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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游戏简介 

1.游戏背景 

宝贝三十六计是一款针对 3-6 岁儿童的益智策略类游戏，主要用来教会宝宝识别

坏人的伎俩，不轻易相信坏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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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游戏的设计思想 

本项目采用面向对象的开发思想，综合运用《Cocos2dx 二维游戏开发基础》

中的触摸事件、碰撞检测、瓦片地图，Cocos Studio,音效和背景音乐、游戏数据

存储等游戏开发知识，以操作便利和功能完整为总体设计目标。游戏主要添加宝

宝、坏人、裁判三个角色。 

4.游戏定位和意义 

本游戏操作便利，适合 3-6 岁儿童，能够锻炼儿童的反应能力以及应变能力。

这款游戏对硬件配置要求低，适合绝大部分智能机器设备。 

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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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游戏模式 

1.单机模式 

宝宝可以在地图上随意走动，当碰到坏人时会切换到与坏人交流的场景（类似于回合制游戏，

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不过这里是两个人对话交流），如果宝宝最终识破了坏人的伎俩，

没有跟随坏人离去，则坏人从地图上消失，当关卡内所有坏人全部消失时，游戏胜利。如果

宝宝跟随坏人离去，则游戏失败，需要重新开始游戏。每个坏人随机采用一种内置的一种策

略来尝试诱骗宝宝。 



  

 

5 

2.联网模式 

其他人（如孩子父母，或者别人的父母）可以自定义扮演坏人角色来尝试与宝宝交流，来诱

骗宝宝，宝宝成功识破，游戏胜利，如未成功识破，游戏失败，当然在宝宝与坏人进行每一

轮的交互结束后，要有一个第三方对本轮的交互结果进行判断，看一下宝宝是否识破了坏人

的伎俩。 

6.游戏概述 

本节主要从游戏的类型、风格（或视觉感受）、内容简介、开发平台和工具

等几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1）游戏类型：策略、益智类小游戏。 

（2）游戏风格：卡通动漫型、帧动画效果。 

（3）内容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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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开发语言：C++； 

（5）游戏引擎：cocos2dx-3.17.2+Quick Engine； 

（6）辅助开发工具：PS、Tiled 等。 

7.游戏情节 

情节 1 

独自在家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险境：陌生人以查表、自称父母同事、维修工、推销员等方式敲门 

应对：平时家长可教孩子辨识水表、煤气表用量的方法，有人来查表，可就在

门内大声报数，不要贸然打开 防盗门，而应第一时间给家人打电话。如果对方

硬是坚持要进门查看，就立即锁死内外两道门，并高声警告对方自己要报警。 
在无法确定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可以虚张声势假称父亲或母亲在打电话，或故

意称父亲或母亲是警察，正在家中查一些资料，等会开门等。如果对方有所企

图，便会知难而退。例如坏人先敲门然后喊话：小朋友你好，我是查水表的，

请打开门让我进去查一下水表。 

情节 2 

未经家长同意，不单独和别人出去 

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哄骗等方式欺骗您的年幼无知的孩子跟他走，买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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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玩具，找朋友玩，找爸爸或者找妈妈等等，您的孩子和他出去就上当了，离开

