox  360 允许一个、两个或四个窗格），而在线仅是标记，是表示游戏是会承认本

地玩家还是强制玩家在线注册的布尔值（Boolean）。 

如果您之前从未在这个电脑上注册过账户，玩家服务注册窗口如图 18‐5 所示。 

如果您之前已经在当前电脑登录过的话，那么 Games  for Windows  Live窗口将会给你一个

选择——要么创建一个新账号要么继续当前账户配置。 

 

Games for Windows Live 为 PC 提供了测试 Xbox360 游戏功能。因

此，当您在 PC 上玩 Games for Windows Live 时，您必须注册并登录高

级 XNA Creator's Club 账户。如果登录非高级账号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期的

GamerServicesNot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一旦有一个玩家登录进来，游戏即进入 FindSession状态。 

 

图 18-5 首次登录 Games for Windows-LIVE 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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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indSession状态下更新游戏 

下一件您要做的事情就是添加 Update_FindSession方法： 

private void Update_FindSession( ) 
{ 
 // Find sessions of the current game 
 AvailableNetworkSessionCollection sessions = 
  NetworkSession.Find(NetworkSessionType.SystemLink, 1, null); 
 if (sessions.Count == 0) 
 { 
  // If no sessions exist, move to the CreateSession game state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CreateSession; 
 } 
 else 
 { 
  // If a session does exist, join it, wire up events, 
  // and move to the Start game state 
  networkSession = NetworkSession.Join(sessions[0]); 
  WireUpEvents( );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Start; 
 } 
} 

Update_FindSession方法通过调用 NetworkSession.Find方法来为当前游戏搜寻

活动的会话（session）。因为您是使用 NetworkSessionType.SystemLink来创建游戏的，

所以创建会话的电脑和寻找会话的电脑必须处在同一个子网才能相互发现对方。您也可以通过

向 Find 方法传递参数来指定寻找另一个会话的特定条件，比如说您希望寻找使用

SystemLink并且只允许一个本地玩家的游戏。 

如果找不到会话，游戏则前进到 CreateSession状态来创建一个新会话；如果找到了会

话，当前游戏就会加入那个会话。然后您要用 WireUpEvents 方法来将一些玩家事件联线起

来，这部分代码您接下来将会写到。 终，游戏将进入到 Start状态。 

现在来添加 WireUpEvents和事件处理程序（event‐handler）方法，代码如下： 

protected void WireUpEvents( ) 
{ 
 // Wire up events for gamers joining and leaving 
 networkSession.GamerJoined += GamerJoined; 
 networkSession.GamerLeft += GamerLeft; 
} 
 
void GamerJoined(object sender, GamerJoinedEventArgs e) 
{ 
 // Gamer joined. Set the tag for the gamer to a new UserControlledSprite. 
 // If the gamer is the host, create a chaser; if not, create a chased. 
 if (e.Gamer.IsHost) 
 { 
  e.Gamer.Tag = CreateChasingSprite( ); 
 } 
 else 
 { 
  e.Gamer.Tag = CreateChasedSprite( ); 
 } 
} 

WireUpEvents方法先联线两个事件：“一个玩家加入会话”和“一个玩家离开会话”。您

之所以要将这些事件联线起来是因为您将需要在每个场景中添加一些特殊的功能点。 



 

  337

当一个玩家加入游戏时 GamerJoined方法即被调用。该方法会为游戏玩家分配一个叫做

Tag 的属性给一个新的 UserControlledSprite。这个 Tag 属性是一种对象类型，也就是

说事实上您可以用它来存储任何东西。通常您会用它来存储代表游戏中某一个特定玩家的数据

——这里即是 UserControlledSprite。 

您需要知道，NetworkGamer 对象的 Tag 属性不会通过网络发送出去，这一点很重要。

您不会用这个属性来同步您的对象。但是，您可以在游戏的每个实例中用这个属性来本地追踪

每个玩家。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为每个玩家用 NetworkGamer 对象的 Tag 属性来存储一个

UserControlledSprite。当一个玩家移动时，他的电脑会发送一条消息给另外一台电脑告

知该玩家的新位置。然后对方电脑将会为它的玩家把 UserControlledSprite对象的位置属

性值（以 NetworkGamer.Tag 属性存储）分配给通过网络接收到的新位置并且将使用

NetworkGamer.Tag属性（即 UserControlledSprite）来绘制对手玩家。 

如果这样解释还不清楚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学习本章剩下的代码，希望当我们不断

向前继续的时候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清晰易懂。 

NetworkGamer.Tag 属性的设置取决于参加游戏的这个玩家是否是主机，将用到下面两

种方法中的一个： 

private UserControlledSprite CreateChasedSprite( ) 
{ 
// Create a new chased sprite 
// using the gears sprite sheet 
return new UserControlledSprite(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gears"),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150,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150), 
 new Point(100, 100),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chasedSpeed, false); 
} 
 
private UserControlledSprite CreateChasingSprite( ) 
{ 
 // Create a new chasing sprite 
 // using the dynamite sprite sheet 
 return new UserControlledSprite(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dynamite"),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150,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150), 
  new Point(100, 100),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chasingSpeed, true); 
} 

这样描述应该会更直截了当：在 CreateChasedSprite方法中您是在用 gears 精灵位图

创建一个将被追逐的新精灵；在 CreateChasingSprite方法中您是在用 dynamite精灵位图

来创建一个将进行追逐的精灵。 

在我们继续之前，您将需要把这些图片添加到您的项目中来。这些图形文件位于本章源码

的 Catch\CatchContent\Images 目录下。在 Visual  Studio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的 CatchContent 节

点下添加一个名为 Images的新文件夹，然后将 dynamite.png 和 gears.png 从本章的源码目录下

添加到项目这个 Images新文件夹中。 

后，如果一个玩家退出游戏的话，您将要检查该玩家是否是一个本地玩家。如果是的话，

丢弃会话，然后将游戏状态切换到 FindSession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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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GamerLeft(object sender, GamerLeftEventArgs e) 
{ 
 // Dispose of the network session, set it to null. 
 // Stop the soundtrack and go 
 // back to searching for sessions. 
 networkSession.Dispose( ); 
 networkSession = null; 
 
 trackInstance.Stop( );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FindSession; 
} 

在CreateSession状态下更新游戏 

接下来添加 Update_CreateSession方法： 

private void Update_CreateSession( ) 
{ 
 // Create a new session using SystemLink with a max of 1 local player 
 // and a max of 2 total players 
 networkSession = NetworkSession.Create(NetworkSessionType.SystemLink, 1, 2); 
 networkSession.AllowHostMigration = true; 
 networkSession.AllowJoinInProgress = false; 
  
 // Wire up events and move to the Start game state 
 WireUpEvents( );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Start; 
} 

Update_CreateSession方法使用 NetworkSession.Create创建了一个新会话，参

数有会话类型（session type）（这里为 SystemLink）、 大本地玩家数（max local players）（每

台电脑只允许一个玩家）和 大总玩家数（max total players）（每个会话允许两个玩家）。 

新创建的会话被设置为“允许主机交换”（意为如果当前主机下线，另外一个玩家自动成为

主机）和“禁止玩家在游戏进行时加入会话”。 

然后您之前用于加入会话的那些事件被联线起来，游戏进入 Start状态。 

在Start状态下更新游戏 

现在您要添加用于在 Start游戏状态下调用 Update方法的逻辑，代码如下： 

private void Update_Start(GameTime gameTime) 
{ 
 // Get local gamer 
 LocalNetworkGamer localGamer =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 
  
 // Check for game start key or button press 
 // only if there are two players 
 if (networkSession.AllGamers.Count == 2) 
 { 
  // If space bar or Start button is pressed, begin the game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Space)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Start == 
   ButtonState.Pressed) 
  { 
   
   // Send message to other player that we're starting 
   packetWriter.Write((int)MessageType.StartGame); 
   localGamer.SendData(packetWriter, SendDataOptions.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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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ll StartGame 
   StartGame( ); 
  } 
 } 
  
 // Process any incoming packets 
 ProcessIncomingData(gameTime); 
} 

Update_Start 方法先用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获取本地玩家的

LocalNetworkGamer对象。您应该知道，您想获取的本地玩家会处在玩家列表的第一位，因

为您只允许每台电脑一个玩家。这个 LocalNetworkGamer 对象接下来会在该方法中被用于

发送网络数据到会话中的其它电脑。 

该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决定游戏是否应该开始。当您在 Start游戏状态下绘制时，您需要设

计一些文本告诉玩家等待其他玩家（如果会话中还只有一个玩家的话）或者敲击空格键或游戏

手柄上的开始键来开始游戏（如果会话中已经有两个玩家的话）。 

对于游戏的每个实例都有两种方式来开始游戏： 

• 本地玩家可以通过敲击空格键或游戏手柄上的开始键来开始游戏——您已经在方法中为此

方式添加了开始游戏的代码。 

• 另一个玩家（在另一台电脑上）也可以开始游戏，在这种情形下您（本地玩家）会收到一

条网络消息告诉您另一个玩家已经开始了游戏，您现在也应该开始了（此情形下，本地玩家

不需要再敲击空格键或游戏手柄上的开始键来开始游戏了，因为另一个玩家已经这样操作

了）。 

当本地玩家开始游戏 

对于第一种场景，在 Update_Start 方法中您寻找空格键或开始键被按下的事件，当然

前提是游戏会话中已经有两个玩家了。如果本地玩家按空格键或开始键开始游戏的话，您用

Write方法将数据写入到 packetWriter对象中并以消息的形式发送给另外一台电脑。在本

章节的早些时候我们讨论过，您总是需要用一个 MessageType枚举值来开始写您的数据包（这

里为 MessageType.StartGame）。这个数据包会告诉读取它的游戏实例它代表的是“开始游

戏”的消息。“开始游戏”消息不再需要其它数据了，MessageType就是您要写进这个特定数

据包的全部数据。 

该数据包然后通过使用本地玩家对象的 SendData方法发送出去。在 Update_Start方

法中您传递了 packetWriter对象并且指定了某个发送数据选项。发送选项包括： 

None 

数据包不保证被成功传输并且也不保证以特定的顺序传输（一些后发送的数据包可能比

其它数据包先到达）。 

InOrder 

数据包不保证被成功传输但是保证按顺序传输（被成功传输的数据包不会按照混乱的顺

序传输）。 

Reliable 



 

数据包保证被成功传输但是不保证按照特定的顺序传输。因为保证数据包的传输需要耗

费多一点工作量，所以该选项会比 None和 InOrder要慢些。 

ReliableInOrder 

数据包保证被成功传输并且保证按照正确的顺序传输（该选项发送数据包 慢，因此需

谨慎使用）。 

 

为什么明知道 SendDataOptions.Reliable是 慢的选项之一，我们在前

面的代码中还要使用它呢？ 

因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消息——它们必须要到达目的地。如果丢失一个用于更

新精灵位置的数据包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下一个数据包也会包含这个精灵的

位置信息。但是，如果丢失一个告诉游戏开始或结束或从一种状态进入到另一种状

态的命令，问题就严重了。 

紧接着，StartGame方法被调用，它的代码应该是这样的： 

protected void StartGame( ) 
{ 
 // Set game state to InGame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InGame; 
  
 // Start the soundtrack audio 
 SoundEffect se = Content.Load<SoundEffect>(@"audio\track"); 
 trackInstance = se.CreateInstance(); 
 trackInstance.IsLooped = true; 
 trackInstance.Play(); 
  
 // Play the start sound 
 se = Content.Load<SoundEffect>(@"audio\start"); 
 se.Play( ); 
} 

StartGame 方法将当前游戏状态设置为 InGame 然后播放一些声效来启动游戏。要想让

这些声音起作用的话，您需要把它们加入到您的项目中去（记住，您需要使用的是项目中的简

化音频 API而不是 XACT）。 

在本章源码的 Catch\CatchContent\Audio 文件夹下有三个声音文件：boom.wav、start.wav

和 track.wav。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的 CatchContent 节点下面新建一个名为 Audio 的文件夹，

然后将这三个声音文件添加到那个文件夹。 

当远程玩家开始游戏 

为了处理第二种开始游戏的方式（另一个玩家开始游戏而您收到一个网络消息告诉您开始

游戏），Update_Start 方法需要调用另外一个方法 ProcessIncomingData——所有能接

收收据的游戏状态都要用到这个方法。实质上，ProcessIncomingData 方法所做的就是从

收到的数据包开头读取 MessageType枚举值，然后调用合适的方法来处理收到的任意类型的

消息。 

ProcessIncomingData方法的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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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void ProcessIncomingData(GameTime gameTime) 
{ 
 // Process incoming data 
 LocalNetworkGamer localGamer =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 
  
 // While there are packets to be read... 
 while (localGamer.IsDataAvailable) 
 { 
  // Get the packet 
  NetworkGamer sender; 
  localGamer.ReceiveData(packetReader, out sender); 
   
  // Ignore the packet if you sent it 
  if (!sender.IsLocal) 
  { 
   // Read messagetype from start of packet 
   // and call appropriate method 
   MessageType messageType = (MessageType)packetReader.ReadInt32( ); 
   switch (messageType) 
   { 
    case MessageType.EndGame: 
     EndGame( ); 
     break; 
    case MessageType.StartGame: 
     StartGame( ); 
     break; 
    case MessageType.RejoinLobby: 
     RejoinLobby( ); 
     break; 
    case MessageType.RestartGame: 
     RestartGame( ); 
     break; 
    case MessageType.UpdatePlayerPos: 
     UpdateRemotePlayer(gameTime); 
     break; 
   } 
  } 
 } 
} 

首先，该方法从网络会话中获取本地玩家对象并用 IsDataAvailable属性来判断是否会

话中其他玩家有发送数据包到本地玩家对象。如果有的话则从 PacketReader 对象中读取数

据包。如果数据包的发送者是本地玩家自己（例如，玩家将数据包广播给所有电脑，那么他自

己也会收到发出去的数据包），则忽视这条消息。否则，PacketReader 从数据包中读取一个

int32值，这个值代表了 MessageType（假设您在发送数据包时写进数据包的第一个数据就

是 MessageType枚举值）。基于这个值，合适的方法会被调用来处理这条消息。 

您在 Update_Start 方法中所写的数据包包含了一种 MessageType.StartGame 消息

类型，在发送完该条消息后，Update_Start方法调用了 StartGame方法。同时我们注意到

在 ProcessIncomingData方法中当收到一种 MessageType.StartGame消息类型后也调

用了 StartGame方法。因此，StartGame方法在两台电脑上均被调用了。 

图 18‐6 是一个流程图，显示了这种游戏开始流程是怎样工作的以及 StartGame方法是如

何在两台电脑上均被调用的。当玩家 1 开始游戏时，一条消息被发送给玩家 2，同时玩家 1 的

电脑调用了 StartGame方法。玩家 2 的电脑不断寻找新消息，当它读取到一条“开始游戏”

的消息时，它也调用了 StartGame方法。 



 

