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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内容 

 Adobe Flash Builder 4.6 

 Texture Packer 

 Genome2D.swc(v 0.9.1) 

 源文件和素材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下载 

http://www.dylanmeville.com/G2D/tutorials/G2DSpaceShooter/G2DSpaceShooter_Source.zip 

点击下面的链接可以查看本教程的效果。尽管游戏很简单，但是教程都每个细节都将的很深入。 

http://dylanmeville.com/G2D/tutorials/G2DSpaceShooter/G2DSpaceShooter.html 

 

本教程中你会学到： 

1. 如何获取 Genome2D 框架，如何将 Genome2D 添加到 Flash Builder 项目中去 

2. 设置并初始化 Genome2D 框架 

3. 介绍基于 component 的模块化编程。什么是 node，什么是 component，以及如何使用。 

4. 创建静态的 Assets 类，轻松在相似的对象中重用纹理 

5. 如何创建自定义 component 

6. 如何使用多个 component 自定义游戏对象 

7. 简单的碰撞检测 

8. 粒子和发射器 

 

要学的东西很多，马上开始 

  

http://www.dylanmeville.com/G2D/tutorials/G2DSpaceShooter/G2DSpaceShooter_Source.zip
http://dylanmeville.com/G2D/tutorials/G2DSpaceShooter/G2DSpaceShooter.html


1. 万事俱备 

2.  

在开始游戏编程之前，我们了解一下 Genome2D 框架(后面简称为 G2D)所必须的一些东西。 

1.1 在 Flash Builder 中新建 ActionScript 项目 

启动 Flash Builder，点击 文件->新建->ActionScript 项目 

 

此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要求你输入项目名称。本例中设置为”G2DSpaceShooter”。当然可以设置为任意你喜欢的名字！

设置完成后，点击”Finish”按钮。 



 

完成上面的设置后，可以看到一个新建的项目，编辑器中有几行自动创建的代码。 

 

最后一步是把 Genome2D 框架(一个键的 swc 文件)添加到项目中去。 

1.2 添加 Genome2D.swc 框架 

点击链接可以在 github 中获取 Genome2D.swc(https://github.com/pshtif/Genome2D/downloads)。 

本教程使用的是 v 0.9.1 版。 

https://github.com/pshtif/Genome2D/downloads


 

下载完成后，需要把这个.swc 文件添加到项目路径中。在项目的包目录中，右击 G2DSpaceShooter 项目，现在底部

的”Properties”选项。 

 

此时会弹出项目属性对话框，可以看到”ActionScript Build Path”子菜单(如何没有看到，请选择属性对话框的侧边栏选



择)。点击”Add SWC…”按钮，然后选择刚刚从 github 上下载的 Genome2D-V0.9.1.swc 文件。 

完成之后，点击属性对话框底部的”OK”按钮。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Genome2D，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2. 认识 Genome2D 

 

在一头扎进代码之前，我们先来看看 G2D 是如何工作的。 

G2D 是一个基于 component 的框架，两个必须理解的基本对象是 Node 和 Component。 

Node 

相当于一个容器，没有动作、图形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只有一个 id 和坐标、角度，以及极少的一些属性。如果习惯

了 Flash 的显示列表，可以把 Node 暂且想象成一个空的 Sprite 对象。 

Component 

”绑定”在 Node 上，给 Node 添加动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接下来要看到的游戏示例中，有一个 Player 对象用来控制飞船(这个对象的类型也是”Player”)。这个 Player 就是一个

Node 对象，它有一个 FollowMouse component 用来实现移动，一个 ShootComponent 和一个 Graphic component。所

有的这些属性和动作都会写在单独的 component 中，而不是写到 Node 类中。 

在使用任何的 G2D 类之前，首先要实例化 G2D，创建一个名为”Container”的 Node 对象，用来存放所有要创建的对

象。然后在 Container 中创建一个名为 Camera 的 component，告诉 G2D 把 Container 中的所有对象都渲染到舞台上，

然后才可以添加游戏对象。 

 



上图展示了一个游戏的基本结构。粉色矩形代表 Node，蓝色表示 Component。 

3. 初始化 G2D 

 

现在，回到 Flash Builder 项目中，首先要做的是配置 G2D，在舞台中添加一个 Sprite 对象，来渲染所有的游戏对象！ 

首先要给 Flash 项目设置一个恰当的入口。在 G2DSpaceShooter 的构造函数中加入下面的代码，告诉 Flash 在舞台创

建好之后再开始其他的动作，舞台一旦创建好，立即调用 init()方法。请确认代码中导入了 flash.events.Event 类，并

设置了[SWF]元标签(如下图所示)。 

 if(stage) init(); 

 else addEventListener(Event.ADDED_TO_STAGE, init); 

接下来创建 init()函数： 

 private function init(e:Event = null):void{ 

  if(e) removeEventListener(Event.ADDED_TO_STAGE, init); 

  trace("This is our entry point"); 

 } 

现在编译项目，可以在输出面板中看到”This is our entry point”，舞台中什么都没有。如下图所示： 

 
不错，现在我们来实例化 G2D！首先把 trace()语句删掉，因为项目已经可以成功运行了。在 trace()位置加入下面的

代码。这些代码的功能时设置一些信号(和事件差不多)，G2D 会根据是否初始化成功来触发这些信号。然后调用 G2D

的 init()函数。 

 Genome2D.getInstance().onInitialized.addOnce(Initialized); 

 Genome2D.getInstance().onFailed.addOnce(Failed); 

 Genome2D.getInstance().init(stage, new GcontextConifg()); 

对应的 Initialized 和 Failed 函数的代码如下： 

 private function Initialized():void { 

  trace("G2D is initialiezed"); 

 } 

 private function Failed():void { 

  trace("G2D failed to initialiezed"); 



