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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ocos2d-x 和 Quick Engine 的手机游戏

《宝贝三十六计》的设计与实现 
徐可可，孔孟伟，燕国强，宋镇歌，王亚博，蒋永杰 

（平顶山学院计算机学院， 河南平顶山 467000） 

 

 

摘要：《宝贝三十六计》是一款针对 3-6 岁儿童的益智策略类网络+单机版

的游戏，主要用来教会宝宝识别坏人的伎俩，不轻易相信坏人。该游戏基于开源

跨平台的 Cocos2d-x以及自主开发的 Quick Engine两款二维游戏开发引擎开发。

该游戏是一款益智策略类的功能性小游戏，可以让孩子在玩游戏的同时增加对坏

人的识别防护能力。游戏主要实现了音量调节、带动画播放效果的关卡选择、场

景的布局和加载、按钮回调和场景跳转、游戏数据管理、网络通信、以及网络通

信中数据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等功能。 

关键词：宝贝三十六计，益智策略，Cocos2d-x，QuickEngine、二维网络游

戏、跨平台游戏、跨平台网络应用程序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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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s 36 Skills” ——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a Mobile Game Based on 

Cocos2d-x and Quick Engine 
Coco She, Mengwei Kong, Guoqiang Yan, Zhenge Song, Yabo Wang, 

Yongjie Jiang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Pingdingshan Henan, 467002，China) 

Abstract: Baby’s 36 Skills is an internet and single game that can help 

child between the ages of three and six to lean more. It is to teach your baby to 

recognize bad guys, and don’t believe in bad guys. Baby’s 36 Skills is based 

on cocos2d-x which is an open source and cross-platform engine. And also 

based on Quick Engine which is  our self-developed game engine used to 

develop two-dimensional games. Baby’s 36 Skills is a puzzle strategy functional 

small game, let the child play the game while increasing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bad guys and protect them from harm.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game are 

volume adjustment, level selection to drive the picture playing effect, scene 

layout and loading, button callback and scene jump, game data management,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data serialization and deserialization in network 

communication. 

Keywords: Baby’s 36 Skills; Puzzle Games; Cocos2d-x; QuickEngine; 

Network 2d Game; Cross-platform Game; The Communication of Cross-

platform Network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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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维手机游戏作为移动游戏的一种类型，不仅注重游戏性和游戏内容，而

且游戏占用的储存容量少，对手机性能要求较低，再加上二维手机游戏开发的

时间短、开发成本少、难度低和风险小，所以二维手机游戏受到大多数人的青

睐[1]。 

该游戏基于跨平台特性的开源开发引擎——Cocos2d-x以及自主研发的

Quick Engine二维游戏开发引擎。该游戏设计中选用卡通风格，适合 3-6岁儿

童阶段的用户玩耍；游戏安装包较小，玩家可随时随地安装玩耍，在游玩中可

以让玩家认识到什么样的人是坏人以及怎么样应对这样的情况，可弥补其对世

界认知的不足、区别人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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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 

1 该游戏的创作动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见到或者听到有孩子走丢或者被拐骗，因此，为了可

以给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给现在以及未来的家长提供一些帮助、给现在以及未来

的孩子们一些经验及保护，我们开发了这一款宝贝三十六计的益智策略类游戏。

宝贝三十六计分为单机模式和联网模式两种模式，主要通过游戏里面的对话形式，

来教会宝宝识别坏人的计俩，让孩子们不轻信陌生人，防止被坏人的坏心思得逞。 

2 游戏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Android凭借其开源性和终端多样性在全球普及率较高，它能够兼

容低端智能机的特性，降低了智能手机的硬件门槛，占据全球 84.7%的市场份额，

从游戏推广角度无疑是最好的载体。 

3 游戏简介 

该游戏操作便利，适合 3-6岁儿童，能够锻炼儿童的反应能力以及应变能力。

该游戏对硬件配置要求低且是跨平台的，因此适合绝大部分设备。 

该游戏可安装到移动设备上，只要家长和孩子有很少的空闲时间（课间、等

车或等人），即使在野外或路上，都可以安装体验，比如在公交车上；甚至可以

边看电视边让孩子玩宝贝三十六计。只要有时间体验，就能起到锻炼孩子能力和

孩子风险意识的作用。 

二 开发和测试环境 

对于跨平台，理论上该游戏支持 Android、IOS、Mac、Linux、Windows，但

由于开发人员受实际开发环境限制，仅在 Android和 Windows平台上进行了实际

的测试，打包应用也主要打包到这两个平台上。 

开发该游戏共用到了 C++、Node.js、SQL这三种语言，其中 C++用于开发客

户端，Node.js用于开发服务器端，SQL用于开发数据库。另外，我们也用 Python

和 cmd 用于批量处理任务，比如使用 Python 批量检查项目中需要编译的.h

与.cpp文件，并把这些文件路径写到 CMakeLists.txt里以便后期使用 CMake进

行编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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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DE 