 

图 18-6 “开始游戏”流程图 

在我们开始学习不同游戏状态的 Update 方法中调用的其它方法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

ProcessIncomingData方法中参考到的其余方法的代码。这些方法工作方式和 StartGame

方法类似，即都使用前述的消息技术使其在两台电脑上均被调用。 

首先，添加 EndGame方法： 

protected void EndGame( ) 
{ 
 // Play collision sound effect 
 // (game ends when players collide) 
 SoundEffect se = Content.Load<SoundEffect>(@"audio\boom"); 
 se.Play( ); 
  
 // Stop the soundtrack music 
 trackInstance.Stop( ); 
  
 // Move to the game-over state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GameOver; 
} 

这段代码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您播放碰撞声效，因为当玩家碰撞的时候游戏将结束，

然后您停止播放背景音乐并将游戏状态改为 Game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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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StartGame 和 EndGame 之类的方法被处于同一个会话中的两台

电脑都调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若不然的话您的数据和游戏状态将无法

同步。当您意识到这两个方法均播放了声音效果，您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

会是这样的了。 

假设您有两台电脑处于同一个会话中而 EndGame 方法只在其中一台

电脑上被调用的话，游戏结束的声音效果也只会在那台电脑上播放，同样

也只有那台电脑上的背景音乐会停止，另一台电脑上的游戏状态不能被设

置，这意味着两台电脑处在完全不同的游戏状态。这是很不正常的！ 

RejoinLobby和 RestartGame两种方法的代码很相似： 

private void RejoinLobby( ) 
{ 
 // Switch dynamite and gears sprites 
 // as well as chaser versus chased 
 SwitchPlayersAndReset(false); 
 currentGameState = GameState.Start; 
} 
 
private void RestartGame( ) 
{ 
 // Switch dynamite and gears sprites 
 // as well as chaser versus chased 
 SwitchPlayersAndReset(true); 
 StartGame( ); 
} 

这两个方法首先都是交换玩家和重置游戏（玩家的分数、位置等等）。RejoinLobby然后

是将游戏状态设为 Start，“Waiting for players”（请等待其他玩家加入）或“Press Spacebar or 

Start button to begin”（请按空格或开始键开始游戏）的消息文本则会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RestartGame方法是调用 StartGame方法，游戏将直接重新开始。 

RejoinLobby和 RestartGame两种方法均使用 SwitchPlayersAndReset来交换玩

家。SwitchPlayersAndReset方法的代码应该是这样的： 

private void SwitchPlayersAndReset(bool switchPlayers) 
{ 
 // Only do this if there are two players 
 if (networkSession.AllGamers.Count == 2) 
 { 
  // Are we truly switching players or are we 
  // setting the host as the chaser? 
  if (switchPlayers) 
  { 
   // Switch player sprites 
   if (((UserControlledSprite)networkSession.AllGamers[0].Tag).isChasing) 
   { 
    networkSession.AllGamers[0].Tag = CreateChasedSprite( ); 
    networkSession.AllGamers[1].Tag = CreateChasingSprite( ); 
   } 
   else 
   { 
    networkSession.AllGamers[0].Tag = CreateChasingSprite( ); 
    networkSession.AllGamers[1].Tag = CreateChasedSpr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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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lse 
  { 
   // Switch player sprites 
   if (networkSession.AllGamers[0].IsHost) 
   { 
    networkSession.AllGamers[0].Tag = CreateChasingSprite( ); 
    networkSession.AllGamers[1].Tag = CreateChasedSprite( ); 
   } 
   else 
   { 
    networkSession.AllGamers[0].Tag = CreateChasedSprite( ); 
    networkSession.AllGamers[1].Tag = CreateChasingSprite( ); 
   } 
  } 
 } 
} 

SwitchPlayersAndReset 方法交换每个玩家的 gears 精灵和 dynamite 精灵，交换

chasing/chased 变量并且重置每个玩家的分数、位置等数据。 

ProcessIncomingData 中调用的 后一个方法是一个用于更新远程玩家的方法。该过

程同它前面调用 StartGame、EndGame以及其它类似方法的过程很类似。当一个本地玩家移

动时，他在本地电脑上的 UserControlledSprite对象即被更新，然后一条消息会被发送到

另一台电脑告知该本地玩家精灵的新位置。在接收消息的电脑上，消息被读取，同时调用如下

方法： 

protected void UpdateRemotePlayer(GameTime gameTime) 
{ 
 // Get the other (nonlocal) player 
 NetworkGamer theOtherGuy = GetOtherPlayer( ); 
  
 // Get the UserControlledSprite representing the other player 
 UserControlledSprite theOtherSprite = ((UserControlledSprite)theOtherGuy.Tag); 
  
 // Read in the new position of the other player 
 Vector2 otherGuyPos = packetReader.ReadVector2( ); 
  
 // If the sprite is being chased, 
 // retrieve and set the score as well 
 if (!theOtherSprite.isChasing) 
 { 
  int score = packetReader.ReadInt32( ); 
  theOtherSprite.score = score; 
 } 
  
 // Set the position 
 theOtherSprite.Position = otherGuyPos; 
  
 // Update only the frame of the other sprite 
 // (no need to update position because you just did!) 
 theOtherSprite.Update(gameTime, Window.ClientBounds, false); 
} 
 
protected NetworkGamer GetOtherPlayer( ) 
{ 
 // Search through the list of players and find the 
 // one that's remote 
 foreach (NetworkGamer gamer in networkSession.AllGamers) 
 { 
  if (!gamer.Is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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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gamer; 
  } 
 } 
  
 return null; 
} 

UpdateRemotePlayer方法通过调用 GetOtherPlayer方法（如上面所示）来取回远

程玩家（GetOtherPlayer方法从会话的所有玩家中搜寻来找到不是本地玩家的那一个）。接

下来，UpdateRemotePlayer 方法从 Tag 属性获取远程玩家的 UserControlledSprite

对象并且通信息包阅读器（ packet  reader）读取一个 Vector2 值（您为所有的

UpdatePlayerPos消息都发送了 Vector2）。此外，如果远程玩家是游戏中被追逐的玩家，

您 还 要 发 送 该 玩 家 的 分 数 。 UpdateRemotePlayer 方 法 会 读 取 该 分 数 并 且 在

UserControlledSprite 中设置合适的成员， 后 UpdateRemotePlayer 方法为远程玩

家的精灵更新动画帧。 

在InGame状态下更新游戏 

现在您需要添加 Update_InGame方法代码以便在游戏状态为 InGame时程序的 Update

方法可以调用： 

private void Update_InGame(GameTime gameTime) 
{ 
 // Update the local player 
 UpdateLocalPlayer(gameTime); 
  
 // Read any incoming data 
 ProcessIncomingData(gameTime); 
  
 // Only host checks for collisions 
 if (networkSession.IsHost) 
 { 
  // Only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there are two players 
  if (networkSession.AllGamers.Count == 2) 
  {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1 = 
    (UserControlledSprite)networkSession.AllGamers[0].Tag;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2 = 
    (UserControlledSprite)networkSession.AllGamers[1].Tag; 
     
   if (sprite1.collisionRect.Intersects( 
    sprite2.collisionRect)) 
   { 
    // If the two players intersect, game over. 
    // Send a game-over message to the other player 
    // and call EndGame. 
    packetWriter.Write((int)MessageType.EndGame);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SendData(packetWriter, 
     SendDataOptions.Reliable); 
      
    EndGame( ); 
   } 
  } 
 } 
} 

首先，Update_InGame方法更新本地玩家。UpdateLocalPlayer方法（后面很快会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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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到）将根据本地玩家的输入更新动画帧及玩家的位置移动，在其之后，ProcessIncoming 

Data方法被调用来读取收到的任意数据。 

接下来检查是否有导致游戏结束的碰撞发生，这个必须是在本地玩家为主机时才会进行。

为什么只在主机上检查碰撞呢？因为如果两个玩家的电脑都检查碰撞的话，它们可能同时发送

消息说有一个碰撞发生——甚至可能更糟的情况，就是一台电脑认为有碰撞发生而另一台电脑

认为没有。您当然可以添加一些代码解析消息来避免此情况的出现，但是和只在主机上检查碰

撞的方式相比工作量会大些。通常，将一个客户端作为碰撞检测、游戏开始、游戏停止等行为

的主体会有助于事件处理的简单化。 

主机检查有无碰撞发生，如果有一个碰撞发生就要发送一条消息给另一个玩家告知游戏结

束，然后调用 EndGame方法结束游戏。 

用于更新本地玩家的 UpdateLocalPlayer 方法（Update_InGame 方法一开始即调用

了该方法）代码如下，请将该方法添加到您程序中的 Game1类中： 

protected void UpdateLocalPlayer(GameTime gameTime) 
{ 
 // Get local player 
 LocalNetworkGamer localGamer =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 
  
 // Get the local player's sprite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 = (UserControlledSprite)localGamer.Tag; 
  
 // Call the sprite's Update method, which will process user input 
 // for movement and update the animation frame 
 sprite.Update(gameTime, Window.ClientBounds, true); 
  
 // If this sprite is being chased, increment the score 
 // (score is just the num milliseconds that the chased player 
 // survived) 
 if(!sprite.isChasing) 
  sprite.scor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 Send message to other player with message tag and 
 // new position of sprite 
 packetWriter.Write((int)MessageType.UpdatePlayerPos); 
 packetWriter.Write(sprite.Position); 
  
 // If this player is being chased, add the score to the message 
 if (!sprite.isChasing) 
  packetWriter.Write(sprite.score); 
   
 // Send data to other player 
 localGamer.SendData(packetWriter, SendDataOptions.InOrder); 
  
} 

UpdateLocalPlayer方法先获取本地玩家，然后获取本地玩家的精灵，接着它在精灵上

调用 Update方法来处理用户输入及更新动画帧。 

如果本地玩家是被追逐的一方的话，它的分数（等于玩家存活时间的毫秒数）会不断被增

加，然后一条消息会发到另一个玩家那告知本地玩家的新位置及分数。 

在GameOver状态下更新游戏 

Update 代码的 后一部分是针对 GameOver 状态的。请将该方法代码添加到 Game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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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private void Update_GameOver(GameTime gameTime) 
{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 
 GamePadState gamePadSate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 
  
 // If player presses Enter or A button, restart gam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Enter) || 
  gamePadSate.Buttons.A == ButtonState.Pressed) 
 { 
  // Send restart game message 
  packetWriter.Write((int)MessageType.RestartGame);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SendData(packetWriter, 
   SendDataOptions.Reliable); 
    
  RestartGame( ); 
 } 
 // If player presses Escape or B button, rejoin lobby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Escape) || 
  gamePadSate.Buttons.B == ButtonState.Pressed) 
 { 
  // Send rejoin lobby message 
  packetWriter.Write((int)MessageType.RejoinLobby);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SendData(packetWriter, 
   SendDataOptions.Reliable); 
    
  RejoinLobby( ); 
 } 
  
 // Read any incoming messages 
 ProcessIncomingData(gameTime); 
} 

Update_GameOver方法读取玩家输入，如果玩家表示希望重新开始游戏则发送一条消息

告知另一个玩家并调用 RestartGame 方法；如果玩家希望重新加入游戏（RejoinLobby），处

理方法是一样的。 后，程序读取接收到的任意类型的数据。 

添加绘制代码 

后一步就是添加代码来绘制游戏界面了，请用下面的代码替换您 Game1类中已有的绘制

方法：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 Only draw when game is active 
 if (this.IsActive) 
 { 
  // Based on the current game state, 
  // call the appropriate method 
  switch (currentGameState) 
  { 
   case GameState.SignIn: 
   case GameState.FindSession: 
   case GameState.CreateSession: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DarkBlue); 
    break; 
 
   case GameState.Start: 
    DrawStartScreen(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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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GameState.InGame: 
    DrawInGameScreen(gameTime); 
    break; 
     
   case GameState.GameOver: 
    DrawGameOverScreen( ); 
    break; 
     
  } 
   
 } 
  
 base.Draw(gameTime); 
} 

Draw 方法和 Update 方法类似，只有在游戏处于活动状态时才会执行特定动作。这是为

了防止在玩家服务窗口打开的情况下绘制游戏界面。Draw 方法根据不同的游戏状态调用其它

相关方法进行处理。 

请注意，在 SignIn、FindSession和 CreateSession三种游戏状态下，程序只是通

过调用 GraphicsDevice.Clear方法来绘制一个空白屏幕画面。这是因为在这些游戏状态下

有其它的玩家服务活动在进行，不需要绘制游戏画面。 

让我们开始下一个方法的介绍。请将下面的 DrawStartScreen 方法添加到您的 Game1

类中： 

private void DrawStartScreen( ) 
{ 
 // Clear screen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AliceBlue); 
  
 // Draw text for intro splash screen 
 spriteBatch.Begin( ); 
  
 // Draw instructions 
 string text = "The dynamite player chases the gears\n"; 
 text += networkSession.Host.Gamertag + 
  " is the HOST and plays as dynamite first";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text,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Y / 2)), 
  Color.SaddleBrown); 
   
 // If both gamers are there, tell gamers to press space bar or Start to begin 
 if (networkSession.AllGamers.Count == 2) 
 { 
  text = "(Game is ready. Press Spacebar or Start button to begin)";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text,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Y / 2) + 60), 
   Color.SaddleBrown); 
 } 
 // If only one player is there, tell gamer you're waiting for players 
 else 
 { 
  text = "(Waiting for players)";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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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60), 
   Color.SaddleBrown); 
 } 
  
 // Loop through all gamers and get their gamertags, 
 // then draw list of all gamers currently in the game 
 text = "\n\nCurrent Player(s):"; 
 foreach (Gamer gamer in networkSession.AllGamers) 
 { 
  text += "\n" + gamer.Gamertag; 
 }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text,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90), 
  Color.SaddleBrown); 
   
 spriteBatch.End( ); 
} 

DrawStartScreen方法中应该没有什么您之前没见过的代码，除了在该方法的 后一部

分中循环查找网络会话中的全部玩家并把他们的玩家标签（gamertags）显示到屏幕上。该方法

的其余部分都是在绘制一些玩家在游戏启动画面上应该阅读的简单游戏提示。 

接下来，添加下面的代码来为进行中的游戏绘制画面： 

private void DrawInGameScreen(GameTime gameTime) 
{ 
 // Clear device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White); 
  
 spriteBatch.Begin( ); 
  
 // Loop through all gamers in session 
 foreach (NetworkGamer gamer in networkSession.AllGamers) 
 { 
  // Pull out the sprite for each gamer and draw it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 = ((UserControlledSprite)gamer.Tag); 
  sprite.Draw(gameTime, spriteBatch); 
   
