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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简介 

NEAT 是 Newland Embedded Application ToolKit 的缩写，由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其目标是为开发者提供一套可靠、高效、易用的跨平台应用开发支撑系统。我们将 NEAT

定义为“针对嵌入式设备的、跨平台的应用支撑系统”，属于一种“嵌入式中间件”软件产品。 

本指南详细讲述了利用 NEAT 开发嵌入式应用软件的基础知识、技术资料和开发技巧，内

容涉及到 NEAT 编程的各个方面。 

第2章 NEAT 开发 

2.1 事件驱动和消息响应机制 

NEAT 程序设计是一种事件驱动的程序设计模式，在程序提供给用户的界面中有许多可操作

的可视对象。用户可以从所有可能的操作中任意选择，被选择的操作会产生某些特定的事件，这

些事件发生后的结果是向程序中的某些对象发出消息，然后这些对象调用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来

完成特定的操作。NEAT 应用程序 大的特点就是程序没有固定的流程，而只是针对某个事件处

理有特定的子流程，NEAT 应用程序是由许多这样的子流程构成的。 

NEAT 应用程序是面向对象的。程序提供给用户界面的可视对象在程序的内部一般也被看成

一个对象，用户对可视对象的操作通过事件驱动模型触发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程序的运行过程

就是用户的外部操作不断产生事件，这些事件又不断被处理的过程。 

NEAT 这种事件驱动模型源于消息响应机制。在 NEAT 系统中，事件产生消息，消息对应事

件，所谓事件响应，其实就是对各种消息的响应。NEAT 系统会不断的捕捉各种消息，并把捕捉

到的消息发送到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将消息再传递给相关的消息处理函数做相应的处理。这种等

待消息、响应消息的操作方式就是 NEAT 的消息处理机制，类似于 Windows 的消息处理机制。 

下面是 NEAT 应用程序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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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 VS2005 下开发 

2.2.1 环境准备 

为了能在 VS2005 下进行 NEAT 应用程序的开发，首先要安装 NEAT 系统，NEAT 系统大概

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 

· 各种库及头文件 

· 交叉编译工具及各种辅助工具 

· Windows 端的模拟器 

· 帮助文档及示例代码 

下面介绍 NEAT 安装步骤： 

1、 运行安装包，弹出如下界面： 

 

2、 点击“下一步”，进入安装准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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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安装，即进入安装过程，安装程序将在 D:\NEAT 下安装所有内容： 

 

安装完成后，有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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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完成即可。 

安装程序将生成 NEAT 开发向导，NEAT 开发手册，NEAT 模拟器的快捷方式。 

2.2.2 使用 NEAT 工程向导建立应用程序 

使用 NEAT 工程向导（NeatProjectWiz）来快速建立 NEAT 应用程序。使用步骤： 

1、选择开发环境，目前只支持 VS2005。 

2、选择产品类型。 

3、选择程序类型，分为两大类： 

· 应用程序，即所谓的插件，不能独立运行，要其他系统程序来加载。 

· 系统程序，可独立运行。 

每类又包含两种模式，及对话框模式和非对话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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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写工程名称及工程所在的路径。 

 

5、 点击确定，如果有错误，就根据提示改正。 

6、工程创建后会提示是否要打开新建工程，点击确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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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如果点击‘是’后打不开工程，请设置 devenv 的变量环境。 2、如果在工程目录

下已经存在工程名和新生成的工程名相同的工程时，会被新的工程覆盖。) 

2.2.3 编译及运行程序（模拟器下） 

应用程序 

用工程向导创建工程时选择“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对话框)”，可以参考下列编译和运

行流程： 

1、 打开 VC 的配置管理器，针对当前项目，“配置”选择“WIN32”，“平台”选择“Win32”。

如果你想脱离主控系统程序，独立运行应用程序，请在“配置”中选择“WIN32-Alone”。 

 

2、 检查工程属性的“调试”项，在“命令”栏中填写“d:\neat\pt880system.exe”。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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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EAT 暂时使用 pt80 作为系统程序，如果你想脱离主控系统程序，独立运行应用程序，这里

可以什么也不填写。 

 

3、 编译并运行程序。PT80 模拟器将自动被打开，脱离主控系统程序运行的应用程序，接

下来请直接看 Step4。 

应用程序成功启动。你可以点击模拟器上的按钮进行操作，你也可以在程序中添加断点等工

具，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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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程序 

1、 用工程向导创建工程时选择“系统程序”或“系统程序(对话框)”，可以参考下列编译

和运行流程。 

2、 打开 VC 的配置管理器。针对当前项目，“配置”选择“WIN32”，“平台”选择“Win32”。 

3、 编译并运行程序，拟器将自动被打开。 

4、 主控系统程序成功启动。你可以点击模拟器上的按钮进行操作，你也可以在程序中添加

断点等工具，进行调试。 

2.2.4 编译目标程序及下载 

确保当前解决方案只带有一个工程，如果有其他工程，请右键该工程，选择“卸载项目”。 

 

点击 NEAT 工具栏上的“Compile”按钮，如果没找到 NEAT 工具栏，请右键当前工具栏空

白区域，选择“NEAT”。成功编译后，可以看到“输出”窗口中关于.so 文件或可执行文件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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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T80 设备为例，把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资源文件夹拷贝到开发板的“/mnt/udisk/app/”

目录；系统程序拷贝到开发板的“/usr/local/bin/”目录，系统程序资源文件夹拷贝到

“/usr/local/lib/neat”目录。VC 编译时生成的资源文件夹与编译出的文件在同一个目录下，如果

没有的话，先按 2.2.3 节编译一下工程。 

切换到“/usr/local/bin”目录，运行 NEAT 主控系统程序。 

第3章 NEAT 编程基础 

3.1 建立一个应用程序 

每一个 NEAT 程序都需要定义一个 CNeatApp 类的派生类，并需要且只能构造一个这个类

的实例，这个实例控制着整个程序的执行。你的这个继承自 CNeatApp 的子类至少需要定义一

个 OnInit 函数，当 NEAT 准备好运行你写的代码的时候，它将会调用这个函数（和一个典型的

Win32 程序中的 main 函数或者 WinMain 函数类似）。  

你定义这个子类的代码可能和下面的代码类似：  

class MyApp : public CNeat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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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irtual bool OnInit(int args, const char* arg[]); 

virtual int OnExit(); 

}; 

在这个 OnInit 函数中，你通常应该创建至少一个窗口，对传入的命令行参数进行解析，为应

用程序进行数据设置和其它的一些初始化的操作。然后 NEAT 将开始消息循环，用来处理用户输

入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处理这些输入。如果 OnInit 函数返回假，NEAT 将会释放它内部已经分配

的资源，然后结束整个程序的运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简单的 OnInit 函数的实现：  

CMyFrame m_FrameWnd; 

// 应用程序初始化函数 

bool CMyApp::OnInit(int args, const char* arg[]) 

{ 

 // 调用 Create 函数来创建主框架窗口 

 m_FrameWnd.Create(_T("Minimal"), WS_THINFRAME|WS_CAPTION ); 

 

 // 显示主窗口 

 m_FrameWnd.ShowWindow(SW_SHOW); 

 return true; 

} 

你可能还会注意到上面例子中的_（）这个宏，在接下来的例子中，这个宏还会被频繁用到。

它的作用是用来告诉 NEAT 将其中的字符串翻译成其它语言的版本，参见“编写国际化程序”。  

那么创建 MyApp 实例的代码在哪里呢？实际上，这是在 NEAT 内部实现的，不过你仍然需

要告诉 NEAT 需要创建哪一个 App 类的实例，所以你还需要增加下面的一个宏： 

IMPLEMENT_APP(My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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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实现这个类，NEAT 就不知道怎样创建一个新的应用程序对象。这个宏除了上述的

功能以外，还会检查编译应用程序使用的库文件是否和当前的库文件的版本相匹配，如果没有这

种检查，由此而产生的一些运行期的错误可能很难被查出原因。  

3.2 应用程序的关闭 

当框架窗口关闭后，应用程序也跟着关闭了，在应用程序关闭前，它会调用 

CNeatApp::OnExit 函数，可以在这里增加应用程序退出前的操作。 

举个例子： 

 class MyApp : public CNeatApp 

 { 

 public: 

  CNeatWnd *m_helpCtrl; 

  ... 

 }; 

 

 bool MyApp::OnInit(int argc,const char* argv[]) 

 { 

  ... 

  m_helpCtrl = new CNeatWnd; 

  ... 

  return true; 

 } 

 

 int MyApp::OnExit() 

 { 

  delete m_helpCtrl;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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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框架窗口 

我们来看一看自定义的派生至 CNeatFrameWnd 窗口类的 MyFrame。一个 

CNeatFrameWnd 窗口是一个可以容纳别的窗口的顶级窗口，通常拥有一个标题栏和一个

状态栏和一个客户视图。下面是我们的例子中这个类的定义，可以将其放在 MyApp 的定义之前： 

// 从 CNeatFrameWnd 派生一个框架窗口类，做为该应用程序的框架窗口 

class CMyFrame : public CNeatFrameWnd 

{ 

public: 

 // 窗口刷新事件的处理函数 

 virtual int OnPaint(); 

}; 

这个窗口类的中只定义了一个用来把窗口刷新和 C++代码相连的事件处理函数。  

3.4 完整的例子 

现在把所有的代码放在一起了，通常，我们应该把头文件和实现文件分开，但是对于这样小

的一个程序，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include <neatwin.h> 

 

// 从 CNeatFrameWnd 派生一个框架窗口类，做为该应用程序的框架窗口 

class CMyFrame : public CNeatFrameWnd 

{ 

public: 

 // 窗口刷新事件的处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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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 int OnPaint(); 

 virtual int OnKeyDown(UINT nKeyCode,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 

  return CNeatWnd::OnKeyDown(nKeyCode,nRepCnt,nFlags); 

 } 

}; 

 

// 从 CNeatApp 类派生一个类，作为该应用程序类 

class CMyApp : public CNeatApp 

{ 

public: 

 // 这个函数将在程序启动的时调用 

 virtual bool OnInit(int args, const char* arg[]); 

 

 // 这个函数将在程序退出的时调用 

 virtual int OnExit(); 

 

protected: 

 CMyFrame m_FrameWnd; 

}; 

// 告诉 NEAT 主应用程序是哪个类，并提供了程序的入口 

IMPLEMENT_APP(CMyApp); 

 

 

// 应用程序初始化函数 

bool CMyApp::OnInit(int args, const char* a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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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用 Create 函数来创建主框架窗口 

 m_FrameWnd.Create( _("Minimal"), WS_THINFRAME|WS_CAPTION ); 

 

 // 显示主窗口 

 m_FrameWnd.ShowWindow(SW_SHOW); 

 return true; 

} 

 

int CMyApp::OnExit() 

{ 

 return CNeatApp::OnExit(); 

} 

 

// 窗口画面刷新处理函数 

int CMyFrame::OnPaint() 

{ 

 // 利用 CNeatPaintDC 创建一个显示输出的上下文 。 

 CNeatPaintDC dc(this); 

 

 // 利用 GetClientRect 获得窗口客户区尺寸。 

 CNeatRect rect; 

 GetClientRect( &rect ); 

 

 // 调用 TextOut 函数输出文本。 

 dc.SetBkMode( BM_TRANSPAR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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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DrawText( _("HELLO NEAT!"), &rect, DT_VCENTER|DT_CENTER|DT_SINGLELINE );

 

 // 注意：通常情况情况下，各种消息处理函数应返回 0，表示系统将进行后续的默认处理 

 //   如果返回 1，表示不进行系统的默认处理。 

 return 0; 

} 

 

运行结果： 

 

3.5 NEAT 程序一般执行过程 

下面大概描述一下整个程序的执行过程：  

1、 程序执行时，main 函数被调用，NEAT 初始化它自己的数据结构并且创建一个 MyApp

的实例。 

2、 NEAT 调用 MyApp::OnInit 函数， 这个函数会创建一个 MyFrame 的实例，MyFrame

通过调用 Create 来创建一个窗口，MyApp::OnInit 函数显示主窗口并且返回真。 

3、 NEAT 开始进入消息循环，等待事件发生并且将事件分发给相应的处理过程。 

4、 应用程序会在以下情况下退出：主窗口被关闭，用户选择退出菜单或者系统按钮和系统

菜单中的关闭选项（这些系统菜单和系统按钮在不同的系统中就往往千差万别了）。 

第4章 窗口 

你当然大略的知道一个窗口指的是什么，但是为了更好的理解 NEAT 窗口相关的 API，你应

该更精通 NEAT 所使用的窗口模型的细节。它可能和你在某个特定平台上的窗口概念有些许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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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下图演示了一个窗口中的各个基本元素：  

 

4.1 窗口的概念  

一个窗口指的是屏幕上的任何一个拥有以下特征的规则区域：它可以被改变大小，可以自我

刷新，可以被显示和隐藏等等。它可以包含别的窗口(比如 frame 窗口就可以包含菜单条窗口，

工具条窗口以及状态条窗口)，也可以子窗口(比如一个静态的文本或者一副静态图片)。通常你在

使用 NEAT 编写的程序运行的屏幕上看到的窗口，都和一个 CNeatWnd 类或者它的派生类对应。 

4.1.1 客户区和非客户区  

当我们谈到窗口的大小，我们通常指的是它整个的大小，包括一些用于修饰的边框和标题栏

等。而当我们谈到一个窗口的客户区大小，通常都只意味着窗口里面那些能被绘制或者它的子窗

口能被放置的位置的大小。例如一个 frame 窗口的客户区大小就不包括那些菜单栏，状态栏和工

具栏所占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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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滚动条  

大多数窗口都有显示滚动条的能力，这些滚动条通常是窗口自己增加的而不是有应用程序手

动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区的大小还应该减去滚动条所占用的空间。为了优化性能，只有

那些拥有 WS_HSCROLL 和 WS_VSCROLL 类型的窗口才会自动生成它们自己的滚动条。  

4.1.3 座标体系  

窗口的座标体系通常是左上角为原点(0,0)，单位是象素。 

4.1.4 窗口绘制  

当一个窗口需要重绘的时候，它将收到两个事件，MSG_ERASEBKGND 事件用于通知应用

程序重新绘制背景，对应的消息处理函数为 OnEraseBkgnd，MSG_PAINT 则用于通知重新绘制

前景，对应的消息处理函数为 OnPaint。那些常用控件比如 CNeatButton(按钮)已经处理这两个

事件，但是如果你是要创建自己的窗口控件，你就需要自己处理这两个事件。通过获取窗口的变

动区域你可以优化你的绘制代码。  

4.1.5 颜色和字体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前景色和一个背景色。默认的背景擦除函数会使用背景色来清除窗口背

景，如果没有设置背景色，则会使用系统默认的背景颜色进行背景的清除。前景色为文本输出的

字体颜色。每一个窗口也拥有一个字体设置，是否用到这个字体设置要取决于这个窗口本身的类

型。  

4.1.6 改变大小  

当一个窗口的大小，无论是来自用户还是应用程序本身的原因，发生变化时，它将收到一个

MSG_SIZE 事件，对应的消息处理函数为 OnSize。  

4.1.7 输入  

只有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窗口才可以接收键盘事件。应用程序自己可以设置自己为活动状

态，NEAT 也会在用户点击某个窗口的时候将其设置为活动状态。正变成活动状态的窗口会收到 

MSG_SETFOCUS 事件，对应的消息处理函数为 OnSetFocus，而正失去焦点的窗口会收到 

MSG_KILLFOCUS 事件，对应的消息处理函数为 OnKillFocus。  



 

 18 / 267 
http://www.nlscan.com 

4.2 窗口的创建和删除  

大多数的窗口类都可以需要两步来创建，首先定义一个窗口类对象，然后调用 Create 函数

来创建窗口。下面演示一个创建窗口的代码片段： 

CNeatWnd *mywnd = new CNeatWnd; 

mywnd->Create( “mywindow”, WS_CHILD, 10, 10, 100, 100，parent); 

你可以传递一个字符串的名字，一个类型 (接下来会提到)，位置和大小参数给这个窗口。除

非是 frame 或者 dialog 窗口，对于别的窗口，都必须在 Create 函数中传入一个非空的父窗口，

这会把这个新窗口作为这个父窗口的子窗口，当父窗口被释放的时候，它的所有的子窗口也将被

释放。 

窗口在你调用 Create 函数的时候会收到 MSG_CREATE 事件，对应的消息函数为

OnCreate，你可以对这个事件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当你创建一个窗口类，或者其它任何非顶层窗口的派生类的时候，如果它的父窗口是可见的，

那么它也总是可见的，你可以通过 ShowWindow(SW_HIDE)来使它不可见或使用

ShowWindow(SW_SHOW)来使它可见。  

你可以通过向窗口发送 MSG_CLOSE 消息(对应的消息处理函数为 OnClose)来关闭窗口。

通过调用 DestroyWindow 函数来释放窗口的资源，MSG_DESTROY 事件（对应的消息函数为

OnDestroy）会在窗口刚刚要被释放之前被调用。 

窗口拥有一个类型和一个扩展类型。窗口类型是设置窗口创建时的行为和外观的一种简洁的

方法。这些类型的值被设置成可以使用类似比特位的方法操作，例如下面的例子： 

WS_CAPTION | WS_THICKFRAME|WS_VISIBLE 

CNeatWnd 类有一组基本的类型值，例如边框的类型等，每一个派生类可以增加它们自己的

类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扩展类型的值是不可以拿来给类型用的。  

4.3 窗口类型 

每一个窗口类都可以使用定义在下表中的这些的窗口类型。这些类型中不是所有的类些都被

所有的控件所支持。需要注意的是以 WS_开头的类型用于 dwStyle 的设置，以 WS_EX_开头的

类型用于 dwExStyle 的设置，两个不能互用。 

通用窗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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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标识 含义 备注 

WS_VISIBLE 创建初始可见的窗口  

WS_DISABLED 创建初始被禁止的窗口  

WS_CAPTION 创建含标题栏的主窗口 仅用于主窗口 

WS_SYSMENU 创建含系统菜单的主窗口 仅用于主窗口 

WS_BORDER 在窗口周围显示一个边框  

WS_THICKFRAME 创建具有厚边框的窗口  

WS_THINFRAME 创建具有薄边框的窗口  

WS_VSCROLL 创建带垂直滚动条的窗口  

WS_HSCROLL 创建带水平滚动条的窗口  

WS_MINIMIZEBOX 标题栏上带 小化按钮 仅用于主窗口 

WS_MAXIMIZEBOX 标题栏上带 大化按钮 仅用于主窗口 

WS_EX_TRANSPARENT 透明窗口风格 
仅用于部分控件，如编

辑框和滚动窗口控件等 

WS_EX_NOCLOSEBOX 主窗口标题栏上不带关闭按钮  

4.4  窗口事件 

窗口类和它的派生类可以产生下面的事件，在窗口里有对应的事件处理函数，所有的事件处

理函数的返回类型为 int，如果返回值为 0 表示该事件处理函数返回后，继续执行 NEAT 对该事

件的默认处理，如果返回值为非 0，表示不再执行系统的默认处理。 

通用窗口事件及消息处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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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MSG_CREATE CNeatWnd::OnCreate 窗口创建事件 

MSG_CLOSE CNeatWnd::OnClose 窗口关闭事件 

MSG_DESTROY CNeatWnd::OnDestroy 窗口销毁事件 

MSG_ERASEBKGND CNeatWnd::OnEraseBkgnd 窗口背景擦除事件 

MSG_PAINT CNeatWnd::OnPaint 窗口客户区刷新 

MSG_KEYDOWN CNeatWnd::OnKeyDown 按键按下事件 

MSG_KEYUP CNeatWnd::OnKeyUp 按键释放事件 

MSG_CHAR CNeatWnd::OnChar 字符事件 

MSG_TIMER CNeatWnd::OnTimer 定时器事件 

MSG_COMMAND CNeatWnd::OnCommand 命令事件 

MSG_SETFOCUS CNeatWnd::OnSetFocus 窗口获得焦点事件 

MSG_KILLFOCUS CNeatWnd::OnKillFocus 窗口失去焦点事件 

MSG_SIZE CNeatWnd::OnSize 窗口大小调整事件 

MSG_SHOWWINDOW CNeatWnd::OnShowWindow 窗口显示（不显示）事件 

MSG_HSCROLL CNeatWnd::OnHScroll 水平滚动事件 

MSG_VSCROLL CNeatWnd::OnVScroll 垂直滚动事件 

MSG_ENABLE CNeatWnd::OnEnable 窗口允许事件 

MSG_IDLE CNeatWnd::OnIdle 窗口进入 IDEL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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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窗口类概览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介绍 常用的那些窗口类以便你可以在你的应用程序中使用它

们。  

4.5.1 基本窗口类 

下面的这些基本的窗口类实现了一些 基本的功能，这些类主要是用来作为别的类型的基类

以生成更实用的派生类。  

窗口类 描述 

CNeatWnd 这是所有窗口类的基类。 

CNeatControl 所有控件(比如 CNeatButton)的基类。 

4.5.2 顶层窗口类 

顶层窗口类通常指那些独立的位于桌面上的类。  

窗口类 描述 

CNeatFrame 一个可以包含其他窗口，并且大小可变的窗口类。 

CNeatDialog 是一种可变大小的用于给用户提供选项的对话框窗口类。 

4.5.3 视图类 

窗口类 描述 

CNeatView 这是所有视图类的基类。 

CNeatMenuView 一个实现菜单选择功能的视图，支持文本和图标模式。 

CNeatTreeView 一个实现树型功能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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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atListView 一个实现列表功能的视图。 

4.5.4 控件窗口类 

这些控件是用户可以操作或者编辑的。  

窗口类 描述 

CNeatStatic 静态框 

CNeatButton 按钮 

CNeatEdit 编辑框 

CNeatProgressCtrl 进度条 

CNeatListBox 列表框 

CNeatComboBox 组合框 

CNeatScrollBar 滚动条 

CNeatMonthCalendar 日历 

CNeatSliderCtrl 滑块 

CNeatSpinButtonCtrl 旋钮 

4.6 基础窗口类 

虽然你不一定有机会直接使用基础窗口类(CNeatWnd)，但是由于这个类是很多窗口控件的

基类，它实现的很多方法在它的子类型中都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基础窗

口类。  

4.6.1 窗口类 CNeatWnd 

CNeatWnd 窗口类既是一个重要的基类，也是一个你可以直接在代码中使用的类。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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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使用的频度要比后者大很多。  

CNeatWnd 类的成员函数  

因为 CNeatWnd 类是其它所有窗口类的基类，它拥有很多的成员函数。我们不在这里作一

一的说明，只能拣其中 重要的一些作简要的说明。具体的内容参见 CNeatWnd 的接口说明，

以便能够彻底了解 CNeatWnd 类提供的所有功能，以及要使用这个功能你需要提供的参数等。  

TODO：增加部分成员函数的使用介绍。 

4.6.2 窗口类 CNeatView 视图类 

4.6.3 CNeatControl 类 

CNeatControl 继承自 CNeatWnd 类，用来作为控件的基类，所谓控件指的是那些可以显

示数据项并且通常需要响应鼠标或者键盘事件的那些窗口类。 

4.6.4 CNeatFrame 类 

顶层窗口直接被放置在桌面上而不是包含在其它窗口之内。如果应用程序允许，他们可以被

移动或者重新改变大小。有两种基础的顶层窗口类型。 CNeatFrameWnd 和 CNeatDialog 都是

从 CNeatWnd 继承来的。一个对话框既可以是模态的也可以是非模态的，而 frame 通常都是非

模态的。模态对话框的意思是说当这个对话框弹出时，应用程序除了等待用户关闭这个对话框以

外不再作别的事情。对于那些要等待用户响应以后才能继续的操作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  

顶层窗口通常都拥有一个标题栏，这个标题栏上有一些按钮或者菜单或者别的修饰用来关

闭，或者 小化，或者恢复这个窗口。而 frame 窗口则通常还会拥有菜单条，工具条和状态条。

但是通常对话框则没有这些。  

第5章 消息与消息处理 

5.1 消息驱动的编程模型 

所有的 GUI 程序都是事件驱动的。换句话说，应用程序一直停留在一个循环中，等待着来自

用户或者其他地方（比如窗口刷新或网络连接）的事件，一旦收到某种事件，应用程序就将其扔

给处理这个事件的函数。虽然看上去不同的窗口是同时被刷新的，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 GUI

程序都是单线程的，因此窗口的刷新是依次按顺序进行的。如果由于某种意外你的设备变得很慢

导致窗口刷新的过程变的很明显，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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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 GUI 编程架构用不同的方法将它内部的事件处理机制展现给程序开发者。对于 NEAT

来说，消息函数重载是 主要的方法。在下一小节我们会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NEAT 应用程序通过接收消息来和外界交互。消息由系统或应用程序产生，系统对输入事件

产生消息，系统对应用程序的响应也会产生消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产生消息来完成某个任务，

或者与其它应用程序的窗口进行通讯。总而言之，NEAT 是消息驱动的系统，一切运作都围绕着

消息进行。 

系统把消息发送给应用程序窗口过程，窗口过程有四个参数：窗口句柄、消息标识以及两个

32 位的消息参数。窗口句柄决定消息所发送的目标窗口，NEAT 可以用它来确定向哪一个窗口

过程发送消息。消息标识是一个整数常量，由它来标明消息的类型。如果窗口过程接收到一条消

息，它就通过消息标识来确定消息的类型以及如何处理。消息的参数对消息的内容作进一步的说

明，它的意义通常取决于消息本身，可以是一个整数、位标志或数据结构指针等。对其他不同的

消息类型来讲，wParam 和 lParam 也具有明确的定义。应用程序一般都需要检查消息参数以确

定如何处理消息。 

5.2 消息及消息处理过程 

NEAT 事件处理系统采用通常的虚方法机制来实现。每一个 CNeatWnd 的派生类，例如

frame，按钮，对话框等，都会在其内部重载消息处理函数，用来告诉 NEAT 事件和事件处理过

程的对应关系。要重载一个消息处理函数，你需要下面两个步骤：  

1、 在派生类里声明重载的消息函数，类型要和基类中定义的一样。 

2、 实现该消息处理函数。 

让我们来扩展一下前一章中的例子，来增加一个按键事件的处理。下面是扩展以后的

MyFrame 的定义：  

class CMyFrame : public CNeatFrameWnd 

{ 

public: 

  // 窗口刷新事件的处理函数 

  virtual int OnP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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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键事件的处理函数 

  virtual int OnKeyDown(UINT nKeyCode,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 

增加处理的实现部分： 

// 按键按下事件的消息处理函数 

int CMyFrame::OnKeyDown(UINT nKeyCode,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 

 wxString str = _("OnKeyDown: "); 

 

 // nKeyCode 按键的扫描码 

 switch (nKeyCode) 

 { 

 case KEY_0: str += "0"; break; 

 case KEY_1: str += "1"; break; 

 case KEY_2: str += "2"; break; 

 case KEY_3: str += "3"; break; 

 case KEY_4: str += "4"; break; 

 case KEY_5: str += "5"; break; 

 case KEY_6: str += "6"; break; 

 case KEY_7: str += "7"; break; 

 case KEY_8: str += "8"; break; 

 case KEY_9: str += "9"; break; 

 case KEY_UP: str += "UP"; break; 

 case KEY_FUNC: str += "FN"; break;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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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 += wxString::Format("0x%02X",nKeyCode); 

 } 

 

 CNeatPaintDC dc(this); 

 str += "    "; 

 dc.TextOut(0,0,str); 

 

 // 如果不要基类来处理一些默认的实现，可以在这里直接返回 

 // return 1; 

 

 // 交给基类来完成一些默认处理 

 return CNeatFrameWnd::OnKeyDown(nKeyCode,nRepCnt,nFlags); 

} 

 

5.2.1  消息循环 

在每个主窗口及对话框后面都存在一个消息循环，消息循环就是一个循环体，在这个循环体

中，程序利用 GetMessage 函数不停地从消息队列中获得消息，然后利用 DispatchMessage 函

数将消息发送到指定的窗口，也就是调用指定窗口的窗口过程，并传递消息及其参数。 

典型的消息循环如下所示： 

MSG Msg; 

while ( GetMessage(&Msg, m_hWnd)  )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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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应用程序在创建了主窗口之后开始消息循环。 

GetMessage 函数从 m_hWnd 窗口所属的消息队列当中获得消息，然后调用 

TranslateMessage 函数将击键消息 MSG_KEYDOWN 和 MSG_KEYUP 翻译成字符消息

MSG_CHAR ， 后调用 DispatchMessage 函数将消息发送到指定的窗口。GetMessage 函数

直到在消息队列中取到消息才返回，一般情况下返回非 0 值；如果取出的消息为 MSG_QUIT，

GetMessage 函数将返回 0，从而使消息循环结束。结束消息循环是关闭应用程序的第一步，应

用程序一般在主窗口的窗口过程中通过调用 PostQuitMessage 来退出消息循环。 

5.2.2 消息事件响应函数 

NEAT在NEAT消息处理机制之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封装，它把消息循环封装在CNeatApp 和

CNeatWnd 等基类里，从应用程序的角度来看，它是看不到消息循环及消息派发的过程。NEAT

把每个消息的处理过程定义成消息事件响应函数，这些响应函数大部分定义在 CNeatWnd 中，

和控件通知消息相关的响应函数定义在 CNeatDialog 类里面。 

第6章 在窗口中绘画 

6.1 设备上下文 

6.1.1 理解设备上下文 

在 NEAT 中，所有的绘画相关的动作，都是由设备上下文完成的。每一个设备上下文都是

CNeatDC 的一个派生类。每次在窗口上绘画，都要先创建一个窗口绘画设备上下文，然后在这

个上下文上绘画。  

6.1.2  可用的设备上下文 

下面列出了你可以使用的设备上下文：  

CNeatDC 设备上下文的基类，其他各种设备上下文都是派生自这个类。 

CNeatClientDC 用来在一个窗口的客户区绘画。  

CNeatPaintDC 仅用在重绘事件的处理函数中，用来在窗口的客户区绘画。  

当使用 CNeatDC 中的输出函数在屏幕上画图时，输出的某些特性并没有在函数调用过程中

规定，它是通过设备上下文的属性获得。例如，在调用 CNeatDC::DrawText 时，要指定待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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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符串和显示该字符串的矩形区域，但没有指定文本颜色和字体，因为颜色和字体是设备上下

文的属性。 

下面列出了一些设备上下文中 常用的属性和访问这些属性的 CNeatDC 函数。 

Attribute Default Operation functions 

文本颜色 Black(黑色) CNeatDC::SetTextColor 

CNeatDC::GetTextColor 

背景颜色 White(黑色) CNeatDC::SetBkColor 

CNeatDC::GetBkColor 

背景模式 OPAQUE(覆盖) CNeatDC::SetBkMode 

CNeatDC::GetBkMode 

当前位置 (0,0) CNeatDC::MoveTo 

CNeatDC::GetCurrentPosition 

当前画笔 (黑色) CNeatDC::SelectObject 

CNeatDC::GetCurrentPen 

当前画刷 (黑色) CNeatDC::SelectObject 

CNeatDC::GetCurrentBrush 

当前字体 (黑色) CNeatDC::SelectObject 

CNeatDC::GetCurrentFont 

下面我们描述一下怎样创建和使用这些设备上下文。 

使用 CNeatClientDC 在窗口客户区进行绘画。 

CNeatClientDC 用来在非重绘事件处理函数中对窗口的客户区进行绘制。下面的例子演示

了按键时在窗口中随机画线：  

int MyWindow::OnKeyDown(UINT nKeyCode,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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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x, y; 

 CNeatRect rect; 

        

  // 创建一设备上下文 

  CNeatClientDC dc(this); 

          

 // 创建一画笔,使用默认属性(宽度为 1，颜色为黑色，实线) 

 CNeatPen pen; 

          

 // 将画笔选进设备上下文，选进成功后，设备上下文后续的画线将使用这个画笔 

 dc.SelectObject(&pen); 

 

 // 获得当前窗口的客户区尺寸，在客户区内随机定位一个点，然后画线 

 GetClientRect( &rect ); 

 x = rand()%rect.Width(); 

 y = rand()%rect.Height(); 

          

 dc.LineTo(x,y); 

} 

使用 CNeatPaintDC 在窗口上绘画。 

如果你定义了一个窗口重绘事件处理函数，则必须在这个处理函数中产生一个

CNeatPaintDC 设备上下文，并且使用它来进行你需要的绘画动作。产生这个对象将告诉 NEAT

的窗口体系这个窗口的需要重画的区域已经被重画了，这样窗口系统就不会重复的发送重画消息

给这个窗口了。重画事件是由于用户和窗口系统的交互造成的，但是它也可以通过调用

CNeatWnd::InvalidateRect 函数手动产生。   

下面的代码演示了如何在窗口正中位置画一个黑边红色的矩形区域，并且会判断这个区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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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位于需要更新的区域范围内以便决定是否需要重画。  

int MyWindow::OnPaint() 

{ 

 // 创建一设备上下文 

   CNeatPaintDC dc(this); 

 

   // 获取窗口大小 

   CNeatRect rect; 

   GetClientRect( &rect ); 

 

 // 绘制一矩形框 

dc.Rectangle(&rect); 

} 

 

6.2 绘画工具 

6.2.1 画笔 

NEAT 使用 CNeatPen 来实现画笔的功能，一个画笔对象包含三个属性：画笔的类型，颜

色和线宽，默认为：实线，黑色，1 个像素线宽。如果要使用自定义的画笔，首先要定义一个

CNeatPen 的对象，并设置相关属性；使用时，先要调用 CNeatDC::SelectObject 将画笔对象

选进设备上下文中，如下面代码所示： 

CNeatPen pen(PT_SOLID,1,COLOR_black); 

dc.SelectObject(&pen); 