 } 

如果现在编译代码，尽管代码没有什么问题，G2D 还是会初始化失败！原因是因为 G2D 是基于 Stage3D 框架的，需

要把运行该 SWF 的 HTML 页面的 wmode 参数设置为”direct”！怎么设置呢？实际上非常简单。 

在新建 Flash Builder 项目时，会自动创建一个 html-template 活页夹。我们需要修改这个活页夹下

的”index.template.html”，所有用文本编辑器(text editor)开启该文件。 

 

在这个 HTML 文档中需要添加两行代码。在第 48 行后面回车，在第 49 行键入下面的代码： 

 params.wmode = "direct"; 

然后向下滑动代码，找到第 86 行，在这一行下面添加下面的代码： 

 <params name="wmode" value="direct"> 

保存 HTML 文档，再次编译代码！可以看到输出面板中成功显示出”Genome2D is initialized”，同时舞台中出现一个与

舞台尺寸相同的黑色矩形(G2D 默认背景是黑色)。 

如果一切运动正常，干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4. Camera & Assets 

 

是时候编写我们自己的代码了。首先添加一个 Camera component，渲染几个简单的图形！还有很多内容要学，稍安

勿躁！ 

Initialized()函数就是开始编码的地方，毕竟如果 G2D 初始化失败的话，就无法继续往下进行了。G2D 中创建 Node

是通过工厂方法 GNodeFactory.CreateNode()实现的，这个函数的参数只有一个参数，是一个表示 Node 的 id 的字符

串。 

记得导入相应的类(com.genome2d.cor.GNode 和 com.genome2d.core.GNodeFactory)，然后创建第一个 Node 对象，并

绑定一个 Camera。 

 var container : CNode = GNodeFactory.createNode("container"); 

 var camera : GCamera = container.addComponent(GCamera) as GCamera; 

最后一步是把 container 对象添加到 Genome2D 的 root 对象中，实现代码如下： 

 Genome2D.getInstance().root.addChild(container); 

现在编译代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编译结果看起来也没什么变化。接下来，我们添加一个简单的矩形图形渲染。 

大致步骤如下： 

1. 新建一个 Node 对象 

2. 在这个 Node 对象中添加一个 Sprite component。 

3. 新建一个要渲染的 texture 

4. 通知 Sprite component 使用 texture 

5. 把 Node 对象添加到 Container 中 

把这个过程转换成代码，大致如下： 

 var node : GNode = GNodeFactory.createNode("sprite"); 

 var sprite :GSprite = node.addComponent(GSprite) as GSprite; 

 var texture:GTexture = GTextureFactory.createFromColor("white",0xFFFFFF,32,32); 

 sprite.setTexture(texture); 

 container.addChild(node); 

新增的部份只有 GSprite componet，和 GTexture/GTextureFactory 类。 

G2D 用的是 texture 而不是原生的 PNG/JPG 图像，所以上面的示例中新建了一个 GTexture 对象，用

GTextureFactory.createFromColor()函数新建了一个白色 32x32的矩形图形。然后把这个白色矩形设置 sprite的 texture。 

现在编译代码，可以看到舞台中心出现了一个白色的矩形！如下图所示： 



 

不错吧！现在我们成功用 G2D 基于 Stage3D 渲染出图形来了！ 

这个白色矩形的代码可以删掉了，它只是用来检测能否成功渲染。为了简化和优化代码，接下来新建一个 Node 作

为游戏状态机。新建 AS 类，命名为”GameState”，设置父类为”com.genome2d.core.GNode”，点击”Finish”完成创建。

我们将在这个新建的”GameState”类中编写游戏代码。 

 

回到 G2DSpaceShooter.as 文件中，删除测试用的代码，添加下面的代码，新建”GameState”对象，并添加到 Container



中。 

 var gameState : GameState = new GameState("gameState"); 

 container.addChild(gameState);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素材。在 G2D 中，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用 texture 把可视图形渲染到舞台上的。为了更好的

优化性能，所有的游戏素材都集成到一个 TextureAtlas 类中。我们可以用一个超级棒的叫做”TexturePacker”的软件

(http://www.codeandweb.com/texturepacker)来实现。 

TexturePacker 的功能是把多个 PNG 图像，以尽可能小的间距把它们打包到一张图像表(atlas)中(节省内存和文件体积)。

这个图像表会有一个对应的 XML 文件，这个 XML 文件以 Sparrow 格式(包括所有图像在图像表中的坐标和尺寸)保存

了游戏中要用的信息。例如下面的示例。 

 

注意，虽然可以在一个项目中使用多个图像表(atlas)，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但是每增加一个，就会相应的增加内存

消耗！ 

下面添加一些游戏素材！ 

在 Flash Builder 的”src”活页夹中，新建一个名为”asstes”的活页夹。 

http://www.codeandweb.com/texturepacker


 

如果你还没准备好这些游戏素材，就直接下载源文件 (本教程顶部有下载链接)。在下载的活页夹中，开启

G2DSpaceShooter>src>assets，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两个文件： 

 Atlas.png 

 Atlas.xml 

将这两个文件复制到刚刚创建的”assets”活页夹中。可以直接在 Flash Builder 中，直接右击”assets”活页夹，选择”粘

贴”。 

接下来要创建一个静态的 Assets 类。这样我们只需要创建一次 Texture，然后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时调用了。创建

和上传 texture 是非常吃 GPU 的，所以我们希望只创建一次。例如，在游戏中需要创建大量的敌人，但是这些敌人

看起来都一样，所以我们只需要创建一个敌人飞船 texture ，然后把这个 texture 传递给所有敌人

enemyShipGraphic.setTexture()方法，对每个敌人飞船重用 texture。(而不是为每个敌人飞船新建 texture，那样会非

常慢！) 