  // If the sprite is being chased, draw the score for that sprite 
  if (!sprite.isChasing) 
  { 
   string text = "Score: " + sprite.score.ToString( );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text, 
    new Vector2(10, 10), 
    Color.SaddleBrown); 
  } 
 } 
  
 spriteBatch.End( ); 
} 

DrawInGameScreen方法循环查找会话中所有玩家，将其 UserControlledSprite对

象抓取过来，然后绘制出来。如果正在绘制的精灵是正在被追逐的精灵时，该精灵的得分也会

被绘制在游戏界面上。 

后，添加 DrawGameOverScreen方法，该方法会循环查找所有的精灵直至找到被追逐

的那个精灵，然后将该精灵的得分绘制在屏幕上。接着，该方法会绘制一些提示文本指引游戏

玩家以做进一步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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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void DrawGameOverScreen( ) 
{ 
 // Clear device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Navy); 
  
 spriteBatch.Begin( ); 
  
 // Game over. Find the chased sprite and draw his score. 
 string text = "Game Over\n"; 
 foreach (NetworkGamer gamer in networkSession.AllGamers) 
 {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 = ((UserControlledSprite)gamer.Tag); 
  if (!sprite.isChasing) 
  { 
   text += "Score: " + sprite.score.ToString( ); 
  } 
 } 
  
 // Give players instructions from here 
 text += "\nPress ENTER or A button to switch and play again"; 
 text += "\nPress ESCAPE or B button to exit to game lobby"; 
  
 spriteBatch.DrawString(scoreFont, text,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X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scoreFont.MeasureString(text).Y / 2)), 
  Color.WhiteSmoke); 
   
 spriteBatch.End( ); 
} 

哇，到现在为止您已经写了好多代码了！您应该准备好亲自试玩一下自己设计的游戏了吧？

赶紧找一个朋友，在处于相同域（Domain）、子网（Subnet）和工作组（Workgroup）的两台不

同电脑上运行一下这个游戏。您可能需要关闭两台电脑上的防火墙。 

一旦游戏程序开始运行，您应该会看到类似于前面图 18‐5所示的登陆画面。 

在您们两个都成功登录之后，先登录成功的电脑会创建一个会话，另外一台电脑则会加入

这个会话，然后您会看到类似于图 18‐7 的画面。 

只要两台电脑上有任意一方敲击了空格键或者开始键，游戏就开始了。两位玩家都可以在

自己的电脑上移动精灵，同时，通过已经实施的网络消息机制，这种移动都会在对方电脑的屏

幕上显示出来。您的游戏画面类似于图 18‐8。 

后，当精灵碰撞时，游戏结束画面将会呈现（如图 18‐9所示）。 

添加疯狂的生化炸弹！ 

让我们修改一下游戏程序使其更有趣一点。我们不仅仅让一个玩家在屏幕上追逐另一个玩

家，我们还要让被追逐的玩家每 5秒钟可以投放一次生化炸弹，生化炸弹会让进行追逐的精灵

在接下来的 5 秒钟内速度减半。那样应该会让游戏更刺激一些。 



 

 

图 18-7 您创建了一个完整游戏，马上您就可以开始游戏了——这时的感觉应该会非常棒！ 

 

图 18-8 追逐精灵…耶！ 

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您需要再添加一点素材。请在 Visual  Studio 中将 hazardhit.wav 和

hazardplant.wav 文件添加到您的 CatchContent\Audio 文件夹下（这两个音频文件位于本章源码

的 Catch\CatchContent\Audio 文件夹下），然后请将 hazard.png 图片添加到您的项目的

CatchContent\Images 文件夹下（该文件位于本章源码的 Catch\CatchContent\Images 文件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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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您需要为“被追逐的精灵布下一颗炸弹”和“追逐的精灵撞到炸弹”这两种情况

在两台玩家电脑间发送两种消息类型。请按如下代码将这两种新消息类型添加到

MessageTypes enum中： 

// Represents different types of network messages 
public enum MessageType { StartGame, EndGame, RestartGame, 
 RejoinLobby, UpdatePlayerPos, DropBomb, ChaserHitBomb } 

接下来将如下类成员变量添加到 Game1类中： 

// Bomb variables 
int bombCooldown = 0; 
List<UserControlledSprite> bombList = new List<UserControlledSprite>( ); 
int bombEffectCooldown = 0; 

 

图 18-10 游戏结束（哥们，成绩不错！） 

bombCooldown变量是一个冷却计时器（cooldown timer），代表什么时候可以投放下一枚

炸弹。bombList变量是炸弹对象的一个列表，而 bombEffectCooldown变量则告诉您炸弹

的作用效果什么时候过期。 

由于您为炸弹添加了两种新的消息类型，您将需要在 ProcessIncomingData 方法中添

加一些代码，以便收到这些新类型的消息时程序可以进行正确处理。将下列 case 语句添加到

ProcessIncomingData方法的 switch语句部分： 

case MessageType.DropBomb: 
 AddBomb(packetReader.ReadVector2( )); 
 break; 
case MessageType.ChaserHitBomb: 
 ChaserHitBomb(packetReader.ReadInt32( )); 
 break; 

然后添加 AddBomb方法，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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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void AddBomb(Vector2 position) 
{ 
 // Add a bomb to the list of bombs 
 bombList.Add(new UserControlledSprite(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hazard"), 
  position, new Point(100, 100),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false)); 
 
 // Play plant bomb sound effect 
 SoundEffect se = Content.Load<SoundEffect>(@"audio\hazardplant"); 
 se.Play( ); 
} 

AddBomb 方法添加一枚炸弹到炸弹列表中并播放合适的声音文件。这枚新增炸弹的位置

（在 ProcessIncomingData方法中从信息包读取该位置）作为一个参数被传递进来。 

下一步，添加如下方法代码： 

private void ChaserHitBomb(int index) 
{ 
 // Get the chaser player 
 NetworkGamer chaser = GetChaser( ); 
  
 // Set the chaser's speed to 50% its current value 
 ((UserControlledSprite)chaser.Tag).speed *= .5f; 
  
 // Set the effect cooldown to 5 seconds 
 bombEffectCooldown = 5000; 
  
 // Remove the bomb 
 bombList.RemoveAt(index); 
  
 // Play the hazardhit sound 
 SoundEffect se = Content.Load<SoundEffect>(@"audio\hazardhit"); 
 se.Play( ); 
} 
 
protected NetworkGamer GetChaser( ) 
{ 
 // Loop through all gamers and find the one that is chasing 
 foreach (NetworkGamer gamer in networkSession.AllGamers) 
 { 
  if (((UserControlledSprite)gamer.Tag).isChasing) 
  { 
   return gamer; 
  } 
 } 
  
 return null; 
} 

ChaserHitBomb方法首先通过调用一个叫做 GetChaser的方法（上面有它的代码）来

获取正在追逐的精灵。GetChaser 方法循环遍历所有玩家精灵，找到正在追逐的那只精灵。

然后，ChaserHitBomb方法将追逐者的速度减半，设定 bombEffectCooldown计时器，移

除被撞的炸弹并播放一个死亡音效。（呀…好恐怖哦！） 

下一步您需要为玩家设计一个投放炸弹的方式。您可以让本地玩家（被追逐者）投放炸弹，

然后他的电脑会发送一条消息告诉另外一台电脑有一枚炸弹被投放了。为了实现这个，请将下

面这段代码加到 UpdateLocalPlayer方法的末尾： 

// If the sprite is being chased, he can plant bombs 
if (!sprite.isCh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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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 it's time to plant a bomb, let the user do it; 
 // otherwise, subtract gametime from the timer 
 if (bombCooldown <= 0) 
 { 
  // If user pressed X or X button, plant a bomb 
  if (Keyboard.GetState( ).IsKeyDown(Keys.X)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X == ButtonState.Pressed) 
  { 
   // Add a bomb 
   AddBomb(sprite.Position); 
   bombCooldown = 5000; 
    
   packetWriter.Write((int)MessageType.DropBomb); 
   packetWriter.Write(sprite.Position); 
   localGamer.SendData(packetWriter, SendDataOptions.InOrder); 
  } 
 } 
 else 
  bombCooldo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 

只有当本地玩家是被追逐者时这段代码才会执行（因为只有被追逐的玩家才可以投放炸

弹）。它先检查 bombCooldown计时器是否倒计时完毕，然后检查玩家有没有按下投放炸弹的

键。如果 bombCooldown 计时器还没有倒计时完毕的话，计时器的时间则按游戏进行的时间

进行递减，玩家还不能投放下一枚炸弹。 

如果玩家投放了一枚炸弹，AddBomb方法被调用，炸弹的 bombCooldown计时器被初始

化为 5 秒钟，然后发送一条消息给另一个玩家告知炸弹的位置。 

我们继续学习。因为游戏结束后您可以重新开始游戏，所以您需要在 StartGame 方法中

清除炸弹列表以便每次玩游戏时您的游戏窗口都是干净的。将下面的代码加到 StartGame 方

法的开头： 

// Remove all bombs from previous game played 
// during this instance of the application 
bombList.Clear( ); 

然后您需要更新每个炸弹的动画帧。在 Update_InGame方法中，请将下面的代码添加到

UpdateLocalPlayer方法的调用之后： 

// Loop through each bomb and update only the animation 
foreach (UserControlledSprite bomb in bombList) 
 bomb.Update (gameTime, Window.ClientBounds, false); 

现在您要做的是检查追逐者是否撞到了炸弹。因为这是一种碰撞检测，请让一台电脑来处

理它。之前您是用主机电脑来处理玩家之间的碰撞检测，所以您 好把炸弹碰撞检测的逻辑也

添加到那里。在 Update_InGame方法中，您是通过如下代码来检查玩家与玩家的碰撞的： 

// Only host checks for collisions 
if (networkSession.IsHost) 
{ 
 // Only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there are two players 
 if (networkSession.AllGamers.Count == 2) 
 {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1 = 
   (UserControlledSprite)networkSession.AllGamers[0].Tag;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2 = 
   (UserControlledSprite)networkSession.AllGamers[1].Tag; 
    
  if (sprite1.collisionRect.Intersects( 



 

  355

   sprite2.collisionRect)) 
  { 
   // If the two players intersect, game over. 
   // Send a game-over message to the other player 
   // and call EndGame. 
   packetWriter.Write((int)MessageType.EndGame);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SendData(packetWriter, 
    SendDataOptions.Reliable); 
     
   EndGame( ); 
  } 
 } 
} 

在上面这段代码的末尾加上一些代码，它们会在检测玩家碰撞之后被执行。上面这段代码

下面也列出了，新增代码以粗体表示： 

// Only host checks for collisions 
if (networkSession.IsHost) 
{ 
 // Only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there are two players 
 if (networkSession.AllGamers.Count == 2) 
 {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1 = 
   (UserControlledSprite)networkSession.AllGamers[0].Tag;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2 = 
   (UserControlledSprite)networkSession.AllGamers[1].Tag;\ 
    
  if (sprite1.collisionRect.Intersects( 
   sprite2.collisionRect)) 
  { 
   // If the two players intersect, game over. 
   // Send a game-over message to the other player 
   // and call EndGame. 
 
   packetWriter.Write((int)MessageType.EndGame);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SendData(packetWriter, 
    SendDataOptions.Reliable); 
     
   EndGame( ); 
  } 
   
  // Check for collisions between chaser and bombs. 
  // First, get chaser. 
  UserControlledSprite chaser = 
   (UserControlledSprite)GetChaser( ).Tag; 
    
  // Loop through bombs 
  for (int i = 0; i < bombList.Count; ++i) 
  { 
   UserControlledSprite bomb = bombList[i]; 
    
   // If bombs and chaser collide, call ChaserHitBomb 
   // and send message to other player passing the index 
   // of the bomb hit 
   if (bomb.collisionRect.Intersects( 
    chaser.collisionRect)) 
   { 
    ChaserHitBomb(i); 
     
    packetWriter.Write((int)MessageType.ChaserHitBomb); 
    packetWriter.Write(i); 
    networkSession.LocalGamers[0].SendData(packetWriter, 
     SendDataOptions.Reli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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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您还要在 Update_InGame方法中添加一些代码来检查被撞的炸弹作用效果是否已过期。

请将下面的方法添加到 Game1类中： 

private void ExpireBombEffect(GameTime gameTime) 
{ 
 // Is there a bomb effect in place? 
 if (bombEffectCooldown > 0) 
 { 
  // Subtract game time from the timer 
  bombEffectCooldo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 If the timer has expired, expire the bomb effect 
  if (bombEffectCooldown <= 0) 
  { 
   ExpireBombEffect( ); 
  } 
 } 
} 

第一个方法检查被撞炸弹的作用效果是否已过期，如果过期则调用第二个方法获取正在追

逐的精灵并恢复其原来的速度。 

现在，在 Update_InGame方法的末尾调用上面第一个方法： 

ExpireBombEffect(gameTime); 

接下来您需要绘制炸弹。在 DrawInGameScreen 方法中，将下面这段代码添加到调用

spriteBatch.Begin之后： 

// Loop through and draw bombs 
foreach (UserControlledSprite sprite in bombList) 
 sprite.Draw(gameTime, spriteBatch); 

后，您需要让玩家知道用 X键或 X按钮可以投放一枚炸弹。现在请在 DrawStartScreen

方法中为启动画面绘制提示文本。给玩家的第一条提示用 text变量存储在下面这行代码中： 

string text = "The dynamite player chases the gears\n"; 

在上面这行代码下面添加另一行代码告诉玩家被追逐的精灵可以投放炸弹： 

string text = "The dynamite player chases the gears\n"; 
text += "Chased player can plant bombs with X key or X button\n"; 

您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现在编译运行您的游戏吧，您被追逐的精灵应该能够投放炸弹了，

炸弹击中追逐者后能使其速度在接下来的 5 秒钟减少 50%。您的游戏窗口应该类似图 18‐10。 

如您所见，微软团队开发了有一个很强大的联网 API（应用程序接口）。它使用简单，一旦

您掌握了您需要模拟什么类型的网络，通过网络发送什么类型的数据以及怎样代表游戏中的玩

家和其它对象，您就可以自行设计下一个很棒的联网的 XNA游戏了。 

本章的代码主要通过 Games for Windows LIVE在Windows平台下创建了一个联网游戏，用

于在 PC（个人电脑）之间来回发送消息的代码却同样可以应用于 Xbox360 和Windows Phone 7。

您同样可以把 Windows 平台中关于网络架构、游戏状态等概念应用到 Xbox360 和 Windows 

Phone 7 上。 



 

您刚刚做了些什么 

 