下面给出一个画笔及常用画线（画框）函数的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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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neatwin.h> 

#include <neatgdi.h> 

#include <globals.h> 

 

char* helpinfo[]= 

{ 

 "GDI 画笔及画线功能", 

 "[1] 画线", 

 NULL 

}; 

 

void demoproc(int nChar,CNeatWnd* pwnd) 

{ 

 int i,cw,ch; 

 CNeatRect clientrect; 

 CNeatClientDC dc(pwnd); 

 

 pwnd->GetClientRect( &clientrect ); 

 cw = clientrect.Width(); 

 ch = clientrect.Heigh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if (nChar==KEY_1) // 画笔演示 

 { 

  static int index = 0; 

  CNeatRect rect = client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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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x = 2; 

  int y = 2; 

  int step = 2; 

  int items = 5; 

 

  rect.DeflateRect( rect.Width()/4, rect.Height()/4 ); 

  index ++; 

  switch (index) 

  { 

  case 1:// 普通演示 

   { 

    CNeatGlobals::GetNeatMainFrame()->SetWindowText( _("画笔 - 普通") ); 

 

    // 定义一个画笔对象，并利用构造函数中设置相关属性 

    CNeatPen pen(PT_SOLID,1,COLOR_black); 

 

    // 使用 SelectObject 将画笔对象选进当前设备上下文中 

    dc.SelectObject(&pen); 

    for( i=0; i<items; i++) 

    { 

     // 如果需要，可以改变画笔的属性 

     pen.SetColor(COLOR_black); 

 

     // 利用 MoveTo 和 LineTo 进行画线 

     dc.MoveTo(x+step, y+step); 

     dc.LineTo(cw-step, y+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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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LineTo(cw-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y+step); 

     step += 5; 

 

     pen.SetColor(COLOR_green); 

     rect.DeflateRect(5,5); 

     // 利用 Rectangle 画矩形框 

     dc.Rectangle(&rect); 

    } 

   } 

   break; 

 

  case 2: // 宽度线显示 

   { 

    CNeatGlobals::GetNeatMainFrame()->SetWindowText( _("画笔 - 线宽") ); 

 

    CNeatPen pen(PT_SOLID,5,COLOR_black); 

    dc.SelectObject(&pen); 

    for( i=0; i<items; i++) 

    { 

     pen.SetColor(COLOR_black); 

     // 设置线宽 

     pen.SetWidth( (i+1)%5 ); 

     dc.MoveTo(x+step, y+step); 

     dc.LineTo(cw-step, y+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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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LineTo(cw-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y+step); 

     step += 8; 

 

     pen.SetColor(COLOR_green); 

     rect.DeflateRect(8,8); 

     dc.Rectangle(&rect); 

    } 

   } 

   break; 

 

  case 3: // 颜色演示 

   { 

    CNeatGlobals::GetNeatMainFrame()->SetWindowText( _("画笔 - 颜色") ); 

 

    int pencolor[] = {  

         COLOR_lightgray, 

         COLOR_blue, 

         COLOR_green, 

         COLOR_cyan, 

         COLOR_red, 

         COLOR_magenta, 

         COLOR_yellow, 

         COLOR_lightwh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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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eatPen pen(PT_SOLID,1,0x808080); 

    dc.SelectObject(&pen); 

    for( i=0; i<items; i++) 

    { 

     // 设置颜色 

     pen.SetColor( pencolor[i] ); 

     dc.MoveTo(x+step, y+step); 

     dc.LineTo(cw-step, y+step); 

     dc.LineTo(cw-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y+step); 

     step += 5; 

 

     pen.SetColor(COLOR_green); 

     rect.DeflateRect(5,5); 

     dc.Rectangle(&rect); 

    } 

   } 

   break; 

 

  case 4: // 类型演示 

   { 

    CNeatGlobals::GetNeatMainFrame()->SetWindowText( _("画笔 - 虚线") ); 

 

    CNeatPen pen(PT_DOUBLE_DASH,1,COLOR_black); 

    dc.SelectObject(&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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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0; i<items; i++) 

    { 

     pen.SetColor(COLOR_black); 

     dc.MoveTo(x+step, y+step); 

     dc.LineTo(cw-step, y+step); 

     dc.LineTo(cw-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y+step); 

     step += 5; 

 

     pen.SetColor(COLOR_green); 

     rect.DeflateRect(5,5); 

     dc.Rectangle(&rect); 

    } 

   } 

   break; 

 

  case 5: // DASH 演示 

   { 

    CNeatGlobals::GetNeatMainFrame()->SetWindowText( _("画笔 - 定制虚线

") ); 

 

    CNeatPen pen(PT_DOUBLE_DASH,1,COLOR_black); 

    dc.SelectObject(&pen); 

    for( i=0; i<items;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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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 buf[10]; 

     buf[0] = (rand()%8)+1; 

     buf[1] = (rand()%8)+1; 

     // 使用 CNeatPen::SetDashes 来说设置虚线的类型 

     // buf 的内容代表 几个点不画，几个点要画…… 

     pen.SetDashes(buf); 

 

     pen.SetColor(COLOR_black); 

     dc.MoveTo(x+step, y+step); 

     dc.LineTo(cw-step, y+step); 

     dc.LineTo(cw-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ch-step); 

     dc.LineTo(x+step, y+step); 

     step += 5; 

 

     pen.SetColor(COLOR_green); 

     rect.DeflateRect(5,5); 

     dc.Rectangle(&rect); 

    } 

   } 

   break; 

 

  default: 

   { 

    index = 0; 

    pwnd->PostMessage(MSG_KEYDOWN,KEY_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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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eak; 

  } 

 } 

} 

画笔 - 普通： 

 

画笔 - 不同线宽： 

 

画笔 - 不同颜色： 

 

画笔 - 双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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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 - 可定制虚线： 

 

6.2.2 画刷  

NEAT 使用 CNeatBrush 来实现画刷的功能，一个画刷对象包含两个属性：画刷的类型和颜

色，默认为：纯色（黑色）填充。如果要使用自定义的画刷，首先要定义一个 CNeatBrush 的对

象，并设置相关属性；使用时，先要调用 CNeatDC::SelectObject 将画笔对象选进设备上下文

中，如下面代码所示： 

CNeatBrush brush(COLOR_black); 

dc.SelectObject(&brush); 

下面给出一个画刷及填充的示例代码： 

 

#include <neatwin.h> 

#include <neatgdi.h> 

#include <globals.h> 

#include "resourc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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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helpinfo[]= 

{ 

 "GDI 画刷及填充功能", 

 "[1] 纯色填充", 

 "[2] 预设类型填充", 

 "[3] 位图填充", 

 NULL 

}; 

 

void demoproc(int nChar,CNeatWnd* pwnd) 

{ 

 int i,cw,ch; 

 CNeatRect clientrect; 

 CNeatClientDC dc(pwnd); 

 

 pwnd->GetClientRect( &clientrect ); 

 cw = clientrect.Width(); 

 ch = clientrect.Heigh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 画刷示例 

 if (nChar==KEY_1) 

 { 

  // 定义一画刷对象 

  CNeatBrush brush(COLOR_black); 

  CNeatRect rect = client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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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t.bottom = ch/16; 

 

  // 通用 SelectObject 将画刷选进设备上下文。 

  dc.SelectObject( &brush ); 

  for (i=0; i<16; i++) 

  { 

   // 当设备选进设备上下文后，可以改变画刷的属性。 

   // 使用 GetSysColor 获得系统颜色。 

   brush.SetColor( CNeatGlobals::GetSysColor(i) ); 

   dc.FillRect(&rect); 

   rect.OffsetRect(0,ch/16); 

  } 

 } 

 else if (nChar==KEY_2) 

 { 

  static int dashindex=0; 

  CNeatBrush brush; 

  CNeatRect rect = clientrect; 

  int items = 1; 

  rect.bottom = ch/items; 

  dc.SelectObject( &brush ); 

  for (i=0; i<items; i++) 

  { 

   // 调用 CreateHatchBrush 创建一预设类型的画刷  

   brush.CreateHatchBrush((dashindex++)%BHS_MAXITEM); 

   dc.FillRect(&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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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t.OffsetRect(0,ch/items); 

  } 

 } 

 else if (nChar==KEY_3) 

 { 

  static int items = 0; 

  CNeatBrush brush; 

  CNeatRect rect = clientrect; 

 

  // 创建一位图对象，并加载位图资源 

  CNeatBitmap bitmap; 

  if (items==0) 

  { 

   bitmap.LoadBitmap(IDB_BITMAP1); 

   items = 1; 

  } 

  else if (items==1) 

  { 

   bitmap.LoadBitmap(IDB_BITMAP2); 

   items = 0; 

  } 

 

  brush.CreatePatternBrush(&bitmap); 

  dc.SelectObject( &brush ); 

 

  // 使用位图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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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FillRect(&rect); 

 } 

 else 

  pwnd->PostMessage(MSG_KEYDOWN,KEY_OK); 

} 

画刷 - 纯色填充： 

 

画刷 - 预设类型填充： 

 

画刷 - 预设类型填充： 

 

画刷 - 位图填充： 



 

 44 / 267 
http://www.nlscan.com 

 

画刷 - 位图填充： 

 

6.2.3 字体 

NEAT 使用 CNeatFont 来实现字体的功能，一个字体对象包含属性： 

字符集及编码：多字节编码字符集：简体中文（gb2312，gbk），单字节编码字符集：ascii，

iso8859-1，ISO8859-15 

字体样式：中文默认为宋体(song)，英文默认为（Arial） 

字体大小：中文默认为宋体(song)，英文默认为（Arial） 

其他属性：下划线，穿透线，粗体，斜体等等 

下面给出一个字体使用的示例代码： 

 

#include "demoView.h" 

#include "resource.h" 

 

//帮助信息 

char* hel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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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体演示", 

 "[3] 字体大小", 

 "[4] Weight", 

 "[5] Slant", 

 "[7] Underline", 

 "[8] Structout", 

 "[9] 字库显示", 

 NULL 

}; 

 

static char* fontdeostr =  

"0123456789\n"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n"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n" 

"逻辑字体功能强大，它包括了字符集、字体类型、风格等等丰富的信息，" 

"以及 CreateLogFontIndirect 三个函数来建立逻辑字体"; 

 

// 字体风格 

static unsigned font_weight[]= 

{ 

 //FONT_WEIGHT_NIL, 

 FONT_WEIGHT_REGULAR, 

 FONT_WEIGHT_ALL, 

 FONT_WEIGHT_BLACK, 

 FONT_WEIGHT_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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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_WEIGHT_BOOK, 

 FONT_WEIGHT_DEMIBOLD, 

 FONT_WEIGHT_LIGHT, 

 FONT_WEIGHT_MEDIUM, 

 FONT_WEIGHT_SUBPIXEL, 

 -1 

}; 

 

static unsigned font_slant[]= 

{ 

 false, 

 true, 

 -1, 

}; 

 

static unsigned font_underline[]= 

{ 

 false, 

 true, 

 -1 

}; 

 

static unsigned font_struckout[]= 

{ 

 fals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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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bool isbig5(unsigned char ch1, unsigned char ch2) 

{ 

 if ((ch1>=0xa1&&ch1<=0xfe)) 

 if ((ch2>=0x40&&ch2<=0x7e) || (ch2>=0xa1&&ch2<=0xfe))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bool isgb2312(unsigned char ch1, unsigned char ch2) 

{ 

 if ((ch1>=0xa1&&ch1<=0xa9) || (ch1>=0xb0&&ch1<=0xf7)) 

  if (ch2>=0xa1&&ch2<=0xfe)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bool isgbk(unsigned char ch1, unsigned char ch2) 

{ 

 if (ch1>=0x81&&ch1<=0xfe) 

  if (ch2>=0x40&&ch2<=0xfe&&ch2!=0x7f)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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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显示字体信息 

static void disp_fontinfo(CNeatWnd* pwnd, CNeatRect& rect, CNeatFont* font,const 

wxString& name,unsigned weight) 

{ 

 CNeatClientDC dc(pwnd); 

 CNeatFont infofont; 

 

 // 调用 GetFontInfo 获取字体信息 

 wxString str = name; 

 str += "\n"; 

 

 // 调用 GetLogFontInfo 获得逻辑字体信息 

 //str += font->GetLogFontInfo(); 

 switch (weight) 

 { 

  case FONT_WEIGHT_REGULAR:  str += "FONT_WEIGHT_REGULAR"; 

break;  

  case FONT_WEIGHT_ALL:        str += "FONT_WEIGHT_ALL"; break;      

  case FONT_WEIGHT_BLACK:      str += "FONT_WEIGHT_BLACK"; 

break;    

  case FONT_WEIGHT_BOLD:       str += "FONT_WEIGHT_BOLD"; break;  

  case FONT_WEIGHT_BOOK:       str += "FONT_WEIGHT_BOOK"; break;  

  case FONT_WEIGHT_DEMIBOLD:   str += "FONT_WEIGHT_DEMIBOLD"; 

break; 

  case FONT_WEIGHT_LIGHT:      str += "FONT_WEIGHT_LIGHT"; break;    

  case FONT_WEIGHT_MEDIUM:     str += "FONT_WEIGHT_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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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case FONT_WEIGHT_SUBPIXEL:   str += "FONT_WEIGHT_SUBPIXEL"; 

break; 

 } 

 

 // 调用 CreatePointFont 创建一个 12 点阵的字体 

 infofont.CreatePointFont( "*", (12<<16)|12 ); 

 dc.SelectObject( &infofont ); 

 dc.DrawText( str, &rect, DT_LEFT|DT_TOP); 

} 

 

void demoproc(int nChar,CNeatWnd* pwnd) 

{ 

 CNeatRect clientrect; 

 CNeatClientDC dc(pwnd); 

 CNeatRect inforect; 

 CNeatFont font; 

 static wxArrayString enumfontstrs; 

 static int i_size = 0;   // '3' 

 static int i_weight = 0;  // '4' 

 static int i_slant = 0;   // '5' 

 static int i_underline = 0;  // '8' 

 static int i_struckout = 0;  // '.' 

 static unsigned char ch1 = 0x81; 

 static unsigned char ch2 = 0x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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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enumfontstrs.GetCount()==0) 

  CNeatFont::EnumFonts(enumfontstrs); 

 

 pwnd->GetClientRect( &clientrect ); 

 inforect = clientrect; 

 inforect.bottom = inforect.top+24; 

 clientrect.top += inforect.bottom+4; 

 pwnd->Invalidate(); 

 

 //根据按键修改字体属性 

  switch (nChar) 

 { 

  case KEY_3:  i_size++;  if( i_size>=enumfontstrs.GetCount() ) i_size 

= 0;        break; 

  case KEY_4:  i_weight++;  if( font_weight[i_weight] == -1 ) i_weight = 0; 

break; 

  case KEY_5:  i_slant++;   if( font_slant[i_slant] == -1 ) i_slant = 0; 

break; 

  case KEY_7:  i_underline++;  if( font_underline[i_underline] == -1 ) 

i_underline = 0; break; 

  case KEY_8:  i_struckout++;  if( font_struckout[i_struckout] == -1 ) 

i_struckout = 0; break; 

  case KEY_9:  break; 

  default:   

   { 

    pwnd->PostMessage(MSG_KEYDOWN,KEY_OK);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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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利用 CreateLogFont 创建字体，设置字体各个属性 

 int size; 

 wxString type1; 

 wxString type2; 

 wxString type3; 

 wxString charset; 

 // rbf-song-rrncnn-12-24-ISO8859-1 

 type1 = enumfontstrs[i_size]; 

 type2 = type1.AfterFirst('-'); 

 type1 = type1.BeforeFirst('-'); 

 

 type3 = type2.AfterFirst('-'); 

 type2 = type2.BeforeFirst('-'); 

 

 charset = type3.AfterFirst('-'); 

 type3 = type3.BeforeFirst('-'); 

 

 size = atoi(charset.c_str())<<16; 

 size |= atoi(charset.AfterFirst('-').c_str()); 

 

 charset = charset.AfterFirst('-'); 

 charset = charset.AfterFirst('-'); 

 

 font.CreateLog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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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1, 

   type2, 

   charset, 

   size, 

   font_weight[i_weight], 

   font_slant[i_slant], 

   font_underline[i_underline], 

   font_struckout[i_struckout], 

   0, 

   0); 

 

 // 利用 SelectObject 将字体选进当前的设备上下文中 

 dc.SelectObject(&font); 

 dc.SetBkMode( BM_TRANSPARENT ); 

 dc.SetTextColor( COLOR_blue ); 

 

 

 // 显示字体信息 

 disp_fontinfo(pwnd,inforect,&font,enumfontstrs[i_size],font_weight[i_weight]); 

 

 //  显示字库 

 if (nChar==KEY_9) 

 { 

  unsigned char ch1s = ch1; 

  unsigned char ch2s = ch2; 

  int w = ((size>>16)&0x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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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h = (size&0xffff); 

 

  int cols = clientrect.Width()/w; 

  int rows = clientrect.Height()/h; 

  int items = cols*rows; 

  char buf[400]; 

  int i = 0; 

  int j = 0; 

 

  while (i<items) 

  { 

   // 利用 GetSysFont 获取系统字体 

   wxString charset = CNeatFont::GetSysMultiplyCharset(); 

   charset = charset.Lower(); 

   if ( (isgb2312(ch1,ch2) && charset.Find("gb2312")>=0) || 

     (isgbk(ch1,ch2) && charset.Find("gbk")>=0 ) || 

     (isbig5(ch1,ch2) && charset.Find("big5")>=0 ) ) 

   { 

    buf[2*j] = ch1; 

    buf[2*j+1] = ch2; 

    i++; 

    j++; 

   } 

 

   // ch1,ch2 为汉字编码 

   c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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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h2>0xfe) 

   { 

    ch2 = 0x40; 

    ch1 ++; 

   } 

   if (ch1>0xfe) 

   { 

    ch1 = 0x81; 

    break; 

   } 

   

   if (j+1>cols) 

   { 

    buf[2*j] = 0; 

    dc.TextOut( clientrect.left, clientrect.top+(i/cols-1)*h, buf ); 

    j = 0; 

   } 

  } 

 

  wxString str; 

  int color; 

  CNeatFont infofont; 

   

  // 利用 CreatePointFont 创建一个字体 

  infofont.CreatePointFont( "*", 12 ); 

  dc.SelectObject( &infofo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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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 = wxString::Format("[%02X%02X-%02X%02X]", ch1s,ch2s,ch1,ch2); 

  color = dc.SetTextColor(COLOR_darkgray); 

 

  // 利用 TextOut 输出文本 

  dc.TextOut( 120,12,str); 

  dc.SetTextColor(color); 

 } 

 else 

 { 

  // 利用 DrawText 输出文本 

  dc.DrawText( (LPCTSTR)fontdeostr, &clientrect, DT_VCENTER | DT_LEFT ); 

 } 

} 

不同大小字体（12，16，24）： 

    

不同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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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划线及穿透线斜体： 

   

6.2.4 图标 

NEAT 使用 CNeatIcon 来实现图标的功能。 

6.2.5 位图 

NEAT 使用 CNeatBitmap 来实现位图的功能。 

6.3 绘制基本图形 

下面列出 NEAT 支持的常见的图标图形操作： 

函数 功能 备注 

CNeatDC::LineTo 画线 当前画笔 

CNeatDC::Rectangle 画矩形框 当前画笔 

CNeatDC::Circle 画圆 当前画笔 

CNeatDC::CircleEx 画圆(支持线类型及线宽) 当前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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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atDC::Ellipse 画椭圆 当前画笔 

CNeatDC::EllipseEx 画椭圆(支持线类型及线宽) 当前画笔 

CNeatDC::CircleArc 画弧线 当前画笔 

CNeatDC::SetPixel 设置像素点颜色 调用参数指定 

CNeatDC::FillSolidRect 区域填充 调用参数指定 

CNeatDC::FillRect 区域填充，使用当前画刷 当前画刷 

CNeatDC::FillCircle 圆填充，使用当前画刷，只支持纯

色模式 

当前画刷 

CNeatDC::FillCircleEx 圆填充，使用当前画刷，支持画刷

的各个类型 

当前画刷 

CNeatDC::FillEllipse 椭圆填充，使用当前画刷，只支持

纯色模式 

当前画刷 

CNeatDC::FillEllipseEx 椭圆填充，使用当前画刷，支持画

刷的各个类型 

当前画刷 

CNeatDC::FillArcEx 弧型填充，使用当前画刷，支持画

刷的各个类型 

当前画刷 

6.4 绘制文本 

下面列出 NEAT 支持的绘制文本操作： 

函数 功能 备注 

CNeatDC::TextOut 文本输出 当前画笔 

CNeatDC::DrawText 文本格式化输出 当前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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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格式：  

第7章 处理用户输入 

7.1 键盘输入 

在 NEAT 中对于键盘扫描码的定义与标准的 Linux 键盘码扫描基本一致，但是对于一些特殊

的按键，在 NEAT 中重新进行了定义。例如： 

 

CNeatDC::TabbedTextOut 文本输出，支持 TAB 当前画笔 

格式 备注 格式 备注 

DT_TOP 顶部对齐 DT_LEFT 左对齐 

DT_CENTER 中间对齐（设置

DT_SINGLELINE 时有效）

DT_RIGHT 右对齐 

DT_VCENTER 上下居中 DT_BOTTOM 底部对齐 

DT_WORDBREAK 自动卷行时，判断单词边

界 

DT_SINGLELINE 单行 

DT_EXPANDTABS TAB 扩展，默认为个空格 DT_TABSTOP 格式参数的高 8  位

用来指定 TAB  键

宽度 

DT_NOCLIP 不进行边界切割 DT_CHARBREAK 当文本输出超过矩形

区时按字符换行输出

DT_CALCRECT 不作实际输出，只计算实

际的输出矩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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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defint 

typedef enum 

{ 

 KEY_0 = SCANCODE_0, 

 KEY_1 = SCANCODE_1, 

 KEY_2 = SCANCODE_2, 

 KEY_3 = SCANCODE_3, 

 KEY_4 = SCANCODE_4, 

 KEY_5 = SCANCODE_5, 

 KEY_6 = SCANCODE_6, 

 KEY_7 = SCANCODE_7, 

 KEY_8 = SCANCODE_8, 

 KEY_9 = SCANCODE_9, 

 KEY_UP = SCANCODE_CURSORBLOCKUP, 

 KEY_DOWN = SCANCODE_CURSORBLOCKDOWN, 

 KEY_LEFT = SCANCODE_CURSORBLOCKLEFT, 

 KEY_RIGHT = SCANCODE_CURSORBLOCKRIGHT, 

 KEY_ENTER = SCANCODE_ENTER, 

 KEY_DOT = SCANCODE_PERIOD, 

 KEY_OK = SCANCODE_F1, 

 KEY_CANCEL = SCANCODE_CANCEL, 

 KEY_POWER = SCANCODE_F10, 

 KEY_FUNC = SCANCODE_F2, 

 KEY_BACKSPACE = SCANCODE_BACKSPACE, 

 KEY_TAB = SCANCODE_TAB, 

 KEY_ALPHA = SCANCODE_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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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_SHIFT = SCANCODE_F12, 

 KEY_STAR = SCANCODE_STAR, 

 KEY_POUND = SCANCODE_POUND, 

 KEY_HOME = SCANCODE_HOME, 

}NEAT_KEYCODE; 

 

如果对于 NEAT 重定义的扫描码与实际按键有所冲突，可以直接使用“SCANCODE_”的

按键扫描码。例如：  

 

/*! \def SCANCODE 

 * \brief 按键扫描码定义 

 */ 

typedef enum SCANCODE 

{ 

  SCANCODE_ESCAPE                 = 1, ///< Escape 

  SCANCODE_1                      = 2, ///< 1 

  SCANCODE_2                      = 3, ///< 2 

  SCANCODE_3                      = 4, ///< 3 

  SCANCODE_4                      = 5, ///< 4 

  SCANCODE_5                      = 6, ///< 5 

  SCANCODE_6                      = 7, ///< 6 

  SCANCODE_7                      = 8, ///< 7 

  SCANCODE_8                      = 9, ///< 8 

  SCANCODE_9                      = 10, ///< 9 

  SCANCODE_0                      = 11, ///< 0 

  SCANCODE_MINUS                  =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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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CODE_EQUAL                  = 13, ///< = 

  SCANCODE_BACKSPACE              = 14, ///< 退格键  

  SCANCODE_TAB                    = 15, ///< Tab 

  SCANCODE_Q                      = 16, ///< Q 

  SCANCODE_W                      = 17, ///< W 

  SCANCODE_E                      = 18, ///< E 

  SCANCODE_R                      = 19, ///< R 

  SCANCODE_T                      = 20, ///< T 

  SCANCODE_Y                      = 21, ///< Y 

  SCANCODE_U                      = 22, ///< U 

  SCANCODE_I                      = 23, ///< I 

  SCANCODE_O                      = 24, ///< O 

  SCANCODE_P                      = 25, ///< P 

  SCANCODE_BRACKET_LEFT           = 26, ///< [ 

  SCANCODE_BRACKET_RIGHT          = 27, ///< ] 

  SCANCODE_ENTER                  = 28, ///< Enter 

  SCANCODE_LEFTCONTROL            = 29, ///< Left Ctrl 

  SCANCODE_A                      = 30, ///< A 

  SCANCODE_S                      = 31, ///< S 

  SCANCODE_D                      = 32, ///< D 

  SCANCODE_F                      = 33, ///< F 

  SCANCODE_G                      = 34, ///< G 

  SCANCODE_H                      = 35, ///< H 

  SCANCODE_J                      = 36, ///< J 

  SCANCODE_K                      = 37, ///< K 

  SCANCODE_L                      = 38,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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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CODE_SEMICOLON              = 39, ///< ; 

  SCANCODE_APOSTROPHE             = 40, ///< ' 

  SCANCODE_GRAVE                  = 41, ///<  

  SCANCODE_LEFTSHIFT              = 42, ///< Left Shift 

  SCANCODE_BACKSLASH              = 43, ///< '\' 

  SCANCODE_Z                      = 44, ///< Z 

  SCANCODE_X                      = 45, ///< X 

  SCANCODE_C                      = 46, ///< C 

  SCANCODE_V                      = 47, ///< V 

  SCANCODE_B                      = 48, ///< B 

  SCANCODE_N                      = 49, ///< N 

  SCANCODE_M                      = 50, ///< M 

  SCANCODE_COMMA                  = 51, ///< , 

  SCANCODE_PERIOD                 = 52, ///< . 

  SCANCODE_SLASH                  = 53, ///< / 

  SCANCODE_RIGHTSHIFT             = 54, ///< Right Shift 

  SCANCODE_KEYPADMULTIPLY         = 55, ///<  

  SCANCODE_LEFTALT                = 56, ///< Left Alt 

  SCANCODE_SPACE                  = 57, ///< Space 

  SCANCODE_CAPSLOCK               = 58, ///< CapsLock 

  SCANCODE_F1                     = 59, ///< F1 

  SCANCODE_F2                     = 60, ///< F2 

  SCANCODE_F3                     = 61, ///< F3 

  SCANCODE_F4                     = 62, ///< F4 

  SCANCODE_F5                     = 63, ///< F5 

  SCANCODE_F6                     = 64, ///<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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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CODE_F7                     = 65, ///< F7 

  SCANCODE_F8                     = 66, ///< F8 

  SCANCODE_F9                     = 67, ///< F9 

  SCANCODE_F10                    = 68, ///< F10 

  SCANCODE_NUMLOCK                = 69, ///< NumLock 

  SCANCODE_SCROLLLOCK             = 70, ///< ScrollLock 

  SCANCODE_KEYPAD7                = 71, ///< 7 

  SCANCODE_CURSORUPLEFT           = 71, ///< UpLeft 

  SCANCODE_KEYPAD8                = 72, ///< 8 

  SCANCODE_CURSORUP               = 72, ///< Up 

  SCANCODE_KEYPAD9                = 73, ///< 9 

  SCANCODE_CURSORUPRIGHT          = 73, ///< UpRight 

  SCANCODE_KEYPADMINUS            = 74, ///< - 

  SCANCODE_KEYPAD4                = 75, ///< 4 

  SCANCODE_CURSORLEFT             = 75, ///< Left 

  SCANCODE_KEYPAD5                = 76, ///< 5 

  SCANCODE_KEYPAD6                = 77, ///< 6 

  SCANCODE_CURSORRIGHT            = 77, ///< Right 

  SCANCODE_KEYPADPLUS             = 78, ///< + 

  SCANCODE_KEYPAD1                = 79, ///< 1 

  SCANCODE_CURSORDOWNLEFT         = 79, ///< DownLeft 

  SCANCODE_KEYPAD2                = 80, ///< 2 

  SCANCODE_CURSORDOWN             = 80, ///< Down 

  SCANCODE_KEYPAD3                = 81, ///< 3 

  SCANCODE_CURSORDOWNRIGHT        = 81, ///< DownRight 

  SCANCODE_KEYPAD0                = 8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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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CODE_KEYPADPERIOD           = 83, ///< . 

  SCANCODE_LESS                   = 86, ///< < 

  SCANCODE_F11                    = 87, ///< F11 

  SCANCODE_F12                    = 88, ///< F12 

  SCANCODE_KEYPADENTER            = 96, ///< Enter 

  SCANCODE_RIGHTCONTROL           = 97, ///< Right Ctrl 

  SCANCODE_CONTROL                = 97, ///< Ctrl 

  SCANCODE_KEYPADDIVIDE           = 98, ///<  

  SCANCODE_PRINTSCREEN            = 99, ///< Print Screen 

  SCANCODE_RIGHTALT               = 100, ///< Right Alt 

  SCANCODE_BREAK                  = 101,  ///< 

  SCANCODE_BREAK_ALTERNATIVE      = 119,  ///< 

  SCANCODE_HOME                   = 102, ///< Home 

  SCANCODE_CURSORBLOCKUP          = 103,  ///< Up 

  SCANCODE_PAGEUP                 = 104, ///< PageUp 

  SCANCODE_CURSORBLOCKLEFT        = 105,  ///< Left 

  SCANCODE_CURSORBLOCKRIGHT       = 106,  ///< Right 

  SCANCODE_END                    = 107, ///< End 

  SCANCODE_CURSORBLOCKDOWN        = 108,  ///< Down 

  SCANCODE_PAGEDOWN               = 109, ///< PageDown 

  SCANCODE_INSERT                 = 110, ///< Insert 

  SCANCODE_REMOVE                 = 111, ///< Remove 

  SCANCODE_PAUSE                  = 119, ///< Pause 

  SCANCODE_SLEEP                  = 121, ///< Sleep 

  SCANCODE_WAKEUP                 = 122, ///< Wakeup 

  SCANCODE_LEFTWIN                = 125, ///< Left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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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CODE_RIGHTWIN               = 126, ///< Right Win 

  SCANCODE_MENU                   = 127, ///< Menu 

 

/*! 注意：以下定义的扫描码是为了嵌入式设备的按键定义需要 

 *  扩展的，在标准的键盘中没有下面的扫描码 

 */ 

  SCANCODE_TILDE     = 128, ///< ~ 

  SCANCODE_EXCLAMATION   = 129,  ///< ! 

  SCANCODE_AT      = 130,  ///< @ 

  SCANCODE_POUND     = 131,  ///< # 

  SCANCODE_DOLLAR     = 132,  ///< $ 

  SCANCODE_PERCENT    = 133,  ///< % 

  SCANCODE_CARET     = 134,  ///< ^ 

  SCANCODE_AMPERSAND    = 135,  ///< & 

  SCANCODE_STAR     = 136,  ///< * 

  SCANCODE_OPENPAREN    = 137,  ///< ( 

  SCANCODE_CLOSEPAREN    = 138,  ///< ) 

  SCANCODE_UNDERSCORE    = 139,  ///< _ 

  SCANCODE_PLUS     = 140,  ///< + 

  SCANCODE_OPENBRACE    = 141,  ///< { 

  SCANCODE_CLOSEBRACE    = 142,  ///< } 

  SCANCODE_VERTICALBAR   = 143,  ///< | 

  SCANCODE_COLON     = 144,  ///< : 

  //SCANCODE_BACKSLASH    = 145,  ///< '\' 

  SCANCODE_LESSTHAN    = 146,  ///< < 

  SCANCODE_GREATERTHAN   = 1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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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CODE_QUESTION    = 148,  ///< ? 

