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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初识 Android 的游戏世界 

 

本章目标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手机越来越普及，现在的手机用户量已经远远超越了电

脑用户量。同时，用户不再满足于厂商固化在手机内的几个程序的功能，希望手机

成为一个移动通信的终端，能下载并运行程序，实现各种只有在 PC 上才能实现的

功能。手机游戏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崛起，现在手机游戏产业已经在全球占有很大

的市场。智能手机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大。Android 系统作为智能手机的主

流平台，已经在手机游戏开发界引起了很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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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流手机游戏开发平台 

在当今软件开发界中，移动开发这个新鲜的字眼逐渐成为开发者关注的热点。在 CSDN 最近的一份调

查中显示，有 24.34%的受访者涉足嵌入式移动设备的开发，可见嵌入式移动设备的开发是一块诱人的蛋糕。

在移动设备游戏的开发平台中，JAVA ME 无疑是一股主要势力；Windows Mobile 和诺基亚等厂商力推的

Symbian 平台也在主流之列；再加上新近崛起的 Android 平台，手机游戏开发平台正在竞争中快速发展。

下面来介绍一下主要平台的概念及特点。  

1.1.1  Java ME 

Java ME 是 Sun 公司针对嵌入式及消费类电子产品推出的开发平台，其与 Java SE、Java EE 一起构成

Java 技术的三大版本。Java ME 实际上是一系列规范的集合，有 JCP 组织制定想干的 JSR（Java Specification 

Request）并发布，各个厂商会按照规范在自己的产品上进行实现。可以说 Java ME 是一种高度优化的 Java

运行环境，Java 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的游戏统称为 Java ME 游戏。 

Java ME 开发平台与其他技术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平台无关性。开发者可以只写一次程序，拿到任何安装有 Java 虚拟机的平台上都可以运行。 

（2）面向对象的编程技术。支持面向对象的编程技术，提供丰富的类库。 

（3）安全性。Java ME 拥有 Java 语言所具有的强大的安全功能，使无线和小型计算设备能够安全地

访问企业防火墙内的资源。 

（4）动态下载应用程序。手机与其他移动通讯设备拥有无线通讯能力，Java 应用程序随时通过无线

网络下载。 

（5）庞大的开发者队伍。据估计全球有超过 250 万的 Java 软件开发者。Java 在学校的教学中也是最

流行的编程语言。 

典型的使用 JAVA ME 平台开发的手机游戏有：俄罗斯方块，贪食蛇，超级泡泡龙等。 

           
图 1.1  “超级泡泡龙”游戏                        图 1.2  “贪食蛇”游戏 

1.1.2  Symbian OS 

Symbian OS 起源于 Psion（宝意昂）公司的 EPOC 操作系统。Symbian 公司是 Psion 公司联合手机业巨

头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共同组建的，专门研发手机操作系统。Symbian 公司对 EPOC 操作系统进

行改进后推出了 Symbian OS，致力于为移动信息设备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操作系统和一个完整的软件平台。

目前 Symbian 已经被 NOKIA 全额收购，Symbian OS 在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中占据着很大的市场。智能手机

虽然有更好的硬件条件，但仍属于资源受限设备，例如它们的CPU处理能力和存储器容量远远不及 PC机，

并且是靠电池这种非持续的电源供电。因此，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必须具备高效、可靠的特点，同时还必须

提供丰富的功能，这些正是 Symbian OS 所具备的。Symbian OS 具有以下特点：高效、可靠、可扩展、开

放、面向无线数据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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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是一种用户设备，它的外观和用户界面不仅要适应各种应用，且无一致风格。Symbian OS 为适应

这一特点，不提供特定的用户界面，而只提供操作系统的核心功能。在 Symbian OS 和最终的手机设备之

间，还有一个用户界面平台来确定手机设备的用户界面风格，这其中包括手机屏幕的大小、控件的外观和

输入方式、菜单结构等。目前基于 Symbian OS 的用户界面平台主要有：诺基亚公司的 S60 平台、80 系列

平台、90 系列平台及 UIQ 公司的 UIQ 平台。 

1.1.3  Windows Mobile 

Windows Mobile 是基于 Windows CE 内核嵌入式操作系统，用于 Pocket PC 和 Smartphone 的软件

开发。为移动设备提供了与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相似的视窗界面和操作方式，同时具备与 Windows 

