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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Shooter2D Online 版实作范例 

1-1 Online 基本概念 

1-2 arcalet 入门基础 

1-3 登入游戏 

1-4 处理讯息 

1-5 玩家操控 

 

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佛印禅师公案》 

 

射击游戏是实时要求非常高的游戏，为了让程序设计师很快能学会设

计在线游戏程序，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简单的游戏做为范例。 

依续着上一章的单机版太空射击游戏，在改造为多人联机后，比较单

机与在线的版本，您会发现用 arcalet 设计在线游戏真的很简单，原本

如如不动的远程场景对象，在一弹指间竟然随着远程玩家的动作同步动

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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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nline 基本概念 

1-2 arcalet 程序设计基础 

1-3 登入游戏 

1-4 处理讯息 

在线游戏能够运作顺畅，拥有一个稳定的讯息处理系统是很重要的。在一开始的准备工作中，我

们已经知道 arcalet讯息的收发是以场景为单位，而改造 Space Shooter成在线游戏的计划中是以主

大厅做为主要的讯息处理场景。 

arcalet的讯息场景分为三种： 

� 主大厅 

每个游戏都会有一个主大厅场景，也是游戏的预设场景。 

� 一般场景 

依照游戏的需求所建立的场景。 

� 私人场景 

每个登入的玩家都会拥有的场景，传送到此场景的讯息只有场景拥有者才能收到。 

 

Note 

为了与 Unity3D 的游戏场景区分，我们可以把 arcalet 的场景称为「讯息场景」，有些游戏理论的书籍也把「讯

息场景」称为「房间」。 

 

 

当游戏玩家登入成功后马上送出「我来了」的讯息到主大厅去，此时在线的所有玩家都会收到这

个讯息，现在我们就要探讨如何接收与处理这个讯息。 

在 arcalet API 的对象架构中，接收讯息是以事件触发的方式来处理的，也就是说，当主大厅有

讯息进来时，arcalet API 就会呼叫 OnMessageIn 的事件函式，如果是私人场景，就会呼叫

OnPrivateMessageIn 事件函式。开发者也可以指定自定义的 OnMessageIn 与 OnPrivateMessageIn

事件函式，但是必须在执行 ArcaletGame.Launch() 或 ArcaletGame.STALaunch() 之前指定。 

以下修改过的 agcc脚本中我们定义了自定义的 OnMessageIn与 OnPrivateMessageIn事件函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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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rcaletStartup()  中加上指定这两个自定义事件的程序代码： 

// agcc.cs 
 
 ... ( 略) ... 
 
public void ArcaletStartup(string userid,string pas swd) 
{ 
 ag=new ArcaletGame(userid,passwd,gguid,sguid,gcert ); 
 this.userid=userid; 
 ag.onCompletion=OnArcaletLaunchCompletion; 
 ag.onMessageIn=OnMessageIn; 
 ag.onPrivateMessageIn=OnPrivateMessageIn; 
      ag.onStateChanged=OnArcaletStateChanged;  
 ag.STALaunch(); 
 ArcaletGameHasLaunched=true; 
} 
 
// 主大厅有讯息进来了主大厅有讯息进来了主大厅有讯息进来了主大厅有讯息进来了 
void OnMessageIn(string msg,int delay,ArcaletGame g ame) 
{ 
   ... 
 
   主大厅讯息处理程序要放在这里主大厅讯息处理程序要放在这里主大厅讯息处理程序要放在这里主大厅讯息处理程序要放在这里 
 
   ... 
} 
 
 
// 有人传私人讯息进来了有人传私人讯息进来了有人传私人讯息进来了有人传私人讯息进来了 
void OnPrivateMessageIn(string msg,int delay,Arcale tGame game) 
{ 
   ... 
 
   私人讯息处理程序要放在这里私人讯息处理程序要放在这里私人讯息处理程序要放在这里私人讯息处理程序要放在这里 
 
   ... 
 
｝｝｝｝ 
 
 ... ( 略) ... 
 