您的视野再找孩子就麻烦了，所以家长朋友要告知您的孩子未经同意不要和陌生

人走！即使家里的亲属带孩子出去最好也要经家长同意，以免家长找不到孩子干

着急，以为孩子丢了，发动大家出去找，报警等等。例如坏人先敲门然后喊话：

小朋友你好，快出来和我一起去玩吧，叔叔给你买好吃的哦。 

情节 3 

未经家长同意，不要别人的东西 

家长要告诉你们家的小朋友们，未经家长的同意不要接受别人的饮料，食品和

钱财哦！尤其是陌生人的东西，千万不能要！再好的东西小朋友都不要动心，

因为有些坏人会利用这点别有用心，小朋友需要什么可以让家长去买，千万千

万不随便接受别人东西！例如在上下学的路上坏人喊话：小朋友你好，叔叔买

的棒棒糖好甜吖，要尝一下嘛？ 

情节 4 

上下学时不搭乘陌生人的车辆 

险境：可疑陌生人问路、套近乎，或有人代替父母来接送自己时 

应对：不要贪小便宜，不接受陌生人的财物。如遇到陌生人问路、套近乎等，

要有警惕之心，可礼貌性拒绝，尽量往人多的地方靠。 
不随便搭乘陌生人的便车。如果对方要接自己，要先打电话给父母亲，核实事

情原委。如果对方执意，尽量往人多的地方或小区保安室等求助。例如坏人先

打招呼，然后坏人喊话：小朋友你好，我是你爸爸的同事，今天你爸爸有事

儿，让我来接你，快上我的车吧。 

情节 5 

私密处不准碰 

作为家长要告诉自己的孩子，肚肚下面的私密处不准别人随便碰哦，尤其是小

女孩，（现在小男孩也要注意啦！）如果有人非要碰那个地方，无论对方说什么

好听的话，吓人的话都不要相信，一定要告知家长，让小朋友们都学会保护自

己！例如坏人先打招呼，然后坏人喊话：小朋友你好，叔叔可以摸一下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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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 6 

要记着家人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 

让孩子记着家人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即使走失了，也可能联系到家人。

迷路或者与家长一起逛商场找不到家长时，可以向周围的工作人员或警察叔叔

求助。例如工作人员喊话：小朋友你好，你爸爸叫什么？那你爸爸电话是多少

呢？你家在哪儿呢？        

8.游戏场景玩法介绍 

坏人使用言词对宝宝进行诱骗，宝宝可以选择是否跟随坏人离去 
为了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在每一轮的交互式结束时由第三方的监察者对结果进

行判断。 
在每一轮中：坏人向宝宝发送诱骗言辞 
宝宝有两种选择，第一种跟随坏人离去，第二种不跟随坏人离去 
第三方的裁判在每一轮的交互结束后可以宣布三种结果：一宝宝胜，二坏人

胜，三继续比拼。代码如下： 
//scene = ConnectServerScene::createScene(); 

 //scene = SignInScene::createScene(); 

 //scene = SignUpScene::createScene(); 

 //scene = GetRoomsScene::createScene(); 

 //scene = CreateRoomScene::createScene(); 

 //scene = JoinRoomScene::createScene(); 

 //scene = SelectRoleScene::createScene(); 

 //scene = WaitingNetworkGameScene::createScene(); 

 //scene = NetworkGameScene::createScene(); 

 //scene = NetworkGameOverScene::createScene(); 

9.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通讯事件 

服务器与客户端使用 json 进行数据交互 

共有以下事件： 

 enum Event { 

  //编码规范：用一个数字编码可能出现的所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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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Server = 1, //连接服务器事件 

  SignIn = 2, //登录事件 

  SignUp = 3, //注册事件 

  GetRooms = 4, //获取房间列表事件 

  CreateRoom = 5, //创建房间事件 

  JoinRoom = 6, //加入房间事件 

  SelectRole = 7, //选择角色事件 

  Waiting = 8, //等待所有玩家就绪事件 

  Dialog = 9, //对话事件 

 }; 

共有以下情况： 

 enum Sta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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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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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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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或用户名为空 

  SignInCase3Failed = 230, //密码为空 

  SignInCase4Failed = 240, //用户名或 ID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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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InCase6Failed = 260, //执行查询 ID 或用户名的 SQL 语句时出现未知异常 

  SignInCase7Failed = 270, //密码错误 

  SignInCase7Successful = 271, //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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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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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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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重填用户名或昵称，因为您的用户名或昵称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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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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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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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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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密码错误 

  JoinRoomCase3Successful = 631, //进入房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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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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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 = 9, //对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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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Case2Failed = 920, //您发言已结束，系统将把发言权移交给下一位玩家 

  DialogCase2Successful = 921, //轮到您发言 

  DialogCase4Successful = 931, //裁判已判决游戏，本轮游戏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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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场景                           