操作系统同样强大的功能，将熟悉的 PC 上的 Windows 桌面扩展到了个人移动设备中。Windows Mobile

是微软为手持设备推出的“移动版 Windows”，使用 Windows Mobile 操作系统的设备主要有智能手机、PDA、

随身音乐播放器等。Windows Mobile 操作系统有三种，分别是 Windows Mobile Standard、Windows Mobile 

Professional，Windows Mobile Classic。目前常用版本 Windows Mobile 6.1，最新的版本是 6.5。 

Windows Mobile 相较于其他平台的优点有： 

（1）界面类似于 PC 上的 Windows，便于熟悉电脑的人操作。  

（2）电脑同步非常便捷，完全兼容 Outlook、Word、Excel 等。 

（3）预装软件丰富，内置 Word、Excel、PowerPoint，可浏览或者编辑，内置 Internet Explorer、MediaPlayer。  

（4）操作方式灵活,可以进行很方便的触摸式操作，也可以使用手写笔或者其他有尖端的工具进行像

素级别的操作，有些型号有数字键盘或者全键盘，能比较快速地输入文字。 

（5）多媒体功能强大，借助第三方软件可播放几乎任何主流格式的音视频文件。  

（6）极为丰富的第三方软件，特别是词典、卫星导航软件均可运行。  

（7）文件兼容性佳，利用内置以及三方软件基本上能兼容电脑上使用的常用格式文档。 

1.1.4  Android  

Android 是 Google 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基于 Linux 内核的移动平台，该平台由操作系统、

中间件、用户界面和应用软件组成，是一个真正的移动开发平台。该平台希望建成标准化、开发式的移动

电话软件平台，在移动行业内形成一个开放式的生态系统。 

与其他平台相比，Android 的主要优势有：开放性，平等性，无界性，方便性，硬件的丰富性。 

Android 平台作为本书的主讲内容，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1.2  手机游戏概述 

1.2.1  智能手机系统 

Android 下可以运行 Java 程序，那么可

以支持 Symbian 系统的软件吗？ 

Android 是有 Java 虚拟机的，但是不支持

Symbian 的扩展名为 sis、sisx 等软件，只支持

单纯的 Java 应用，这就是 Java 跨平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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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所谓移动互联网就是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整合在一起，

使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上网本）可以随时随地地访问互联网资源和应用。互联网时代创造了一个经济神

话，也造就了很多时代英雄。其中智能手机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标志性的客户端工具，它和传统的手

机是有区别的，它就像一台“小电脑”，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可以自由安装、卸载软件，具有强大的计算

和存储能力，可以通过移动通信网络来实现无线网络接入。智能手机一般具备如下特点：高速度处理芯片、

大存储芯片和存储扩展能力、面积大、标准化、可触摸的显示屏、摄像头至少 300 万像素、支持播放式的

手机电视、必须支持 GPS 导航、操作系统必须支持新应用的安装等。 

互联网的竞争格局基本定型，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竞争的焦点在智能手机终端上，软件部分包括智能

手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目前，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有：诺基亚的 Symbian、微软的 Windows Mobile 和

Google 的 Android 等。 

Google 于 1998 年 9 月 7 日创立，经过十几年在搜索引擎方面的精耕细作，成为全球互联网的巨头，

尤其在地图搜索的应用格式引人注目。Google 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宣布的基于 Linux 平台的开源手机操作

系统，名称为 Android，中文译为“机器人”。这意味着 Google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抢跑并领跑。 

Android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源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该系统由底层的 Linux、中间层的软件包和上层

的 Java 应用程序组合而成。该系统一经推出立即受到了全球移动设备厂商和开发者的热捧。 

2008 年 9 月 22 日，美国运营商 T-Mobile USA 在纽约正式发布第一款 Google 手机——T-Mobile G1。该

款手机为中国台湾宏达电代工制造，是世界上第一部使用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手机。它支持 WCDMA/HSPA