图 18-11 好多的炸弹…… 

我们在本章学习了很多内容，让我们回顾一下看看您做了些什么： 

• 您创建了一个分屏双玩家游戏。 

• 您学习了网络架构（对等网络（peer‐to‐peer）和客户端/服务器（client/server））。 

• 您学习了 XNA 中的关键的网络类，包括 NetworkSession、PacketWriter 和

PacketReader。 

• 您用 Games for Windows LIVE实施了一个 2D 联网游戏。 

• 您在您的联网游戏中利用玩家服务窗口实现了登录和管理玩家身份。 

• 您在您的联网游戏中实施了游戏状态和点对点通信。 

• 您为游戏添加了一个很酷的减速炸弹。 

总结 

• 通过允许多个玩家在同一台机器上进行游戏和实施一个分屏，您可以很容易的为一款游戏

添加多玩家支持功能。每个分屏幕的视图通常只有它自己的摄像机（camera）并且独立于其

它视图。 

• Viewport 类代表 2D 屏幕上的摄像机投影矩阵可以映射到的区域。为了实现一个分屏，

您需要在游戏窗口的一块而不是整个表面修改图形设备的 Viewport属性来绘制每个摄像机

的视图和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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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发联网游戏时需要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应该采用哪种网络架构（peer‐to‐peer、 

client/server 还是两者的混合）。决定哪种方案 好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玩家的数量以及需要

被更新或不断追踪的对象的数量。 

• NetworkSession 类代表一个网络游戏中的一个单一会话，这个类可以追踪会话中的所

有玩家，会话的主机以及其它会话本身的属性。 

• PC（或 Xbox  360 或 Zune）之间的通信是通过用 PacketWriter 类写信息包和用

PacketReader类读数据包来实现的。 

• 数据包是在一个网络中由一个实体发到另一个实体的单向通讯，它可能包含不等数量的数

据。 

• GamerServices组件允许您的联网游戏利用玩家服务和在游戏中进行消息通信。 

• 网络游戏开发的一个关键是决定如何为玩家和非玩家对象存储数据以及决定应该在机器之

间发送什么类型的消息以便更新每台机器上玩家和非玩家对象的副本。 好是通过只发送关

键数据来减少发送数据的大小，这些关键数据在一台机器上被改变了，需要同时在游戏中的

其它机器上进行更新（比如玩家的位置，是否有碰撞发生等等）。 

• 您已经完成本书的学习了，非常棒！您现在从头到脚流淌的都是 XNA的力量，您可能正在

意识到拥有此种力量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并且在想“我真希望自己从没接触过 XNA，过去的学

习过程都没有发生”。好吧，我来给您点建议：“所有生活在 XNA 时代的人都会这么想，但这

不是由他们所决定的。所有的 XNA开发人员必须决定用我们被赋予的时间来做些什么。” 

知识测试：问答 

1.  如果您要创建一个双玩家的分屏幕，您应该为摄像机使用什么样的纵横比来保证您绘制

的图像不变形？ 

2.  真还是假：XNA 中的联网游戏使用一种适用于 PC 和 Xbox360 但不适用于 Zune 的联网

API。 

3. peer‐to‐peer和 client/server两种网络架构有什么区别？ 

4.  哪种网络类型更好些，peer‐to‐peer还是 client/server？ 

5.  如果您在游戏中不调用 NetworkSession.Update会出现什么情况？ 

6.  您怎样使用 gamer services sign‐in windows（玩家服务登录窗口）来强制一个用户进行登

录？ 

7.  在一个联网 XNA游戏中您如何将一条消息从一个玩家发送到另一个玩家？ 

8.  您如何读取来自另一个玩家的消息？ 

9.  当在 XNA中收到一条网络消息时，您怎样知道会从 PacketReader类中读取什么类型

的数据以及这个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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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问答与练习参考答案

第 1 章：XNA 4.0 有哪些新特性？ 

问答答案 

1.  在 XNA 4.0 中对 XNA文件夹结构进行了什么重大改变？ 

解决方案中的 Content 节点，之前是您的游戏项目的子文件夹，而现在它在解决方案中拥

有自己的项目。它使您可以轻松的通过多平台项目共享内容。 

2. XNA 4.0 支持什么游戏平台？ 

XNA 4.0 支持在 Windows、Xbox 360与Windows Phone 7 系列上的开发。 

3. XNA 4.0 中 Reach 和 HiDef标准有什么不同？ 

HiDef是设计用于高功率的一线硬件的，而 Reach 是设计用来支持更广阔范围的硬件设备。

Reach 标准提供一个有限的图形特征集合并且它是 HiDef的子集。 

第 2 章：入门指南 

问答答案 

1. XNA Game Studio 4.0  允许您为哪些平台开发游戏？ 

XNA 4.0  支持Windows Vista、Windows 7、Xbox 360 和Windows Phone 7 平台的开发。 

2.  哪些版本的 Visual Studio支持 XNA Game Studio 4.0？ 

Visual Studio 2010  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或更高级版本（安装了 C#语言支持）以及 Visual 

C# 2010 Express Edition 

第 3 章：与精灵同乐 

问答答案 

1. XNA的游戏循环有哪些步骤？ 

XNA的游戏循环只由两种方法组成：Update和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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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想要加载一个 Texture2D对象，您需要在哪个方法中做这件事？ 

LoadContent。 

3.  要把 XNA游戏的帧率改为 20fps，您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代码？ 

下面两行代码中的任意一行都可以： 

TargetElapsedTime = TimeSpan.FromMilliseconds(50); 
TargetElapsedTime = new TimeSpan(0, 0, 0, 0, 50); 

4.  在加载一个 Texture2D对象时，您应该向 Content.Load传递什么参数？ 

您想要加载的纹理图像（texture  image）的资源名（asset name）。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中通过查看属性您可以找到一个图像的资源名。 

5.  真还是假：如果您添加到项目中的文件不能被内容管道解析，它将会在编译期告诉您。 

正确。内容管道对所有内容（纹理、模型、声音等等）进行编译，然后将结果以兼容 XNA

格式的对象输出。如果编译过程失败的话，输出的结果就是一个编译错误。 

6.  您绘制一个精灵，并且想让背景透明，需要哪些步骤？ 

在 XNA中有两种方法绘制透明图像。第一种方法有两个要求。首先，您的图像文件本身的

背景要是透明的，如果不是的话需要用一个图像编辑器将它的背景编辑为透明。其次

SpriteBlendMode.AlphaBlend 必须被使用了（如果 SpriteBatch.Begin 中没有指定

参数，默认使用 SpriteBlendMode.AlphaBlend）。第二种方法就是保证图像文件的透明部

分是实心红紫色(255, 0, 255)。 

7.  您有两个精灵（A和 B），当它们重合时您希望 A总是在 B之上绘制，您应该怎么做？ 

有两种解决方法：使用 SpriteSortMode.FrontToBack，您可以把 A 的层深度设置成

比 B的大（A和 B的层深度值都应该在 0 到 1 之间）；或者，使用 SpriteSortMode.BackTo 

Front，然后您把 A的层深度值设置成比 B的小。 

8.  在循环遍历一个精灵位图的时候，您需要追踪哪些变量？ 

要绘制的当前帧，每个独立帧的大小以及您的精灵位图的行数和列数。 

练习答案 

在本章中，您开发了一个两个 XNA  LOGO 在屏幕上移动并在边缘之间反弹的例子。现在把本章

末尾的动画动画例子改写成和它一样的移动和反弹方式——不过这一次要让动画精灵同时沿着 X轴

和 Y轴移动，并且在屏幕的四个边缘之间反弹。 

这个练习比较简单，就是将本章的两个例子综合一下。练习要求的动画部分在本章末尾有

介绍，而精灵移动及碰到边界弹回则在本章中间部分有介绍。 

一个可能有些难实现的要求就是同时沿着 X 和 Y方向进行移动。在前面的精灵移动例子中，

您为精灵使用了一个 float 变量并根据移动精灵的不同而将该变量添加到 X 或 Y 坐标中（两

个精灵都只沿着一个方向移动）。 

现在我建议使用一个 Vector2 来代表速度，这样您就可以为 X 方向的速度和 Y 方向的速

度记录不同的数值，而且您还可以通过直接相加的方式将您的 Vector2 速度加到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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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2位置（您可以像加整型或浮点型数值那样对 Vector2对象进行相加）。 

本练习的另一个意思是，在之前的移动例子中您利用 Texture2D 对象的大小来决定精灵

应该向边界的反方向弹回多远，不过现在您的 Texture2D 对象的大小将会不准确了，因为您在

用一个精灵位图，您现在需要根据精灵位图中的一个单帧的大小来检测图像什么时候碰到了屏

幕的边界。 

下面给出一个本例的解决方法：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Ne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Storage; 
 
namespace AnimatedSprites 
{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GraphicsDeviceManager graphics;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Texture2D texture; 
  Point 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Point currentFrame = new Point(0, 0); 
  Point sheetSize = new Point(6, 8); 
   
  //Framerate stuff 
  int timeSinceLastFrame = 0;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 16; 
   
  //Speed and movement 
  Vector2 speed = new Vector2(5, 2); 
  Vector2 position = Vector2.Zero; 
   
  public Game1() 
  { 
   graphics = new GraphicsDeviceManager(this); 
   Content.RootDirectory = "Content";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TODO: Add your initialization logic here 
    
   base.Initializ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Create a new SpriteBatch, which can be used to draw textures.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raphicsDevice); 
   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rings");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nload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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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ODO: Unload any non-ContentManager content her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Update time since last frame and only 
   //change animation if framerate expired 
   timeSinceLastFra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timeSinceLastFrame > millisecondsPerFrame) 
   { 
    timeSinceLastFrame -= millisecondsPerFrame; 
     
    ++currentFrame.X; 
    if (currentFrame.X >= sheetSize.X) 
    { 
     currentFrame.X = 0; 
     ++currentFrame.Y; 
     if (currentFrame.Y >= sheetSize.Y) 
      currentFrame.Y = 0; 
    } 
   } 
    
   //Move sprite 
   position += speed; 
    
   //If the sprite hit a wall, reverse direction 
   if (position.X >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frameSize.X || 
    position.X < 0) 
    speed.X *= -1; 
   if (position.Y >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frameSize.Y || 
    position.Y < 0) 
    speed.Y *= -1; 
     
   base.Update(gameTim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White); 
    
   spriteBatch.Begin(SpriteSortMode.FrontToBack, BlendState.AlphaBlend); 
    
   spriteBatch.Draw(texture, position, 
    new Rectangle(currentFrame.X * frameSize.X, 
     currentFrame.Y * frameSize.Y, 
     frameSize.X, 
     frameSize.Y),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0); 
      
   spriteBatch.End(); 
    
   base.Draw(gameTi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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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用户输入和碰撞检测 

问答答案 

1.  从鼠标读取输入用哪个对象？ 

Mouse。 

2.  真还是假：XNA程序中读到的 X，Y坐标表示鼠标自上一帧移动了多少。 

错误。Mouse 输入是真实的屏幕坐标（以游戏窗口的左上角为坐标原点）。如果想要知道

自前一帧之后鼠标移动了多少距离，您需要比较当前帧的值和前一帧的值，计算其差值。 

3.  模拟输入控制和数字输入控制有什么不同？ 

数字输入产生一个布尔（Boolean）型的 yes/no 和 on/off 状态，而模拟输入则根据按键被

按下的程度给出一个输入的范围。 

4.  描述包围盒碰撞检测算法。 

边界盒算法是一种简单的碰撞检测算法，您在对象的周围“绘制”虚拟的盒子，然后您对

盒子本身运行碰撞检查来看有没有对象相互碰撞了。 

5.  描述包围盒算法的优缺点。 

该算法两个 大的优势是速度快并且逻辑简单。 大的不足则是它固有的不准确性——不

是所有的对象都是方形或矩形的，因此该算法存在准确性问题。 

练习答案 

让我们把这一章和之前一章的一些元素整合在一起。修改本章末尾的的代码，使它包含另一个

不受用户控制的精灵（使用 plus.png图片，在本章源代码的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Animated 

SpritesContent\Image 文件夹下）。让两个非用户控制精灵都移动起来，像第二章里做的那样，使每

个精灵都沿 X、Y 方向移动并在屏幕边缘反弹。为新的精灵也增加碰撞检测。结果您得到了一个躲

避移动精灵的游戏。当您碰到其它的精灵的时候，游戏结束。 

为清楚起见，plus.png 的帧尺寸是 75 X 75 像素，有 4 行 6 列（注意三环和骷髅球的精灵位图有

8 行 6 列）。 

本练习将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些原理组合起来创建一个非常基本的游戏：您需要躲避在屏

幕上来回移动的两个精灵。增加一个新的动画精灵有些挑战，特别是用现在的代码编写方式（在

第 5 章您将学习如何为您建造的系统微调其面向对象的设计）。除此之外，碰撞检测、对象移

动和边界弹回都可以用您在之前的例子中使用到的方法来处理，从这点来说应该是很简单的。

下面给出一个实现本练习要求的参考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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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Ne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Storage; 
 
namespace AnimatedSprites 
{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GraphicsDeviceManager graphics;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Rings variables 
  Texture2D ringsTexture; 
  Point rings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Point ringsCurrentFrame = new Point(0, 0); 
  Point ringsSheetSize = new Point(6, 8); 
  int ringsTimeSinceLastFrame = 0; 
  int ringsMillisecondsPerFrame = 50; 
   
  //Skull variables 
  Texture2D skullTexture; 
  Point skull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Point skullCurrentFrame = new Point(0, 0); 
  Point skullSheetSize = new Point(6, 8); 
  int skullTimeSinceLastFrame = 0; 
  const int skullMillisecondsPerFrame = 50; 
   
  //Plus variables 
  Texture2D plusTexture; 
  Point plus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Point plusCurrentFrame = new Point(0, 0); 
  Point plusSheetSize = new Point(6, 4); 
  int plusTimeSinceLastFrame = 0; 
  const int plusMillisecondsPerFrame = 50; 
   
  //Rings movement 
  Vector2 ringsPosition = Vector2.Zero; 
  const float ringsSpeed = 6; 
  MouseState prevMouseState; 
   
  //Skull position 
  Vector2 skullPosition = new Vector2(100, 100); 
  Vector2 skullSpeed = new Vector2(4, 2); 
   
  //Plus position 
  Vector2 plusPosition = new Vector2(200, 200); 
  Vector2 plusSpeed = new Vector2(2, 5); 
   
  //Collision detection variables 
  int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 10; 
  int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 10; 
  int plusCollisionRectOffset = 10; 
   
  public Game1() 
  { 
   graphics = new GraphicsDeviceManager(this); 
   Content.RootDirectory = "Content";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TODO: Add your initialization logic here 
    



 

  365

   base.Initializ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Create a new SpriteBatch, which can be used to draw textures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raphicsDevice); 
    
   rings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 \threerings"); 
   skull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lus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plus");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nloadContent() 
  { 
   // TODO: Unload any non-ContentManager content her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Update time since last frame and only 
   //change animation if framerate expired 
   ringsTimeSinceLastFra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ringsTimeSinceLastFrame > ringsMillisecondsPerFrame) 
   { 
    ringsTimeSinceLastFrame -= ringsMillisecondsPerFrame; 
     
    ++ringsCurrentFrame.X; 
    if (ringsCurrentFrame.X >= ringsSheetSize.X) 
    { 
     ringsCurrentFrame.X = 0; 
     ++ringsCurrentFrame.Y; 
     if (ringsCurrentFrame.Y >= ringsSheetSize.Y) 
      ringsCurrentFrame.Y = 0; 
    } 
   } 
    
