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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E和标准Windows的差别

 运行环境
 CPU不同

 标准Windows：Intel x86 兼容CPU
 WinCE：SHx、MIPS、ARM和x86

 屏幕

 标准Windows：1024*768*16 或更高

 WinCE：176*220 ~800*600或无显示屏，色彩2、4、8、16、32；
类型有：landscape（横向）和Portrait（纵向）

 其他

 鼠标：WinCE中用触摸屏代替

 硬盘： WinCE设备很少用

 内存： WinCE几乎总是运行在低内存

 Unicode编码：WinCE用UTF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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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E和标准Windows的差别

 组件化设计
 Windows：不同版本间，API函数才会不同；

 WinCE：组件化，不同的配置，API函数集就不同；

目前使用的最多的配置是：Windows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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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WinCE程序:Hello1
 启动

VS2008，
创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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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WinCE程序:Hello1
 创建向

导1
( V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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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WinCE程序:Hello1
 创建向

导2
( V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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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WinCE程序:Hello1
 生成项目

，在源文
件下添加

Hello1.cpp
内容如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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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1.cpp 

#include "windows.h“

// Program entry point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printf ("Hello World\n");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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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windows.h" 

这个文件包含了一组文件，它们中定义了Windows API及其用到的结构
和常量。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程序的入口点，不同于标准C程序，WinCE开发环境使用标准的
Windows入口点。 先看WINA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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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API

#define WINAPI _stdcall

调用约定(Calling convention)：决定函数参数传送时入栈和出栈的顺序，
栈内容由谁清除。缺省是_cdecl（C调用约定）。stdcall（PASCAL调
用约定）调用意味着:

1)参数从右向左压入堆栈。（ cdecl 同）

2)函数自身维护堆栈,退出时清空堆栈。（ cdecl由调用者清空堆栈，
正因如此，实现可变参数的函数只能使用cdecl调用约定）

除了可变参数的函数调用外，其余的一般都是_stdcall约定。 但 C/C++
编译默认的是_cdecl约定。所以如在VC等环境中调用_stdcall约定的
函数，必须要在函数声明时加上 _stdcall 修饰符，以便对这个函数的
调用是使用_stdcall约定（如使用DELPHI编写的DLL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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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含义如下：

 hInstance
程序实例：为其它应用程序指明具体的程序实例，也为需要验证这

个EXE的Windows API函数提供程序实例。

可用GetModuleHandle(0)获取。

 hPrevInstance
是从旧的Win16 API（Windows 3.1及更早的系统）遗留下来的。包

括Windows CE在内的所有Win32 操作系统中，hPrevInstance 始终
是0，可忽略。

 lpCmdLine
指向一个Unicode字符串，包含命令行参数。

从微软Windows CE浏览器启动的应用程序没有命令行参数，但在某
些情况下，如当系统自动启动一个程序时，系统包含一个命令行
参数来说明程序为什么被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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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mdShow

指明了程序主窗口的初始状态。(最大化、最小化、活动等)

由父进程，通常是浏览器传递这个参数到程序里。

Windows CE里，这个参数的值被限制成3个状态：普通
（SW_SHOW）、隐藏（SW_HIDE）和非激活显示
（SW_SHOWNOACTIVATE）。

除非应用程序需要强制它的窗口预先确定状态，在程序主窗口被创
建后，这个值是不加修改，只是简单的传递给ShowWindow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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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 ("Hello World\n");

Windows CE支持大部分标准C库，包括printf,getchar等。

 return 0; 

用return结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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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该程序

VS2008自动启动模拟器，并把EXE程序放到模拟器文件系统里运行

 问题

运行了吗？

运行了！程序启动、写到控制台、结束。除非你从一个控制台启动程
序，否则Windows CE会在Hello1执行printf语句时，创建一个控制台
窗口，并且在Hello1结束的时候自动关闭控制台。

在Pocket PC上，应用程序可以运行，但Pocket PC并不为诸如printf之
类的输出提供控制台显示的功能。通过把驱动程序console.dll放到
Pocket PC的Windows 目录里，可以为Pocket PC增加控制台支持。
驱动程序从驱动程序接口获取输入，创建屏幕窗口，打印输出字符
串。控制台启动程序可以从手持式PC和嵌入式版本的Windows CE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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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 Hello1 :Hell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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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 Hello1，用一个消息框来替代Hello1中的printf 

Hello2.cpp

#include "windows.h"

// Program entry point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MessageBox (NULL,TEXT("Hello World"),TEXT("Hello2"),MB_OK);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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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并运行Hello2，可以看到如图所示的小窗口。

 替代printf的MessageBox函数为Hello2提供了2个特性。

 第一个是创建一个窗口，并在上面显示“Hello World”文本。

 第二个是MessageBox函数直到用户关闭消息窗口才会返回。这允许
Hello2一直保持运行，直到用户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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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Box函数原型如下：

int MessageBox (HWND hWnd, LPCTSTR lpText, 

LPCTSTR lpCaption, UINT uType); 

 第1个参数是顶层窗口的句柄，它是消息窗口的父窗口。 Hello2里为
NULL，因为Hello2还没有任何其它窗口。

 第2个参数是准备显示在窗口里的文字。

类型LPCTSTR表示指向一个以“NULL”结束的Unicode或Windows字
符串常量的指针。

注意Hello2中传入的字符串是用TEXT宏包裹的，确保它能编译成
Unicode版本。

 第3个参数lpCaption是显示在窗口标题栏的文字。



upgrade Hello1 :Hello2

标志位 按钮或者图标

用于按钮

MB_OK OK

MB_OKCANCEL OK and Cancel

MB_RETRYCANCEL Retry and Cancel

MB_YESNO Yes and No

MB_YESNOCANCEL Yes, No, and Cancel

MB_ABORTRETRYIGNORE Abort, Retry, and Ign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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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参数uType是一系列标志位，规定消息框如何显示在屏幕上。
标志位规定了消息框中按扭的数量和类型，图标的类型及消息框窗口
的风格设置。 如下几页所示：



MessageBox函数在Windows CE下有效的标志位

用于图标

MB_ICONEXCLAMATION, MB_ICONWARNING Exclamation point (!)

MB_ICONINFORMATION, MB_ICONASTERISK Lower case i within a circle

MB_ICONQUESTION Question mark

MB_YESNO Yes and No

MB_ICONSTOP, MB_ICONERROR, MB_ICONHAND Stop sign

MB_DEFBUTTON1 First button      确省选择按钮

MB_DEFBUTTON2 Second button 确省选择按钮

MB_DEFBUTTON3 Third button 确省选择按钮

用于窗口风格: 

MB_SETFOREGROUND Bring the message box to the 
foreground.

