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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读者
“低代码”概念由全球知名的技术和市场调研公司 Forrester 在 2014 年创造。它的完整定
义是：“利用很少或几乎不需要写代码就可以快速开发应用，并可以快速配置和部署软件的一
种技术和工具”。
现在低代码概念非常的火爆。究其原因在于面对日益增多和不断变革的业务，传统底层编
码重装开发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甚至成为业务变革的阻碍。而低代码工具以崭新的理念和
技术改变了软件开发模式本身，可以极大的提升软件开发效率，帮助企业快速实现业务变革！
现在很多软件公司和终端企业都选择把低代码开发平台作为支撑信息化建设的长期工具。
传统的快速开发平台 myapps、flowportal、hotent，OA 协同厂商、ERP 厂商、新兴互联网厂商
等纷纷加码，国内低代码市场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而且因为采用中文可视化编辑界面，
加上业务流程管理模式和操作习惯和国内企业更加匹配，国产化低代码平台将迎来重大发展机
遇！
在基于 GUI（图形用户接口）的人机交互系统，历时四十年的发展和变革，观察目前全球
市场上流通的主流 HMI（人机交互界面）开发框架和工具，仍然是以强语言代码（C++/C#/JAVA）
或者弱语言代码（JavaScript/其他脚本语言），配合相关联的可视化界面制作工具，来开发实现
HMI 应用业务。
SparkSource 是顺应“低代码”这一时代趋势而构建的新一代一站式可视化人机交互智能研
发系统，以“可视化”和“去代码化”方式快速开发智能驾驶舱人机交互系统为核心特色，同
时可用于各类嵌入式设备的人机交互系统的开发。SparkSource 是为次时代 HMI 表现而设计。
次时代 HMI 应该是以 2D/3D 混合渲染为基础，结合语音、手势、触摸等多元互动方式，充分
利用 GPU 效能和多屏幕互动特性，使得科幻走向现实。
SparkSource 是基于 HMI 开发的工程化思想而设计。其中 Spark Studio 是连接产品定义、
设计、实现、测试的桥梁。将 UI/UX 团队的线框图设计、视觉设计、高低保真原型设计；软件
团队的功能开发；测试团队的产品功能测试等集于一身。Spark Studio 提供的 2D/3D 画面、特
效、动画、状态机、多屏互动、画面流程图等系统功能，使得设计和开发人员紧密结合，轻松
达到专业效果。用 Spark Studio 设计的作品可以直接运行在车机端，真正的跨越平台和工具限
制，实现设计即所得。
本书随着 SparkSource 版本的迭代而滞后更新，书中难免出现错误和不准确之处。通过
support@sparksource.cn 邮箱，我们很想知道这些错误以及任何建议。如果我们不能回答每一个
问题或没有及时回复，请不要失望。我们会认真阅读所有的来信，感谢您的建议使本书后续的
版本更清晰、更准确、更有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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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SparkSource 概述
随着人工智能、车联网等技术的高速发展，汽车驾驶舱颠覆传统正在发生变革，越来越多
的屏幕将占据车内的配置布局。汽车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工具，而是集美学和“黑科技”
于一身的行走在 “轮子上”的大型智能终端，赋予消费者更智能、更安全、更个性化的驾乘
体验。业界普遍认为集成了数字液晶仪表、抬头显示、中控娱乐和后座娱乐的多屏融合智能驾
驶舱有望成为汽车“第二大脑”，其不仅将是高级辅助驾驶 (ADAS)、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等新
时代技术的关键接口，更代表着未来成为汽车的标配。
针对车载智能驾驶舱人机交互系统的研发，从需求定义到产品原型设计，需要经历复数迭
代直到最终产品，这一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在过程中不同团队面对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
产品团队：
•

如何定义产品赢得市场？

•

定义的产品是否可最终落实？

UI/UE 设计团队：
•

如何将设计高保真展示？

•

如何把设计结果传递给工程团队？

•

设计是否被工程团队完美还原？

•

如何与车机端实际效果匹配？

工程团队：
•

如何实现复杂的设计效果？

•

如何实现复杂的交互流程？

•

如何应对人力资源短缺的压力？

•

如何应对开发周期短的压力？

•

如何减少 Bug 提升质量？

•

如何提升开发效率？

验收团队：
•

如何进行测试？

•

终端客户接受吗？

•

真的是您最初的梦想吗？

SparkSource，针对图形图像领域内的车载智能驾驶舱人机交互，从 0 到 1 构建一整套技术
解决方案，包括以去代码化为技术特点的运行时框架引擎和快速可视化所见即所得的高效开发
工具。SparkSource，打破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技术壁垒和不同团队之间的协作壁垒，实现产品
融合、多屏互动、信息交互，展现数字化、人性化、智能化的智能驾驶舱人机交互解决方案。
SparkSource，解决传统汽车座舱展现感染力低下和开发周期长、团队合作复杂的问题；同时借
助于该解决方案，助力客户快速和高质量地开发仪表、抬头显示器、中控娱乐系统、副驾娱乐
系统、虚拟控制屏系统的 HMI/APP，为汽车厂商和 Tier1 解决 HMI/APP 的设计、开发实现和
测试的时间成本高和人力成本高等难题，助力客户将概念原型快速转化为产品，赢得市场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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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组成体系
SparkSource 完整构建针对智能驾驶舱平台人机交互的解决方案，涵盖从上层用户界面到
衔接中间件的全部功能组织，主要包括下图所示的六大子系统。

1.1.1 Spark Studio
用于制作各领域人机交互界面的可视化制作工具。以所见即所得方式，帮助 UI/UX 设计
师，帮助软件工程师，来设计并实现 2D 场景、3D 场景、动画、画面内状态变化、画面间迁移
逻辑、各种 2D/3D 的视觉特效、构建页面元素跟业务功能的关联关系等等。同时支持多语言
设计、多皮肤设计、多主题设计、多屏幕关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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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Spark Simulator
针对车载智能驾驶舱领域的模拟器。能够模拟的业务模块包括：仪表、高级辅助驾驶、车
辆设置、车载娱乐系统、云端数据服务等。运行在个人 PC 机上的 Spark Simulator，通过以太
网/CAN 网络等模式跟车载智能驾驶舱系统相连接后，用户可以手动方式、自动驱动方式，来
完成其车载产品的演示需求和提前测试需求。

1.1.3 Spark Autotest
针对基于 SparkSource 框架而开发的 HMI/APP 的自动化测试工具。它帮助 HMI/APP 开发
团队构建和管理测试用例，支持常规测试和回归测试，并自动比对测试结果，生成测试报告。
基于该子系统，为 HMI/APP 的质量，添加最后一道监督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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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Spark Engine
即是 HMI/APP 的运行时框架引擎和渲染引擎，也是 Spark Studio 的开发框架。这是非常先
进的设计理念，也就是类似鸡和蛋的问题。Spark Engine 最底层的渲染引擎，基于 OpenGL ES
2.0，这个行业内标准的基于可编程渲染管线的渲染技术体系。Spark Engine 内部框架通过对 OS
依赖部分的包装隔离，做到了对 Window、Linux、QNX、Android 等的跨平台支持。

1.1.5 Spark Model
针对车载智能驾驶舱领域中衔接上层 APP 功能和中间件层业务逻辑功能之间的桥梁。对
中间件层定义统一的软件抽象层（SAL）接口，基于这个接口规范，其中一个具体实现是连接
Spark Simulator，用于提前模拟测试；另一个具体实现是借助系统平台里的中间件服务，完成
具体功能单元。基于该子系统，用户能够快速构建 HMI/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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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Spark Splash
一套精简的运行时开机动画引擎。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在低端设备上也达到极好的性能效
率。即可以独立完成对开机动画的播放控制，也可以跟系统中的源管理模块相互合作，由源管
理模块来实施对开机动画的播放控制。针对智能驾舱环境，支持多个独立屏幕上的开机动画的
同步播放，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动画系统。

1.2 关键技术
1.2.1 图形图像渲染引擎框架
SparkSource 构建一套完整的图形图像渲染引擎框架。它基于 OpenGL ES 2.0 的可编程 GPU
硬件加速渲染的原始框架，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缓存机制，解决渲染效率不高的技术问题。
1.2.2 2D/3D 混合 UI 交互框架
SparkSource 构建一套 2D/3D 混合的 UI 交互框架。基于该框架，3D 场景可嵌入到 2D 场
景中；2D 场景可嵌入到 3D 场景中。解决人机交互界面形式单一的问题。
1.2.3 外置 GPU Shader 程序融合框架
SparkSource 构建一套将内置渲染引擎框架和 UI 交互框架跟外置 GPU Shader 程序相互融
合的框架。基于该模式，给 HMI/APP 开发者以足够的能力和空间，来实现绚丽多彩的视觉效
果。
1.2.4 平台 OS 隔离框架
SparkSource 构建一套平台 OS 系统隔离框架。基于该框架而实现的 HMI/APP，可以很自
然的在 Windows、Linux、QNX、Android 等主流平台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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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视觉交互与业务功能逻辑分离框架
SparkSource 构建一套完整分离视觉交互和业务功能逻辑的框架体系。基于该体系，
HMI/APP 开发变得异常简单。进一步完善去代码化实现 HMI/APP 开发模式，进一步提升
HMI/APP 质量。
1.2.6 HMI 资源管理框架
SparkSource 构建一套系统化完整化的 HMI/APP 资源管理框架。支持热切换语言、皮肤、
主题，在满足用户对个性化界面的需求的同时，可将皮肤或主题资源部署在云端，支持车厂推
送主题的新商务模式。
1.2.7 多屏互动框架
SparkSource 构建一套多屏互动框架体系。可支持任意 UI 元素在中控信息娱乐屏、仪表显
示屏、抬头显示屏等屏幕间的流动和互动，给用户带来轻松愉快和智能的驾乘体验。
1.2.8 可视化人机交互界面制作工具
SparkSource 构建一套可视化人机交互界面的制作工具。用户以所见即所得方式快速实现
画面的静态结构、动态效果、画面切换、与业务功能逻辑关联，降低画面制作难度，提高效率，
节约人力成本。

1.3 技术创新
1.3.1 热切换皮肤与主题
皮肤包括：字体、颜色、图片、音频、3D 模型、3D 材质、GPU 特效程序、控件样式；主
题包括：元素属性值、画面总数量、画面内结构、画面内布局、画面内动画、画面内交互逻辑、
画面间跳转逻辑。基于 SparkSource 技术，无需关闭程序，更无须重启系统，可快速切换所有
外在表现和内部界面逻辑。SparkSource 实现的热切换主题的技术，在行业内是先进的，可满
足用户个性化的定制需求。目前市场上流通的框架工具，只支持热切换皮肤中的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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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多屏互动
支持文字、图片、UI 组件、整个屏幕、动画、GPU 特效程序在多屏幕间流动。即支持每个
屏幕内独立的画面切换逻辑，也支持各个屏幕间联动的画面切换逻辑。SparkSource 实现的多
屏互动的技术，在行业内是先进的，给设计师充分的发挥空间。前国市场上流通的框架工具，
都需要用户在其应用程序代码中，独立实现有限度的部分多屏互动需求。

1.3.3 HMI 表现力
SparkSource 构建的 2D/3D 混合 UI 框架，CCP 框架、VUI 框架等，以及可定制化的渲染管
道技术，支持 UI/UX 设计师针对视觉、听觉、触觉的融合设计，全面提升用户产品品质，达到
多维立体的互动体验，获得绚丽多彩的人机交互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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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去代码化
HMI/APP 的 UI 部分不生成任何 C++/C#/JAVA 等强语言代码和 JavaScript 等弱语言代码。
去代码化技术给用户项目带来了快速适配，解决 HMI 开发变化频繁的行业痛点。SparkSource
实现的去代码化实现 HMI 的技术，在行业内是先进的开发理念。

1.4 应用创新
1.4.1 云端部署
基于 SparkSource 技术实现的 HMI/APP，其皮肤资源包、主题资源包，可以部署在云端，
这样，云端可主动推送换皮肤主题，客户可主动下载换皮肤主题。在车载市场，打造新的购买
皮肤或主题的商业模式。
1.4.2 融合开发
SparkSource 重新定义软件开发过程，将 UI/UX 团队的视觉设计、线框图设计、高低保真
原型设计，HMI/APP 工程团队的代码实现，测试团队的功能测试，三者融合一体，真正做到设
计即产品，无需编译，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60%以上，节省开发人员 60%以上。
1.4.3 平行开发
区别于传统的 HMI/APP 和中间件服务的混合开发、编译、测试的高耦合度开发过程，基
于 Spark Model 体系，HMI/APP 和中间件的开发，可以 100%隔离，助力团队降低开发难度、
提升开发效率；基于 Spark Simulator 体系，在系统集成前，可完成超 90%场景的 HMI 测试，
从技术手段，保证 HMI/APP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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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搭建 SparkSource 开发环境
2.1 搭建 Windows 环境
2.1.1 安装 OpenSSL
OpenSSL 是必要的基础工具包，推荐安装 1.1.0i 版本，可以从下述网址下载：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tool/Win32OpenSSL-1_1_0i.exe
下载后，双击该 exe 文件，一路选择默认设置，即可完成安装。安装后，需要将“安装目
录\bin”目录配置到 windows 系统的环境变量 Path 中。本示例的安装路径是：C:\Program Files
(x86)\OpenSSL-Win32\bin。
具体操作如下：在 Windows 桌面上右键点击“电脑”图标，选择“属性”菜单，然后依次
按下图所示点击红色椭圆区域，当点击“浏览”时选择 OpenSSL 的安装目录下 bin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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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安装 Spark Studio
Spark Studio 根据包含功能的差异，有四个版本：
1） Basic Version：HMI 解决方案，2D 场景有限功能，免费学习版，下载地址：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release/spark_studio_basic_windows.zip
2） Express Version：HMI 解决方案，2D 场景完整功能，下载地址：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release/spark_studio_express_windows.zip
3） Professional Version：HMI 解决方案，3D 场景与特效完整功能，下载地址：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release/spark_studio_professional_windows.zip
4） Enterprise Version：车载智能驾驶舱企业级功能，下载地址：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release/spark_studio_enterprise_windows.zip
本书所有示例及应用内容讲解，基于 Enterprise 版本。
下载 zip 包后，解压并直接安装，建议安装在 D 盘。如果安装在默认路径 C:\Program Files
(x86)，则可能需要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Spark Studio，并且后续在创建项目时，其编译配置可能
涉及到依赖路径里包含空格的问题处理。
安 装 后 启 动 Spark Studio ， 如 果 主 菜 单 的 底 部 出 现 下 图 所 示 异 常 情 况 ， 则 请 打 开
\SparkStudio\studio\resource_package\config.xml 文件，将“rectangle_offset_y”设置为 0 或 1，
再次打开 Spark Studio 查看效果。

（异常）

（正常）
【注意：】
•

Spark Studio 基于 Spark Engine 实现，而 Spark Engine 基于 OpenGL ES 2.0 API 实

现渲染，在 Windows 上需借助 PowerVR 提供的转接实现，该实现对显卡有依赖，如果您
的 PC 机没有独立显卡，则有可能不能正常启动 Spark Studio。
•

在 Windows 上，可能有其他程序自带安装了 OpenSSL 的某个版本，其版本实现可

能导致 Spark Studio 不能正常启动，解决办法是在 C 盘目录里搜索到“openssl.exe”，将之
删除或改名即可。
•

如果您使用的 Spark Studio 是未授权的版本，则在每次启动 Spark Studio 后经过 21

分钟，Spark Studio 会自动退出，但在退出前，系统会自动保存工程数据。
2.1.3 安装 Visual Studio
SparkSource 系统，基于 C++代码关联中间件业务功能，或者用户习惯于用代码实现画面
控制逻辑，因此需要搭建 C++开发环境。在 Windows 上，推荐使用 Visual Studio 系列产品。
例如 Visual Studio 2008 + Visual Assist X，或者最新 Visual Studio 版本，具体安装细节不再本书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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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搭建 Linux 环境
2.2.1 搭建 C++开发环境
SparkSource 系统，基于 C++代码关联中间件业务功能，或者用户习惯于用代码实现画面
控制逻辑，因此需要搭建 C++开发环境。在 Ubuntu Linux 上，下述安装包是必须的：
sudo apt-get install make
sudo apt-get install g++
sudo apt-get install gcc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include make, g++, gcc）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es2-mesa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es2-mesa-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11-dev
sudo apt-get install xclip
sudo apt-get install gedit
sudo apt-get install ffmpeg（音频解码器）
sudo apt-get install sox（音乐播放器）
sudo apt-get install sox libsox-fmt-all
sudo apt-get install lib32ncurses5 lib32z1（安装 32 位兼容包）
sudo apt-get install lib32stdc++6（安装 32 位兼容包）
2.2.2 安装 OpenSSL
如果仅在 Ubuntu Linux 里为目标设备编译 ViewModel，则不需要安装 OpenSSL。
OpenSSL 是必要的基础工具包，推荐安装 1.1.0i 版本，可以从下述网址下载：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tool/openssl-1.1.0i.tar.gz
将该 zip 包放到 home 目录后，在 home 终端窗口内，依次执行下述命令，即可完成安装：
（sudo apt-get remove openssl）（如果有其他版本 OpenSSL，请先卸载）
tar -vxzf ./openssl-1.1.0i.tar.gz
cd openssl-1.1.0i
./Configure
make
sudo make install
sudo cp /usr/local/bin/openssl /usr/bin/openssl
openssl version（如果安装成功，此时显示 OpenSSL 的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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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安装 Spark Studio
如果仅在 Ubuntu Linux 里为目标设备编译 ViewModel，则不需要安装 Spark Studio。
Spark Studio 根据包含功能的差异，有四个版本：
1） Basic Version：HMI 解决方案，2D 场景有限功能，免费学习版，下载地址：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release/spark_studio_basic_linux.zip
2） Express Version：HMI 解决方案，2D 场景完整功能，下载地址：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release/spark_studio_express_linux.zip
3） Professional Version：HMI 解决方案，3D 场景与特效完整功能，下载地址：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release/spark_studio_professional_linux.zip
4） Enterprise Version：车载智能驾驶舱企业级功能，下载地址：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release/spark_studio_enterprise_linux.zip
本书所有示例及应用内容讲解，基于 Enterprise 版本。
下载 zip 包并解压后，把 spark_studio_installer.deb、spark_studio_installer.sh 复制到 home 目
录后，依次执行下述操作，即可完成安装：
•