   //Then do the same to update the skull animation 
   skullTimeSinceLastFra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skullTimeSinceLastFrame > skullMillisecondsPerFrame) 
   { 
    skullTimeSinceLastFrame -= skullMillisecondsPerFrame; 
     
    ++skullCurrentFrame.X; 
    if (skullCurrentFrame.X >= skullSheetSize.X) 
    { 
     skullCurrentFrame.X = 0; 
     ++skullCurrentFrame.Y; 
     if (skullCurrentFrame.Y >= skullSheetSize.Y) 
      skullCurrentFrame.Y = 0; 
    } 
   } 
    
   //Then do the same to update the plus animation 
   plusTimeSinceLastFra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plusTimeSinceLastFrame > plusMillisecondsPerFr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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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TimeSinceLastFrame -= plusMillisecondsPerFrame; 
     
    ++plusCurrentFrame.X; 
    if (plusCurrentFrame.X >= plusSheetSize.X) 
    { 
     plusCurrentFrame.X = 0; 
     ++plusCurrentFrame.Y; 
     if (plusCurrentFrame.Y >= plusSheetSize.Y) 
      plusCurrentFrame.Y = 0; 
    } 
   } 
    
   //Move position of rings based on keyboard input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Left)) 
    ringsPosition.X -= ringsSpeed;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Right)) 
    ringsPosition.X += ringsSpeed;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Up)) 
    ringsPosition.Y -= ringsSpeed;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Down)) 
    ringsPosition.Y += ringsSpeed; 
     
   //Move the skull 
   skullPosition += skullSpeed; 
   if (skullPosition.X >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skullFrameSize.X || 
    skullPosition.X < 0) 
    skullSpeed.X *= -1; 
   if (skullPosition.Y >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skullFrameSize.Y || 
    skullPosition.Y < 0) 
    skullSpeed.Y *= -1; 
     
   //Move the plus 
   plusPosition += plusSpeed; 
   if (plusPosition.X >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plusFrameSize.X || 
    plusPosition.X < 0) 
    plusSpeed.X *= -1; 
   if (plusPosition.Y >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plusFrameSize.Y || 
    plusPosition.Y < 0) 
    plusSpeed.Y *= -1; 
     
   //Move rings based on mouse movement 
   MouseState mouseState = Mouse.GetState(); 
   if (mouseState.X != prevMouseState.X || 
   mouseState.Y != prevMouseState.Y) 
    ringsPosition = new Vector2(mouseState.X, mouseState.Y); 
   prevMouseState = mouseState; 
    
   //Move rings based on gamepad input 
   GamePadState gamepadState =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 
   if (gamepadState.Buttons.A == ButtonState.Pressed) 
   { 
    //A is pressed, double speed and vibrate 
    ringsPosition.X += 
     ringsSpeed * 2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X; 
    ringsPosition.Y -= 
     ringsSpeed * 2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Y; 
    GamePad.SetVibration(PlayerIndex.One, 1f, 1f);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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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s not pressed, normal speed and stop vibration 
    ringsPosition.X += ringsSpeed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X; 
    ringsPosition.Y -= ringsSpeed * gamepadState.ThumbSticks.Left.Y; 
    GamePad.SetVibration(PlayerIndex.One, 0, 0); 
   } 
    
   //Adjust position of rings to keep it in the game window 
   if (ringsPosition.X < 0) 
    ringsPosition.X = 0; 
   if (ringsPosition.Y < 0) 
    ringsPosition.Y = 0; 
   if (ringsPosition.X >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ringsFrameSize.X) 
    ringsPosition.X = 
     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ringsFrameSize.X; 
   if (ringsPosition.Y >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ringsFrameSize.Y) 
    ringsPosition.Y =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ringsFrameSize.Y; 
      
   //If objects collide, exit the game 
   if (Collide()) 
    Exit(); 
     
   base.Update(gameTime); 
  } 
  protected bool Collide() 
  { 
   Rectangle ringsRect = new Rectangle( 
    (int)ringsPosition.X +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int)ringsPosition.Y +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ringsFrameSize.X -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 2), 
    ringsFrameSize.Y - (ringsCollisionRectOffset * 2)); 
     
   Rectangle skullRect = new Rectangle( 
    (int)skullPosition.X +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int)skullPosition.Y +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skullFrameSize.X -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 2), 
    skullFrameSize.Y - (skullCollisionRectOffset * 2)); 
     
   Rectangle plusRect = new Rectangle( 
    (int)plusPosition.X + plusCollisionRectOffset, 
    (int)plusPosition.Y + plusCollisionRectOffset, 
    plusFrameSize.X - (plusCollisionRectOffset * 2), 
    plusFrameSize.Y - (plusCollisionRectOffset * 2)); 
     
   return ringsRect.Intersects(skullRect) || 
    ringsRect.Intersects(plusRect);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White); 
    
   spriteBatch.Begin(SpriteSortMode.FrontToBack, BlendState.AlphaBlend); 
    
   //Draw the rings 
   spriteBatch.Draw(ringsTexture, ringsPosition, 
    new Rectangle(ringsCurrentFrame.X * ringsFrameSize.X, 
     ringsCurrentFrame.Y * ringsFrameSize.Y, 
     ringsFrameSize.X, 
     ringsFrameSize.Y),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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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w the skull 
   spriteBatch.Draw(skullTexture, skullPosition, 
    new Rectangle(skullCurrentFrame.X * skullFrameSize.X, 
     skullCurrentFrame.Y * skullFrameSize.Y, 
     skullFrameSize.X, 
     skullFrameSize.Y),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0); 
      
   //Draw the plus 
   spriteBatch.Draw(plusTexture, plusPosition, 
    new Rectangle(plusCurrentFrame.X * plusFrameSize.X, 
     plusCurrentFrame.Y * plusFrameSize.Y, 
     plusFrameSize.X, 
     plusFrameSize.Y), 
     Color.White, 0, Vector2.Zero, 
     1, SpriteEffects.None, 0); 
      
   spriteBatch.End(); 
    
   base.Draw(gameTime); 
  } 
 } 
} 

第 5 章：应用面向对象设计 

问答答案 

1.  游戏组件从哪个类派生？ 

GameComponent。 

2.  如果您想要使用您的游戏组件绘制，您需要从哪个类进行派生？ 

DrawableGameComponent。 

3.  真还是假：花费时间建立可靠的面向对象设计不如编码有价值，因为它是不必要和多余的。 

绝对错误。一开始就做一个合适的设计可以帮您避免接下来遇到数不清的麻烦及维护问题。

不论什么样的项目，都必须总是提前计划然后围绕一个可靠的设计来进行编码。 

练习答案 

修改这章创建的代码，生成 4 个精灵在屏幕上移动并在触及屏幕四边时反弹。为了完成这个目

标，需要创造一个继承自 AutomatedSprite 类的新类，可以将它命名为 BouncingSprite。

BouncingSprite和 AutomatedSprite类做同样的事情，除了在 Update方法中检测精灵是否

越过屏幕边缘。如果是，则将 speed变量乘以-1，反转精灵的移动方向。 

生成两个使用骷髅球精灵位图的反弹精灵，另外两个使用加号精灵位图（它们位于本章代码的

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AnimatedSpritesContent\Images 文件夹下）。 

请注意当应用这些修改后运行游戏，屏幕上会有 4 个自动精灵在屏幕上移动，任何一个碰到了

用户控制的精灵游戏将会结束。测试游戏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因为精灵可能在游戏刚开始

的时候就发生碰撞了。在运行游戏前试着把您的鼠标光标移到屏幕角落，使用户控制精灵在游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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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远离自动精灵。 

现在创建一个可以弹跳的精灵对您来说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您已

经创建了一个可以在碰到游戏窗口边界时弹回的精灵（如果您完成了前面章节的练习您可能又

创建了一次）。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在 Update 方法中检查精灵有没有超出游戏窗口的边界，如

果有的话则改变它的运动方向为相反的方向。 

下面是 BouncingSprite类的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namespace AnimatedSprites 
{ 
 class BouncingSprite: AutomatedSprite 
 { 
  public Bounc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 
  } 
  public Bouncing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position += direction; 
    
   //Reverse direction if hit a side 
   if (position.X > clientBounds.Width - frameSize.X || 
    position.X < 0) 
    speed.X *= -1; 
     
   if (position.Y > clientBounds.Height - frameSize.Y || 
    position.Y < 0) 
    speed.Y *= -1;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 
} 

您应该更新这些在 SpriteManager类的 LoadContent方法中创建自动精灵的代码，它

们看起来像这样： 

//Load several different automated sprites into the list 
spriteList.Add(new Bounc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150, 15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new Vector2(1,1))); 
spriteList.Add(new Bounc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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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Vector2(300, 15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4), new Vector2(1,0))); 
spriteList.Add(new Bounc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plus"), 
 new Vector2(150, 30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4), new Vector2(0,1))); 
spriteList.Add(new Bounc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new Vector2(600, 400),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new Vector2(-1,-1))); 

第 6 章：声音和音效 

问答答案 

1.  您用什么来引用添加到 XACT声音文件中的声音？ 

为了播放一个 XACT音频文件中的声音，您通过该声音关联的 cue名来对其进行引用。 

2.  使用简化音频 API代替 XACT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优点：简单快速并且被 Zune 支持。缺点：声音属性中无法修改设计时间（design time）。 

3.  真还是假：要使一个音轨在游戏中循环播放，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代码中让它一遍又一遍的播

放。 

错误。在 XACT 中，通过为声音指定一定的播放次数或者指定声音无限次播放，您可以给

某个特定声音设置它的循环播放属性。 

4.  真还是假：使用 XACT您可以调整声音的音量（volume）。 

正确。使用 XACT您可以调整一个声音文件的音量（volume）、音高（pitch）和其它属性。 

5.  当您使用 XACT声音文件的时候，怎样去暂停和重新播放一个声音？ 

如果您用 GetCue 方法抓取 Cue 对象并且从该 Cue 对象播放声音，那么您可以在该 Cue

对象上调用 Pause（暂停）、Stop（停止）、Play（播放）和其它方法来控制该那个声音的回

放。 

练习答案 

请在 XNA中使用 XACT尝试体验一下不同的声音和声音设置。找一些 wav 格式的文件插入到游

戏中。在 XACT中组合多个声音到一个 cue里面，然后体验一下不同的设置。 

本练习真的没有所谓正确或错误的答案。按照本章前面介绍的步骤操作，添加一些不同的

声音，然后根据 XACT 中的设置播放这些声音。添加的声音不一定要很好听，只不过是把这当

作一次机会来对 XACT及其所有功能加深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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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人工智能基础 

问答答案 

1.  什么是图灵测试？ 

由 Alan Turing设计，图灵测试让一个人同时与一台电脑及另一个人交互，这个测试通过提

问的形式来判断哪个是电脑哪个是另一个人。图灵测试被设计用来判断一台电脑是否智能。如

果质问者无法判断哪个是电脑哪个是人的话，该电脑则被认为是“智能的”。 

2.  为什么人工智能如此难于理想化？ 

因为智能本身就是很难定义的。智能是一种现在尚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因此它从性质上

讲是模棱两可的。 

3.  在视频游戏中是什么是对象变成无关的？要怎么处理无关对象？为什么？ 

如果一个对象不再影响游戏了，它就是不相关的。不相关的对象应该被删除，因为如若不

然的话它们会继续被更新和绘制到每个帧上，这会对游戏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4.  如果您有一个位置保存在一个叫做 PlayerPos 的 Vector2 对象中的玩家和一个位置保存在

ChasePos（同 PlayerPos）的追逐精灵，什么样的算法可以使追逐精灵追逐您的玩家？ 

if(PlayerPos.X < ChasePos.X) 
 --ChasePos.X; 
else 
 ++ChasePos.X; 
if(PlayerPos.Y < ChasePos.Y) 
 --ChasePos.Y; 
else 
 ++ChasePos.Y; 

练习答案 

用您在这一章里学到的知识创建另一种精灵对象。使这种精灵在屏幕上随机移动。要做到这一

点，您应该创建一个随机计时器表示何时对象应该改变方向。当计时结束时，让对象往一个不同的

方向移动，然后重置随机计时器为一个新的随机时间，作为精灵下一次改变方向的时间。 

当处理一个随机对象时，您需要弄清楚该对象什么时候会随机改变运动方向。理想的情况

是，它在随机的间隔时间后随机地改变方向。被用来决定随机变量临界值的实际值可以被自定

义，从而得到我们想要的功能点，但是本质的代码是一样的。下面所示是一个随机移动的精灵

类： 

using System;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namespace AnimatedSprites 
{ 
 class RandomSprite : Sprite 
 {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Random variable to determine when to change directions 
  int minChangeTime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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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maxChangeTime = 1000; 
  int changeDirectionTimer; 
  Random rnd; 
   
  public Random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Random rnd)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collisionCueNam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this.rnd = rnd; 
   ResetTimer(); 
  } 
   
  public RandomSprite(Texture2D textureImage, Vector2 position, 
   Point frameSize, int collisionOffset, Point currentFrame, 
   Point sheetSize, Vector2 speed, int millisecondsPerFrame, 
   string collisionCueName, SpriteManager spriteManager, 
   Random rnd) 
   : base(textureImage, position, frameSize, collisionOffset, 
   currentFrame, sheetSize, speed, millisecondsPerFrame, 
   collisionCueName) 
  { 
   this.spriteManager = spriteManager; 
   this.rnd = rnd; 
   ResetTimer(); 
  } 
   
  public override Vector2 direction 
  { 
   get { return speed; }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Rectangle clientBounds) 
  { 
   //Move forward 
   position += speed; 
   Vector2 player = spriteManager.GetPlayerPosition(); 
    
   //Is it time to change directions? 
   changeDirectionTimer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changeDirectionTimer < 0) 
   { 
    //Pick a new random direction 
    float Length = speed.Length(); 
    speed = new Vector2((float)rnd.NextDouble() - .5f, 
     (float)rnd.NextDouble() - .5f); 
    speed.Normalize(); 
    speed *= Length; 
     
    ResetTimer(); 
   } 
    
   base.Update(gameTime, clientBounds); 
  } 
  private void ResetTimer() 
  { 
   changeDirectionTimer = rnd.Next( 
    minChangeTime, maxChangeTi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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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整合 