接下来就创建这个 Assets 类。这是一个全新的类，有一个静态的 initialization 方法和一个静态变量，表示 texture 图

像表。我们可以通过 Assets.atlas.getTexture(“textureid”)方法轻松调用任意需要的图像。 

新建一个 AS 类，命名为”Assets”： 



 

 

然后点击”Finish”按钮完成创建。因为这个是一个静态类，不需要构造函数(如下的代码)，所以可以直接删掉。 

 public function Assets(){} 



添加一个静态的 initialize()函数，以及一个私有的静态 Boolean 属性，命名为”initialized”，并设置为 false。 

这个 initialize()函数用来检查之前是否初始化 texture，只有在未初始化的条件下才会执行下面的代码。代码如下： 

package{ 

 public class Assets{ 

  private static var initialized:Boolean = false; 

 

  public static function initialize():void{ 

   if(!initialized){ 

    initialized = true; 

    //this is where we create our textures 

   } 

  } 

 } 

} 

代码中还会包含一些静态变量，引用游戏要用的 texture 和图像表，因为本教程中只有一个图像表，所以这个 Assets

类的代码不会很多。 

导 入 素 材 如 需 要 用 [embed] 元 标 签 ， 嵌 入 Atlas.png 和 Atlas.xml ， 然 后 是 用 GtextureAtlasFactory

的”createFromBitmapDataAndXML()”来创建。 

在 initialized 变量的上面加入下面两行代码： 

  [Embed(source="assets/Atlas.png")] 

  private static var atlasPNG:Class; 

  [Embed(source="assets/Atlas.xml")] 

  private static var atlasXML:Class; 

然后在下面定义一个公共的”GTextureAtlas”类型静态变量，命名为”Atlas”。 

  public static var Atlas:GTextureAtlas; 

用工厂方法创建好 textureAtlas 之后，把它保存到一个变量中，因为我们声明的是一个静态，所以可以在项目中的

任意位置随意调用这个 textureAtlas。 

下面创建 atlas。在 initialize()函数的 if 语句中，添加下面的代码： 

    Atlas = GTextureAtlasFactory.createFromBitmapDataAndXML( 

     "atlas_1", 

     (new atlasPNG as Bitmap).bitmapData, 

     XML(new atlasXML)); 

createFromBitmapDataAndXML()方法有三个参数： 

 一个 ID 

 一个有 atlas 获取的 BitmapData 对象 

 一个 XML 文件，用来获取 atlas 中图像的坐标和名称 

完整了这些之后，就可以在任意位置，通过简单的掉用 Assets.Atlas.getTexture(“textureID”)，来访问任意需要的 texture

了。 

但是如果不知道 textureID 的话，这个方法对我们也就没什么帮助了。 

实际上，textureID 就是用 texturePacker 把所有图像打包成一个 atlas 之前，每个图像的名称。假如，现在又一个图

像”SpaceShip.png”，把它添加到 atlas 之后，那么它的 textureID 就是”SpaceShip”。 

在 Flash Builder 中开启 assets/Atlas.xml 文件，同样可以看到所有图像的 textureID。 



 

现在是万事具备了。接下来我们来添加游戏主角，太空飞船! 

  



5. 太空飞船 

 

首先，在使用任何图像之前，要调用 Assets。initialize()方法来创建 textureAtlas。 

GameState 类调用完 super()之后，执行 Assets 类的 initialize()函数。 

 Assets.initialize(); 

就这么多！ 

然后是创建太空飞船，主要步骤如下： 

1. 新建一个名为”Player”的 AS 类，并继承 GNode。 

2. 新建一个 Player 对象，添加到 GameState 中去。 

3. 在 Player 类中添加 GSprite component，GSprite 使用 Assets 类中的 Spaceship texture。 

4. 新建一个自定义的 component，控制飞船随鼠标移动。 

5. 最后，创建一个例子效果，模拟飞船发射效果。 

详细步骤如下： 

1. 新建一个 Actionscript 类，命名为”Player”，设置父类为 GNode。 

 
设置完成后，点击”Finish”按钮。 

2. 回到 GameState 类，在调用 Assets.initialize()之后，新建一个 Player 对象，并添加到 GameState 中： 



 var player:Player = new Player("player"); 

 addComponent(player); 

3. 再次回到 Player 类中，调用完 super()之后，新建一个 GSprite component。为了快速创建，我们这里使用一个工

厂方法，GNodeFactory.createNodeWithComponent()，创建 Node 的通知指定它要绑定的 component。在添加这

个 sprite 的时候，你会发现 addChild()方法需要一个 Node 类型的参数，而不是一个 component。每个 component

都有一个 node 属性，引用了它所绑定的 Node，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写为： 

 addChild(component.node); 

我们需要添加的 sprite 的 textureID 是”PlayerSpaceShip”，所以相应的代码应该写成： 

 var graphics:GSprite = GNodeFactory.createNodeWithComponent(GSprite,"player_graphics") as GSprite; 

 graphics.setTexture(Assets.Atlas.GTexture("PlayerSpaceShip")); 

 addChild(graphics.node); 

测试项目，可以看到在舞台中间出现了一个红色的飞船。 

 

 



4. 然后是创建一个自定义的 component，这个 component 的作用是让任何绑定它的 node 随鼠标移动(即使是在一

个完全不同的 G2D 项目中)。 

继续新建一个类，命名为”FollowMouseComponent”，继承 GComponent 类。 

 

在这个类中，重写 GComponent.update()方法，添加代码设置 component.node 对象的坐标，让其随鼠标移动。 

Node 对象的坐标可以在 node.transform 属性中找到。另外还可以找到 rotation、colorMultiplier 和 alpha 等属性。 

重写后的 update()函数大致如下： 

 override public function update( 

       p_deltaTime:Number, 

       p_parentTransformUpdate:Boolean, 

       p_parentColorUpdate:Boolean):void{ 

  super.update(p_deltaTime,p_parentTransformUpdate,p_parentColorUpdate); 

  this.node.transform.x = Genome2D.getInstance().stage.mouseX - 

Genome2D.getInstance().stage.stageWidth/2; 

  this.node.transform.y = Genome2D.getInstance().stage.mouseY - 

Genome2D.getInstance().stage.stageHeight/2; 