1.1 VS 2019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Enterprise 2019 版本 16.1.3 

VisualStudio.16.Release/16.1.3+29009.5 

1.2 VS 2017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Enterprise 2017 版本 15.9.13 

VisualStudio.15.Release/15.9.13+28307.718 

1.3 说明 

Debug模式采用 VS2019，Release模式采用 VS2017 

Windows 平台的话默认使用 VS2017 的工程，使用 VS2019 无法用命令提示符

进行打包，打开 VS2019 进行调试时，以 Debug 模式很快，但以 Release 模式很

慢，会卡在 CCTweenFunction.cpp这个文件的编译上。 

 

2 二维游戏引擎 

2.1 Cocos2d-x 

Cocos2d-x 3.17.2 

2.2 Quick Engine  

Quick Engine V2.0 for Baby's_36_Skills 

说明：为了尽可能多地提升代码的复用性以及保持开发的简洁高效性，自主

开发了 Quick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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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iled 

3.1 Tiled 

Tiled for Windows (64-bit), snapshot Version08 

说明：为了增强兼容性，地图和界面布局使用 Tiled铺设，不用 Cocos Studio 

4 服务器开发 

4.1 Node.js 

Node.js v12.3.1 

4.2 Node.js 库 

4.2.1 nodejs-websocket 

nodejs-websocket 1.7.2 

4.2.2 mysql 

mysql 2.17.1 

5 数据库 

5.1 类型 

数据库为关系型数据库 

5.2 管理系统 

MySQL Community Server version: 8.0.16 

5.3 管理和设计工具 

Navicat 12.0.18（64-bit）-Premium 



 

 

11 

6 操作系统 

6.1 Win 10 

Windows 10 企业版 LTSC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版本 1809（OS内部版本 17763.529） 

Windows_NT x64 10.0.17763 

6.2 Android 9 

手机型号：MI6 

手机名称：小米手机 

MIUI 版本：MIUI 10.9.6.20 开发版 

Android版本：9 

Android 安全补丁程序级别：2019-05-01 

运行内存：6.00GB 

处理器：八核 最高 2.45GHz 

基带版本：AT20-0618_0030_f088416 

内核版本：4.4.153-perf+ 

可用存储：59.13GB 

总存储：128GB 

三 基本框架 

1 游戏入口 

1.1 资源加载界面 

该界面用于展示小车跑动的动画，并在后台静默从硬盘读取游戏中需要用到

的资源（如声音和图片）到内存中，以便于后续在游戏中能够快速加载资源。背

后的原理就是硬盘的读取速度一般在数百 MBPS，而内存的读取速度往往在数十

GBPS，两者之间速度相差 100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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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团队 Logo 展示界面 

该界面用于展示团队的 Logo与名称，该游戏开发团队名为童益 

 

1.3 主控界面 

该界面用户可以对游戏进行控制，比如选择进入单机模式或者进入联网模式，

设置游戏以及关闭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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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置界面 

该界面可以对游戏的背景音乐和音效进行设置 

 

2 单机模式 

该游戏单机模式的主要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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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场景界面 

效果图总览： 

 

具体玩家进入游戏后效果： 



 

 

15 

 

2.2 动物园场景界面 

该场景有一个坏人，玩家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人物的位置和方向，当所操作

的人物距离坏人比较近时，坏人会自动上前搭讪，对玩家进行诱骗。 

 

2.3 医院场景界面 

该场景有一个坏人，玩家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人物的位置和方向，当所操作

的人物距离坏人比较近时，坏人会自动上前搭讪，对玩家进行诱骗。 



 

 

16 

 

2.4 商店场景界面 

该场景有一个坏人，玩家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人物的位置和方向，当所操作

的人物距离坏人比较近时，坏人会自动上前搭讪，对玩家进行诱骗。 

 

2.5 学校场景界面 

该场景有一个坏人，玩家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人物的位置和方向，当所操作

的人物距离坏人比较近时，坏人会自动上前搭讪，对玩家进行诱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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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坏人诱骗场景界面 

游戏中坏人通过与宝宝对话进行诱骗，坏人发言完毕后，宝宝可以选择是否

听从坏人的要求。 

 

如果宝宝识破坏人，则展示坏人已被赶跑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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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宝宝未识破坏人，则展示坏人已抓走宝宝的界面。 