在 home 终端窗口内，执行：
./spark_studio_installer.sh

•

打开/etc/sudoers 文件，在文件尾添加下面内容：
UserName ALL=(ALL) NOPASSWD:ALL (UserName 改成您的 linux 用户名)
（上述命令，可以移除 sudo 的 password 需求，可用于双击启动 Spark Studio）

•

打开 home 目录下.bashrc 文件（ctrl+H 显示隐藏文件），在文件尾添加下面内容：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home/UserName/SparkStudio/studio/linux
export PATH=$PATH:/home/UserName/SparkStudio/studio/linux

安 装 后 启 动 Spark Studio ， 如 果 主 菜 单 的 底 部 出 现 下 图 所 示 异 常 情 况 ， 则 请 打 开
/SparkStudio/studio/resource_package/config.xml 文件，将“rectangle_offset_y”设置为 0 或 1，
再次打开 Spark Studio 查看效果。

（异常）

（正常）
【注意：】
•

如果您使用的 Spark Studio 是未授权的版本，则在每次启动 Spark Studio 后经过 21

分钟，Spark Studio 会自动退出，但在退出前，系统会自动保存工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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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第一个 APP
3.1 从零构建 APP
同其他关于某种编程语言或者某个工具的介绍用书的惯例一样，本书也从一个“Hello
World”APP 开始，迈入 SparkSource 的大门，畅游 SparkSource 的世界。
如果您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也可直接阅读 Spark Studio 工具中的【帮助】=>【新手引导】，
有更完整的从零构建 APP 的操作步骤。
第 1 步：创建“hello_world”工程
通过【文件】=>【新建】工具按钮启动工程创建向导。如图所示，选择工程根目录，输入
“hello_world”作为 APP 的名称，输入“theme_default”作为主题名称，输入“skin_default”
作为皮肤名称。按“确定”按钮，完成新工程的创建工作。
查看文件系统，在“hello_world”目录中已经包含完整的工程结构信息。
•

doc 目录，存放项目中的各种文档。

•

res 目录，存放该 APP 的所有资源文件。

•

data_model 目录，存放关联中间件业务的数据协议文件和 Data Provider 插件。

•

data_simulator 目录，存放模拟器配置文件。

•

data_autotest 目录，针对该 APP，存储测试用例。

•

与代码相关的目录，在本书后续章节再做介绍。

第 2 步：配置输出窗口的个数和尺寸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hello_world/config.xml 文件，在“surface_set”节点中，每一行“surface”
配置，表示一个输出窗口信息。针对车载驾驶舱多显示器或多输出区域的情况，可以适当增加
“surface”行，通过“display_id”和“surface_id”来标识，并配置输出窗口的位置和尺寸信息。
本示例工程采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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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配置界面语言和文本
SparkSource 支持在设计时和运行时热切换界面语言。如图所示，工程创建向导默认创建英
文。
选择“文本”标签页，点击顶部的“+”按钮，在弹出框中输入“HELLO_WORLD”作为
文本串的名字，输入“Hello World”字符串值，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类似操作，添加
名字为“SHOW”和值为“Show”的文本串。

第 4 步：配置主题和皮肤
SparkSource 系统支持在设计时和运行时热切换主题和皮肤。皮肤包含视觉和听觉相关的
元素信息；主题除包含皮肤外，还包括界面布局和画面迁移关系。如图所示，工程创建向导已
经完成主题和皮肤的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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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配置字体和颜色
SparkSource 支持任意数量的字库文件。如图所示，工程创建向导默认导入文泉驿微米黑字
库。
选择“字体”标签页，点击顶部的“+”按钮，在弹出框中输入“FONT_INFO”作为字体的名
字，选择字库文件，将颜色调整为白色，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选择“颜色”标签页，点击顶部的“+”按钮，在弹出框中输入“BUTTON_NORMAL”作为颜
色的名字，将颜色调整为绿色，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类似操作，添加“BUTTON_PRESS”
为名字的颜色，配色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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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创建页面
选择“页面”标签页，点击顶部的“+”按钮，在弹出框中
输入“home”作为页面的名字，勾选“作为启动画面”，点击
“确定”按钮完成操作。双击“home”条目，在“场景编辑器”
中打开该页面。
第 7 步：在页面中添加按钮控件
在“场景浏览器”中，选择“home”节点，点击【2D 场
景】=>【按钮】，在弹出框中输入“show”。选择“show”节点，
点击【2D 场景】=>【单行文本】，在弹出框中输入“caption”。
此时场景结构如图所示。
选择“home”节点，在“属性编辑器”中，展开“布局”
属性组，设置“控件宽度”为 1280，“控件高度”为 720；展
开“背景”属性组，设置“颜色值”为灰色。
选择“show”节点，展开“布局”属性组，设置“横坐标”
为 100，“纵坐标”为 100，“控件宽度”为 200，“控件高度”
为 50 ； 展 开 “ 背 景 色 ” 属 性 组 ， 设 置 “ 正 常 态 ” 为
“BUTTON_NORMAL”，设置“按压态”为“BUTTON_PRESS”。
选择“caption”节点，展开“布局”属性组，设置“控件
宽度”为 200，“控件高度”为 50；展开“表现”属性组，设置“字体”为“FONT_INFO”；
展开“数据内容”属性组，设置“文本编号”为“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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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步：创建弹出框
选择“弹出框”标签页，点击顶部的“+”按钮，在弹
出框中输入“hello”作为弹出框的名字，点击“确定”按钮
完成操作。双击“hello”条目，在“场景编辑器”中打开该
弹出框。
第 9 步：在弹出框中添加文本控件
在“场景浏览器”中，选择“hello”节点，点击【2D 场
景】=>【单行文本】，在弹出框中输入“info”。此时场景结
构如图所示。
选择“hello”节点，在“属性编辑器”中，展开“布局”
属性组，设置“控件宽度”为 300，
“控件高度”为 300，
“宽
度缩放比例”为 0.1，
“高度缩放比例”为 0.1；展开“背景”
属性组，设置“颜色值”为亮灰色；展开“边框”属性组，
设置“颜色值”为白色；展开“显示”属性组，设置“显示
模式”为“modeless”。
选择“info”节点，展开“布局”属性组，设置“横坐
标”为 50，“纵坐标”为 125，“控件宽度”为 200，“控件
高度”为 50；展开“表现”属性组，设置“字体”为
“FONT_INFO”；展开“数据内容”属性组，设置“文本编
号”为“HELLO_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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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步：为弹出框设计入场动画
在“场景浏览器”的“场景动画”面板中，选择“hello”节点，点击【场景动画】=>【组
合动画】，在弹出框中输入“scale_amt”。选择“scale_amt”节点，点击【场景动画】=>【数值
动画】，在弹出框中输入“scale_width”。选择“scale_amt”节点，点击【场景动画】=>【数值
动画】，在弹出框中输入“scale_height”
。选择“scale_width”节点，点击【场景动画】=>【控
件对象】，在弹出框中选择“hello”节点和它的属性“布局-宽度缩放比例”。选择“scale_height”
节点，点击【场景动画】=>【控件对象】，在弹出框中选择“hello”节点和它的属性“布局-高
度缩放比例”。此时场景结构如图所示。
选择“scale_width”节点，在“属性编辑器”中，展开“参数”属性组，设置“起始值-宽
度缩放比例”为 0.1，“终止值-宽度缩放比例”为 1.0。
选择“scale_height”节点，展开“参数”属性组，设置“起始值-高度缩放比例”为 0.1，
“终止值-高度缩放比例”为 1.0。
在“场景浏览器”的“场景结构”面板中，选择“hello”节点，在“属性编辑器”中，展
开“动画”属性组，设置“入场动画”为“scale_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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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步：设计页面到弹出框的迁移
在“Project Explorer”中选择“画面迁移”标签页，点击“编辑画面迁移图”按钮，启动“画
面迁移编辑器”。
点击【画面迁移】=>【页面】，在弹出框中选择“home”，点击“确定”后，将“home”画
面状态添加到画面迁移编辑器中，拖动它到其他位置。
点击【画面迁移】=>【弹出框】，在弹出框中选择“hello”。
选择“home”状态，从桔黄色圆点拖拽箭头到“hello”状态来创建迁移线。选择该迁移线，
点击【画面迁移】=>【+】按钮，在弹出框中，“类型”选择“控件事件”，然后选择“show”
节点，在“名称”中选择“short-release”，点击“确定”完成触发器的设置工作。在“属性编
辑器”中展开“行为”属性组，设置“离场方式”为“retain”。

第 12 步：运行 APP
保存工程后，点击【项目】=>【项目 APP】按钮，启动“hello_world”应用。尝试点击“Show”
按钮，看看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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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获取示例 APP
通过访问下述网址，可以查看更多官方发布的示例 APP：
http://www.sparksource.cn/html_ch/demo_download.html
目前，比较典型的示例 APP 有三个，建议读者下载参考。
1） 使用示例及测试用 APP：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demo/sample_app.zip
聚焦点：展示和测试针对一些典型场景、各类 2D 控件、各种 3D 对象的使用方式。
2） 单屏幕场景 APP：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demo/demo_one_display.zip
聚焦点：热切换语言、皮肤、主题、2D3D 混合场景。
3） 双屏幕场景 APP：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demo/demo_two_display.zip
聚焦点：热切换语言、皮肤、主题、2D3D 混合场景、多屏互动。

3.3 部署 APP
本章节仅介绍在目标机器上部署 APP 资源文件，与 APP 代码相关的开发工程环境和编译
结果的部署，以及 Spark Engine 在目标机器上的部署，将在本书后续章节中再做详述。
如下图所示，保持目录结构不变，将其整体复制到目标机器上某个目录里即可。

在目标机器上加载该 APP 时，一般用下述命令：
SparkPlayer xxx/hello_world & （xxx 是最外层 hello_world 目录所在的目录）

3.4 MVVM 框架
HMI 框架经过多年演变，从 MVC，到 MVP，到 MVVM，三者差别分析可参考：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experience/mvc_mvp_mvvm.pdf
MVVM 最早见于微软的 WPF 框架，其核心概念是数据绑定。该理论的原理是 GUI 上的某
个 UI 组件的某个属性与业务逻辑数据绑定在一起，在运行时，当业务逻辑数据变化时，改变
的结果通过内部联动机制自动更新到组件的属性值，从而实现 GUI 自动刷新的效果。当然，
当 UI 组件的属性值发生变化时，也需要自动同步业务逻辑数据。
但是，要达到去代码化实现人机交互界面的目的，数据绑定概念还需要在细节方面进一步
完善，并且需要其他技术支流的配合使用，比如数据列表的双向绑定，业务命令绑定和派发，
以及事件驱动机制等。关于数据绑定的更详细内容，将在本书后续章节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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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Source 遵循 MVVM 设计理念，并进一步细化完善 MVVM 设计思想，简化 MVVM
应用。MVVM 是 Model-View-ViewModel 的简写。在 SparkSource 系统中，三者关系见下图所
示：

•

View，包含界面显示信息、显示控制逻辑、人机交互实现，由 Spark Studio 设计制作，
在复杂场景下可配合简单的 C++代码实现。

•

Model，系指中间件功能模块，一般叫做中间件服务（Service），可语言无关。

•

Data Context，纯数据定义，针对某个业务模块，包括简单数据属性、复杂数据列表、
常规业务命令，在 Spark Studio 中定义，是 View 和 ViewModel 之间的桥梁。可以将
Data Context 理解为对 Model 的抽象概括。

•

ViewModel，借助 Model 提供的 API，实现 Data Context 中定义的业务命令，或者把业
务命令派发到 Model 中；从 Model 获取到数据后，更新 Data Context 中的数据属性和
数据列表。在 SparkSource 中，ViewModel 作为代码打包编译单元，也包含 View 中的
代码实现部分。

作为本章节的结束，简要展示 MVVM 在 SparkSource 中的应用方式。
下图假定一个 Audio Service（Model）提供的 API 和监听接口，并为之定义 Data Context。

下图设计一个音乐播放页面（View），以及展示页面的存储结构，内含数据绑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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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实现 ViewModel，根据业务命令调用不同的 Model API，并更新 Data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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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Spark Studio 概述
4.1 Spark Studio 外观
通过【视图】=>【界面语言】菜单，Spark Studio 支持中文和英文两种界面语言；通过【视
图】=>【颜色】菜单，用户可根据自己喜好，定制外观的各部分颜色；通过【视图】=>【设置】
菜单，支持配置窗口的显示大小和显示模式。

4.2 获取帮助信息
4.2.1 窗口功能介绍
关于 Spark Studio 中的主功能窗口，点击窗口右上角的
“?”按钮，展示该窗口或窗口内当前面板上可支持的操作的
功能说明。

24

4.2.2 资源类型含义介绍
SparkSource 框架系统，针对开发 APP，总共定义 25 种类型资源，几乎涵盖 APP 开发的方
方面面。在“Project Explorer”窗口，点击左侧的各类资源面板标签，在窗口的底部展示该类
型资源的简要说明。在正式开始工作前，强烈建议读者先浏览一遍所有类型资源的概念。

4.2.3 UI 元素属性介绍
当在“场景编辑器”中打开 2D 场景或 3D 场景后，在“场景浏览器”中选择一个场景节
点，则在“属性编辑器”中陈列该节点的所有公开的属性和事件。当点击属性名、事件名、特
效参数（GPU Shader 程序中的可配置参数）名时，在紧邻的弹出框中，展示该属性、事件、特
效参数的实际意义。其中，在属性提示框中的第二个【】里，给出在运行时该节点的属性名。
读者可以在实际开发中，通过这个即时帮助提示，快速理解各类 UI 元素的属性含义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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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park Studio 功能展示
Spark Studio 界面，功能布局清晰，操作使用简单。因此，本章节意在以简单明了的方式，
将 Spark Studio 的主要功能单元，清晰直接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以帮助读者对其功能特性构建
系统全面的直观感受。因此，仅以功能列表方式陈述，不再做细化阐述。
4.3.1 轻松管理资源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轻松管理项目资源数据，支持多主题、多皮肤、多语言的热切换。
•

管理字库文件配置。

•

管理多语言及配套文本资源。

•

管理多主题，每套主题一套界面布局和多套皮肤。

•

管理字体和颜色资源。

•

导入音效文件：mp3，音效可以跟用户交互行为绑定。

•

导入 3D 模型：obj+mtl。

•

导入 GPU 外挂程序。

•

导入图片：bmp、png、jpg、gif、tiff。

•

管理合成图片

•

管理 3D 材质库。

•

管理控件风格库。

•

管理界面小组件库和弹出框。

•

管理 2D 页面和 3D 场景。

•

定义业务模型，定义数据属性、数据列表、业务命令。

•

定义系统触发器：逻辑事件、硬按键配置。

•

即时预览各类资源。

26

4.3.2 轻松设计 2D 场景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借助内置控件和 2D 场景搭建能力，轻松地设计制作 2D 场景。
•

内置基础控件：Image、ProgressBar、ScrollBar

•

内置文本控件：TextLabel、TextArea、EditLabel、EditArea

•

内置组合控件：GroupField、ScrollFiel、Button、MenuList、DataList

•

内置绘图控件：Geometry、Canvas

•

内置特效控件：Effect、2DViewport

•

内置扩展控件：WidgetLinker、3DViewport

•

内置外延控件：RemoteViewport、WebViewport

•

从【2D 场景】=>【控件与热区】面板拖拽控件到场景浏览器内

•

在【2D 场景】=>【布局排版】面板上提供常用的排版功能

•

支持设置控件的点击有效区域

•

支持：剪切、复制、粘贴、删除、改名、撤销

•

支持：单选、多选、拖拽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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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轻松设计 3D 场景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借助内置对象和 3D 场景搭建能力，轻松地设计制作 3D 场景。
•

内置摄像机：正交投影、透视投影。

•

内置光源：点光源、平行光源。

•

内置 3D 线框模型：Line、Triangle、Rectangle、Ellipse、Ring、Cube、Prism、Sphere。

•

内置 3D 平面模型：Triangle、Rectangle、Ellipse、Ring。

•

内置 3D 立体模型：Cube、Prism、Sphere。

•

内置 3D 扩展模型：Mesh。

•

内置 3D 特效：Particles。

•

内置多级坐标系：Group。

•

从【3D 场景】=>【物理对象】面板拖拽对象到场景浏览器内。

•

在【3D 场景】=>【布局排版】面板上提供常用的排版功能。

•

支持：剪切、复制、粘贴、删除、改名、撤销。

•

支持：单选、多选、拖拽模型。

•

支持旋转、缩放、移动整个 3D 场景，以及选中的 3D 对象。

•

支持使用用户摄像机预览整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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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轻松设计 2D/3D 混合场景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借助 2D/3D 混合框架机理，轻松地设计制作 2D/3D 混合场景。
•

3D 场景可以嵌入到 2D 画面中（借助 3DViewport）。

•

3D 场景可以嵌入到 2D List 控件中（借助 3DViewport）。

•

2D 小组件 （Widget ）可以贴到 3D 模型的表面上。

•

支持 2D 场景和 3D 场景中各元素的联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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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轻松设计特效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轻松设计制作渲染特效、滤镜、动态背景、3D 材质、3D 粒子系统。
•

将 GPU 程序作为 2D 控件背景特效。

•

将 GPU 程序作为 2D 控件滤镜特效，装饰整体。

•

将 GPU 程序作为 2D 控件内容特效（Effect 控件）。

•

将 GPU 程序作为 3D 材质特效，应用于 3D 物体表面。

•

将 GPU 程序作为 3D 粒子系统特效，应用于各粒子。

•

扩展 3D 粒子系统的发射器样式。

•

框架内置参数输入到外置 GPU 程序中。

•

同一 GPU 程序在不同的使用场景，可配置不同的特效参数。

•

支持对特效参数做数据绑定。

•

支持对特效参数做画面状态。

•

支持对特效参数做动画。

•

支持特效内置动画。

•

即时预览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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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轻松编写 GPU Shader 程序
以简单快速的方式，轻松地编写 GPU 着色器程序。
•