网络，理论下载速率为 7.2Mbps，并支持 Wi-Fi。到了 2010 年 1 月，Google 开始发布自家品牌手机 Nexus 

One。该款手机使用的操作系统是 Android 2.1。如图 1.3 所示，左图为 G1，右图为 Nexus One。 

      
图 1.3  智能手机 

1.2.2  手机游戏的发展与繁荣 

网络游戏产业的繁荣，让企业和消费者同时认识到了游戏的力量，虽然受到屏幕尺寸和操控性的限制，

但作为全球使用量最大的通信产品，手机也具有成功进入掌上游戏领域的理由。而彩屏革命过后，手机游

戏就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了。从当初诺基亚手机中经典的二维贪吃蛇游戏，到今天的 Android 系统下的三维

画面及声色效果俱佳的游戏，手机游戏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休闲方式，为玩家带来了很多快乐及新奇

的体验，同时也为开发商、手机厂商、运营商带来了更多的利润。 

手机游戏的发展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Sun 公司——Java 平台的东家。Java 技术的发展对手机端游戏的发

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 3G 时代的到来，手机上网逐渐普及，资费进一步下调，尝试使用手机进行娱乐互动的人们必然

逐渐增加。从手机游戏的几年发展不难看出，从简单内置的手机游戏到下载类游戏，再到联网游戏、多人

联网游戏， 最后发展到跨平台联网游戏，手机游戏产业正不断升级，对于手机游戏来说，意味着更强的

终端表现力、更快的传输速度，全新的体验将使它吸引更多的用户加入进来。Android 系统的出现无疑又

进一步繁荣了手机游戏产业的发展。相较传统的 JAVA ME 游戏，无论是在表现力上，还是在开发效率、

可移植性上，Android 都对手机游戏注入了新的理念，重要的是为用户带来了全方位的游戏体验。在可玩

性和流行性上都占有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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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游戏的形式也不仅仅局限于单机游戏，手机网游行业阵营也开始壮大。现今，中国移动的 2.27 亿

用户中，有 75%的使用过 GPRS 数据业务；中国联通用户数也已达 1.2 亿，使用过数据业务的也占七成以

上；据统计，到 2005 年底，中国能够玩游戏的手机已达到 7000 万台，基本与我国 PC 保有量持平。  

虽然基于当前的技术环境和资费模式，手机网游还无法展现出其应有的魅力，但从长远来讲，基于实

时对战模式、手机定位技术、视频音频聊天等技术模式的手机网络游戏将逐渐占据主流。随着越来越多智

能手机、 高端手机的出现，手机游戏成为人们生活娱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载体。我们预计，手机网络游

戏市场将从 2007 年开始高速增长，到 2008 年，手机网络游戏市场规模增速加快，2008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7.2 亿人民币。而从技术上看，3G 的出现及在 2005 年高达每秒 384KB 的移动带宽的来临，为手机网游提

供了一个宽阔的技术平台，必将会让手机游戏进入一个新境界。  

1.2.3  手机游戏类型 

手机游戏按照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游戏。 

 益智类游戏。益智类游戏是一种深受用户欢迎的游戏类型，很多人把益智类游戏称作休闲类游戏，

但实际上很多益智游戏玩起来并不会很“休闲”，如一些需要频繁思考的诸如数读之类的游戏。

而休闲游戏中很大一部分游戏并不属于“益智”的范畴，如后面会提到的养成类游戏一般也划为

休闲游戏。益智游戏的特色就是游戏中会更多地依靠智力去解决问题，而现实生活中功能能够锻

炼智力的游戏有很多，如纸牌类游戏，棋类游戏等都属于益智游戏。 

 角色扮演游戏。角色扮演游戏是手机游戏中的一个大阵营，不同于益智游戏等即时性游戏，角色

扮演游戏一般要求玩家投入较多的注意力和较长的关注时间，同时一款优秀的角色扮演游戏的开

发投入也相对较高。 

 冒险游戏。冒险游戏是一种需要故事情节的游戏，冒险游戏和角色扮演游戏相似，不同的是冒险

游戏是在故事中添加了游戏元素，而角色扮演或其他游戏是在游戏中穿插故事。冒险游戏一般也

不需要什么策略或技巧，玩冒险游戏就像是读历险记一样。 

 闯关动作类游戏。这里介绍的闯关动作类游戏区别于射击类游戏和格斗游戏，闯关动作类游戏的

节奏一般比较轻快，玩家的成就感主要来源于完成一个个关卡的挑战胜利，更具趣味性。闯关动

作类游戏的设计重点不在战斗，而在闯关，这样适应的玩家人群更广，比较经典的闯关类动作游

戏有“超级玛丽”和冒险岛等。 

 养成类游戏。养成类游戏是目前手机游戏中的新宠，养成类游戏来自于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子宠物，