 } 

之所以要减去 stageWidth/height 的一半，是因为鼠标是以舞台的左上角(0,0)为基准的，而飞船本地坐标的(0,0)

是在舞台中心的。最后是回到 Player 类，添加这个 FollowMouseComponent。在构造函数的底部添加下面的代

码： 

 this.addComponent(FollowMouseComponent); 

编译代码后，飞船就可以随鼠标移动了！ 

5. 接下来我们添加首个粒子系统！这个粒子系统在 Player 类中完成，因为这些粒子是出现在飞船尾部的，在创建

GSprite 之前添加下面的代码： 

粒子系统需要准备好： 



a) 一个包含 GParticle component 和一个 GSprite component(本例中的粒子 texture)的一个 Node 对象 

b) 一个包含 GEmitter component 的 Node 对象，用来发射粒子。 

首先第一步： 

 var particle:GParticle = GNodeFactory.createNodeWithComponent( 

           GParticle,"booster_particle") as GParticle; 

 var particleGraphic:GSprite = particle.node.addComponent(GSprite) as GSprite; 

 particleGraphic.setTexture(Assets.Atlas.getTexture("Particle")); 

 particleGraphic.blendMode = GBlendMode.ADD; 

把 particleGraphic.blendMode 设置为 GblendMode.ADD，这样看起来会更酷！ 

然后创建一个 Emitter(发射器)，并以 particle.node’s prototype 作为参数调用发射器的 setParticlePrototype 方法。

同时还把 booster.useWorldSpace 属性设置为 true，这样在移动发射器时，不会移动同时所有的粒子，然后将

booster.node 添加到舞台上，设置 booster.emit 为 true 后，它就会可以动发出粒子啦！ 

 var booster:GEmitter = GNodeFactory.createNodeWithComponent(GEmitter,"booster_emitter") as GEmitter; 

 booster.setParticlePrototype(particle.node.getPrototype()); 

 booster.emit = true; 

 booster.useWorldSpace = true; 

 addChild(booster.node); 

最后，还要设置 booster 的一些属性，比如开始/结束颜色(start/end color)，最大/小发射尺寸(min/max emission)，

开始/结束速度(start/end velocity)等等。经过不断尝试，我觉得下面的设置呈现的效果比较喜欢，不管如果你愿

意，可以任意修改。 

 booster.maxEmission = 32; 

 booster.minEmission = 32; 

 booster.minWorldVelocityX = -5; 

 booster.maxWorldVelocityX = 5; 

 booster.minWorldVelocityY = 400; 

 booster.maxWorldVelocityY = 400; 

 booster.minScaleX = booster.minScaleY = 0.8; 

 booster.maxScaleX = booster.maxScaleY = 1; 

 booster.minEnergy = 0.3; 

 booster.maxEnergy = 0.3; 

 booster.initialParticleAlpha = 1; 

 booster.initialParticleBlue = 2; 

 booster.initialParticleGreen = 1; 

 booster.initialParticleRed = 4; 

 booster.endParticleAlpha = 0; 

 booster.endParticleBlue = 1; 

 booster.endParticleGreen = 2; 

 booster.endParticleRed = 4; 

测试游戏，你会看到飞船后面跟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尾巴。 



 

漂亮！接下来回到 GameState 类，在创建 Player 之前，添加一个包含 GSprite component 的 Node，并为其设置

为”Background” texture。 

 var background:GSprite = GNodeFactory.createNodeWithComponent(GSprite,"space_background") as GSprite; 

 background.setTexture(Assets.Atlas.getTexture("Background")); 

 addChild(background.node); 

如果你有点晕，或者编译的时候感觉不对劲，可以查看一下代码，看看能不能找出问题，或者也可以看一下下

载源文件中的 Checkpoint#1 里的代码，那是目前我们学到的所有的代码。 

 

  



6.  Registry 通信和子弹 

 

我个人在游戏中比较喜欢用 Regitry 实现不同类之间的通信。 

Registry 是一个静态类，包含了大量的静态参数，和我们前面创建的 Assets 类非常相似。我们可以在项目的任何位

置调用这个类。 

更多更详细的解释，请参考 Photonstorm 的网站

http://www.photonstorm.com/archives/1136/flash-game-dev-tip-1-creating-a-cross-game-communications-structure%20

%20 

我们直接新建一个类，命名为”Registry”，不用继承任何类。创建好之后，删除构造函数，因为根本用不着。创建 3

个静态变量，一来可以在任意位置引用这些变量，而来可以在任意位置引用 GameState，进而可以添加 Player 发射

的子弹。 

 public static var stage:Stage; 

 public static var gameState:GameState; 

 public static var playerBullets:Array = new Array(); 

在引用 Registry.gameState 和 Registry.stage 变量之前，要先给他们赋值，所以再次回到 GameState 类，在构造函数中

添加下面的代码： 

 Registry.stage = Genome2D.getInstance().stage; 

 Registry.gameState = this; 

稍候会用到这两个变量，不过首先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1. 新建一个 PlayerShootComponent，在点击鼠标时，我们将用它来创建子弹。 