问答答案 

1.  您用什么类型的对象在 XNA中绘制 2D 文本？ 

您使用 SpriteFont对象在 XNA中绘制 2D 文本。 

2.  游戏中的背景图片是如何和表示玩家或者精灵的图像区分开的？ 

真的没什么不同。本质的概念是一样的——都是在游戏窗口中绘制一个 2D 图形。只是这

里的背景图片不是动画，包含背景图像的文件只含有那一个图像（与玩家精灵不同，玩家精灵

是动画。用作代表玩家精灵之类对象的文件都含有精灵图，而精灵图则由组成一个动画序列的

多个图像组成。） 

3.  游戏状态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作用？ 

游戏状态用来指示整个游戏或者游戏中某个活动的当前状态。可以使用游戏状态来从启动

画面切换到游戏进行画面，从游戏进行画面切换到游戏结束画面等等。 

练习答案 

把骷髅球精灵的法宝（或称为伤害性法宝，如果您更喜欢）功能改为冻结 2 秒钟（而不是 5秒

钟内减缓 50%的速度）。为骷髅球精灵、闪电精灵和加号精灵使用不同的法宝计时器。 

既然您已经学习了核心逻辑，添加一个新的 power‐up（或者 power‐down）真的不太复杂。

您已经构建了一个通过 power‐up 修改玩家速度的方式（闪电(Bolt)法宝将玩家速度提高一倍而

骷髅法宝当前是将玩家速度减半）。要使一个玩家冻结，您只需要在 power‐up 起作用时将玩家

的速度减为 0。另一件要考虑的事情就是，这个 power‐up 只持续 2 秒钟而其它的则会持续 5 秒

钟。因此，您将需要增加一个新的变量来追踪这个冻结性 power‐up 何时失效。 

修改后的 SpriteManager类代码如下所示：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namespace AnimatedSprites 
{ 
 /// <summary> 
 /// This is a game component that implements IUpdateable. 
 /// </summary> 
 public class SpriteManager : Microsoft.Xna.Framework.DrawableGameComponent 
 { 
  // SpriteBatch for drawing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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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sprite for the player and a list of automated sprites 
  UserControlledSprite player; 
  List<Sprite> spriteList = new List<Sprite>(); 
   
  // Variables for spawning new enemies 
  int 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 1000; 
  int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2000; 
  int enemyMinSpeed = 2; 
  int enemyMaxSpeed = 6; 
  int nextSpawnTime = 0; 
   
  // Chance of spawning different enemies 
  int likelihoodAutomated = 75; 
  int likelihoodChasing = 20; 
  int likelihoodEvading = 5; 
   
  // Scoring 
  int automatedSpritePointValue = 10; 
  int chasingSpritePointValue = 20; 
  int evadingSpritePointValue = 0; 
   
  // Lives 
  List<AutomatedSprite> livesList = new List<AutomatedSprite>(); 
   
  //Spawn time variables 
  int nextSpawnTimeChange = 5000; 
  int timeSinceLastSpawnTimeChange = 0; 
   
  // Powerup stuff 
  int powerUpExpiration = 0; 
  int powerUpFreezeExpiration = 0; 
   
  public SpriteManager(Game game) 
   : base(game) 
  { 
   // TODO: Construct any child components here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component to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it 
  /// needs to before starting to run. This is where it can query for 
  /// any required services and load content. 
  /// </summary> 
  public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Initialize spawn time 
   ResetSpawnTime(); 
    
   base.Initializ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ame.GraphicsDevice); 
    
   player = new UserControll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rings"), 
    new Vector2(Game.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Game.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new Vector2(6, 6)); 
     
   // Load player lives list 
   for (int i = 0; i < ((Game1)Game).NumberLivesRemaining;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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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offset = 10 + i * 40; 
    livesList.Add(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rings"), 
     new Vector2(offset, 35),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Vector2.Zero, 
     null, 0, .5f)); 
   } 
    
   base.LoadContent();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component to update itself.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Time to spawn enemy? 
   nextSpawnTim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nextSpawnTime < 0) 
   { 
    SpawnEnemy(); 
     
    // Reset spawn timer 
    ResetSpawnTime(); 
   } 
    
   UpdateSprites(gameTime); 
    
   // Adjust sprite spawn times 
   AdjustSpawnTimes(gameTime); 
    
   // Expire Powerups? 
   CheckPowerUpExpiration(gameTime); 
    
   base.Update(gameTime); 
  } 
   
  protected void UpdateSprites(GameTime gameTime) 
  { 
   // Update player 
   player.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Update all nonplayer sprites 
   for (int i = 0; i < spriteList.Count; ++i) 
   { 
    Sprite s = spriteList[i]; 
     
    s.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Check for collisions 
    if (s.collisionRect.Intersects(player.collisionRect)) 
    { 
     // Play collision sound 
     if (s.collisionCueName != null) 
      ((Game1)Game).PlayCue(s.collisionCueName); 
       
     // If collided with AutomatedSprite 
     // remove a life from the player 
     if (s is AutomatedSprite) 
     { 
      if (livesList.Count > 0) 
      { 
       livesList.RemoveAt(livesList.Count - 1); 
       --((Game1)Game).NumberLivesRem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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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lse if (s.collisionCueName == "pluscollision") 
     { 
      // Collided with plus - start plus power-up 
      powerUpExpiration = 5000; 
      player.ModifyScale(2); 
     } 
     else if (s.collisionCueName == "skullcollision") 
     { 
      // Collided with skull - start skull power-up 
      powerUpExpiration = 2000; 
      player.ModifySpeed(0f); 
     } 
     else if (s.collisionCueName == "boltcollision") 
     { 
      // Collided with bolt - start bolt power-up 
      powerUpExpiration = 5000; 
      player.ModifySpeed(2); 
     } 
      
     // Remove collided sprite from the gam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Remove object if it is out of bounds 
    if (s.IsOutOfBounds(Game.Window.ClientBounds)) 
    { 
     ((Game1)Game).AddScore(spriteList[i].scoreValue); 
     spriteList.RemoveAt(i); 
     --i; 
    } 
   } 
    
   // Update lives-list sprites 
   foreach (Sprite sprite in livesList) 
    sprite.Update(gameTime, Game.Window.ClientBounds); 
  } 
   
  public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spriteBatch.Begin(SpriteSortMode.FrontToBack, BlendState.AlphaBlend); 
    
   // Draw the player 
   player.Draw(gameTime, spriteBatch); 
    
   // Draw all sprites 
   foreach (Sprite s in spriteList) 
    s.Draw(gameTime, spriteBatch); 
     
   // Draw player lives 
   foreach (Sprite sprite in livesList) 
    sprite.Draw(gameTime, spriteBatch); 
     
   spriteBatch.End(); 
   base.Draw(gameTime); 
  } 
   
  private void ResetSpawnTime() 
  { 
   // Set the next spawn time for an enemy 
   nextSpawnTime = ((Game1)Game).rnd.Next( 
    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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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vate void SpawnEnemy() 
  { 
   Vector2 speed = Vector2.Zero; 
   Vector2 position = Vector2.Zero; 
    
   // Default frame size 
   Point frameSize = new Point(75, 75); 
    
   // Randomly choose which side of the screen to place enemy, 
   // then randomly create a position along that side of the screen 
   // and randomly choose a speed for the enemy 
   switch (((Game1)Game).rnd.Next(4)) 
   { 
    case 0: // LEFT to RIGHT 
     position = new Vector2( 
      -frameSize.X, ((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 
      BackBufferHeight - frameSize.Y)); 
       
     speed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 
      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0); 
     break; 
    case 1: // RIGHT to LEFT 
     position = new 
      Vector2(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 
      BackBufferWidth, 
      ((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 
      BackBufferHeight - frameSize.Y)); 
       
     speed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 
      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0); 
     break; 
    case 2: // BOTTOM to TOP 
     position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 
      BackBufferWidth - frameSize.X),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 
      BackBufferHeight); 
       
     speed = new Vector2(0, 
      -((Game1)Game).rnd.Next(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break; 
    case 3: // TOP to BOTTOM 
     position = new Vector2(((Game1)Game).rnd.Next(0, 
      Game.GraphicsDevice.PresentationParameters.BackBufferWidth 
      - frameSize.X), -frameSize.Y); 
       
     speed = new Vector2(0, 
     ((Game1)Game).rnd.Next(enemyMinSpeed, 
     enemyMaxSpeed)); 
     break; 
   } 
    
   // Get random number between 0 and 99 
   int random = ((Game1)Game).rnd.Next(100);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 Create an AutomatedSprite. 
    // Get new random numb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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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reate a three-blade or four-blade sprite. 
    if (((Game1)Game).rnd.Next(2) == 0) 
    { 
     // Create a four-blade enemy 
     spriteList.Add( 
     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fourblades"),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fourbladescollision", 
      automatedSpritePointValue)); 
    } 
    else 
    { 
     // Create a three-blade enemy 
     spriteList.Add( 
     new Automated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threeblades"),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threebladescollision", 
      automatedSpritePointValue)); 
    } 
   } 
   else if (random < likelihoodAutomated + 
   likelihoodChasing) 
   { 
    // Create a ChasingSprite. 
    // Get new random number to determine whether 
    // to create a skull or a plus sprite. 
    if (((Game1)Game).rnd.Next(2) == 0) 
    { 
     // Create a skull 
     spriteList.Add( 
     new Chas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skullball"),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skullcollision", this, 
      chasingSpritePointValue)); 
    } 
    else 
    { 
     // Create a plus 
     spriteList.Add( 
     new Chas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plus"),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4), speed, "pluscollision", this, 
      chasingSpritePointValue)); 
    } 
   } 
   else 
   { 
    // Create an EvadingSprite 
    spriteList.Add( 
    new EvadingSprite( 
     Game.Content.Load<Texture2D>(@"images\bolt"), 
     position, new Point(75, 75), 10, new Point(0, 0), 
     new Point(6, 8), speed, "boltcollision", this, 
     .75f, 150, evadingSpritePointValue)); 
   } 
  } 
   
  // Return current position of the player sprite 
  public Vector2 GetPlayerPosition() 
  { 
   return player.Get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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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tected void AdjustSpawnTimes(GameTime gameTime) 
  { 
   // If the spawn max time is > 500 milliseconds 
   // decrease the spawn time if it is time to do 
   // so based on the spawn-timer variables 
   if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500) 
   { 
    timeSinceLastSpawnTimeChange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timeSinceLastSpawnTimeChange > nextSpawnTimeChange) 
    { 
     timeSinceLastSpawnTimeChange -= nextSpawnTimeChange; 
     if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1000) 
     {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100; 
      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 100; 
     } 
     else 
     { 
      enemySpawnMaxMilliseconds -= 10; 
      enemySpawnMinMilliseconds -= 10; 
     } 
    } 
   } 
  } 
   
  protected void CheckPowerUpExpiration(GameTime gameTime) 
  { 
   // Is a power-up active? 
   if (powerUpExpiration > 0) 
   { 
    // Decrement power-up timer 
    powerUpExpiratio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powerUpExpiration <= 0) 
    { 
     // If power-up timer has expired, end all power-ups 
     powerUpExpiration = 0; 
     player.ResetScale(); 
     player.ResetSpeed(); 
    } 
   } 
    
   // Is a freeze power-up active? 
   if (powerUpFreezeExpiration > 0) 
   { 
    // Decrement power-up timer 
    powerUpFreezeExpiratio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if (powerUpFreezeExpiration <= 0) 
    { 
     // If power-up timer has expired, end all power-ups 
     powerUpFreezeExpiration = 0; 
     player.ResetSpee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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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3D游戏开发 

问答答案 

1. XNA使用右手系还是左手系的坐标系统？ 

XNA使用右手系的坐标系统，如果您看下 Z 轴的原点，朝您右边的 X  轴上是正值，而面向

您方向的 Z轴上是正值。 

2.  在 XNA 3D 中，一部摄像机的视锥由什么组成？ 

一部摄像机的视锥由摄像机视角以及近的和远的裁减平面组成。 

3.  什么是背面消隐？ 

消隐是不绘制出非朝向摄像机的对象，只绘制朝向摄像机的对象的过程。举个例子，当在

XNA 中玩一个足球游戏时，您永远不需要看见一个足球的内部构造，所以处理程序不绘制出对

象的那一面，节省了宝贵的处理时间。 

4.  什么是顶点声明？ 

顶点声明告诉图形设备您将要发送什么类型的数据过去，以便它知道如何处理那份数据。 

5.  真还是假：旋转矩阵（rotation）乘以平移矩阵（translation）与平移矩阵（translation）乘以

旋转矩阵（rotation）是有区别的。 

正确。rotation * translation会引起对象适当旋转，而 translation * rotation 会引起对象盘旋。 

6.  当要模拟一个行星自转和绕轨道公转时，旋转和平移的应用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 

为了自转，您首先需要一个 rotation；然后为了公转，您依次需要一个 translation 和一个

rotation。所以，答案是 rotation * translation *rotation。 

7.  真还是假：为了把一个大小为 250×300的纹理的右下角映射到某个定点上，您应该指定(U, V)

为(250, 300)。 

错误。(U, V)坐标必须介于 0 和 1 之间。要指定一个纹理的左上角，用坐标(0, 0)；要指定右

下角，用坐标(1, 1)。 

8.  用三角表绘制三个三角形需要多少个顶点？ 

一个三角表使用三个顶点来绘制每个三角形。如果要绘制 3 个三角形则需要 9 个顶点。 

9.  用三角带绘制三个三角形需要多少个顶点？ 

一个三角带用 开始的三个顶点构建一个三角形，然后利用每个新增加的顶点构建一个三

角形：用新的顶点与之前顶点中的任意两个组合。使用一个三角形带来绘制三个三角形需要 5

个顶点。 

练习答案 

在本章编写的代码基础上，创建一个有六个面的立方体，要求每个面上应用不同的纹理，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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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能够绕着多个旋转轴进行旋转。 

要创建一个每个面纹理都不同的六面体，首先您要再增加五个图像文件到您的项目中。然

后您要利用坐标绘制 12个三角形：六面体的每个面 2个三角形。下一步，在您的顶点数组（vertex 

array）中为六面体的每个面创建顶点，接着在 Draw方法中绘制出每个面。有一件事需要注意

到，您要为每一个面开始和结束效果，因为您将要为每一个面重设纹理（这必须在调用

BasicEffect.Begin之前完成）。 

代码中唯一需要改变的就是 Game1类，更新代码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namespace _3D_Madness 
{ 
 /// <summary> 
 /// This is the main type for your game 
 /// </summary>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GraphicsDeviceManager graphics;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 Game camera 
  Camera camera; 
   
  // Vertex data 
  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 
  VertexBuffer vertexBuffer; 
   
  // Effect 
  BasicEffect effect; 
   
  // Movement and rotation stuff 
  Matrix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Identity; 
  Matrix worldRotation = Matrix.Identity; 
   
  // Texture info 
  List<Texture2D> textureList = new List<Texture2D>(); 
   
  public Game1() 
  { 
   graphics = new GraphicsDeviceManager(this); 
   Content.RootDirectory = "Content";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it 
  /// needs to before starting to run. This is where it can query for 
  /// any required services and load any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Initialize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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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 
    Vector3.Zero, Vector3.Up); 
   Components.Add(camera); 
    
   base.Initialize(); 
  } 
   
  /// <summary> 
  /// 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the place to load 
  /// all of your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Create a new SpriteBatch, which can be used to draw textures.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raphicsDevice); 
    