编写 GPU 程序。

•

编译 GPU 程序。

•

支持文本编辑器常用功能。

•

支持代码编辑器常用功能。

•

支持基本的自动补全功能。

•

基于 Shader 语法特性，支持环境提示以快速输入。

•

基于 SparkSource 与 Shader 程序的关联框架，支持快速输入格式化的注释内容。

•

边写边检查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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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轻松设计动画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借助内置动画框架，轻松地设计制作动画。
•

为整个画面做动画。

•

为画面内 2D 控件和 3D 对象做动画。

•

为业务场景中的数据属性做动画。

•

为 GPU 程序中的参数做动画。

•

动画可用于场景的进场和退场。

•

支持相对动画数据和绝对动画数据。

•

支持数值动画。

•

支持轨迹线动画，可视化制作轨迹线。

•

支持关键帧动画，定义各关键帧。

•

支持组合动画，各动画段可定义滞后时间。

•

支持序列动画，各动画段可定义间隔时间。

•

组合动画和序列动画可任意嵌套。

•

以单步或连续的方式预览动画效果。

•

控制动画的播放速度。

•

支持对动画段的剪切、复制、粘贴、删除、改名、撤销。

•

设置动画触发器：控件事件、手势事件、自定义逻辑事件、硬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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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轻松设计画面内状态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借助状态机原理，轻松地设计制作画面内的各种状态。
•

为画面定义多个内部状态。

•

在某个状态内，可设置 UI 元素的属性值。

•

在某个状态内，可设置业务场景中的数据属性值。

•

从当前状态切换到目标状态。

•

从初始默认状态切换到目标状态。

•

即时预览状态效果。

•

支持对状态的剪切、复制、粘贴、删除、改名、撤销。

•

设置状态触发器：控件事件、手势事件、自定义逻辑事件、硬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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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轻松设计焦点行为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轻松地设计制作 2D/3D 元素的焦点状态外观，以及焦点切换逻辑。
•

为 2D 控件或 3D 实体模型设计焦点外观。

•

在逻辑关系上，为 2D 控件指定其上下左右兄弟关系的焦点控件。

•

在逻辑关系上，为 2D 控件指定其父亲或孩子关系的焦点控件。

•

在逻辑关系上，为 3D 实体模型指定其上下左右兄弟关系的焦点实体模型。

•

在逻辑关系上，为 2D 控件或 3D 实体模型指定焦点序号。

•

在 2D 场景编辑器中，展示 2D 控件的焦点序号和兄弟焦点间位置关系。

•

在 3D 场景编辑器中，展示 3D 实体模型的焦点序号和兄弟焦点间位置关系。

•

在运行时，使用上下左右方向按键，依据设计的逻辑兄弟关系，控件焦点在 2D 控
件或 3D 实体模型间切换。

•

在运行时，使用左右旋转钮，依据设计的焦点序号，控件焦点在 2D 控件或 3D 实
体模型间切换。

•

在运行时，点击确认按键，焦点从父控件切换到（逻辑）子控件，或者触发控件的
点击行为。

•

在运行时，点击返回按键，焦点从子控件切换到（逻辑）父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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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轻松配置元素属性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在属性配置面板，简单快速配置元素属性和建立数据绑定。
•

分全部属性、常用属性、事件，三个面板。

•

分组展示属性。

•

拖拽或点选方式改变属性值。

•

支持从“Project Explorer”拖拽资源到属性面板。

•

支持对 UI 元素的属性做数据绑定，绑定到业务场景中的数据属性上。

•

支持对 UI 元素的事件做数据绑定，绑定到业务场景中的业务命令上。

•

支持对 UI 元素的事件做数据绑定，绑定到业务场景中的数据属性上。

•

UI 元素的属性绑定数据属性时，可以对数据属性值做简单的算法处理。

•

UI 元素的事件绑定业务命令时，可以配置输入参数。

•

UI 元素的事件绑定数据属性时，可以设置数据属性值。

•

设置不同的属性值，可以改变 UI 元素的外观表现和操作行为逻辑。

•

属性值的改变，在场景编辑器可立刻看到效果。

•

控件样式是某类 UI 元素的属性值的集合。

•

创建、编辑、预览控件样式。

•

应用控件样式到 UI 元素，快速高效的给控件设置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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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轻松配置 VUI 系统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借助内置 VUI 框架，轻松配置声音，以及利用声音驱动 UI 操作。
•

全局配置屏幕触控和声音的关联。

•

全局配置按钮点击和声音的关联。

•

局部配置 UI 元素点击和声音的关联。

•

当触控屏幕或点击 UI 元素时，自动播放声音。

•

文本编辑控件接收语音朗读输入文字。

•

读取屏幕上文字，行为如同文字所属按钮被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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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轻松配置字符串表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编辑字符串表，轻松支持国际化。
•

配置多语言列表。

•

在一套语言系统内，配置多文本串。

•

一个文本用唯一名字标识。

•

一个文本在不同的语言里，有不同的值串。

•

支持阿拉伯语系。

•

支持导出字符串表到 Excel 中。

•

支持从 Excel 中导入字符串表。

•

对字符串表的编辑和“Project Explorer”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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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轻松配置弹出框显示行为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统一配置弹窗框的显示行为。
•

统一配置弹出框的显示行为。

•

配置弹出框层级类型。

•

配置弹窗框显示位置。

•

支持模态弹出框、非模态弹窗框、浮动弹出框。

•

配置弹出框的显示停留时间，超时后自动消失。

•

配置弹出框优先级，高优先级的弹出框显示在上层。

•

高优先级弹出框存在时，低优先级弹出框可显示、隐藏、销毁。

•

点击标题栏对弹出框排序。

•

对弹出框表的编辑和“Project Explorer”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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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轻松设计画面迁移图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依据需求轻松地设计制作画面迁移图。
•

制作各 2D 页面和弹出框之间的迁移逻辑。

•

从“Project Explorer”拖拽页面和弹出框到画面迁移编辑器。

•

画面的进入和退出，可设置是否启动动画。

•

支持制作多屏幕的画面迁移逻辑。

•

从初始态进入画面，从画面进入终止态。

•

以文本方式展示画面态。

•

预览画面态关联的画面。

•

用直线或折线展示迁移线。

•

拖拽方式编辑迁移线的形状。

•

支持对状态和迁移线的删除、撤销。

•

设置迁移触发器：控件事件、手势事件、自定义逻辑事件、硬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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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轻松编写功能说明文档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辅助 UX 设计师轻松编写功能说明文档。
•

为 2D 场景、2D 控件直接编写功能说明信息。

•

为 3D 场景、3D 对象直接编写功能说明信息。

•

提供 2D/3D 场景功能说明一览表，支持直接编辑表单内容。

•

选中画面迁移线，在快捷窗口内直接编写功能说明信息。

•

提供画面迁移图功能说明一览表，支持直接编辑表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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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轻松制作合成图片
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为提升渲染效率，轻松制作合成图片。
•

内置算法自动在合成图片里排版小图片。

•

添加小图片到合成图片里，支持多选小图片。

•

从合成图片里删除小图片。

•

删除小图片，自动同步合成图片内容。

•

合成图片的编辑和预览同步。

•

无感知使用合成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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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 轻松查找并同步资源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轻松查找资源使用信息，轻松删除对资源的使用。
•

针对任意类型的资源，针对某资源条目，查找其在项目中的使用情况。

•

针对任意类型的资源，针对某资源条目，从项目中一次性删除其使用信息。

•

资源被使用的场合：
画面流程图系统；
2D/3D 场景系统中的 UI 元素、动画、 画面内状态；
控件样式系统。

•

查找结果展示在资源统计列表中。

•

在资源统计列表中，可集中删除任意使用场合，并自动同步画面。

•

在资源统计列表中，可定位到任意使用场合，定位时：
在场景浏览器中选中相关节点；
在场景编辑器中选中相关 UI 元素；
在属性编辑器中展开相关属性；
在画面迁移编辑器中选中相关状态；
在控件样式编辑器中展开相关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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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 轻松使用仪表模拟器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轻松配置和使用仪表模拟器。
•

连接模拟器和目标机器。

•

任意配置表盘信息。

•

任意配置指示灯信息。

•

任意配置警告信息。

•

任意配置设置项信息。

•

任意配置行车电脑信息。

•

任意配置中控娱乐信息。

•

任意配置操作行为。

•

支持手动单步模拟。

•

支持自动运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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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 轻松使用智能驾驶模拟器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轻松配置和使用智能驾驶模拟器。
•

连接模拟器和目标机器。

•

任意配置雷达信息。

•

任意配置摄像头信息。

•

任意配置摄像场景信息。

•

任意配置轨迹线信息。

•

任意配置目标物体信息。

•

任意配置辅助驾驶信息。

•

任意配置预警信息。

•

任意配置操作行为。

•

支持手动单步模拟。

•

支持自动运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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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 轻松使用车辆设置模拟器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轻松配置和使用车辆设置模拟器。
•

连接模拟器和目标机器。

•

任意配置车辆功能部件信息。

•

任意配置操作行为。

•

支持手动单步模拟。

•

支持自动运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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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轻松使用信息娱乐模拟器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轻松配置和使用信息娱乐模拟器。
•

连接模拟器和目标机器。

•

任意配置本地应用信息。

•

任意配置属性集信息。

•

任意配置属性信息。

•

任意配置数据列表信息。

•

任意配置列表项属性信息。

•

任意配置列表项数据信息。

•

任意配置操作行为。

•

支持手动单步模拟。

•

支持自动运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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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轻松使用云端服务模拟器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轻松配置和使用云端服务模拟器。
•

连接模拟器和目标机器。

•

任意配置云端服务信息。

•

任意配置属性集信息。

•

任意配置属性信息。

•

任意配置数据列表信息。

•

任意配置列表项属性信息。

•

任意配置列表项数据信息。

•

任意配置操作行为。

•

支持手动单步模拟。

•

支持自动运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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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轻松完成自动化测试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 轻松支持自动化测试，回归测试。
•

连接测试框架和目标机器。

•

支持针对多屏幕的自动化测试。

•

时时同步远程画面。

•

发送屏幕触控和硬按键操作到远程屏幕。

•

创建测试用例，记录操作过程。

•

回放测试用例。

•

在本地保存远程画面的屏幕截图。

•

浏览和管理测试用例的回放信息。

•

在像素级别比较原图和回放截图。

•

设置比较区域和判定依据。

•

配置邮件。

•

通过邮件发送回归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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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4 高手晋级
以简单快速的方式，轻松配置 XML 数据和编写 C++代码。
•

直接配置 2D/3D 场景关联的 XML 文件，构建画面结构。

•

直接配置画面迁移图关联的 XML 文件，构建画面迁移逻辑。

•

支持文本编辑器常用功能。

•

支持 XML 编辑器常用功能。

•

支持基本的自动补全功能。

•

基于 XML 语法特性，支持环境提示以快速输入。

•

基于 SparkSource 框架特性，支持环境提示以快速输入。

•

边写边检查边使用。

•

为 2D/3D 场景生成 C++代码，以实现更加复杂的 UI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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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基于 2D 场景构建 HMI
5.1 2D 场景概述
2D 场景，即通常意义上的 HMI 界面。虽然 2D 场景看起来是平面，SparkSource 内部也是
基于 GPU 可编程渲染管线技术实现，除满足人机交互需求外，也可实现酷炫画面视觉效果。
在“Project Explorer”的“页面”面板中管理的“页面（Page）”，是 APP 画面组织的基本
单位，也是画面迁移图中的基本状态单元。基于在 config.xml 文件中可配置输出窗口信息，页
面的尺寸通常等同于输出窗口的尺寸，内部结构由用户自定义，由 SparkSource 提供的原子控
件和用户扩展实现的小组件来组装，可以通过可视化制作方式或者编写代码方式，实现内部逻
辑功能。SparkSource 内部通过页面堆栈来管理页面的层叠关系。
在“Project Explorer”的“弹出框”面板中管理的“弹出框（Popup）”，是浮现在 2D 页面
上的小画面。弹出框尺寸和内部结构由用户自定义，由 SparkSource 提供的原子控件和用户扩
展实现的小组件来组装，可以通过可视化制作方式或者编写代码方式，实现内部逻辑功能。根
据显示模式区别，弹出框分模态（modal）、非模态（modeless）、浮动（floating）三类。模态弹
出框意味着弹出框的外围区域是不可点击区域；非模态弹出框意味着当点击弹出框的外围区域
时，自动销毁弹出框；浮动弹出框意味着弹出框的外围区域仍然可点击，且不销毁弹出框。根
据层级区别，弹出框分 overylay、normal、warning 三大层级，SparkSource 内部通过三个独立
的弹出框堆栈来管理弹出框的层叠关系。关于如何配置弹窗框，在后续章节中单独展开。
在“Project Explorer”的“小组件”面板中管理的“小组件（Widget）”，是用户可自由设计
实现的窗口部件。小组件的尺寸和内部结构由用户自定义，由 SparkSource 提供的原子控件和
用户扩展实现的其他小组件来组装，可以通过可视化制作方式或者编写代码方式，实现内部逻
辑功能。小组件可用在页面、弹出框、小组件中，也可用在 3D 场景中的实体模型表面。
在探讨 UI 二次开发扩展话题时，不同于 Android JAVA UI、QT UI 等以控件继承的方式，
SparkSource UI 框架提出的设计理念是 UI 组装的思想，这一点，从 SparkSource UI 框架没有
暴露出各类 UI 控件的内部实现类供用户继承即可看出。SparkSource 提供足够灵活和满足适配
需求的二十种原子控件，用户在此基础上，可自由组装它们以实现个性化的窗口小组件。例如，
要实现可支持用户输入的下拉框（ComboBox）小组件，可将一个按钮（Button）控件放入小组
件窗口内，然后在该按钮内放置一个单行文本（TextLabel）控件、一个单行编辑（EditLabel）
控件、一个图片（Image）控件，并配合关联控制一个弹出框，然后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代码，
即可实现针对某项目需求的高度个性化外观的通用下拉框。特别提及，Spark Studio，这一套复
杂的可视化界面制作工具，也是基于 SparkSource UI 框架中的二十种基础原子控件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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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D 控件概述
2D 控件，是组成 2D 场景的基本 UI 元素。SparkSource 提供的所有种类的控件，以及页
面、弹出框、小组件，都具有下面这些共同特征。在下一章节将仅介绍各控件的特有特征。
控件分三层。最底层是背景，可以用颜色、图片文件、32 位 RGBA 格式的图片数据流等
来静态填充，也可使用外置 GPU Shader 程序来动态填充。当采用图片填充时，可以设置图片
在控件限定区域内的各种常规布局样式。如果使用图片数据流填充，则需要在运行时通过代码
提供。中间层是控件内容，不同种类的控件，其内容形式有各自的特征。最上层（最外层）是
控件的边框，目前仅支持一个像素宽度的实线和划线两种线型，可以配置线框颜色。

控件的位置，是相对于该控件所在父容器的左上角，向右和向下为正方向。控件位置和宽
高的单位都是像素，目前 SparkSource 框架体系采用绝对值。可以将控件整体做旋转和缩放，
同时配置锚点。锚点意味着控件在做旋转和缩放变换时，在该点与父窗口铆钉住。如下图所示，
可选择四个角点和中心点作为锚点外，也可指定任意位置作为锚点。同父容器中的兄弟控件之
间，ZOrder 值高的控件显示在层级的上方。

可以给控件整体设置 alpha 值和滤镜效果。这种特效处理方式是将控件上中下三层做一个
整体看待，更无关中间层内容的差异。控件滤镜是通过外置 GPU Shader 程序实现，这也就意
味着，用户在理论上可以实现任何的扩展滤镜效果。另外，通过内置在滤镜程序中的特殊参数，
SparkSource 框架系统直接支持滤镜的动态效果，此时需要开启滤镜的自动播放功能。
理论上，针对任何种类的控件，用户都可以配置它的用户交互行为，例如可操作、可点击、
可双击、可拖拽或接受放置等等。另外，可给控件配置非规则的点击区域，以及特殊触控音效。
在传统的中控娱乐系统配置中，有一个可四方向触控以及可左右旋转的硬件操控设备
（CCP），用来控制 UI 焦点框在屏幕上移动；在液晶仪表盘，使用方向盘上的上下按键来操控
菜单也很常见。SparkSource 框架系统针对这一特性也提供足够的支持。在理论上，可为任何
可点击控件配置它的焦点外观和焦点切换行为。具体请回顾前述章节关于焦点设计行为的阐述。

51

5.3 基础控件
5.3.1 图片（Image）
图片控件常用来作为图片的载体。除显示常规图片外，如果作为背景的图片是下列样式，
称之为精灵图。通过给 Image 控件设置精灵图单元的大小和数量（下图中，有 15 个精灵图单
元），以及开启自动播放功能，则可实现简易的图标动画，且支持正序、倒序和循环播放。

5.3.2 进度条（ProgressBar）
规则进度条控件由图片组合而成，常见下图中几种样式或者它们的组合样式。进度槽通常
用来标明进度条的滚动区域范围。滑块和进度条都是可以被点击的，因此支持三种状态：正常
态、按压态、置灰态。进度条分三段，头部图片和尾部图片均可有可无，中部图片可以选择拉
伸方式或裁切方式，一般用裁切方式实现个性化进度条效果。进度条控件的进度递进方向有三
种：从左向右递进、从右向左递进、从下向上递进。在使用进度条控件时，通常需要设置最小
值、最大值、进度值。进度条控件也支持使用 CCP 操作旋钮来改变进度值。