但后来随着手机软、硬件功能的不断提升，加上手机这种贴身携带的特性，养成类游戏慢慢成为

手机平台下不可忽视的一类游戏。  

 竞速类游戏。竞速类游戏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游戏，竞速类游戏的内容比较单一，就是驾驶一种交

通工具进行比赛。竞速类游戏主要吸引玩家的地方更在于令玩家体会到高速移动时所带来的视觉

和听觉上的享受，以及冲破重重障碍到达终点的成就感。对于目前手机平台下的竞速游戏来说，

大部分使用的交通工具为赛车，很少有竞速游戏会采用宇宙飞船或是舰艇作为比赛工具。所以游

戏设计时应尽量加入现实元素，使游戏更贴近玩家的现实想象。 

1.2.4  手机游戏特点 

手机游戏不同于 PC 游戏，有其特有的优势和局限性。首先分析手机游戏的优势。 

（1）庞大的潜在用户群。据各国的通信运营商提供给 ITU（ITU 是国际电信联盟建立的一个网站）的

数据显示，至 2008 年底，全世界手机用户已经达到 39 亿。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拥有手机的人数比拥有计

算机的人数更多。据我国工信部数据，截止到 2008 年 10 月，我国手机用户累计达到 6 亿多。移动游戏潜

在的市场比其他任何平台（比如 Playstation 和 GameBoy）都要大。手机游戏业前景相当可观。 

（2）便携性。移动设备上的游戏相较于 PC 游戏或者游戏控制台，最突出的优势就是便携性，就比如

为什么当初 GameBoy 比其他控制台游戏卖得多？原因之一就是便携，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玩他们选择的游

戏。其实与电脑游戏相比，手机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游戏设备，但是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把它们带在身边。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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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空闲的时间里享受游戏带给他们的快乐。 

当然，手机游戏需要依托于手机操作系统和移动设备硬件条件，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1）屏幕小。手机的便携性导致了手机体积的局限性。虽然手机屏幕分辨率不断提高，并且彩屏也

已成为标准，但是屏幕尺寸还是很小，和电脑是没法相比的。不同的手机屏幕大小不同，分辨率不同，虽

然各个厂商已经标准化它们产品的屏幕尺寸以避免分割市场，但是开发者仍然注意使游戏可以适应不同手

机。在每个玩家的手机上都可以充分利用屏幕空间。 

（2）有限的颜色和声音支持。目前虽然黑白屏手机已不多，但是彩屏手机支持的颜色还是很有限，

所以画面效果具有局限性。 

对于游戏中的声音，即使手机自带音频设备，但是应用程序播放声音的能力却比较有限。在今后相当

长的发展过程中，手机的声音处理能力会依然弱于 PC。 

（3）应用程序大小限制。手机的内存空间虽然在逐步增大，但是大部分的手机只有很少的内存空间

用于运行应用程序。此外，受手机设备和运营商规定的影响，大部分手机对应用程序的大小是有限制的。 

（4）高等待时间。等待时间是指手机发出请求和接到响应之间所花费的时间，在 PC 上等待时间以毫

秒计算，但是手机上还做不到这点。虽然移动运营商在努力增加移动电话可用的带宽，但是却没有把降低

等待时间当成首要解决的问题，高等待时间仍然是手机应用程序的一大缺点。尤其是使用无线网络时，等

待时间非常长，这就限制了开发多人的快速反应的移动游戏。但是开发基于回合制的多人游戏在当前条件

下是可行的。当然，使用蓝牙设备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5）可中断性。当手机用户接听电话的时候，手机会自动中断进行中的游戏。因此，游戏程序必须

能够暂停并且继续，而且不会造成游戏问题（例如，玩家的赛车停止不动了，其他赛车依然开动着，玩家

恢复游戏会发现想追赶已经望尘莫及），不会造成内存溢出。 

1.3  掀开 Android 的面纱 

1.3.1  选择 Android 的理由 

 Android 是一个基于 Linux 核心（Kernel）的开放手机平台操作系统。与 Windows Mobile、Symbian

等手机操作系统处在同一级别。 

对于设备制造商来说，Android 是一个免费的平台。Android 操作系统让设备制造商免除“每出一台手

机，就得被手机操作系统厂商（如 Microsoft）收取费用”的情况。对硬件开发厂商来说， Android 也是个

开放的平台。只要厂商有能力，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自由加入特有的装置或功能，不受手机操作系统厂商的