MB_TOPMOST Make the message box the topmost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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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Box的返回值

 MessageBox的返回值指出用户按了哪个按扭。返回值如
下：

IDOK OK button pressed

IDYES Yes button pressed

IDNO No button pressed

IDCANCEL Cancel button pressed or Esc key pressed

IDABORT Abort button pressed

IDRETRY Retry button pressed

IDIGNORE Ignore button 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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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Box函数再举例
#include "windows.h“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int intOk = MessageBox (NULL,TEXT(“Hello”),TEXT("Hello2"),

MB_OKCANCEL|MB_ICONSTOP|MB_DEFBUTTON1);

if ( intOk ==IDOK)

MessageBox (NULL,TEXT("OK"),TEXT("Hello2"),MB_OK);

else

MessageBox (NULL,TEXT("Cancel"),TEXT("Hello2"),MB_OK);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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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程序使用“Push”（推）模式编程。
在这种模式下，必须编写程序响应来自操作系统的通知，比如一个键

被压下去了或者收到一个重绘屏幕的命令。

Windows应用程序并不从操作系统请求输入，而是由操作系统通知应
用程序输入产生了。操作系统通过发送消息（messages）给应用程
序窗口来完成这些通知。所有窗口都是窗口类的具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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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概念

 窗口

窗口是屏幕上的一个区域，一般是矩形。

窗口有一些基本属性，比如位置属性x,y和z（窗口在屏幕其它窗口之上
或者之下），前景色，背景色，可视性以及层次关系等。

一般，每个应用程序都有窗口。

 窗口类

窗口类是一个模板，为该类的所有窗口定义了许多共同属性。换句话
说，属于同一个类的窗口有同样的属性。这些共享的属性中最重要
的是窗口过程。

每个被创建的窗口都是窗口类的一个具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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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口过程

窗口过程定义了同一个类里所有窗口的行为。

窗口过程处理发到窗口的所有通知和请求。这些通知，要么是操作系
统发来的，要么是其他窗口发来的。

通知是以消息的形式发送的。消息实际就是对窗口过程的一次调用，
带有参数指出通知或者查询的种类。当有事件发生，例如窗口被移
动、被改变大小或有键被按下去等，就会发送消息。

消息值由Windows定义。应用程序使用预定义好的消息常量，如
WM_CREATE和 WM_MOVE，来表示消息。

因为有很多消息可被发送，所以当窗口类对某个消息没有特殊处理的
必要时，Windows提供了一个默认处理函数来处理传递这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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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生命周期

Windows是如何协调发到系统里各个窗口的各种消息的？

Windows监视系统的所有输入，如键盘、鼠标、触摸屏以及其它可以
产生影响窗口事件的硬件。当事件发生后，消息就被构成并定向给
特定的窗口。

Windows没有直接调用窗口过程，而是加了一个中间步骤。消息被放
到拥有该窗口的应用程序的消息队列里。当应用程序准备接收消息
的时候，它把消息从队列里取出来，并告诉Windows发送该消息到
应用程序适当的窗口上。

具体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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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事件发生，Windows就构成一个消息并放到拥有目的
窗口的应用程序的消息队列里。

和XP一样，Windows CE中，每个应用程序有自己单独的消息队列。
事件发生及构成一个消息都要比应用程序处理它们的速度快。因此，
消息队列允许Windows在运做中设置一个通知并继续完成其它任务，
而不是仅仅限制在只响应收到消息的这个应用程序。

2、应用程序把消息从消息队列中移除出来，并回调
Windows来处理消息。

应用程序从队列里获取消息，这使得应用程序在请求Windows把消息
分派到相应窗口之前，可以预处理这些消息。许多情况下，应用程
序会调用Windows里不同的函数来处理具体的各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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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ndows处理消息，更确切的说，是Windows调用相应的
窗口过程。

没有让应用程序直接调用窗口过程，而是间接调用，这允许Windows
协调这个窗口过程的调用与系统里的其它事件。

虽然此刻消息并不在另外一个队列里，但Windows在调用窗口过程之
前，可能需要做一些预处理。不管怎样，这种调度方式减少了应用
程序的责任，不用程序去决定适当的目的窗口，而是由Windows负
责了。

4、窗口过程处理消息。

所有的窗口过程都有相同的调用参数：

被调用窗口实例的句柄：窗口过程用窗口句柄区分窗口的不同实例。

消息参数：指明窗口要处理的事件。如WM_MOVE消息。

两个通用参数：包含与消息相关的数据。如，WM_MOVE消息指出
窗口将被移动，其中一个参数指向一个包含窗口新坐标的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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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必须要声明一个WinMain()函数。

在这个入口点函数中，需要按顺序做下面几件事：

 用RegisterClass函数登记一个独一无二的Class；

 用CreateWindowEx函数创建一个主窗口 ；

 显示窗口，再用UpdateWindow强制OS发送WM_PAINT消息(OS将消
息放到本应用程序的消息队列)；

 程序进入“消息循环”(读消息队列)，对读到的消息预处理后,通知
OS调用相应的窗口过程，直到收到WM_QUIT消息

 从WinMain函数返回

 其次，在主窗口的窗口过程中处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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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windows.h> // For all that Windows stuff

LRESULT CALLBACK MainWndProc (HWND, UINT, WPARAM, LPARAM);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WNDCLASS wc;

HWND hWnd;

MSG msg;

// Register application main window class.

wc.style = CS_HREDRAW|CS_VREDRAW; // Window style

wc.lpfnWndProc = MainWndProc; // Callback function

wc.cbClsExtra = 0; // Extra class data

wc.cbWndExtra = 0; // Extra window data

wc.hInstance = hInstance; // Owner handle

wc.hIcon = NULL, // Application icon

wc.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Default cursor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 (WHITE_BRUSH);

wc.lpszMenuName = NULL; // Menu name

wc.lpszClassName = TEXT("MyClass"); // Window class name

if (RegisterClass (&wc) == 0)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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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main window.

hWnd = CreateWindowEx(WS_EX_NODRAG, // Ex style flags

TEXT("MyClass"), // Window class

TEXT("Hello"), // Window title

// Style flags

WS_VISIBLE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CW_USEDEFAULT, // x position

CW_USEDEFAULT, // y position

CW_USEDEFAULT, // Initial width

CW_USEDEFAULT, // Initial height

NULL, // Parent

NULL, // Menu, must be null

hInstance, // Application instance

NULL); // Pointer to create

// parameters

if (!IsWindow (hWnd)) return -2; // Fail code if not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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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ard show and update calls
ShowWindow (hWnd, nCmdShow);
UpdateWindow (hWnd);

// Application message loop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 Instance cleanup
return msg.wPa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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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WndProc - Callback function for application window
LRESULT CALLBACK MainWndProc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PAINTSTRUCT ps;

RECT rect;
HDC hdc;
switch (wMsg) 
{ case WM_PAINT:

// Get the size of the client rectangle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 

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EndPaint (hWnd, &ps); 
return 0;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 (0);
break;

}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wMsg, wParam, lPa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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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3有着相同的入口点--WinMain。但是因为Hello3创建了自己的窗口，
所以它必须为主窗口注册一个窗口类，创建窗口并且提供一个消息循
环来为窗口处理消息。

下面从这四个方面详细描述

 注册窗口

 创建窗口

 消息循环

 窗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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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窗口类
注册一个窗口类用RegisterClass函数。函数的参数是一个描述窗口类的结构

WNDCLASS 。RegisterClass函数和WNDCLASS结构定义如下：

ATOM RegisterClass (const WNDCLASS *lpWndClass);
（ ATOM ： unsigned short ）

typedef struct _WNDCLASS { 
UINT style; //窗口类型

WNDPROC lpfnWndProc; //窗口过程函数指针（回调函数）

int cbClsExtra; //窗口类附加字节，为该类窗口所共享。

int cbWndExtra; //窗口附加字节。

HANDLE hInstance; //当前应用程序实例句柄。

HICON hIcon; //图标句柄。LoadIcon();
HCURSOR hCursor; //光标句柄。LoadCursor();
HBRUSH hbrBackground; //画刷句柄。 (HBRUSH)GetStockObject();
LPCTSTR lpszMenuName; //菜单名字

LPCTSTR lpszClassName; //类名

} WND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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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DCLASS参数：

 Style
窗口设置类风格。在WinCE中，类风格被限制为下列组合：

 CS_HREDRAW
如窗口水平大小改变，就强制重画窗口。

 CS_VREDRAW
如窗口垂直大小改变，就强制重画窗口。

 CS_NOCLOSE
如标题栏上有[关闭]按钮，则使其失效。

受CreateWindowEx的Style flags影响。

 CS_PARENTDC
让窗口使用父窗口的设备环境变量

 CS_DBLCLKS
允许[双击]通知(Windows CE下敲击两次为双击)传递给父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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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fnWndProc