非规则进度条，一种方式可以通过序列帧图片来实现；另一种方式可以通过应用于控件背
景的 GPU Shader 程序来实现，或者通过特效域控件来实现。
5.3.3 滚动条（ScrollBar）
滚动条控件由图片或颜色组合而成，常见下图中两种样式。作为滚动条控件的背景图片或
背景颜色，通常用来标明控件的区域，可有可无。箭头和滑块都是可以被点击的，因此支持三
种状态：正常态、按压态、置灰态。滑块可以用颜色或图片填充。当滑块使用图片时，滑块分
三段，左部/顶部图片和右部/尾部图片均可有可无，中部图片可以选择拉伸方式或恒定大小方
式。滚动条控件有横向和纵向两种布局方式。在使用滚动条控件时，通常需要设置最小值、最
大值、步长值（点击左右/上下箭头时减少或增加的当前值变化量）、页长值（点击滑块左右/上
下空白区域时减少或增加的当前值变化量）、当前值。滚动条控件一般要和数据列表控件
（DataList）或滚动域控件（ScrollField）或文本编辑控件（EditLabel/EditArea）一起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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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文本控件
文本控件分静态文本控件（单行文本/多行文本）和可编辑文本控件（单行编辑/多行编辑）。
使用文本控件时，需要先在“Project Explorer”中配置好字库文件和字体，然后将字体设置给文
本控件的“字体”属性，即可呈现文字内容。SparkSource 支持 TTC 或 TTF 类型的 TrueType
字库，字库文件需采用 UTF16 编码方式，目前仅支持一个字库文件中包含一种字体样式。
文本控件支持显示西文、中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等。当显示阿拉伯文内容时，需要
设置“显示方向”属性为“right-to-left”，且一般靠右对齐。在属性编辑器中，可直接输入字符
串，也可引用在“Project Explorer”中统一配置的文本串。多行文本和编辑控件，使用“\”和
“n”两个字符作为换行符，支持按换行符、单词、字符自动换行，也可设置行间距。
文本控件对文本内容整体排版时，在水平方向支持 left、
center、right 对齐，在垂直方向支持 top、middle、bottom 对齐，
并且可配置内边距。对于多行文本内容本身，在水平方向也同时
意味着 left、center、right 对齐方式。
静态文本控件，可设置文本内容中的部分字符高亮显示，通过指定从 0 开始计数的字符编
号索引值和字符数量的方式，指定需要高亮显示的部分字符串。在 SparkSource Studio 中只能
设置一个高亮字符段，如果需要设定多个高亮字段，则需要在代码中指定，见后续章节的介绍。
可编辑文本控件，闪烁的光标可用颜色或图片呈现，用来指示当前可操作字符的位置。对
选中的字符串，也可配置不同的颜色。当该类控件获得焦点时，可接受语音直接输入内容。该
类控件，支持基本的剪切、复制、粘贴、删除等操作，也可在代码中实现更完善的编辑功能需
求，见后续章节的介绍。该类控件可关联滚动条控件，此时两者是处于同一父容器内的兄弟关
系，且其 ZOrder 值要高于滚动条控件的 ZOrder 值。
5.4.1 单行文本（TextLabel）
单行静态文本框控件，呈现单行文本内容。当文本内容显示宽度超过文本框限定的宽度时，
如果采用“auto-fit-size”布局，则文本框宽度自动适应文本内容的显示宽度；如果采用“autoscroll”布局，则文本内容在文本框限定区域内在横向自动滚动，注意需要开启自动播放功能。
5.4.2 多行文本（TextArea）
多行静态文本框控件，呈现多行文本内容。当文本内容显示高度超过文本框限定的高度时，
如果采用“auto-fit-size”布局，则文本框高度自动适应文本内容的显示高度；如果采用“autoscroll”布局，则文本内容在文本框限定区域内在纵向自动滚动，注意需要开启自动播放功能。
5.4.3 单行编辑（EditLabel）
单行编辑框控件，仅支持对单行文本内容的编辑。可关联水平滚动条控件，当文本内容显
示宽度超过编辑框限定的宽度时，控制文本串在横向滚动，也支持直接触控滚动文本。
5.4.4 多行编辑（EditArea）
多行编辑框控件，可支持对多行文本内容的编辑。可关联水平和垂直滚动条控件，当文本
内容显示宽度或高度超过编辑框限定的区域时，控制文本串在横向或纵向滚动，也支持直接触
控滚动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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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组合控件
组合控件，基于控件三层结构的中间层，其内部结构由原子控件自由组合而成，这些用于
组合的控件称之为其子控件。事实上，SparkSource UI 框架体系没有对用于组合的子控件做任
何类型上的约束，用户完全可以自由设计选择二十种原子控件放置到组合控件中，这也意味着
组合控件可以嵌套组合控件。
组合控件不同于前文详述的小组件（Widget）。小组件的内部逻辑功能，由用户代码自行实
现，在后文关联代码章节中将详细阐述；而下文阐述的五种内置组合控件，由 SparkSource UI
框架实现，具有特定的功能逻辑行为和表现行为。小组件作为独立的 2D 场景单位，有独立的
存储文件，在“Project Explorer”中管理；组合控件内置在 2D 场景文件中。
5.5.1 组合域（GroupField）
组合域是最简单和基础的组合控件。当需要同时控制一些控件的可见性、位置、显示层级、
旋转缩放时，可以将它们放置在一个组合域控件中，然后调整这个组合域控件的可见性、位置、
ZOrder 值、旋转缩放等相关属性。如果 2D 场景中，部分区域内容比较复杂且很少变化，也可
以将该区域内的控件都放置在一个组合域控件中，然后设置这个组合域控件的“需要缓存”属
性，将会提高渲染效率。
滚动域、按钮、菜单列表、数据列表等控件，具有组合域控件的所有特征和作用。
5.5.2 滚动域（ScrollField）
滚动域是具有滚动能力的组合控件，主要用来实现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整体滚动其子控件。
见下图所示，当其子控件的包围矩形超过滚动域限定的区域时，可以在横向和纵向滚动，并可
设置单步滚动的步长值，以及是否可横向或纵向的滚动。同时，对于超出限定区域的部分内容，
也可设置是否裁切。

滚动域控件可关联水平和垂直滚动条控件，通过滚动条控件控制其子控件在横向或纵向的
滚动，也支持直接触控滚动子控件。当滚动域控件和滚动条控件建立关联时，两者要么是同父
容器内的兄弟关系，此时该滚动条控件的 ZOrder 值需要低于该滚动域控件的 ZOrder 值，要么
滚动条控件和滚动域控件的父容器是兄弟关系，此时该滚动条控件的 ZOrder 值需要低于滚动
域控件的父容器控件的 ZOrder 值。在代码层面，也可实现更完善的滚动控制功能需求，见后
续章节的介绍。
菜单列表控件和数据列表控件，具有滚动域控件的所有特征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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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按钮（Button）
按钮控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理论上，可包含任意数量的图片子控件、文本子控
件，甚至包含其他类型的子控件，可用于表现普通位图按钮、普通图标加文字按钮、单选按钮、
复选框，以及其他更加个性化的按钮等。按钮有常规态和选中态两大状态，每大状态中又分正
常、按压、置灰三种小状态，总计六种状态，每种状态可用不同的颜色或图片表示，这里姑且
称之为按钮的“背景色”或“背景图片”，以区别于控件的“背景”属性。作为普通按钮使用，
一般仅需要设置常规态中的正常、按压、置灰三种小状态。
按钮根据背景分段方式的差异分四种类型。0-segment 意味着不使用背景图片而使用背景
色。1-segment 意味着背景图片被整体缩放到控件区域。3-segment 意味着分割背景图片为左中
右三段，其中左右两段小图保持宽度不变，中段小图则被缩放到控件剩余区域内。9-segment 意
味着横向分割背景图片为左中右三段和纵向分割背景图片为上中下三段，总共九段，其中四个
角落的小图片尺寸不变，其他五段小图则被缩放到相应的控件剩余区域内。

复选框实现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根据按钮的六种状态配置六张图片，将复选框未选中
图标做到常规态图片中，将复选框选中图标做到选中态图片中。另一种方式见下图所示，在按
钮中添加两个图片控件，标识选中和未选中，按钮类型选择 check-box，并配置好跟图片控件
的关联关系。单选按钮做法类似，且在同父容器内，所有单选按钮自动保持选中唯一性。

一般来说，可在“Project Explorer”的“音频”面板上，统一配置屏幕触控音效特效，而不
用区分具体点击在何种控件上。对于按钮类控件，也可在该面板上统一配置针对按钮的触控音
效。但有些使用场景，需要根据按钮用途不同而配置不同的触控音效，比如当点击“Ok”和
“Cancel”按钮时，需要发不同的声音。此时，可在“属性编辑器”上完成这种个性化的音效
配置工作。
很多时候，按钮呈现给用户的外观表现是非矩形。此时，
需要通过【2D 场景】=>【控件与热区】工具面板内的各种“XXX
点击区”，给按钮配置不规则的可被点击的区域，如三角形、矩
形、圆形或它们的组合图形等。特别提及该面板内的“不规则
点击区”这个配置方式，它使用不规则位图内容的边缘轮廓线
构建不规则热区，位图中的不透明部分是可点击区域，因此该
位图通常和匹配的按钮一样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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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菜单列表（MenuList）
菜单列表控件，顾名思义，以呈现操作菜单为设计目的。该控件的第一级子控件将作为菜
单项，其内部结构和外观样式，用户可自行任意设计，而且各菜单项可完全不同。
菜单列表控件对菜单项有固定的排版样式，目前支持四种布局方式：vertical、vertical-loop、
horizontal、horizontal-loop。循环排版意味着菜单项可循环滚动。

该控件有一个特殊属性“锁定焦点菜单”。如果该属性值为 true，则处于菜单列表的可见区
域内中间位置的菜单项显示其焦点状态，并且菜单列表控件始终处于焦点状态。如果该属性值
为 false，则焦点可从菜单列表控件迁移到某个菜单项上，并且焦点状态可在各菜单项上滚动切
换。菜单列表控件也支持使用 CCP 操作旋钮来滚动和选择菜单项。
5.5.5 数据列表（DataList）
数据列表控件，用来呈现一组具有统一数据结构规则的数据项。SparkSource 经过实现优
化，数据项的数量无论从几条到几万条，数据列表控件都具有恒定的渲染效率和内存开销。实
际使用数据列表控件时，需要在该控件中添加唯一的子控件以作为数据项的显示模板。针对模
板子控件的内部结构和外观样式，用户可自行任意设计。
数据列表控件根据显示数据项时的方式差异，有三种布局形式：水平列表、垂直列表、树
形列表。水平列表可横向滚动数据项；垂直列表可纵向滚动数据项；树形列表将数据项按树形
结构组织和展开，可双向滚动，且可配置每一层的缩进尺寸，以及配置展开合并树节点的点击
区域。数据列表控件被设计用于呈现大量的数据项，因此不支持对数据项的循环滚动显示。

一般来说，数据列表控件展现的数据项来自于运行时的业务数据。首先需要在“Project
Explorer”的业务场景中定义数据列表，然后将之绑定到某个数据列表控件上，最后在运行时
从系统中获取真实的数据。关于数据绑定和代码关联，将在后续章节专门阐述。
为了临时观测用户设计的数据列表控件的外观表现，可通过数据列表控件的“临时数据项
数量”、“选中数据项”、“显示数据项”几个属性，给数据列表控件提供测试数据和状态数据。
数据列表控件支持对数据项的单选和多选，可从代码中获取当前选择的数据项索引，见后
续章节的介绍。数据列表控件也支持使用 CCP 操作旋钮来滚动列表、选择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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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绘图控件
5.6.1 几何图形（Geometry）
几何图形控件，基于 GPU 渲染管线技术，实现针对直线、折线、三角形、矩形、圆形的绘
制。目前，几何图形控件仅被用于实现 Spark Studio，它并不能在用户 APP 中被有效操控。
5.6.2 自绘面板（Canvas）
自绘面板控件，基于一块给定大小的内存，由用户在其上做几何图形的绘制。该内存块在
像素尺度上的宽高值等同于该控件本身的宽高值。用户通过代码，可以在该面板上绘制直线、
折线、三角形、矩形、圆形、曲线等线条，以及填充矩形面和扇形面，具体见后续章节的介绍。

5.7 特效控件
5.7.1 特效域（Effect）
特效域控件，是承载用户外置特效的控件，其显示内容完全由外置 GPU Shader 程序来动
态填充。通过内置在 Shader 程序中的特殊参数，SparkSource 框架系统直接支持特效的动态效
果，此时需要开启特效的自动播放功能。基于该类控件，在理论上，用户可实现任何形式的特
效。
5.7.2 2D 视口（2DViewport）
2D 视口控件，是承载 SparkSource 内置特效的控件，作用于在其下层的那些兄弟控件的被
其遮盖的部分以及父容器控件的被遮盖背景部分。目前提供将底层挖空和模糊两种特效。挖空
特效主要用于需要透过显示由其他进程实现的如视频、摄像、地图导航等画面的场景。模糊特
效主要用于弹出框背景，当该类弹出框显示时，被其遮挡的部分需要模糊，实际操作时，只要
设置弹出框的“背景模糊”属性即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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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扩展控件
5.8.1 小部件（WidgetLinker）
小部件（WidgetLinker）控件是小组件（Widget）在使用场景中的具体实例化，类似于面向
对象设计中的类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借助于小部件，可将小组件应用在 2D 场景中的页面、弹
出框、小组件中，以及应用在 3D 场景中的实体模型表面上。在 Spark Studio 中的设计阶段，
小部件是小组件的引用，这意味着当小组件内容发生变化时，该小组件的所有应用场合，都将
同步更新。在 Spark Engine 中的运行时阶段，小部件是小组件的复制，这意味着该小组件的各
应用场合，可以有自己的数据状态和外观状态。

5.8.2 3D 视口（3DViewport）
3D 视口（3DViewport）控件是 3D 场景（3DScene）在使用场景中的具体实例化，类似于
面向对象设计中的类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借助于 3D 视口，可将 3D 场景应用在 2D 场景中的
页面、弹出框、小组件中。在 Spark Studio 中的设计阶段，3D 视口是 3D 场景的引用，这意味
着当 3D 场景内容发生变化时，该 3D 场景的所有应用场合，都将同步更新。在 Spark Engine
中的运行时阶段，3D 视口是 3D 场景的复制，这意味着该 3D 场景的各应用场合，可以有自己
的数据状态和外观状态。

特别提及，既然 3D 视口作为 2D 控件，则它具备控件的所有基础特征和行为能力，只不
过它的内容呈现的是 3D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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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外延控件
5.9.1 远程视口（RemoteViewport）
远程视口控件，是承载与第三方应用程序合作的特效控件，其显示内容完全由第三方应用
程序来动态填充。第三方应用程序通过 socket 连接或者共享内容的方式，时时将设定宽高信息
的 32 位 RGBA 格式的画面数据流输送给位于另一个进程中的远程视口，然后对其做后续的叠
加特效设计，比如旋转、缩放、半透、模糊、各种滤镜等等。比较典型的场景案例，如视频、
摄像、地图导航等应用程序，可将其画面投放给 HMI 进程中的某个卡片上，甚至投放到 HMI
的 3D 模型面上，然后在 HMI 进程中进一步实现其他的人机交互需求和特效展示需求。当然，
这里所谓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也可以是位于 HMI/APP 进程中的独立功能单元。

5.9.2 网页视口（WebViewport）
网页视口控件，是对 HTML5 网页内容的渲染输出载体。用户可直接给该控件的属性值设
置 HTML5 格式的文本串或者指定某个网址。网页视口控件可对接任何 Webkit 引擎。借助
IWebBrowserProvider 抽象接口，同具体的 Webkit 引擎构建相互关联的框架体系，可用于实现
Web 浏览器。该控件可将人机交互行为转入到 Webkit 引擎中，以达到本地 GUI 框架和 Web
GUI 框架一致化的人机交互体验。在代码层面，如何衔接 Webkit 引擎，见后续章节的介绍。
特别提及，既然网页视口作为 2D 控件，则它具备控件的所有基础特征和行为能力，只不
过它的内容呈现的是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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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基于 3D 场景构建 HMI
6.1 3D 场景概述
3D 场景，即指通常意义上的具有立体空间感受的模拟现实场景，也可指具有用户交互能
力的 3D 菜单操作界面。SparkSource 内部机制基于 GPU 可编程渲染管线技术实现，除满足各
种人机交互需求外，也可实现酷炫的画面视觉效果。并且，基于完全等同于 2D UI 操控模式的
3D UI 框架设计，也给 UI 设计师针对操作菜单界面的设计，以更加广阔的想象发挥的空间。
在“Project Explorer”的“3D 场景”面板中管理的“3D 场景（3DScene）”，是用户可自由
设计实现的 3D 场景单元。区别于 2D 场景通过搭建和排版各种控件来构造画面的方式，在 3D
场景中，首先，需要摆放摄像机用来观察拍摄整个场景空间，其次，当需要光影效果时，需要
布置光源以照亮整个空间，最后，在空间中摆放各种实体模型。这个过程，类似我们在给房屋
做内部装饰一样。3D 场景内部功能逻辑，可以通过可视化制作方式或者编写代码方式来实现。
借助 3DViewport 这个 2D 控件，可以把 3D 场景嵌入到一个 2D 场景中，这个 2D 场景既可以
是页面、弹出框、小组件。

6.2 摄像机（Camera）
在 3D 虚拟世界中，摄像机就像人的眼睛，用来观看整个 3D 场景空间，并将观看到的场
景，经过视角变换和投影变换后，在 2DViewport 中呈现。
在 3D 场景中摆放摄像机时，首先确定摄像机的位置（Position），然后选定观察点（Lookat），
从摄像机位置到观察点确定一根轴线，摄像机在与此轴垂直的平面内可以绕该抽旋转，最后指
定旋转角度（Rotation Angle）。设置旋转角度时，采用右手定则，右手握住该轴，大拇指指向
观察点，则四指环绕的方向就是正方向。摄像机和实体模型之间做相对运动，实体模型不动而
移动或旋转摄像机，等同于摄像机不动而反向移动或旋转实体模型。通过 3D 场景的行为属性
的内在能力支持，可在属性编辑器中，直接配置对视角的移动、旋转、缩放等操作。
在 3D 场景中，摄像机只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观测到实体模型，这个可观测范围称之为视景
体。根据投影方式的 不同，摄像机的投影类型分为透视投影（ perspective）和正交投影
（orthogonal）。透视投影呈现出近大远小的效果；正交投影时，实体模型无论远近，其大小不
发生变化。视景体通过近裁减面距离（Near ClipD istance）、远裁减面距离（Far Clip Distance）、
视场角度（FOV Angle）几个属性以及 2DViewport 控件的尺寸共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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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光源与材质
6.3.1 色彩呈现原理
我们生活在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中，每天睁开眼就看到各色物体。那么，色彩到底是怎么
呈现出来的？或者说色彩到底是什么呢？查找相关的物理书籍，摘录出这样的定义：色彩，是
光从物体反射到人的眼睛所引起的一种视觉心理感受，由固有色、光源色、环境色三要素构成。
•