 

3 联网模式 

3.1 连接服务器界面 

该界面向用户展示默认的服务器列表，玩家可以选择适合的服务器。Coco's 

Server是我的电脑搭建的服务器，IP用的是校园网 IP，用户如果想要与我的服

务器进行通信必须和我在同一个网段下，即也必须连接校园网，否则找不到我的

服务器。本地服务器是本机的 IP，需要在本机运行服务器程序。考虑到用户可能

来自世界各地，因此在设计该界面时也允许用户自定义输入并设置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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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登录界面 

该界面含用户名输入框、密码输入框以及登录和注册选项 

 

点击用户名输入框之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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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密码输入框之后的效果： 

 

如未输入用户名，则没法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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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输入密码，则没法登录成功。 

 

如密码与用户名不匹配，则没法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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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所输入的用户名不存在，则没法登录成功。 

 

如用户输入的用户名与密码正确，则成功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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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注册界面 

该界面包含用户名输入框，密码输入框以及确认注册的选项。 

 

如用户未输入用户名，则无法成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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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不输入密码，则无法成功注册。 

 

如用户所填写的用户名已被其他人占用，则无法成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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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填写的信息无误，则成功注册。 

 

3.4 显示房间列表界面 

该界面用于展示当前服务器上所有玩家已经创建好的房间。 

如当前服务器上没有玩家创建过房间，则提示用户“请创建房间”。 



 

 

26 

 

如当前服务器上已有玩家创建好的房间，则提示用户可以选择加入其他人创

建好的房间。 

 

在房间列表中，用户可以点击某个房间看下当前房间是否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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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房间不可选择。 

 

当前房间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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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创建房间界面 

该界面包含房间名输入框、房间密码输入框、确认创建按钮。 

 

如用户未输入房间名，则无法成功创建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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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输入信息经系统检查无误后，会提示用户创建房间成功。 

 

3.6 加入房间界面 

该界面包含房间名输入框、房间密码输入框、确认加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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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未输入房间名，则无法成功加入房间。 

 

如用户输入的房间名不存在，则无法成功加入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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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的输入信息无误，则提示成功进入房间。 

 

3.7 选择角色界面 

该界面向用户展示房间名并包含选择角色的选项、返回按钮、确认选择按钮。 

在该界面用户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可供选择的身份有：宝宝、裁判、坏人。 



 

 

32 

 

如用户未选择角色，则没法成功选择角色。 

 

如用户选择的角色已被房间内的其他玩家选择，则没法成功选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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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操作无误，则提示用户已成功选择此角色。 

 

3.8 等待所有玩家全部就绪界面 

宝宝角色已准备就绪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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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角色、裁判角色已准备就绪界面 

 

宝宝角色、坏人角色已准备就绪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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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游戏对战比拼界面 

该界面用于展示用户的聊天信息，当前谁获得发言权的图标。还包含聊天信

息输入框、返回按钮、发送信息按钮。 

 

每人输入聊天信息并发送后都有一个可以选择是否结束发言的界面。如果选

择否，则可以继续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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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角色和坏人角色如果选择发言结束结束，则发言权立即转给下一个角色。

如果裁判玩家选择发言结束则可对本局游戏进行判定。如果通过坏人与宝宝的聊

天记录，发现宝宝以上当，则判断坏人胜利，如果发现坏人根本无法成功诱骗宝

宝，则判断宝宝胜利，如果暂时还无法判定，则可以选择继续对战的选项。 

 

3.10 游戏比拼结束界面 

如果在游戏中裁判判定宝宝角色胜利或者坏人角色异常掉线，则系统判定宝

宝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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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游戏中裁判判定坏人角色胜利或者宝宝角色异常掉线，则系统判定坏

人获胜。 

 

如果在游戏中裁判角色异常掉线，则系统判定本局扮演宝宝角色的玩家与扮

演坏人角色的玩家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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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分工 

1 王亚博 

游戏程序入口主面板客户端开发、单机版游戏场景地图铺设、游戏背景音效

添加、完善 Word、PPT 

2 燕国强 

单机版游戏客户端应用程序开发 

3 徐可可 

联网版游戏客户端及服务器端应用程序开发、完善 Word、PPT 

4 蒋永杰 

游戏 ico设计、团队 logo设计 

5 宋镇歌 

所有动画赖设计、游戏场景内地图元素设计、游戏内大部分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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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孔孟伟 