  SCANCODE_OK      = SCANCODE_F1, 

  SCANCODE_CANCEL     = SCANCODE_ESCAPE, 

  SCANCODE_POWER     = SCANCODE_F10, 

  SCANCODE_SCAN     = SCANCODE_F4, 

  SCANCODE_ALPHA     = SCANCODE_F8, 

  SCANCODE_SHIFT     = SCANCODE_TAB, 

  SCANCODE_FUNC     = SCANCODE_F2, 

  SCANCODE_LIGHT     = SCANCODE_F9, 

  SCANCODE_LEFTBUTTON             = 0x1000, 

  SCANCODE_RIGHTBUTTON            = 0x2000, 

  SCANCODE_MIDDLBUTTON            = 0x4000, 

}SCANCODE; 

7.2 键盘事件响应 

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MSG_KEYDOWN CNeatWnd::OnKeyDown 按键按下事件 

MSG_KEYUP CNeatWnd::OnKeyUp 按键释放事件 

7.3 键盘事件截获 

如果希望在键盘事件传给窗口前做一些特定的处理，例如屏蔽某些按键，键盘锁等等，可以

使用MSGHOOK CNeatGlobals::RegisterKeyMsgHook (void* context, MSGHOOK hook)来注册

键盘事件钩子函数。 

例如，屏蔽所有的键盘事件： 

CNeatGlobals::RegisterKeyMsgHook(NULL, HotKeyPro); //注册键盘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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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int HotKeyPro (void* context, HWND dst_wnd,  

      int 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dst_wnd 消息投递的目标窗口 

  // msg 事件类型 MSG_KEYDOWN MSG_KEYUP 

  // wparam 键码值  

  return 1; // 返回 1 丢弃当前的键盘消息 返回 0 继续传递键盘消息 

} 

 

7.4 鼠标与触摸屏输入 

NEAT 支持鼠标与触摸屏输入，两者支持鼠标的左键的按下与弹起事件。  

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MSG_MOUSEMOVE CNeatWnd::OnMouseMove 指针移动事件 

MSG_LBUTTONDOWN CNeatWnd::OnLButtonDown 左键按下事件 

MSG_LBUTTONUP CNeatWnd:: OnLButtonUp 左键弹起事件 

MSG_LBUTTONDBLCLK CNeatWnd:: OnLButtonDblClk 左键双击事件 

第8章 对话框编程基础 

8.1 使用资源编辑器编辑对话框 

几乎每一个NEAT程序都会使用对话框与用户进行交互，对话框可能是一个简单的OK按钮，

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数据输入表单。NEAT 目前只支持模态对话框方式，CNeatDialog 是对话

框的基类，使用模态对话框，在对话框关闭之前，用户不能在同一应用程序的其他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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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和普通窗口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话框几乎始终与资源相关联，这些资源标识对话框元

素，并指定它的布局。在 VC 开发环境下，可以利用 VC 的对话框编辑器（资源编辑器之一)来创

建和编辑对话框资源，所以，我们可以快速并且高效地以可视化的方式生成对话框。 

对话框包含许多名为控件的元素，对话框控件包括编辑控件、按钮、列表框、组合框、静态

文本（标签）、进度条、滑块等。控件发送通知消息到它的对话框，以响应键入文本或单击按钮

之类的用户活动。 

NEAT 已经对这些事件做了很好的封装，使用时，只要重载你关心的事件处理函数就可以了。

在对话框创建的时候，要建立对话框数据成员和这些控件的关联，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成员

进行控件的数据操作了。 

8.2 模态和非模态对话框编程 

模态对话框是 常用的对话框。用户的操作打开一个对话框，用户在对话框中输入数据，然

后关闭对话框。下面在当前工程中增加一个模态对话框的步骤（在 VC 集成开发环境下）： 

1. 使用对话框编辑器来创建包含不同控件的对话框资源。对话框编辑器更新工程的资源 

脚本(RC)文件，以包含新的对话框资源，并且，它使用对应的#define 变量来更新该工程的

resource.h 文件。 

2. 创建一个 CNeatDialog 的派生类。 

3. 在创建的派生类中，添加要进行数据操作的控件数据成员。 

4. 在创建的派生类中，添加要处理的控件事件处理函数。 

5. 在创建的派生类中，重载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函数，并在此函数里实现控件数

据成员和相应控件的关联。 

6. 在合适的位置编写代码来激活对话框。这个代码包括对对话框构造函数的调用，接着是 

对 CNeatDialog::DoModal 对话框类成员函数的调用。只有当用户退出这个对话框窗口 

时，CNeatDialog::DoModal 函数才返回。 

8.3 通用对话框 

待补充 

8.4 对话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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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开始一个示例程序。 

对话框资源编辑(有关 VC 资源编辑器的使用，已经超出了本帮助文档的范围，但有关 VC 资

源编辑器使用介绍的文档 、书籍很多，请用户去参考相关的使用介绍)。 

对话框资源： 

 

创建一个 CNeatDialog 的派生类。 

// CMyDialog 

// 资源头文件 

#include "resource.h" 

// NEAT 对话框及控件实现相关的头文件 

#include <neatctrl.h> 

 

// 定义一个对话框 

// 创建一个 CNeatDialog 的派生类。 

class CMyDialog : public CNeatDialog 

{ 

public: 

  // 构造函数 

  CMyDialog(UINT dlgid, CNeatWnd* parent); 

 

  // 对话框创建初始化函数，用于控件的关联和控件数据的初始化。 

  virtual int OnInit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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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列表框选择发生改变的事件响应处理函数 

  virtual int OnLbnSelchange(UINT nID,HWND hwnd); 

 

  // 确认退出前的事件响应处理函数 

  virtual int OnOK(); 

public: 

  wxString m_str; 

 

protected: 

  // 列表框控件对象 

  CNeatListCtrl m_listctrl; 

}; 

在 OnInitDialog 中实现控件数据成员和相应控件的关联。 

int CMyDialog::OnInitDialog() 

{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 实现列表控件和列表框对象的关联，IDC_LIST1 为列表框对应的资源 ID 

 m_listctrl.Attach(GetDlgItem(IDC_LIST1)); 

 

 // 利用列表框对象进行相关的数据操作，这里添加一些字符串 

 m_listctrl.AddString( _("list string1") ); 

 m_listctrl.AddString( _("list string2") ); 

 m_listctrl.SetCurSe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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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0; 

} 

重写你关心的一些事件处理函数： 

// 列表边框选择发生改变的事件处理函数 

int CMyDialog::OnLbnSelchange(UINT nID,HWND hwnd) 

{ 

 if (hwnd==m_listctrl.GetSafeHwnd()) 

 { 

  int sel = m_listctrl.GetCurSel(); 

 } 

} 

 

// 对话确认退出前的事件响应函数 

void CMyDialog::OnOK() 

{ 

 int sel = m_listctrl.GetCurSel(); 

 m_str = m_listctrl.GetText(sel); 

} 

调用这个对话框，看看运行的效果： 

// 按键事件处理函数 

int CMyFrame::OnKeyDown(UINT nChar,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 

 // 调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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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yDialog dlg(IDD_DIALOG1,this); 

 if (dlg.DoModal()==IDOK) 

 { 

  NeatMessage( dlg.m_str ); 

 } 

  

 return 0; 

} 

模拟器下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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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对话框资源 

在 VC 开发环境下的 NEAT，可以利用 VC 的资源编辑工具进行资源的编辑，但没有直接使

用它的 rc 文件，需要使用 neatrg 工具进行资源的转换，转换后的资源称为资源模板，默认存在

res.cpp 文件中。 

8.5.1 资源模板文件 

在资源模板文件中，常包含有以下几种资源： 

1. 对话框(Dialog)资源，资源数据利用数据结构 DLGTEMPLATE 来实现。 

2. 位图(Bitmap)资源，资源数据为一个资源 ID 及对应的位图文件。 

3. 图标(Icon)资源，资源数据为一个资源 ID 及对应图标文件。 

4. 菜单(Menu)资源。 

5. 版本信息(Version)资源。 

用到了几个将资源数据和资源 ID 建立关联的数据结构： 

DLGID_TEMPL 用于对话框资源和资源 ID 的关联。 

STRID_TEMPL 用于字符串(Bitmap,Icon,cursor 等)资源和资源 ID 的关联。 

MENU_TEMPL  用于菜单资源和资源 ID 的关联。 

MENUITEM_TEMPL 用于菜单项的关联。 

第9章 NEAT 控件 

9.1 控件综述 

许多人对控件（或者部件）的概念已经相当熟悉了，控件可以理解为主窗口中的子窗口，这

些子窗口的行为和主窗口一样，既能够接收键盘和鼠标等外部输入，也可以在自己的区域内进行

输出，只是它们的所有活动被限制在主窗口中。NEAT 也支持子窗口，并且可以在子窗口中嵌套

建立子窗口。我们将 NEAT 中的所有子窗口均称为控件。 

9.2 静态框 

静态框用来在窗口的特定位置显示文字、数字等信息，还可以用来显示一些静态的图片信息，



 

 74 / 267 
http://www.nlscan.com 

比如公司徽标、产品商标等等。就像其名称暗示的那样，静态框的行为不能对用户的输入进行动

态的响应，它的存在基本上就是为了展示一些信息，而不会接收任何键盘或鼠标输入。 

9.2.1 静态框风格 

静态框的风格由静态框种类和一些标志位组成。我们可将静态框控件按功能划分为标准型

（只显示文本）、位图型（显示图标或图片），以及特殊类型分组框。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上述

不同类型的静态框。 

标准型 

SS_SIMPLE 创建的控件只用来显示单行文本 

SS_LEFT 风格创建的静态框可用来显示多行文本并左对齐 

SS_CENTER 风格创建的静态框可用来显示多行文本并中对齐 

SS_RIGHT 风格创建的静态框可用来显示多行文本并右对齐 

SS_LEFTNOWORDWRAP 创建的静态框会扩展文本中的 TAB 符，但不做自动换行处理 

位图型 

SS_BITMAP 显示一幅位图 

SS_ICON 显示一幅图标 

SS_REALSIZEIMAGE 取消缩放操作，并显示在静态框的左上方 

SS_CENTERIMAGE 在控件中部显示位图或图标 

分组框 

SS_GROUPBOX 用来包含其他的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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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静态框类型 

SS_WHITERECT 以白色填充静态框矩形 

SS_GRAYRECT 以灰色填充静态框矩形 

SS_BLACKRECT 以黑色填充静态框矩形 

SS_GRAYFRAME 灰色边框 

SS_WHITEFRAME 白色边框 

SS_BLACKFRAME 黑色边框 

9.2.2 编程示例 

1、手动创建： 

直接在视图上创建 CNeatStatic 的对象，并调用 Create 方法。 

2、利用资源创建： 

创建 CNeatStatic 的对象并调用 LoadTemplate(CNeatWnd * parent, PCTRLDATA 

templdata, const wxString & res = NEATAPPNAME)函数。 

3、对话框创建： 

首先将 Picture Control 控件拖到模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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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图标：设置 Type 熟悉对话框为 Icon，设置 Image 为所选图标的 ID。 

添加位图：Type 为 Bitmap。 

 



 

 77 / 267 
http://www.nlscan.com 

添加静态框只需将控件拖到模板上即可。 

 

部分示例代码：详见 demos\src\demo-static.cpp。 

 

#include "demosView.h" 

#include "resource.h" 

 

// 利用对话框编辑器生成的控件资源 

extern CTRLDATA IDD_ICONBITMAPS_ctrldata[]; 

 

//帮助信息  【提示】必须退出对话框页面，处于其他页面时按 F8 才可显示帮助信息 

static DEMOHELPINFO helpinfo= 

{ 

 "静态框框演示", 

 "[1] 手动创建", 

 "[2] 利用资源", 

 "[3] 对话框方式", 

 "[F1]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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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LL 

}; 

 

static void demo(int nChar,CNeatWnd* pwnd) 

{ 

 if (nChar==SCANCODE_F8) 

 { 

  m_controls.Reset(); 

  disp_helpinfo(pwnd,&helpinfo); 

  return; 

 } 

 if (nChar==KEY_1) 

 { 

  // 手动建立静态框控件 

  UINT m_ctrlid = 100; 

  CNeatRect rect; 

  CNeatStatic* pctrl;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rect.SetRect( 10, 10, 100, 18 );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Create( "left static", SS_LEFT, rect, pwnd, m_ctrlid++ ); 

  m_controls.Add(pctrl); 

  rect.OffsetRect(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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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Create( "right static", SS_RIGHT, rect, pwnd, m_ctrlid++ ); 

  m_controls.Add(pctrl); 

  rect.OffsetRect(0,20);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Create( "center static", SS_CENTER, rect, pwnd, m_ctrlid++ ); 

  m_controls.Add(pctrl); 

  rect.OffsetRect(0,20); 

 

  rect.bottom += 20;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Create( "center static", SS_CENTER|SS_CENTERIMAGE, rect, pwnd, 

m_ctrlid++ ); 

  m_controls.Add(pctrl); 

  rect.OffsetRect(0,20); 

 } 

 else if (nChar==KEY_2) 

 { 

  // 利用资源模块创建 

  CNeatControl* pctrl;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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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ICONBITMAPS_ctrldata[0]);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ICONBITMAPS_ctrldata[1]); 

  m_controls.Add(pctrl);   

 } 

 else if (nChar==KEY_3) 

 { 

  // 利用对话框模板进行加载显示 BITMAP 和 ICON 

  CNeatDialog dlg(IDD_ICONBITMAPS,pwnd); 

  dlg.DoModal(); 

 } 

 else if (nChar==KEY_4) 

 { 

  // 利用对话框模板进行加载演示静态框的各种风格 

  CNeatDialog dlg(IDD_STATICS,pwnd); 

  dlg.DoModal(); 

 } 

} 

 

 

REGISTER_DEMO(demo,&helpinfo); 

 

显示效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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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框示例 按键 1： 

 

静态框示例 按键 2： 

 

静态框示例 按键 3： 

 

静态框示例 按键 4： 

 

9.3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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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是除静态框之外使用 为频繁的一种控件。按钮通常用来为用户提供开关选择。 

NEAT 的按钮可划分为普通按钮、复选框和单选钮等几种类型。用户可以通过键盘或者鼠 

标来选择或者切换按钮的状态。用户的输入将使按钮产生通知消息，应用程序也可以向按钮 

发送消息以改变按钮的状态。 

9.3.1 按钮风格 

普通按钮 

BS_PUSHBUTTON 普通按钮 

BS_DEFPUSHBUTTON 默认选中普通按钮 

复选框 

复选框风格： 

BS_CHECKBOX 在选中和非选中状态之间切换 

BS_AUTOCHECKBOX 控件会自动在选中和非选中状态之间切换 

BS_3STATE 能显示第三种状态——复选框内是灰色的，应用程序来操作其状态 

BS_AUTO3STATE 能显示第三种状态——复选框内是灰色的，由控件负责状态的自动切

换 

BS_PUSHLIKE 复选框以普通按钮的形式显示 

文本对齐的风格： 

BS_LEFT 文本左对齐 

BS_CENTER 文本水平居中 

BS_RIGHT 文本右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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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_TOP 文本上对齐 

BS_VCENTER 文本垂直居中 

BS_BOTTOM 文本下对齐 

单选钮 

显示用户的选择情况： 

BS_RADIOBUTTON 显示用户的选择情况 

BS_AUTORADIOBUTTON 自动显示用户的选择情况 

BS_PUSHLIKE 单选按钮以普通按钮的形式显示 

文本对齐的风格： 

BS_LEFT 文本左对齐 

BS_CENTER 文本水平居中 

BS_RIGHT 文本右对齐 

BS_TOP 文本上对齐 

BS_VCENTER 文本垂直居中 

BS_BOTTOM 文本下对齐 

9.3.2 按钮事件响应 

按钮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BN_CLICKED CNeatWnd::OnBnClicked 按钮单击事件的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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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_PUSHED CNeatWnd::OnBnPushed 按钮按下事件的响应函数 

BN_UNPUSHED CNeatWnd::OnBnUnpushed 按钮释放事件的响应函数 

BN_DBLCLK CNeatWnd::OnBnDblclk 
在按钮上进行了鼠标左键的双

击操作事件的响应函数 

BN_SETFOCUS CNeatWnd::OnBnSetfocus 
按钮获得了输入焦点事件的响

应函数 

BN_KILLFOCUS CNeatWnd::OnBnKillfocus 
按钮失去了输入焦点事件的响

应函数 

9.3.3 按钮编程示例 

1、手动创建： 

在视图中直接创建 CNeatButton 的对象，调用 Create 方法。 

2、利用资源创建： 

创建CNeatButton的对象调用LoadTemplate(CNeatWnd * parent, PCTRLDATA templdata, 

const wxString & res = NEATAPPNAME)函数。 

3、对话框创建： 

添加按钮只需将控件拖到模板上适当位置并根据需要设置属性。 

部分示例代码：详见 demos\src\demo-button.cpp 

 

#include "demosView.h" 

#include "resource.h" 

// 利用对话框编辑器生成的控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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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 CTRLDATA IDD_BUTTON_ctrldata[];  

 

 

//帮助信息 

static DEMOHELPINFO helpinfo= 

{ 

 "按钮演示", 

 "[1] 手动创建", 

 "[2] 利用资源", 

 "[3] 对话框方式", 

 "[F1] Help", 

 NULL 

}; 

// 编辑框示例调用入口 

static void demo(int nChar,CNeatWnd* pwnd) 

{  

 if (nChar==SCANCODE_F8) 

 { 

  m_controls.Reset(); 

  disp_helpinfo(pwnd,&helpinfo); 

  return; 

 } 

 if (nChar==KEY_1 ) 

 { 

  //初始化控件数组 

  m_controls.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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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wnd->InvalidateRect(NULL);    

  // 手动建立 按钮 控件   

  CNeatButton *pctrl1  = new CNeatButton;   

  CNeatButton *pctrl2  = new CNeatButton; 

  CNeatButton *pctrl3  = new CNeatButton; 

  CNeatButton *pctrl4  = new CNeatButton; 

  CNeatButton *pctrl5  = new CNeatButton; 

  pctrl1->Create( "普通按钮", 

    0, 

    CNeatRect(50, 10, 60, 20),  

    pwnd,  

    102, 

    0); 

  m_controls.Add(pctrl1); 

  pctrl2->Create("复选框 1", 

   WS_CHILD | BS_AUTO3STATE | WS_VISIBLE, 

   CNeatRect(50, 35, 60, 20),  

   pwnd,  

   101, 

   0); 

  m_controls.Add(pctrl2); 

  pctrl3->Create("复选框 2", 

   WS_CHILD | BS_AUTO3STATE | WS_VISIBLE, 

   CNeatRect(50, 60, 60, 20),  

   pwnd,  

   101, 



 

 87 / 267 
http://www.nlscan.com 

   0); 

  m_controls.Add(pctrl3); 

  pctrl4->Create("单选钮 1", 

   WS_CHILD | BS_AUTORADIOBUTTON | WS_VISIBLE , 

   CNeatRect(50, 85, 60, 20),  

   pwnd,  

   104, 

   0); 

  m_controls.Add(pctrl4); 

  pctrl5->Create("单选钮 2", 

   WS_CHILD | BS_AUTORADIOBUTTON | WS_VISIBLE, 

   CNeatRect(50, 110, 60, 20),  

   pwnd,  

   104, 

   0); 

  pctrl1->SetFocus(); 

  m_controls.Add(pctrl5); 

   

 } 

 else if (nChar==KEY_2) 

 { 

  // 利用资源模块创建 

  CNeatButton *pctrl1  = new CNeatButton;   

  CNeatButton *pctrl2  = new CNeatButton; 

  CNeatButton *pctrl3  = new CNeatButton; 

  CNeatButton *pctrl4  = new CNeat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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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eatButton *pctrl5  = new CNeatButton;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pctrl1->LoadTemplate(pwnd,&IDD_BUTTON_ctrldata[0]); 

  m_controls.Add(pctrl1); 

  pctrl2->LoadTemplate(pwnd,&IDD_BUTTON_ctrldata[1]); 

  m_controls.Add(pctrl2); 

  pctrl3->LoadTemplate(pwnd,&IDD_BUTTON_ctrldata[2]); 

  m_controls.Add(pctrl3); 

  pctrl4->LoadTemplate(pwnd,&IDD_BUTTON_ctrldata[3]); 

  m_controls.Add(pctrl4); 

  pctrl5->LoadTemplate(pwnd,&IDD_BUTTON_ctrldata[4]); 

  m_controls.Add(pctrl5); 

  

 } 

 else if (nChar==KEY_3) 

 { 

  // 利用对话框模板加载控件 

  CNeatDialog dlg(IDD_BUTTON,pwnd); 

  dlg.DoModal(); 

 } 

} 

 

REGISTER_DEMO(demo,&hel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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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效果截图： 

按钮示例 按键 1： 

 

按钮示例 按键 2： 

 

按钮示例 按键 3： 

 

9.4 列表框 

列表框通常为用户提供一系列的可选项，这些可选项显示在可滚动的子窗口中，用户可通过

键盘及鼠标操作来选中某一项或者多个项，选中的列表项通常高亮显示。列表框控件可划分为三

种类型：单选列表框、多选列表框和位图列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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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列表框风格 

LBS_SORT 排序 

LBS_MULTIPLESEL 多选(按空格或 ENTER 键操作) 

LBS_CHECKBOX 带 Check 选择框 

LBS_USEICON 带图标(图片)显示 

LBS_AUTOCHECK 自动进行 Check 标记 

WS_VSCROLL    是否要显示垂直滚动条 

WS_THINKFRAM   是否要显示边框 

9.4.2 列表框事件响应 

列表框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LBN_SELCHANGE CNeatWnd::OnLbnSelcancel 某条目取消选择事件响应函数 

LBN_SELCANCEL CNeatWnd::OnLbnSelcancel 某条目取消选择事件响应函数 

LBN_DBLCLK CNeatWnd::OnLbnDblclk 在条目上双击鼠标事件响应函数

LBN_SETFOCUS CNeatWnd::OnLbnSetfocus 获得焦点事件响应函数 

LBN_KILLFOCUS CNeatWnd::OnLbnKillfocus 失去焦点事件响应函数 

LBN_CLICKCHECKMARK
CNeatWnd:: 

OnLbnClickcheckmark 
点选 check 区域事件响应函数 

LBN_CLICKED CNeatWnd::OnLbnClicked 点选 字符串 区域事件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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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N_ENTER CNeatWnd::OnLbnEnter 
用户按下 ENTER 键事件响应函

数 

9.4.3 编程示例 

1、手动创建： 

在视图中直接创建 CNeatListBox 的对象，调用 Create 方法。 

2、利用资源创建： 

创建 CNeatListBox 的对象调用 LoadTemplate(CNeatWnd * parent, PCTRLDATA 

templdata, const wxString & res = NEATAPPNAME)函数。 

3、对话框创建： 

添加列表框只需将控件拖到模板上即可。 

 

同时根据需要修改相应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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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示例代码：详见 demos\src\demo-list.cpp 

 

#include "demosView.h" 

#include "resource.h" 

 

extern wxString pluginName; 

// 利用对话框编辑器生成的控件资源 

extern CTRLDATA IDD_LIST_ctrldata[]; 

 

// 建立一用户自己的控件类，用于属性及参数设置 

class CMyList : public CNeatLis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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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Init()  

 { 

  //《京师得家书》，作者袁凯 明初诗人。 

  //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AddString( "诗两首" ); 

  AddString( "一.《京师得家书》" ); 

  AddString( "作者袁凯 明初诗人" ); 

  AddString( "江水三千里，" ); 

  AddString( "家书十五行。" ); 

  AddString( "行行无别语，" ); 

  AddString( "只道早还乡。" );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AddString( "二." ); 

  AddString( "君自故乡来，" ); 

  AddString( "应知故乡事。" ); 

  AddString( "来日绮窗前，" ); 

  AddString( "寒梅着花未？" ); 

 

  // 设置行高度 

  SetItemHeight(0,16); 

 

  // 设置选择行 

  SetCurSe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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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建立一对话框类用于控件的数据及事件响应 

class CListDemoDlg : public CNeatDialog 

{ 

public: 

 CListDemoDlg(UINT id, CNeatWnd* parent); 

  

 // 对话框创建时调用 

 virtual int OnInitDialog(); 

 

 // 对话框确认退出前调用 

 virtual int OnOK(); 

 

public: 

 // 列表框控件对象 

 CMyList m_list1; 

}; 

 

// 构造函数 

CListDemoDlg::CListDemoDlg(UINT id, CNeatWnd* parent) 

 : CNeatDialog(id,par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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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框初始化事件响应函数 

int CListDemoDlg::OnInitDialog() 

{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 控件和控件类对象的关联 

 m_list1.Attach(this,IDC_LIST1); 

 

 // 列表框数据操作 

 m_list1.Init(); 

 

 return 1; 

} 

 

// 对话框确认退出的事件响应函数 

int CListDemoDlg::OnOK() 

{ 

 wxString str; 

 

 str = "list1:\n"; 

 str += m_list1.GetText(m_list1.GetCurSel()); 

 str += "\n"; 

 

 MessageBox( str, "NEAT listctrl demo"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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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DEMOHELPINFO helpinfo= 

{ 

 "列表框演示", 

 "[1] 手动创建", 

 "[2] 利用资源", 

 "[3] 对话框方式", 

 "[F1] Help", 

 NULL 

}; 

// 列表框示例调用入口 

static void demo(int nChar,CNeatWnd* pwnd) 

{ 

 static int lastchar; 

 

 if (nChar==SCANCODE_F8) 

 { 

  m_controls.Reset(); 

  disp_helpinfo(pwnd,&helpinfo); 

  return; 

 } 

 // 添加功能演示 

 if (nChar==KEY_7 && lastchar==KEY_1 && m_controls.GetCount()) 

 { 

  CMyList* pctrl = (CMyList*)m_controls[0]; 

  int cursel = pctrl->GetCur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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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ursel<0) 

   cursel = 0; 

 

  // 在排序的情况下，插入后会重新进行排序，返回的位置为排序后的位置 

  int index = pctrl->InsertString( cursel, "InsertString" ); 

 } 

 

 // 删除功能演示 

 else if (nChar==KEY_DOT && lastchar==KEY_1 && m_controls.GetCount()) 

 { 

  CMyList* pctrl = (CMyList*)m_controls[0]; 

 

  // 获得所有选中的条目 

  wxArrayInt selecteditems = pctrl->GetSelItems(); 

 

  // 获得所有 Check 的条目 

  wxArrayInt checkeditems = pctrl->GetCheckedItems(); 

 

  if (selecteditems.GetCount()) 

  for (int i=selecteditems.GetCount()-1; i>=0; i--) 

  { 

   if (pctrl->GetStyle()&LBS_CHECKBOX) 

   { 

    // 在有 Check 框下，只有选中及 Check 选上时，才删除 

    if (pctrl->GetItemCheckState(selecteditems[i])) 

     pctrl->DeleteString(selectedite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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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pctrl->DeleteString(selecteditems[i]); 

  } 

 

 } 

 

 if (nChar==KEY_1) 

 { 

  lastchar = nChar; 

  // 手动建立 列表框 控件 

  static int index =0; 

  CMyList* pctrl = NULL; 

 

  if (nChar==KEY_1) 

   index ++;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pctrl = new CMyList; 

 

  switch (index) 

  { 

  case 1: // 单选列表框 

   pctrl->Create( WS_THINFRAME | WS_VSCROLL, 

CNeatRect(10,10,120,100), pwnd, IDD_LIST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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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2: // 单选列表框+Check 

   pctrl->Create( LBS_SORT | LBS_CHECKBOX | LBS_AUTOCHECK | 

WS_THINFRAME, CNeatRect(10,10,120,100), pwnd, IDD_LIST ); 

   break; 

 

  case 3: // 多选列表框 

   pctrl->Create( LBS_MULTIPLESEL | WS_THINFRAME, 

CNeatRect(10,10,120,100), pwnd, IDD_LIST ); 

   break; 

 

  case 4: // 多选列表框+Check 

   pctrl->Create( LBS_MULTIPLESEL | LBS_CHECKBOX | 

LBS_AUTOCHECK | WS_THINFRAME, CNeatRect(10,10,120,100), pwnd, IDD_LIST ); 

   break; 

 

  case 5: // 单选列表框+ICON 

   { 

    pctrl->Create( LBS_USEICON | WS_THINFRAME | WS_VSCROLL, 

CNeatRect(5,10,150,120), pwnd, IDD_LIST ); 

   } 

   index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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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pctrl) 

  { 

    

   pctrl->SetFocus(); 

   pctrl->Init(); 

 

   if (pctrl->GetStyle()&LBS_USEICON) 

   { 

    pctrl->SetItemHeight(0,32); 

    for (int i=0; i<pctrl->GetCount(); i++) 

    { 

     pctrl->SetItemIcon(i,pctrl->LoadIcon(IDI_ICON1+i)->GetHICON()); 

    } 

   } 

   m_controls.Add(pctrl); 

  } 

 } 

 else if (nChar==KEY_2) 

 {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lastchar = nChar; 

  // 利用资源模块创建 

  CNeatListBox * pctrl = new CNeatListBox;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LIST_ctrlda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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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trl->AddString( "诗两首" ); 

  pctrl->AddString( "一.《京师得家书》" ); 

  pctrl->AddString( "作者袁凯 明初诗人" ); 

  pctrl->AddString( "江水三千里，" ); 

  pctrl->AddString( "家书十五行。" ); 

  pctrl->AddString( "行行无别语，" ); 

  pctrl->AddString( "只道早还乡。" );  

  pctrl->AddString( "二." ); 

  pctrl->AddString( "君自故乡来，" ); 

  pctrl->AddString( "应知故乡事。" ); 

  pctrl->AddString( "来日绮窗前，" ); 

  pctrl->AddString( "寒梅着花未？" ); 

  m_controls.Add(pctrl); 

 } 

 else if (nChar==KEY_3) 

 { 

  lastchar = nChar; 

 

  // 利用对话框模板加载控件 

  CListDemoDlg dlg(IDD_LIST,pwnd); 

  dlg.DoModal(); 

 } 

} 

REGISTER_DEMO(demo,&hel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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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效果截图： 

简单列表框 按钮 1： 

 

单选列表框 按钮 1： 

 

单选列表框+Check 按钮 1： 

 

多选列表框 按钮 1： 

 

多选列表框+Check 按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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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图标的列表框 按钮 1： 

 

模版加载的列表框 按钮 2： 

 

对话框的列表框 按钮 3： 

 

 

9.5 组合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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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通常的组合框就是编辑框和列表框的组合。用户可以直接在编辑框中键入文本，

也可以从列表框列出的可选项中选择一个已有的条目。NEAT 中的组合框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简单组合框、下拉式组合框、旋钮组合框和旋钮数字框。使用下拉式组合框还有一个好处，即能

够减少因为使用列表框而带来的对窗口的空间占用。 

9.5.1 组合框风格 

简单组合框、下拉式组合框 

CBS_SIMPLE 简单组合框 

CBS_DROPDOWNLIST 下拉式组合框 

CBS_READONLY 组合框的输入域成为只读区域 

CBS_UPPERCAS 键入编辑框中的文本自动变成大写 

CBS_LOWERCASE 键入编辑框中的文本自动变成小写 

CBS_EDITBASELINE 使编辑框带有文本基线 

CBS_SORT 组合框将自动对插入的条目进行排序 

CBS_EDITNOBORDER 输入域不带边框 

CBS_AUTOFOCUS 组合框在获得输入焦点之后，编辑框将自动获得输入焦点 

旋钮数字框 

CBS_AUTOSPIN 创建旋钮数字框 

CBS_AUTOLOOP 框中的数字将自动循环显示 

CBS_SPINARROW_TOPBOTTOM 箭头在内容的上下 

CBS_SPINARROW_LEFTRIGHT 箭头在内容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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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_EDITNOBORDER 输入域不带边框 

CBS_AUTOFOCUS 组合框在获得输入焦点之后，编辑框将自动获得输入焦点

9.5.2 组合框事件响应 

组合框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CBN_ERRSPACE CNeatWnd::OnCbnErrSpace 内存不足 

CBN_SELCHANGE CNeatWnd::OnCbnSelchange 条目选择变化 

CBN_EDITCHANGE CNeatWnd::OnCbnEditChange 方框区域的文本发生了变化 

CBN_DBLCLK CNeatWnd::OnCbnDblclk 用户双击了组合框中的某个条目 

CBN_CLICKED CNeatWnd::OnCbnClicked 用户点击了组合框 

CBN_SETFOCUS CNeatWnd::OnCbnSetfocus  组合框获得了输入焦点 

CBN_KILLFOCUS CNeatWnd::OnCbnKillfocus 组合框失去了输入焦点 

CBN_DROPDOWN CNeatWnd::OnCbnDropdown 用户下拉列表框使之显示 

CBN_CLOSEUP CNeatWnd::OnCbnCloseup 下拉的列表框被隐藏 

CBN_SELECTOK CNeatWnd::OnCbnSelendok 
用户未选择任何条目而关闭下拉

列表框 

CBN_SELECTCANCEL CNeatWnd::OnCbnSelendcancel 
用户未选择任何条目而关闭下拉

列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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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编程实例 

1、手动创建： 

在视图中直接创建 CNeatComboBox 的对象，调用 Create 方法。 

2、利用资源创建： 

创建 CNeatComboBox 的对象调用 LoadTemplate(CNeatWnd * parent, PCTRLDATA 

templdata, const wxString & res = NEATAPPNAME)函数。 

3、对话框创建： 

添加组合框只需将控件拖到模板上并根据需要设置属性。 

部分示例代码：详见 demos\src\demo-combobox.cpp 

 

#include "demosView.h" 

#include "resource.h" 

 

// 利用对话框编辑器生成的控件资源 

extern CTRLDATA IDD_COMBOBOX_ctrldata[]; 

 

// 从 CNeatComboBox 派生一个类，用于用户自己一些特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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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CMyComboBox : public CNeatComboBox 

{ 

public: 

 void InitContent() 

 { 

  AddString( "中文信息" ); 

  AddString( "English message" ); 

  AddString( "1231231231" ); 

  AddString( "组合框 abcd1231" ); 

 } 

}; 

 

 

// 建立一对话框类用于控件的数据及事件响应 

class CComboboxDemoDlg : public CNeatDialog 

{ 

public: 

 CComboboxDemoDlg(UINT id, CNeatWnd* parent); 

  

 // 对话框创建时调用 

 virtual int OnInitDialog(); 

  

 // 对话框确认退出前调用 

 virtual int OnOK();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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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合框控件对象 

 CMyComboBox m_dropdown; 

}; 

 

// 构造函数 

CComboboxDemoDlg::CComboboxDemoDlg(UINT id, CNeatWnd* parent) 