2. 将这个 component 添加到 Player 中。 

3. 创建基于 Node 的 Bullet 类，这个类包含一个 BulletComponent 用来添加 BulletGraphic，它还可以将子弹添加到

Registry.playerBullets 数组中，删除超出屏幕的子弹。 

PlayerShootComponent，没有更好的名字了。这个 component 用来检测鼠标点击，同时发射子弹！在两个子弹发射

之间，会有一个计数器，减缓发射速度，避免满屏幕都是子弹。 

新建一个”PlayerShootComponent”类，继承 GComponent。 

接下来创建 2 个私有变量，类型都是 int。其中一个名称为”intervalTime”，并赋值为 20。另外一个是”delay”。在构

造函数中，设置 delay = intervalTime。 

intervalTime 是指下一次设置之前要经过的时间，delay 就是计数器。首先设置 delay = intervalTime，然后每帧 delay

减 1，当 delay<=0 时，即表示可以射击！ 

下面创建另外一个私有变量，类型为 Boolean。设置名称为”mouseDown”，变量值为 false。然后创建对 Registry.stage

的两个事件添加侦听，一个是 MOUSE_DOWN，另一个是 MOUSE_UP，在对应的处理函数中切换 mouseDown 变量值。 

最后一步新建自定义 component，此时必须重写 update 函数。在这个 update 函数中，我们希望只在鼠标按下而且

delay<=0 时才发生子弹，如果 delay>0，则 delay 减 1。代码大致如下： 

 if(delay>0){ 

  delay--; 

 }else{ 

  if(mouseDown){ 

   shoot(); 

  } 

 } 

下面创建 shoot()方法。现在要做的很简单，把 delay 重新设置为 intervalTime，然后输出一段话，验证是否成功运行。 

 private function shoot():void{ 

  trace("shooting"); 

  delay = intervalTime; 

 } 

http://www.photonstorm.com/archives/1136/flash-game-dev-tip-1-creating-a-cross-game-communications-structure
http://www.photonstorm.com/archives/1136/flash-game-dev-tip-1-creating-a-cross-game-communications-structure


接下来和 FollowMouse component 中一样，回到 Player 类添加 PlayerShootComponent。 

 this.addComponent(PlayerShootComponent); 

完整的 PlayerShootComponent 类如下： 

 

现在编译代码，按下鼠标可以在输出面板中看到”shooting”，每 20 帧输出一次！ 

下面添加发生子弹的代码。非常每次会发射两个子弹，所以在 shoot 函数中需要创建两个子弹。子弹类的构造函数

中有两个参数 x 和 y，表示子弹的坐标位置。直接基于飞船的 x 和 y 属性稍稍偏移一点即可。因为

PlayerShootComponent 是附属于 Player 类的，所以这里的 this.node 就是引用的 Player 对象。 

 var b:PlayerBullet= new PlayerBullet(this.node.transform.x -10, this.node.transform.y); 

 var c:PlayerBullet= new PlayerBullet(this.node.transform.x +14, this.node.transform.y); 

继续创建一个新的”PlayerBullet”类，继承 GNode。可以看到 PlayerBullet 类的构造函数中自动生成了一个 p_id 参数，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 x/y 坐标。所以删除 p_id 参数，然后在 super()中传入字符串”playerBullet”，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public function PlayerBullet(_x:Number, _y:Number):void{ 

  super("playerBullet"); 

 } 

在构造函数中，将参数_x 和_y 复制给 node 对象，然后把这个 node 对象添加到 Registry.gameState 中，同时添加到

Registry.playerBullets 数组中。 

 this.transform.x=_x; 

 this.transform.y=_y; 

 Registry.gameState.addChild(this); 

 Registry.playerBullets.push(this); 

接下来使用 textureID 为”PlayerBullet”的 texture 给子弹创建图形，然后添加到这个 Node 中。创建一个 GSprite 类型

的公共变量，命名为”graphics”。 

 graphics = GNodeFactory.createNodeWithComponent(GSprite,"playerBullet_graphic") as GSprite; 



 graphics.setTexture(Assets.Atlas.getTexture("PlayerBullet")); 

 addChild(graphics.node); 

这个子弹类中有一个 PlayerBulletComponent ，用来控制自动运动，以及当子弹超出舞台时，将其从

Registry.playerBullets 数组中删除。 

继续创建。新建一个来，命名为 PlayerBulletComponent，继承 GComponent。 

声明一个 Number 类型的私有变量，叫做”speed”,初始值为 10。 然后再次重写 update 函数。 

在重写的函数中用下面的代码移动子弹。 

 this.node.transform.y -= speed; 

然后，当子弹的 y 坐标(稍稍减去一点，子弹的半高)超出屏幕顶部时将其删除。另外还需要遍历 Registry.playerBullets

数组，找到这个子弹在数组中的位置，从数组中把它删掉。我把删除子弹的代码放到了自定义的函数中，这样稍候

就可以重用了。 

 if(this.node.transform.y < _Registry.stage.stageHeight/2 -100){ 

  remove(); 

 } 

接下来创建 remove 函数如下： 

 public function remove():void{ 

  Registry.gameState.removeChild(this.node); 

  for(var i:int = 0; i<Registry.playerBullets.length;i++){ 

   if(Registry.playerBullets[i] == this.node){ 

    Registry.playerBullets.splice(i,1); 

    break; 

   } 

  } 

  this.node.dispose(); 

 } 

下面快速胡看到 PlayerBullet 类，添加这个 component。 

 this.addComponent(PlayerBulletComponent); 

现在测试程序，点击舞台后飞船可以反射子弹啦！(当子弹超出屏幕时会自动删除！) 

下面是完整的 PlayerBullet 类，以及 PlayerBulletComponent 类： 

 



 

注意：第 28 行里应该有一个”break”，就在那个 splice 语句后面，OOP 的理念！ 

我想让飞船发射子弹的速度快一些，所以把 PlayerShootComponent 中的 intervalTime 设置成了 10。 

看起来还不错！ 

 

  



7. 敌人和碰撞检测 

 