窗口过程地址。设置此值之前，必须先
定义该过程的声明。

 cbClsExra

允许程序员为类结构增加额外的空间来
存储只有应用程序才知道的类特定数
据。

 cbWndExtra

类似cbClsExra，该结构负责维护窗口每
个实例的信息。

不要在窗口结构本身存储大量的数据，
应用程序应该存储一个指向应用程序
特定结构的指针，该结构包含窗口每
个实例的数据。

在WinCE里，cbClsExtra 和cbWndExtra
域必须是4字节的倍数。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WNDCLASS wc;
……
wc.style = 1|2;
wc.lpfnWndProc = MainWnd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hInstance;
wc.hIcon = NULL,
wc.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 (WHITE_BRUSH);
wc.lpszMenuName = NULL;
wc.lpszClassName = TEXT("MyClass");

if (RegisterClass (&wc) == 0) return -1;



一个完整的WinCE 应用程序:Hello3
-- 结构WNDCLASS域含义

43

 hInstance
程序的实例句柄，该句柄指明拥有该窗

口的进程。

 hIcon
窗口默认图标的句柄，WinCE中不支持

该域，设为NULL。

（在WinCE中，会在类的实例窗口被创
建后设置类的图标。对于Hello3，没
有图标提供。与其它Windows版本不
同，WinCE中没有任何预定义图标用
于装载。）

 hCursor
除非应用程序是为带鼠标的WinCE系统

设计的，否则hCursor域应设为NULL。

如果系统不支持光标，调用
LoadCursor() 函数会返回NULL。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wc.style = 0;
wc.lpfnWndProc = MainWnd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hInstance;
wc.hIcon = NULL,
wc.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 (WHITE_BRUSH);
wc.lpszMenuName = NULL;
wc.lpszClassName = TEXT("MyClass");

if (RegisterClass (&wc) == 0)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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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rBackground
规定WinCE如何画窗口背景。
WinCE用这个域中指定的刷子brush

（一个小的预定义的像素数组）来
画窗口背景。

WindCE提供许多预定义的刷子，你可
以用GetStockObject函数来装载。

如果hbrBackground域是NULL，窗口必
须处理WM_ERASEBKGND消息，重
画窗口背景。

 lpszMenuName
必须设置为NULL。WinCE不直接支持

有菜单的窗口。在WinCE中，菜单
由主窗口创建的命令工具条、命令
带或菜单条控件提供。

 lpszClassName
类名。
Hello3用的是“MyClass”做为类名。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wc.style = 0;
wc.lpfnWndProc = MainWnd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hInstance;
wc.hIcon = NULL,
wc.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 (WHITE_BRUSH);
wc.lpszMenuName = NULL;
wc.lpszClassName = TEXT("MyClass");

if (RegisterClass (&wc) == 0)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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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WNDCLASS结构被填充后，
RegisterClass函数被调用，并
用指向WNDCLASS结构的指
针作为唯一的参数。如果函数
成功，一个标记窗口类的值被
返，如果失败，函数返回0。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wc.style = 0;
wc.lpfnWndProc = MainWnd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hInstance;
wc.hIcon = NULL,
wc.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 (WHITE_BRUSH);
wc.lpszMenuName = NULL;
wc.lpszClassName = TEXT("MyClass");

if (RegisterClass (&wc) == 0)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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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窗口
用CreateWindow或CreateWindowEx函数调用。CreateWindowEx 的原

型如下：

HWND CreateWindowEx (DWORD dwExStyle, LPCTSTR lpClassName, 

LPCTSTR lpWindowName, DWORD dwStyle, 

int x, int y, int nWidth, int nHeight, 

HWND hWndParent, HMENU hMenu, 

HINSTANCE hInstance, LPVOID lpParam);

各参数含义如下：（下页）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hWnd = CreateWindowEx(WS_EX_NODRAG, TEXT("MyClass"),

TEXT(“Hello”), WS_VISIBLE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if (!IsWindow (hWnd))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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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ExStyle

扩展风格标志位。Windows CE能够支持的扩展风格标志如下：

 WS_EX_TOPMOST 窗口置顶

 WS_EX_WINDOWEDGE 窗口有凸起的边框

 WS_EX_CLIENTEDGE 窗口有凹陷的边框

 WS_EX_STATICEDGE 静态窗口具有3D外观

 WS_EX_OVERLAPPEDWINDOW 是WS_EX_WINDOWEDGE 和
WS_EX_CLIENTEDGE两个风格的组合

 WS_EX_CAPTIONOKBUTTON 在标题栏上有OK按钮

 WS_EX_CONTEXTHELP 在标题栏上有帮助按钮

 WS_EX_NOACTIVATE 点击窗口时，窗口不成为活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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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ExStyle（续）

 WS_EX_NOANIMATION 当窗口创建的时候，顶层窗口没有弹
出矩形，在任务条上也没有按钮。

 WS_EX_NODRAG 防止窗口被移动

参数dwExStyle是CreateWindowEx和CreateWindow之间唯一有差别的
地方。CreateWindow只是简单的将dwExStyle设置为0并调用
CreateWindowEx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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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ClassName

实例化窗口所使用的窗口类名。

在Hello3里，类名是MyClass，也就是用RegisterClass注册的类名。

 lpWindowName

标准窗口标题栏里的文字。文字使用TEXT宏，确保字符串在Windows 
CE下可以转换成Unicode。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hWnd = CreateWindowEx(WS_EX_NODRAG, TEXT("MyClass"), TEXT("Hello"),
WS_VISIBLE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if (!IsWindow (hWnd))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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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Style

风格标志，规定了窗口的初始风格。

风格标志即用于系统里所有相关窗口的普通风格，也用于特定类的风格，

比如按钮类或者列表框类风格。

一般需要用WS_VISIBLE标志来指明窗口在创建时可视。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hWnd = CreateWindowEx(WS_EX_NODRAG, TEXT("MyClass"), TEXT("Hello"),
WS_VISIBLE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if (!IsWindow (hWnd))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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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nWidth,nHeight

这四个参数指定了窗口初始位置和大小。

因为WinCE下大部分应用程序都是全屏窗口，所以每一个大小和位置域

都使用CW_USEDEFAULT标志作为默认值。默认值创建的窗口，其大

小覆盖整个屏幕。

注意不要为WinCE设备假设任何特殊的尺寸，因为不同的实现有不同的

屏幕尺寸。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hWnd = CreateWindowEx(WS_EX_NODRAG, TEXT("MyClass"),
TEXT("Hello"), WS_VISIBLE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
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if (!IsWindow (hWnd))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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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ndParent

父窗口句柄。本例中，因为是顶层窗口，所以父窗口域设置为NULL。

 hMenu

菜单域。设为NULL，因为WinCE不支持顶层窗口菜单。

 hInstance

程序的实例句柄。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hWnd = CreateWindowEx(WS_EX_NODRAG, 
TEXT("MyClass"), TEXT("Hello"), WS_VISIBLE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if (!IsWindow (hWnd))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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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Param

一个指针，在WM_CREATE消息期间，用于在CreateWindow调用时传
递数据给窗口过程。

本例中，没有额外数据需要传递，所以该参数设置为NULL。

如果创建窗口成功，CreateWindow返回刚创建的窗口的句柄，如果函数
调用期间有错误发生，则返回0。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hWnd = CreateWindowEx(WS_EX_NODRAG, 
TEXT("MyClass"), TEXT("Hello"), WS_VISIBLE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
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if (!IsWindow (hWnd))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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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Window函数