 : CNeatDialog(id,parent) 

{ 

} 

 

// 对话框初始化事件响应函数 

int CComboboxDemoDlg::OnInitDialog() 

{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 控件和控件类对象的关联 

 m_dropdown.Attach(this,IDC_COMBO1); 

  

 // 组合框数据操作 

 m_dropdown.InitContent(); 

 m_dropdown.SetCurSel(2); 

 return 1; 

} 

 

// 对话框确认退出的事件响应函数 

int CComboboxDemoDlg::On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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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得组合框当前选项及内容 

 int cursel = m_dropdown.GetCurSel(); 

 wxString str = m_dropdown.GetLBText(cursel); 

 // or 

 str = m_dropdown.GetWindowText(); 

 

 MessageBox( str, "ComboBox Demo" ); 

 return 0; 

} 

 

//帮助信息 

static DEMOHELPINFO helpinfo= 

{ 

 "组合框演示", 

 "[1] 手动创建", 

 "[2] 利用资源", 

 "[3] 对话框方式", 

 "[ALPHA] Help", 

 NULL 

}; 

 

//组合框示例调用入口 

static void demo(int nChar,CNeatWnd* pwnd) 

{ 

 if (nChar==SCANCODE_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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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_controls.Reset(); 

  //显示帮助信息 

  disp_helpinfo(pwnd,&helpinfo); 

  return; 

 } 

 if (nChar==KEY_1) 

 { 

  static int index =0; 

 

  // 手动建立 组合框 控件 

  CMyComboBox* pctrl; 

 

  index ++; 

  //初始化控件数组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pctrl = new CMyComboBox; 

  switch (index) 

  { 

  case 1: //Simple 

/***********************************************************************************  

create 函数参数： 

    1.dwstyle: 

     窗口风格 

    2.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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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件大小  

    3.pParentWnd：  

     父窗口  

    4.nID： 

     控件 ID 

**************************************************************************************/ 

   pctrl->Create( CBS_SIMPLE |  CBS_SORT | WS_TABSTOP ,  

      CNeatRect(14, 30, 120, 20),  

      pwnd,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pctrl->SetCurSel(0); 

   break; 

    

  case 2: //dropdownlist 

   pctrl->Create( CBS_DROPDOWNLIST |  CBS_SORT | WS_TABSTOP ,  

    CNeatRect(14, 30, 120, 20),  

    pwnd,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break; 

 

  case 3: // spinlist 

   pctrl->Create( CBS_SPINLIST |  CBS_SORT | WS_TABSTOP ,  

    CNeatRect(14, 20, 120, 20),  

    p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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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InitContent(); 

   pctrl->SetCurSel(0); 

 

   //- CBS_SPINARROW_TOPBOTTOM： 箭头在内容的上下 

   //- CBS_SPINARROW_LEFTRIGHT：箭头在内容的左右 

   pctrl = new CMyComboBox; 

   pctrl->Create( CBS_SPINLIST |  CBS_SORT | WS_TABSTOP | 

CBS_SPINARROW_TOPBOTTOM,  

    CNeatRect(14, 50, 120, 40),  

    pwnd,  

    IDC_COMBO1+1, 

    WS_EX_TRANSPARENT 

    );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InitContent(); 

   pctrl->SetCurSel(0); 

 

   pctrl = new CMyComboBox; 

   pctrl->Create( CBS_SPINLIST |  CBS_SORT | WS_TABSTOP | 

CBS_SPINARROW_LEFTRIGHT,  

    CNeatRect(14, 100, 120, 20),  

    pwnd,  

    IDC_COMB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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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_EX_TRANSPARENT 

    ); 

   break; 

    

  case 4: 

   pctrl->Create( CBS_AUTOSPIN |  CBS_SORT | WS_TABSTOP | 

CBS_EDITNOBORDER | CBS_AUTOFOCUS ,  

    CNeatRect(50, 50, 40, 20),  

    pwnd,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 

   break; 

 

  case 5: 

   index = 0; 

   break; 

  } 

  pctrl->SetFocus(); 

  m_controls.Add(pctrl); 

 

  //初始化内容 

  pctrl->InitContent(); 

 

  //设置第三条内容为当前内容 

  pctrl->SetCurS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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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框获得焦点 

 } 

 else if (nChar==KEY_2) 

 { 

  // 利用资源模块创建 

  CMyComboBox* pctrl; 

 

  m_controls.Reset(); 

  //初始化界面 

  pwnd->InvalidateRect(NULL); 

  pctrl = new CMyComboBox;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COMBOBOX_ctrldata[0]); 

  pctrl->InitContent(); 

  pctrl->SetCurSel(1); 

  pctrl->SetFocus(); 

  m_controls.Add(pctrl); 

   

 

 } 

 else if (nChar==KEY_3) 

 { 

  // 利用对话框模板加载控件 

  CComboboxDemoDlg dlg(IDD_COMBOBOX,pwnd); 

  dlg.DoMod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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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ER_DEMO(demo,&helpinfo); 

显示效果截图： 

简单组合框 按键 1： 

 

下拉式组合框① 按键 1： 

 

下拉式组合框② 按键 1： 

 

旋钮组合框① 按键 1： 



 

 116 / 267 
http://www.nlscan.com 

 

旋钮组合框② 按键 1： 

 

组合框示例 按键 2： 

 

组合框示例 按键 3： 

 

9.6 编辑框 

编辑框为应用程序提供了接收用户输入和编辑文字的重要途径。相对前面提到的静态框、按

钮和列表框等控件来讲，编辑框的用途和行为方式比较单一。它在得到输入焦点时显示一个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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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插入符，以表明当前的编辑位置；用户键入的字符将插入到插入符所在位置。除此之外，编辑

框还提供了诸如删除、移动插入位置和选择文本等编辑功能。 

9.6.1 编辑框风格 

ES_UPPERCASE 可以使编辑框只显示大写字母 

ES_LOWERCASE 可以使编辑框只显示小写字母 

ES_NUMBER 可以使编辑框只处理数字 

ES_PASSWORD 编辑框用来输入密码，但用星号（*）显示输入的字符 

ES_READONLY 建立只读编辑框，用户不能修改编辑框中的内容，但插入符仍然可见 

ES_BASELINE 在编辑框文本下显示虚线 

ES_AUTOWRAP 用于多行编辑框，当文本超过控件边界时，将自动换行 

ES_LEFT 指定非多行编辑框的对齐风格，实现文本的左对齐风格 

ES_CENTER 指定非多行编辑框的对齐风格，实现文本的居中对齐风格 

ES_RIGHT 指定非多行编辑框的对齐风格，实现文本的右对齐风格 

ES_NOHIDESEL 编辑框在失去焦点时保持被选择文本的选中状态 

ES_AUTOSELECT 编辑框在得到焦点时自动选中所有的文本内容（仅针对单行编辑框） 

ES_TITLE 在编辑框的第一行显示指定的标题，只适用于多行编辑框控件 

ES_TIP 当编辑框的内容为空时，在其中显示相关的提示信息；只适用于单行编

辑框控件 

ES_MULTILINE 多行编辑框 

WS_HSCROLL 对多行编辑框水平滚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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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_VSCROLL 对多行编辑框垂直滚动条 

9.6.2 编辑框事件响应 

编辑框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EN_CLICKED CNeatWnd::OnEnClicked 编辑控件被鼠标左键点击 

EN_DBLCLK CNeatWnd::OnEnDblclk 编辑控件内鼠标双击 

EN_SETFOCUS CNeatWnd::OnEnSetfocus 编辑控件已经获得输入焦点 

EN_KILLFOCUS CNeatWnd::OnEnKillfocus 编辑控件已经失去输入焦点 

EN_CHANGE CNeatWnd::OnEnChange 编辑控件的内容已经改变 

EN_UPDATE CNeatWnd::OnEnUpdate 编辑控件内容发生改化 

EN_MAXTEXT CNeatWnd::OnEnMaxtext 
编辑控件在插入时超出了限定长

度 

EN_SELCHANGED CNeatWnd::OnEnSelchanged 编辑控件内容发生改化 

EN_CONTCHANGED CNeatWnd::OnEnContchanged 编辑控件的内容已经改变 

EN_ENTER CNeatWnd::OnEnEnter 用户在编辑框中按下了 Enter 键 

9.6.3 编程示例 

1、手动创建： 

在视图中直接创建 CNeatEdit 的对象，调用 Create 方法。 

2、利用资源创建： 

创建 CNeatEdit 的对象调用 LoadTemplate(CNeatWnd * parent, PCTRLDATA templ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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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wxString & res = NEATAPPNAME)函数。 

3、对话框创建： 

添加组合框只需将控件拖到模板上即可。 

 

右键点击控件，根据需要设置属性，下图只说明部分属性： 

 

部分示例代码：详见 demos\src\demo-edit.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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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demosView.h" 

#include "resource.h" 

 

// 利用对话框编辑器生成的控件资源 

extern CTRLDATA IDD_EDIT_ctrldata[]; 

 

// 建立一用户自己的控件类，用于属性及参数设置 

class CMyEdit : public CNeatEdit 

{ 

public: 

 void Init() {} 

}; 

 

// 建立一对话框类用于控件的数据及事件响应 

class CEditDemoDlg : public CNeatDialog 

{ 

public: 

 CEditDemoDlg(UINT id, CNeatWnd* parent); 

  

 // 对话框创建时调用 

 virtual int OnInitDialog(); 

 

 // 对话框确认退出前调用 

 virtual int On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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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 int OnKeyDown(UINT nChar,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public: 

 // 编辑框控件对象 

 CMyEdit m_edit1; 

 CMyEdit m_edit2; 

}; 

 

// 构造函数 

CEditDemoDlg::CEditDemoDlg(UINT id, CNeatWnd* parent) 

 : CNeatDialog(id,parent) 

{ 

} 

 

// 对话框初始化事件响应函数 

int CEditDemoDlg::OnInitDialog() 

{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 控件和控件类对象的关联 

 m_edit1.Attach(this,IDC_EDIT1); 

 m_edit2.Attach(this,IDC_EDIT2); 

 

 // 编辑框数据操作 

 m_edit1.Init(); 

 m_edit2.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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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1; 

} 

 

int CEditDemoDlg::OnKeyDown(UINT nChar,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 

 switch (nChar) 

 { 

 case KEY_DOT: 

  m_edit1.SetReadOnly( (m_edit1.GetStyle()&ES_READONLY) ? false: true ); 

  break; 

 } 

 return 0; 

} 

 

// 对话框确认退出的事件响应函数 

int CEditDemoDlg::OnOK() 

{ 

 wxString str = "edit1:\n"; 

 str += m_edit1.GetWindowText(); 

 str += "\n"; 

 str += "edit2:\n"; 

 str += m_edit2.GetWindowText(); 

 

 MessageBox( str, "NEAT edit demo" );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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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信息 

static DEMOHELPINFO helpinfo= 

{ 

 "编辑框演示", 

 "[1] 手动创建", 

 "[2] 利用资源", 

 "[3] 对话框方式", 

 "[F1] Help", 

 NULL 

}; 

// 编辑框示例调用入口 

static void demo(int nChar,CNeatWnd* pwnd) 

{ 

 static int lastchar = nChar; 

 if (nChar==SCANCODE_F8) 

 { 

  m_controls.Reset(); 

  disp_helpinfo(pwnd,&helpinfo); 

  return; 

 } 

 if (nChar==KEY_1 ) 

 { 

  //初始化控件数组 

  m_controls.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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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wnd->InvalidateRect(NULL); 

  static int index = 0; 

  // 手动建立 编辑框 控件   

  CMyEdit *pctrl  = new CMyEdit;   

/******************************************************************************** 

create 函数：参数： 

   1.dwstyle: 

    窗口风格 

   2.rect： 

    控件大小  

   3.pParentWnd：  

    父窗口  

   4.nID： 

    控件 ID 

*********************************************************************************/ 

  switch(index++) 

  { 

  case 0:    

   pctrl->Create(  WS_THINFRAME,  

    CNeatRect(14, 30, 120, 50),  

    pwnd,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pctrl->SetWindowText("编辑框");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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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1:    

   pctrl->Create(  WS_THINFRAME|ES_UPPERCASE,  

    CNeatRect(14, 30, 120, 50),  

    pwnd,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pctrl->SetWindowText("大写字母和数字"); 

   break; 

  case 2:    

   pctrl->Create(  WS_THINFRAME|ES_PASSWORD,  

    CNeatRect(14, 30, 120, 50),  

    pwnd,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pctrl->SetWindowText("星号（*）显示"); 

   break; 

  case 3: 

   pctrl->Create(  WS_THINFRAME|ES_READONLY,  

    CNeatRect(14, 30, 120, 50),  

    pwnd,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pctrl->SetWindowText("不能修改内容"); 

   break;   

  case 4: 

   pctrl->Create(  WS_THINFRAME|ES_BASELINE|ES_MULTI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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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eatRect(14, 30, 120, 50),  

    pwnd,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pctrl->SetWindowText("虚线"); 

   break; 

  default: 

  

 pctrl->Create(  WS_VSCROLL|WS_THINFRAME|ES_MULTILINE|WS_HSCROLL,  

    CNeatRect(14, 30, 120, 50),  

    pwnd,  

    IDC_COMBO1, 

    WS_EX_TRANSPARENT); 

   pctrl->SetWindowText("横向纵向滚动条------>\n1\n2\n3");    

   break; 

  } 

  if (index > 5) 

  { 

   index = 0; 

  }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SetFocus();  

 } 

 else if (nChar==KEY_2) 

 { 

  // 利用资源模块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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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eatControl* pctrl;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EDIT_ctrldata[0]);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EDIT_ctrldata[1]);   

  m_controls.Add(pctrl); 

 } 

 else if (nChar==KEY_3) 

 { 

  // 利用对话框模板加载控件 

  CEditDemoDlg dlg(IDD_EDIT,pwnd); 

  dlg.DoModal(); 

 } 

} 

 

 

 

REGISTER_DEMO(demo,&helpinfo); 

显示效果截图： 

编辑框示例 大写字母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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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框示例 星号（*）显示： 

 

编辑框示例 滚动条： 

 

编辑框示例 不能修改内容： 

 

编辑框示例 编辑框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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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进度条 

进度条通常用来为用户提示某项任务的完成进度，经常用于文件复制、软件安装等程序中。 

9.7.1 进度条风格 

进度条风格： 

PBS_NOTIFY 使用该风格的进度条控件会产生通知消 

PBS_VERTICAL 竖直显示进度条 

9.7.2 进度条事件响应 

进度条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PBN_REACHMAX CNeatWnd::OnPbnReachmax 已到达 大进度位置 

PBN_REACHMIN CNeatWnd::OnPbnReachmin 已到达 小进度位置 

9.7.3 编程示例 

1、手动创建： 

在视图中直接创建 CNeatProgressCtrl 的对象，调用 Create 方法。 

2、利用资源创建： 

创建 CNeatProgressCtrl 的对象调用 LoadTemplate(CNeatWnd * parent, PCTRLDATA 

templdata, const wxString & res = NEATAPPNAME)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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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话框创建： 

添加进度条只需将控件拖到模板上并根据需要设置属性。 

 

部分示例代码： 

详见 demos\src\demo-progressctrl.cpp 

 

#include "demosView.h" 

#include "resource.h" 

 

//帮组信息 

static DEMOHELPINFO helpinfo= 

{ 

 "进度条演示", 

 "[1] 手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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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利用资源模块创建", 

 "[3] 对话框方式",  

 "[F8] Help", 

 NULL 

}; 

 

// 进度条示例调用入口 

static void demo(int nChar,CNeatWnd* pwnd) 

{ 

 static int lastchar = nChar; 

 if (nChar==SCANCODE_F8) 

 { 

  m_controls.Reset(); 

  disp_helpinfo(pwnd,&helpinfo); 

  return; 

 } 

 if (nChar==KEY_1) 

 { 

  // 手动建立 进度条 控件 

  static int index =0; 

  

  CMyProgressCtrl* pctrl; 

  UINT exstyle = nChar==KEY_0 ? WS_EX_TRANSPARENT : 0; 

 

  if (nChar==KEY_1) 

   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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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pctrl = new CMyProgressCtrl; 

   pctrl->Create(WS_THINFRAME,CNeatRect(2, 10, 125, 

15),pwnd,IDC_PROGRESS1,exstyle); 

   pctrl->Init(100,5); 

   pctrl->SetPos(index*10); 

   pctrl->SetFocus();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 = new CMyProgressCtrl; 

   pctrl->Create(WS_THINFRAME | PBS_VERTICAL,CNeatRect(130, 16, 15, 

105),pwnd,IDC_PROGRESS1,exstyle); 

   pctrl->Init(100,5); 

   pctrl->SetPos(index*10); 

   pctrl->SetFocus(); 

   m_controls.Add(pctrl);   

   

   if (index > 9) 

   { 

    index = 0; 

   }   

 } 

 else if (nChar == KEY_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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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eatControl* pctrl;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PROGRESS_ctrldata[0]);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 = new CNeatStatic;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PROGRESS_ctrldata[1]);   

  m_controls.Add(pctrl);  

 

 } 

 else if (nChar==KEY_3) 

 { 

  // 利用对话框模板加载控件 

  CProgressDemoDlg dlg(IDD_PROGRESS,pwnd); 

  dlg.DoModal(); 

 } 

} 

 

REGISTER_DEMO(demo,&helpinfo); 

显示效果截图： 

进度条示例 按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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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条示例 按键 2： 

 

进度条示例 按键 3： 

 

9.8 滑块 

滑块通常用于调节亮度、音量等场合。在需要对某一范围的量值进行调节时，就可以使用滑

块控件。默认情况下，滑块是水平的。如果想要创建竖直的滑块，可指定 TBS_VERTICAL 风

格。 

9.8.1 滑块风格 

TBS_TIP 在滑块两端显示文字说明。具有这一风格时，滑块控件还将在控件的

中部显示当前刻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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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S_NOTICK 不显示刻度 

TBS_BORDER 风格可使滑块带有边框，该风格不常用 

9.8.2 滑块事件响应 

滑块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TBN_CHANGE CNeatWnd::OnTbnChange 滑块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TBN_REACHMAX CNeatWnd::OnTbnReachmax 已到达了上限 

TBN_REACHMIN CNeatWnd::OnTbnReachmin 已到达了下限 

9.8.3 编程实例 

1、手动创建： 

在视图中直接创建 CNeatSliderCtrl 的对象，调用 Create 方法。 

2、利用资源创建： 

创建 CNeatSliderCtrl 的对象调用 LoadTemplate(CNeatWnd * parent, PCTRLDATA 

templdata, const wxString & res = NEATAPPNAME)函数。 

3、对话框创建： 

添加滑块只需将控件拖到模板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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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控件允许切换焦点，需设置该控件的 Tabstop 属性为 TURE。 

 

部分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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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demos\src\demo-sliderctrl.cpp 

 

static DEMOHELPINFO helpinfo= 

{ 

 "滑块演示", 

 "[1] 手动创建", 

 "[2] 利用资源", 

 "[3] 对话框方式", 

 "[F1] Help", 

 NULL 

}; 

 

// 滑块示例调用入口 

static void demo(int nChar,CNeatWnd* pwnd) 

{ 

 if (nChar==SCANCODE_F8) 

 { 

  m_controls.Reset(); 

  disp_helpinfo(pwnd,&helpinfo); 

  return; 

 } 

 if (nChar==KEY_1) 

 { 

  // 手动建立 滑块 控件 

  CNeatSliderCtrl* p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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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控件数组 

  m_controls.Reset(); 

  //刷新窗口 

  pwnd->InvalidateRect(NULL); 

  pctrl = new CNeatSliderCtrl; 

/********************************************************************************** 

Create 函数： 

 参数： 

 1.dwStyle: 

  TBS_TIP 在滑块两端显示文字说明。具有这一风格时，滑块控件还将在控件的

中部显示当前刻度值。 

  TBS_NOTICK 不显示刻度。 

  TBS_BORDER 风格可使滑块带有边框，该风格不常用 

 2.rect:窗口大小 

 3.pParentWnd:父类 

 4.nID:资源 ID 

 5.dwExStyle:扩展风格 

************************************************************************************/ 

  pctrl->Create(TBS_BOTH | TBS_NOTICKS | WS_TABSTOP,  

     CNeatRect(6,18,94,30),  

     pwnd,  

     IDC_SLIDER1, 

     WS_EX_TRANSPARENT); 

  m_controls.Add(p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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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trl = new CNeatSliderCtrl; 

  pctrl->Create(TBS_AUTOTICKS | TBS_BOTH | WS_TABSTOP,  

     CNeatRect(6, 60, 94, 30),  

     pwnd,  

     IDC_SLIDER3 );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 = new CNeatSliderCtrl; 

  pctrl->Create(TBS_AUTOTICKS | TBS_BOTH | TBS_TOOLTIPS,  

     CNeatRect(6,114,114,30),  

     pwnd,  

     IDC_SLIDER4 );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 = new CNeatSliderCtrl; 

  pctrl->Create(TBS_VERT | TBS_BOTH | TBS_NOTICKS | WS_TABSTOP,  

     CNeatRect(114, 6, 22, 104),  

     pwnd,  

     IDC_SLIDER2 ); 

  m_controls.Add(pctrl); 

 } 

 else if (nChar==KEY_2) 

 { 

  // 利用资源模块创建 

  CNeatSliderCtrl* p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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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pctrl = new CNeatSliderCtrl;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SLIDERCTRL_ctrldata[0]); 

  pctrl->SetFocus();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 = new CNeatSliderCtrl;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SLIDERCTRL_ctrldata[1]); 

  pctrl->SetFocus();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 = new CNeatSliderCtrl;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SLIDERCTRL_ctrldata[2]); 

  pctrl->SetFocus(); 

  m_controls.Add(pctrl); 

 

  pctrl = new CNeatSliderCtrl;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SLIDERCTRL_ctrldata[3]); 

  pctrl->SetFocus(); 

  m_controls.Add(pctrl); 

 } 

 else if (nChar==KEY_3) 

 { 

  // 利用对话框模板加载控件 

  CSliderCtrlDemoDlg dlg(IDD_SLIDERCTRL,p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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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g.DoModal(); 

 } 

} 

 

 

 

REGISTER_DEMO(demo,&helpinfo); 

显示效果截图： 

滑块示例 按键 1： 

 

滑块示例 按键 2： 

 

滑块示例 按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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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旋钮 

旋钮控件使用户可以从一组预定义的值中进行选择。旋钮控件的界面包括上下两个箭头，用

户通过点击箭头进行滚动选择。 

9.9.1 旋钮风格 

SPS_AUTOSCROLL 该风格的旋钮控件可以自动判断旋钮控件目前的滚动状态，在滚动到

大值和 小值时分别把向上和向下箭头禁止掉（变灰） 

9.9.2 旋钮事件响应 

旋钮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SPN_REACHMAX CNeatWnd::OnSpnReachmax 旋钮控件在大于等于 大位置 

SPN_REACHMIN CNeatWnd::OnSpnReachmin 旋钮控件在小于等于 小位置 

9.9.3 编程示例 

1、手动创建： 

在视图中直接创建 CNeatSpinButtonCtrl 的对象，调用 Create 方法。 

2、利用资源创建： 

创建 CNeatSpinButtonCtrl 的对象调用 LoadTemplate(CNeatWnd * parent, 

PCTRLDATA templdata, const wxString & res = NEATAPPNAME)函数。 

3、对话框创建： 

添加旋钮只需将控件拖到模板上并根据需要设置属性。 

部分示例代码： 

详见 demos\src\demo-spinbox.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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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demosView.h" 

#include "resource.h" 

 

extern wxString pluginName; 

// 利用对话框编辑器生成的控件资源 

extern CTRLDATA IDD_SPINBOX_ctrldata[]; 

 

 

static DEMOHELPINFO helpinfo= 

{ 

 "列表框演示", 

 "[1] 手动创建", 

 "[2] 利用资源", 

 "[3] 对话框方式", 

 "[F1] Help", 

 NULL 

}; 

// 列表框示例调用入口 

static void demo(int nChar,CNeatWnd* pwnd) 

{ 

 static int lastchar; 

 

 if (nChar==SCANCODE_F8) 

 { 

  m_controls.Reset(); 

  disp_helpinfo(pwnd,&hel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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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 

 // 添加功能演示 

 if (nChar==KEY_1 ) 

 {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CNeatSpinButtonCtrl * pctrl = new CNeatSpinButtonCtrl; 

  pctrl->Create(SPS_AUTOSCROLL,CNeatRect(74,30,13,17),pwnd,0); 

  pctrl->SetRange(0,1); 

  pctrl->SetPos(0);  

  pctrl->SetEnableDown(); 

  pctrl->SetEnableUp(); 

  m_controls.Add(pctrl); 

  pwnd->InvalidateRect(NULL);  

  CNeatSpinButtonCtrl * pctrl1 = new CNeatSpinButtonCtrl; 

 

 pctrl1->Create(SPS_AUTOSCROLL|SPS_HORIZONTAL,CNeatRect(65,60,26,13),p

wnd,0); 

  pctrl1->SetRange(0,1); 

  pctrl1->SetPos(0);  

  pctrl1->SetEnableDown(); 

  pctrl1->SetEnableUp(); 

  m_controls.Add(pctrl1); 

  pctrl1->SetFoc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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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 (nChar==KEY_2) 

 { 

  m_controls.Reset(); 

  pwnd->InvalidateRect(NULL);  

  CNeatSpinButtonCtrl * pctrl = new CNeatSpinButtonCtrl; 

  pctrl->LoadTemplate(pwnd,&IDD_SPINBOX_ctrldata[0]); 

  m_controls.Add(pctrl); 

  CNeatSpinButtonCtrl * pctrl1 = new CNeatSpinButtonCtrl; 

  pctrl1->LoadTemplate(pwnd,&IDD_SPINBOX_ctrldata[1]); 

  m_controls.Add(pctrl1); 

  pctrl1->SetFocus(); 

  // 利用资源模块创建 

 } 

 else if (nChar==KEY_3) 

 {  

  CNeatDialog dlg(IDD_SPINBOX,pwnd); 

  dlg.DoModal(); 

  // 利用对话框模板加载控件   

 } 

} 

 

 

 

REGISTER_DEMO(demo,&helpinfo); 

显示效果截图： 

旋钮示例 按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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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钮示例 按键 2： 

 

旋钮示例 按键 3： 

 

9.10 列表视图框 

列表视图框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一组数据。对于那些拥有多个属性的数据，列表视图框是一个

不错的展示工具。用户可以单击表头中的某一属性，让框中数据根据该属性进行排序；也可以通

过拖动表头，来调整每一列的宽度。 

9.10.1 列表视图框事件响应 

列表视图框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LVN_ITEMRDOWN CNeatWnd::OnLvnItemdown 用户鼠标右键在列表项上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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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N_ITEMRUP CNeatWnd::OnLvnItemup 用户鼠标右键在列表项上抬起

LVN_HEADRDOWN CNeatWnd::OnLvnHeadrdown 用户鼠标右键在表头上按下 

LVN_HEADRUP CNeatWnd::OnLvnHeadrup 用户鼠标右键在表头上抬起 

LVN_KEYDOWN CNeatWnd::OnLvnKeydown 键按下 

LVN_ITEMDBCLK CNeatWnd::OnLvnItemdbclk 用户双击某个列表项 

LVN_ITEMCLK CNeatWnd::OnLvnItemclk 用户单击某个列表项（保留）

LVN_SELCHANGE CNeatWnd::OnLvnSelchange 当前选择的列表项改变 

9.11 月历 

月历控件提供一个类似月历的界面，方便用户设置日期。 

9.11.1 月历风格 

月历风格 备注 

MCS_CHN 以中文显示日期信息 

MCS_ENG_L 以英文显示日期信息 

MCS_ENG_S 以简写的英文格式显示 

9.11.2 月历事件响应 

月历事件 消息处理函数 备注 

MCN_DATECHANGE CNeatWnd::OnMcnDatechange 用户点击月历控件并造成当

前日期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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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资源及资源模板 

10.1 概述 

可视化设计可以极大地提高界面设计的效率。NEAT 使用 VC 的资源编辑工具进行资源的编

辑和界面的可视化设计，包括图标位图编辑、菜单设计、对话框设计等。在完成所有的资源设计

编辑工作之后，NEAT的资源编译工具neatrg将根据VC资源文件(.rc文件)生成可以真正被NEAT

程序利用的资源模板文件——res.cpp。 

对于使用 NEAT 工程模板生成出的工程，在完成所有的资源编辑和设计后，你只要直接编译

当前工程，就可以在 res.cpp 中看到生成的代码了。 

对于不是使用 NEAT 工程模板创建的工程，你需要手动配置一下“预生成事件”，以便 VC

在编译前自动使用 neatrg 工具生成资源模板文件——res.cpp。工程编译后，你还需要手动把生

成的 res.cpp 添加到当前工程中来。“预生成事件”的配置见下图： 

 

10.2 图标 

CNeatIcon 是图标的封装类。 

10.2.1 直接加载并绘制图标 

1. 添加图标资源：向当前工程的资源文件中添加图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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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载图标：使用 CNeatWnd 类的方法 LoadIcon，根据资源 ID 或文件名，进行资源的加

载。使用这种方法加载的图标资源不需要自己释放，窗口退出的时候将自动释放图标资源。

LoadIcon 将返回一个 CNeatIcon 的指针。 

3. 绘制图标：使用 CNeatDC 类的方法 DrawIcon，进行图标的绘制。 

以下代码演示在某个自定义窗口类的成员方法中加载并绘制图标 

/*使用当前窗口对象的 LoadIcon 方法，通过资源 ID 加载图标。*/ 

CNeatIcon* m_pChargingIcon = LoadIcon(IDI_ICON21); 

 

CNeatClientDC dc(this); 

CNeatRect m_chargingIconRect(26, 1, 16, 16); 

 

/* DrawIcon 的第二个参数需要使用图标句柄， 

通过 CNeatIcon 的 GetHICON 方法获得。 

*/ 

dc.DrawIcon(&m_chargingIconRect, m_pChargingIcon->GetHICON()); 

10.3 对话框 

CNeatDialog 实现对话框功能的类封装，所有模态对话框的实现要从这个类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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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对话框的可视化设计 

1、 向当前项目的资源文件中添加一个对话框。 

2、 调整对话框的大小。在 PT80 模拟器中，对话框大小调整至 80x80，将绘制出一个占满

屏幕的对话框。 

3、 调整对话框的属性。“Caption”项写上对话框的标题。“ID”项写上自己需要的 ID，

ID 将在加载对话框时用到。“Font（Size）”项选择“宋体（12）”。其他项目保持默认。 

4、 向对话框上放置需要的控件，并调整控件属性。 

5、 保存资源文件。 

注意，NEAT 只是使用 VS 的可视化工具进行界面设计。所有控件的响应代码将由用户在后

续编程过程中手动添加。因此，在使用可视化工具设计界面的过程中，请不要试图按 MFC 的方

式（比如，双击控件）来添加控件响应代码。 

关于如何在程序中使用上述步骤设计出的对话框界面，请参见 8.4 节“对话框示例”。 

10.4 菜单 

在NEAT中，主要通过CNeatMenu ,CNeatMenuView 来实现菜单的功能，其中CNeatMenu

是菜单的封装类，在这个类里实现了菜单的创建、加载，菜单项的添加、插入、删除，弹出式菜

单的显示等功能。CNeatMenuView 是一个视图类，它实现了一个基于菜单的视图，可用于菜单

的显示和操作。 

10.4.1 菜单的创建和加载 

从资源中加载。 

1、 利用 VC 的资源编辑器进行菜单资源的编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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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程序中可以用 CNeatMenu::LoadMenu(unsigned nIDResource) 来加载对应的菜单

资源。例如： 

#include "resource.h" 

CNeatMenu menu; 

menu.LoadMenu( IDR_MENU ); 

利用资源模板。 

1、 利用 VC 的资源编辑器进行菜单资源的编辑。 

2、 利用 CNeatMenu::LoadMenuIndirect(MENUITEM_TEMPL* lpMenuTemplate) 从

资源模板中加载一个菜单。例如： 

/* menu_IDR_MENU 定义在资源模板文件 res.cpp 中*/ 

extern MENUITEM_TEMPL menu_IDR_MENU[]; 

 

CNeatMenu menu; 

menu.LoadMenuIndirect(menu_IDR_MENU ); 

动态创建。 

可以利用 CNeatMenu::AddMenuItem，CNeatMenu::InsertMenuItem，

CNeatMenu::DeleteMenuItem 来动态创建一个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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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菜单 

CNeatMenu menu; 

//设置标题 

menu.SetText( "POPUP" ); 

//添加菜单项 

menu.AddMenuItem( "item1", 100 ); 

menu.AddMenuItem( "item2", 101 ); 

menu.AddMenuItem( "item3", 101 ); 

menu.AddMenuItem( "item4", 101 ); 

10.4.2 菜单的显示和操作 

使用弹出式菜单。 

利用 CNeatMenu::TrackPopupMenu 来显示一弹出式菜单。 

CNeatMenu menu; 

menu.SetText( "POPUP" ); 

menu.AddMenuItem( "item1", 100 ); 

menu.AddMenuItem( "item2", 101 ); 

menu.AddMenuItem( "item3", 101 ); 

menu.AddMenuItem( "item4", 101 ); 

menu.TrackPopupMenu(0,20,40,pwnd); 

弹出式菜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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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菜单视图。 

示例代码： 

CNeatMenuView menuview; 

CNeatMenu menu; 

 

// 创建一菜单视图窗口 

menuview.Create("",WS_CAPTION|WS_VISIBLE,0,0,160,160,pwnd,WS_EX_NOCLOSE

BOX); 

 