部分游戏场景设计、Word、PPT大部分制作 

五 核心技术 

1 协议 

1.1 通信协议 

由于该游戏要用在不同的平台（操作系统）上，因此该游戏应该选择一种跨

平台能力比较强的协议，另外由于该游戏为即时对战型游戏，所以应该使用强联

网模式进行通信，如果强制使用弱联网模式，则会浪费大量的带宽，并且效果也

不好。 

鉴于 WebSocket跨平台能力比较强，且是全双工通讯的协议（即比较适合进

行强联网的通信应用程序开发），所以该游戏采用了 WebSocket协议。 

 

在实际的开发测试中，该团队开发人员也注意到使用 Cocos 封装的

Socket.IO 与 HTTP打包后的应用程序在电脑上可以正常连接服务器，但是打

包到 Android上运行时总是无法正常连接服务器，而选择 WebSocket则在打包

到 Android上后可以正常运行、正常连接服务器，因此开发团队最终确定采用

WebSocket。  

1.2 数据类型 

服务器在与客户端进行交互时使用了 Json进行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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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事件与情况类型 

1.3.1 编码规范 

//事件编码规范：用一个数字编码可能出现的所有事件 

//状态编码规范：用三个数字编码可能出现的所有状态，第一个数字代表事

件类型，第二个数字代表造成该事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情形/情况种类，第三个

数字代表事件最终状态：0代表失败，1代表成功。 

1.3.2 连接服务器事件 

//ConnectServer = 1, //连接服务器事件 

  ConnectServerCase1Successful = 111, //连接服务器成功，成功

原因：成功建立WebSocket 

  ConnectServerCase2Failed = 120, //连接服务器错误，错误原

因：已经在建立WebSocket过程中，请耐心等待响应结果 

  ConnectServerCase3Failed = 130, //连接服务器错误，错误原因：

在其他界面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1.3.3 登录事件 

//SignIn = 2, //登录事件 

  SignInCase1Successful = 211, //连接服务器成功，成功原因：

成功建立WebSocket 

  SignInCase2Failed = 220, //用户名为空 

  SignInCase3Failed = 230, //密码为空 

  SignInCase4Failed = 240, //用户名不存在 

  SignInCase5Failed = 250, //用户名对应多个账户 

  SignInCase6Failed = 260, //执行查询用户名的SQL语句时出现未

知异常 

  SignInCase7Failed = 270, //密码错误 

  SignInCase7Successful = 271, //登录成功 

1.3.4 注册事件 

  //SignUp = 3, //注册事件 

  SignUpCase1Successful = 311, //连接服务器成功，成功原因：

成功建立WebSocket 

  SignUpCase2Failed = 320, //创建账号失败，用户名不能为空，

请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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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UpCase3Failed = 330, //**创建账号失败，用户名不能全是

数字，请重填。 

  SignUpCase4Failed = 340, //**创建账号失败，昵称不能为空，

请重填。 

  SignUpCase5Failed = 350, //创建账号失败，密码不能为空，请

重填。 

  SignUpCase6Failed = 360, //创建账号失败，请重填用户名，因

为您的用户名已被其他人占用。 

  SignUpCase7Failed = 370, //创建账号失败，您输入的信息包含

非法字符，这是本不应该出现的SQL指令错误，请联系开发维护人员。 

  SignUpCase8Failed = 380, //创建账号失败，在正式插入您的账

号信息到数据库时遇到未知错误，这种错误理论上很难碰到，请联系开发维护

人员。 

  SignUpCase8Successful = 381, //创建账号成功，恭喜您注册成功，

请返回登录。 

1.3.5 获取房间列表事件 

  //GetRooms = 4, //获取房间列表事件 

  GetRoomsCase1Successful = 411, //连接服务器成功，成功原

因：成功建立WebSocket，请加入房间。 

  GetRoomsCase2Failed = 420, //请创建房间。 

1.3.6 创建房间事件 

  //CreateRoom = 5, //创建房间事件 

  CreateRoomCase1Successful = 511, //连接服务器成功，成功原

因：成功建立WebSocket，请输入您所要创建房间的名称和密码 

  CreateRoomCase2Failed = 520, //创建房间失败，房间名不能为

空，请重填。 

  CreateRoomCase3Failed = 530, //创建房间失败。\n在正式插入

您的账号信息到数据库时遇到未知错误。\n应该是服务器硬盘没空间了，请联

系开发维护人员。 

  CreateRoomCase3Successful = 531, //恭喜您创建房间成功。\n马

上为您转入选择角色界面。 

1.3.7 进入房间事件 

  //JoinRoom = 6, //进入房间事件 

  JoinRoomCase1Successful = 611, //连接服务器成功，成功原

因：成功建立WebSocket，请输入您所要加入房间的名称和密码 

  JoinRoomCase2Failed = 620, //进入房间失败，房间名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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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RoomCase3Failed = 630, //进入房间失败，房间名不存在 