函数CreateWindow创建完窗口后，要想把它显示出现，还必须调用函
数ShowWindows。其原型：

BOOL ShowWindow( HWND  hWnd,  int  nCmdShow );
设置窗口hWnd的显示状态，有SW_HIDE、 SW_SHOW等。

本例中，窗口显示状态由WinMain的参数nCmdShow指定。

 UpdateWindow函数

调用完ShowWindow后，为最终显示窗口，还需调用函数
UpdateWindow（hwnd）， 它将产生一个WM_PAINT消息，这个
消息将使窗口重画，即使窗口得到更新。原型：

BOOL UpdateWindow( HWND hWnd);
强制Windows发送WM_PAINT消息给指定窗口的应用程序。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ShowWindow (hWnd, nCmdShow);
UpdateWindow (hW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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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循环
当有输入事件发生时，OS并不把这个输入事件直接送给应用程序，而

是将输入事件先翻译成一个消息，然后把这个消息放入到相应应用
程序的消息队列中去。应用程序通过消息循环来接收这个消息。

Hello3中，主窗口创建后，WinMain进入消息循环：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该循环很简单：调用GetMessage函数，从应用程序消息队列中获取下
一个消息。

如没有消息可用，则调用进入等待期，阻塞应用程序线程直到消息可
用。

当消息可用，该函数返回包含在MSG结构的消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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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函数从调用线程的消息队列里取得一个消息并将其放于MSG结构。

原型：

BOOL GetMessage( LPMSG lpMsg, HWND hWnd, 
UINT wMsgFilterMin, UINT wMsgFilterMax );

参数：

 lpMsg：指向MSG结构的指针，该结构从消息队列里接收消息信息。

 hWnd：窗口句柄。NULL表示要获取该线程创建的所有窗口的消息；

 wMsgFilterMin：指定被检索的最小消息值的整数。

 wMsgFilterMax：指定被检索的最大消息值的整数。

如最后二参数都为零，GetMessage返回所有可得的消息（即无范围过
滤）。

返回值：

如果函数取得WM_QUIT消息，返回值是零，否则，返回非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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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MSG {

HWND hwnd; //接收消息的窗口句柄。和哪个窗口相关联。

UINT message; //消息标识。是什么消息。

WPARAM wParam; //消息的附加信息。具体取决于消息本身。

LPARAM lParam; 

DWORD time; //消息发送时间。

POINT pt; //消息发送时，光标在屏幕上的位置。

} 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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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eMessage ()函数

把适当的键盘消息转换成字符消息。字符消息被送到调用线程的消息队
列中，在下一次线程调用函数GetMessage时被读出。

如，它检索匹配的WM_KEYDOWN和WM_KEYUP消息，并为窗口产生
相应的ASCII字符消息(WM_CHAR)。

此函数对大多数消息来说不起作用。

 DispatchMessage ()函数

告诉Windows把消息发给应用程序适当窗口的窗口过程。

适当窗口，在MSG结构中指定。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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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结束
获取消息、转换消息、分发消息这个过程一直循环，直到GetMessage 

收到WM_QUIT消息，使GetMessage返回0，导致循环终止。

消息循环终止后，程序除了清理和退出外几乎不做什么。

在Hello3里，程序简单的从WinMain中返回。WinMain的返回值成为程
序的返回码。

传统上，程序的返回值是消息WM_QUIT的wParam参数值。

当应用程序调用PostQuitMessage(n)时，WM_QUIT消息被发送出去，
此时WM_QUIT的wParam参数值被n填充。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return msg.wParam; // Instance clea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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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口过程
如前所述，函数GetMessage负责从应用程序的消息队列中取出消息，

而函数DispatchMessage()要求OS将消息传送给在MSG结构中指定的
窗口。窗口的窗口过程处理消息。

MainWndProc原型如下：

LRESULT CALLBACK MainWndProc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返回值类型LRESULT是消息处理的符号结果，实际上就是long型；

hWnd：窗口句柄；

wMsg：表示发给窗口的消息。这不是WinMain消息循环里使用的MSG
结构，而是一个包含消息值的unsigned整型。

wParam 和lParam,：传递和具体消息有关的数据给窗口过程。它们的名
字来自Win16时代，那时wParam是个16位值而lParam是32位值。同
其它Win32操作系统一样，在WinCE里，两个都是32位的。

窗口过程一般通过一个switch语句解析wMsg消息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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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_PAINT 消息处理
绘制窗口，处理WM_PAINT消息。窗口的外观是在程序处理

WM_PAINT消息的过程中完成的。

case WM_PAINT:
// Get the size of the client rectangle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 

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EndPaint (hWnd, &ps);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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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ClientRect 函数原型：

BOOL GetClientRect（HWND hWnd，LPRECT lpRect）；
确定窗口大小和位置。该函数返回一个RECT结构，该结构有四个
LONG字段,分别为left,top,right和bottom，即左、上、右、下角坐
标，用来描述客户区矩形边界的信息。

 绘制
WM_PAINT消息里执行的所有绘制工作都必须由两个函数BeginPaint 

和EndPaint包围。

BeginPaint 函数返回设备环境句柄HDC。

设备环境是物理显示设备（例如视频显示器或打印机）的逻辑代表。
WinCE程序从不直接修改显示硬件。WinCE用设备环境将程序与
具体硬件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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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Paint
BeginPaint函数准备指定的窗口来重绘并将绘画的相关信息放到一个

PAINTSTRUCT结构（见下页）中。原型
HDC BeginPaint(

HWND hwnd, // :[输入]被重绘窗口的HANDLE
LPPAINTSTRUCT lpPaint // :[输出]绘画信息

) ;
如果函数成功，返回值是指定窗口的设备环境句柄HDC。

BeginPaint函数自动设置显示设备环境的剪切区域（更新区域）。
更新区域可被下列因素设置：InvalidateRect或InvalidateRgn函数、窗体

大小的改变、移动、创建、滚动或其他的影响客户区操作。如果更
新区域被标记为可擦除的，BeginPaint发送一个WM_ERASEBKGND
消息给窗口。

一个应用程序除了响应WM_PAINT消息外，不应该调用BeginPaint。
每次调用BeginPaint都应该有相应的EndPaint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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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TSTRUCT结构
该结构体包含了用于绘制窗口客户区的信息。其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PAINTSTRUCT {
HDC hdc; BOOL fErase; RECT rcPaint;
BOOL fRestore; BOOL fIncUpdate; BYTE rgbReserved[32];

} PAINTSTRUCT;
hdc：BeginPaint函数返回的句柄。即用于绘制的句柄

fErase：指出窗口过程是否需要重画窗口背景。

rcPaint：是RECT结构，定义了需要重画的客户区。

Hello3忽略该域，在WM_PAINT消息中，整个客户区窗口都重画。
当要考虑性能时，该域很有用，因为有时仅仅需要重画部分窗口即可。
即使当程序尝试重画rcPaint矩形以外的区域时，WinCE也会阻止。

该结构的其它域，fRestore, fIncUpdate, 和rgbReserved，属内部使用，
应用程序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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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wText函数
完成绘制文本 “Hello Windows CE” 。更多内容，在后描述。

 EndPaint函数
该函数结束窗口绘画。

 说明
WinCE保持一份无效窗口区域（也就是需要重画的区域）列表

和有效区域（也就是已经更新的区域）列表。程序通过成对的
调用BeginPaint和EndPaint，来处理窗口的无效区域。

注意：必须调用BeginPaint和EndPaint，或者通过其它方式使窗口
无效区域变有效，否则Windows会不断发送WM_PAINT消息给
窗口，直到无效区域变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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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_DESTROY 消息处理
当窗口即将被销毁时，该消息被送出。

处理WM_DESTROY消息的代码调用PostQuitMessage函数来触发应用程
序将终止。 PostQuitMessage函数将WM_QUIT消息放到到消息队列
里。 PostQuitMessage函数原型：