// 加载菜单资源 

menu.LoadMenu(IDR_MENU); 

// 设置菜单视图关联的菜单 

menuview.SetMenu( &menu ); 

menuview.Invalidate(); 

菜单视图-文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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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 CNeatMenuView::SetDispMode 函数进行设置，显示九宫格式的图标菜单。 

菜单视图-图标模式： 

 

第11章 编写国际化程序 

11.1 国际化简介 

随着国内 IT 企业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舞台，不同国家的用户使用不同语言，甚至同

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也使用不同的语系（比如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使用简体中文和繁体中

文），当面对世界如此复杂的语言环境，我们产品的软件如何简单、轻松、高效地实现软件国际

化是整个软件开发阶段的一个关键问题。NEAT 平台利用 wxWidgets 的国际化解决方案能够轻

松解决软件国际化问题，帮助开发团队可大大地缩短国际化开发周期和难度。NEAT 平台一个主

要的特点之一是“跨平台”，即我们可在熟悉的 Windows 平台下结合 Visual Studio 2005 和 

NEAT 开发插件工具轻松实现软件国际化。 

11.2 如何实现国际化 

当我们的软件要实现国际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翻译软件，需要为应用程序中的每一个

字符串针对每一种可能用到的语言准备一个翻译字符串。NEAT 是通过 wxwidgets 的 wxLocale

来提供语言翻译支持的，wxLocale 类来加载某个分类条目（即：某个字符串分类翻译文件，我

们下面会介绍的 MO 文件）来实现的，而且它自己也已经被完整的支持了很多种语言。这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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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许和你以前用过的字符串表的方式不太一样，字符串表的方式是给程序中的每个字符串一个

标识符，然后通过切换不同的字符串表来实现翻译的。而分类条目则是通过把字符串按照某一种

分类进行翻译的作法，根据不同的语言选择不同的分类条目。如果没有指定分类条目，源代码中

的字符串将被显示在用户界面的菜单或者按钮等控件上。 

wxWidgets 提供的国际化语言支持和 GNU 的 gettext 工具包非常的相似。 wxWidgets 使用

的分类条目机制和 gettext 的分类条目机制是二进制兼容的，意味着你可以使用所有的 gettext 

工具。并且在运行时不需要别的任何附加的库支持因为 wxWidgets 内部实现了对条目文件的读

取。 

在程序开发过程中，你需要 gettext 工具包来操作分类条目。有两种类型的消息分类条目文

件，一种是源文件，它是文本格式文件，扩展名为“.po”（一般是给专业翻译人员使用），另

外一种是二进制分类条目文件，它是通过分类条目源文件使用 gettext 工具包中的工具 msgfmt

创建的,扩展名是“.mo”。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只需要二进制的分类条目文件。针对每一种你想

要支持的语言，你都需要单独提供种分类条目文件。 

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应用软件中字符串翻译步骤： 

1、 在应用软件的源代码中，将需要翻译的字符串常量使用 wxGettranslation 宏或者它的简

短替代品_()宏括起来。对于那些不需要翻译的字符串，也请使用 wxT()或者等价的_T()宏括起来，

以便其可以实现 Unicode 兼容，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建议。  

2、 在源代码中标识为需要翻译的字符串（用_()宏括起来的字符串）整理到一个 .po 文件

中。当然，这个步骤不需要使用手工去完成，手工完成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体现不出计算机高效

的生产力，可以使用 gettext 工具包中的 xgettext 工具，然后使用"-k"参数指定翻译的宏（如：

_()宏），即可自动从源代码中抽取出需要翻译的字符串条目 .po 文件。 

3、 将整理好的.po 文件中的字符串翻译为你希望使用的那种语言的字符串，每种语言对应

一个.po 文件，并且要指定这种语言使用的编码方式。 xgettext 的命令行如下所示： 

xgettext –k_ myapp.cpp  

4、 将翻译好的.po 文件编译为二进制的.mo 文件。这要用到一个工具叫做 msgfmt，使用

msgfmt 的命令行如下所示： 

msgfmt -o myapp.mo myapp.po 

5、 在源代码中设置合适的 locale 参数以便它使用对应的分类条目。 

使用 wxLo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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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Locale 封装了所有和本地化相关的设置，类似于 C 语言中的 locale 的概念。通常你在你

的应用程序类中定义一个 wxLocale 类型的成员，比如说:m_locale，然后在你的应用程序的 OnInit

函数中，象下面这样初始化这个变量： 

if (m_locale.Init(wxLANGUAGE_DEFAULT, 

                    wxLOCALE_LOAD_DEFAULT | wxLOCALE_CONV_ENCODING))

{ 

    m_locale.AddCatalog(wxT("myapp")); 

} 

注意 wxLocale::Init 函数将会查找 wxstd.mo 文件，这个文件代表 wxWidgets 自己的翻译分

类条目。参数 wxLANGUAGE_DEFAULT 指定使用系统默认的语言，你也可以通过使用对应的

wxLANGUAGE_xxx 宏来强制指定某种特定的语言。 

当 wxLocale 加载一个翻译条目的时候，这个条目被自动从它自己的编码转换成系统当前使

用的编码，这是 wxLocale 的默认行为，如果你不希望使用这个行为，你可以在调用 wxLocale::Init

时不传递 wxLOCALE_CONV_ENCODING 标记。 

wxWidgets 在哪些目录里寻找对应的.mo 文件呢?对于任何一个待查目录<DIR>，它的查找

范围包括下面的这些目录： 

<DIR>/<LANG>/LC_MESSAGES 

<DIR>/<LANG> 

<DIR> 

 

到底哪些目录是待查目录，依系统的不同各不相同： 

在所有的平台上，LC_PATH 环境变量指定的目录将成为待查目录。 

在 Unix 或 Mac OS X 上，wxWidgets 的安装路径将成为待查目录，另外还有/share/locale，

/usr/share/locale，/usr/lib/locale，/usr/locale /share/locale 以及当前目录。 

在 Windows 平台上，应用程序所在的目录也将成为待查目录。 

还可以通过函数 wxLocale::AddCatalogLookupPathPrefix 增加待查目录，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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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String resDir = GetAppDir() + wxFILE_SEP_PATH + wxT("resources"); 

m_locale.AddCatalogLookupPathPrefix(resDir); 

// 假设 resDir 是 c:\MyApp\resources, 假设当前使用法语, 

// AddCatalog 将查找的待查目录除了前面介绍的所有待查目录外, 

// 还将额外查找下面的路径: 

// 

// c:\MyApp\resources\fr\LC_MESSAGES\myapp.mo 

// c:\MyApp\resources\fr\myapp.mo 

// c:\MyApp\resources\myapp.mo 

m_locale.AddCatalog(wxT("myapp")); 

通常在发行应用程序的时候,应该为每个语言创建一个子目录，目录名称使用代码某种区域的

标准的国际化名称，然后在其中放置对应的 <appname>.mo。比如，wxWidgets 自带的 internat

例子程序将 ISO639 格式编码的法语和德语翻译文件分别放置在 fr 和 de 目录中。 

11.3 使用 NEAT 平台开发国际化应用程序 

11.3.1 环境准备 

1、使用 NEAT 平台开发应用程序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安装 NEAT 工具安装包，具体这部分

内容请参考第二章 NEAT 工具安装。 

2、安装 gettext 工具： 

为了方便使用 gettext 工具，NEAT 安装包中已包含 gettext 工具安装包，它包括有 xgettext 

和 msgfmt 等工具，通常安装目录在 D:\NEAT\gettext。 

11.3.2 使用 NEAT 国际化插件 

* 需要修改 

当软件开发人员需要翻译源代码中的字符串时，点击 NEAT 插件工具条的“国际化按钮”后，

在当前工程目录下生成一个“PO”目录，同时这个目录里会生成文本分类条目文件和二进制分类

条目文件，分别为 *.po 和 *.mo 文件。如果点击 NEAT 插件工具条的“国际化按钮”后没有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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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上述两个分类条目文件，可能的原因是没有配置 gettext 工具的安装目录，这时我们需要打

开工程目录下的 NEATCompile.ini 配置文件，加上如下一行配置参数： 

PO_BIN=D:/NEAT/gettext/bin/ 

如果后续源代码中有新编写的翻译字符串，再次点击 NEAT 插件工具条的“国际化按钮”将

追加到旧的 po 文件，而保留原来已有翻译分类条目。 

11.3.3 编程实例 

本节将给出一个实例演示前面介绍的内容，它将实例中界面对话框中相关字符串内容做英文

翻译切换，下拉框进行中英文语言选择，界面的文字将相应发生改变。实例代码目录

NEAT-DEMO\Internat。 

英文版： 

 

中文版： 

 

这个例子的应用程序类包含一个指向 wxLocale 类型的指针和一个函数 SelectLanguage 用

来更改当前的语言。主要的声明和实现如下： 

#include "internatDlg.h" 

#include "resource.h" 

#include "wx/in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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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ternatDlg::CInternatDlg(unsigned dlgid,CNeatWnd* parent) 

: CNeatDialog(dlgid,parent) 

{ 

} 

 

// 对话框初始化函数 

int CInternatDlg::OnInitDialog() 

{ 

 // 建立按钮对象和按钮控件的关联 

 wxSetEnv(_T("LC_ALL"), "zh_CN.GB2312"); 

 m_locale = NULL; 

 

 m_langCombo.Attach(GetDlgItem(IDC_INTERNAT_COMBO)); 

 m_dispStatic.Attach(GetDlgItem(IDC_DISP_INTERNAT)); 

 

 SelectLanguage(wxLANGUAGE_ENGLISH); 

 SetupStrings(); 

 m_langCombo.SetCurSel(0); 

 

 return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 

 

int CInternatDlg::OnCbnSelendok(UINT nID,HWND hwnd) 

{ 

 int sel = m_langCombo.GetCur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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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0 == sel) 

  SelectLanguage(wxLANGUAGE_ENGLISH_US); 

 else 

  SelectLanguage(wxLANGUAGE_CHINESE_SIMPLIFIED); 

 

 SetupStrings(); 

 

 if(sel>=0) 

  m_langCombo.SetCurSel(sel); 

 

 return 0; 

} 

 

 

void CInternatDlg::SelectLanguage(int lang) 

{ 

 if(m_locale!=NULL) 

  delete m_locale; 

 

 wxInitializer initializer; 

 if ( !initializer ) 

 { 

  return ; 

 } 

 

 wxSetEnv(_T("LC_ALL"), "zh_CN.GB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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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_locale = new 

wxLocale(lang);//wxLANGUAGE_CHINESE_SIMPLIFIED,wxLANGUAGE_ENGLISH 

 

 wxString slocale = m_locale->GetLocale(); 

 wxString sysname = m_locale->GetSysName(); 

 wxString canname = m_locale->GetCanonicalName(); 

 fprintf(stderr,"slocale:%s\n",slocale.c_str()); 

 fprintf(stderr,"sysname:%s\n",sysname.c_str()); 

 fprintf(stderr,"canname:%s\n",canname.c_str()); 

 

 wxString encodename = wxLocale::GetSystemEncodingName(); 

 fprintf(stderr,"encodingname:%s\n",encodename.c_str()); 

 

 wxLocale::AddCatalogLookupPathPrefix(wxT(".")); 

 m_locale->AddCatalog(wxT("internat")); 

} 

 

 

void CInternatDlg::SetupStrings() 

{ 

 m_langCombo.ResetContent(); 

 m_langCombo.InsertString(0,_("English")); 

 m_langCombo.InsertString(1,_("Chinese")); 

 

 

 m_s = _("He returned to his native land of homes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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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_dispStatic.SetWindowText(m_s); 

 

 this->SetWindowText(_("Internat")); 

} 

（注：完整实例请参考 NEAT 目录下 NEAT-DEMO/Internat。） 

SelectLanguage() 方法改变中英文语言。 

SetupStrings()方法设置控件窗口文本字符串，用于演示更改语言后相关字符串的翻译变化。 

本代码翻译的字符串常量使用_()宏括起来。使用 xgettext 提取*.cpp 文件中的带”_()”字符串

常量生成一个中间翻译文件*.po，命令行如下： 

xgettext -k_ *.cpp -o internat.po 

打开 PO/internat.po 文件有如下一句： “Content-Type: text/plain; charset=CHARSET”。 

这句的参数配置很重要，决定了翻译条目字符串的编码。如果 internat.po 文件编码方式为

UTF-8、GB2312，那么将 charset 属性指定为 UTF-8、GB2312。也可以将 charset 属性设置为

CHARSET，表示无效编码，那么程序运行时查找到翻译条目字串，不做任何编码转换，直接返

回给程序。 

这里简要说明一下_(str)宏的翻译过程原理： 

1. 根据 locale 和 szDomain 的设置寻找对应 mo 文件； 

   if 没找到 then 返回 str; else goto 2； 

2. 以 str 串为 id 找相应的翻译串； 

   if 没找到 then 返回 str; else goto 3； 

3. 把翻译串从 编码 1 转化成 编码 2； 

   if 转换成功 then 返回经编码转换后的翻译串；else 返回原文； 

当然了进行编码转换的前提是目标系统已安装编码转换库，程序才知道如何从一种编码转换

到另一种编码（Linux 下编码库一般在/usr/lib/gconv 目录）。 

编码 1：由 mo 文件的属性 charset 决定。 

编码 2：由 locale 决定，如：zh_CN.GB2312 决定编码 2 为 GB2312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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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翻译人员将*.po 文件的字符串条目翻译为指定语言（如：中文）后，使用 msgfmt 命令可

生成*.mo 文件，命令行如下： 

msgfmt -o internatdemo.mo internatdemo.po 

根据代码中添加的预搜索目录， 

wxLocale::AddCatalogLookupPathPrefix(wxT(".")); 

m_locale->AddCatalog(wxT("internat"));  

将生成后*.mo 文件放置在/usr/share/locale（windows 环境下 d:\NEAT）的“zh_CN”目录。

将实例生成的插件 libinternat.so 下载到目标机器，即可演示中英文程序版本切换。 

另一种生成翻译条目文件PO和MO文件的方法是使用Visual Studio 2005 的NEAT 工具条

的国际化功能，步骤如下： 

1、用 Visual Studio 2005 打开需要国际化的软件代码工程。 

2、点击 NEAT 工具条“国际化”按钮，在工程文件夹中将会生成一个 PO 目录，里面将生

成两个文件，一个 PO 文件，另一个 MO 文件，且以工程名为文件名。 

3、打开 PO 文件，进行条目翻译，且修改“Content-Type: text/plain; charset=CHARSET”

中的“ CHARSET”为 GB2312 或者 UTF8 等，这个根据 PO 文件的实际编码方式填写。 

如果程序员编写后续代码，再次点击“国际化”按钮，则将会合并 PO 文件的翻译条目，之

前已翻译的条目保留。 

11.4 小结 

本章介绍了如何用 NEAT 编写国际化的程序，即如何让应用程序在不同国家语言之间实现切

换，进行软件国际化工作时，让开发人员和翻译人员可以独立分工。本章提供相关例子程序，帮

助开发人员编写国际化代码。关于编写国际化程序的完整实例请参考 NEAT 目录下 

NEAT-DEMO/Internat 演示程序。 

第12章 编写多线程程序 

12.1 多线程简介 

线程基本上来说是你的应用程序中一条单独的执行路径。有些地方把线程成为轻量级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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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是线程和进程有着一个 本质的区别，那就是：进程是在不同的地址空间运行的，而同一

个进程内的所有的线程都在同一个地址空间运行。当然这样的好处是，同一个进程的线程互相访

问公共的数据是非常方便的，不过这也造成了另外一个经常犯错误的地方，就是很一个数据很容

易被多个线程同时访问，造成不可知的后果，因此强烈推荐对于这些数据的访问，必须小心的使

用用于同步变量访问的变量，比如信号量和关键区域。  

如果使用的当，多线程编程可以简化应用程序的体系结构，并且将用户界面和其后面的真实

世界分割开来。注意这通常不会让你的应用程序运行的更快，除非你有多个处理器，但是用户界

面通常会变得更灵敏。 

NEAT(NEAT 使用 wxBase 提供的线程类)既提供了线程的支持，也提供了信号量和带条件的关

键区域的支持。其线程 API 主要参考的是 pthread(POSIX 线程)模型，不过某些 API 采用了不同

的名字，而另外一些 API 则吸收了部分 Win32 线程 API 的灵感。  

这些类使得编写多线程的程序变得简单，并且还提供了相对于本地线程API更多的错误检查。

尽管如此，多线程编程仍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于大型的项目尤其如此。因此，在考虑编

写新的多线程程序或者在旧的代码中加入多线程之前，仔细的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采取可选的替

代方案来实现同样的功能，是一件很值得一做的事情。在有些情况下，线程是唯一 优的选择，

比如对于一个 FTP 服务器来说，为每一个新的连接创建一个线程，但是，如果只是增加一个线程

来为某个长时间的运算显示一个进度条来说，这种线程的时候就有点过犹不及了。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将计算任何放在系统空闲的时候进行，并且周期性更新用户界面就可以了。 

12.2 如何使用 wxThread 线程类 

如果要在代码中使用线程，首先要实现一个 wxThread 的派生类，并且至少要重载其虚函数

Entry，这个函数包含了线程要做的主要的工作。比如我们想要用一个单独的线程来计算圆周率，

下面是派生类的声明： 

class PIThread : public wxThread 

{ 

public: 

 PIThread (double *pi){m_pi=pi;} 

 // 线程从这里开始执行 

 virtual void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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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线程退出时该函数被调用，线程退出的情况包括：线程被正常终止， 

//或者使用 Delete()停止（不包括用 Kill()） 

 virtual void OnExit();  

public: 

 double m_pi; 

private: 

 }; 

 

Entry 函数用来进行计算工作并且返回一个返回值(对于联合线程(即将介绍)，Wait 函数将返

回这个值)，下面是我们的 Entry 函数：  

void * PIThread::Entry() 

{ 

 //使用简单级数公式计算圆周率 

 int i=1,s=1; 

 double d = 0; 

 while(i<=300000000) 

 { 

  d+= s*1/(double)(2*i-1); 

  s*=-1; 

  i++; 

 }  

 *m_pi=4*d; 

 return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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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的创建：  

线程的创建分为两步，首先产生一个线程的实例，然后调用线程的 Create 函数： 

PIThread *thread = new PIThread (&m_pi); 

if ( thread->Create() != wxTHREAD_NO_ERROR ) 

{ 

    wxLogError(wxT("Can't create thread!")); 

} 

有两种不同的线程，一种线程你在启动之后就可以忘记它的存在，而另外一种，你需要等待

它返回一个结果。前者我们称为分离线程，后者称为联合线程。 线程的类型是通过调用 wxThread

的构造函数时传递的参数是 wxTHREAD_DETACHED 还是 wxThrEAD_JOINABLE 来决定的，

联合线程的返回值是由对其成员函数 Wait 的调用返回的，而对于分离线程，不可以调用 Wait 函

数。  

你不必把所有的线程都创建为联合线程，因为联合线程有它不方便的地方，你必须调用联合

线程的 Wait 函数来等待联合线程结束，否则系统为这个线程分配的所有的资源将不会被释放，

并且你还需要自己删除这个线程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只能使用一次)。而分离线程则具有"点火以后

就忘掉"的特性，你只需要启动它，它将自己自己中止和释放。  

当然，这也意味者分离线程必须在堆上创建，因为它将在结束的时候调用 delte(this)。联合

线程既可以在栈上创建也可以在堆上创建，不同通常也都是在堆上创建的。不要创建全局的线程

对象，因为他们将在他们的构造函数执行的时候分配内存，这将导致内存检测系统出现一些问题。  

指定栈大小：  

你可以在调用线程的 Create 函数的时候指定它的栈大小，默认的 0 代表使用操作系统默认

的大小。  

指定优先级：  

某些操作系统允许应用程序自己提供一个线程的优先级(时间片的大小)，你可以通过

wxThread::SetPriority 函数来达到这个目的。优先级的数值在 0 到 100 之间，0 为 低优先级而

100 为 高优先级，不过 好使用预定义的宏 wxTHREAD_MIN_PRIORITY， 

wxTHREAD_DEFAULT_PRIORITY 和 wxTHREAD_MAX_ PRIORITY，他们的值分别为 0，50

和 100。SetPriority 函数应该在调用 Create 之后，调用 Run 函数之前被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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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线程：  

调用 Create 函数以后，线程还没有开始运行，还需要调用 wxThread::Run 函数来启动线程，

这个函数将会调用自定义的 Entry 函数。  

怎样暂停线程以等待一个外部条件：  

如果线程需要等待某些事情发生，你应该避免直接使用查询和什么事都不做这样的循环，这

会让你的程序"忙于等待"，白白浪费 CPU 的时间。  

如果你需要等待几秒钟，你可以使用 wxThread::Sleep 函数。  

如果你正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你应该使用一种调用来阻止当前线程执行直到你收到事情已

经发生的通知。例如，如果你在线程中使用了 socket，你应该阻塞在 socket 的系统调用上，直

至 socket 收到数据，这就不会白白浪费 CPU 了，或者如果你正在等待一个联合线程使用的数据，

你可以调用 Wait 其函数来阻塞自己。  

有时候你可能会想用线程的 Pause 和 Resume 函数来临时将你的线程置入睡眠状态，但是

这样做有两个问题，首先，暂停机制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支持，有些系统(尤其是 POSIX 标准的系

统)的 Pause 是模拟的，线程必须调用 TestDestroy 并且在这个函数返回 True 的时候立刻中断自

己的运行。第二个问题是，调用 Pause 的线程有时候很难回复正常运行，因为这使得操作系统可

能在任何时候中止你的线程的运行，如果你的线程正在锁定一个信号量，很可能来不及释放这个

信号量导致出现死锁。  

因此，使用 Pause 和 Resume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你应该尽可能使用信号量或者关键

区域(参见下一小节)来重新设计你的代码。  

线程中止： 

正如前面我们谈到的那样，分离线程是自动结束和释放自己的。而对于联合线程，你可以简

单的调用 wxThread::Wait 函数。或者在一个 GUI 程序中，你可以在系统空闲事件处理函数中调

用 wxThread::IsAlive 函数，然后仅在 IsAlive 返回 False 的时候调用 Wait 函数。Wait 函数是释

放联合线程资源的唯一的方法。  

你可以调用 wxThread::Delete 来请求删除一个线程，不过要让它工作正常，你需要在你的线

程中周期性的调用 TestDestroy 函数。  

12.3 线程同步对象 

在几乎所有的线程使用中，数据都是几个线程共享的。当有两个或以上的线程试图访问同一

个数据的时候，无论这个数据是一个对象还是一个资源，这种访问都应该被同步，以避免数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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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刻被超过 1 个线程访问或者修改。因为应用程序中充满了所谓的不变量，比如，对于一个

链表来说，我们总认为它的第一个元素是有效的，每个元素都指向它的下一个元素， 后的一个

元素是空指针。但是在对链表进行插入新元素操作的时候，有一小段时间间隔，这个所谓不变量

是被打破的。这时候假如有两个线程同时在使用这个链表，如果没有进行数据同步的动作，就会

出现不可知的问题。因此你必须保证，在你插入元素这一小段时间间隔内，没有别的线程在访问

同样的数据。 

12.3.1 wxMutex 

这个名字来源于 mutual exclusion(共有的互斥量)，它是 简单的一种数据同步手段。它可

以保证同一个时刻只有一个线程在访问某一部分数据。要获取数据的访问权，线程必须调用

wxMutex::Lock 函数，这将阻塞当前线程的执行直到它所请求的数据已经不再有任何别的线程使

用。而在它开始使用这个数据以后，别的线程对 wxMutex::Lock 的调用同样将被阻塞，直至当

前使用的线程调用 wxMutex::Unlock 函数释放它所使用的资源。尽管你可以直接使用 wxMutex

的 Lock 和 Unlock 函数，我们还是推荐你使用 wxMutexLocker 类来使用 wxMutex，这将确保你

不会忘记在 Lock 以后调用 Unlock 函数(译者注:你可以想像假如你忘了 Unlock 的后果，呵呵)，

因为这两个函数被隐藏在 wxMutexLocker 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中，因此，即使发生了异常，

wxMutexLocker 类仍然会在自己被释放的时候进行 Unlock。 

下面的代码中,我们确信 MyApp 有一个 wxMutex 类型的变量 m_mutex：  

void MyApp::DoSomething() 

{ 

    wxMutexLocker lock(m_mutex); 

    if (lock.IsOk()) 

    { 

        ... do something  

    } 

    else 

    { 

        ...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 acquire the mutex, fatal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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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使用互斥量有三个重要的规则：  

1、线程不可以锁定已经被锁定的互斥量(不允许互斥量递归)。 尽管有些系统允许你这样做，

但这是不可移植的（构造互斥量对象可用 wxMUTEX_RECURSIVE 指定互斥量递归）。  

2、线程不允许解锁别的线程锁定的互斥量。 如果你需要这个功能，参考我们马上会讲到的

信号量机制。  

3、如果你的线程即使无法锁定互斥量也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你应该先使用

wxMutex::TryLock 函数判断是否可以锁定。这个函数是立即返回的，返回值为可以锁定

(wxMUTEX_NO_ERROR)或者不可锁定(wxMUTEX_DEAD_LOCK 或 wxMUTEX_BUSY)。 这

在主线程中尤其有用，因为主线程(GUI 线程)是不可以被阻塞的，否则它将不能响应任何用户的

输入。 

死锁：  

如果两个线程在互相等待对方已经锁定的互斥量，我们称之为发生了死锁。举例来说，假如

线程 A 已经锁定了互斥量 1，线程 B 已经锁定了互斥量 2，线程 A 正等待锁定互斥量 2，而线程

B 正等待锁定互斥量 1，那么，他们两个人将无限期的等待下去，在某些系统上，如果出现这种

情况，Lock 或者 Unlock 或者 TryLock 函数将返回错误码 wxMUTEX_DEAD_LOCK，但是在另

外一些系统上，除非你把整个程序杀死，否则他们将一直等下去。 

解决死锁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1、修改顺序。一个一致的互斥量锁定顺序将减少死锁发生的概率。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

线程 A 和线程 B 都要求先锁定互斥量 1 再锁定互斥量 2，则死锁将不会发生。  

2、使用 TryLock。 在成功锁定第一个互斥量以后，在后续的互斥量锁定之前都使用 TryLock

函数判断，如果 TryLock 返回失败，解锁第一个然后重新开始锁定第一个。 这种方法系统开销

较大，但是如果修改顺序的方法有明显的缺陷或者导致你的代码乱七八糟，你可以考虑使用这种

方法。 

12.3.2 wxCriticalSection 

关键区域用来保证某一段代码在某一个时刻只被一个线程执行，而前面介绍的互斥量则用来

保证互斥量在某一个时刻只被一个线程锁定。他们之间是非常相似的，除了在某些系统上，互斥

量是系统范围内的变量而关键区域只在本应用程序范围内有效。在这样的系统上，使用关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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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会比使用互斥量高一点点。也因为这些细微的差别，他们的一些术语也略有不同，互斥量

称为锁定(或者装载)和解锁(或者卸载)，而关键区域称为进入或者离开。  

关键区域也有对应的 wxCriticalSectionLocker 对象，出于和 wxMutexLocker 同样的原因，

你应该尽量使用它而不要直接使用 wxCriticalSection 的函数。 

12.3.3 wxCondition 

所谓条件变量 wxCondition，是用来指示共享数据的某些条件已经满足。比如，你可以使用

它来指示一个消息队列已经有数据到来。而共享数据本身(在这里指的这个消息队列)通常还需要

另外使用一个互斥量来保护。  

你可以通过锁定互斥量，检测队列有无数据，然后释放信号量这样的循环来进行消息队列数

据的处理，不过如果队列里一直没有数据，这样的作法也太浪费了，时间全部浪费在锁定和解锁

互斥量上面了。象这种情况， 好是使用条件变量，这样消息处理线程就可以被阻塞直到等到别

的线程把事件放入事件队列以后发出通知事件。  

多个线程可能都在等待同一个条件，这时你可以选择唤醒一个线程还是唤醒多个线程，唤醒

一个线程的函数是 Signal，唤醒所有正在等待的线程的函数是 Broadcast。如果有多个条件都是

由同一个 wxCondition 通知的，你必须使用 Broadcast 函数，否则可能某个线程被唤醒了但是却

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它的条件还没有满足，而另外的可以满足条件的那个线程却无法唤醒了。  

wxCondition 使用举例：  

我们来假设一下我们有两个线程：  

一个是生产线程，它负责产生 10 个元素并且将其放入队列，然后发送队列满信号并且在继

续填充元素之前等待队列空信号。  

一个是消费线程，它在收到队列满信号的时候移除队列中所有的元素。  

我们需要一个互斥量 m_mutex，用来保护整个队列和两个条件变量:m_isFull 和 m_isEmpty。

这个互斥量被传递给两个条件变量的构造函数作为参数。另外你需要总是显示判断条件是否满

足，然后再开始等待通知，因为可能在你还没有开始等待之前，已经有一个信号通知了，由于你

还没有等待，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我们来看看生产线程的 Entry 函数的伪代码： 

while ( notDo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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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MutexLocker lock(m_mutex) ; 

   while( m_queue.GetCount() > 0 ) 

   { 

      m_isEmpty.Wait() ; 

   } 

   for ( int i = 0 ; i < 10 ; ++i ) 

   { 

      m_queue.Append( wxString::Format(wxT("Element %d"),i) ) ; 

   } 

   m_isFull.Signal(); 

} 

 

消费线程： 

while ( notDone ) 

{ 

   wxMutexLocker lock(m_mutex) ; 

   while( m_queue.GetCount() == 0 ) 

   { 

      m_isFull.Wait() ; 

   } 

   for ( int i = queue.GetCount() ; i > 0 ; i ) 

   { 

      m_queue.RemoveAt( i ) ; 

   } 

   m_isEmpty.Sig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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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 函数首先 Unlock 其内部的互斥量，然后等待条件被通知。当它被通知唤醒时，会首

先再次锁定内部的信号量，因此数据同步时非常严格满足的。  

另外，在 Wait 函数被唤醒之后再次检测条件是否满足也是必要的，因为在信号被发送和线

程被唤醒之间可能发生某些事情，导致条件又一次不满足了；另外，系统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假

的信号导致 Wait 函数返回。  

Signal 可能在 Wait 之前发生，正象 pthread 中的那样，这时这个信号会丢失。因此如果

你想要确定你没有错过任何信号，你必须保证和条件变量绑定的互斥量在 开始就处于锁定状

态，并且在你调用 Signal 函数之前再次尝试锁定它，这意味着对 Signal 的调用将被阻塞直到另

外一个线程调用了 Wait 函数。 

OK，上面的这段话读起来比较费劲，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主线程创建了一

个工作线程，工作线程的 Signal 函数直到主线程调用了 Wait 以后才能被调用： 

class MySignallingThread : public wxThread 

{ 

public: 

    MySignallingThread(wxMutex *mutex, wxCondition *condition) 

    { 

        m_mutex = mutex; 

        m_condition = condition; 

        Create(); 

    } 

    virtual ExitCode Entry() 

    { 

        ... do our job ... 

        // 告诉其它线程我们马上就要退出了. 