限制。 

对于手持装置的开发者来说，Android 是个先进的平台。平台上的应用程序可相容于各种型号的

Android 手机，免去为各种不同手机机型开发的困扰。Android 平台支援各种先进的网络、绘图、3D 处理

能力，可以用来提供更好的使用者体验。 

对于使用者来说，Android 是一个用于手机的操作系统。使用者只要先申请一个免费的 Google 账户，

当使用者想换一部手机时，就可以在同样适用 Android 操作系统平台的不同品牌手机之间进行选择，并且

很容易地将如联络簿等个人资料转换到新手机上。 

Android 在 Linux 核心的基础上，提供了各种合用的函式库和一个完整的应用程序框架。并采用较符

合商用限制的 Apache 版权。在 Linux 核心的基础上提供 Google 自制的应用程序运行环境（称作 Dalvik，

与 Sun 的 JAVA ME 不同），并提供基于 Eclipse 整合开发环境（IDE）的免费、跨平台（Windows、Mac OS 

X、Linux）开发工具（SDK），便于应用程序开发者学习、使用。 

免费、熟悉的跨平台开发工具，让具备一些物件导向观念，或视窗程序开发经验的开发者，能在一定

时间内上手。1000 万美元的大奖赛则提供了足够的诱惑，让第一部 Android 手机正式面世前，就拥有了各

式各样的应用程序以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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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角度来说，Android 代表着：一个崭新的开放源代码操作系统平台，一个友善的免费应用程

序开发环境，一个与世界各地的程序开发者站在相同起跑点上的公平竞争机会。 

在可预见的将来，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手机程序设计，将像今日的 PC 程序设计一样普及。 

1.3.2  Android 的应用程序框架 

从上面的章节中，我们了解到嵌入式系统和 Android 平台的基本概念，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 Android

的系统架构。如图 1.4 所示。 

 

图 1.4  Android 系统架构图 

可以看到 Android 分为四层，由高到低分别是应用层、应用框架层、系统运行库层和 Linux 内核层。

其中，第一、二层主要由 Java 代码实现，第三层由 C 和 C++实现，第四层由 C 语言实现。从 Linux 操

作系统的角度来看，第三、四层次之间是内核空间与用户空间的分界线，第四层运行于内核空间，第一、

二、三层运行于用户空间。第二、三层之间，是本地代码层和 Java 代码层的接口。第一、二层之间是系

统 API 接口。 

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每一层。 

（1）应用层。Android 会同一系列核心应用程序包一起发布，该应用程序包包括 email 客户端，SMS

短消息程序，日历，地图，浏览器，联系人管理程序等。所有的应用程序都是使用 Java 语言编写的。 

（2）应用框架层。这一层是编写 Google 发布的核心应用时所使用的 API 框架，开发人员同样可以使

用这些框架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简化了程序开发的架构设计。但是要注意遵守框架的开发原则。 

（3）Android 运行库。Android 包括了一个核心库，该核心库提供了 Java 编程语言核心库的大多数

功能。每一个 Android 应用程序都在它自己的进程中运行，都拥有一个独立的 Dalvik 虚拟机实例。Dalvik

被设计成一个设备可以同时高效地运行多个虚拟系统。 Dalvik 虚拟机执行.dex 格式的可执行文件，该格

式文件针对小内存使用做了优化。同时虚拟机是基于寄存器的，所有的类都经由 Java 编译器编译，然后通

过 SDK 中 的“dx”工具转化成.dex 格式由虚拟机执行。Dalvik 虚拟机依赖于 Linux 内核的一些功能，比

如线程机制和底层内存管理机制。 

（4）Linux 内核。Android 的核心系统服务依赖于 Linux 2.6 内核，如安全性、内存管理、进程管理、

网络协议栈和驱动模型。 Linux 内核也同时作为硬件和软件栈之间的抽象层。 

1.3.3  Android 应用程序组件 

Android 开发的所有应用程序都由一系列的服务和系统组成，包括： 

（1）一个可扩展的视图（Views）可以用来创建应用程序，包括列表（lists）、网格（grids）、文本

框（text boxes）、按钮（buttons），甚至是一个可嵌入的 Web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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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管理器（Content Providers）使得应用程序可以访问另一个应用程序的数据（如联系人数据