VOID PostQuitMessage（int nExitCode）；

参数：pExitCode指定应用程序退出代码。此值被用作消息
WM_QUIT的wParam参数值。 在Hello3里是0，传回应用程序。

WinMain的消息循环收到WM_QUIT消息就会退出循环。并终止程序。

Hello3 中的相关代码：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 (0);
break;

}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wMsg, wParam, l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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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inCE和标准Windows的差别

 §1.2 第一个WinCE程序:Hell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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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indows 应用程序剖析

 §1.5 一个完整的WinCE 应用程序:Hello3

 §1.6 Hell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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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风格的Hello
上述结构窗口过程中的switch语句易变得巨大，且整个窗口过程的所

有变量会比较杂乱的出现在过程的开头。

这种风格将窗口过程分解为几个独立过程，每个处理一个具体的消息。

源代码如下：

头文件 helloce.h
#define dim(x) (sizeof(x) / sizeof(x[0])) // 求数组元素个数

// Generic defines and data types

struct decodeUINT {

UINT Code; // 消息 及

//对应的处理过程

LRESULT (*Fxn)(HWND, UINT, WPARAM, LPA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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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decodeCMD { // Structure associates

UINT Code; // menu IDs with a

LRESULT (*Fxn)(HWND, WORD, HWND, WORD); // function
};

// Function prototypes
HWND InitInstance (HINSTANCE, LPWSTR, int);
int TermInstance (HINSTANCE, int);

// Window procedures
LRESULT CALLBACK MainWndProc (HWND, UINT, WPARAM, LPARAM);

// Message handlers
LRESULT DoPaintMain (HWND, UINT, WPARAM, LPARAM);
LRESULT DoDestroyMain (HWND, UINT, WPARAM, L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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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程序helloce.cpp

#include <windows.h> // For all that Windows stuff

#include "helloce.h" // Program-specific stuff

// Global data

const TCHAR szAppName[] = TEXT("HelloCE");

HINSTANCE hInst; // Program instance handle

// Message dispatch table for MainWindowProc

const struct decodeUINT MainMessages[] = 

{ WM_PAINT, DoPaintMain,

WM_DESTROY, DoDestroyMain,

}; decodeUINT 结构定义
struct decodeUINT {

UINT Code;
LRESULT (*Fxn)(HWND, UINT, WPARAM, LPA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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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entry point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MSG msg;

int rc = 0;

HWND hwndMain;

// Initialize this instance.

hwndMain = InitInstance (hInstance, lpCmdLine, nCmdShow);

if (hwndMain == 0) return 0x10;

// Application message loop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 Instance cleanup

return TermInstance (hInstance, msg.wPa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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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Instance - Instance initialization

HWND Init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WNDCLASS wc;

HWND hWnd;

// Save program instance handle in global variable.

hInst = hInstance;

#if defined(WIN32_PLATFORM_PSPC)

//If Pocket PC, only allow one instance of the application
hWnd = FindWindow (szAppName, NULL);

if (hWnd) 
{ // | 0x01:确保恢复窗体最后激活的子窗口被激活

SetForegroundWindow ((HWND)(((DWORD)hWnd) | 0x01));

return 0;

}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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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er application main window class.
wc.style = 0; // Window style
wc.lpfnWndProc = MainWndProc; // Callback function
wc.cbClsExtra = 0; // Extra class data
wc.cbWndExtra = 0; // Extra window data
wc.hInstance = hInstance; // Owner handle
wc.hIcon = NULL; // Application icon
wc.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 Default cursor
wc.hbrBackground = (HBRUSH)GetStockObject(WHITE_BRUSH);
wc.lpszMenuName = NULL; // Menu name
wc.lpszClassName = szAppName; // Window class name

if (RegisterClass (&wc) == 0)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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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main window.
hWnd = CreateWindow (szAppName, // Window class

TEXT("HelloCE"), // Window title
// Style flags
WS_VISIBLE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CW_USEDEFAULT, // x position
CW_USEDEFAULT, // y position
CW_USEDEFAULT, // Initial width
CW_USEDEFAULT, // Initial height
NULL, // Parent
NULL, // Menu, must be null
hInstance, // Application instance
NULL); // Pointer to create

// parameters
if (!IsWindow (hWnd)) return 0; // Fail code if not created.
// Standard show and update calls
ShowWindow (hWnd, nCmdShow);
UpdateWindow (hWnd);
return hW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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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Instance - Program cleanup
int Term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int nDefRC) 
{ return nDefRC; }

// MainWndProc - Callback function for application window
LRESULT CALLBACK MainWndProc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for (int i = 0; i < dim(MainMessages); i++) 

{ if (wMsg == MainMessages[i].Code)
return (*MainMessages[i].Fxn)(hWnd, wMsg,

wParam, lParam);
}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wMsg, wParam, lParam);

}

const struct decodeUINT MainMessages[] = 
{ WM_PAINT, DoPaintMain,

WM_DESTROY, DoDestroyMain,
}; 

decodeUINT 结构定义
struct decodeUINT {

UINT Code;
LRESULT (*Fxn)(HWND, UINT, 

WPARAM, LPA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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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PaintMain - Process WM_PAINT message for window.
LRESULT DoPaintMain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PAINTSTRUCT ps;

RECT rect;
HDC hdc;
// Get the size of the client rectangle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 

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EndPaint (hWnd, &ps);
return 0;

}

// DoDestroyMain - Process WM_DESTROY message for window.
LRESULT DoDestroyMain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PostQuitMessage (0);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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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图基础

Windows被细分成三个主要部分：

 核心层（Kernel），处理进程和管理内存；

 用户层（User），处理窗口接口和控件；

 图形设备接口（GDI），负责底层绘制。

在WinCE里，用户层和GDI层合成为图形、窗口及事件处理
器，即GWE。

通常将GWE的图形部分依然称为GDI，以保持和标准
Windows编程术语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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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和无效区域
显露给用户的一部分窗口，称为区域，区域有有效和无效之分。

当应用程序消息队列里没有其它消息在等待处理并且应用程序窗口包
含有无效区域的时候，Windows会给窗口发送WM_PAINT消息。应用程
序通过BeginPaint和EndPaint处理WM_PAINT消息的绘制操作使其为
有效区域。

BeginPaint执行很多动作：

1) 将无效区域标记为有效;
2) 计算需要更新的区域；

3) 如需要（更新区域被标记为可擦除的或背景为空），发送
WM_ERASEBACKGROUND消息，重绘背景、隐藏光标等；

4) 获取显示设备环境变量的句柄，该句柄可用于应用程序中。

EndPaint函数则释放设备环境。，如必要，还会重新显示光标。

如果WM_PAINT处理过程没有更多的操作要执行，您也必须至少调用
BeginPaint 和EndPaint ，以便将无效区域标记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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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和无效区域（续）

如，将Hello程序的MainWndProc的WM_PAINT作如下修改

……

case WM_PAINT:

// Get the size of the client rectangle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MessageBeep(0xFFFFFFFF);

return 0;

……

运行后，将始终听到机器的“嘟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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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和无效区域（续）

应用程序经常需要强制重画它的窗口。应用程序决不应该发送
WM_PAINT消息给自身或其它窗口。而应使用以下函数：

BOOL InvalidateRect (HWND hWnd, 

const RECT *lpRect,  BOOL bErase);

请注意InvalidateRect并不要求窗口设备环境句柄，只要窗口句柄自身。

lpRect表示窗口中需要无效的区域。该参数为NULL则表示整个窗口无
效。

bErase用来指出在调用BeginPaint的时候是否重画窗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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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和无效区域（续）

如，将Hello程序的MainWndProc的WM_PAINT作如下修改

……

case WM_PAINT:

// Get the size of the client rectangle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MessageBeep(0xFFFFFFFF);

EndPaint (hWnd, &ps); 