固有色，太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的色彩，如叶子是绿的，花是红的，柠檬是黄的等。

•

光源色，光源照射到白色光滑不透明物体上所呈现出的颜色，如一件白色的衬衣，在红
色光源照射下呈现红色，在蓝色光源照射下呈现蓝色。这体现光自身的颜色。

•

环境色，物体所处环境色彩的反映。物体受光源照射时，一般除受主要发光体（或反光
体）的照射外，同时还可能受到次要发光体（或反光体）的影响，只是影响比前者弱，
次要发光体（主要是反光体）所呈色彩在物体暗面的反映，就是环境色。

6.3.2 光照模型
色彩中的固有色要素体现物体本身对光的反射能力；光源色要素体现光自身的颜色；环境
色要素体现各种反光体的综合作用结果。基于这样的物理原理，SparkSource 构建的 3D 虚拟世
界，参考实现约定俗成的模拟光照模型。
该光照模型将光源分解成三个分量：镜面反射光（镜面光）颜色、漫反射光（散射光）颜
色、环境光颜色。其中漫反射光和镜面反射光的颜色分量值由光源对象直接提供，环境光的颜
色分量值在 3D 场景上直接设置。光的颜色值采用 RGBA 格式，可分别配置红、绿、蓝分量。
•

镜面反射光，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它的反射角度很锐利，只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反射。
高强度的镜面反射光倾向于在它照射物体的表面形成一个亮点。由于高度方向性的特
点，能否被看到取决于观察者的位置。

•

漫反射光，具有方向性，来自于一个特定的方向。它根据入射光线的角度在表面均匀地
反射开来。因此，如果光线直接指向物体表面，它看上去更明亮一些。如果光线是从一
个较大的角度照射到物体表面，那么它看上去显得暗一些。

•

环境光，不来自任何特定的方向，它来自某个光源，但是光线却是在场景中四处反射，
没有方向可言。环境光照射的物体表面都是均匀照亮的。

该光照模型将反应物体表面物理特性的材质分解成三个基本分量：镜面反射光系数、漫反
射光系数、环境光系数。另外为了强化镜面反射的效果和真实性，增加光洁度分量，该值越大
则在物体表面上形成的光斑越小。在现实中有些物体会自发光，因此增加自发光颜色分量，但
是该分量不能作为光源去照亮其他物体，同时需要在 3D 场景上设置曝光强度和光晕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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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点光源（PointLight）
点光源是 SparkSource 内置支持的两种光源类型之一。它位于场景中某个具体位置，向四
面八方照射，光的能量随着距离而衰减。点光源通常用来模拟现实场景中的电灯。
下图示例中，两个小球所使用的材质，其镜面反射光系数、漫反射光系数、环境光系数都
为 255，这样可以直接呈现光自身的颜色特征。光源的镜面反射光颜色分量为白色，漫反射光
颜色分量为红色、环境光颜色分量为暗红色。从小球上的白色亮斑，到其周围的艳红区域，到
外围的暗红主体，可见这一色彩配置的变化。

6.3.4 平行光源（ParrelLight）
平行光源是 SparkSource 内置支持的两种光源类型之一。它位于无穷远，因此可以忽略位
置属性，向某一个固定方向照射，光的能量随着距离不发生衰减。平行光源通常用来模拟现实
场景中的太阳光。
下图示例中，同上一节示例中的各参数配置，只不过将光源换成平行光源。

6.3.5 材质
材质体现的是物体表面的物理特性，在“Project Explorer”的“材质”库中统一配置管理。
不同于其他 3D 场景设计类工具，SparkSource 定义的材质，参考在“光照模型”一节中的叙
述，仅包含对光源的各种属性系数，并没有将纹理贴图和 GPU Shader 程序作为材质的内在属
性。取而代之，在实体模型表面可以直接配置静态图片和动态 2D 场景作为纹理贴图，也可配
置外置 GPU Shader 程序，这种设计，更加符合多样化的 3D 人机交互场景需求。
下图示例中，配置光源为白色以呈现材质的固有色。材质中环境光系数为 0，镜面反射光
系数为 255，漫反射光系数和光洁度见图中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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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坐标系
为物理实体建立 3D 网格模型后，当将模型在 3D 虚拟世界中展现时，需要将模型中的点
经过一系列的变换，最终变为屏幕上的像素点。为清晰表达这一过程，提出模型坐标系（模型
空间）和惯性坐标系（世界空间）的概念。
在为物体实体构建网格模型时，用于各顶点（Vertex）的参考坐标系，
称之为模型坐标系。在模型坐标系中，各个顶点的值，不会随着物体在
空间的不同位置、旋转、缩放而发生变化。一般来说，模型的中心点要
放置在模型坐标系的原点。
把一个网格模型放到 3D 场景里时，这个模型必然有固定的位置、
旋转角度、缩放等信息，这个模型跟其他模型也会构成相对位置关系，
这些就衍生出了惯性坐标系的概念。具体包括：
•

本地（Local）坐标系，直接与网格模型关联（左图）。

•

父（Parent）坐标系，一个抽象概念，用于构建坐标系的嵌套关系（右图）。

•

世界（World）坐标系，一个抽象概念，一般保持不变。

基于上述定义的惯性坐标系的层级系统，网格模型在 3D 场景中的缩放、旋转角度、位置
等信息，通过下面几个固有属性表达：
•

缩放比例（Scale）：本地坐标系坐标轴的刻度精细度，网格模型沿本地坐标轴缩放。

•

绕轴旋转（Rotation）：本地坐标系坐标轴的朝向，以父坐标系坐标轴的朝向为参照。

•

位置（Position）：本地坐标系原点在父坐标系中的位置。

在 3D 场景中，如果打算以代码方式实现更复杂和多样性的操控功能，需要掌握常规的 3D
数学工具。下面链接的这份文档做了比较基础性的总结。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experience/3D_mathematics_found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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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组合节点（Group）
在 SparkSource UI 框架中，组合节点是父坐标系的具体载体，它可包含子组合节点和网格
模型，用于对多个网格模型做整体上移动、旋转、缩放、改变可见性等。借助于组合节点，也
更容易摆放网格模型，以及对网格模型做各种复杂变换操作。
在整个 3D 场景中，有一个特殊的组合节点，称之为根节点（RootGroup），不可删除，与
世界坐标系重合，但是可以改变其参数。

6.6 网格模型
如前面章节所述，3D 场景由摄像机、光源、网格模型共同组成。在宏观上，网格模型由单
个或多个子面组成，每个面可以配置不同的材质。在微观上，网格模型由一系列顶点（Vertex）
按照一定的存储方式构成。每个顶点一般包括空间位置（pos）、纹理坐标（uv）、法线方向
（normal）、颜色（color）、切向量（tangent）、骨骼权重（boneweight）、当前骨骼（boneindices）
等中的部分或全部参数。这些点一般以三角面片的方式存储，通常用三角面片的数量来衡量一
个网格模型的复杂度和数据量的大小。

在 3D 场景中，网格模型是可被点击选择的基本操作单元。即可配置对网格模型整体做点
击测试，也可配置其子面可否被点击。从性能效率考虑，更可在全局 3D 场景上设置对网格模
型整体或其子面的点击探测能力。针对网格模型，用户可配置它的交互行为，例如可移动、可
旋转、可缩放等，并且指定操作的是网格模型本身，还是其某一级别的父节点，同时可指定移
动、旋转、缩放操作时的参考系。这种强有力的交互设计支持能力，可帮助用户快速设计实现
在 3D 场景中复杂的用户交互行为。
同 2D 控件一样，在网格模型的点击触控过程中，支持配置个性化的触控音效。在 3D 场
景中，同样支持配置焦点外观和焦点切换行为。具体请回顾前述章节关于焦点设计行为的阐述。
特效，在 3D 世界中是个永恒的话题。SparkSource 直接支持时时阴影、时时倒影、时时环
境贴图、静态环境贴图。从实际情况出发，首先选择某一个模型面，配置其是否接收倒影、阴
影、环境贴图，默认是不接收这些特效；然后选择网格模型，配置其是否产生倒影、阴影、环
境贴图，默认是不产生这些特效。请特别留意，静态环境贴图的六张图片是配置在网格模型上。
在网格模型的表面，可以配置颜色、普通图片、带有凹凸纹理的特殊图片、2D 小组件。当
选择接收光照时，一定需要配置材质。表面也支持使用外置 GPU Shader 程序实现个性化渲染，
实现扩展特效。通过内置在 Shader 程序中的特殊参数，SparkSource 框架系统直接支持特效的
动态效果，此时需要开启特效的自动播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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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内置线框模型
SparkSource 内置一些线框模型。其中线条（Line）结合线条拐点（LinePoint）在 XYZ 空
间内自由构建；三角形（F-Triangle）、矩形（F-Rectangle）、椭圆形（F-Ellipse）、圆环形（F-Ring）
在 XY 平面内建模；立方体（F-Cube）、锥形框（F-Prism）、球型框（F-Sphere）在 XYZ 空间
内建模。这些线框模型具有足够的可变性，通过调整建模参数可演变出扩展轮廓。用户可配置
线框模型的线条宽度和颜色。
6.6.2 内置平面模型
SparkSource 内置一些平面模型：三角面（S-Triangle）、矩形面（S-Rectangle）、椭圆面（SEllipse）、圆形面（S-Ring）。这些平面模型在 XY 平面内建模，有正反两面，且具有足够的可
变性，通过调整建模参数可演变出扩展平面形状。
6.6.3 内置立体模型
SparkSource 内置一些立体模型：立方体（S-Cube）、椎体（S-Prism）、球体（S-Sphere）。
这些立体模型在建模时可选择外表面或内表面为正向可见，且具有足够的可变性，通过调整建
模参数可演变出扩展立体形状。

6.6.4 扩展模型（Mesh）
SparkSource 系统可导入由专业建模工具制作的复杂网格模型，如各种车模。这些网格模型
需采用标准且通用的 OBJ 格式，像 3DMax，Blender 等工具都可导出 OBJ 格式的模型文件。
在“Project Explorer”的“网格模型”面板内，可导入和统一管理这些模型文件。不过更简单
快捷的做法，是打开一个 3D 场景，通过【项目】=>【网格模型】菜单，直接导入网格模型到
3D 场景中。

6.7 粒子系统（Particles）
在 3D 世界中，粒子系统是非常经典的特效。粒子系统的核心功能单元是发射器，
SparkSource 系统目前内置 sphere、cube、cone、rectangle、circle 等几种发射器，不同发射器有
各自的配置参数。实际上一种发射器就是一套粒子发射算法，通过发射器，可向周围空间持续
发射具有一定运行速度和生命周期的粒子。这些粒子的形状可以选择点精灵（sprite），也可以
选择内置的 rectangle、cube、sphere 模型，粒子配有颜色，也可以自发光。作为特效拓展，用
户能够采用外置 GPU Shader 程序来渲染每一个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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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典型使用案例
7.1 如何施行数据绑定
SparkSource 以去代码化实现人机交互界面为目的，遵循 MVVM 框架设计思想，采用数据
绑定，并将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SparkSource 框架体系，将业务场景概念加工提炼，将之明
确化、具体化，使得数据绑定的具体实施有了基石。在本章节，将详细阐述数据绑定实施细节。
7.1.1 业务场景概述
MVVM 框架，是 Model-View-ViewModel 的缩写，其中 Model 系指中间件功能模块。业务
场景（Data Context），可以将之理解为对 Model 的抽象提炼，是纯数据定义，针对某个功能单
元，包括简单数据属性、复杂数据列表、常规业务命令（功能函数名），还包括从中间件获取
的各种逻辑事件和硬按键信息。在 SparkSource 框架中，业务场景是 View 和 ViewModel 之间
的桥梁，将之有效隔离开，使得去代码化实现 View 的功能成为可能。
7.1.2 关联数据属性
在“Project Explorer”的“数据属性”面板上管理数据属性。添加数据属性时，建议给出准
确的数值类型，这有助于在数据绑定的运算中得到准确的结果。

在 2D/3D 场景中选择一个 UI 元素，在属性编辑器的属性面板上，可以将数据属性绑定到
该 UI 元素的属性上。可以直接绑定，也支持常规数学运算和逻辑运算。针对常规数学运算，
支持连续“+”
、“-”、“*”、“/”、“%”运算，优先级从左到右；支持在数据属性名前加负号；
在表达式尾部，用逗号加数字可以限定浮点数的小数点后有效位数；如果逗号后加负数，则当
浮点数的小数部分是 0 时，仅取得整数部分。针对逻辑运算，支持“=”、“!=”、“>”、“>=”、
“<”、
“<=”运算，支持连续“&”、
“|”运算，优先级从左到右；支持在数据属性名前加负号。
在 2D/3D 场景中选择一个 UI 元素，在属性编辑器的事件面板上，可以将数据属性绑定到
该 UI 元素的事件上。最右侧输入框中可输入普通数据值，框架将普通数据值设置到该数据属
性上；输入框中可输入“!”，表示对关联的数据属性做取反运算；输入框中可输入针对关联的
数据属性的一些简单的运算公式，规则和控件属性与数据属性绑定的规则相同，表达式中使用
“dp”通用表示该数据属性的名字。
数据属性也可绑定到 GPU Shader 程序中的参数上，后续章节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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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关联数据列表
在“Project Explorer”的“数据列表”面板上管理数据列表。下图中树结构的第一层是数据
列表，第二层是该列表的数据项模板，实际上也是数据属性。给数据项模板配置数据属性时，
建议给出准确的数值类型，这有助于在数据绑定的运算中得到准确的结果。

数据列表只能绑定到 2D 数据列表控件的“数据源”属性上；作为数据项模板的数据属性
只能绑定到该数据列表控件内的子控件属性上。

7.1.4 关联业务命令
在“Project Explorer”的“业务命令”面板上管理业务命令。业务命令只是简单的字符串
值，需要在 ViewModel 代码中被识别处理。SparkSource 内置几个有特殊意义的业务命令。
在 2D/3D 场景中选择一个 UI 元素，在属性编辑器的事件面板上，可以将业务命令绑定到
该 UI 元素的事件上。当事件发生时，框架将绑定的业务命令派发到 ViewModel 中。绑定时，
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具体数据值，作为该业务命令的参数值。

7.1.5 关联触发器
在“Project Explorer”的“触发器”面板上管理硬按键码值、硬按键状态、逻辑事件，这些
触发器用来驱动画面内动画运行、画面内状态变化、画面间迁移跳转。后续章节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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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如何应用控件样式
以常规方式设计 2D/3D 场景时，在场景中添加各种 UI 元素，然后配置元素的外观属性，
即便同类型的元素，也不得不重复配置，效率很低下。控件样式，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
可以帮助 UI 设计师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在“Project Explorer”的“控件样式”面板上管理控件样式。目前支持对这些类 UI 元素设
计样式：小组件、弹出框、2D 页面、二十种 2D 控件、3D 网格模型面。在控件样式编辑器上
的操作方式跟在属性编辑器上的一样，并且可以时时预览设计结果。

在 2D/3D 场景中选择一个 UI 元素，在属性编辑器的属性面板上，指定控件样式。如果继
续设置属性值，则本地属性值高于控件样式中的属性值，比如下图中的“文本编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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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如何制作动画
动画在 2D/3D 场景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动画，可以使得画面表现变得生动活泼，
使得场景切换衔接变得自然柔和。在动画领域，SparkSource 框架系统也提供足够力度的支持。
7.3.1 动画概述
SparkSource 支持的动画类型有（2D/3D）轨迹动画、数值
动画、关键帧动画。并基于这几类动画的应用关联关系，衍生
出组合动画和序列动画。
•

轨迹动画，目标对象在预先设计好的轨迹线上按照配置
的插值方式做运动。

•

数值动画，在设定的时间段内，根据选择的插值方式，
将动画控制的属性从起始值过渡到终止值。

•

关键帧动画，设计一系列时间点，在每个时间点上配置
相应的数值，动画控制的属性按照设定好的数值序列以
某种插值方式做渐进演变。

•

组合动画，合并几个动画段使其一起播放。

•

序列动画，合并几个动画段使其先后播放。

右图展示这五类动画的组合示例。其中最外层的动画，可
为其配置触发器，并在场景中实际控制。
7.3.2 动画制作
在场景浏览器的场景动画面板上选择一个动画后，通过【场景动画】=>【控件对象】菜单，
给该动画选择其操控的对象属性。如下图所示，支持三类操控对象：
•

常规 UI 元素的属性（左图）。

•

如果 UI 元素使用 GPU Shader 程序，可选择 Shader 程序中的参数（中图）。

•

业务场景中的数据属性（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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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可给动画指定延时播放等待时间和播放时长；可选择插值方式有离散、线性、
二次曲线、抛物线；可配置动画值的作用方式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可配置动画是否循环播放。
如果是数值动画，需要配置起始值和终止值。如果是关键帧动画，则在每一关键帧上设置
时间和数值。如果是轨迹动画，则一般选择操控 2D 控件、3D 组合节点、3D 网格模型，为其
设计轨迹线，并指定在轨迹线上的起始百分比和终止百分比。
如下图所示，轨迹线可由多个不同类型的轨迹段组合而成。2D 场景中的常规轨迹线有折
线、圆、椭圆、弧线、二次贝塞尔曲线，这些轨迹线可通过配置参数而演化其他形状。在场景
编辑器内，可通过拖拽控制点的操作方式来改变其形状。

7.3.3 动画触发器
在场景浏览器的场景动画面板上选择一个根动画后，通过【场景动画】=>【触发器】工具
板中的“+”菜单，给该动画选择触发器。触发器可以是当前画面内控件的事件、业务场景中
定义的逻辑事件和硬按键事件、SparkSource 内置的手势事件。