 

记录在线玩家数据 

记录在线玩家数据的目的是让每一个玩家知道在线有那些人，这个动作必须配合双向讯息传递，

每当收到有人传讯息说「我来了」，就把这个玩家数据记录起来，然后后再把自己的数据传给他，

让他可以记录我的数据，如果在线已经有很多玩家，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资料传过来，这个新登

入的玩家就会知道在线已经有那些人。 

Note 

前几节内容中已经讨论过玩家登入游戏时要送出「我来了」的讯息到主大厅，这部份请参考 P.15的 agcc程序代码
中的 OnArcaletLaunchCompletion() 事件函式。 
 

记录在线玩家的动作分为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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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到访的玩家向主大厅发出讯息 

讯息定义如下： 

new:poid/userid 

「new」是讯息指令，参数为「poid」与「userid」，提供给其它玩家，让这些玩家知道这位新

到访的玩家是谁。 

 

 

� 已在在线的玩家分别发出讯息给新到访的玩家 

在线玩家收到「new」指令后，除了把对方的 poid与 userid记录起来，也要发出讯息给对方，

讯息格式如下： 

player:poid/userid 

讯息是以 PrivacySend() 传送到对方的私人场景，因此只有这位新到访的玩家会收到。 

主大厅主大厅主大厅主大厅 

新到访的玩家 

A发出讯息 

在线每个人都收到 A传来的讯息 

 

 

 

 

 

new:998/A 

new:998/A 

poid:998 

poid:1376 

poid:238 

poid:8736 

poid:734 

已在在线的玩家都知道 A已经

上线，并将 A的数据记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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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修改 agcc 脚本，在 OnMessageIn() 与 OnPrivateMessageIn() 事件中处理相关讯息，以

下是程序代码的部份： 

// agcc.cs 
using UnityEngine;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 ( 略) ... 
 
public List<Hashtable> RegPlayers=new List<Hashtabl e>(); 
 

... ( 略) ... 
 
// 主大厅有讯息进来了 
void OnMessageIn(string msg,int delay,ArcaletGame g ame) 
{ 
 string[] s=msg.Split(':'); 
   
 if (s[0]=="new") { // 有个玩家进来了有个玩家进来了有个玩家进来了有个玩家进来了 
  // 讯息格式讯息格式讯息格式讯息格式: "new:poid/userid" 
  string[] p=s[1].Split('/'); 
  int newPoid=int.Parse(p[0]); // 新玩家的私人场景新玩家的私人场景新玩家的私人场景新玩家的私人场景 
  string newUserid=p[1];   // 新玩家的新玩家的新玩家的新玩家的userid 
    
  if (newPoid!=ag.poid) {   // 新进的玩家不是本地玩家新进的玩家不是本地玩家新进的玩家不是本地玩家新进的玩家不是本地玩家 
   Debug.Log(p[1]+" is coming!!!"); 
    
   // 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 
   AddPlayer(newPoid,newUserid,false); 
 
   // 把本地玩家的数据告诉新进玩家把本地玩家的数据告诉新进玩家把本地玩家的数据告诉新进玩家把本地玩家的数据告诉新进玩家(用新进玩家的私人场景传讯用新进玩家的私人场景传讯用新进玩家的私人场景传讯用新进玩家的私人场景传讯) 
   if (isMaster) { 
    // 如果本地玩家是如果本地玩家是如果本地玩家是如果本地玩家是master ，，，，格式是格式是格式是格式是 "player:M/poid/userid" 
    ag.PrivacySend( 
     "player:M/"+ag.poid.ToString()+"/"+this.userid ,newPoid); 
   } 
   else { 
    // 如果本地玩家不如果本地玩家不如果本地玩家不如果本地玩家不master ，，，，格式是格式是格式是格式是 "player:G/poid/userid"  

A 的私人场景的私人场景的私人场景的私人场景  

已在在线的玩家 

其它人响应消息 

新到访的玩家收到其它玩家传回来的讯

息后，一一将他们的数据记录起来。 

 

 

 