InvalidateRect(hWnd,NULL,false);
return 0;…

运行后，将始终听到机器的“嘟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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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环境（ Device Context ）
设备环境经常被简称为DC，它被Windows用于管理对显示器和打印机的

访问。

在WM_PAINT消息里调用BeginPaint，它为窗口返回一个显示DC句柄。
通常应用程序在处理WM_PAINT消息时在屏幕上绘制东西。

为了在WM_PAINT消息以外的时刻进行绘制，还可以用GetDC函数来获得
DC句柄。GetDC原型如下：

HDC GetDC(HWND hWnd); 

hWnd：被检索的窗口句柄，如为NULL，函数返回整个屏幕的DC。

GetDC返回窗口客户区DC句柄。接下来可在窗口客户区的任何地方进行
绘制，因为这个过程不像WM_PAINT消息的处理过程，没有裁减区域
限制（即只能在一个无效区域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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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环境（续）
如，将Hello程序的MainWndProc的WM_PAINT作如下修改

case WM_PAINT:
// Get the size of the client rectangle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
EndPaint (hWnd, &ps); 
hdc = GetDC(hWnd);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ReleaseDC(hWnd,hdc);

会与修改前有相同的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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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获得DC的函数如下：

HDC GetDCEx (HWND hWnd, HRGN hrgnClip, DWORD flags);

GetDCEx允许对返回的设备环境有更多的控制。

hrgnClip：可以定义用来限制绘制区域的裁减区域。

flags：指出当在DC上绘制的时候，DC如何反应。可取下列值的组合：

DCX_WINDOW：返回与窗口矩形而不是与客户矩形相对应的DC。

DCX_CLIPCHILDREN：排除所有子窗口的可见区域。

DCX_CLIPSIBLINGS：排除所有兄弟窗口的可见区域。

DCX_EXCLUDERGN ：排除由hrgnClip指定的剪切区域。

DCX_INTERSECTRGN：定义剪切区域为窗口区域和hrgnClip指定区域的
交集。

DCX_EXCLUDEUPDATE ：排除当前的更新区域。

DCX_INTERSECTUPDATE ：定义剪切区域为更新区域和hrgnClip指定区
域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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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绘制完成后，必须调用ReleaseDC来释放设备环境。ReleaseDC原型如
下：

int ReleaseDC (HWND hWnd, HDC hDC);

GetDC用于在用户区内绘制，有时应用程序需要访问整个窗口，比如标
题栏。为了获得整个窗口的DC，使用以下函数：

HDC GetWindowDC(HWND hWnd);

该函数获取整个窗口（包括边框、滚动条、标题栏、菜单等）的设备环
境，返回值 Long，为窗口设备环境，失败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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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环境举例：修改hello3，使其显示当前时间。
需要用到的函数：

 取本机时间

void GetLocalTime( LPSYSTEMTIME lpSystemTime );
typedef struct _SYSTEMTIME { 
WORD wYear; 
WORD wMonth; 
WORD wDayOfWeek; 
WORD wDay; 
WORD wHour; 
WORD wMinute; 
WORD wSecond; 
WORD wMilliseconds; 

} SYSTEM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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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缓冲区中按指定格式输出参数

int swprintf( wchar_t *buffer, const wchar_t *format [, argument] ... );
参数

buffer 
Storage location for output. 

format 
Format-control string. 

argument 
Optional arguments. 

Return Values
swprintf 返回 buffer 的宽度，不包括终结符。

 挂起当前线程

void Sleep( DWORD dwMilliseco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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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1，请注意这样写，窗口没有显示完整。

int intL;
SYSTEMTIME ti; 
wchar_t strT[20];
switch (wMsg) {
case WM_PAINT: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GetLocalTime(&ti);
swprintf(strT,L"Time:%2d:%2d:%2d",ti.wHour,ti.wMinute,ti.wSecond);
strT[13]='\0';
hdc = GetDC(hWnd);
DrawText (hdc,strT, -1, &rect,

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ReleaseDC(hWnd,hdc);
Sleep(1000);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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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2
SYSTEMTIME  ti;    
wchar_t  strT[20];
switch (wMsg) {

case WM_PAINT:
// Get the size of the client rectangle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GetLocalTime(&ti);
swprintf(strT,L"Time:%2d:%2d:%2d",ti.wHour,ti.wMinute,ti.wSecond);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DrawText (hdc,strT, 13, &rect,

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EndPaint (hWnd, &ps); 
Sleep(1000);
InvalidateRect(hWnd,NULL,true);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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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文本
WinCE只有两个文本绘制函数： DrawText和ExTextOut。

 DrawText

显示文本，大部分细节由Windows处理。 原型为：

int DrawText(HDC hDC,LPCTSTR lpString,int nCount,

LPRECT lpRect,UINT uFormat);

如，Hello3中：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 

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各参数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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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DrawText(HDC hDC,LPCTSTR lpString,int nCount,

LPRECT lpRect,UINT uFormat);

Hdc，设备环境句柄；

lpString，显示的文本 ，为了符合WinCE需要，用TEXT宏声明成
Unicode字符串。

nCount，要输出的字符个数。当为-1，则表示传入的是以NULL为终
止符的字符串并由Windows计算其长度。

lpRect，一个指向rect结构的指针，为文本规定了格式化矩形。
DrawText用该矩形作为文本格式化输出的基础。

uFormat，设置文本在矩形中的输出格式。有DT_BOTTOM 、
DT_CENTER、DT_EDITCONTROL、DT_CALCREC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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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TextOut 
绘制字符串。可提供一个矩形来裁剪或作不透明物或两者兼有。

BOOL ExtTextOut (
HDC hdc, //设备环境句柄。

int  X,  int  Y, //指定用于放置字符串的基准点的逻辑X,Y坐标。

UINT fuOptions, //指定如何使用下个参数指明的矩形。

CONST  RECT*  lprc, //指向结构RECT的指针，其中包含了用于
裁剪或作不透明物矩形的尺寸。

LPCTSTR  lpString, //指向将被绘制的字符串的指针。

UINT cbCount, //指定字符串的字符数。

CONST INT*  lpDx //指向可选数组的指针，数组里的值表示相邻
字符间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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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TextOut函数同DrawText相比有一些优势。
首先，ExtTextOut画单行文本往往更快一些。

其次，文本并不在矩形里格式化，而是以传入的x、y坐标作为文本
绘制的起始坐标。通常，该点是矩形的左上角坐标，但它可以随
着DC中文本对齐方式来改变。

fuOptions用来指定如何使用程序定义的矩形。

ETO_CLIPPED：传入的rect参数用做剪切矩形；

ETO_OPAQUE：用当前背景色填充矩形区域。

矩形参数可以是NULL，表示不需要剪切或不透明。

后两个参数是文本及字符个数。

最后一个参数允许应用程序指定相邻字符之间的水平距离。

如，Hello3中的DrawText语句可改为如下：

ExtTextOut(hdc, 0,0,ETO_OPAQUE,&rect, TEXT ("Hello 
Windows CE!"),17,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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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环境属性

在WinCE设备环境上绘制需要很多参数，如前景色和背景色、
文字如何绘制在背景上以及文字的字体等。每次绘制时并
不是指定所有这些参数，设备环境保持当前设置，也就是
属性，每次在DC上绘制时都使用这些属性。

 前景色和背景色

 文字对齐方式

 绘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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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色和背景色
 设置当前前景色函数 SetTextColor()：

设置指定设备环境(HDC)的字体颜色。函数原型：

COLORREF SetTextColor( 

HDC hdc, // handle to DC 

COLORREF crColor // text color );

 设置当前背景色函数 SetBkColor()

COLORREF SetBkColor( HDC hdc, COLORREF crColor );

 如：

SetBkColor(hdc,RGB(0,0,255));