库），或者共享它们自己的数据。 

（3）一个资源管理器（Resource Manager）提供非代码资源的访问，如本地字符串、图形和分层文件

（layout files）。 

（4）一个通知管理器（Notification Manager）使得应用程序可以在状态栏中显示客户通知信息。 

（5）一个活动类管理器（Activity Manager）用来管理应用程序生命周期并提供常用的导航回退功能。 

1.4  Android 开发环境的安装与配置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的步骤及注意事项，包括 JDK 和 Java 开发环境的安装和配置、Eclipse 的安装、

Android SDK 和 ADT 的安装和配置等；同时介绍了 Android 开发的基本步骤。 

Android 应用软件开发需要的开发环境如表 1.1 所示。 

表 1.1  Android 应用软件开发环境 

所  需  
项 

版本需求 说    明 备    注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或
Vista  

Mac OS 
X10.4.8+ 

Linux 
Ubuntu 
Drapper 

选择熟悉的操作系统，底层开发一

般需要了解 Linux 操作系统 
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操作系统 

软件开发

包 
Android 
SDK 

选择最新版本的 SDK 截止到目前，其最新版本为 2.3 

IDE 
Eclipse 
IDE+ADT

Eclipse3.3（Europa）/3.4（Ganymede）

ADT（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
开发插件 

选择“for Java Developer” 

其他 
JDK 

Apache 
Ant 

Java SE Development Kit 5 或 6 

Linux 和 Mac 上使用 Apache Ant 
1.6.5+，Windows 上使用 1.7+版本

单独的 JRE 可不易，必须要有 JDK；不

兼容 Gnu Java 编译器（gcj） 

以上所提到的软件开发包的下载地址如下。 

 JDK1.6，http://java.sun.com/javase/downloads/index.jsp。 

 Eclipse 3.4（Eurpa），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下载 Eclipse IDE for Java Developers。 

 Android SDK2.2，http://developer.android.com 

以下主要介绍一下在 Windows 环境下搭建 Android 开发环境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1.4.1  安装 JDK 和配置 Java 开发环境 

首 先 下 载 使 用 JDK 的 包 ， 并 进 行 安 装 。 例 如 ， 得 到 JDK1.6 版 本 的 安 装 文 件

jdk-6u10-rc2-bin-b32-windows-i586-p-12_sep_2008.exe，双击进行安装。接受许可证，选择需要安装的组件

和安装路径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完成安装过程。 

安装完成后，利用以下步骤检查安装是否成功：打开 CMD 窗口，在 CMD 窗口中输入 java –version

命令，如果屏幕出现下面的代码信息，说明 JDK 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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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JDK 安装检查 

1.4.2  Eclipse 的安装 

JDK 安 装 成 功 后 ， 可 以 直 接 安 装 Eclipse ， 例 如 ， 使 用 Eclipse 3.6 ， 得 到 其 压 缩 包

eclipse-SDK-3.6.1-win32.zip，该包不需要安装，直接解压即可执行其中 eclipse.exe 文件进行使用，Eclipse

可以自动找到用户前期安装的 JDK 路径。 

1.4.3  SDK 和 ADT 的安装和配置 

JDK 和 Eclipse 安装成功后，下载安装 Android 的 SDK，得到 android-sdk-windows.zip，解压后运行 SDK 

Manager.exe，选择需要的 API 版本进行安装，如图 1.6 所示。 

 
图 1.6  SDK Manager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 Eclipse 中安装配置 ADT。 

ADT（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是 Android 为 Eclipse 定制的一个插件，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强大的

用户开发 Android 应用程序的综合环境。ADT 扩展了 Eclipse 的功能，可以让用户快速地建立 Android 项

目，创建应用程序界面，在基于 Android 框架 API 的基础上添加组件，以及用 SDK 工具集中调试应用程

序，甚至导出签名（或未签名）的 APKs 以便发行应用程序。 

在 Eclipse 中安装 ADT，首先启动 Eclipse，选择“Help”→“Software Updates”选项，准备安装插件。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Available Software”，得到如图 1.7 所示界面。 