        // 我们必须先锁定信号量,这个动作会阻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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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到主线程调用了 Wait 

        wxMutexLocker lock(m_mutex); 

        m_condition.Broadcast(); // 我们只有一个线程在等待,所以等同于 Signal() 

        return 0; 

    } 

private: 

    wxCondition *m_condition; 

    wxMutex *m_mutex; 

}; 

void TestThread() 

{ 

    wxMutex mutex; 

    wxCondition condition(mutex); 

    // 互斥量应该先出于锁定状态 

    mutex.Lock(); 

    // 先创建和运行工作线程,注意这个线程不能退出 

    // 除非我们解锁了互斥量 

    MySignallingThread *thread = 

        new MySignallingThread(&mutex, &condition); 

    thread->Run(); 

    // Wait 工作线程退出,Wait 函数将自动解锁和它绑定的互斥量 

    // 因此工作线程可以继续直至发出 Signal 并且终至自己. 

    condition.Wait(); 

    // 我们收到了 Signal 就可以退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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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wxSemaphore 

信号量(wxSemaphore)可以通俗的看成一个互斥量和一个记数器的结合，它和记数器 大的

不同在于信号量的值可以被任何线程更改，而不仅仅是拥有它的那个线程。所以你也可以把信号

量看作是一个没有主人的记数器。 如果一个线程调用信号量的 Wait 函数，这个调用将阻塞，除

非记数器当前为一个正数，然后 Wait 函数将记数器减一，然后返回。而对 Post 函数的调用则将

增加记数器的值然后返回。  

信号量可以在其构造函数中指定一个记数器的 大值，默认为 0 表明 大值没有限制，如果

你给定了一个 大值，而 Post 函数的调用使得当前的记数器超过了这个 大值，你将会得到一

个 wxSEMA_OVERFLOW 错误。让我们再回到前面说的用信号量实现特殊互斥的描述：  

一个可以被不同的线程锁定和解锁的互斥量可以通过一个记数器 大值为 1 的信号量实现，

互斥量的Lock函数等同于信号量的Wait函数而互斥量的Unlock函数等同于信号量的Post函数。  

前一个线程调用 Lock(Wait)发现是一个整数值，于是减一，然后立即继续。  

第二个线程调用 Lock 发现是零，将必须等待某个线程(不一定是前一个线程)调用

Unlock(Post)。  

12.4 编程实例 

本实例演示前面介绍的线程和同步对象相关知识，包括 wxThread 线程类派生，以及多个

线程对共享资源操作时的同步。 

实现目标： 

主线程创建一个线程数组维护所有创建的子线程，每个新创建的子线程对同一个 ListBox 控

件文本输出本线程信息，主线程退出之前必须等待所有子线程的退出通知。 

相关知识： 

线程数组和 ListBox 控件文本输出需要用到同步对象，主线程和子线程通讯需要用到信号量

对象。 

主要示例代码： 

#include "mythrea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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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threadDlg.h" 

 

MyThread::MyThread(CThreadDlg *pdlg) 

: wxThread() 

{ 

 m_dlg = pdlg; 

 

} 

 

void MyThread::WriteText(const wxString& text) 

{ 

 

 wxString msg; 

 

 //线程更新对话框控制界面时，必须确保只有一个线程在操作。 

 msg << text; 

 

 wxMutexLocker lock(m_dlg->m_mutex); 

 m_dlg->WriteText(msg); 

} 

 

void MyThread::OnExit() 

{ 

 wxCriticalSectionLocker locker(m_dlg->m_critsect); 

 

 wxArrayThread& threads =m_dlg->m_th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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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ads.Remove(this); 

 

 if ( threads.IsEmpty()) 

 { 

  //发送信号通知主线程已无线程运行了，如果主线程在等待中 

  if ( m_dlg->m_waitingUntilAllDone ) 

  { 

   m_dlg->m_waitingUntilAllDone = false; 

   m_dlg->m_semAllDone.Post(); 

  } 

 } 

} 

 

void *MyThread::Entry() 

{ 

 

 wxString text; 

  

 text.Printf(_T("Thread started")); 

 WriteText(text); 

 

 for (int i = 0; i < 10; i++ ) 

 { 

  if ( TestDestroy()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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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Printf(wxT("[%d] Thread 0x%lx"), i, GetId()); 

  WriteText(text); 

 

  wxThread::Sleep(2000); 

 } 

 

 text.Printf(_T("Thread 0x%lx finished."), GetId()); 

 WriteText(text); 

 

 return NULL; 

} 

 

#include "threadDlg.h" 

#include "resource.h" 

#include "mythread.h" 

 

CThreadDlg::CThreadDlg(unsigned dlgid,CNeatWnd* parent) 

: CNeatDialog(dlgid,parent) 

{ 

} 

 

CThreadDlg::~CThreadDlg() 

{ 

 wxThread *pthread; 

 this->m_critsect.Enter(); 

 



 

 178 / 267 
http://www.nlscan.com 

 size_t count = this->m_threads.GetCount(); 

 

 if(count > 0) 

 { 

  this->m_waitingUntilAllDone = true; 

 

  while(!m_threads.IsEmpty()) 

  { 

   pthread = m_threads.Last(); 

 

   m_critsect.Leave(); 

   pthread->Delete(); 

   m_critsect.Enter(); 

  } 

 } 

 m_critsect.Leave(); 

 

 if(count) 

 { 

  //等待所有的线程真正结束 

  this->m_semAllDone.Wait(); 

 } 

} 

 

// 对话框初始化函数 

int CThreadDlg::OnInitDialog() 



 

 179 / 267 
http://www.nlscan.com 

{ 

 wxInitialize(0, NULL); 

 

 m_msglist.Attach(GetDlgItem(IDC_LIST1)); 

 m_startbtn.Attach(GetDlgItem(IDC_BUTTON)); 

 m_stopbtn.Attach(GetDlgItem(IDC_BUTTON1)); 

 m_resumebtn.Attach(GetDlgItem(IDC_BUTTON2)); 

 

 

 m_startbtn.SetWindowText(_T("Start")); 

 m_stopbtn.SetWindowText(_T("Pause")); 

 m_resumebtn.SetWindowText(_T("Resume")); 

 

 m_waitingUntilAllDone = false; 

 

 return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 

 

MyThread *CThreadDlg::CreateThread() 

{ 

 MyThread *thread = new MyThread(this); 

 

 if ( thread->Create() != wxTHREAD_NO_ERROR ) 

 { 

  wxLogError(wxT("Can't create thr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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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m_threads.Add(thread); 

 

 return thread; 

} 

 

 

 

int CThreadDlg::OnBnClicked (UINT nID, HWND hwnd) 

{ 

 wxCriticalSectionLocker enter(m_critsect); 

 

 if(IDC_BUTTON == nID) 

 { 

  MyThread *thread = CreateThread(); 

 

  if ( thread->Run() != wxTHREAD_NO_ERROR ) 

  { 

   //m_threadbtn.EnableWindow(true); 

   //wxLogError(wxT("Can't start thread!")); 

  } 

 } 

 else if(IDC_BUTTON1 == nID) 

 { 

 

  int n = m_threads.Coun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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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 n >= 0 && !m_threads[n]->IsRunning() ) 

   n--; 

   

  if(n>=0) 

  { 

   m_threads[n]->Pause(); 

  } 

 

 } 

 else if(IDC_BUTTON2 == nID) 

 { 

  // resume first suspended thread 

  size_t n = 0, count = m_threads.Count(); 

  while ( n < count && !m_threads[n]->IsPaused() ) 

   n++; 

 

  if ( n != count ) 

  {    

   m_threads[n]->Resume(); 

  }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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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ThreadDlg::OnCommand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f(wParam == WM_MYTHREADOK) 

 { 

  //m_threadbtn.EnableWindow(true); 

 } 

 

 return CNeatDialog::OnCommand(wParam,lParam);  

} 

完整实例请参考 NEAT 目录下 DEMO/thread。 

12.5 小结 

本章介绍了有关线程类 wxThreadt 和多线程同步对象的基本概念，以及一些简单用法。关

于 wxThread 和线程同步对象的完整实例请参考 NEAT 目录下 DEMO/thread 演示程序实例。 

第13章 网络编程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讨论在 NEAT 中集成了 wxSocket 类，并且描述了它和 C 语言中的 socket

层的关系。为了使 wxSocket 有和 NEAT 相同的消息响应机制，NEAT 在 wxSocket 的基础上进

行部分改造，并提供了相对应的 CNeatSocket 类，在这里我们也会对 NEAT 下的 Socket 类及

使用进行说明。 

13.1 使用 wxSocket 编程 

socket 是一个数据传输的管道，socket 并不关心它正在传输什么类型的数据，也不关心数据

从何而来，或者说要到哪里去，它的任务就是把数据从 A 点传输到 B 点。每次你访问 web，收

发 email，登录你的即时消息帐号等等时候，你都在使用着 socket。socket 可以被用来在任何支

持 socket 的设备之间建立连接，包括连接一台电脑和一台数据采集器设备 (只要它支持 socket)。 

socket 编程的 API 初是 BSD unix 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其起源的单一，这个 API 变成了一

种标准。所有现代的操作系统都会实现一个 socket 层来提供按照 TCP 或者 UDP 协议通过网络

向外发送数据。使用 wxSocket，你可以安全的从一台设备向另外一台设备发送任何数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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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本的 socket 操作是非常简单的，在 Windows，Linux 平台上也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每

个平台在实现 socket 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必须针对某个特定的平台作一些适配。基

于事件的 socket 操作在各个平台上的差异就更为突出，这使得在各个平台上使用这种机制都成

为一个挑战。而 NEAT 则使用 wxSocket 类屏蔽了这些差别，从而使得制作基于事件的跨平台的

socket 程序变得相对容易。 

13.2 Socket 类和功能概览 

socket 操作的核心类是 wxSocketBase ，它提供了类似发送和接收数据、关闭连接、错误

报告等功能。创建一个监听 socket 或者连接到一个 socket 服务器，你需要分别使用

wxSocketServer 和 wxSocketClient 。虚类 wxSocketBase 和它的一些子类比如

wxIPV4address 让你可以指定特定的远端地址和端口。 后 wxSocketInputStream 和 

wxSocketOutputStream 等这些流对象让你以流的方式处理 socket 上的数据移动和传输。关于

流操作的更多内容参见“文件和流操作”。 

NEAT 将在需要的时候通过事件通知你需要对某个 socket 进行操作了。通过这种方式，数据

的接收是放在后台的，你仅需要在有数据到来的时候处理它，它将不会阻塞你的 GUI 界面，也没

有基于每个线程一个 socket 的实现的那种复杂性。 

本章我们通过一个完整的例子来介绍 wxSocket 的这两种使用方法以及使用到的那些

wxSocket 类的 API。虽然仅仅是一个例子，但是例子中的代码都可以作为正式的代码来使用。 

13.3 Socket 及其基本处理介绍 

让我们直接开始一个基于事件的 socket 客户机和服务器的例子，作为对 NEAT 中 socket 编

程的介绍。代码是相当直观的，只需要你有一点 基础的 socket 编程的背景。为了简洁起见，

所有GUI操作的部分将被省略，我们只关注那些Socket有关的函数。完整的代码可以在examples

目录中找到。例子中用到的 socket API 都附有详细的使用手册。 

这个例子程序的功能是很简单的，服务器监听连接请求，当有客户端建立连接的时候，服务

器首先从 socket 上接收 10 个字符，然后再把这 10 个字符发送回去，相应的客户端在建立连接

以后先发送 10 个字符，然后等待接收 10 个响应字符。在例子中，这 10 个字符写死为

“0123456789”。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程序运行的样子如下图所示： 

13.3.1 客户端的代码 

下面列出了客户端的关键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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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demo\sockets\client\。 

#include "ClientDlg.h" 

#include "resource.h" 

 

CClientDlg::CClientDlg(unsigned dlgid,CNeatWnd* parent) 

: CNeatDialog(dlgid,parent) 

{ 

 m_sock = NULL; 

} 

 

// 对话框初始化函数 

int CClientDlg::OnInitDialog() 

{ 

 // 建立按钮对象和按钮控件的关联 

 m_ConnectButton.Attach(this,IDC_CONNECT); 

 m_DisconnectButton.Attach(this,IDC_DISCONNECT); 

 m_SendData.Attach(this,IDC_SENTDATA); 

 m_LogList.Attach(this,IDC_LOGLIST); 

 

 m_ConnectButton.EnableWindow(true); 

 m_DisconnectButton.EnableWindow(false); 

 m_SendData.EnableWindow(false); 

 return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 

 

// 按钮按下消息处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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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ClientDlg::OnBnClicked(UINT nID,HWND hwnd) 

{ 

 switch (nID) 

 { 

  // 连接按钮按下 

 case IDC_CONNECT: 

  { 

   // 创建一个 CNeatSocketClient 对象 

   // 注意：如果要想实现 SOCKET 的消息响应机制，必须使用

CNeatSocketClient 来建立对象， 

   //   而不是用 wxSocketClient. 

   if (m_sock==NULL) 

    m_sock = new CNeatSocketClient(); 

 

   // 使用 IsConnected 来判断 SOCK 是否已经链接上。 

   if (m_sock->IsConnected()==false) 

   { 

    // 使用 wxIPV4address 设置要连接的服务器的参数(端口及 IP 地

址) 

    wxIPV4address addr; 

    addr.Service(5000); 

    addr.Hostname("192.168.2.232"); 

 

    // 建立 SOCK 和 特定窗口的绑定，绑定后 SOCk 相关的消息将

发送到这个窗口 

    // 和 SOCK 相关消息及对应的消息响应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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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SG_SOCKCONNECTION OnSockConnection SOCK 连

接上事件\n 

    // MSG_SOCKLOST   OnSockLost   SOCK 断

开事件\n 

    // MSG_SOCKINPUT  OnSockInput   SOCK 上有数

据进来事件\n 

    // MSG_SOCKOUTPUT  OnSockOutput  SOCK 上

有数据输出事件(比较少用到)\n 

    m_sock->Attach(this); 

 

    // 使用 Connect 函数去连接服务器 

    // 注意：主要这里设置 Connect 的第二个参数为 false, 表示采用

非阻塞模式， 

    //   函数调用将立即返回，连接的结果将以消息的方式通知

给与该 SOCKET 进行 

    //   绑定的窗口。 

    m_sock->Connect(addr, false);    

 

    // 测试对话框的一些按钮的设置 

    m_ConnectButton.EnableWindow(false); 

    m_DisconnectButton.EnableWindow(true); 

    m_SendData.EnableWindow(true); 

   } 

  } 

  break; 

 

  // 断开按钮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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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IDC_DISCONNECT: 

  { 

   if (m_sock && m_sock->IsConnected()) 

   { 

    // 调用 Close 来断开 SOCKET. 

    m_sock->Close(); 

    delete m_sock; 

    m_sock = NULL;   

    m_LogList.AddString( "Disconnect" ); 

    m_LogList.SetCurSel(m_LogList.GetCount()-1); 

    m_ConnectButton.EnableWindow(true); 

    m_DisconnectButton.EnableWindow(false); 

    m_SendData.EnableWindow(false); 

   } 

  } 

  break; 

 

  // 发送按钮按下 

 case IDC_SENTDATA: 

  { 

   int len; 

   wxString buf1; 

   unsigned char c = 0xBE; 

 

   // 调用 Write 来发送数据。 

   m_sock->Write(&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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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1 = _("Test string !"); 

   len  = buf1.Length()+1; 

 

   m_sock->Write(&len, 1); 

   m_sock->Write(buf1, len); 

 

  } 

  break; 

 } 

 return 0; 

} 

 

// SOCKET 连接上消息处理函数，当 SOCKET 连接上服务器时调用。 

int CClientDlg::OnSockConnection(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m_LogList.AddString( "Connect ok!" ); 

 m_LogList.SetCurSel(m_LogList.GetCount()-1); 

 return 0; 

} 

 

// SOCKET 有数据进来时的消息处理函数。 

// wParam 为对应的 SOCKET 对象 

int CClientDlg::OnSockInput(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char buff[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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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SocketBase* sock = (wxSocketBase*)wParam; 

 

 // 调用 Read 读取数据，调用 LastCount 获得实际读取的数据长度。 

 sock->Read(buff,sizeof(buff)); 

 int len = sock->LastCount(); 

 buff[len] = 0; 

 m_LogList.AddString( buff ); 

 m_LogList.SetCurSel(m_LogList.GetCount()-1);  

 return 0; 

} 

 

 

// SOCKET 有数据输出时的消息处理函数。(保留) 

int CClientDlg::OnSockOutput(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return 0; 

} 

 

// socket 端口消息处理函数。 

int CClientDlg::OnSockLost(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wxSocketBase* sock = (wxSocketBase*)wParam; 

 sock->Close(); 

 /*m_LogList.AddString( "Disconnect"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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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示例图： 

 

13.3.2 服务器端代码  

下面列出了服务器端的代码： 

详见 demo\sockets\server\。 

#include "serverDlg.h" 

#include "resource.h" 

 

CServerDlg::CServerDlg(unsigned dlgid,CNeatWnd* parent) 

: CNeatDialog(dlgid,parent) 

{ 

 m_server = NULL; 

 m_step = 0; 

} 

 

CServerDlg::~CServerDlg() 

{ 

 if (m_server) 

  delete m_ser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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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框初始化函数 

int CServerDlg::OnInitDialog() 

{ 

 // 建立对象和控件的关联 

 m_List.Attach(this,IDC_LIST); 

 

 // 使用 wxIPV4address 设置要 SOCKET 要绑定监听的端口及 IP 地址。 

 wxIPV4address addr;  

 addr.Hostname("192.168.2.232"); 

 if (addr.Service(2345)) 

 { 

  printf("correct port\n"); 

 }  

  

 // 使用 CNeatSocketServer 创建一 SOCKET，该 SOCKET 将做为 Server 使用， 

 // 在构造函数里将完成绑定动作，并开始进入监听(默认采用非阻塞模式), 

 // 所以调用会马上返回。 

 m_server = new CNeatSocketServer(addr); 

 if (m_server == NULL) 

 { 

  printf("socket fail\n"); 

 } 

  

 // 建立 SOCKET 和窗口的绑定，后续 m_server 相关的 SOCKET 消息会发送到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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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_server->Attach(this); 

 

 // 使用 Ok() 查看 server 是否真正进入监听状态。 

 if (!m_server->Ok()) 

 { 

  MessageBox("网络监听失败"); 

 } 

 m_busy = false; 

 m_numClients = 0;  

 

 return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 

 

 

// 连接事件响应，表示有 client 连接进来。 

int CServerDlg::OnSockConnection(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 创建一个 SOCKET 对象，用于保存连接进来的 client. 

 CNeatSocket *sock = new CNeatSocket; 

 

 // 建立此 socet 和当前窗口的绑定。 

 sock->Attach(this); 

 

 // 使用 Accept 来接受一个 client 的连接请求。 

 if (m_server->Accept(false,sock)==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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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 "failed\n" ); 

 } 

 else 

 { 

  m_step = 1; 

  m_numClients++; 

  m_List.AddString( "Socket Connect" ); 

  m_List.SetCurSel(m_List.GetCount()-1); 

 } 

 

 return 0; 

} 

 

// SOCKET 数据进来事件的消息处理函数。 

// wParam 为对应的 SOCKET 对象。 

int CServerDlg::OnSockInput(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unsigned char c; 

 wxSocketBase *sock = (wxSocketBase*)wParam; 

 

 //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sock->Read(&c, 1); 

 m_List.AddString( "Socket Input" ); 

 

 // 根据这个数据内容，进入不同的测试。 

 switc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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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se 0xBE: Test1(sock); break; 

 case 0xCE: Test2(sock); break; 

 case 0xDE: Test3(sock); break; 

 default: 

  ; 

 } 

 m_List.SetCurSel(m_List.GetCount()-1); 

 m_step = 2; 

 return 0; 

} 

 

// SOCKET 断开事件的消息处理函数。 

// wParam 为对应的 SOCKET 对象。 

int CServerDlg::OnSockLost(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wxSocketBase *sock = (wxSocketBase*)wParam; 

 // 销毁 socket,在这个函数里面自动释放此 socket 对象。 

 sock->Destroy(); 

 

 m_List.AddString( "Socket Lost" ); 

 m_List.SetCurSel(m_List.GetCount()-1); 

 m_numClients--; 

 m_step = 0;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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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试 1 

void CServerDlg::Test1(wxSocketBase *sock) 

{ 

 // 设置 socket,使它使用阻塞模式。 

 wxSocketFlags flag = sock->GetFlags(); 

 sock->SetFlags(wxSOCKET_WAITALL); 

 

 unsigned char len; 

 char *buf; 

 

 //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表示后续的数据长度。 

 sock->Read(&len, 1); 

 buf = new char[len]; 

 

 // 读取相应长度的数据。 

 // 由于前面设置了 阻塞模式，所以这个 Read 函数会一直阻塞在这里， 

 // 直到读到指定长度的数据，或错误发生。 

 sock->Read(buf, len); 

 

 // 将读到的数据回写给 client。 

 sock->Write(buf, len); 

 delete[] buf; 

 

 // 回复之前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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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k->SetFlags(flag); 

} 

 

void CServerDlg::Test2(wxSocketBase *sock) 

{ 

#define MAX_MSG_SIZE 10000 

 

 wxString s; 

 wxChar *buf = new wxChar[MAX_MSG_SIZE]; 

 wxUint32 len; 

 

 

 // We don't need to set flags because ReadMsg and WriteMsg 

 // are not affected by them anyway. 

 

 // Read the message 

 len = sock->ReadMsg(buf, MAX_MSG_SIZE * sizeof(wxChar)).LastCount(); 

 s.Printf(_("Client says: %s\n"), buf); 

 

 // Write it back 

 sock->WriteMsg(buf, len); 

 delete[] buf; 

 

#undef MAX_MSG_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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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CServerDlg::Test3(wxSocketBase *sock) 

{ 

 unsigned char len; 

 char *buf; 

 

 // This test is similar to the first one, but the len is 

 // expressed in kbytes - this tests large data transfers. 

 

 sock->SetFlags(wxSOCKET_WAITALL); 

 

 // Read the size 

 sock->Read(&len, 1); 

 buf = new char[len * 1024]; 

 

 // Read the data 

 sock->Read(buf, len * 1024); 

 

 // Write it back 

 sock->Write(buf, len * 1024); 

 delete[] buf; 

} 

服务端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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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连接服务器  

这一小段我们来解释一下怎样创建一个客户端 Socket 并且用它连接某个 Server。 

Socket 地址：所有的 socket 地址相关的类都是基于虚类 wxSockAddress，它提供了基于

socket 标准的所有地址相关的参数和操作。而 wxIPV4address 类则具体实现了当前应用 广泛

的标准国际地址方案 IPV4。wxIPV6address 类是用来提供 IPv6 支持的，不过它的功能实现的并

不完整，等到 IPv6 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那天,这个类当然会相应的变得完整。 

注意：如果地址使用的是一个长整型，那么它期待的是网络序排列方式，它返回的长整型地

址也总是网络序排列方式，网络序是对应的是 Big endian(Intel 和 AMD 的 x86 体系使用的是 little 

endian，而 Apple 的系统使用的是 big endian)。你可以使用字节序转换宏

wxINT32_SWAP_ON_LE 来进行平台无关的字节续转换，这个宏只在使用 little endian 的平台上

才进行相应的转换工作，如下所示： 

IPV4addr.Hostname(wxINT32_SWAP_ON_LE(longAddress)); 

Hostname 可以采用的参数包括一个 wxString 类型的字符串(比如 www.widgets.org)或者一

个长整型的 IP 地址(前面已经提到过，采用 big endian)。如果没有任何参数，则 Hostname 返回

当前主机的主机名。 

Service 用来设置远端端口，你可以指定一个 wxString 类型的已知服务名或者直接指定一个

short 类型的整数，如果不带任何参数，Service 返回当前指定的远端端口。 

IPAddress 函数返回一个十进制的以点分割的 wxString 类型的远端 ip 地址。 

AnyAddress 将地址设置为本机的任何 IP 地址，相当于将地址设置为 INADDR_ANY。 

13.3.4 Socket 客户端 

wxSocketClient 继承自 wxSocketBase 并且同时继承了所有的通用 Socket 操作函数。新增

的少数几个函数主要用来发起和建立远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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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函数采用一个 wxSockAddress 参数以便知道要连接的远端地址和端口。正如前面

提到的那样，你应该使用类似 wxIPV4address 这样的地址而不能直接使用 wxSockAddress。第

二个参数是一个 bool 类型，默认为 true，指示是否应该等连接建立再返回。如果这个函数在主

线程中运行，所有的 GUI 都将冻结直至这个函数返回。 

WaitOnConnect 用来在 Connect 被以 false 作为第二个参数调用以后(不阻塞)调用。第一个

参数指示要等待的秒数，第二个参数则用来指示毫秒数。无论连接函数成功还是失败，这个函数

都将返回成功，只有当连接函数返回超时的时候，这个函数才会返回失败。如果第一个参数是 -1，

则代表使用默认的超时时长，通常是 10 分钟。也可以使用 SetTimeout 函数修改默认的超时时长。 

13.3.5 Socket 事件  

所有的 Socket 事件都是使用同一个事件映射宏 EVT_SOCKET 指定的。 

EVT_SOCKET(identifier, function)宏将标识符为 identifier 的事件发送给指定的函数处理。

处理函数的参数类型为 wxSocketEvent。 

wxSocketEvent 事件非常简单，内部存储了事件的标识符和对应的 wxSocket 对象指针。这

可以避免自己保存 socket 指针的麻烦。 

13.3.6 Socket 事件类型  

下表列出了 GetSocketEvent 函数可能返回的事件类型： 

wxSOCKET_INPUT 指示 socket 上有数据可以接收。无论是 socket 数据缓存原本没

有数据，新收到了数据，还是说原本就有数据，只是用户还没有

读完，都将产生这个事件。 

wxSOCKET_OUTPUT 这个事件通常在 socket 的 Connect 函数第一次连接成功，或者说

Accept 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 Socket 的时候产生，并且通常是产

生在 socket 的写操作失败，缓冲区的数据又从无到有的时候。 

wxSOCKET_CONNECTION 

 

对于客户端来说，用来只是 Connect 动作已经成功了，对于服务

端来说，指示新接受了一个 Socket。 

wxSOCKET_LOST 用来指示接收数据时针对 socket 的关闭操作。这通常意味着对端

已经关闭了 socket，这个事件在连接失败的时候也有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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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 wxSocketEvent 的主要成员函数  

GetSocket 返回指向产生这个事件的 wxSocketBase 对象的指针。 

GetSocketEvent 返回对应的上表列出的事件类型。 

13.3.8 使用 Socket 事件  

要处理 socket 事件，你需要首先指定一个事件处理器，并且指定你想要处理的事件类型。

wxSocketBase 支持的各种事件宏，你可以在上面的服务器端例子中监听 socket 创建以后的代码

中看到。需要注意的是，对 Socket 事件的设置仅对当前的 socket 起作用，如果你希望监听别的

socket 的相关事件，你需要对那个 socket 再次设置监听事件。 

SetEventHandler 函数将某个事件标识符和相应的事件处理器关联起来，事件标识符必须和

事件处理器对应的事件表中指定的标识符相对应。 

SetNotify 用来设置想要监听的事件，它的参数是一个 bit 为列表，比如

wxSOCKET_INPUT_FLAG | wxSOCKET_LOST_FLAG将监听有数据到来以及 socket被关闭事

件。 

Notify 使用一个 bool 类型的参数，来指示你是否想或者不想收到当前指定的事件，它的作用

是让你在 SetNotify 之后可以不带事件指示来打开或者关闭事件监听。 

13.3.9 Socket 状态和错误提醒  

在讨论数据发送和接收之前，我们先来描述一下 socket 状态和 socket 的错误提醒，以便我

们在讨论数据接收的时候可以引用他们。 

Close 函数关闭 socket，禁止随后的任何数据传输，并且会通知对端 socket 已经被关闭。注

意可能在关闭之前已经缓存了一些 socket 事件，因此在 socket 被关闭之后你可能还要准备好处

理可能缓存的 socket 事件。 

Destroy 函数应该代替针对 socket 的 delete 操作，原因和 Window 对象类似，有可能队列

中仍然有针对这个 socket 的事件，因此在系统事件队列处理完以后再释放这个 socket 是一个安

全的作法，Destroy 函数正是提供了这个功能。 

Error 函数返回 True 如果上次的 socket 操作遇到某种错误。 

GetPeer 返回一个 wxSockAddress 引用，它包含当前 socket 的对端信息比如 IP 地址和端

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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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onnected 返回是否这个 socket 已经成功连接。 

LastCount 返回 近一次读写操作成功进行的字节数。 

LastError 返回 近一次的错误码，注意如果操作成功，并不会更新 近一次的错误码，因

此你需要使用 Error 函数来判断 近一次操作是否成功，socket 所支持的错误码如下表所示： 

wxSOCKET_INVOP 非法操作，比如使用了非法的地址类型。 

wxSOCKET_IOERR I/O 错误，比如无法创建和初始化 socket。 

wxSOCKET_INVADDR 不正确的地址，比如试图连接空地址或者不完整的地址。 

wxSOCKET_INVSOCK socket 使用方法不正确或者尚未初始化。 

wxSOCKET_NOHOST 指定的地址不存在。 

wxSOCKET_INVPORT 无效端口。 

wxSOCKET_WOULDBLOCK socket 被指示为非阻塞 socket，但是操作将导致阻塞 (参见

socket 模式的讨论)。 

wxSOCKET_TIMEDOUT  socket 操作超时。 

wxSOCKET_MEMERR socket 操作时内存分配失败。 

Ok 返回 True 的条件是：客户端 Socket 必须已经和 Server 建立连接或者服务端 Socket 已

经成功绑定了本地地址并且开始监听客户端连接。 

SetTimeout 指定阻塞式访问的超时时长，默认为 10 分钟。 

13.3.10 发送和接收 Socket 数据  

wxSocketBase 提供了各种基本的或高级的读写 socket 操作。所有操作都将保存相关的数据

并且支持使用 LastCount 返回成功操作的字节个数，LastError 返回 近一次遇到的操作错误码。 

接收  

Discard 函数删除所有的 socket 接收缓冲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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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k 函数让你可以读取缓冲区的数据但是不将 socket 缓冲区清除。你必须指定要 Peek 的

数据的大小并且自己提供 Peek 目的地的缓冲区。 

Read 函数和 Peek 一样，只是它在成功获取数据以后会清除相应的 Socket 接收缓冲区。 

ReadMsg 函数对应于 WriteMsg 函数，将会完整的接收 WriteMsg 发送的数据，除非需要系

统错误。注意如果 ReadMsg 开辟的缓冲区比 WriteMsg 发送的数据少，则多出的数据将被直接

删除。 

Unread 将数据放回接收缓冲区，你需要指定希望放回去的数据的字节数。 

发送  

Write 函数以参数中数据指针指向的缓冲作为开始位置，向 socket 写入参数中指定的数据大

小。 

WriteMsg 和 Write 的区别在于，wxWidgets 会增加一个消息头，以便接收端可以准确的知

道消息的大小，WriteMsg 发送的数据必须由 ReadMsg 函数接收。 

13.3.11 创建一个 Server  

wxSocketServer 也只对其基类 wxSocketBase 增加了少数几个函数用来创建和监听连接请

求。要创建一个 Server，你必须指定要监听的端口。wxSocketServer 使用和 wxSocketClient

一样的 wxIPV4address 类型，只是前者不需要指定远端地址。在大多数情况下，你需要调用 Ok

函数来判断是否绑定和监听动作已经成功。 

wxSocketServer 的主要成员函数  

wxSocketServer 构造函数使用一个地址对象用来指定监听端口，以及一个可选的 Socket 标

记(参见下一节“Socket Flags”)。 

Accept 函数返回一个新的 socket 连接或者立即返回 NULL，如果没有连接请求。你可以设

置可选的等待标记,如果你这样做，Accept 将导致程序阻塞。 

AcceptWith 和 Accept 的功能相近，只是它提供一个额外的已存在的 wxSocketBase 对象(引

用)，并且其返回值为 bool 型，用来指示是否接受了一个新的连接。 

WaitForAccept 采用一个秒参数和一个毫秒参数以指定在某个事件范围内等待新的连接请

求，如果请求发生则返回 True，否则超时返回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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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2 处理新的连接请求事件  

当监听 socket 检测到一个新的连接请求的时候，将产生一个相应的事件.在其事件处理函数

中，你可以接受这个请求并且执行任何必要的即时处理。你需要保证连接在其生命周期内不被立

即关闭，你还需要为新接受的 socket 指定事件处理器。注意监听的 socket 在被关闭之前将一直

在监听， 而每一个新的连接请求都会创建一个新的 socket。在 server 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同一

个监听 socket 可以接受成千上万个新的 socket。 

13.3.13 Socket 事件概述  

从程序员的观点来说,基于事件的 socket 处理简化了 socket 编程，使得他们不需要关心线程

的创建和释放。这个例子没有使用线程，但是 GUI 界面同样不会阻塞，因为所有的数据读取都是

在确信有数据到来的时候才进行的，因此会立即返回。如果有很大量的数据需要读取，你可以将

它们分为多个小部分，然后一次读一部分并将其放入你自己的缓冲区。或者你可以使用 Peek 函

数检查当前缓冲区的数据的数量，如果没有达到需要处理的范围，你可以什么也不做，静静等待

下一次数据事件通知的到来。  

13.4 Socket 标记 

Socket 的行为可能随着创建时指定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下表列出了 Socket 可以指定的标记： 

wxSOCKET_NONE 

普通行为(行为和底层的 send 和 recv 函数一致)。 

wxSOCKET_NOWAIT 

读和写操作尽可能快速的返回。 

wxSOCKET_WAITALL 

等待所有的读写数据完成操作,除非出现系统错误。 

 wxSOCKET_BLOCK 

 在读写数据的时候阻塞 GUI 界面。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标记(或者指定了 wxSOCKET_NONE 标记)，I/O 操作将在部分数据被读

写的时候返回，甚至在整个数据还没有传输完的情况下也是这样。这和使用阻塞方式调用底层的

recv 或者 send 函数的效果是一样的。注意这里所说的阻塞指的是函数被阻止返回，并不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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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用户界面被冻结。  

如果指定了 wxSOCKET_NOWAIT 标记，I/O 将立刻返回。对于读操作，它将读取所有当前

输入缓冲区拥有的数据后立刻返回，对于写操作，它将尽可能多的发送数据以后立刻返回，这取

决于当前的输出缓冲区的大小，这种方式等同于使用非阻塞方式调用底层函数 recv 或 send。同

样，这里的阻塞也指的是函数返回，而不是用户界面阻塞。 

如果指定了 wxSOCKET_WAITALL 标记，I/O 操作将在所有要求的数据被读取或者被写入以

后(或者发生系统错误)才会返回。如果需要的话，将以阻塞的方式调度底层系统函数。这相当于

使用一个循环重复以阻塞的方式调用 recv 或者 send 函数以便传输所有的数据。同样，这里的阻

塞也指的是阻塞底层函数而不是 GUI。注意 ReadMsg 和 WriteMsg 函数将隐式使用这种方式，

并且忽略你可能设置的 wxSOCKET_NONE 或 wxSOCKET_NOWAIT 标记。 

用来指示 wxSOCKET_BLOCK 是否在 I/O 操作的间隙执行 Yield 操作(译者注：参见前面关

于线程的替代方案中的描述)，如果指定了这个标记，socket 在底层操作间隙将不会执行 Yield 动

作，反之，如果没有指定这个标记,那么你要非常小心这可能产生的代码重入的问题。 

总的来说： 

wxSOCKET_NONE 总是试图读取或者写入一些数据，但是不关心具体是多少数据。 

wxSOCKET_NOWAIT 只关心尽快返回,即使没有读取或写任何数据。 

wxSOCKET_WAITALL 将在所有的数据都被写入或者是读取的数据达到要求的数目的时候

返回。 

wxSOCKET_BLOCK 和前面的标记没有关系，只控制否则在底层操作的间隙执行 Yield 动

作。 

wxWidget 中的阻塞和非阻塞 socket。 

在 wxWidgets 中的阻塞方式有双重的含义。在一般的编程中，socket 阻塞意味着当前的线

程被挂起直至 socket 操作超时或者数据操作完成。如果是主线程阻塞,则用于界面也相应阻塞。 

而在 wxWidgets 中，有两种类型的阻塞：socket 阻塞和用户界面阻塞。wxSOCKET_BLOCK

标记指示在 socket 阻塞的时候，是否同时阻塞用户界面。你也许回问，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