SetTextColor(hdc,RGB(255,0,0));

ExtTextOut(hdc, 0,0,ETO_CLIPPED,&rect, TEXT ("Hello 
WinCE!"),12,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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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色和背景色（续）

 获取当前正文颜色：GetTextColor()

该函数取得指定设备环境的当前正文颜色。函数原型：

COLORREF GetTextColor(HDC hdc); 

返回值：如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值是作为一个COLORREF的当前正
文颜色；如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值是CLR_INVALID。

 获取当前背景颜色

COLORREF GetBkColor( HDC hdc ); 

 确定设备支持多少颜色

int GetDeviceCaps( //该函数检索各类设备的各种指定信息。

HDC hdc, // handle to DC 
int nIndex // 指定返回项的若干设备参数，查询设备颜色数时，

//传入NUMCOLORS，详见MSDN。

); //函数返回值指定所需项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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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对齐方式

当用ExtTextOut显示文本时，系统用DC的文字对齐方式来决
定在哪里绘制文本。通过SetTextAlign 函数，文字可以水
平和垂直对齐。SetTextAlign函数原型如下：

UINT SetTextAlign( 

HDC hdc, // handle to DC 

UINT fMode // text-alignment option 

);

Fmode，对齐标志位，如下页。缺省值是TA_LEFT, TA_TOP和
TA_NOUPDATECP。

如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值是文字对齐方式的前一个设置；如果函
数调用失败，返回值是GDI_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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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Meaning

TA_BASELINE The reference point will be on the base line of the text.

TA_BOTTOM The reference point will be on the bottom edge of the bounding 
rectangle.

TA_TOP The reference point will be on the top edge of the bounding 
rectangle.

TA_CENTER The reference point will be aligned horizontally with the center of 
the bounding rectangle.

TA_LEFT The reference point will be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bounding 
rectangle.

TA_RIGHT The reference point will be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unding 
rectangle.

TA_NOUPDATECP The current position is not updated after each text output call. 
The reference point is passed to the text output function.

TA_UPDATECP The current position is updated after each text output call. The 
current position is used as the referenc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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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模式(背景模式)

 不透明

使用当前背景色来绘制字母之间的空间。

 透明

字母之间的空间保持文字绘制之前的状态。

 函数原型

int SetBkMode( HDC hdc, int iBkMode );

hdc ：[in] Handle to the device context. 

iBkMode ：OPAQUE|TRANS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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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Demo示例程序
TextDemo程序，演示了文本颜色、背景色和背景模式之间的关系。

LRESULT DoPaintMain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PAINTSTRUCT  ps;
RECT  rect, rectCli;
HBRUSH  hbrOld;
HDC hdc;
INT i, cy;
DWORD dwColorTable[] = {0x00000000, 0x00808080, 

0x00cccccc, 0x00ffffff };
GetClientRect (hWnd, &rectCli);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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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the height and length of the string.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

DT_CALCRECT | DT_CENTER | DT_SINGLELINE);
cy = rect.bottom - rect.top + 5;
// Draw black rectangle on right half of window.
hbrOld = (HBRUSH)SelectObject (hdc, GetStockObject (BLACK_BRUSH));
Rectangle (hdc, rectCli.left + (rectCli.right - rectCli.left) / 2,

rectCli.top, rectCli.right, rectCli.bottom);
SelectObject (hdc, hbrOld);
rectCli.bottom = rectCli.top + cy;
SetBkMode (hdc, TRANSPARENT);
for (i = 0; i < 4; i++) 

{ SetTextColor (hdc, dwColorTable[i]);
SetBkColor (hdc, dwColorTable[3-i]);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Cli,

DT_CENTER | DT_SINGLELINE);
rectCli.top += cy;
rectCli.bottom += cy;

}



§2 屏幕绘画 -- 设备环境属性

110

SetBkMode (hdc, OPAQUE);

for (i = 0; i < 4; i++) 

{ SetTextColor (hdc, dwColorTable[i]);

SetBkColor (hdc, dwColorTable[3-i]);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Cli,

DT_CENTER | DT_SINGLELINE);

rectCli.top += cy;

rectCli.bottom += cy;

}

EndPaint (hWnd, &ps);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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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解释：
1) 对DrawText的第一次调用并没有在设备环境上画任何东西，只是使用

DT_CALCRECT标志指示Windows将文本串的矩形尺寸存在rect里。
2) 计算字符串的高度，存储在cy里。
3) 接下来，在窗口的右侧绘制了一个黑色矩形。该矩形用来在文本被书

写之前，产生两个不同的背景。这里用到了二个函数：
 SelectObject()
该函数选择一对象到指定的设备环境中，该新对象替换先前的相同类

型的对象。 函数原型：
HGDIOBJ SelectObject(HDC hdc, HGDIOBJ hgdiobj)；

参数：hdc：设备上下文环境的句柄。
hgdiobj：被选择的对象的句柄。

如果选择对象不是区域并且函数执行成功，那么返回值是被取代的对
象的句柄。

hbrOld = (HBRUSH)SelectObject (hdc, GetStockObject (BLACK_BRUSH));
Rectangle (hdc, rectCli.left + (rectCli.right - rectCli.left) / 2,

rectCli.top, rectCli.right, rectCli.bottom);
SelectObject (hdc, hbr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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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解释（续） ：
 Rectangle
该函数画一个矩形，用当前画笔画矩形轮廓，当前画刷进行填充。
函数原型：

BOOL Rectangle(HDC hdc, int nLeftRect, int nTopRect, 
int nRightRect, int nBottomRect)；

参数：
hdc：设备环境句柄。
nLeftRect：指定矩形左上角的逻辑X坐标。
nTopRect：指定矩形左上角的逻辑Y坐标。
nRightRect：指定矩形右下角的逻辑X坐标。
nBottomRect：指定矩形右下角的逻辑Y坐标。

返回值：如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值非零，否则返回值为0。

hbrOld = (HBRUSH)SelectObject (hdc, GetStockObject (BLACK_BRUSH));
Rectangle (hdc, rectCli.left + (rectCli.right - rectCli.left) / 2,

rectCli.top, rectCli.right, rectCli.bottom);
SelectObject (hdc, hbr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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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解释（续）：
4)再接下来用不同的前景色、背景色在透明和不透明模式下输出了同样

的字符串。
头四行使用透明模式来绘制。后四行使用不透明模式来绘制。文

本颜色从黑到白，每行使用不同的颜色，同时背景色设置为从白到
黑。

在透明模式下，背景色无关紧要，因为并不使用该背景色。但是
在不通明模式下，背景色出现在每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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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屏幕绘画

 绘图基础

 文本输出

 输出文本

 设备环境特性

 例:TextDemo

 字体

 例:FontList

 位图

 线和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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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体

字体编程有：创建字体、选择进DC、到最后删除字体。
另外还有如何查询当前字体以及枚举可使用的字体等。

 创建字体

应用程序要使用新字体，必须先创建该字体，然后再选进
设备环境里。当新字体被选进DC后，在DC里绘制文本
就使用这个新字体。

在Win CE中创建字体的方法如下：
HFONT CreateFontIndirect (const LOGFONT *lplf); 

该函数接受一个指向LOGFONT结构的指针，该结构必须
使用字体描述来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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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ef struct tagLOGFONT {
LONG lfHeight; //字高度
LONG lfWidth; //字符平均宽度
LONG lfEscapement; //行与水平页角度
LONG lfOrientation; //基线与水平角度
LONG lfWeight; //笔划的粗细
BYTE lfItalic; //非零为斜体
BYTE lfUnderline; //非零为下划线
BYTE lfStrikeOut; //非零为中划线
BYTE lfCharSet; //指定字符集
BYTE lfOutPrecision; //输出精度
BYTE lfClipPrecision; //裁剪精度
BYTE lfQuality; //输出质量
BYTE lfPitchAndFamily; //字体的字距和族
TCHAR lfFaceName[LF_FACESIZE]; //含字体名的字符串