   //initialize vertices 
   verts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24]; 
   //FRONT 
   verts[0]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BACK 
   verts[4]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5]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6]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7]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LEFT 
   verts[8]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9]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10]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1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RIGHT 
   verts[1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1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14]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15]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TOP 
   verts[16]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17]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18]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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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s[19]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BOTTOM 
   verts[20]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2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2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2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 Set vertex data in VertexBuffer 
   vertexBuffer = new VertexBuffer(GraphicsDevice, 
    typeof(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Length, 
    BufferUsage.None); 
   vertexBuffer.SetData(verts); 
    
   // Initialize the BasicEffect 
   effect = new BasicEffect(GraphicsDevice); 
    
   //load all textures 
   textureList.Add(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Trees")); 
   textureList.Add(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t1")); 
   textureList.Add(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t2")); 
   textureList.Add(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t3")); 
   textureList.Add(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t4")); 
   textureList.Add(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t5")); 
  } 
   
  /// <summary> 
  /// Un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the 
  /// place to unload all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nloadContent() 
  { 
   // TODO: Unload any non-ContentManager content here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run logic such as updating the world, 
  /// checking for collisions, gathering input, and playing audio.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 Translation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Left))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Right))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 Rotation 
   worldRotation *=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 
    MathHelper.PiOver4 / 60, 
    MathHelper.PiOver4 / 360, 
    MathHelper.PiOver4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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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Update(gameTime); 
  } 
   
  /// <summary> 
  /// This is called when the game should draw itself.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CornflowerBlue); 
    
    
    
   // Set the vertex buffer on the GraphicsDevice 
   GraphicsDevice.SetVertexBuffer(vertexBuffer); 
    
   //Set object and camera info 
   effect.World = worldRotation * worldTranslation * worldRotation; 
   effect.View = camera.view; 
   effect.Projection = camera.projection; 
   effect.TextureEnabled = true; 
    
   // Draw front 
   effect.Texture = textureList[0];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0, 2); 
   } 
    
   //draw back 
   effect.Texture = textureList[1];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4, 2); 
   } 
    
   //draw left 
   effect.Texture = textureList[2];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8, 2); 
   } 
    
   //draw right 
   effect.Texture = textureList[3];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12, 2); 
   } 
    
   //draw top 
   effect.Texture = textureList[4];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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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16, 2); 
   } 
    
   //draw bottom 
   effect.Texture = textureList[5];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20, 2); 
   } 
    
   base.Draw(gameTime); 
  } 
 } 
} 

第 10 章：3D模型 

问答答案 

1. XNA支持什么格式的模型？ 

XNA支持.x和.fbx 模型文件。 

2.  为什么您明明可以自己绘制，却要使用一个模型呢？ 

模型允许您用一个第三方工具（专为艺术建模或构建 3D 物体模型而设计）来构建一个模

型或设计。在 XNA  3D 中，用图元手工开发出具有与用模型制作同等精细度和复杂度的对象几

乎是不可能的。 

3.  向 XNA加载模型时，模型默认加载什么类型的效果？ 

默认情况下，XNA中的模型使用 BasicEffects。 

4.  真还是假：如果模型单独分开的纹理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并没有存放在模型文件相应的地方。

当游戏试图加载该文件，游戏会崩溃。 

错误。如果找不到纹理，您的游戏不会进行编译。内容管道会直接抛出一个编译错误

（compilation error）。 

练习答案 

采用本章的代码，创建一个新的 BasicModel子类，该类使飞船在(0, 0, 0）和(0, 0, ‐1400)之间

来回运动。适当地调整飞船，使它的头部总是朝向飞行的前方。 

想要实现上述效果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下面给出的解决方案中使用一个变量来指示飞船可

以在背景中前进多远，使用一个 direction Vector3 变量来指示飞船现在的方向。当飞船

到达必须掉头的那一点时，Direction变量的 Z 值会乘以‐1，飞船则转动 180 度朝向它正行驶

的方向。本例要求的 BasicModel子类的代码如下所示（请注意，您必须先创建这个类然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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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ModelManager来创建一个该类型而非 SpinningEnemy类型的对象）：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namespace _3D_Game 
{ 
 class FlyingShip : BasicModel 
 { 
  Matrix rotation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 
  Matrix translation = Matrix.Identity; 
   
  float maxDistance = -400; 
  Vector3 direction = new Vector3(0, 0, -1); 
   
  public FlyingShip(Model m) 
   : base(m) 
  { 
  } 
   
  public override void Update() 
  { 
   //if the object has traveled past the max distance 
   //or in front of the origin, reverse direction 
   //and rotate ship 180 degrees 
   if (translation.Translation.Z < maxDistance || 
    translation.Translation.Z > 0) 
   { 
    direction.Z *= -1; 
    rotation *= Matrix.CreateRotationY(MathHelper.Pi); 
   } 
    
   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direction); 
  } 
   
  public override Matrix GetWorld() 
  { 
   return world * rotation * translation; 
  } 
 } 
} 

第 11 章：创建第一人称摄像机 

问答答案 

1.  摄像机偏航时，该旋转哪一个（或哪几个）向量呢？绕着什么轴线旋转呢？ 

偏航时，唯一改变的向量是摄像机的方向向量。您要围绕摄像机的向上向量（up  vector）

转动方向向量（direction vector）。 

2.  摄像机翻转时，该旋转哪一个（或哪几个）向量呢？绕着什么轴线旋转呢？ 

翻转时，唯一改变的向量是摄像机的向上向量。您要围绕摄像机的方向向量转动向上向量。 

3.  摄像机俯仰时，该旋转哪一个（或哪几个）向量呢？绕着什么轴线旋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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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时，方向向量会一直在改变。您可能也转动向上向量，这取决于您创建的是路基摄像

机（land‐based  camera）还是飞行模拟器摄像机（flight‐simulator  camera）。您把这两个向量都

绕着摄像机向上向量和方向向量的向量积（cross product）转动。 

练习答案 

记得在将三维摄像机向前移动时曾用到以下代码： 

cameraPosition += cameraDirection * speed; 

但是，当运用到地面摄像机时，这个方法会有一点问题。为了消除向上看时的“飞行”效果,

需要在运用此行代码移动摄像机前将 cameraDirection向量的 Y分量置零，使 Y的值保持不变，

从而保证摄像机始终在地面上移动。 

但是，这样的改动又会带来新的不便：当摄像机俯仰程度越大，摄像机移动的速度就越慢，即

所完成移动所用的时间就越长。例如，当 cameraDirection向量为(10, 2, 0)，将 Y值归零后向量

变为(10,  0,  0)，摄像机便会以改变后的向量所确定的速度移动。如果摄像机俯仰的角度更大一点，

cameraDirection向量为(2, 10, 0)，将 Y值归零后就成了(2, 0, 0)，摄像机便会以(2, 0, 0)所确定的

速度移动。 

将您的三维摄像机转换为地面摄像机。转换完成后，不管俯仰角度的大小，前后移动摄像机时

都会保持同样的速度。使用您在本章前半部分所创建的编码。 

提示：记住 Vector3.Normalize方法会标准化任意 Vector3类向量，那将使它的模或长度

为 1。 

本题的解决方法很简单。首先，您需要移除方向向量的 Y 值，然后您对所得向量进行

normalize，赋予其值为 1 的大小（或长度）。一旦您要做这一动作时，您可以将该向量乘以

摄像机的速度并添加到摄像机的位置向量中。来回移动摄像机的代码可以在 Camera 类的

Update方法中找到。题中所说问题的解决方法只会影响那段代码，现列出如下： 

//Remove the Y component of the camera direction 
Vector3 movementDirection = cameraDirection; 
movementDirection.Y = 0; 
 
//Normalize the vector to ensure constant speed 
movementDirection.Normalize(); 
 
// Move forward/backward 
if (Keyboard.GetState().IsKeyDown(Keys.W)) 
 cameraPosition += movementDirection * speed; 
if (Keyboard.GetState().IsKeyDown(Keys.S)) 
 cameraPosition -= movementDirection * speed; 

第 12 章：3D碰撞检测与射击 

问答答案 

1.  在 3D（或 2D）游戏中，进行射击时，怎样确定射击的方向？ 

通常，开火物体（摄像机、枪等等）本身有一个方向。当开火时，您可以赋予子弹或抛射

物与它们的发射源相同的方向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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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还是假：每个模型都有围绕整个模型的 BoundingSphere，用于碰撞检测。 

错误。BoundingSphere 对象隶属于 ModelMesh 对象。每个模型有一个或多个

ModelMesh 对象。BoundingSphere 可能会覆盖整个模型，但是一个模型可能有多个

ModelMesh，那样的话，模型就有多个 BoundingSphere对象，而每个 BoundingSphere

对象只会包围模型的一块区域。 

3.  当使用与可移动的模型相关联的 BoundingSpheres 和来进行碰撞检测时，应对

BoundingSphere进行哪些何种操作以获得更准确的检测？ 

BoundingSphere 对象不会跟着它们所隶属的模型自动移动、旋转或缩放，在应用它们

进行碰撞检测前，您需要先把移动、旋转和缩放矩阵赋给它们。 

4.  在 3D 游戏屏幕上绘制 2D 图像与在 2D 游戏屏幕上绘制 2D图像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不论游戏中有没有 3D 图像，用 2D 绘制图像都是一样的。 

练习答案 

为巩固本章所学内容，请更改代码，自定义炮弹，以达到以下要求： 

• 将炮弹的速度减慢 50%。 

• 将射击间隔时间缩短一半（也就是说，持续按住空格键时，射击的频率是之前的一倍）。 

• 每次进行射击时，同时散射三发炮弹（即一发对准中间，一发朝左，一发朝右）。 

前两个要求很容易实现：只要修改代表发射速度和发射延迟的变量的初始值就可以了，您

只需要 少的编码就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了。要以散布的形式发射三个物体，您需要找到发射

一个物体的代码，然后向模型管理器中再添加两个发射物体（一个朝向原发射物体的右边，一

个朝向其左边）。 

只需要修改 Game1类的代码，下面是一个参考解决方案：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Ne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Storage; 
 
namespace _3D_Game 
{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GraphicsDeviceManager graphics;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public Camera camera { get; protected set; } 
  ModelManager modelManager; 
   
  //Randomness 
  public Random rnd { get; protected 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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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ts 
  float shotSpeed = 5; 
  int shotDelay = 150; 
  int shotCountdown = 0; 
   
  //Crosshair 
  Texture2D crosshairTexture; 
   
  //Audio 
  AudioEngine audioEngine; 
  WaveBank waveBank; 
  SoundBank soundBank; 
  Cue trackCue; 
   
  public Game1() 
  { 
   graphics = new GraphicsDeviceManager(this); 
   Content.RootDirectory = "Content";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Width = 1280; 
   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Height = 1024; 
    
#if !DEBUG 
   graphics.IsFullScreen = true; 
#endif 
 
   rnd = new Random();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Initialize camera 
   camera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0), 
    Vector3.Zero, Vector3.Up); 
   Components.Add(camera); 
    
   //Initialize model manager 
   modelManager = new ModelManager(this); 
   Components.Add(modelManager); 
    
   base.Initializ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Create a new SpriteBatch, which can be used to draw textures.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raphicsDevice); 
    
   //Load crosshair 
   crosshair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crosshair"); 
    
   // Load sounds and play initial sounds 
   audioEngine = new AudioEngine( 
    @"Content\Audio\GameAudio.xgs"); 
   waveBank = new WaveBank(audioEngine, 
    @"Content\Audio\Wave Bank.xwb"); 
   soundBank = new SoundBank(audioEngine, 
    @"Content\Audio\Sound Bank.xsb"); 
     
   trackCue = soundBank.GetCue("Tracks"); 
   trackCue.Play();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nloadCont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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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DO: Unload any non-ContentManager content her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 See if the player has fired a shot 
   FireShots(gameTime); 
    
   base.Update(gameTime);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Black); 
    
   // TODO: Add your drawing code here 
    
   base.Draw(gameTime); 
    
   //Draw crosshair 
   spriteBatch.Begin(); 
    
   spriteBatch.Draw(crosshairTexture, 
    new Vector2((Window.ClientBounds.Width / 2) 
     - (crosshairTexture.Width / 2), 
     (Window.ClientBounds.Height / 2) 
     - (crosshairTexture.Height / 2)), 
     Color.White); 
    
   spriteBatch.End(); 
  } 
   
  protected void FireShots(GameTime gameTime) 
  { 
   if (shotCountdown <= 0) 
   { 
    // Did player press space bar or left mouse button- 
    if (Keyboard.GetState().IsKeyDown(Keys.Space) || 
     Mouse.GetState().LeftButton == ButtonState.Pressed) 
    { 
     // Add a shot to the model manager 
     modelManager.AddShot( 
      camera.camera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Add shot in spread to the right 
     Vector3 initialPosition = camera.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camera.cameraUp) * 5; 
       
     modelManager.AddShot( 
      initial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Add shot in spread to the left 
     initialPosition = camera.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camera.cameraUp) * 5; 
       
     modelManager.Add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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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ial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 Play shot audio 
     PlayCue("Shot"); 
      
     // Reset the shot countdown 
     shotCountdown = shotDelay; 
    } 
   } 
   else 
    shotCountdo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 
   
  public void PlayCue(string cue) 
  { 
   soundBank.PlayCue(cue); 
  } 
 } 
} 

第 13 章：HLSL基础 

问答答案 

1.  在 HLSL 中，如何获取一个 float4对象的第一个元素？ 

如果您想要获取一个叫做 color 的 float4 对象中的第一个元素，您可以用数组符号

（color[0]）或者您也可以使用颜色和位置的命名空间（color.r或者 color.x） 

2.  什么叫做混合（swizzling）？ 

Swizzling 是指从颜色或位置的命名空间（如 color.rb 或 color.xyz）取两个或多个元

素来获取一个 float4或类似数据类型的多个元素。 

3.  在 HLSL，如何规定使用顶点、像素着色器的哪一个版本？ 

在 HLSL 效果文件处理技巧中，您可以通过提供带有着色器版本的 compile关键字来指定

一个 VertexShader（顶点着色器）和/或 PixelShader（像素着色器）。对于顶点着色器，

您可以用 vs_2_0句法，而对于像素着色器，您则可以用 ps_2_0语法。 

4.  若没有 HLSL，您不能实现哪些效果？ 

HLSL 允许开发人员连接到硬件功能，而 XNA框架是不提供这些的。原因：图形硬件变得越

来越复杂，如果 XNA 框架被扩展来处理所有显卡（graphics  card）的话，XNA 框架会变得很庞

大。所以，HLSL 与 XNA协作，允许您为显卡本身编写代码。 

5.  在 HLSL，怎样将那个两个矩阵相乘？ 

HLSL 中的 mul函数可以将两个矩阵相乘。 

6.  语义（semantic）在 HLSL 扮演什么角色？ 

一个语义标记一个变量的特定用途。对于输入参数（input parameters），语义意味着该参数

会被自动赋予由语义指定的一个值；对于输出参数（output parameters），语义是一种标记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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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含有特定信息的方式，这种信息会在着色器（shader）执行完之后被处理。 