 

player:1376/B 

player:238/C 

player:8736/D 

player:734/E 

poid:1376 

poid:238 

poid:8736 

poid:734 

在线每个人都响应给 A，告诉 A说「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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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PrivacySend( 
     "player:G/"+ag.poid.ToString()+"/"+this.userid ,newPoid); 
   } 
  } 
  else { 
   Debug.Log("I'm coming!"); 
  } 
 } 
} 
 
 
 
// 将玩家数据加入将玩家数据加入将玩家数据加入将玩家数据加入RegPalyer 中中中中 
void AddPlayer(int poid,string userid,bool isMaster ) 
{ 
 Hashtable np=new Hashtable(); 
 np.Add("userid",userid); 
 np.Add("poid",poid); 
 np.Add("master",isMaster); 
      np.Add("gameobject",gameObject); 
 lock (RegPlayers) { 
  RegPlayers.Add(np); 
 } 
} 
 
 
// 有人传私人讯息进来了 
void OnPrivateMessageIn(string msg,int delay,Arcale tGame game) 
{ 
 string[] s=msg.Split(':'); 
   
 Debug.Log("[Privacy Message]"+msg); 
   
 // 其他玩家传来他们的数据其他玩家传来他们的数据其他玩家传来他们的数据其他玩家传来他们的数据，，，，有两种格式有两种格式有两种格式有两种格式: 
 // "player:M/poid/userid"     master 玩家玩家玩家玩家 
 // "player:G/poid/userid"  一般玩家一般玩家一般玩家一般玩家 
 if (s[0]=="player") { 
  string[] p=s[1].Split('/'); 
  int remotePoid=int.Parse(p[1]); 
  string remoteUserid=p[2]; 
     
  // 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 
  if (p[0]=="M") { 
   AddPlayer(remotePoid,remoteUserid,true); 
  } 
  else if (p[0]=="G") { 
   AddPlayer(remotePoid,remoteUserid,false); 
  } 
    
 } 
｝ 
 
 ... ( 略) ... 
 

 

在 OnMessageIn() 中处理讯息，一开始先以字符串的 Splite()  method将讯息分为指令与参数两

个子字符串，然后使用 if逻辑程序结构处理「new」指令，之后再将参数继续用 Splite() 分开，

这时候就可以依照 poid 参数来判断这个讯息是不是别人传的，如果是自己传的，就什么事都不必

做，忽略它就可以了。 

由于在线玩家进进出出游戏是很普通的事，所以我们使用 C#的 LIST 对象类别来记录数据，它可

以让我们随时增减资料，非常方便。为此在 AGCC对象中定义一个 List 型态的 public 变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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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 RegPlayers ，这个 List 的每一个成员 Node的型别是 Hashtable ，里面记录着登入的玩家之

userid 与 poid ，以及其它必要的数据。 

最后，我们把记录新登入玩家的程序代码写成一个函式 AddPlayer() ，要记录玩家数据时只要直

接呼叫 AddPlayer() 即可。 

现在我们要把自己的数据传给远程的玩家，要注意的是，前面使用 ArcaletGame对象中的 send()

是将讯息传到主大厅，主大厅里的所有玩家都会收到。为了把讯息只传给指定的玩家就不能使用

send() 了，必须改用 PrivacySend() 将讯息传给特定玩家，接收讯息则是由 OnPrivateMessageIn

事件来处理。至于讯息格式则依自己是否为游戏主控者而有些微的差距，若自己是游戏主控者，

则讯息格式是： 

player:M/poid/userid 

若是一般的游戏主控者，讯息格式是： 

player:G/poid/userid 

(以上讯息格式中 poid 是传送者的 poid，userid 也是传送者的 userid) 

PrivacySend() 和 send() 的用法很接近，但是 PrivacySend() 多了一个 poid参数，用来指定讯息

的接收者，由于我们是要把讯息传给新登入的玩家，而它所传送的「我来了」讯息里就含有他自

己的 poid，因此我们直接将他的 poid用在 PrivacySend() 的 poid参数，这样就可以把讯息传给这

位新登入的玩家，而不是透过主大厅广播。 

产生远程玩家所控制的太空战机 

单机版的 Space Shooter中，玩家控制的太空战机是一个名称为「Player」的 GameObject。现在我

们要进一步处理，在收到有人传送「我来了」的讯息时，在自己的游戏画面出现另一艘新的太空

战机。由于「Player」Game Object是在 Unity3D的编辑阶段就已经建好，但是远程玩家的太空战

机就不能这么做了，它必须在程序运行时间出现，所以我们要另外将太空战机做成 Prefab。做法

与步骤如下： 

1. 新增一个 prefab，并且把它改名为 RemotePlayerPre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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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一个 C# script，更名为 RemotePlayer.cs，程序代码暂且如下所示： 