这一节非常有意思，创建一些射击对象！ 

我们需要在一个游戏循环中进行一些逻辑处理，因为 Node 中没有可以重写的 update 函数，所以需要在 GameState

中添加一个自定义的 component，实现游戏更新！这个自定义 component 叫做”Updater”，然后通过它在每次更新时

调用逻辑处理函数。然后在这个逻辑处理函数中，基于一个计数器创建敌人飞船。 

新建一个类叫做”Updater”，继承 GComponent。把这个 component 添加到 GameState 的构造函数中。 

 var updater:Updater = this.addComponent(Updater) as Updater; 

接下来，在 Updater 类中声明一个 Function 类型的私有变量”updateFunction”. 

 private var updateFunction:Function; 

下面创建一个公共函数”SetUpdate”，它有一个 Function 类型的参数，在函数体重将参数值赋值给 update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setUpdate(_updateFunction:Function):void{ 

  updateFunction = _updateFunction; 

 } 

然后我们再次重写 component 的 update 函数。在这个函数中检查”updateFunction”不是 null，则调用该函数。 

完整的 Updater 类代码如下： 

 

回到 GameState 类中，调用 udpater 变量的 setUpdate()函数。 

 updater.setUpdate(update); 

最后，创建 GameState 的 update 函数！ 

 private function update():void{ 

  trace("Game::Update()"); 

 } 

现在测试游戏，可以看到输出面板中不断输出”GameState::Update()”！ 

看到可以成功运行，就可以把这个 trace 语句删掉了 ，然后基于计数器创建一个 GameState 帧，和前面发射子弹的

方法类似。当 delay<=0 时，就创建一个敌人飞船！ 

在 GameState 中创建两个各私有变量： 

 private var enemySpawnInterval:int = 60; 

 private var enemySpawnCounter:int = 0; 

在 udpate 函数中添加一个 if-else 语句，把 enemySpawnCounter 减到 0 ，当 enemySpawnCounter 为 0 时，就创建一

个敌人，然后把把 enemySpawnCounter 重置为 enemySpawnInterval。 

 if(enemySpawnCounter <=0){ 

  SpawnEnemy(); 



  enemySpawnCounter = enemySpawnInterval; 

 }else{ 

  enemySpawnCounter--; 

 } 

不过我们还没有创建 SpawnEnemy 函数，下面是 SpawnEnemy 函数的代码。 

 private function SpawnEnemy():void{ 

  var e:EnemyShip = new EnemyShip(); 

 } 

EnemyShip 类也还没创建，所以下面创建这个类！ 

新建一个类，命名为”EnemyShip”，继承 GNode。创建完成后，删除 EnemyShip 构造函数中的 p_id 参数，然后在 super()

函数中传入”enemy_ship”。 

回头总结一下敌人飞船要实现的功能有哪些！ 

1. 敌人飞船创建好之后，添加到 Registry 中的一个数组中。 

2. 在 enemyShip 中添加一个 GSprite，用来渲染”Enemy_Spaceship” texture。 

3. 添加一个 EnemyShip component，控制敌人飞船运动、碰撞检测及向 Player 发射子弹！ 

4. 在 EnemyShip 中添加一个 explode()方法，当飞船被击中时，通过粒子系统是添加爆炸效果。 

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1. 回到 Registry 类，添加一个静态的数组”enemies”。 

 public static var enemies:Array = new Array(); 

然后再回到 EnemyShip 类的构造函数中，将其添加到 Registry.enemies 数组中，同时添加到 GameState 中，让它

可以显示在舞台上。 

2. 还是在 EnemyShip 类中，声明一个 GSprite 类型的公共变量”graphics”。再次使用 GNode.Factory 的方法

createNodeWithComponent()创建一个 Node。设置 texture 为”EnemySpaceship”，并添加到 EnemyShip 中。 

 public static var enemies:Array = new Array(); 

 graphics = GNodeFactory.createNodeWithComponent(GSprite, "enemy_ship_graphics") as GSprite; 

 graphics.setTexture(Assets.Atlas.getTexture("EnemySpaceship")); 

  addChild(graphics.node); 

现在测试游戏的话，可以看到舞台中心位置会随机生成紫色的敌人飞船，但是现在它还没有任何动动作！ 

3. 接下来创建 EnemyShipComponent。新建一个名为”EnemyShipComponent”的类，继承 GComponent。 

声明一个 Number 类型的私有变量”speed”，控制敌人飞船移动的速度。设置初始值为 2。然后再次重写 update()

函数，移动这个飞船！ 

 override public function update( 

       p_deltaTime:Number, 

       p_parentTransformUpdate:Boolean, 

       p_parentColorUpdate:Boolean):void{ 

  super.update(p_deltaTime,p_parentTransformUpdate,p_parentColorUpdate); 

  this.node.transform.y += speed; 

 } 

然后快速回到 EnemyShip 类中，添加这个 EnemyShipComponent。在 EnemyShip 构造函数的最后一行加入下面

这句代码： 

 this.addComponent(EnemyShipComponent); 

如果继续测试游戏，可以看到自动生成的飞船动起来啦！漂亮！ 

回到 EnemyShipComponent 类，检查非常超出舞台范围时将其删除。在 update 函数的底部加入下面的代码： 

 if(this.node.transform.y > Registry.stage.stageHeight/2 + 100){ 

  remove(); 

 } 

然后创建 remove()函数。之所以要把删除功能放到单独的一个函数中，是为了在稍候的 explode 函数中可以重

用。 

 private function remove():void{ 



  Registry.gameState.removeChild(this.node); 

  for(var i:int =0; i<Registry.enemies.length; i++){ 

   if(Registry.enemies[i] == this.node){ 

    Registry.enemies.splice(i,1); 

    break; 

   } 

  } 

  this.node.dispose(); 

 } 

接下来是创建 explode 函数，不过现在，我们只是简单的调用 remove()函数。 

 private function explode():void{ 

  remove(); 