能作到阻塞了 socket 操作而不阻塞用户界面呢？这主要是因为在 socket 被阻塞的时候，

wxWidgets 还可以处理所有的事件，因为 socket 的底层函数处理的间隙调用了 wxYield，这个函

数可以处理队列中所有未处理的事件，包括用户界面相关的事件。虽然在 socket 操作未结束之

前，代码一直在 socket 函数中运转,但是所有事件还是可以被有序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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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开始使用 wxWidgets 的人来说，听上去这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wxWidgets 进行 socket 编程，你可能会觉得，再也不需要使用任何单独的线程来处理 socket 了，

你可以将 socket 设置为 wxSOCKET_WAITALL 和 wxSOCKET_BLOCK，这样你可以通过事件

机制处理 socket 数据，而 GUI 也不会被阻塞，不幸的是，我必须先警告你，这种想法可能是你

痛苦的开始。  

让我们来假设一个服务端有两个活动连接,每一个都设置了 wxSOCKET_WAITALL 标记。更

进一步，我们假设其中一个连接正在以一种很缓慢的速度传输一个很大量的数据。Socket 1 的读

缓冲区没有数据了，因此它调用了 wxYield，而 Socket2 还有未处理的事件在队列里，这时候会

发生的事情是：Socket1 调用的 wxYield 试图处理 Socket2 相关的消息，但是因为 Socket2 的连

接很缓慢，它的事件总是结束不了，它也会调用 wxYield 来避免 GUI 阻塞，这将导致出现一个名

声不太好的告警消息“wxYield called recursively” (wxYield 被递归调用)，在 Socket2 的数据

传输结束之前，应用程序的堆栈将 终被 wxYield 的递归调用给耗尽，因为递归调用使用这些堆

栈一直没有机会释放，于是人们开始联系 wxWidgets 社区，报告发现了一个 bug，而实际上，这

应该是应用程序自己的问题而不是 wxWidgets 的问题。应用程序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编程，它应

该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因此，恐怕 wxWidgets 永远没有办法改正这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性能也是一个问题，为了不阻止 GUI，你的应用程序将不得不浪费 CPU 的资

源.试想一下，用户界面要立即响应， Socket 也要不停的监视是否有数据到来以便产生事件通知

应用程序，要让两者都得到满足，wxWidgets 所能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循环，不停的以非阻

塞的方式去用系统操作 select 去测试 socket,然后再调用 wxYield 处理 GUI 事件。 

不可用的标记组合。 

容我再罗嗦一句，不要天真到认为 wxWidgets 采用了一种神奇的 socket 处理机制。无论这

些 Socket 的标记在你的第一印象中看起来是多么的诱人，你都不可能同时满足下面的这些要求： 

wxSOCKET_WAITALL  

不阻塞 GUI 。 

少于 100%的 CPU 占用率 。 

单线程： 

你可以指定 wxSOCKET_WAITALL 并且也不阻塞 GUI，但是这将导致 100%的 CPU 占用率。

如果你愿意付出阻塞 GUI 作为代价(指定 wxSOCKET_BLOCK 标记)，你将可以得到

wxSOCKET_WAITALL 和 0%的 CPU 占用率。或者你可以使用多线程来实现同时使用

wxSOCKET_WAITALL 又不阻塞 GUI，并且也不用 100%的 CPU 占用率。你也可以不用 

wxSOCKET_WAITALL而使用wxSOCKET_NOWAIT以便可以既不占用 100%的CPU又不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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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总之一句话,上面的四个条件，你总可以同时满足任意三个，但是你不可以四个条件同时满

足。 

这些标记是怎样影响 Socket 的行为的 wxSOCKET_NONE, wxSOCKET_NOWAIT 和

wxSOCKET_WAITALL 是互斥的，你不可以同时使用他们中间的任何两个，而

wxSOCKET_BLOCK和 wxSOCKET_NOWAIT的组合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任何函数都立即返

回,怎么可能阻塞 GUI 呢？)，因此下面五种标记的组合是有意义的： 

wxSOCKET_NONE | wxSOCKET_BLOCK：这种组合和标准的 socket 调用(recv 和 send)

的行为相同。 

wxSOCKET_NOWAIT：和标准的非阻塞的 socket 调用行为相同。 

wxSOCKET_WAITALL | wxSOCKET_BLOCK：和普通的阻塞式 socket 调用的行为相同，

只不过 recv 和 send 函数将被连续多次调用以便接受或者发送完整的数据。 

wxSOCKET_NONE：和标准的 socket 调用行为相同，只是由于在完成系统调用之前(比如

数据完整接收缓冲区数据之前)调用了 wxYield，因此看上去 GUI 并不会阻塞。 

wxSOCKET_WAITALL和wxSOCKET_WAITALL | wxSOCKET_BLOCK的行为相同只不过

GUI 将不被阻塞。 

只有 后两种情况可能出现前面介绍的 wxYield 函数重入的问题，不过这俩组标记也是在

wxWidgets中基于事件的 socket编程中 主要的两种方式(因为他们阻塞了 socket但是却不阻塞

GUI)。使用这两组标记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避免这个问题，虽然它们很强大，很有用，却也往往是

错误和麻烦的根源，因为它们太容易被误解了。 

标准 socket 和 wxSocket： 

使用 wxSOCKET_NONE | wxSOCKET_BLOCK 或 wxSOCKET_NOWAIT 的时候和直接使

用 socket 系统调用的效果并没有不同，唯一的不同是你使用的是 wxWidgets 提供的 API 而不是

标准 C 的 API。不过，即使这样，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要使用 wxSocket，这些理由包括：wxSocket

提供了一个面向对象的接口，隐藏了很多平台相关的初始化代码，还提供了一些高级的函数比如

WriteMsg 和 ReadMsg。另外，下一节我们也将看到， wxSocket 也使我们可以用流的方式来操

作 socket。  

13.5 使用 Socket 流 

使用 wxWidgets 的流，你仅使用很少的代码就可以很容易传输很大量的数据。现在，假设我

们要通过 socket 来传输一个文件。你可能使用的方法是：打开这个文件，将所有的内容读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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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然后将这块内存写入到 socket。这种方法对于小文件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文件是

一个很多兆的大文件，将其完整读入内存对于一个速度和内存都很小的电脑来说，显得有些不太

现实。而且通常我们需要对大文件进行压缩然后才发往 socket 以便降低网络流量。怎么办法呢，

把大文件读入内存，对其整个进行压缩，然后再一次性发送 socket，这样得作法在效率和实用性

方面都值得怀疑。 

OK，我们来想另外一种办法，每次从文件里读入一小段数据，比如几 K 数据，然后将其压

缩，然后发往 socket，如此反复.不幸得是，小段压缩比起整个文件一起压缩来，压缩效率是大

打折扣的。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维护一个压缩的状态，以便后面的小段数据可以使用前面的

压缩信息，也可以避免多次传递压缩头信息。可是到目前为止，你的代码已经变的很庞大了，要

分段读取文件，维护压缩数据，压缩并且写入 socket. wxWidgets 提供了一种更简便的方法。 

因为 wxWidgets 提供了 wxSocketInputStream 和 wxSocketOutputStream 类，通过别的流

来将数据读出或者写入 socket 是非常方便的。因为 wxWidgets 提供了基于文件，字符串，文本，

内存以及 zlib 压缩的流操作，将这些流和 socket 流结合起来使用，可以实现很有趣也是很强大

的 socket 数据操作方法。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刚才说的通过 socket 压缩传输大文件的问题，

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方便的途径。要发送一个文件，我们可以现将来自文件的数据流通过

zlib 的压缩流以后发送到 socket 的发送流，这样我们一下在就有了强大的支持大文件，支持压缩

的，每次只需要读几 K 的 socket 文件传输方法了。而在接收端，我们同样可以使用流操作将来

自 socket 流的数据通过 zlib 解压缩流发送到文件输出流， 后还原为原来的文件。所有这些可

能几行代码就足够了。 

我们将使用线程来处理整个过程，以便我们可以既不占用 100%的 CPU，又不阻塞 GUI（正

如上一小节讨论的那样），要知道在使用 socket 传输大型的数据的时候，（如果不使用多线程），

这种阻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完整的例子可以在光盘的 examples/chap18 目录中找到。  

文件发送线程：  

下面的例子中演示了流对象在堆上创建，FileSendThread 派生自 wxThread。  

FileSendThread::FileSendThread(wxString Filename, 

                                 wxSocketBase* Socket) 

{ 

    m_Filename = 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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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_Socket = Socket; 

    Create(); 

    Run(); 

} 

void* FileSendThread::Entry() 

{ 

    // 如果 10 秒之内我们什么数据都发送不了,就超时退出 

    m_Socket->SetTimeout(10); 

    // 在所有数据发送完成之前,阻塞一切非 socket 操作 

    m_Socket->SetFlags(wxSOCKET_WAITALL | wxSOCKET_BLOCK); 

    // 从特定的文件流中读入数据 

    wxFileInputStream* FileInputStream = 

        new wxFileInputStream(m_Filename); 

    // 用来写入 socket 的流对象 

    wxSocketOutputStream* SocketOutputStream = 

        new wxSocketOutputStream(*m_Socket); 

    // 我们写入的将是压缩以后的数据 

    wxZlibOutputStream* ZlibOutputStream = 

        new wxZlibOutputStream(*SocketOutputStream); 

    // 将文件的内容写入压缩流 

    ZlibOutputStream->Write(*FileInputStream); 

    // 写所有的数据 

    ZlibOutputStream->Sync(); 

    // 释放 ZlibOutputStream 将导致发送 zlib 的压缩结束标记 

    delete ZlibOutput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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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释放资源 

    delete SocketOutputStream; 

    delete FileInputStream; 

    return NULL; 

} 

 

文件接收线程： 

接收例子演示了相关流对象也可以在栈上创建.FileReceiveThread 派生自 wxThread。 

FileReceiveThread::FileReceiveThread(wxString Filename, 

                                    wxSocketBase* Socket) 

{ 

    m_Filename = Filename; 

    m_Socket = Socket; 

    Create(); 

    Run(); 

} 

void* FileReceiveThread::Entry() 

{ 

    // 如果 10 秒内什么也收不到,中止接收 

    m_Socket->SetTimeout(10); 

    // 在我们成功接收完数据之前,阻塞一切其它的代码 

    m_Socket->SetFlags(wxSOCKET_WAITALL | wxSOCKET_BLOCK); 

    // 用于输出数据到文件的流对象 

    wxFileOutputStream FileOutputStream(m_Filename); 

    // 从 socket 接收数据的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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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SocketInputStream SocketInputStream(*m_Socket); 

    // zlib 解压缩流对象 

    wxZlibInputStream ZlibInputStream(SocketInputStream); 

    // 将解压缩以后的结果写入文件 

    FileOutputStream.Write(ZlibInputStream); 

    return NULL; 

} 

 

第14章 数据库编程 

14.1 wxSqlite3 简介   

SQLite 是一个开源的、嵌入式的关系型数据库，它 初发布于 2000 年，在便携性、易用性、

紧凑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方面有突出的表现。SQLite 作为一个小巧嵌入式数据库产品，已在众多

消费类嵌入式产品得到广泛应用，并得到相当好的评价。 

wxSQLite3 使用 C++ 语法对 SQLite 数据库的 C 语言 API 库 进行了封装，它把 SQLite 

嵌入式数据库与 wxWidgets 结合起来，作为 wxWidgets 的一个组件。wxWidgets 作为一款优

秀的跨平台开发框架，wxSQLite3 把 SQLite 数据库与 wxWidgets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了

C++面向对象封装，让程序员可以简单优雅地编写数据库操作代码，实现数据库应用软件开发。 

14.2 如何使用 wxSqlite3 

本节主要介绍一些 常用 wxSQLite3 数据库对象概念，以及这些对象是如何进行数据库操作。

本节将从几个例子开始，深入介绍对象的概念，使用，以及对象之间相互关系，为熟练使用

wxSqlite3 打下基础。学习完本节内容，除了掌握 wxSqlite3 的数据库编程，同时也了解一些关系

数据库通用编程知识。 

14.2.1 创建数据库文件和数据库表 

wxSQLite3Database 对象负责管理数据库，主要包括连接/关闭、执行 SQL 查询语句、备分

/还原、创建用户自定义功能、属性等功能。下面用一个简单例子来演示如何创建数据库对象，连

接数据库，断开数据库，以及执行 SQL 语句。示例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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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wx/wx.h" 

#include "wx/wxsqlite3.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void) 

{ 

 try 

 { 

  wxSQLite3Database::InitializeSQLite(); 

  wxString testDBName = wxGetCwd() + wxT("/test2.db"); 

  if (wxFileExists(testDBName)) 

  { 

   wxRemoveFile(testDBName); 

  } 

  wxSQLite3Database* db = new wxSQLite3Database(); 

  db->Open(testDBName); 

  int ret = db->ExecuteUpdate(wxT("create table emp(empno int, empname 

char(20), salary double); ")); 

  cout<<"ret="<<ret<<endl; 

  if(db->TableExists("emp")) 

  { 

   cout<<"emp 表创建成功"<<endl; 

  }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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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ut<<"emp 表创建失败"<<endl; 

  } 

  db->Close(); 

  delete db;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 

cerr << e.GetErrorCode() << ":" << (const char*)(e.GetMessage().mb_str()) << endl; 

 } 

 

 return 0; 

} 

 

本例子在当前目录下创建了一个数据库文件 test2.db ，并且创建了一个数据库表 test 。 

void wxSQLite3Database::Open  ( const wxString &  fileName,  

const wxString &  key = wxEmptyString,  

int  flags = WXSQLITE_OPEN_READWRITE|WXSQLITE_OPEN_CREATE  

函数默认参数是创建一个不加密的数据库文件，如果数据库文件不存在，则创建一个新的数

据库文件，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指定数据库加密密钥。 

14.2.2 修改数据库表记录 

插入记录 

使用 INSERT 命令向表中插入记录。使用 INSERT 命令可以一次插入 1 条记录，也可以使

用 SELECT 命令一次插入多条记录。INSERT 语句的一般格式为： 

INSERT INTO table (column_list) VALUES (value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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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指明数据插入到哪个表中。column_list 是用逗号分隔的字段名表，这些字段必须是表

中存在的。value_list 是用逗号分隔的值表，这些值与 column_list 中的字段一一对应。例如，下

面语句向 foods 表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emp(empno , empname, salary) VALUES (1,’mary’ ,10000);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wx/wx.h" 

#include "wx/wxsqlite3.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void) 

{ 

 try 

 { 

  wxSQLite3Database::InitializeSQLite(); 

  wxString testDBName = wxGetCwd() + wxT("/test2.db"); 

 

  wxSQLite3Database* db = new wxSQLite3Database(); 

  db->Open(testDBName); 

 

  if(db->TableExists("emp")) 

  { 

int ret = db->ExecuteUpdate(wxT("INSERT INTO emp(empno , empname, salary) 

VALUES (1,'mary',10000)")); 

   cout<<"ret:"<<ret<<endl; 

  }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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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ut<<"emp table not exist"<<endl; 

  } 

  db->Close(); 

  delete db;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 

cerr << e.GetErrorCode() << ":" << (const char*)(e.GetMessage().mb_str()) << endl; 

 } 

 return 0; 

} 

 

修改记录 

UPDATE 命令用于修改一个表中的记录。UPDATE 命令可以修改一个表中一行或多行中的

一个或多个字段。UPDATE 语句的一般格式为： 

UPDATE table SET update_list WHERE predicate;  

update_list 是一个或多个“字段赋值”的列表，字段赋值的格式为 column_name=value。

WHERE 子句的用法与 SELECT 语句相同，确定需要进行修改的记录。如： 

UPDATE emp SET salary=20000  WHERE empname='mary';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wx/wx.h" 

#include "wx/wxsqlite3.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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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void) 

{ 

 try 

 { 

  wxSQLite3Database::InitializeSQLite(); 

  wxString testDBName = wxGetCwd() + wxT("/test2.db"); 

 

  wxSQLite3Database* db = new wxSQLite3Database(); 

  db->Open(testDBName); 

 

  if(db->TableExists("emp")) 

  { 

int ret = db->ExecuteUpdate(wxT("UPDATE emp SET salary=20000  WHERE 

empname='mary'")); 

   cout<<"ret:"<<ret<<endl; 

  } 

  else 

  { 

   cout<<"emp table not exist"<<endl; 

  } 

  db->Close(); 

  delete db;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 

cerr << e.GetErrorCode() << ":" << (const char*)(e.GetMessage().mb_str()) << e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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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0; 

} 

删除记录 

DELETE 用于删除一个表中的记录。DELETE 语句的一般格式为： 

DELETE FROM table WHERE predicate;  

同样，WHERE 子句的用法与 SELECT 语句相同，确定需要被删除的记录。如： 

DELETE FROM emp WHERE empname='mary'; 

#include "wx/wx.h" 

#include "wx/wxsqlite3.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void) 

{ 

 try 

 { 

  wxSQLite3Database::InitializeSQLite(); 

  wxString testDBName = wxGetCwd() + wxT("/test2.db"); 

   

  wxSQLite3Database* db = new wxSQLite3Database(); 

  db->Open(testDBName); 

   

  if(db->TableExists("e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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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ret = db->ExecuteUpdate(wxT("DELETE FROM emp WHERE empname='mary'")); 

   cout<<"ret:"<<ret<<endl; 

  } 

  else 

  { 

   cout<<"emp table not exist"<<endl; 

  } 

  db->Close(); 

  delete db;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 

cerr << e.GetErrorCode() << ":" << (const char*)(e.GetMessage().mb_str()) << endl; 

 } 

 return 0; 

} 

14.2.3 SQL 字符串处理 

wxSqlite3 的 wxSQLite3StatementBuffer 类封装了 SQLite3 的字符串格式化函数，其 Format

方法针对 SQL 语句的格化做了专门处理，例如自动将字符串中的单引号格式化为两个单引号

（SQL 语句中带有单引号，如果不做转换，执行 SQL 语句时会产生语法错误），这就避免了程

序员自己对单引号的处理。该类的使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在编写数据库代码时推荐使用。 

#include "wx/wx.h" 

#include "wx/wxsqlite3.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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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void) 

{ 

 char *trouble = "'Here's trouble'"; 

 wxSQLite3StatementBuffer bufSQL; 

 bufSQL.Format("insert into emp (empname) values (%Q);", "He's bad"); 

 cout << (const char*)bufSQL << endl;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输出如下： 

insert into emp (empname) values ('He''s bad'); 

加上%Q 格式化符号后字符串头尾加上一对单引号，字符串内的单引号转换为两个单引号，

简化了 SQL 字符串转换操作代码。 

14.2.4 SQL 查询结果集 

wxSQLite3ResultSet 对象获取一个查询结果集，通过这个对象可实现遍历查询结果集。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wx/wx.h" 

#include "wx/wxsqlite3.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void) 

{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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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xString testDBName = wxGetCwd() + wxT("/test2.db"); 

   

  wxSQLite3Database* db = new wxSQLite3Database(); 

  db->Open(testDBName); 

   

wxSQLite3ResultSet rs = db->ExecuteQuery(wxT("select empno,empname,salary from 

emp")); 

   

  while (rs.NextRow()) 

  { 

cout <<rs.GetInt(0)<<"|"<< (const 

char*)(rs.GetString(1).mb_str())<<"|"<<rs.GetDouble(2)<<endl; 

  } 

   

  db->Close(); 

  delete db;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 

cerr << e.GetErrorCode() << ":" << (const char*)(e.GetMessage().mb_str()) << endl; 

 }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1|mary|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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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Get Table 查询 

wxSQLite3Table 对象获取一个查询结果集，通过这个对象也可实现遍历查询结果集。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wx/wx.h" 

#include "wx/wxsqlite3.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try 

 { 

  wxString testDBName = wxGetCwd() + wxT("/test2.db"); 

   

  wxSQLite3Database* db = new wxSQLite3Database(); 

  db->Open(testDBName); 

   

  cout << endl << "getTable() test" << endl; 

  wxSQLite3Table t = db->GetTable("select * from emp order by 1;"); 

   

  for (int fld = 0; fld < t.GetColumnCount(); fld++) 

  { 

cout << (const char*) t.GetColumnName(fld).mb_str(wxConvUTF8) << "|"; 

  }   

  cout << e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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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nt row = 0; row < t.GetRowCount(); row++) 

  { 

   t.SetRow(row); 

   for (int fld = 0; fld < t.GetColumnCount(); fld++) 

   { 

    if (!t.IsNull(fld)) 

    { 

     if (fld != 2) 

cout << (const char*) t.GetAsString(fld).mb_str(wxConvUTF8) << "|"; 

     else 

      cout << t.GetDouble(fld) << "|"; 

    } 

    else 

    { 

     cout << "NULL" << "|"; 

    } 

   } 

   cout << endl; 

  } 

 

  db->Close(); 

  delete db;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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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r << e.GetErrorCode() << ":" << (const char*)(e.GetMessage().mb_str()) << endl; 

 }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getTable() test 

empno|empname|salary| 

1|mary|20000| 

14.2.6 预处理查询 

对于同构 SQL 语句使用预处理查询，经过预编译处理查询其执行效率比一般查询语句更高。

当然预处理查询的 SQL 语句使用频率要高，才能体现其高效的优势。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wx/wx.h" 

#include "wx/wxsqlite3.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try 

 { 

  wxString testDBName = wxGetCwd() + wxT("/test2.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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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SQLite3Database* db = new wxSQLite3Database(); 

  db->Open(testDBName); 

   

  //预编译语句 

wxSQLite3Statement stmt2 = db->PrepareStatement("insert into emp values (?, ?, ?);"); 

  for (int i = 0; i < 10; i++) 

  { 

   //绑定变量 

   char buf[16]; 

   sprintf(buf, "EmpName%06d", i); 

   stmt2.Bind(1, i); 

   stmt2.Bind(2, buf); 

   stmt2.Bind(3, (double) (i + 0.5)); 

 

   //执行 

   stmt2.ExecuteUpdate(); 

   stmt2.Reset(); 

  } 

  // wxSQLite3Statement 对象在释构函数执行 finalization 方法 

  db->Close(); 

  delete db;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 

cerr << e.GetErrorCode() << ":" << (const char*)(e.GetMessage().mb_str()) << end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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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0; 

} 

 

14.2.7 事务处理 

数据库事务(Database Transaction) ，是指作为单个逻辑工作单元执行的一系列操作。 事

务处理可以确保除非事务性单元内的所有操作都成功完成，否则不会永久更新面向数据的资源。

通过将一组相关操作组合为一个要么全部成功要么全部失败的单元，可以简化错误恢复并使应用

程序更加可靠。一个逻辑工作单元要成为事务，必须满足所谓的 ACID(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

和持久性)属性。 

wxSqlite3 使用事务功能可以用 wxSQLite3Database 类的三个函数 Begin() 开始事务，

Commit() 提交事务，Rollback() 回滚事务。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wx/wx.h" 

#include "wx/wxsqlite3.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try 

 { 

  wxString testDBName = wxGetCwd() + wxT("/test2.db"); 

  wxSQLite3Database* db = new wxSQLite3Database(); 

  db->Open(testDB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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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Begin(); 

 

  for (int i = 0; i < 10; i++) 

  { 

   char buf[128]; 

sprintf(buf, "insert into emp values (%d, 'empname%06d', %d.50);", i, i, i); 

   cout<<buf<<endl; 

   db->ExecuteUpdate(buf); 

  } 

 

  db->Commit(); 

  db->Close(); 

  delete db;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 

cerr << e.GetErrorCode() << ":" << (const char*)(e.GetMessage().mb_str()) << endl; 

 } 

 return 0; 

} 

 

14.3 编程实例 

下面我们结合 NEAT 的 GUI 编程和 wxSQLite3 编写一个数据库数据录入和显示的实例。 

主要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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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qliteDlg.h" 

#include "resource.h" 

#include "wx/wx.h" 

#include <globals.h> 

 

CSqliteDlg::CSqliteDlg(unsigned dlgid,CNeatWnd* parent) 

: CNeatDialog(dlgid,parent) 

{ 

 wxInitialize(0, NULL); 

 

 wxSQLite3Database::InitializeSQLite(); 

 m_dbfilename = wxGetCwd() + wxT("/test2.db"); 

 printf("%s\n",m_dbfilename.c_str()); 

 

#if 0 

 if (wxFileExists(m_dbfilename)) 

 { 

  wxRemoveFile(m_dbfilename); 

 } 

#endif 

 

 if(m_db.IsOpen()) 

  m_db.Close(); 

} 

 

// 对话框初始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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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SqliteDlg::OnInitDialog() 

{ 

 this->SetWindowText(_T("SQLiteDemo")); 

 m_staticname.Attach(GetDlgItem(IDC_STATIC1)); 

 m_staticname.SetWindowText(_T("name")); 

 m_staticage.Attach(GetDlgItem(IDC_STATIC2)); 

 m_staticage.SetWindowText(_T("age")); 

 m_name.Attach(GetDlgItem(IDC_EDIT1)); 

 m_age.Attach(GetDlgItem(IDC_EDIT2)); 

 m_liststudents.Attach(GetDlgItem(IDC_LIST3)); 

 

 m_button.Attach(GetDlgItem(IDC_BUTTON1)); 

 m_button.SetWindowText(_T("update")); 

 

 try 

 { 

  m_db.Open(m_dbfilename); 

  if(!m_db.TableExists("student")) 

   m_db.ExecuteUpdate(wxT("create table student(name char(20),age int);")); 

 

  wxSQLite3ResultSet rs = m_db.ExecuteQuery("select name,age from student;"); 

 

  while (rs.NextRow()) 

  { 

   wxString name = rs.GetString(0); 

   m_liststudents.AddString(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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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String age = rs.GetString(1); 

   fprintf(stderr,"[%s,%s]\n",name.c_str(),age.c_str()); 

   name = name+"|"+age; 

   this->SetWindowText(name); 

  }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 

  //m_liststudents.AddString("open error"); 

 } 

 

 return CNeatDialog::OnInitDialog(); 

 

} 

 

int CSqliteDlg::OnBnClicked(UINT nID,HWND hwnd) 

{ 

 if(m_name.GetWindowTextLength()==0) 

 { 

  CNeatGlobals::NeatMessage(_T("name can't empty"),_T("sqlitedemo")); 

  m_name.SetFocus();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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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m_age.GetWindowTextLength()==0) 

 { 

 

  CNeatGlobals::NeatMessage(_T("age can't empty"),_T("sqlitedemo")); 

  m_age.SetFocus(); 

  return 0; 

 } 

 

 try 

 { 

 

  wxString name = m_name.GetWindowText(); 

  long age = 0; 

  m_age.GetWindowText().ToLong(&age); 

  wxSQLite3StatementBuffer bufSQL; 

  fprintf(stderr,"%s",bufSQL.Format("insert into student (name,age) values (%Q,%d);", 

name.c_str(),age)); 

  //m_liststudents.AddString((const char *)bufSQL); 

  if(m_db.ExecuteUpdate(bufSQL)) 

  { 

   name = 

wxString::Format("%s|%s",m_name.GetWindowText().c_str(),m_age.GetWindowText().c_str())

; 

   m_liststudents.AddString(name); 

  } 

 } 

 catch (wxSQLite3Exceptio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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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1; 

 } 

 

 return 0; 

} 

完整实例请参考 NEAT 目录下 DEMO/sqlite。 

14.4 小结 

本章介绍了怎么用 wxSqlite3 封装 SQLite 数据库类实现数据库编程，并且附加实例说明编

程方法，wxSqlite3 可以让开发人员编写 SQLite 代码更加轻松简单，编写的代码也更加优雅。 

关于 wxSqlite3 的完整实例请参考 NEAT 目录下 DEMO/sqlite 演示程序。 

第15章 设备编程 

15.1 概述 

在 NEAT 系统中，对常用外设的访问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模型，模型图如下： 

 

NEAT系统中对外设操作的支持主要通过CNeatDevice 和 CNeatDriver 来实现的。 

15.1.1 设备类型 

在 NEAT 外设模型中，支持 3 种的设备访问类型：rpc，raw，dbus，采用那种类型在设备

配置文件（neatdevice.cfg）里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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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类型 

rpc 访问类型，常用在模拟器端的实现，它通过 RPC 远程调用的方式来实现设备的访问，这

些远程设备可能是模拟器上的虚拟设备，也可能是实际设备上的各种外设。 

raw 类型 

raw 访问类型，就是原始设备模式，在 Linux 系统中，就是通过操作设备节点来实现外设的

访问。 

dbus 类型 

dbus 访问类型，就是 DBUS 服务来实现外设的访问。 

15.1.2 CNeatDevice 

CNeatDevice 是面向用户应用程序的接口层，是NEAT为了统一外设访问需要，封装的一个

类。 

访问接口 

在CNeatDevice中提供了访问一个外设要用到的各种接口，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操作控制：Open，Close，Set。 

数据访问：Read，Write，GetLength。 

状态访问：GetStatus，SetStatus。 

设备句柄 

当CNeatDevice成功打开后，会有一个设备句柄和它对应，注意这个句柄不是实际设备的句

柄，它NEAT系统内部使用。 

通信方式 

CNeatDevice提供两种通信方式（同步和异步），数据访问和状态访问都是同步方式。异步

方式是通过RegisterMsg来实现，设备事件将用消息的方式通知关联的窗口，其对应的消息处理

函数为：OnDeviceMsg，如果用户需要处理这些状态信息，需要重载该消息函数，并在该函数里

面利用同步接口来访问设备。 

15.2 串口操作类 CNeat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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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T 使用 CNeatSerial 来封装串口的操作，在使用串口前，你首先要通过

CNeatSerial::SetPort来指定所操作的端口号，如果未指定默认使用串口0。使用

CNeatSerial::SetParam来设置串口通信参数，然后使用CNeatSerial::Open打开串口，成功打开

后就可以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了。 

// CNeatSerial m_serial; 

int CDevicetestView::OnCreate(PMAINWINCREATE lpCreateStruct) 

{ 

 // 设置端口及超时时间（ms) 

 m_serial.SetPort(0); 

 m_serial.SetOverTime(100); 

 return CNeatView::OnCreate(lpCreateStruct); 

} 

 

// 串口消息处理函数（异步模式）wParam 为消息类型- lParam 为设备对象- 

int CDevicetestView::OnDeviceMsg(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CNeatClientDC dc(this); 

 CNeatRect rect; 

 GetClientRect( &rect ); 

 dc.SetBkMode( BM_TRANSPARENT ); 

 

 if (lParam==m_serial.GetHandle()) 

 { 

  wxBinary data; 

  int len = m_serial.Read(data); 

  if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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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c.FillSolidRect(&rect,0xffffff); 

    

   // 这里用字符串的方式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data += 0; 

   dc.DrawText( data.c_str(), &rect, DT_VCENTER|DT_CENTER ); 

  } 

 } 

 return 1; 

} 

 

… 

 

int CDevicetestView::OnKeyDown(UINT nKeyCode,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 

 switch (nKeyCode) 

 { 

 // Open Serial 

 case KEY_1: 

  { 

   m_serial.SetParam(57600,'N',8,1); 

   if (m_serial.Open()==false) 

   { 

CNeatGlobals::NeatMessage(wxString::Format("Open %s 

failed!",m_serial.GetName())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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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消息窗口邦定（异步模式），对应的消息处理函数为 OnDeviceMsg 

   m_serial.RegisterMsg(GetSafeHwnd()); 

CNeatGlobals::NeatMessage(wxString::Format("Open %s ok!",m_serial.GetName()) ); 

  } 

  break; 

 

 // Write 

 case KEY_2: 

  if (m_serial.isOK()==false) 

   m_serial.Write("0123456789\r\n"); break; 

  break; 

 

 

 case KEY_9: 

  if (m_serial.isOK()) 

  { 

   if (m_serial.Close()) 

    CNeatGlobals::NeatMessage("Close OK!"); 

   else 

    CNeatGlobals::NeatMessage("Close Failed!"); 

  }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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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CNeatView::OnKeyDown(nKeyCode,nRepCnt,nFlags); 

} 

第16章 wxBase 编程接口 

16.1 概述 

wxBase 封装了很多和平台相关的操作，例如文件和流操作、字符串、时间日期、动态库等。

这些类库为跨平台开发提供了方便。 

本章节完整示例代码请参考 DEMO\wxBaseSample。 

16.2 时间日期 

wxWidgets 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类 wxDateTime 来进行时间和日期相关的操作，包括：格

式化输出，时区，时间和日期计算等等。还提供了一些静态函数来提供当前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查

询某个给定的年份是不是闰年等。 

#include "datetimeBG.h" 

#include <wx/datetime.h> 

 

 

/* 

wxWidgets 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类 wxDateTime 来进行时间和日期相关的操作,包括:格式化输

出, 

时区,时间和日期计算等等.还提供了一些静态函数来提供当前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查询某个给定的

年份 

是不是闰年等. 