// RemotePlayer.cs 
 
using UnityEngine;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public class RemotePlayer : MonoBehaviour  
{ 
 public float   PlayerSpeed; 
 private float  inputAxis=0; 
 private float  x; 
 private float  y; 
 private float  z; 
 
 void Update ()  
 { 
  float outToMove = inputAxis * PlayerSpeed * Time. deltaTime; 
  transform.Translate(Vector3.right * outToMove); 
   
   // ScreenWrap 
    if (transform.position.x <= -8.25f)  transform.position =  
   new Vector3(8.25f, transform.position.y, transfo rm.position.z); 
    else if (transform.position.x >= 8.25f)  transform.position =  
   new Vector3(-8.25f, transform.position.y, transf orm.position.z); 
 } 
}  

3. 把 Level1中的 player Game Object拖曳到 RemotePlayerPrefab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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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 RemotePlayerPrefab中的 player.cs (script)移除 

 

5. 把 RemotePlayer.cs (script)拖曳到 RemotePlayerPrefab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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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了和 Player.cs所控制的太空战机的速度一致，请记得把 PlayerSpeed设定为 5 

 

7. 改变远程太空战机的外观颜色，这样子玩家才能知道画面上那一艘飞机才是自己所操控的，

贴图我们已经事先做好，放在「spacebag」→「太空图档」→「Materials」中，档案为

「SimpleShip_RP」，直接把它拖曳到 RemotePlayerPrefab里即可。 

 

 

制作好太空战机的 Prefab之后，未来可在程序运行时间以 Instantiate() 把它实例化，实例化时

所指定的坐标必须位于目前摄影机的可视范围内，如此一来玩家的游戏画面就会出现一台新的太

空战机： 

    vector3 position = new Vector3(0.0f,-3.219612f, 0.0f); 
    GameObject newPlayer=(GameObject)Instantiate(re motePlayerPrefab,position, 
               Quaternion.identity); 
 

等一下我们要把上面这段程序代码放在 OnMessageIn() 事件中，就在收到「new」指令时，这样就

可以在得知有新的玩家登入时，立刻在画面上产生一艘远程太空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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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newPlayer 所代表的 GameObject 就是被实体生成的太空飞机之 GameObject，控制它的脚本程序 RemotePlayer.cs

目前是空的，还无法真正的控制远程太空飞机，这部份将在下一节的内容中再详细探究。 

 

为了把实体化后的 GameObject存放于可以有效管理的数据变量里，我们对 AddPlayer() 做一点小

修改，在记录玩家数据的 Hashtable 中另外增加一个数据字段，名称就叫做「gameobject」，把它

和 userid 、poid 等信息一起存放到 RegPlayers  List中。以下是修改后的程序代码： 

 

// agcc.cs 
 
 ... ( 略) ... 
 
public GameObject remotePlayerPrefab;  // 务必事先指定初值务必事先指定初值务必事先指定初值务必事先指定初值 
public List<Hashtable> RegPlayers=new List<Hashtabl e>(); 
 
void OnMessageIn(string msg,int delay,ArcaletGame g ame) 
{ 
 string[] s=msg.Split(':'); 
   
 if (s[0]=="new") { // 有个玩家进来了 
  // 讯息格式: "new:poid/userid" 
  string[] p=s[1].Split('/'); 
  int newPoid=int.Parse(p[0]); // 新玩家的私人场景 
  string newUserid=p[1];   // 新玩家的userid 
    
  if (newPoid!=ag.poid) {   // 新进的玩家不是本地玩家 
   Debug.Log(p[1]+" is coming!!!"); 
 