7.3.4 场景入场退场动画
前一个场景的退场和后一个场景的入场，一般
需要通过动画做衔接。在场景浏览器的场景结构
面板上，选择 2D/3D 场景根节点，在属性编辑器
的属性面板上，展开“动画”属性组，为场景选择
设计好的动画作为其入场和离场动画。为了呈现
很柔和自然的衔接效果，有时候需要在后一个场
景的入场动画上设定一定的延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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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如何配置弹出框
在汽车驾驶舱系统内，不管是中控娱乐系统还是仪表盘，针对弹出框的优先级管理或者说
显示行为管理，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基于市场上流通的 GUI 框架进行项目开发，一般都需
要在项目中单独实现完整的弹出框管理器。SparkSource 框架系统内置弹出框管理器，其在项
目应用中具有相当的灵活度，以帮助项目快速配置该项目特有的弹出框显示行为逻辑。
下面链接的这份文档，针对弹出框管理器的具体实现，给出三种参考方式。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experience/popup_manager.pdf
7.4.1 弹出框管理堆栈
根据堆栈层级区别，SparkSource 将弹出框分为
overylay 、 normal 、 warning 三 大 类 ， 分 别 通 过
overlay、normal、warning 三个独立的弹出框堆栈来
管理，堆栈从下往上的显示层级如图所示。
•

overlay 类型弹出框，一般用于实现 system
UI，比如 Status Bar、Navi Bar 等。

•

normal 类型弹出框，用途最广泛，没有任何约束限制。

•

warning 类型弹出框，一般限于显示图文警告信息，不接收硬按键输入和操控，如 CCP。

7.4.2 弹出框显示行为
SparkSource 框架对弹出框定义如下显示行为：
1) 弹出框显示位置：可在屏幕九宫格的固定位置，可在用户设置的 X、Y 位置。
2) 弹出框显示模式：模态弹出框（modal，弹出框的外围区域不可点击）、非模态弹窗框
（modeless，弹出框的外围区域可点击，点击外围区域后，自动销毁弹出框）、浮动弹
出框（floating，弹出框的外围区域可点击，点击外围区域后，不销毁弹出框）。
3) 可给弹出框配置显示停留时间，单位是毫秒。如果值小于等于 100，意味着弹出框始终
显示；其他值意味着弹出框显示指定时间后将自动消失。
4) 如给 “页面”配置“优先级阀值”，当该页面显示时，只有那些优先级大于等于该阀
值的弹出框才可以被显示。
5) 高优先级的弹出框显示在上层；对于同优先级的弹出框，后创建的显示在上层。
6) 当上层弹窗框存在时，下层弹窗框可以继续显示（show，这时可能被上层弹窗框遮挡）；
可以隐藏（hide，当上层弹窗框消失后再恢复显示）；或者直接销毁（destroy）。
7.4.3 弹出框配置中心
可在“弹出框表编辑器”中统一配置弹窗框显示行为。对弹出框的追加、删除、改名等操
作同“Project Explorer”的“弹出框”面板做时时信息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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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如何设计画面迁移
画面迁移通常也称作画面流程图。依照常规工作模式，UX 交互设计师利用 Visio、Axure、
Sketch、Smartdraw、Omnigraffle（Mac）、ProcessOn 等软件完成各个画面的线框图设计和画面
间的跳转设计，然后把设计结果交给软件工程团队，软件工程师再基于其他的人机交互框架通
过编写代码来还原设计师给出的设计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设计文档的反复迭代修改，
实现框架的技术限制，不同团队间的沟通交流以及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各种偏差在所难免。
SparkSource 系统，使得这一过程变得异常简单。UX 交互设计师在 Spark Studio 中直接完
成各画面的线框图设计和画面间的跳转设计。在 Spark Studio 中的设计结果即产品，不再需要
软件工程师的翻译还原工作，开发效率和软件质量，将得到根本性的提高。
7.5.1 画面线框图
SparkSource UI 框架提供二十种 2D 控件，可给控件边框配置线条类型和颜色，这将有力
支持线框图的设计工作。在开始阶段，可在场景编辑器中进行线框图设计。

7.5.2 画面迁移图
页面和弹出框是画面跳转的基本单元。点击画面迁移编辑器右上角的“？”按钮，将陈列
该编辑器的详细操作方式。迁移发生有三种情况：起始态=>画面态、画面态=>画面态、画面态
=>终止态。一般来说，起始态意味着没有或者不确定离场画面；终止态意味着没有或者不确定
入场画面。在迁移发生时，可配置离场和入场的表现行为，特别是页面入场层级和行为。

7.5.3 迁移触发器
在画面迁移编辑器上选择一根迁移线后，通过【画面迁移】=>【触发器】工具板中的“+”
菜单，给该迁移选择触发器。触发器可以是离场画面内控件的事件、业务场景中定义的逻辑事
件和硬按键事件、SparkSource 内置的手势事件。这同动画触发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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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如何优化性能
性能是评价 HMI/APP 优劣的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具体包括 APP 加载时间、第一个画面
显示时间、画面跳转时间、画面渲染帧率、内存消耗等。SparkSource 框架系统，从多种角度
设计优化性能。当然 APP 性能的好坏跟 APP 的实现细节也息息相关。
7.6.1 原始图片
图片是 HMI 中最重要的元素。图片数量越多尺寸越大，对 HMI 的加载
性能和渲染性能影响就越大。在制作图片的时候，尽量减少大尺寸图片，尽
量将图片有效内容包含起来即可。右边两图，右边的大图里明显有很多
资源浪费，左边小图是建议的作图方式。
7.6.2 合成图片
使用太多小图片，会导致 GPU 内部在渲染时频繁调度纹理，导致性能下降。Spark Studio
提供合成图片编辑器，支持将众多小图片合并到多张大图片中，而且在运行时阶段对用户无感
知。实际使用中，可根据画面构成特点，有针对性设计几张合成图片，将有效提高性能。

7.6.3 网格模型
在 3D 场景中，网格模型是必要的元素。模型中三角面片的数量越多，对性能影响越大。
因此，使用内置模型时，尽量减少“分段数量”属性值；使用导入模型时，在不影响视觉效果
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导入模型中三角面片的数量。
7.6.4 打包资源
通过【项目】=>【XML 数据】菜单，可将项目中所有的 XML 文件打包进一个单独的
“project.pak”文件中，这样在加载 APP 时可减少 IO 调度数量，对改善性能有一定帮助。
7.6.5 加载资源
Spark Engine 在加载 APP 过程中输出如下图所示 log 信息。其中标号为“2”的两条 log，
表明 Spark Engine 在加载 APP 资源的同时也在做内核初始化。因此实际项目中，可灵活配置
一些可被预加载的资源，使得这两个并行进行的过程的时间尽量接近。

如 右 图 所 示 ， 在 layout.xml 文 件 中 的
“preload_document”节点上，配置可被预先加载的
画面存储文件。用“；”分隔多个文件 ID，如果 ID
是连续值，用“-”连接，比如 10001-1010。实际使
用中，可配置第一个显示画面需要的存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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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在 theme.xml 文件中的“preload_file”节点上，配置可被预先加载的资源。
用“；”分隔多个资源 ID，如果 ID 是连续值，用“-”连接，比如 10001-1073。特别提及，
合成图片资源自动被预先加载。实际使用中，可配置第一个显示画面需要的资源。

7.6.6 制作画面
在 2D 场景中，如果某区域内的画面构成比较复杂且很少变化，则利用组合控件的“需要
缓存”属性，将有利于性能改善。在 3D 场景中，如果没有必要则不要使用光源，如果一定要
使用光源，应尽量减少光源的数量。
7.6.7 配置 APP
APP 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配置文件：config.xml。下图中列出与性能有关的一些内容。

•

尽管 log 是监控程序运行状态的必要手段，但是不管将 log 输出到终端还是文件，对
性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发行阶段，建议关闭 log 输出。

•

HMI 需要快速反馈，可根据不同平台的运行环境，给各线程配置恰当的优先级。

•

如果某个输出窗口不支持屏幕触控，或者对触控没有复杂手势需求，可将其关闭。

•

Spark Engine 内部采用多种缓存机制，可为不同类型资源，配置其缓存池的容量。

•

如果硬件设备性能不高，可全局配置动画的渲染帧率，降低系统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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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如何使用模拟器
实现一个完整的 APP，离不开跟中间件服务的对接。针对车载驾驶舱领域，SparkSource 为
将 APP 开发和中间件开发完全隔离开，推出五大 Spark Model 子系统，分别是 Cluster、Adas、
Vehicle、Infotainment、Cloud，并定义和规范可依据实际项目而灵活配置的数据协议文件。在
中间件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借助 Spark Model 框架和数据协议文件，仍然可以提前对 APP 做
模拟测试。这五大子系统在架构体系和实际实施上完全类似，因此，本章节仅以 Cluster 作为
示例来介绍如何使用模拟器。
7.7.1 配置数据协议文件
Spark Studio 工程创建向导创建的 APP 文件系统，在 APP 根目录内的 data_model 子目录
中，已经包含五大数据协议文件的样例，APP 开发者和中间件开发者往往需要一起协同合作，
根据实际项目情况自行修改。打开 cluster.xml 文件，经过删减后的示例如下图所示。

•

准备连接到模拟器，设置“use_spark_simulator”属性为 true，其他为 false。

•

模拟器跟 APP 基于 socket 通信，通过“server_port”配置 APP 的监听端口。

•

XML element 节点的“id”属性值，是中间件通过接口上报数据时的关键字。

•

XML element 节点的“name”属性值，一般等同于在“Project Explorer”的“数据属性”
面板上添加的数据属性的名称；有的场合，需要将父节点的“name”属性值和子节点
的“name”属性值，通过下划线连接后作为数据属性的名称；有的场合，指向的是定义
在“数据列表”面板上的数据列表的名称。

•

XML element 节点的“min”和“max”属性值，用于配置某数据的调节范围。

•

XML element 节点的“option_name”属性值用于和模拟器配置文件中的“option”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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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匹配，“option_value”属性值用于和中间件上传的数据匹配。
•

Warning 信息通常显示在弹出框里，其“name”属性值一般等同于弹出框的名称。如果
给 Warning 配置了逻辑事件 ID，则可通过逻辑事件驱动弹窗框的可见性。“bind_key”
值相同的 Warning 显示在同一个弹出框里。

•

Operation 是中间件驱动 APP 执行某个操作，可以给该操作配置硬按键信息或者逻辑事
件 ID。这些信息在“Project Explorer”的“硬按键码值”、
“硬按键状态”、
“逻辑事件”
几个面板上配置，并且用它们作为触发器。

7.7.2 配置模拟器配置文件
Spark Studio 工程创建向导创建的 APP 文件系统，在 APP 根目录内的 data_simulator 子目
录中，也包含用于 Spark Simulator 中的五大配置文件，这些文件同上文中的五大数据协议文件
一一紧密关联，可根据实际项目情况自行修改。打开 cluster.xml 文件，经过删减后的示例如下
图所示。

•

基于 socket 通信，通过“server_host”和“server_port”指向 APP 所在的目标机器。

•

模拟器配置文件和数据协议文件在 XML element 节点结构上需要完全一致。

•

XML element 节点的“id”属性值，必须和数据协议文件中对应节点的“id”属性值保
持一致。

•

XML element 节点的“caption”属性值，仅用在 Spark Studio 的模拟器界面上。

•

XML element 节点的“icon_path”属性值，仅用在 Spark Studio 的模拟器界面上。

•

XML element 节点的“option”属性值，必须和数据协议文件中对应节点的“option_name”
属性值保持一致。

•

XML element 节点的“min”和“max”属性值，用于配置某数据的调节范围，一般要和
数据协议文件中对应节点的“min”和“max”属性值保持一致。

通常可手动直接修改该文件，不过建议通过 Spark Studio 的【工具】=>【仪表】菜单，调
出来“模拟器-仪表”界面，在界面里做配置。
7.7.3 联通模拟测试
配置好数据协议文件和模拟器配置文件后，就可在目标机器上启动 APP，然后在 Spark
Studio 中打开该 APP 工程，调出模拟器界面，执行各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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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如何进行自动化测试
上一节中介绍的模拟器，是基于数据驱动原理，针对五大领域的特定场景功能的测试。实
际开发 APP 过程中，也需要针对 HMI 的一般性测试。在项目开发期间，尽管目标机器设备还
处于准备阶段，仍然要尽早测试硬按键对 HMI 的驱动功能；在项目开发尾声，需要集中测试
并记录测试用例，以便针对变更修改可快速执行回归测试。这些测试需求，都可以通过本节介
绍的内容来实现。
7.8.1 配置连接
自动化测试工具跟 APP 之间基于 socket 双向通信。打开 APP 根目录下的 project.xml 文件，
通过“target_server_host”和“target_server_port”指向 APP 所在的目标机器和监听的端口；
通过“tool_server_host”和“tool_server_port”指向 Spark Studio 所在的目标机器和监听的端口。

在目标机器上启动 APP 后，在 Spark Studio 中，通过【工具】=>【自动化测试】菜单调出
自动化测试界面。成功联通看，可以在测试窗口内看到时时同步过来的远程 APP 的画面。如
果 APP 是多窗口，可选择性同步某个窗口场景或者同步所有窗口场景，当同步所有窗口场景
时，也可通过同步画面右上角的

按钮，来临时开启或关闭针对某个场景的同步。后续的

记录操作和回放用例，远程场景都会时时同步到测试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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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创建测试用例
在窗口的左侧是测试用例管理面板，可以添加、删除、编辑测试用例。一般在新建一个测
试用例时，给出测试员的名字和该用例的测试内容。

7.8.3 记录操作
选中一个测试用例后，点击窗口左下角的

按钮，开启记录操作。此时，可通过

鼠标在同步画面上执行点击操控，也可点击“项目硬按键”或“引擎硬按键”两个面板中的硬
按键配置来模拟硬按键事件，在使用“项目硬按键”时，注意 press 和 release 要配对使用。点
击窗口左下角的

按钮，停止记录操作，完成一个测试用例的录制工作并保留最后

一步的同步画面。当然，不开启记录操作功能，仍然可点击操控同步画面或者模拟硬按键事件。
7.8.4 回放测试用例
选中一个测试用例后，点击窗口左下角的

按钮，开启测试用例的自动回放功

能。当回放结束后，会在用例回放仓库里保留最后一步的同步画面。
7.8.5 比对结果
点击测试用例仓库右上角的

按钮，进入该用例的回放仓库。可在原记录缩略图中设置比

较区域和比较方式，并设置像素容错偏差值。选择一个回放时间点后，进行这次回放的结果比
对，比对时可设置相似度阀值，比对结果显示在窗口底部。

7.8.6 生成邮件报告
在回放仓库窗口顶部可配置邮箱列表，点击“发送”按钮将比对结果发送到指定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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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如何呈现开机动画
在车载系统里对开机动画的第一个画面显示时间、渲染帧率、内存消耗、系统依赖等都提
出最高要求。Spark Splash 作为独立开机动画引擎，专为此目的而设计。它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在低端设备上也达到极好的性能效率；支持多屏幕上开机动画的同步播放，使其成为一个整体
的动画系统。Spark Splash 即可以独立完成对开机动画的播放控制，也可以跟系统中的源管理
模块相互合作，由源管理模块来实施对开机动画的播放控制。
7.9.1 独立播放开机动画
与 APP 文件系统对比，开机动画的文件系统相对简单很多，如下图所示。其中 config.xml
文件内容与 APP 的 config.xml 文件内容几乎一致，主要配置目标环境中的窗口信息。如果需
要多窗口同时呈现开机动画，则在该文件中配置多个 surface。

project.xml 工程文件内容通常如下图所示，其中 app.xml 文件并不需要真实存在。该文件
仅用于 Spark Studio，使其能够打开动画工程以完成后续操作，在 Spark Studio 中不要保存工
程。部署开机动画资源时，不需要将该文件部署到目标机器上。

Spark Splash 基于 JPG 格式的序列帧图片而实现。在一个目录中，保存所有序列帧图片，
当按文件名升序排序时，第一张图片表示动画第一帧，以此类推。如果需要多窗口同时呈现开
机动画，则需要多套序列帧图片，分别放置在不同目录中。为了提升加载性能和渲染性能，可
通过 Spark Studio 的【项目】=>【资源打包】=>【开机动画】菜单，将序列帧图片做优化打包，
在原图片目录中生成 frame.pak 和 frame.xml 文件，将之部署到目标机器上即可。
boot_animation.xml 文件是核心文件，内容如下图所示。通过“preload_frame_count”配置
预加载图片的数量；通过“time_interval”配置渲染帧率；通过“auto_exit”配置动画结束后是
否自动退出。每个 surface 指向一个输出窗口，给出图片资源的存储位置和相对窗口的偏移量。

在目标机器上加载开机动画时，一般用下述命令：
SparkSplash xxx & （xxx 是开机动画资源的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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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 加载播放控制插件
Spark Splash 可衔接额外的播放控制插件，由该插件实现对开机动画的播放控制。插件能
够被 Spark Splash 动态加载，通常需要遵循一定的框架准则。作为参考示例，可从官网下载
（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demo/sample_app.zip）。通常，在该插件中创建一个具体
实现类，该类继承 IBootAnimationProvider 抽象接口，通过源管理模块 API 实现里面的虚函数。
在实现虚函数的过程中，借助 IBootAnimationNotifier 请求接口里的方法，实施对动画的播放
控制。最后，需要借助插件的框架接口协议，将该实现类的实例对象返回给 Spark Splash 系统。
IBootAnimationProvider 接口里的方法，由 Spark Splash 框架主动调用。通常在 initialize 函
数中，调用 IBootAnimationNotifier::requestStartAnimation()方法来开启开机动画。