练习答案 

使用本章所创建的代码，绘制一个六面体，用树木图像作为每面的纹理。在六面体的每面上，

使用本章创建的四种纹理特效（一般纹理、模糊纹理、反相纹理、灰度纹理）的其中一种，每种效

果必须被至少使用一次。 

本练习和第 9 章的练习很相似，在那里您做了一个每个面纹理都不同的六面体。不同之处

在于，您现在要对每个面应用相同的纹理，再对那些面应用不同的 HLSL 效果。 

首先，根据本章所介绍的方法创建不同的效果文件，然后使用与下面类似的代码来创建这

个六面体并为其应用您所创建的效果：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Audio;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Conten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rService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Graphics;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Input; 
using Microsoft.Xna.Framework.Media; 
 
namespace _3D_Madness 
{ 
 /// <summary> 
 /// This is the main type for your game. 
 /// </summary> 
 public class Game1 : Microsoft.Xna.Framework.Game 
 { 
  GraphicsDeviceManager graphics; 
  SpriteBatch spriteBatch; 
   
  // Game camera 
  Camera camera; 
   
  // Vertex data 
  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 
  VertexBuffer vertexBuffer; 
   
  // Effect 
  Effect normalEffect; 
  Effect blurEffect; 
  Effect negativeEffect; 
  Effect grayscaleEffect; 
   
  // Movement and rotation stuff 
  Matrix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Identity; 
  Matrix worldRotation = Matrix.Identity; 
   
  // Texture info 
  Texture2D texture; 
   
  public Game1() 
  { 
   graphics = new GraphicsDeviceManager(this); 
   Content.RootDirectory = "Cont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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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it 
  /// needs to before starting to run. This is where it can query for 
  /// any required services and load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 
  { 
   // Initialize camera 
   camera = new Camera(this, new Vector3(0, 0, 5), 
    Vector3.Zero, Vector3.Up); 
   Components.Add(camera); 
    
   base.Initialize(); 
  } 
   
  /// <summary> 
  /// 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the place to load 
  /// all of your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LoadContent() 
  { 
   // Create a new SpriteBatch, which can be used to draw textures. 
   spriteBatch = new SpriteBatch(GraphicsDevice); 
    
   //initialize vertices 
   verts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24]; 
    
   //FRONT 
   verts[0]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BACK 
   verts[4]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5]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6]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7]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LEFT 
   verts[8]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9]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10]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1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RIGHT 
   verts[1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1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14]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15]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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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TOP 
   verts[16]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17]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18]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19]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BOTTOM 
   verts[20]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0)); 
   verts[21]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0)); 
   verts[22]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0, 1)); 
   verts[23] = new VertexPositionTexture( 
    new Vector3(1, -1, -1), new Vector2(1, 1)); 
     
   // Set vertex data in VertexBuffer 
   vertexBuffer = new VertexBuffer(GraphicsDevice, 
    typeof(VertexPositionTexture), verts.Length, 
    BufferUsage.None); 
   vertexBuffer.SetData(verts); 
    
   //Load effect 
   normalEffect = Content.Load<Effect>(@"effects\Red"); 
   grayscaleEffect = Content.Load<Effect>(@"effects\Grayscale"); 
   negativeEffect = Content.Load<Effect>(@"effects\Negative"); 
   blurEffect = Content.Load<Effect>(@"effects\Blur"); 
    
   // Load texture 
   texture = Content.Load<Texture2D>(@"Textures\trees"); 
    
  } 
   
  /// <summary> 
  /// UnloadContent will be called once per game and is 
  /// the place to unload all content. 
  /// </summary>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nloadContent() 
  { 
   // TODO: Unload any non-ContentManager content here 
  } 
   
  /// <summary> 
  /// Allows the game to run logic such as updating the world, 
  /// checking for collisions, gathering input, and playing audio.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Update(GameTime gameTime) 
  { 
   // Allows the game to exit 
   if (GamePad.GetState(PlayerIndex.One).Buttons.Back == 
    ButtonState.Pressed) 
    this.Exit(); 
     
   // Translation 
   KeyboardState keyboardState = Keyboard.GetState();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Left))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if (keyboardState.IsKeyDown(Keys.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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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Translation *= Matrix.CreateTranslation(.01f, 0, 0); 
     
   // Rotation 
   worldRotation *= Matrix.CreateFromYawPitchRoll( 
    MathHelper.PiOver4 / 60, 
    0, 
    0); 
   base.Update(gameTime); 
  } 
   
  /// <summary> 
  /// This is called when the game should draw itself. 
  /// </summary> 
  /// <param name="gameTime">Provides a snapshot of timing values. 
  /// </param>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raw(GameTime gameTime) 
  { 
   GraphicsDevice.Clear(Color.CornflowerBlue); 
    
    
   // Set the vertex buffer on the GraphicsDevice 
   GraphicsDevice.SetVertexBuffer(vertexBuffer); 
    
   //Draw front 
   DrawVerts(normalEffect, 0, 2); 
   //Draw back 
   DrawVerts(blurEffect, 4, 2); 
   //Draw left 
   DrawVerts(grayscaleEffect, 8, 2); 
   //Draw right 
   DrawVerts(negativeEffect, 12, 2); 
   //Draw top 
   DrawVerts(blurEffect, 16, 2); 
   //Draw bottom 
   DrawVerts(grayscaleEffect, 20, 2); 
    
   base.Draw(gameTime); 
  } 
   
  protected void DrawVerts(Effect effect, int start, int end) 
  { 
   effect.CurrentTechnique = effect.Techniques["Textured"]; 
   Matrix world = worldRotation * worldTranslation; 
   effect.Parameters["xWorldViewProjection"].SetValue( 
    world * camera.view * camera.projection); 
   effect.Parameters["xColoredTexture"].SetValue(texture); 
    
   foreach (EffectPass pass in effect.CurrentTechnique.Passes) 
   { 
    pass.Apply(); 
    GraphicsDevice.DrawUserPrimitives<VertexPositionTexture> 
     (PrimitiveType.TriangleStrip, verts, start, en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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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粒子系统 

问答答案 

1.  粒子引擎是什么？ 

粒子引擎是一种通过控制、移动、增加、删除和绘制粒子来创建一个粒子效果的机制。 

2.  为什么在爆炸粒子上使用两种纹理？使用每一种纹理的目的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添加到项目中的纹理（particle.png）表示每一种粒子的形状。它是经过着色后简单

的圆形，完全是白色的，背景是透明的。第二个纹理（particleColors.png）用于获取颜色来为每

个粒子染色。同样的技术被用于星星，它使用了 particle.png 作为形状并从 stars.png 中获取颜

色。 

3.  纹理(U, V)坐标是什么？ 

(U, V)坐标将纹理的大小映射到一个坐标系统，该坐标系统水平方向（U）的范围是 0 到 1，

垂直方向（V）的范围也是 0 到 1。 

第 15 章：包装您的 3D游戏 

练习答案 

创建多重射击，当其为有效时，将发射四个子弹而不是一个。不是从摄像机中央发射一个子弹，

当多重射击有效时，分别从摄像机的右上角、左上角、右下角以及左下角各发射一个子弹。 

当玩家连续击中三艘船时，游戏将随机选择激活哪种能力提升（快速射击，或多重射击）。 

您已经学习了创建一个 power‐up 所需的全部代码。您现在需要利用那些代码来增加一个新

的多重射击的 power‐up。先从为 PowerUps enum添加一个新值开始，这个新值代表多重射击

模式。 

做完那个之后，真的只还有两步了：添加用于当一个 power‐up 被激活时随机选择 multishot

或 rapid fire模式的代码以及添加用于在 multishot 模式下多次开火射击的代码。 

比较难的部分在于 Game1类的 FireShots方法，在这个方法中您需要为多个射击物体增

加代码。下面给出一个解决该难题的参考方案： 

protected void FireShots(GameTime gameTime) 
{ 
 if (shotCountdown <= 0) 
 { 
  // Did player press space bar or left mouse button- 
  if (Keyboard.GetState().IsKeyDown(Keys.Space) || 
   Mouse.GetState().LeftButton == ButtonState.Pressed) 
  { 
   if (currentPowerUp != PowerUps.MULTI_SHOT) 
   { 
    //Normal mode - fire one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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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dd a shot to the model manager 
    modelManager.AddShot( 
     camera.camera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 
   else 
   { 
    //Multi-shot mode! 
     
    //Add shot in spread to the top right 
    Vector3 initialPosition = camera.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camera. 
      cameraUp) * 5 
      + (camera.cameraUp * 5); 
    modelManager.AddShot( 
     initial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Add shot in spread to the bottom right 
    initialPosition = camera.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camera. 
      cameraUp) * 5 
      - (camera.cameraUp * 5); 
    modelManager.AddShot( 
     initial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Add shot in spread top left 
    initialPosition = camera.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camera. 
      cameraUp) * 5 
      + (camera.cameraUp * 5); 
    modelManager.AddShot( 
     initial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Add shot in spread bottom left 
    initialPosition = camera.cameraPosition - 
     Vector3.Cross(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camera. 
      cameraUp) * 5 
      - (camera.cameraUp * 5); 
    modelManager.AddShot( 
     initialPosition + new Vector3(0, -5, 0), 
     camera.GetCameraDirection * shotSpeed); 
   } 
    
   // Play shot audio 
   PlayCue("Shot"); 
    
   // Reset the shot countdown 
   shotCountdown = shotDelay; 
  } 
 } 
 else 
  shotCountdown -= gameTime.ElapsedGameTime.Milliseco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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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部署到Xbox 360 上 

问答答案 

1. PC使用什么信息来识别特定的 Xbox 360 机器？ 

XNA在 PC上用一个链接密钥（connection key）来辨别一台 Xbox 360 机器。 

2.  真还是假：为了调试一个已经部署到 Xbox 360 的项目，您需要在 Xbox 360 代码编辑器中装

载代码，并在 Xbox 360机器上代码内设置一个断点。 

错误。要调试已经被部署到 Xbox  360 机器上的项目，应该在用于部署项目的 PC上的代码

中放置一个中断点。如果您之后使用调试模式打开项目的话，调试会在 Xbox 360机器上运行，

不过允许您在与它相连的 PC上调试。 

3.  真还是假：如果您创建了一个Windows游戏项目，而且您想要把该项目部署到您的 Xbox 360，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您需要创建一个新项目。 

正确。创建 Windows 项目只能允许您在 Windows 平台上运行游戏，而创建一个 Xbox  360

项目也只能允许您在 Xbox 360 上运行游戏。为了方便多平台开发，您可以为一个平台创建一个

项目，然后为另一个平台创建该项目的副本并且在两个平台项目之间共享文件。 

4.  什么是预处理器指令？ 

预处理器指令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种针对预处理器而非编译器编写代码的方式。开发人员

可以使用这些指令来执行影响到编译什么代码和如何编译的逻辑。 

5.  在一个Windows项目中下列代码会做些什么？ 

#if (XBOX360) 
 int A = 5; 
 int B = 4; 
 int C = A - B; 
#endif 

因为并没有为 Windows 项目定义 XBOX360 符号，所以这段代码不仅什么都没有做而且甚

至不会在游戏中编译。该项目的结果和不存在这段代码时是一样的。 

第 17 章：针对Windows Phone 7 的开发 

问答答案 

1.  在Windows Phone 7 上您可以创建哪三种类型的开发人员账户？ 

您可以注册企业账户，个人账户或学生账户。 

2.  您使用什么软件开启 Windows Phone 7 设备？ 

使用Microsoft Zune 软件开启您的 Windows Phone 7 并且通过 Visual Studio连接到设备上。 

3.  您怎样从Windows Phone7 加速器上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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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速器上处理 ReadingChanged事件并在该方法的 AccelerometerReadingEvent 

Args参数中捕获 X、Y和/或 Z 值。 

4. Windows Phone 7 游戏的缺省屏幕分辨率和屏幕旋转是什么？ 

缺省屏幕旋转是左横屏（LandscapeLeft），分辨率是 800×480。 

5. TouchLocation对象的可能的状态是什么？ 

Invalid（表示发生错误）；Moved（表示单一触摸已经改变了位置）；Pressed（表示按

下了新的触摸）以及 Released（表示释放触摸位置）。 

第 18 章：多人游戏 

问答答案 

1.  如果您要创建一个双玩家的分屏幕，您应该为摄像机使用什么样的纵横比来保证您绘制的图

像不变形？ 

您应该使用那个分屏视图的视口（viewport）的宽度和高度，而不是使用游戏窗口的宽度

和高度来设置纵横比。 

2.  真还是假：XNA中的联网游戏使用一种适用于 PC和 Xbox360 但不适用于 Zune 的联网 API。 

错误。XNA 中的联网 API 与这三个平台都兼容——尽管每个平台只允许它自己类型的设备

之间进行通信。 

3. peer‐to‐peer和 client/server两种网络架构有什么区别？ 

peer‐to‐peer 网络没有服务器，所有的机器可以向网络中所有其它的机器发送数据。

client/server网络则有一台服务器以及一台或者多台客户端。所有的客户端发送数据到服务器，

服务器则向所有客户端广播全部消息。 

4.  哪种网络类型更好些，peer‐to‐peer还是 client/server？ 

这完全取决于您要创建的游戏的类型。选择哪种网络您需要考虑玩家的数量以及游戏中需

要更新多少数据。 

5.  如果您在游戏中不调用 NetworkSession.Update会出现什么情况？ 

调用 NetworkSession.Update可以更新您的会话并通过该会话传递出全部网络消息。

如果您不调用该方法，网络就不能为正常运行游戏而进行通讯和同步。 

6.  您怎样使用 gamer services sign‐in windows（玩家服务登录窗口）来强制一个用户进行登录？ 

调用 Guide.ShowSignIn可以使游戏窗口提供一系列玩家服务窗口供玩家登录到他们的

在线玩家标签（gamertags）或本地账户。 

7.  在一个联网 XNA游戏中您如何将一条消息从一个玩家发送到另一个玩家？ 

您先需要用 PacketWriter.Write方法把数据写到一个 PacketWriter对象中，然后

您要通过本地玩家的 SendData方法来把数据发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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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如何读取来自另一个玩家的消息？ 

您用本地玩家的ReceiveData方法中的一个PacketReader对象来从网络抓取数据包，

然后您用该 PacketReader对象的不同方法来获取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 ReadInt32）。 

9.  当在 XNA中收到一条网络消息时，您怎样知道会从 PacketReader类中读取什么类型的数

据以及这个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您一般会创建一个 enum 来指示每条消息的类型，然后在每个数据包中您都会把该枚举值

作为第一个细目发送出去。当读取数据包时，您会读取消息类型，然后为该消息类型执行合适

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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