 } 

是时候进行碰撞检测了，当检测到碰撞发生时添加飞船爆炸效果！在 EnemyShipComponent 的 update 函数中，检查

Registry.playerBullets 数组里所有子弹的碰撞检测，如果检测到碰撞，则删除该子弹以及子弹撞到的飞船！ 

在 EnemyShip 的 update 函数底部添加下面的代码： 

 for(var i:int =0; i<Registry.playerBullets.length; i++){ 

  if((Registry.playerBullets[i] as PlayerBullet).graphics.hitTestObject((this.node as EnemyShip).graphics)){ 

   ((Registry.playerBullets[i] as PlayerBullet).getComponent(PlayerBulletComponent) as 

PlayerBulletComponent).remove(); 

   explode(); 

  } 

 } 

这些代码的功能是遍历所有的 playerBullets，检测子弹的图形与敌人飞船图形的碰撞。如果发生碰撞，则调用

PlayerBullet.PlayerComponent 的 remove()函数，同时调用敌人 EnemyShip 里的 explode 函数。 

下面让爆炸效果看起来更炫一些！ 

首先，在子弹碰撞到飞船和删除飞船之间添加一小段延迟。因为调用了 remove()函数之后，所有的东西会立即被删

除(即便我们也添加了爆炸效果)，所以根本看不到爆炸效果。 

下面声明一些变量。 

 private var exploding:Boolean = false; 

 private var explodeDelay:Number = 2*60; 

 private var explosionEmitter:GEmitter; 

在 update 函数底部添加下面的代码： 

 if(exploding){ 

  explodeDelay--; 

  if(explodeDelay <=0){ 

   remove(); 

  } 

 } 

爆炸开始后有个 2 秒的延迟，然后调用 remove()删除所有的东西。2 秒应该够了，接下来把遍历 Registry.playerBullets

数组的代码放到一个简单的 if 语句中，这样碰撞检测只在没有爆炸的情况下进行！代码大致如下。(新增部份已加粗

标示)。 

 if(!exploding){ 

  for(var i:int =0; i<Registry.playerBullets.length; i++){ 

   if((Registry.playerBullets[i] as PlayerBullet).graphics.hitTestObject((this.node as EnemyShip).graphics)){ 

    ((Registry.playerBullets[i] as PlayerBullet).getComponent(PlayerBulletComponent) as 

PlayerBulletComponent).remove(); 

    explode(); 

   } 



  } 

 } 

在 explode 函数中，删除 remove()语句，稍候通过一个计数器来调用！当爆炸发生时，需要完成的功能有。 

 如果还没有开始爆炸，则设置 exploding 为 true。 

 如果 explosionEmitter 还没有创建，则创建一个 explosionEmitter(把粒子调成紫色) 

下面就是完整 explosde()代码，大部份都是在设置发射器 explosionEmitter！ 

 

最后，调整敌人飞船的坐标，不要总是傻傻的从舞台中间出现。跳到 EnemyShip 类，在构造函数中添加下面 2 行代

码： 

 this.transform.x = (Math.random()*Registry.stage.stageWidth-Registry.stage.stageWidth/2)*0.9; 

 this.transform.y = -Registry.stage.stageHeight/2 -50; 

这两句代码的功能，把飞船的横坐标 x 随机设置为-stageWidth/2 和+stage.stageWidth/2 之间的一个随机值，设置 y

坐标比舞台顶部坐标稍高一点。 

最后，同样很重要的，每次创建新的飞船时，与上一次创建飞船的时间缩短一点。这样玩的时间越长，出现的飞船

越多。我把这个计数器限制在 10 以下，这样舞台上不会出现太多飞船！ 

打开 GameState 类，在 update 函数中稍微修改一下 if 语句。代码大致如下： 

 private function update():void{ 

  if(enemySpawnCounter <=0){ 

   SpawnEnemy(); 

   enemySpawnCounter--; 

   if(enemySpawnInterval<10){ 

    enemySpawnInterval = 10; 

   } 

   enemySpawnCounter = enemySpawnInterval; 

  }else{ 

   enemySpawnCounter--; 

  } 

 } 

很酷吧！现在测试代码，舞台中会随机出现一堆敌人等着你去消灭！ 

同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下载活页夹中的 Checkpoint#2 中，找到截止到目前的所有代码。 

最后，我们来实现 Player 和 EnemyShip 之间的碰撞检测。Player 碰到敌人后会爆炸，然后重新创建一个太空飞船，



继续战斗。 

开始碰撞检测之前，先把 Player 添加到 Registry 中去。 

打开 Registry 类，添加下面的代码： 

 public static var player:Player; 

然后打开 Player 类，在构造函数中添加下面的代码： 

 Registry.player = this; 

然后需要在 Player 类中添加 explode()函数，但是这样需要把 booster:GEmitter 和 graphics:GSprite 两个变量由 private

改成 public，另外还要在这个 Node 中添加一个 updater component，这样才可以在爆炸效果播放完之后删除 Player。 

在 Player 构造函数的底部，创建一个 updater component，设置它的 update 函数。 

 var updater:Updater = this.addComponent(Updater) as Updater; 

 updater.setUpdate(update); 

然后是创建 update 函数，现在先不写函数内容。 

 private function update():void{ 

   

 } 

然后再声明几个私有变量，实现爆炸计数器。同样创建 2 个变量，表示是否正在爆炸和是否可以射击(因为 Player

碰到敌人之后会爆炸，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射击)！ 

 private var explosionTimer:int = 60*2; 

 private var explosionTimer:int = 60*2; 

 private var exploding:Boolean = false; 

 public var canFire:Boolean = true; 

开始编写 update 计算器代码。这里要实现的是，如果正在爆炸，那么 explosionDelay 减 1，如果 explosionDelay<=0，

则重置计数器，设置 exploding 为 false，然后调用 respawn 函数。 

 if (exploding) { 

  explosionDelay--; 

  if(explosionDelay <=0){ 

   explosionDelay = explosionTimer; 

   exploding = false; 

   respawn(); 