  JoinRoomCase4Failed = 640, //进入房间失败，房间密码错误 

  JoinRoomCase4Successful = 641, //进入房间成功 

1.3.8 选择角色事件 

  //SelectRole = 7, //选择角色事件 

  SelectRoleCase1Successful = 711, //此状态为默认在连接服务

器成功的情况下，即使正在建立WebSocket 

  SelectRoleCase2Failed = 720, //该玩家未选择角色 

  SelectRoleCase3Failed = 730, //该玩家所选的角色已被其他玩

家选择 

  SelectRoleCase3Successful = 731, //该玩家成功选择角色 

1.3.9 等待所有玩家就绪事件 

  //Waiting = 8, //等待所有玩家就绪事件 

  WaitingCase1Successful = 811, //此状态为默认在连接服务器成

功的情况下，即使正在建立WebSocket 

  WaitingCase2Failed = 820, //宝宝玩家已离开 

  WaitingCase2Successful = 821, //宝宝玩家已加入 

  WaitingCase3Failed = 830, //坏人玩家已离开 

  WaitingCase3Successful = 831, //坏人玩家已加入 

  WaitingCase4Failed = 840, //裁判玩家已离开 

  WaitingCase4Successful = 841, //裁判玩家已加入 

1.3.10 对话事件 

  //Dialog = 9, //对话事件 

  DialogCase1Successful = 911, //连接服务器成功，成功原因：

成功建立WebSocket  

  DialogCase2Successful = 921, //轮到坏人玩家发言 

  DialogCase3Successful = 931, //轮到宝宝玩家发言 

  DialogCase4Successful = 941, //轮到裁判玩家发言 

  DialogCase5Successful = 951, //裁判玩家已判决本轮游戏或者

某玩家异常掉线，本轮游戏结束 

  DialogCase6Successful = 961, //坏人玩家发言了 

  DialogCase7Successful = 971, //宝宝玩家发言了 

  DialogCase8Successful = 981, //裁判玩家发言了 



 

 

43 

2 客户端开发 

2.1 引擎与语言 

客户端使用 C++ 17基于 Cocos2d-x和 QuickEngine两款二维游戏引擎开发。 

其中 Cocos2d-x为该游戏提供了基础的数据结构和跨平台支持。 

Quick Engine 为该游戏提供了自动生成高复用率代码的支持、快速解析数

据、快速创建类、快速创建游戏功能和界面的支持。Quick Engine为该团队自主

开发的一款高效的开发游戏的引擎。 

3 服务器端开发 

3.1 websocketApp模块 

此模块为服务器程序的入口 

3.2 db 模块 

此模块用于处理对数据库相关的操作，比如查询数据、增加数据。 

3.3 signIn 模块 

此模块用于处理用户的登录事件 

3.4 signUp 模块 

此模块用于处理用户的注册事件 

3.5 getRooms 模块 

此模块用于处理用户的获取房间列表事件。 

3.6 createRoom 模块 

此模块用于处理用户的创建房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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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joinRoom 模块 

此模块用于处理用户的加入房间界面。 

3.8 selectRole 模块 

此模块用于处理用户的选择角色事件。 

3.9 waiting 模块 

此模块用于处理用户的待所有玩家就绪事件。 

3.10 dialog 模块 

此模块用于处理用户的对话事件。 

 

4 数据库开发 

建一个名为 baby's 36 skills的关系型数据库并在其中建三张表：accouts, 

players（暂未使用）, rooms（暂未使用） 

accounts表存储所有用户的信息，username为用户名，password为密码 

 
开发人员可运行 baby's 36 skills.sql快速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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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该游戏实现了预先设计的所有功能，符合功能性二维手机游戏的各项要求。

其设计与实现，使网络和单机结合，让玩家不仅可以自己玩还可以在线和其他玩

家一起玩，而且让孩子在游戏中了解各种骗术，避免在现实中上当受骗。 

移动终端的发展迅速必定会导致社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教育也是如此，而手

机游戏作为当前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手机教育游戏在未来必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为教育事业带来新的活力。而现在这样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时代，获取知

识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和书本，它充斥在我们周围各个地方，但同时也对教

育研究者的相关知识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育游戏，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教育为目的游戏，这种游戏具有即具有教育

性又不乏娱乐性。这种游戏是以游戏娱乐作为教育学习的方式，设计游戏的时就

会以成熟的教育理论作为游戏理论内容，在保证游戏性的同时教育性也得到了保

证。基于以上现状，为此设计实现一款能够训练儿童防骗意识的游戏，来帮助儿

童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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