IBootAnimationNotifier 接口由 Spark Splash 实现，并将其设置到插件中供其使用。通过该
接口，可实施对开机动画的播放控制。

播放控制插件（libBootAnimationProvider.so）的工程编译环境和 ViewModel 完全一样，见
下文阐述。在 boot_animation.xml 文件中指定该插件的存放位置，一般在根目录中，也可部署
在其他任何具有可执行权限的目录内，Spark Splash 在加载 boot_animation.xml 文件时会自动
动态加载该 libBootAnimationProvider.so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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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关联代码
8.1 编写和使用 GPU Shader 程序
外置 GPU Shader 程序，是实现更加定制化和个性化特效的必要手段。SparkSource 系统跟
外置 GPU Shader 程序结合非常紧密。SparkSource 精准定义 Shader 程序的五个应用场合，能
够将 UI 框架系统中的必要参数输入到 Shader 程序中，通过程序实现更有针对性的特效控制逻
辑。Shader 程序中的可变参数，在 SparkSource 系统内也可灵活配置具体值，并针对这些可变
参数制作动画、配置画面状态、建立数据绑定。
应用于 SparkSource 系统中的 Shader 程序，基于 GLSL 语言，采用 OpenGL ES 2.0 标准，
除遵守程序的基本编写规则外，为了紧密结合 SparkSource 框架系统，也扩展一些简单规则，
主要体现在 Shader 程序中的格式化注释。关于 Shader 程序的语法规则，不在本文展开，读者
可参考《OpenGL ES 2.0 Programming Guide》和《opengles_shading_language》教材。
8.1.1 Shader 程序规则
Shader 程序包括顶点着色器（Vertex Shader）和片段着色器（Fragment Shader）。顶点着色
器被“// Vertex_Start”和“// Vertex_End”注释包裹；片段着色器被“// Fragment_Start”和“//
Fragment _End”注释包裹。这两组注释不能被修改或删除。
Shader 程序中“attribute”类型的数据，直接关联网格模型中的顶点数据。因此，SparkSource
约束 attribute 类型数据的声明顺序如下：position、normal、texcoord、color、particle_life、tangent、
bitangent，对这些数据的名字没有特别约束。
Shader 程序中“uniform”类型的变量，本文统一称之为可变参数或参数，他们的值在运行
时由外部提供，但这些参数表示的现实意义，在 GLSL 语法中并不能给出。因此，SparkSource
约束 uniform 类型变量的注释格式，通过解析注释，理解该参数意义。该注释的语法规则如下：
uniform param_type param; //{caption:?,tooltip:?,values:?|?|?,default:?,use:?}
uniform param_type param; //{caption:?,tooltip:?,min:?,max:?,default:?,use:?}
其中各关键字含义如下：
•

caption，参数的显示名称（用在 Spark Studio 中）

•

tooltip，参数的说明信息（用在 Spark Studio 中）

•

values，参数可以选择的枚举值（用在 Spark Studio 中）

•

min，参数的最小值（用在 Spark Studio 中）

•

max，参数的最大值（用在 Spark Studio 中）

•

default，参数的默认值（用在 Spark Studio 中或 Spark Engine 运行时）

•

use，参数的使用类型信息，见下文描述（用在 Spark Engine 运行时）

SparkSource 通过“use”关键字将 UI 框架系统中的必要参数输入到 Shader 程序中，use 的
具体命名和含义，见下面表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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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color_val
color_id

tex_data_region

[control]
ctrl_alpha
ctrl_texture
ctrl_width
ctrl_height
ctrl_model
[light]
lt_switch
lt_type
lt_dir_pos
lt_diffuse_color
lt_specular_color
lt_attenuation
lt_space_mtx0
lt_space_mtx1
lt_space_mtx2
lt_space_mtx3
[material]
mtl_ambient
mtl_diffuse
mtl_specular
mtl_emissive
mtl_shininess
[3D sub-entity]
item_alpha
item_color
item_selected_color
item_model
item_is_reflection
item_accept_shadow
item_static_envmap

vec4
vec4

vec4

直接输入的颜色值
通过颜色 ID 提取的颜色值
在大纹理中的小区域 (x, y, w, h [0, 1])
用于 sampler2D，命名规则如下：
uniform sampler2D u_xxx;
uniform vec4 u_xxxDataRgn;
//{use:tex_data_region}

float
sampler2D
float
float
mat4

2D 控件的透明度 [0,1]
2D 控件作为动态纹理
2D 控件的宽度
2D 控件的高度
2D 控件的变换矩阵

bool
int
vec3
vec4
vec4
vec4
mat4
mat4
mat4
mat4

光源开关
光源类型：0 是点光源，1 是平行光源
光源位置或方向
漫反射光颜色
镜面反射光颜色
点光源的衰减系数
用于阴影映射
用于阴影映射
用于阴影映射
用于阴影映射

vec4
vec4
vec4
vec4
float

环境光系数
漫反射光系数
镜面反射光系数
自发光颜色
光洁度

float
vec4
vec4
mat4
bool
bool
bool

网格模型的透明度 [0,1]
模型面上指定的颜色
模型面被选择时的颜色
网格模型的变换矩阵
标识倒影
标识接受阴影
标识静态环境贴图
模型面上指定静态图片或动态小组件作为纹
理
常规纹理图片
用于阴影映射
用于阴影映射
用于阴影映射
用于阴影映射

item_texture

sampler2D

item_normal_texture
item_depth_texture0
item_depth_texture1
item_depth_texture2
item_depth_texture3

sampler2D
sampler2D
sampler2D
sampler2D
sampler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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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_positive_x_texture
item_negative_x_texture
item_positive_y_texture
item_negative_y_texture
item_positive_z_texture
item_negative_z_texture
[3D particles]
particle_sprite_size
item_alpha
item_color
item_model
[camera]
camera_pos
camera_view
camera_projection
[scene]
scn_ambient
scn_reflection_att_dis
scn_reflection_model
scn_mirror_normal
scn_mirror_dis

sampler2D
sampler2D
sampler2D
sampler2D
sampler2D
sampler2D

用于环境贴图
用于环境贴图
用于环境贴图
用于环境贴图
用于环境贴图
用于环境贴图

float
float
vec4
mat4

粒子的大小
粒子的透明度 [0,1]
粒子的颜色
粒子的变换矩阵

vec3
mat4
mat4

摄像机位置
摄像机视口矩阵
摄像机投影矩阵

vec4
float
mat4
vec3
float

环境光颜色
倒影模型衰减距离
倒影模型变换矩阵
倒影面法线
倒影面距离

【注意】
•

在整个注释中，除了“tooltip”描述内可出现空格外，其他地方不能包含空格。

•

名字固定为“GlobalTime”的特殊参数，用于实现内置动画的控制，从 0 开始。
uniform float GlobalTime;

•

针对“default”关键字，需要给出所有的默认值，例如：
bool bParam;
bvec2 b2Pram;
bvec2 ab2Pram[2];

•

{default:true}
{default:true|true}
{default:true|true|true|true}

gl_FragCoord 是屏幕坐标，原点在左下角，是像素值，不是[0.0, 1.0]之间的纹理坐
标值，gl_FragCoord 和纹理坐标的转换：
gl_FragCoord = vec2(v_texCoord.x*u_ctrlWidth, (1.0-v_texCoord.y)* u_ctrlHeight)

8.1.2 Shader 程序编写
具体编写实现 Shader 程序，用户可选择专业的 Shader 程序编辑器，也可使用普通的文本
编辑器。不过本文推荐直接使用 Spark Studio 内置的 GPU Shader 编辑器，其优势可参考在前
述章节中关于轻松编写 GPU Shader 程序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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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Shader 程序应用
在基于 2D/3D 场景构建 HMI 的章节中，提及 GPU Shader 程序有五大应用场景。
应用于 2D 控件的背景，实现动态背景特效。在 Shader 中需要定义 position、texcoord 这两
个 attribute。推荐使用纹理坐标，不要使用 gl_FragCoord，因为其范围超过 control 限定的区域，
在 Spark Studio 中会呈现不可控的渲染结果。控件背景关联的纹理图片是 top-down 走向，因
此，左上角的 UV 坐标是【0，0】，右下角的 UV 坐标是【1，1】。
应用于 2D 控件的整体，实现对控件整体的修饰，实现各种滤镜特效，例如模糊、倒影、
碎化、不规则裁切等等。在 Shader 中需要定义 position、texcoord 这两个 attribute。推荐使用纹
理坐标，不要使用 gl_FragCoord，因为其范围超过 control 限定的区域，在 Spark Studio 中会呈
现不可控的渲染结果。控件整体关联的纹理图片是 bottom-up 走向，因此，左上角的 UV 坐标
是【0，1】，右下角的 UV 坐标是【1，0】。
应用于 2D 特效域控件的内容，实现任何内容的复杂特效，比如模拟海洋、北极光、实现
不规则进度条等等。在 Shader 中需要定义 position、texcoord 这两个 attribute。推荐使用纹理坐
标，不要使用 gl_FragCoord，因为其范围超过 control 限定的区域，在 Spark Studio 中会呈现不
可控的渲染结果，而且会导致渲染性能的下降。控件内容关联的纹理图片是 top-down 走向，
因此，左上角的 UV 坐标是【0，0】，右下角的 UV 坐标是【1，1】。
应用于 3D 网格模型的表面，实现个性化的表面贴皮特效。如果将 Shader 用在内置平面模
型或立体模型的表面，在 Shader 中需要定义 position、normal、texcoord、tangent、bitangent 这
几个 attribute；如果将 Shader 用在内置线框模型的线条上，在 Shader 中仅需要定义 position 这
个 attribute；如果将 Shader 用在导入模型的表面，则 Shader 中的 attribute 需要跟该模型的顶点
数据匹配。模型表面关联的纹理图片是 top-down 走向，因此，左上角的 UV 坐标是【0，0】，
右下角的 UV 坐标是【1，1】。
应用于 3D 粒子系统中的粒子，实现多样性的粒子绘制。如果粒子采用点精灵，在 Shader
中需要定义 position、particle_life 这两个 attribute；如果粒子采用内置网格模型，在 Shader 中
需要定义 position、normal、texcoord、particle_life 这几个 attribute。粒子使用的纹理图片是 topdown 走向，因此，左上角的 UV 坐标是【0，0】，右下角的 UV 坐标是【1，1】。
8.1.4 Shader 程序参数配置
在实际使用 GPU Shader 程序时，SparkSource 框架除将系统内置参数输入给 Shader 程序
外，对 Shader 中的可变参数，也提供强有力的灵活配置支持。
在属性编辑器面板，为五种使用场合选择 Shader 程序后，点击旁边的 图标，在弹出框中
列出该 Shader 程序可以被配置的所有参数，此刻可指定具体值，也可将参数跟某一个数据属
性做绑定，由数据属性提供参数值。
在场景浏览器的场景状态面板，选择状态内的对象，可配置 Shader 参数在该状态下的值。
为 Shader 参数制作动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名字固定为“GlobalTime”的特殊参数，
在 Shader 被使用的场合，打开自动播放开关后，则 SparkSource 系统从 0 开始持续增加该参数
值，在 Shader 程序内根据该参数的当前值而改变渲染的结果。另一种是利用 SparkSource 动画
系统，在场景浏览器的场景动画面板，在选择动画的控制对象属性时，可以直接选择到 Shader
中的可变参数，然后通过动画驱动参数值的持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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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通过代码增强画面交互行为
SparkSource 以可视化和去代码化方式快速开发人机交互系统为核心特色，其整个框架体
系也是时刻遵循这一指导思想而构建。不过，一个新事物从产生到被广泛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用户基于既定习惯而延续的开发模式也很难扭转，针对某些复杂画面交互逻辑，使用代码直接
实现反而变得简单。因此，SparkSource 系统仍然保留和支持基于代码而实现画面交互逻辑的
能力，不过尽最大程度做到让代码尽可能的简洁和优美。
8.2.1 生成画面代码
SparkSource 为 2D 场景中的页面、弹出框、小组件和 3D 场景统一定义基础代码框架，见
下图所示 CSceneProxy.h（左）和 CSeeneProxy.cpp（右）文件内容。文件中的注释是 SparkSource
定义的关键字，不可被修改或删除。
当在场景编辑器中打开名字为“test”的页面、弹出框、小组件或 3D 场景时，点击编辑器
右下角的“生成代码”按钮，则会生成一组“.h”和“.cpp”文件，生成文件位于 src\ViewModel
目录内的相应 page、popup、widget、或 tdscene 子目录中，文件名相应为 CPageTest.h 和
CPageTest.xpp、或 CPopTest.h 和 CPopTest.cpp、或 CWgtTest.h 和 CWgtTest.cpp、或 C3DScnTest.h
和 C3DScnTest.cpp，文件内容即将下图中的“xxx”替换为相应组的文件名。

在 2D 场景中添加 2D 控件，或在 3D 场景中添加网格模型后，可在属性编辑器的事件面板
内，为各类 2D 控件（3D 网格模型）（模型面）的各自事件选择是否要生成事件相关的代码。
作为示例，在名字为“test”的页面内添加名字为“play”的按钮，然后在事件面板内为“短
按释放”事件配置生成代码，再次点击“生成代码”按钮，则更新的代码文件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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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geTest.h（上）、CPageTest.cpp（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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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编码实现画面交互逻辑
当为 2D 场景或 3D 场景生成画面类代码文件后，通常在 onBuildControlTreeComplete 函数
和 2D 控件（3D 网格模型）（模型面）的事件函数中，添加更多代码来实现画面交互逻辑。
CSceneProxy 基类中的一组函数，根据 2D 控件或 3D 对象的名字查找其代理对象。

C2DControlProxy 类和 C3DObjectProxy 类都继承自 CElementProxy 类，CElementProxy 类
提供两个函数，用来获取 2D 控件或 3D 对象的属性值，或者设置其属性值，其中属性名和参
数（子属性）名，可在属性编辑器的属性面板内，通过属性帮助提示查看。

SparkSource 内置二十种 2D 控件，如果要调用各类控件的特有方法，则需要将 findControl
的返回值强转为 C2DControlProxy 代理对象，具体可用下面的示例形式。

C2DControlProxy 类集中封装了各类控件的特有函数，具体可参考 C2DControlProxy.h 文件
中的细节内容。特别提及用的比较多的两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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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扩展 3D 粒子发射器
如前文所述，在 3D 世界中，粒子系统是非常经典的特效。粒子系统的核心功能单元是发
射器，SparkSource 系统内置几种发射器作为抛砖引玉，展示粒子系统在 3D 场景中的使用方
式。实际上一种发射器就是一套粒子发射算法，SparkSource 支持用户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自定
义粒子发射器算法。
首先，在 ViewModel 模块中创建一个类，该类继承 IUserEmitter 接口，并实现里面的几
个虚函数，如下图示例。其中，通过 addParticles 函数，实现在每一次渲染时增加新的粒子；
通过 filterParticle 函数，对超出发射器限定范围的粒子进行过滤。

其次，在 CImpViewModel::initialize()函数中，添加下面一行代码，将自定义发射器类注
册到 SparkSource 系统中。“line”是该自定义发射器的类型。

最后，仿照 SparkStudio\studio\resource_package\object\object.xml 文件的格式，添加
user_object.xml 文件，其内容如下图，其中特别注意“value_list”属性值是“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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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衔接系统引擎
从人机交互的角度思考，SparkSource 系统也构建一些基础框架，用于快速对接系统功能，
例如对接 Webkit 引擎、多媒体引擎、语音引擎等。
8.4.1 衔接 Webkit 引擎，呈现 HTML5 网页
近几年，互联网汽车概念和践行成逐年递增和火爆的趋势，在汽车驾驶舱的人机交互系统
屏幕上，也经常看到一些轻应用，这些轻应用基于 HTML5 技术实现。SparkSource 框架系统
在这一应用领域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支持将轻应用和本地应用无缝隙融合起来。
SparkSource 不直接包含和实现 Webkit 引擎，而通过定义 IWebBrowserProvider 抽象接口和
IWebBrowserNotifier 通知接口，可对接任何 Webkit 引擎的具体实现，与其建立互联互通的框
架体系。并且，借助 WebViewport 这个 2D 控件，承载显示 HTML5 页面内容，或者进一步实
现具有更强交互能力的 Web 浏览器。
通常，在 ViewModel 模块中创建一个具体实现类，该类继承 IWebBrowserProvider 抽象接
口，通过 Webkit 引擎中间件的 API 实现里面的虚函数。在实现虚函数的过程中，可借助
IWebBrowserNotifier 通知接口里的方法，将 Webkit 的执行状态通知给 SparkSource 系统。最
后，借助 CWebBrowserProxy::setProvider(xxx)方法，将该实现类的实例对象设置给 SparkSource
系统。下述内容逐步对 IWebBrowserProvider 抽象接口里的虚函数做一概要介绍。
IWebBrowserNotifier 通知接口由 SparkSource 系统实现，下面方法将其具体实现设置给
IWebBrowserProvider 的实现类。

Webkit 引擎的具体实现，往往有一些属性需要由使用者来配置，通过下面一组方法实现。

一个 WebViewport 控件是一个独立的承接 HTML5 内容的载体，用户可在画面中创建多个
WebViewport 控件。因此 Webkit 引擎需要支持多 session。

解析显示 HTML5 格式数据，浏览网站，是 Webkit 引擎的核心功能。

借助 WebViewport 控件，可将屏幕触控转入到 Webkit 引擎中，以达到本地 GUI 和 Web GUI
一致化的触控体验。下面方法中的 x，y 坐标是相对于 WebViewport 控件左上角的像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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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WebViewport 控件，可将 CCP 焦点控制逻辑和硬按键信息，输入到 Webkit 引擎中。

SparkSource 构建的 VUI 框架系统，同样可以把语音输入信息输入到 Webkit 引擎中。

最后，如果打算实现个性化的 Web 浏览器，可在画面上部署一个 WebViewport 控件和其他
辅助控件。在辅助控件的事件函数中，通过调用 WebViewport 控件的具体方法实现网页浏览，
通过 CWebBorwserProxy 代理类实现对 Webkit 引擎各类属性的配置；在 WebViewport 控件的
事件函数中，捕获网站加载的各种状态并在画面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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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衔接多媒体引擎，实现简易音乐播放器
车载娱乐系统，离不开音乐。SparkSource 框架系统对这一应用领域也提供辅助能力，可支
持快速构建一个简易的音乐播放器。
SparkSource 不直接包含和实现多媒体引擎，而通过定义 IAudioPlayerProvider 抽象接口，
可对接任何多媒体引擎的具体实现，与其建立互联框架体系。通常，在 ViewModel 模块中创
建一个具体实现类，该类继承 IAudioPlayerProvider 抽象接口，通过多媒体引擎中间件的 API
实现里面的虚函数。最后，借助 CAudioPlayerProxy:: setProvider(xxx)方法，将该实现类的实例
对象设置给 SparkSource 系统。IAudioPlayerProvider 抽象接口如下图内容所示。特别提示，在
Windows 和 Ubuntu Linux 系统，SparkSource 已经内置支持 MP3 音频文件。