*/ 

int CDateTimeBG::ShowTime(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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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Puts(_T("\n********** ShowTime **********\n")); 

 /*静态函数 Now 和 UNow 可以返回当前的时间。UNow 返回精度为毫秒的当前时间。*/ 

 wxDateTime dt1 = wxDateTime::Now(), 

  dt2 = wxDateTime::UNow(); 

 

 /*Format 方法提供类似 c 标准库函数 strftime 的功能*/ 

 wxPrintf(_T("Now = %s\n"), dt1.Format(_T("%H:%M:%S:%l")).c_str()); 

 wxPrintf(_T("UNow = %s\n"), dt2.Format(_T("%H:%M:%S:%l")).c_str()); 

 

 wxPuts(_T("详细的时间信息：")); 

 wxPrintf(_T("年：%d\n"), dt2.GetYear()); 

 wxPrintf(_T("月：%d\n"), dt2.GetMonth()+1);/*返回的月份是 0~11*/ 

 wxPrintf(_T("日：%d\n"), dt2.GetDay()); 

 wxPrintf(_T("时：%d\n"), dt2.GetHour()); 

 wxPrintf(_T("分：%d\n"), dt2.GetMinute()); 

 wxPrintf(_T("秒：%d\n"), dt2.GetSecond()); 

 wxPrintf(_T("毫秒：%d\n"), dt2.GetMillisecond()); 

 wxPrintf(_T("是否是闰年：%s\n"),  wxDateTime::IsLeapYear(dt2.GetYear()) ? _T("是") : 

_T("否")); 

 wxPrintf(_T("今年有多少天：%d\n"), wxDateTime::GetNumberOfDays(dt2.GetYear())); 

 wxPrintf(_T("本月全称：%s\n"), wxDateTime::GetMonthName(dt2.GetMonth()).c_str()); 

 wxPrintf(_T(" 本 月 缩 写 ： %s\n"), wxDateTime::GetMonthName(dt2.GetMonth(), 

wxDateTime::Name_Abbr).c_str()); 

 wxPrintf(_T("本月有多少天：%d\n"), wxDateTime::GetNumberOfDays(dt2.GetMonth())); 

 wxPrintf(_T("时区：%s\n"), dt2.Format("%Z").c_str()); 



 

 237 / 267 
http://www.nlscan.com 

 wxPrintf(_T("此时的纽约时间：%s\n"), dt2.Format("%c", wxDateTime::EST).c_str()); 

 wxPrintf(_T("此时的巴黎时间：%s\n"), dt2.Format("%c", wxDateTime::CET).c_str()); 

 

 return 0; 

} 

wxDateTime 演示的结果： 

 

wxTimeSpan 和 wxDateSpan 用来表示一段时间间隔，配合它们的重载运算符可以方便地修

改一个 wxDateTime 值。 

#include "datetimeBG.h" 

#include <wx/datetime.h> 

#include <wx/utils.h> 

 

 

/* 

wxTimeSpan 和 wxDateSpan 用来表示一段时间间隔，配合它们的重载运算符可以方便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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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一个 wxDateTime 值. 

*/ 

int CDateTimeBG::AdvOperation(void) 

{ 

 wxPuts(_T("\n********** 时间间隔类 wxDateSpan 和 wxTimeSpan 演示 **********\n"));

 

 // 获取当前时间和日期 

 wxDateTime dt1 = wxDateTime::Now(); 

 wxPrintf(_T("dt1 代 表 时 间 : %s\n"), 

dt1.Format(_T("%Y-%m-%d %H:%M:%S:%l")).c_str()); 

 

 // 创建一个 2 星期零 1 天,或者说 15 天的间隔 

 wxDateSpan span1(0, 0, 2, 1); 

 wxPrintf(_T("span1 代表长度为%d 年%d 月%d 周%d 日的时间间隔\n"),  

  span1.GetYears(), span1.GetMonths(), span1.GetWeeks(), span1.GetDays()); 

 

 // 今天减去 15 天 

 wxDateTime dt2 = dt1 - span1; 

 wxPrintf(_T("dt2 代 表 时 间 : %s\n"), 

dt2.Format(_T("%Y-%m-%d %H:%M:%S:%l")).c_str()); 

 

 // 用静态方法创建一天的间隔 

 wxDateSpan span2 = wxDateSpan::Day(); 

 wxPrintf(_T("span2 代表长度为%d 年%d 月%d 周%d 日的时间间隔\n"),  

  span2.GetYears(), span2.GetMonths(), span2.GetWeeks(), span2.Get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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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pan3 将代表 14 天的间隔 

 wxDateSpan span3 = span1 - span2; 

 wxPrintf(_T("span3 代表长度为%d 年%d 月%d 周%d 日的时间间隔\n"),  

  span3.GetYears(), span3.GetMonths(), span3.GetWeeks(), span3.GetDays()); 

 

 // 负两周 

 wxDateSpan span4 = -span3; 

 wxPrintf(_T("span4 代表长度为%d 年%d 月%d 周%d 日的时间间隔\n"),  

  span4.GetYears(), span4.GetMonths(), span4.GetWeeks(), span4.GetDays()); 

 

 // 3 个月的间隔 

 wxDateSpan span5 = wxDateSpan::Month() * 3; 

 wxPrintf(_T("span5 代表长度为%d 年%d 月%d 周%d 日的时间间隔\n"),  

  span5.GetYears(), span5.GetMonths(), span5.GetWeeks(), span5.GetDays()); 

 

 // 10 小时 5 分 6 秒的间隔 

 wxTimeSpan span6(10, 5, 6, 0); 

 wxPrintf(_T("span6 代 表 长 度 为 %s 的 时 间 间 隔 \n"), 

span6.Format(_T("%H:%M:%S:%l")).c_str()); 

 

 // dt2 增加固定的间隔 span6 

 wxDateTime dt3 = dt2 + span6; 

 wxPrintf(_T("dt3 代 表 时 间 : %s\n"), 

dt3.Format(_T("%Y-%m-%d %H:%M:%S:%l")).c_str()); 

 

 // span7 是相反方向上的 3 倍 span6 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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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TimeSpan span7 = (-span6) * 3; 

 wxPrintf(_T("span7 代 表 长 度 为 %s 的 时 间 间 隔 \n"), 

span7.Format(_T("%H:%M:%S:%l")).c_str()); 

 

 // SpanNeg 将返回 True, 这个间隔是负的. 

 if (span7.IsNegative()) 

  wxPuts(_T("span7 代表的时间间隔是负的")); 

 

 // 适用静态方法创建一个 1 小时的间隔 

 wxTimeSpan span8 = wxTimeSpan::Hour(); 

 wxPrintf(_T("span8 代 表 长 度 为 %s 的 时 间 间 隔 \n"), 

span8.Format(_T("%H:%M:%S:%l")).c_str()); 

 

 // 1 小时当然小于 30 小时(这里使用绝对值) 

 if (span8.IsLongerThan(span7)) 

  wxPuts(_T("span8 的间隔比 span7 长")); 

 

 

 

 wxPuts(_T("wxDateTime 重载的比较运算符演示")); 

 

 wxDateTime dt4 = wxDateTime::UNow(); 

 wxMilliSleep(1); 

 wxDateTime dt5 = wxDateTime::UNow(); 

 

 wxPrintf(_T("dt4 = %s\n"), dt4.Format(_T("%H:%M:%S:%l")).c_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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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Printf(_T("dt5 = %s\n"), dt5.Format(_T("%H:%M:%S:%l")).c_str()); 

 

 if (dt4 == dt5) 

  wxPuts(_T("d4 和 d5 代表相同的时间。")); 

 else if (dt4 > dt5) 

  wxPuts(_T("d4 晚于 d5")); 

 else 

  wxPuts(_T("d4 早于 d5")); 

 

 return 0; 

} 

Span 演示的结果： 

 

16.3 动态库 

wxDynamicLibrary 类用来加载动态库。在 wxDynamicLibrary 对象析构的时候，与其相关的

动态库即可被自动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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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dynlibdemoBG.h" 

#include <wx/dynlib.h> 

 

 

 

int CDynLibDemoBG::SingleDllLoad(void) 

{ 

 wxPuts(_T("\n************  DynLibDemo: SingleDllLoad ************\n")); 

 

#ifndef __LINUX__ 

 const wxChar *libName = _T("kernel32.dll"); 

 const wxChar *funcName = _T("lstrlenA"); 

#else 

 const wxChar *libName = _T("/lib/libc.so.6"); 

 const wxChar *funcName = _T("strlen"); 

#endif 

 

 /*给定名字即可加载相应的动态库。wxDynamicLibrary 对象析构的时候，关联的库将自

动卸载。*/ 

 wxDynamicLibrary lib(libName); 

 

 if ( !lib.IsLoaded() ) 

  wxPrintf(_T("无法加载 '%s'.\n"), libName); 

 else 

 { 

  typedef int (wxSTDCALL *wxStrlenType)(const ch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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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StrlenType pfnStrlen = (wxStrlenType)lib.GetSymbol(funcName); 

  if ( !pfnStrlen ) 

   wxPrintf(_T("在动态库'%s'中无法找到函数'%s'.\n"), libName, funcName); 

  else 

  { 

   wxPrintf(_T("加载动态库 '%s' 中的 '%s'函数 "), libName, funcName); 

 

   if ( pfnStrlen("foo") != 3 ) 

    wxPrintf(_T("加载的函数不是 strlen\n")); 

   else 

    wxPuts(_T("... 加载成功")); 

  } 

 } 

 return 0; 

} 

动态库加载的演示结果： 

 

16.4 字符串 

wxString 类拥有你对一个字符串类期待的所有操作，包括:动态内存管理，从其它字符串类

型构建，赋值操作，单个字符访问，字符串连接和比较，子字符串获取，大小写转换，空格字符

的修剪和补齐，查找和替换，类似 C 语言 printf 的操作以及类似流一样的插入函数等等。 

#include "stringB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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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StringBG::Construct(void) 

{  

 wxPuts(_T("\n************  StringDemo: Construct ************\n")); 

 wxString str1; 

 

 /* 

 wxWidgets 定义了一个 wxChar 类型,在不同的编译选项(ANSI 或 Unicode)下, 

 这个类型用来映射 char 类型或者 wchar_t 类型.你不必使用单独的 char 类型 

 或者 wchar_t 类型,wxString 内部存储数据的时候使用的是相应的 C 类型.在任 

 何时候,如果你需要对单个字符进行操作,你应该使用 wxChar 类型,这将使得你 

 的代码在 ANSI 版本和 Unicode 版本中保持一致,而不必使用大量的预定义宏. 

 

 如果 wxWidgets 被编译成 Unicode 的版本,和标准字符串常量是不兼容的,因为 

 标准字符串常量无论在哪种版本中都是 char*类型.如果你想在 Unicode 版本中 

 直接使用字符串常量,你应该使用一个转义宏 L.wxWidgets 提供了一个宏 wxT(或 

 者_T)来封装字符串常量,这个宏在 ANSI 版本中被定义为什么事情也不做,而在 

 Unicode 版本中则用来封装 L 宏。 

 

 例子： 

 wxChar ch = wxT('*'); 

 wxString s = wxT("Hello, world!"); 

 wxChar* pChar = wxT("My string"); 

 wxString s2 = pCh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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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String str2(_T("Hello world!")); 

 

 int a = 5; 

 wxString str3( wxString::Format(_T("a: %d"), a) ); 

 

 wxPrintf(_T("str1 长度：%d\n"), str1.Len()); 

 wxPrintf(_T("str2 长度：%d\n"), str2.Len()); 

 wxPrintf(_T("str3 长度：%d\n"), str3.Len()); 

 

 if (str1.IsEmpty()) 

  wxPuts(_T("str1 是空字符串")); 

 

 return 0; 

} 

wxString 构造的演示结果： 

 

#include "stringBG.h" 

 

 

int CStringBG::CmpandCat(void) 

{ 

 wxPuts(_T("\n************  StringDemo: CmpandCa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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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String str2(_T(" morning!")); 

 wxString str3(_T(" evening!")); 

 wxString str4(_T(" night!")); 

 /*字符串的连接*/ 

 wxPrintf(_T("%s\n"), (wxString(_T("Good"))+=str2).c_str()); 

 wxPrintf(_T("%s\n"), wxString(_T("Good")).Append(str3).c_str()); 

 wxPrintf(_T("%s\n"), (wxString(_T("Good"))<<str4).c_str()); 

 

 /*字符串的各种比较*/ 

 if (str2==str3) 

  wxPuts(_T("str2 与 str3 是相同字符串")); 

 else if (str2<str3) 

  wxPuts(_T("str2 字符串小于 str3 字符串")); 

 else  

  wxPuts(_T("str2 字符串大于 str3 字符串")); 

 

 if (0 == str2.CmpNoCase( _T(" MORNING!")) ) 

  wxPuts(_T("如果不考虑大小写，str2 字符串和\" MORNING!\"是相同字符串")); 

 

 if ( str3.Matches(_T("??ve*")) ) 

  wxPuts(_T("str3 符合通配符字符串\"??ve*\"")); 

 

 if ( wxString(_T("apple tree")).StartsWith(_T("apple")) ) 

  wxPuts(_T("\"apple tree\"以\"apple\"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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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 wxString(_T("apple tree")).EndsWith(_T("tree")) ) 

  wxPuts(_T("\"apple tree\"以\"tree\"结尾")); 

 

 return 0; 

} 

wxString 比较和连接的演示结果： 

 

\include wxBaseSample\String\src\sample_SubStr.cpp 

#include "stringBG.h" 

#include <wx/tokenzr.h> 

 

int CStringBG::SubStr(void) 

{ 

 wxPuts(_T("\n************  StringDemo: SubStr ************\n")); 

 

 /*以各种方式提取字串*/ 

 wxString str(_T("Hello NEAT!")); 

 wxPrintf(_T("%s\n"), str(6, 4).c_str()); 

 wxPrintf(_T("%s\n"), str.Left(5).c_str()); 

 wxPrintf(_T("%s\n"), str.Right(5).c_str()); 

 wxPrintf(_T("%s\n"), str.BeforeFirst(_T(' ')).c_s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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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Printf(_T("%s\n"), str.AfterFirst(_T(' ')).c_str() ); 

 

 /*查找、替换子串*/ 

 wxPrintf( _T("\"NEAT\" 开 始 于 原 字 符 串 第 %d 个 字 符 ( 从 零 开 始 计 )\n"), 

str.Find(_T("NEAT")) ); 

 str.Replace( _T("Hello"), _T("Hey") ); 

 wxPrintf(_T("%s\n"), str.c_str()); 

 

 /*分割出子串*/ 

 wxStringTokenizer tkz(_T("first:second:third:fourth"), _T(":")); 

 while ( tkz.HasMoreTokens() ) 

 { 

  wxString token = tkz.GetNextToken(); 

  wxPrintf(_T("token: %s\n"), token.c_str()); 

 } 

 

 return 0; 

} 

子串提取与检索的演示结果： 

 



 

 249 / 267 
http://www.nlscan.com 

#include "stringBG.h" 

 

/*字符串和其他类型数据的转换*/ 

int CStringBG::Convert(void) 

{ 

 wxPuts(_T("\n************  StringDemo: Convert ************\n")); 

 

 /*字符串到其他类型*/ 

 wxString str(_T("15.96")); 

 double val; 

 str.ToDouble(&val); 

 wxPrintf(_T("val: %f\n"), val); 

 

 /*其他类型到字符串*/ 

 wxString str2; 

 double pi = 3.14; 

 str2 << pi; 

 wxPrintf(_T("val of pi:%s\n"), str2.c_str()); 

 

 return 0; 

} 

wxString 和其他类型进行转换： 

 



 

 250 / 267 
http://www.nlscan.com 

#include <wx/regex.h> 

#include "stringBG.h" 

 

 

/*正则表达式*/ 

int CStringBG::RegEx(void) 

{ 

 wxPuts(_T("\n************  StringDemo: RegEx ************\n")); 

 

 wxRegEx 

reIP( wxString(_T("^(([0-9]{1,2}|1[0-9]{2}|2[0-4][0-9]|25[0-5])\.){3}([0-9]{1,2}|1[0-9]{2}|2[0-4][0-9]

|25[0-5])$")) ); 

 

 if (!reIP.IsValid()) 

 { 

  wxPuts(_T("正则表达式不合法")); 

  return 0; 

 } 

 

 if ( !reIP.Matches(_T("192.168.2.1.1")) ) 

  wxPuts(_T("192.168.2.1.1 不是合法 IP")); 

 else 

  wxPuts(_T("192.168.2.1.1 是合法 IP")); 

 

 if ( !reIP.Matches(_T("300.168.6.1")) ) 

  wxPuts(_T("300.168.6.1 不是合法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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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wxPuts(_T("300.168.6.1 是合法 IP")); 

 

 if ( reIP.Matches(_T("192.168.1.1")) ) 

  wxPuts(_T("192.168.1.1 是合法 IP")); 

 else 

  wxPuts(_T("192.168.1.1 不是合法 IP")); 

 

 return 0; 

} 

正则表达式的演示结果： 

 

wxArrayString 是存储 wxString 类型的一个很经济有效的类，它拥有和 wxArray 类完全一致

的功能。它占用的空间也要比直接使用 C 数组类型 wxString[]占用的空间要小的多(这是因为它使

用了一些直接对 wxString 类内部进行操作的方法)。所有在 wxArray 中可以使用的函数都可以在

wxArrayString 中使用。 当一个 wxString 实例被插入这个数组时，wxArrayString 将创建一份这

个字符串的拷贝。所以在成功插入以后，你可以放心的释放原来的字符串。一般情况下，你也不

需要关心 wxArrayString 的内存分配问题，它可以自己释放它所占用的所有的内存。 

wxSortedArrayString，这个对象中的字符串总是按照子母顺序排序的。在得到对应字符串的

Index 时，wxSortedArrayString 使用二分查找法，性能很高。因此如果你的程序中插入字符串

的操作很少，而对其进行搜索的操作很多，你可以考虑使用这个类。 

#include "stringBG.h" 

#include <wx/arrstr.h> 

 



 

 252 / 267 
http://www.nlscan.com 

static int CompareStringLen(const wxString& first, const wxString& second) 

{ 

 return first.length() - second.length(); 

} 

 

 

 

int CStringBG::ArrayDemo(void) 

{ 

 wxPuts(_T("\n************  StringDemo: ArrayDemo ************\n")); 

 

 /*wxArrayString 的空间可以根据需要动态地增长。它占用的空间要比直接 

 使用 C 数组类型 wxString[]占用的空间要小的多(这是因为它使用了一些直接 

 对 wxString 类内部进行操作的方法).wxArrayString 的内部空间在使用完毕 

 时无需手动释放。*/ 

 wxArrayString strArray; 

  

 /*当一个字符串被添加到 wxArrayString 时，wxArrayString 将存储这个字符串的副本。 

 所以，原字符串可以安全地删除。*/ 

 strArray.Add( wxString(_T("buzz")) ); 

 strArray.Add( wxString(_T("three")) ); 

 strArray.Insert(wxString(_T("two")), 1); 

 

 for(size_t i=0, count=strArray.GetCount(); i<count; ++i) 

  wxPrintf(_T("strArray[%d]: %s\n"), i, strArray[i].c_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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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t 方法的其中一个版本接受一个回调函数指针，从而可以按用户制定的规则进行排序。

 例如，下面的代码将按字符串的长度排序。*/ 

 strArray.Sort(CompareStringLen); 

 for(size_t i=0, count=strArray.GetCount(); i<count; ++i) 

  wxPrintf(_T("strArray[%d]: %s\n"), i, strArray[i].c_str()); 

 

 /*wxSortedArrayString 是 wxArrayString 的一个变体，始终以字母表顺序存放它的元素。 

 这使它添加元素的效率有所降低。*/ 

 wxSortedArrayString sortedStrArray; 

 sortedStrArray.Add(wxString(_T("clock"))); 

 sortedStrArray.Add(wxString(_T("sword"))); 

 sortedStrArray.Add(wxString(_T("shield"))); 

 for(size_t i=0, count=sortedStrArray.GetCount(); i<count; ++i) 

  wxPrintf(_T("sortedStrArray[%d]: %s\n"), i, sortedStrArray[i].c_str()); 

 

 sortedStrArray.Add(wxString(_T("apple"))); 

 for(size_t i=0, count=sortedStrArray.GetCount(); i<count; ++i) 

  wxPrintf(_T("sortedStrArray[%d]: %s\n"), i, sortedStrArray[i].c_str()); 

 

 /*wxSortedArrayString 的 Index 方法使用二分查找法，提高了检索效率。综上，如果存在 

 大量检索操作，但不经常添加新元素，应考虑采用 wxSortedArrayString。*/ 

 int index = sortedStrArray.Index(_T("sword")); 

 if ( wxNOT_FOUND != index) 

  wxPrintf( _T("the index of \"sword\": %d\n"), index); 

 

 /*注意：不要对 wxSortedArrayString 使用 Insert、Sort 方法，否则会打乱它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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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于 wxArrayString 和 wxSortedArrayString 的析构都不是虚函数，所以它们都不应

该被继承。*/ 

 return 0; 

} 

wxArrayString 演示的结果： 

 

16.5 文件、文件夹、流 

wxBase 提供了一系列的平台无关的文件处理功能。 

wxTextFile 提供了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来以行为单位读取和写入小型的文本文件。使用

Open 函数将这个文本文件读取到内存中并且以行为单位进行分割，使用 Write 函数写回到文本

文件。你可以使用 GetLine 函数或者直接按照数组的方式操作某个特定的行。或者使用

GetFirstLine， GetNextLine 和 GetPrevLine 进行遍历。AddLine 和 InsertLine 用来增加新行，

RemoveLine 用来移除特定的行，Clear 函数则用来清空所有的行。 

#include "filedirstreamBG.h" 

#include <wx/textfil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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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三 

wxTextFile 提供了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来以行为单位读取和写入小型的文本文件.使用 Open 函

数将 

这个文本文件读取到内存中并且以行为单位进行分割,使用 Write 函数写回到文本文件.你可以使

用 

GetLine 函数或者直接按照数组的方式操作某个特定的行.或者使用 GetFirstLine,GetNextLine 和

GetPrevLine 进行遍历.AddLine 和 InsertLine 用来增加新行,RemoveLine 用来移除特定的

行,Clear 函数 

则用来清空所有的行. 

*/ 

int CFileDirStreamBG::TestwxTextFile(void) 

{ 

 wxPuts(_T("\n******************TestwxTextFile**********************\n")); 

 

 /* 

 wxFILE_SEP_PATH,这个宏代表了不同平台上的路径分割符,比如在windows平台上它代表

"\",而在 Unix 平台上则代表"/". 

 */ 

 wxTextFile file( m_pluginPath + _T("test1") + wxFILE_SEP_PATH + _T("testfile.txt") ); 

 

 wxPrintf(_T("打开文件: %s\n"), file.GetName()); 

 if (file.Open()) 

 { 

  /*以下代码给测试文件每行都加上“wxBase Test: ”前缀。*/ 

  for (size_t i=0, count=file.GetLineCount(); i < count; i++) 

   file[i] = wxString(_T("wxBase Test: ")) + f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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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Write 向磁盘上的文件写入。*/ 

  file.Write(); 

 } 

 else 

 { 

  wxPrintf(_T("无法打开: %s\n"), file.GetName()); 

  return -1; 

 } 

 

 wxPrintf(_T("修改成功\n")); 

 file.Close(); 

 

 return 0; 

} 

wxTempFile 通过使用临时文件，提供了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来替换已有文件的内容。如果

你想要替换某个文件的内容，首先需要用对应的文件名作为参数构造一个 wxTempFile 对象。在

完成所有的写文件操作后，调用 Commit()完成新旧文件的交替。 

#include "filedirstreamBG.h" 

#include <wx/file.h> 

 

/*测试四 

wxTempFile 通过使用临时文件，提供了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来替换已有文件的内容。如果你想要

替换 

某个文件的内容，首先需要用对应的文件名作为参数构造一个 wxTempFile 对象。在完成所有的写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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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后，调用 Commit()完成新旧文件的交替。 

*/ 

int CFileDirStreamBG::TestTempFile() 

{ 

 wxPuts(_T("\n******************TestTempFile**********************\n")

); 

 

 wxString fileName( m_pluginPath + _T("test1") + wxFILE_SEP_PATH + 

_T("testfile.txt") ); 

 wxTempFile tmpFile; 

 

 /*将文件的内容替换为 wxTempFile Test: Pass!*/ 

 if ( tmpFile.Open(fileName) && tmpFile.Write(_T("wxTempFile Test: 

Pass!")) ) 

 { 

  if ( !tmpFile.Commit() ) 

   return -1; 

 } 

 else 

  return -2; 

 

 wxPrintf(_T("%s的内容成功被替换\n"), fileName.c_str()); 

 

 /*如果临时文件没有关闭，wxTempFile 的析构函数会调用 Discard 方法，放弃所有没有

Commit的修改。*/ 

 return 0; 

} 

wxFileName 用来处理文件名.它可以分解和组合文件名，还提供了很多额外的操作，其中某

些为静态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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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filedirstreamBG.h" 

#include <wx/filename.h> 

 

 

 

/*测试五 

wxFileName 用来处理文件名.它可以分解和组合文件名,还提供了很多额外的操作,其中某些为静

态函数. 

*/ 

int CFileDirStreamBG::TestFileName(void) 

{ 

 wxPuts(_T("\n******************TestFileName**********************\n")); 

 

 wxFileName fn( m_pluginPath + _T("test1") + wxFILE_SEP_PATH + _T("testfile.txt") ); 

 

 wxString full = fn.GetFullPath(); 

 

 wxString vol, path, name, ext; 

 wxFileName::SplitPath(full, &vol, &path, &name, &ext); 

 

 wxPrintf(_T("'%s'->\n 卷标 '%s',\n 路径 '%s',\n 文件名 '%s',\n 扩展名 '%s'\n"), 

  full.c_str(), vol.c_str(), path.c_str(), name.c_str(), ext.c_str()); 

 

 wxPuts(_T("包含在这个路径中的文件夹有: ")); 

 wxArrayString dirs = fn.GetDirs(); 

 for ( size_t n=0, count = dirs.GetCount(); n < count;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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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Printf(_T("\t%u: %s\n"), n, dirs[n].c_str()); 

 

 return 0; 

} 

wxFileName 使用演示的结果： 

 

wxDir 是一个等价于 Unix 上的 open/read/closedir 函数的类。 

#include "filedirstreamBG.h" 

 

 

/*测试一*/ 

int CFileDirStreamBG::TestDirExistsAndEnum(void) 

{ 

 wxPuts(_T("\n******************TestDirExistsAndEnum**********************\n")); 

 

 /*Exists 这个静态函数可以用来验证某个目录的存在性*/ 

 if (!wxDir::Exists(m_pluginPath)) 

 { 

  wxPuts(_T("演示目录不存在"));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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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受路径的构造函数将打开对应的目录，使用 IsOpened 检查是否发生错误*/ 

 wxDir dir(m_pluginPath); 

 if (!dir.IsOpened()) 

  return -2; 

 

 wxPuts(_T("列出当前目录下的内容")); 

 wxString filename; 

 bool cont = dir.GetFirst(&filename, wxEmptyString, wxDIR_FILES|wxDIR_DIRS); 

 while ( cont ) 

 { 

  wxPrintf(_T("%s\n"), filename.c_str()); 

  cont = dir.GetNext(&filename); 

 } 

 

 return 0; 

} 

枚举目录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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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Dir 提供了一个灵活的递归枚举文件的方法——Traverse。Traverse 将递归遍历目标目录

下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Traverse 需要一个 wxDirTraverser 派生类对象作为参数

（wxDirTraverser 是一个抽象类）。对于每一个文件和文件夹，Traverse 会相应调用

wxDirTraverser 派生类对象的 OnFile 和 OnDir 方法。 

wxDirTraverser 派生类定义： 

class DirPrintTraverser : public wxDirTraverser 

{ 

public: 

 virtual wxDirTraverseResult OnFile(const wxString& filename); 

 virtual wxDirTraverseResult OnDir(const wxString& dirname); 

}; 

 

wxDirTraverser 派生类成员函数的实现以及 wxDir 的 Traverse 方法的使用： 

#include "filedirstreamBG.h" 

#include <wx/filefn.h> 

 

 

 

/*测试二 

wxDir 提供了一个灵活的递归枚举文件的方法——Traverse。Traverse 将递归遍历目标目录

下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Traverse 需要一个 wxDirTraverser 派生类对象作为参数（wxDirTraverser 是一个抽象类）。

对于每一个文件和 

文件夹，Traverse 会相应调用 wxDirTraverser 派生类对象的 OnFile 和 OnDir 方法。 

*/ 

int CFileDirStreamBG::TestDirTraverse(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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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Puts(_T("\n******************TestDirTraverse**********************\n")); 

 wxPuts(_T("遍历整个演示目录")); 

 wxDir dir(m_pluginPath); 

 /*DirPrintTraverser 为 wxDirTraverser 的派生类，重新实现了 OnFile 和 OnDir。*/ 

 DirPrintTraverser traverser; 

 dir.Traverse(traverser); 

 return 0; 

} 

 

 

 

/************************************************************************/ 

/*DirPrintTraverser                                                     */ 

/************************************************************************/ 

 

 

wxDirTraverseResult DirPrintTraverser::OnFile(const wxString& filename) 

{ 

 wxString path, name, ext; 

 wxSplitPath(filename, &path, &name, &ext); 

 

 if ( !ext.empty() ) 

  name << _T('.') << ext; 

 

 wxString i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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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 const wxChar *p = path.c_str(); *p; p++ ) 

 { 

  if ( wxIsPathSeparator(*p) ) 

   indent += _T("  "); 

 } 

 

 wxPrintf(_T("%s%s\n"), indent.c_str(), name.c_str()); 

 

 return wxDIR_CONTINUE; 

} 

 

wxDirTraverseResult DirPrintTraverser::OnDir(const wxString& dirname) 

{ 

 wxString path, name, ext; 

 wxSplitPath(dirname, &path, &name, &ext); 

 

 wxString indent; 

 for ( const wxChar *p = path.c_str(); *p; p++ ) 

 { 

  if ( wxIsPathSeparator(*p) ) 

   indent += _T("  "); 

 } 

 

 /*文件夹在输出的时候将被包括在<>中*/ 

 wxPrintf(_T("%s<%s>\n"), indent.c_str(), name.c_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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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wxDIR_CONTINUE; 

} 

递归遍历目录： 

 

下面来看看 wxBase 提供的流操作。 

首先是文件流操作： 

#include "filedirstreamBG.h" 

#include <wx/wfstrea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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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六 

 

*/ 

int CFileDirStreamBG::TestIOStream(void) 

{ 

 wxPuts(_T("\n******************TestIOStream**********************\n")); 

 

 /*  

    wxFileInputStream 和 wxFileOutputStream 是基于 wxFile 类实现的,可以通过文件名, 

    wxFile 对象或者整数文件描述符的方式来进行初始化. 

 */ 

 wxFileInputStream inStream( m_pluginPath + _T("test1") + wxFILE_SEP_PATH + 

_T("testfile.txt") ); 

 

 /*wxFileOutputStream 将以“只写”的方式打开文件。*/ 

 wxFileOutputStream outStream( m_pluginPath + _T("test1") + wxFILE_SEP_PATH + 

_T("testfile2.txt")); 

 

 /*下面的代码演示了使用 wxFileInputStream 和 wxFileOutputStream 实现文件拷贝的方法.

每次拷贝 1024 个字节*/ 

 unsigned char buf[1024]; 

 size_t bytesLeft = inStream.GetSize(); 

 while (bytesLeft > 0) 

 { 

  size_t bytesToRead = (size_t)sizeof(buf)<bytesLeft ? (size_t)sizeof(buf) : bytesLeft; 

  inStream.Read((void*) buf, bytesToRead); 

  outStream.Write((void*) buf, bytesTo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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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tesLeft -= bytesToRead; 

 } 

 

 wxPuts(_T("拷贝完成\n")); 

 return 0; 

} 

wxTextInputStream 和 wxTextOutputStream 用于读写文本文件的数据。这两个类重载了操

作符“>>”和“<<”。所以，你可以像使用标准 c++流对象那样使用这两个类的对象。

wxDataOutputStream 和 wxDataInputStream 用于读写二进制文件的数据。 

 

#include "filedirstreamBG.h" 

#include <wx/txtstrm.h> 

#include <wx/datstrm.h> 

#include <wx/wfstream.h> 

 

 

/*测试七 

wxTextInputStream 和 wxTextOutputStream 用于读写文本文件的数据。这两个类重载了 

操作符">>"和"<<"，所以，你可以像使用标准 c++流对象那样使用这两个类的对象。 

wxDataOutputStream 和 wxDataInputStream 用于读写二进制文件的数据。 

*/ 

int CFileDirStreamBG::TestAdvIOStream(void) 

{ 

 wxPuts(_T("\n******************TestAdvIOStream**********************\n")); 

 

 wxFileInputStream inStream( m_pluginPath + _T("test1") + wxFILE_SEP_P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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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testfile.txt") ); 

 wxTextInputStream txtInStream(inStream); 

 

 wxString str; 

 /*在流中有可读出字符时，CanRead 返回 true。调用这个函数进行检查，避免在 Read

时发生阻塞。*/ 

 while (inStream.CanRead()) 

 { 

  /*ReadLine 不会返回行末的'\n'字符*/ 

  str += txtInStream.ReadLine(); 

  str += _T('\n'); 

 } 

 

 str += _T("TestAdvIOStream: Pass!"); 

 

 wxFileOutputStream outStream( m_pluginPath + _T("test1") + wxFILE_SEP_PATH + 

_T("testfile3.dat") ); 

 wxDataOutputStream datOutStream(outStream); 

 datOutStream << str; 

 

 wxPuts(_T("高级 IO 流演示完成\n")); 

 return 0; 

} 

附录 1-系统调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