   // 产生一个远程玩家的太空战机产生一个远程玩家的太空战机产生一个远程玩家的太空战机产生一个远程玩家的太空战机 
   Vector3 position = new Vector3(0.0f,-3.219612f,0.0f ); 
   GameObject newPlayer=(GameObject)Instantiate(rem otePlayerPrefab,position, 
               Quaternion.identity); 
     
   // 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 
   AddPlayer(newPoid,newUserid,false, newPlayer ); 
 
   // 把本地玩家的数据告诉新进玩家(用新进玩家的私人场景传讯) 
   if (isMaster) { 
    // 如果本地玩家是master ，格式是 "player:M/poid/userid" 
    ag.PrivacySend( 
     "player:M/"+ag.poid.ToString()+"/"+this.userid ,newPoid); 
   } 
   else { 
    // 如果本地玩家不master ，格式是 "player:G/poid/userid" 
    ag.PrivacySend( 
     "player:G/"+ag.poid.ToString()+"/"+this.userid ,newPoid); 
   } 
  } 
  else { 
   Debug.Log("I'm coming!"); 
  } 
 } 
} 
 
// 将玩家数据加入RegPalyer 中 
void AddPlayer(int poid,string userid,bool isMaster ,GameObject gameObject ) 
{ 
 Hashtable np=new Hashtable(); 
 np.Add("userid",userid); 
 np.Add("poid",poid); 
 np.Add("master",isMaster); 
 np.Add("gameobject",gameObject);   
 lock (RegPlay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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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Players.Add(np); 
 } 
} 
 
// 有人传私人讯息进来了 
void OnPrivateMessageIn(string msg,int delay,Arcale tGame game) 
{ 
 string[] s=msg.Split(':'); 
   
 Debug.Log("[Privacy Message]"+msg); 
   
 // 其他玩家传来他们的数据，有两种格式: 
 // "player:M/poid/userid"     master 玩家 
 // "player:G/poid/userid"  一般玩家 
 if (s[0]=="player") { 
  string[] p=s[1].Split('/'); 
  int remotePoid=int.Parse(p[1]); 
  string remoteUserid=p[2]; 
 
  // 产生一个远程玩家的太空战机产生一个远程玩家的太空战机产生一个远程玩家的太空战机产生一个远程玩家的太空战机 
  Vector3 position = new Vector3(0.0f,-3.219612f,0. 0f); 
  GameObject newPlayer=(GameObject)Instantiate(remo tePlayerPrefab, position, 
             Quaternion.identity); 
 
  // 把这个玩家数据数据记起来 
  if (p[0]=="M") { 
   AddPlayer(remotePoid,remoteUserid,true ,newPlayer ); 
  } 
  else if (p[0]=="G") { 
   AddPlayer(remotePoid,remoteUserid,false ,newPlayer ); 
  } 
    
 } 
} 
 ... ( 略) ... 
 

Note 

以上事件函式 OnPrivateMessagIn() 加上一段实体化 remotePlayerPrefab 的程序代码，这是因为新登入的玩家

也应该把已在在线的其它玩家之太空战机给显示出来，所以其它玩家陆续送出「player」讯息时，这个新登入的玩

家收到后产生太空飞机之 GameObject。 

 

玩家离开游戏 

玩家离开游戏时必须通知在线的其它玩家说「我离开了」，其它玩家收到了就把其对应的

GameObject 从系统中删除，所以我们先写一个 RemovePlayer() 来处理这个动作： 

// agcc.cs 
 
 ... ( 略) ... 
 
// 从从从从RegPlayers 中把玩家删除中把玩家删除中把玩家删除中把玩家删除 
void RemovePlayer(int poid) 
{ 
 lock (RegPlayers) { 
  foreach (Hashtable nd in RegPlayers) { 
   if ((int)nd["poid"]==poid) { 
    GameObject playerGameObject=(GameObject)nd["gam eobject"]; 
    Destroy(playerGameObject); 
    RegPlayers.Remove(nd);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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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略) ... 
 