    

图 2-5 游戏登录界面                      图 2-6 游戏人物选择界面 

    

图 2-7 游戏主界面                      图 2-8 游戏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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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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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国强 单机版游戏客户端应用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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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振歌 所有动画设计、游戏场景内地图元素设计、游戏内大部分界

面设计 

蒋永杰 游戏 ico设计、团队 logo设计 

孔孟伟 部分游戏场景设计、Mord、PPT大部分制作 

二 游戏的详细设计与实现过程 

1.开发流程 

本项目分为网络和单机模块。两大模块共享加载界面、Logo界面、游戏开始

界面，在开始游戏界面玩家可以选择单机模式或网络模式。 

网络模块： 

连接服务器界面、登录界面、注册界面、显示房间列表界面、创建房间界面、 

加入房间界面、选择角色界面、等待所有玩家全部就绪界面、游戏对战比拼界面、 

游戏判定界面。  

单机模块： 

     大地图界面、动物园界面、学校界面、医院界面、商店界面、对话界面，

成功界面、失败界面。 

界面之间的调用关系图如下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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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类之间关系调用图 

2.项目的设计与实现。 

其核心类及关键界面的显示效果。 

（1）摇杆类（HRocker）的类图如下图 3-2，继承自 Layer。HRocker 的主要

函数有 ontouchMoved（CCTouch *pTouch, CCEvent *pEvent）。 

Layer 

 

HRocker 
Public： 

HRocker(void); 

~HRocker(void); 

static HRocker* createHRocker(const 

char *rockerImageName, const char 

*rockerBGImageName, CCPoint 

position); 

void startRocker(bool_isStopOther); 

void stopRocker(); 

int rocketDirection; 

boolrocketRun;CREATE_FUNC(HRocker); 

Private： 

void rockerInit(const char* 

rockerImageName, const char* 

rockerBGImageName,CCPointposition); 

bool isCanMove; 

float getRad(CCPoint pos1, CC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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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2); 

CCPoint rockerBGPosition; 

float rockerBGR; 

void update(float delta);  

EventListenerTouchOneByOne*listener; 

virtual bool onTouchBegan(Touch 

*pTouch, Event *pEvent); 

virtual void onTouchMoved(Touch 

*pTouch, Event *pEvent); 

virtual void onTouchEnded(Touch 

*pTouch, Event *pEvent); 

图 3-2 Hero类的类图 

ontouchMoved（CCTouch *pTouch, CCEvent *pEvent）方法的具体实现代码如

下： 

void HRocker::onTouchMoved(CCTouch *pTouch, CCEvent *pEvent) 

{ 

 CCPoint point = pTouch->getLocation(); CCSprite *rocker = 

(CCSprite *)this->getChildByTag(tag_rocker); 

  float angle = getRad(rockerBGPosition, point); 

  if (sqrt(pow((rockerBGPosition.x - point.x), 2) + 

pow((rockerBGPosition.y - point.y), 2)) >= rockerBGR) 

 { 

 

    rocker->setPosition(ccpAdd(getAngelePosition(rockerBGR, 

angle), ccp(rockerBGPosition.x, rockerBGPosition.y))); 

   } 

 else 

 { 

    rocker->setPosition(point); 

 } 

 

  if (angle >= -PI / 4 && angle<PI / 4) 

 { 

  rocketDirection = rocker_right; 

  rocketRun = false; 

  CCLOG("%d", rocketDirection); 

 } 

 else if (angle >= PI / 4 && angle<3 * PI / 4) 



  

 

15 

 { 

  rocketDirection = rocker_up; 

  CCLOG("%d", rocketDirection); 

 } 

 else if ((angle >= 3 * PI / 4 && angle <= PI) || (angle >= -

PI&&angle<-3 * PI / 4)) 

 { 

  rocketDirection = rocker_left; 

  rocketRun = true; 

  CCLOG("%d", rocketDirection); 