具体实施对音乐文件的播放控制，有一种简易方式。在“Project Explorer”的“业务命令”
面板里，已经内置“play-music”和“stop-music”命令，当在“Project Explorer”的“音频”面
板里准备好音乐文件后，在场景编辑器内选择一个 2D 控件（3D 网格模型）
（模型面），然后在
属性编辑器的事件面板里，可为某事件指定“play-music”命令的同时，设置音乐文件的 ID 或
者文件路径，这样该事件发生时会自动播放该音乐文件。同理关联“stop-music”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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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 实 施 对 音 乐 文 件 的 播 放 控 制 ， 有 一 种 相 对 完 善 的 方 式 。 SparkSource 提 供
CAudioPlayerProxy 辅助类用于实现简易音乐播放器。下述内容概要介绍该类里的功能函数。
下面函数可以直接播放指定的音乐文件。

下面两个函数用来管理音乐文件列表。

下面一组函数，用于实施播放的控制和获取播放的状态。

在音乐播放过程中，需要监听播放状态并时时更新播放进度。通常，在 ViewModel 模块中
创建一个具体监听类，该类继承 IAudioPlayerListener 监听接口，在其虚函数实现代码中，更新
业务数据属性值。然后，借助 CAudioPlayerProxy:: setListener(xxx)方法，将该实现类的实例对
象设置给 SparkSource 系统。IAudioPlayerListener 监听接口如下图内容所示。

真正实现带有丰富功能的音乐播放器，也可直接参考前文关于 MVVM 框架思想的介绍和
后文关于实现业务场景功能的介绍。
8.4.3 衔接语音引擎，构建智能 VUI 系统
智能化的人机交互系统，离不开语音控制和语音输入。SparkSource 内置构建 VUI 框架体
系，使得人机交互更智能，实现更简单。
SparkSource 定义的 VUI 系统包括屏幕触控音效、屏幕可见即可读可操控、语音转文本输
入。触控音效只要在 ViewModel 中实现 ISoundPlayerProvider 接口即可实现，具体可参考上一
节类似的实现方式。语音操控和语音转文本输入，需借助语音引擎中间件 API 将语音转换成文
本后，使用 CBaseViewModel::dispatchVoiceContentMessage(const CString& strText)方法即可实
现。如果文本串与按钮标题匹配，则相当于点击该按钮；如果当前屏幕焦点在可编辑文本控件
上，则直接输入文本内容到该编辑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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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实现业务场景功能
在前文关于如何实施数据绑定的章节中，已经详细介绍业务场景概念范畴以及跟画面逻辑
的关联绑定关系，本节作为前文的延续，将继续阐述如何基于 SparkSource 框架和中间件服务，
从而实现具体的业务场景功能。
8.5.1 借助 Spark Model 实现
实现一个完整的 APP，离不开跟中间件服务的对接。传统的开发模式，首先在 APP 的工程
配置中引入对中间件的编译依赖，然后在代码中调用中间件的 API，最后经过编译后再做上下
联通的测试。可见这种模式，APP 和中间件具有相当的耦合度。而 SparkSource 框架系统的一
个应用创新点是“平行开发”。也就是说，APP 和中间件完全各自独立，没有工程编译依赖，
没有代码调用依赖，没有测试配合依赖，做到 100%隔离。Spark Model 框架系统，是这一“平
行开发”理念得以成功实施的基础桥梁。
针对车载驾驶舱领域，Spark Model 是衔接 APP 中的 ViewModel 和中间件（Model）之间
的桥梁。对中间件定义统一的软件抽象层（SAL）接口，并且实现一定程度的业务逻辑功能。
基于 SAL 接口规范，一个具体实现（Simulator Provider）是连接 Spark Simulator，用于提前对
APP 做模拟测试，前文中介绍的模拟器，就是基于这一框架原理而实现；另一具体实现（Platform
Provider）是借助系统平台里的中间件服务（Middleware Service），实现具体的功能逻辑单元。
Spark Model 定义和规范可依据实际项目而灵活配置的数据协议文件（Data Protocol），该数据
协议文件作为 ViewModel / Spark Model 和（Simulator / Platform）Provider 之间沟通的基础。根
据功能范畴，Spark Model 构建五大相互 独立的子系统，分别是： Spark.Model.Cluster、
Spark.Model.Adas、Spark.Model.Vehicle、Spark.Model.Infotainment、Spark.Model.Cloud，相应的
有五个独立的数据协议文件和模拟器单元。这五者在架构体系和实际实施上完全类似，因此，
本章节仅以 Spark.Model.Cluster 作为示例来介绍如何实现业务场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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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 Studio 工程创建向导创建的 APP 文件系统，在 APP 根目录内的 data_model 子目录
中，已经包含五大数据协议文件的样例，前文关于如何使用模拟器章节中已经详细阐述如何配
置这些文件内容。通过配置文件，已经将中间件功能跟业务场景中的数据属性、数据列表、硬
按键、逻辑事件建立好关联关系。此时，为了从中间件中获取真实的数据值和事件通知等，在
cluster.xml 文件中将“use_platform_plugin”属性设置为 true，并指定 libClusterProvider.so 文件
的存放位置，Spark Engine 在加载数据协议文件时会自动动态加载该 libClusterProvider.so 插件。

libClusterProvider.so 作为可被 SparkSource 动态加载的独立插件，需要遵循一定的框架准
则。作为参考示例，可从官网下载（http://www.sparksource.cn/download/demo/sample_app.zip）。
通常，在该插件中创建一个具体实现类，该类继承 IClusterProvider 抽象接口，通过中间件 API
实现里面的虚函数。在实现虚函数或监听系统状态的过程中，借助 IClusterNotifier 通知接口里
的方法，将数据值和事件等传递给 SparkSource 系统。最后，需要借助插件的框架接口协议，
将该实现类的实例对象返回给 SparkSource 系统。
IClusterProvider 接口里的方法，由 SparkSource 框架和 APP 主动调用，例如 doCommand
函数，可将业务命令在该函数中具体实现，或者将其传递到某个中间件中去实现。

IClusterNotifier 接口由 Spark Model 实现，并将其设置到插件中供其使用。通过该接口，可
将数据属性值、数据列表源、逻辑事件、硬按键事件、操作命令请求等发送到 SparkSource 系
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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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 Platform Provider 插件：libClusterProvider.so、libAdasProviders.so、libVehicleProvider.so、
libInfotainmentProvider.so、libCloudProvider.so，其工程编译环境和 ViewModel 完全一样，见下
文阐述。可按下图示例方式将插件部署在 data_model 目录中，也可部署在其他任何具有可执
行权限的目录内，注意需要在相关协议文件中配置好路径。

其实讲述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以思考发现，为了提前更完善测试 HMI，或者提前展示
HMI 的完整功能，完全可以编写一个模拟中间件功能的 Platform Provider 插件。
8.5.2 在 ViewModel 中直接实现
Spark Studio 工程创建向导创建的 APP 工程，已经包含完整的 ViewModel 工程环境，下一
章节将详细阐述。在 ViewModel 中，借助中间件（Model）提供的 API，实现业务场景（Data
Context）中定义的业务命令（Command），或者把业务命令派发到中间件中去，由中间件实现；
从中间件获取到数据后，更新业务场景中的数据属性（Data Property）和数据列表（Data List）；
监听中间件广播的逻辑事件和硬按键事件，将之作为触发器发送给 SparkSource 框架系统。
当将在“Project Explorer”的“业务命令”面板中定义的业务命令和 2D 控件（3D 网格模
型）
（模型面）建立绑定后，SparkSource 框架负责在恰当的时机，将这些业务命令派发到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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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数中。在该函数中，根据不同的 strCommand 值，选择恰当的中间件 API 来实现相关的业
务功能。如果是基于 Android 环境且打算调用 JAVA API 来实现业务功能，建议通过 JNI 机制，
直接将 strCommand 派发到 JAVA 层，在 JAVA 层里做具体实现。

当将在“Project Explorer”的“数据属性”面板中定义的数据属性和 UI 元素建立绑定后，
可通过下面的方法更新或者读取数据属性值，其中 strDataPropertyName 参数就是数据属性的
名称。如果是在 UI 事件函数或者 timer 事件函数中调用 update 函数，则 bThreadSaftety 可为
FALSE，否则为 TRUE。updateDataProperties 函数用于批量更新数据属性，在数据属性名称前
可添加统一的前缀。更新数据属性值后，SparkSource 框架负责驱动页面上关联的 UI 元素的变
化。

当将在“Project Explorer”的“数据列表”面板中定义的数据列表和数据列表控件建立绑定
后，可通过下面方法给数据列表提供数据源，其中 strDataListName 参数就是数据列表的名称。
如果在 UI 事件函数或者 timer 事件函数中调用这些函数，则 bThreadSaftety 可为 FALSE，否
则为 TRUE。提供数据源时，需确定数据项的确切数量或者追加数量，然后可单个或批量更新
数据项。给数据列表提供数据源后，SparkSource 框架负责驱动页面上关联的数据列表控件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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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列表的数据项非常巨大，一般不会直接提供全部数据项；或者在开始阶段不能确
定数据项的数量，也就无法提供数据源。针对此种情况，需要在 ViewModel 中扩展实现
IResDataListProvider 接口，然后借助 CAppProxy:: setDataListProvider(xxx)方法，将该实现类的
实例对象设置给 SparkSource 系统。数据列表控件在恰当时机会回调接口中的方法。

在给数据列表提供数据源时，通常需要设置某个数据项处于选中状态；在使用数据列表控
件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取得当前被点击或者选中的数据项。这时可使用下面一组方法。

在“Project Explorer”的“逻辑事件”、
“硬按键码值”、
“硬按键状态”几个面板中定义的逻
辑事件和硬按键信息，一般作为动画、画面状态、画面迁移的触发器，这些需要在 ViewModel
层 捕 获 系 统 或 者 中 间 件 的 相 关 状 态 ， 然 后 使 用 CBaseViewModel 中 的 方 法 将 之 派 发 到
SparkSource 系统中。这两个方法中的参数值，就是在面板上定义逻辑事件和硬按键信息时指
定的具体数值。更多类似方法，可参考 CBaseViewModel.h 文件中的函数以及注释内容。特别
提及，在 SparkSource 的 CHardkeyTable.h 文件中，预先定义一组硬按键的码值（key code）和
状态值（key status），这些码值和状态值，可被 SparkSource UI 框架系统识别和加以使用。

Spark Studio 工程创建向导为 APP 生成的基于 Android 环境的框架代码中，有一个 JAVA
入口类：JMainActivity，在该类中有几个必要的示例方法，可以把 JAVA SurfaceView 控件上的
点击事件、系统定义的逻辑事件、对数据属性的更新请求，通过 JNI 技术传递到 SparkSource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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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讲述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以思考发现，为了提前完善测试 HMI，或者提前展示 HMI
的完整功能，完全可以在 doCommand 函数中编写模拟代码来模拟中间件的完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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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编译和部署 ViewModel
8.6.1 SparkSource 发布环境和部署
当安装完 Spark Studio 后，其完整目录环境见下图所示：
•

include 目录，包含编译 ViewModel（Data Provider 插件）时依赖的头文件。

•

lib 目录，包含编译 ViewModel（Data Provider 插件）时依赖的动态库。

其中，linux 和 qnx 目录内，
“project_name”子目录名和该目录内的动态库文件版本，
随 APP 项目依赖的目标平台的不同而不同，比如 QNX6.6 和 QNX7.0 的差异，NXP 和高
通的芯片组差异等。请联系 SparkSource 开发者组织，获取某特定平台的动态库版本。
•

studio 目录，Spark Studio 本身程序包，含 Windows 和 Linux 版本，在 PC 上运行。

在目标机器上部署 Spark Engine 运行环境。如果目标平台是 Linux 或 QNX，则需要将
“project_name”目录内的所有 so 库文件和 bin（SparkPlayer、SparkSplash）可执行程序文件，
放置到目标平台具有可执行权限的目录里，并且配置 LD_LIBRARY_PATH 指向该目录。如果
目标平台是 Android，在 Android Studio 中编译 APP 并打包时，已经将所有依赖的 Spark Engine
库打包进 APK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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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ViewModel 工程环境和部署
使用 Spark Studio 工程创建向导创建“hello_world”APP 工程后，其代码环境如下图所示：
•

src 目录，存放 ViewModel 插件源码文件，包括跟中间件业务衔接的代码文件，以及为
小组件、弹出框、页面、3D 场景生成的画面相关的代码文件。针对 Android 平台，另
包含一个 APP 入口文件 android_main.cpp

•

project 目录，针对各平台工程配置环境，Spark Studio 工程创建向导已经自动配置对
Spark Engine 的 include 和 lib 的依赖路径。其中，android_addon、android_ndk、
linxu_ubuntu_wayland、linux_ubuntu_x11、windows 等平台，可以直接进行编译。

•

target 目录，存放编译结果，将 ViewModel 编译出 libViewModel.so 或 ViewModel.dll，
将 AndroidMainEntry 编译出 libMainEntry.so。

通过工程文件编译 ViewModel 后，按下图所示，将 ViewModel 插件部署在目标平台上，
由 Spark Engine 在加载 APP 资源时自动动态加载该插件。

8.6.3 Windows 目标平台
在 Windows 平台上加载 APP 时，一般通过 Spark Studio 的【项目】=>【项目 APP】菜单
启动，也可在 CMD 窗口内，切换到 SparkStudio\studio\windows 目录，然后用下述命令启动：
SparkPlayer app_root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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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QNX 目标平台
在编译 ViewModel 前，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project\qnx\user_version\config.bat 文件，设置
“SPARK_LIB_NAME”为“project_name”的具体名字，设置“BUILD_CHAIN_ROOT”指
向 QNX 交 叉 编 译 工 具 链 的 根 目 录 ， 然 后 依 据 目 标 机 器 环 境 ， 选 择 恰 当 的
“ HOST_WIN_VERSION ”、“ TARGET_QNX_VERSION ”、“ SYSROOT_VERSION ”、
“QCC_VERSION”，最后在 Windows CMD 窗口内，切换到 project\qnx\user_version 目录，使
用“make_release.bat”来编译。
在 QNX 目标机器上加载 APP 时，切换到 Spark Engine 目录后，用下述命令启动：
./SparkPlayer app_root_path &
8.6.5 Linux 目标平台
在编译 ViewModel 前，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project/linux/user_version/config 文件，设置
“SPARK_LIB_NAME”为“project_name”的具体名字，然后依据目标机器环境，配置好
“ BUILD_CHAIN_ROOT ”、“ SYSROOT ” 和 “ CXX ” 后 ， 在 Ubuntu 中 切 换 到
project/linux/user_version 目录，使用“make_release”来编译。
在 Ubuntu PC 平台上加载 APP 时，一般通过 Spark Studio 的【项目】=>【项目 APP】菜单
启动，也可在 shell 窗口内，切换到 SparkStudio/studio/linux 目录，然后用下述命令启动：
./SparkPlayer app_root_path
在 Linux 目标机器上加载 APP 时，切换到 Spark Engine 目录后，用下述命令启动：
./SparkPlayer app_root_path
8.6.6 Android 目标平台
针对 Android 平台，Spark Engine 包含两套框架体系：
•

ndk 模式，基于 Android Native Activity 框架构建，纯 SparkSource C++ UI 体系。可直
接调用 C++层的系统服务，也可通过 JNI 机制调用 JAVA 层的系统服务。

•

addon 模式，基于 Android JAVA Activity 框架构建，借助于 JAVA SurfaceView 控件，可
将 JAVA UI 和 SparkSource C++ UI 无缝隙混合使用。可直接调用 C++层的系统服务，
也可通过 JNI 机制，将业务命令发送到 JAVA 层，在 JAVA 层实现业务逻辑功能，然后
通过数据驱动机制驱动 C++ UI 同步变化。

实际开发 APP 时，下述几个文件，可根据本地环境和业务功能需求，自行修改：
\project\android\addon\local.properties（修改 ndk.dir 和 sdk.dir 的本地路径）
\project\android\ndk\local.properties（修改 ndk.dir 和 sdk.dir 的本地路径）
\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修改 APP 权限和其他配置）
\project\android\addon\app\src\main\res\layout\main_layout.xml（修改画面布局）
\app\src\main\java\cn\sparksource\addon\JMainActivity.java（修改业务逻辑）
\app\src\main\java\cn\sparksource\ndk\JMainActivity.java（修改权限和配置）
\hello_world\src\AndroidMainEntry\android_main.cpp（修改业务逻辑和 APP 资源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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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ndk 模式，在 android_main.cpp 中的 ANativeActivity_onCreate 函数中，修改 APP 资
源入口，参数路径须和 APP 资源部署根目录一致。注意目录的访问权限配置。

针对 addon 模式，在 android_main.cpp 中的 JMainActivity_openSurface 函数中，修改 APP
资源入口，参数路径须和 APP 资源部署根目录一致。注意目录的访问权限配置。

如下图所示，Spark Studio 工程创建向导创建 APP 工程后，在 android 项目环境中的 jniLibs
目录内，已经包含 Spark Engine 所有必要的运行时库。Android Studio 在打包 APP 时，会自动
将这些库文件打包进 APK 中。

在 Android Emulator 或目标机器上加载 APP 时，可以在安装好 APP 后，直接在主屏幕上
启动。如果在使用 ADB 调试阶段，也可在 Android shell 终端，通过下述命令启动和停止：
am start -n cn.sparksource.ndk/.JMainActivity（APP 的 package 名/入口 activity）
am force-stop cn.sparksource.ndk（APP 的 package 名）
在 Android Studio 中的 log 窗口，通过“SparkEngine”过滤器，可查看 Spark Engine 运行
状态，一般因为资源路径访问权限，常见下面两个问题：
1）APP 资源加载失败。在 Emulator 里运行，建议放置在/data/app 目录里；在目标机上运
行，建议放置在/sdcard 目录里。
2）libViewModel.so 加载失败。在 Android O 平台，libViewModel.so 在 APP 的安装目录
中，安装后，需打开 app.xml 文件，修改“path_android”指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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