 
图 1.7  Available Software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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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Add”按钮，得到如图 1.8 所示界面。 

 
图 1.8  Add Site 界面 

在 Location 输入框中，输入 Android 插件的网址：https://dll-ssl.google.com/android/eclipse/，单击“OK”按

钮，返回至图 1.7 所示界面，可以看到刚刚添加的站点已添加至搜索列表，选择到“Developer Tools”中，

然后单击 Install 按钮。在 Install 界面中，选择“Android DDMS”和“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单击“Next”

按钮，阅读并接受许可协议，单击“Finish”按钮完成安装。安装完成后重启 Eclipse 即可。 

在 Eclipse 中增加 SDK 的路径：选择“Windows”→“Preference”选项，在左侧的列表中选择 Android

项，设置 SDK Location 为 SDK 的目录，如图 1.9 所示。 

 
图 1.9  选择 Android SDK 路径 

                                                

1.5  第一个 Android 应用 

1.5.1  创建第一个 Android 应用 

安装 ADT 过程中没有网络怎么办？ 

先离线下载 ADT 包（如 ADT-0.9.1.zip），

在“Add Site”对话框中单击“Archive”按

钮，直接指定到磁盘中下载的 ADT 包进行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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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的 SDK 环境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在 SDK 中建立工程并进行调试了。 

建立 Android 工程的步骤如下。 

（1）选择“File”→“New”→“Project”选项。 

（2）选择“Android”→“Android Project”选项，单击“Next”按钮，如图 1.10 所示。 

 
图 1.10  使用 Eclipse 建立 Android 工程 

（3）如图 1.11 所示，在“New Android Project”界面中，输入项目名称 Project name、Package name、

Activity name 以及 Application name，最后单击“Finish”按钮，新建项目     成功。 

 
图 1.11  New Android Project 界面 

（4）工程建立后，可以通过 Eclipse 环境查看 Android 应用程序中各个文件，例如 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布局文件、代码等。如图 1.12 所示即为浏览布局文件，可以直观地查看程序的 UI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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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Android 的 UI 布局文件的编辑界面 

1.5.2  在模拟器上运行程序 

在运行 Android 应用程序之前，需要建立 Android 虚拟设备（AVD）。在 Eclipse 环境中，选择“Windows”

→“Android SDK and AVD Manager”，出现“Android SDK and AVD Manager”界面，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Android SDK and AVD Manager 界面 

在图 1.14 中，单击“New”按钮，新建 Android 虚拟设备，输入 Android 虚拟设备的名称（Name）、

目标的 SDK（Target）、SDCard 的路径以及虚拟设备的 Skin（即窗口的尺寸，默认情况下为 WVGA800）。

单击“Create AVD”按钮来创建虚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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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在 Eclipse 中新建 Android 虚拟设备 

在创建虚拟设备完成后，在建立好的项目上选择“Run As”→“Android Application”选项，如图 1.15

所示。 

 
图 1.15  运行“Run As”→“Android Application”功能 

Eclipse 将打开刚才建立的默认的 Android 模拟器，运行画面如同真的手机开机一般，开机后，随即打

开运行的程序，运行画面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Android 模拟器运行画面 

1.5.3  在手机上运行程序 

开发期间，在实际的设备上运行 Android 程序与在模拟器上运行该程序的效果几乎相同，需要做的就

是用 USB 电缆连接手机与计算机，并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驱动程序。如果模拟器窗口已打开，请将其关

闭。只要将手机与计算机相连，应用程序就会在手机上加载并运行。 

在 Eclipse 里选择“Run”→“Run（或 Debug）”选项，这时会弹出一个窗口，如图 1.17 所示，让你

选择用模拟器还是手机来显示，选择手机，即可在手机上运行该程序。 

 
图 1.17  选择在手机还是模拟器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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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手机游戏的几类开发平台；讲述手机游戏的发展与繁荣，介绍了手机游戏的类型和特点。介绍

了 Android 平台的来源及优点，并详细介绍了在 Eclipse 中如何构建 Android 的开发环境，最后创建了第一

个 Android 的应用程序。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应该对 Android 平台下应用程序的开发步骤有了初步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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