RemovePlayer() 的逻辑很简单，依照 poid 从 RegPlayers  List中找到对应的 Node，然后取出它所

存放的 RemotePlayerPrefab 之 GameObject，然后以 Destroy() 把对象实例删除，最后再把这个

Node从 RegPlayer  List中移除。 

游戏主控者离开游戏 

如果游戏主控者要离开游戏，我们必须再找一个在线的玩家做为游戏主控者，到目前为止，游戏

主控者都只是在个别玩家程序中标示谁是主控者，所以只要我们订出一个原则，在主控者离开后

可以让游戏程序在自己的平台里公推出一个玩家做为主控者，就不必再发出讯息来协调，因此我

们决定以 poid 最小者做为游戏主控者，这样子个别的游戏程序只要把 Regplayers  List巡访一遍，

找出 poid 最小者，然后指定它是主控者，再更新相关的变量值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更换游戏主控者的程序代码设计成 agcc脚本中的 RenewMaster() 函式： 

// agcc.cs 
 
 ... ( 略) ... 
 
// 把把把把poid 最小的玩家重新指定为游戏主控者最小的玩家重新指定为游戏主控者最小的玩家重新指定为游戏主控者最小的玩家重新指定为游戏主控者 
void RenewMaster() 
{ 
 int   a=0; 
 bool  first=true; 
 Hashtable t=null; 
   
 // 找到找到找到找到poid 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t 是该玩家的资料是该玩家的资料是该玩家的资料是该玩家的资料node 
 lock (RegPlayers) { 
  foreach (Hashtable nd in RegPlayers) { 
   if (first) { 
    a=(int)nd["poid"]; 
    t=nd; 
   } 
   else { 
    if ((int)nd["poid"]<a) { 
     a=(int)nd["poid"]; 
     t=nd; 
    } 
   } 
   first=false; 
  } 
 } 
   
 if (t != null ) { 
  // 如果找到的如果找到的如果找到的如果找到的poid 比本地玩家大比本地玩家大比本地玩家大比本地玩家大, 那本地玩家就是那本地玩家就是那本地玩家就是那本地玩家就是Master 
            // 反之找到的反之找到的反之找到的反之找到的poid 是最小的是最小的是最小的是最小的, 它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它就是Master 
  if ((int)t["poid"]>ag.poid) { 
   ag.SetPlayerStatus(0,null,null); 
   ag.SendOnClose("quit:M/"+ag.poid.ToString()); 

isMaster=true; 
  } 
  else { 
   t["master"]=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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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 
  ag.SetPlayerStatus(0,null,null); 
  ag.SendOnClose("quit:M/"+ag.poid.ToString()); 
  isMaster=true; 
 } 
}  

 

接着定义「我离开了」讯息，称为我们定义为「quit」指令，格式如下： 

� 游戏主控者离开 

quit:M/poid 

� 一般游戏玩家离开 

quit:G/poid 

然后修改 OnMesssageIn() 事件，在里面加上处理「quit」讯息的程序代码： 

// agcc.cs 
 
 ... ( 略) ... 
 
void OnMessageIn(string msg,int delay,ArcaletGame g ame) 
{ 
 string[] s=msg.Split(':'); 
   
 if (s[0]=="new") { // 有个玩家进来了 
 
 ... ( 略) ... 
 
 } 
 else if (s[0]=="quit") { // 有玩家离开了有玩家离开了有玩家离开了有玩家离开了 
  // 讯息格式有两种讯息格式有两种讯息格式有两种讯息格式有两种:  
  // "quit:M/poid"  离开的玩家是游戏主控者离开的玩家是游戏主控者离开的玩家是游戏主控者离开的玩家是游戏主控者 
  // "quit:G/poid"  离开的一般玩家离开的一般玩家离开的一般玩家离开的一般玩家 
  string[] p=s[1].Split('/'); 
  int remotePoid=int.Parse(p[1]); 
   
  // 把离开的玩家从数据表中删除把离开的玩家从数据表中删除把离开的玩家从数据表中删除把离开的玩家从数据表中删除 
  RemovePlayer(remotePoid); 
   
  // 如果离开的如果离开的如果离开的如果离开的master ，，，，就要重新指派一个就要重新指派一个就要重新指派一个就要重新指派一个master 
  if (p[0]=="M") {  
   RenewMaster(); 
  } 
 } 
} 
 
 ... ( 略) ... 
 