  } 

 } 

现在只是创建一个空的 respawn 函数，等完成碰撞检测后我们在回来更新。 

在 explode 函数中，设置 exploding 为 true，设置 graphics.node.transform.visible 为 false，设置 booster.burst 为 true，

canFire 为 false。然后调整发射器 emitter 的 energy 和 velocity 属性，以发射器为中心向外发射粒子。 

  public function explode():void{ 

    exploding = true; 

    canFire = false; 

    graphics.node.transform.visible = false; 

    booster.burst = true; 

    booster.minEnergy = 0.4; 

    booster.maxEnergy = 0.6 

    booster.minWorldVelocityX = -200 

    booster.maxWorldVelocityX = 200 

    booster.minWorldVelocityY = -200 

    booster.maxWorldVelocityY = 200; 

  } 

然后编写碰撞检测部分的代码。为了节省时间，直接用一个 enemyShipe 进行测试，这样就不用循环遍历数组了。

只是敌人和 Player 之间一对一的检测。 

打开 EnemyShipComponent 类，在 update 函数中，要调用一次 hitTest，并在 if 条件语句中添加两个 Boolean 值，限



制对已经爆炸的东西不进行检测，也包括敌人飞船。 

   if(Registry.player.graphics.hitTestObject((this.node as EnemyShip).graphics) && !Registry.player.exploding 

&& !this.exploding){ 

    Registry.player.explode(); 

    explode(); 

   } 

不错!现在当我们的飞船与敌人飞船碰撞后，双双坠毁，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依然可以发射子弹，下面就来解决这个问

题。 

打开 PlayerShootComponent 类，在 update 函数中有一个 if else 语句。在 else 语句中添加另外一个 if 语句。 

    if(mouseDown){ 

     shoot(); 

    } 

然后在这个 if 语句中添加另外一个 Boolean 值，即 Player 中创建的 canFire。 

    if(mouseDown && Registry.player.canFire){ 

     shoot(); 

    } 

现在我们的飞船坠毁后就不能再发射子弹了。回到 Player 类中，接下来来完善 respawn 类。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和

explode 函数中恰好相反。设置 exploding 为 false，canFire 为 true。重新显示飞船，给发射器重新赋值。在 respawn

顶部调用 booster.forceBust，重新发射飞船。 

  private function respawn():void{ 

   invulnerableTimer = 60*2 

   booster.forceBurst() 

   exploding = false; 

   canFire = true; 

   graphics.node.transform.visible = true; 

   booster.burst = false; 

   booster.emit = true; 

   booster.minEnergy = 0.3; 

   booster.maxEnergy = 0.3; 

   booster.minWorldVelocityX = -5 

   booster.maxWorldVelocityX = 5; 

   booster.minWorldVelocityY = 400; 

   booster.maxWorldVelocityY = 400; 

  } 

接下来，当新的飞船出现时，添加 2 秒的保护时间。在 Player 中声明一个公共变量。 

  public var invulnerableTimer:int = 60*2 

然后在 update 函数中，如果 timer>0，则每一帧减 1，timer=0 时意味着保护时间结束。 

   if(invulnerableTimer >0){ 

    invulnerableTimer-- 

   } 

在 respawn 函数中，还要把重置保护时间，所以添加下面这句代码 

   invulnerableTimer = 60*2 

最后，最最后！把实现爆炸的代码放到一个 if 语句中，只有当 invulnerableTimer<=0 时，才可以进行爆炸。修改后

的 explode 函数如下： 

  public function explode():void{ 

   if(invulnerableTimer<=0){ 

    exploding = true; 

    canFire = false; 

    graphics.node.transform.visible = false; 



    booster.burst = true; 

    booster.minEnergy = 0.4; 

    booster.maxEnergy = 0.6 

    booster.minWorldVelocityX = -200 

    booster.maxWorldVelocityX = 200 

    booster.minWorldVelocityY = -200 

    booster.maxWorldVelocityY = 200; 

   } 

  } 

好了，所有的内容都完成了。调用 respawn 函数后，刚创建的飞船碰到敌人是就不会挂了，而是敌人飞船被我们给

碰炸啦！ 

恭喜你，完整的看完了本教程，现在编译代码，你看到的效果应该和链接中的效果一样！ 

http://dylanmeville.com/G2D/tutorials/G2DSpaceShooter/G2DSpaceShooter.html 

 

http://dylanmeville.com/G2D/tutorials/G2DSpaceShooter/G2DSpaceShooter.html


期待第 2 篇教程 

第 2 篇教程主要包括： 

 给太空飞船加上生命条，这样被敌人碰到后就不会立即坠毁了。 

 让敌人可以向我们射击。 

 添加 HUD 显示得分、生命和血条。 

 添加工具包(加血的，强化武器的等)。 

 游戏结束，添加一个重新开始按钮！ 

第 2 篇写完后，我会在网站上发布出来。添加 G2DTutorials 标签，你应该可以在这里找的到：

http://dylanmeville.com/?tag=g2dtutorials 

好了，我觉得该结束这一部分的教程了。如果你看到了这里，恭喜你，希望我的教程能让你很快理解，并从中学到

东西。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对本教程又什么想说的，可以随时联系我，我的邮箱是 dylan@dylanmeville.com，或者发个

tweeter @DMeville，我很乐意为你答疑解惑！ 

非常感谢 Peter Stefcek 为我们带来了 Genome2D,辛苦啦！G2D 确实是一个很赞而很好用的框架。 

请 务 必 踩 一 下 他 的 博 客 http://blog.flash-core.com/ ， 以 及 Genome2D 官 网 ( 网 站 上 目 前 还 没 有 内 容 ， 不 过 将 来 会 有

的！)http://www.genome2d.com/ ！ 

 

 

 

http://dylanmeville.com/?tag=g2dtutorials
http://blog.flash-core.com/
http://www.genome2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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