 } 

 else if (angle >= -3 * PI / 4 && angle<-PI / 4) 

 { 

  rocketDirection = rocker_down; 

  CCLOG("%d", rocketDirection); 

 } 

} 

（2）MapOne 类的类图如图 3-3，继承自 Layer，图中列出了主要属性成员和成

员函数。 

 

Layer 

 

Map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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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Scene * createScene(); 

    virtual bool init(); 

 CREATE_FUNC(MapOne); 

 void  PlayerPoint(Point p); 

 void RunEnd(); 

 void StopAnimation(); 

 void SetAnimation(const char* name_plist, 

const char* name_png, const char* name_each, 

unsigned int num, bool run_directon,int f); 

 Animation* getAnimation(const char* 

name_plist, const char* name_png, const char* 

name_each, const unsigned int num, bool 

run_directon); 

 void update(float f); 

Sprite* _player; 

void back(); 

void back1(); 

void back2(); 

void back3(); 

void MoveMap(Point position); 

void movePlayer(Vec2 p); 

bool IsRunning; 

Sprite* hero; 

bool HeroDirecton; 

virtual bool onTouchBegan(Touch *touch, Event 

*unused_event); 

virtual void onTouchEnded(Touch *touch, Event 

*unused_event); 

 

     

3-3MapOne类的类图 

其中 MoveMap 方法的代码清单如下： 

void  MapOne:: MoveMap(Point position) 

{ 

    auto winSize=Director::getInstance()->getWin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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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x=MAX(position.x, winSize.width/2); 

    int y=MAX(position.y, winSize.height/2);     

    auto mapSize=_tileMap->getMapSize();   

    auto tileSize=_tileMap->getTileSize(); 

    x=MIN(x, mapSize.width * tileSize.width-winSize.width/2); 

    y=MIN(y, mapSize.height * tileSize.height - winSize.height/2); 

    auto actualPoint=Point(x,y); 

    auto centerPoint=Point(winSize.width/2, winSize.height/2); 

    auto viewPoint=centerPoint - actualPoint;  

    this->setPosition(viewPoint); 

  

} 

3.游戏的界面设计效果 

 游戏导入系统界面效果如下图 3-6： 

      

 

图 3-6                      图 3-7                      图 3-8 
 

       

   图 3-9                       图 3-10 
大地图如上图 3-6： 

hospital场景界面效果如上图 3-7： 

school场景界面效果如上图 3-8： 

shop场景界面效果如上图 3-9 
Zoo场景界面效果 3-10 

三 作品特色说明 

1.网络和单机结合，玩家不仅可以自己玩还可以在线和其他玩家一起玩。 

2.让孩子在游戏中了解各种骗术，避免在现实中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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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设计的特色如下： 

四 参考文献 

[1] 肖文吉.《Cocos2d-x 3.x 游戏开发实战》[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第一版 

[2] 冉伟、李连胜等.《Cocos2d-x 3.x 游戏开发入门精解》[M].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2，第一版 

[3] 沈大海.《Cocos2d-x 手机游戏开发与项目实战详解》[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3，第一版 

[4] 于浩洋.《Cocos2d-x 手机游戏开发实例详解》[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9，
第一版 

五 总结 

这学期学习的是 Cocos2d-x高级应用开发，我们学会了使用 CocosStudio进

行界面布局、Tiled 制作瓦片地图、A 星算法寻找最短路径等等，受益匪浅。感

谢周老师的谆谆教导，没有她的严格要求，懈怠的我们也许不能学到这些。 

在做游戏中，我们深深的感觉到做一个项目的难度，它不仅仅是一个考试的

检验，更是一次磨炼。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团队虽然分工很明确，但进度缓慢，

因为小组人员分散在不同的宿舍，没有在一起研究，缺乏面对面交流。比如，有

的组员代码做好了，但没有通知其他人，其他组员只能被动的等待，很是浪费时

间。另外，在做项目时发现自身知识的漏洞，每次写代码总会出现一些令人意想

不到的 BUG，要多加练习，掌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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