完成后，我们的游戏程序已经可以处理远程玩家脱机的处理了。 

Note 

玩家离开游戏时，要在什么时候送出「quit」讯息呢？这是看似简单却有点复杂的问题，请注意下段内容的说明。 

 

最后，我们要来探讨玩家应该在何时送出「quit」讯息呢？这个问题很有趣，也是网络联机的程序

设计师常要面对的问题。由于网络环境比较复杂，一个完善的网络程序要考虑的状况很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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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瞬断、延迟、系统当机等，都有可能造成游戏程序错乱，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问题。 

一般来说，程序结束前都会触发代表程序结束的事件，我们可以在这个事件处理程序里面加上送

出「quit」讯息。例如 Unity3D 在程序结束前会触发 OnApplicationQuit 事件，所以程序设计师可

以在此事件处理函式里面加上送出「quit」讯息的程序代码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是有个问题，如果网络发生断线，玩家因而被迫脱机，此时「quit」讯息就

没办法送出，其它玩家会一直以为这个早已离开的玩家仍在在线，这就是一般所谓的「挂网」现

象。 

Note 

挂网现象不是只有在网络断线时才会出现，计算机当机、操作系统当机都有可能造成挂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rcalet 服务器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做法，称为 Send-On-Close，这个机制是将

某个讯息先存放在服务器上，一旦服务器侦测到玩家脱机、或是不正常断线，就会立刻将讯息传

送到主大厅，其它玩家就可以立刻知道这个玩家离开了。 

Send-On-Close是 ArcaletGame对象中的一个函式，定义如下： 

ArcaletGame.SendOnClose(string message) 

一般来说，设定 Send-On-Close讯息是在玩家登入成功后就可以立刻进行，不过我们要指定的「quit」

讯息有两种，而且必须等到玩家确定自己是一般玩家还是游戏主控者才能决定，所以我们把设定

Send-On-Close讯息的动作留到 FindMasterCallback() 函式中进行。 

以下是加上设定 Send-On-Close讯息的 FindMasterCallback() 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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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cc.cs 
 
 ... ( 略) ... 
 
// 找status 为0的玩家 
void FindMasterCallback(int code,object s,object to ken) 
{ 
 ... ( 略) ... 
 
 if (Found) { 
  // 有找到主控者(有找到status=0 的玩家) 
  // 预存讯息到服务器预存讯息到服务器预存讯息到服务器预存讯息到服务器，，，，脱机时服务器会将此讯息送至主大厅脱机时服务器会将此讯息送至主大厅脱机时服务器会将此讯息送至主大厅脱机时服务器会将此讯息送至主大厅 
  ag.SendOnClose("quit:G/"+ag.poid.ToString()); 
 } 
 else { 
  // 没有找到主控者(有找到status=0 的玩家) 
  // 就把本地的玩家当成主控者(也就是把status 设为0) 
  // 这样子其他的玩家就可用FindPlayersByStatus 来寻找主控者 
  ag.SetPlayerStatus(0,null); 
 
  // 这个变量要让其它对象参考 
  isMaster=true; 
 
  // 预存讯息到服务器预存讯息到服务器预存讯息到服务器预存讯息到服务器，，，，脱机时服务器会将此讯息送至主大厅脱机时服务器会将此讯息送至主大厅脱机时服务器会将此讯息送至主大厅脱机时服务器会将此讯息送至主大厅 
  ag.SendOnClose("quit:M/"+ag.poid.ToString()); 
 } 
   
 // 已经确认谁主控者了 
 // 接着进入游戏的level 1 
 Application.LoadLevel("Level1"); 
} 
 
 ... ( 略) ... 
 

 

1-5 玩家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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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从无到有从无到有从无到有－－－－实作运行结果实作运行结果实作运行结果实作运行结果 

 

完整专案下载请至完整专案下载请至完整专案下载请至完整专案下载请至：：：： 
http://developer.arcal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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