} LOG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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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Height
规定字体在设备单位下的高度。如该域为0，为默认字体尺寸。

下面的公式用于给lfHeight转换磅值：

nPointSize = lfHeight * 72 / GetDeviceCaps(hdc,LOGPIXELSY);
这里传给GetDeviceCaps的LOGPIXELSY告诉函数返回垂直方向上每英寸
的逻辑像素数。72表示每英寸的磅值（磅是用于排版的计算单位）

 lfWidth
规定了平均字符宽度。设为0。表示让字体管理器根据字体高度计算出合

适的宽度。

 lfEscapement
以十分之一度为单位指定每一行文本输出时相对于页面底端的角

 lfOrientation
以十分之一度为单位指定字符基线相对于页面底端的角度。

(如lfEscapement和lfOrientation二个都用,应设相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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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Weight
规定了从0到1000范围内的字体粗细程度，其中400是标准字体，700是

加重字体。

 lfItalic
指定是否是斜体。

 lfUnderline 
指定是否是下划线。

 lfStrikeOut 
指定是否是删除线。

 lpCharSet
指定字符集。

该域对于软件的国际版本很重要，因为国际版本一般都要求特定的语
言字符集合。 如：ANSI_CHARSET、CHINESEBIG5_CHARSE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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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OutPrecision 
规定输出精度，输出精度定义了输出与所要求的字体高度、宽度、字

符方向等的接近程度。它的值有：

OUT_DEFAULT_PRECIS：缺省匹配

OUT_RASTER_PRECIS：当系统包含同名的多种字体时，选择光栅
字体匹配。

 lfClipPrecision 
指定剪辑精度。剪辑精度定义了当字符的一部分超过剪辑区域时对字

符的剪辑方式。一般取确省值：CLIP_DEFAULT_PRE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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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Quality 
指定输出质量。可以设置为以下几种：

 DEFAULT_QUALITY 默认系统质量

 DRAFT_QUALITY 牺牲质量换取速度

 CLEARTYPE_QUALITY 用ClearType技术绘制文本

 CLEARTYPE_COMPAT_QUALITY 用ClearType技术绘制文本。对非
ClearType字体使用同样的空间。

ClearType是一种为字体提供更清晰的外观的文本显示技术，该技术独
立寻址红、绿、蓝LCD，它们在彩色LCD显示器上构成一个像素。根
据系统的不同，有的可能不支持ClearType，有的可能对系统里的所
有字体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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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PitchAndFamily
规定字体的字系。如Swiss字系--一种没有衬线的专业字体，Roman字

系--一种带衬线的专业字体等。

 lfFaceName
指明具体字体的字体名称。

当用一个填充后的LOGFONT结构调用CreateFontIndirect时，
Windows根据提供的特性，创建一个最匹配的逻辑字体。为了使用该
字体，需要做的最后一步是选择该字体到一个设备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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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体到设备环境

用SelectObject 函数将字体选进DC里，函数如下所示：

HGDIOBJ SelectObject (HDC hdc,  HGDIOBJ hgdiobj);

该函数返回先前被选择的对象（字体）。

应该保存该返回值，以便当用完新字体后，可把先前的对象（字体）
选择回DC里。代码行如下所示：

hOldFont = (HFONT)SelectObject (hdc, hFont);

//处理……

SelectObject (hdc, hOld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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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体到设备环境（续）

注意差异：创建或选择的字体与选进DC的字体。

当逻辑字体被选择时，系统从可用的字体中选择最匹配的逻辑字体。
对没有TrueType 字体的设备，匹配的字体同指定的参数相比有一定
的差异。因此，不要想当然的认为请求了一个特殊字体，返回的就
是准确匹配的字体。如，您要求的字体高度可能和选进设备环境的
字体高度是不一样的。

SelectObject函数不仅仅用于设置默认字体，还用在很多地方；如，可
用该函数来选择其它GDI对象。如前例中的选择笔刷：

hbrOld = (HBRUSH)SelectObject (hdc,

GetStockObject(BLACK_BRUSH));

字体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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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LOGFONT lfT;    //声明字体结构

lfT.lfHeight=40;
lfT.lfWidth =0;
lfT.lfItalic = 0;  // 不是斜体

lfT.lfStrikeOut = 0;
lfT.lfUnderline = 0;
lfT.lfEscapement =40;
HFONT hFont = CreateFontIndirect(&lfT);
HFONT hOldFont = (HFONT)SelectObject (hdc, hFont);
ExtTextOut (hdc, 10,20, 0, NULL, TEXT("Hello test?"), 11, NULL);
SelectObject (hdc, hOldFont);
DeleteObject(hFont);
……



126

（ 接前面）
lfT.lfHeight= 0; 
lfT.lfEscapement = 0;

int x = rect.right/2; int y = rect.bottom/2+20;

SetBkMode(hdc, TRANSPARENT);
SetTextColor(hdc,RGB(255,0,0));
int i = 0;
while (i<360)
{ lfT.lfEscapement = i * 15;

hFont = CreateFontIndirect(&lfT);
hOldFont = (HFONT)SelectObject(hdc, hFont);
ExtTextOut (hdc, x,y, 0, NULL, TEXT("Hello WinCE"), 

11, NULL);
i =i+15;

} 
SelectObject (hdc, hOldFont);
DeleteObject(h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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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字体特性
为了确定选进设备环境的字体的特性，调用GetTextMetrics 函

数来返回字体特性，函数原型如下：

BOOL GetTextMetrics (
HDC hdc, 
LPTEXTMETRIC lptm

); 
TEXTMETRIC结构带有返回信息，有20个成员，主要关心前七

个，下面先注解前七个，然后再介绍后14个，该结构定义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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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ef struct tagTEXTMETRIC {
int tmHeight;        //字体高度。 (ascent + descent) 
int tmAscent;      //基线以上的字体高度
int tmDescent;     //基线以下的字体高度
int tmInternalLeading; //字符高度的顶部空间(放声调之类的东西)
int tmExternalLeading;   //行底到下行顶的间距(行间距)
int tmAveCharWidth;      //字符平均宽度
int tmMaxCharWidth;     //字体的最大宽度

int tmWeight;
BYTE tmItalic; BYTE tmUnderlined;
BYTE tmStruckOut; BYTE tmFirstChar;
BYTE tmLastChar; BYTE tmDefaultChar;
BYTE tmBreakChar;   BYTE tmPitchAndFamily;
BYTE tmCharSet; int tmOverhang;
int tmDigitizedAspectX; int tmDigitizedAspectY;

} TEXT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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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显示了一些域同实际字符之间的关系。



字体
typedef struct tagTEXTMETRIC { // tm 

…
LONG tmWeight; //字体的粗细轻重程度
BYTE tmItalic; //字体为斜体时非零
BYTE tmUnderlined; //字体为下划线时非零
BYTE tmStruckOut; //字体被删去时非零
BCHAR tmFirstChar; //为字体定义的第一个字符
BCHAR tmLastChar; //为字体定义的最后一个字符
BCHAR tmDefaultChar; //字体中所没有字符的替代字符
BCHAR tmBreakChar; //用于拆字的字符
BYTE tmPitchAndFamily; //字体间距(低4位)和族(高4位)
BYTE tmCharSet; //字体的字符集
LONG tmOverhang; //加入某些拼接字体上的附加高度
LONG tmDigitizedAspectX; //字体设计所针对的设备水平方向
LONG tmDigitizedAspectY; //字体设计所针对的设备垂直方向

} TEXT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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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GetTextMetrics
要使用GetTextMetrics函数，需先定义一个结构变量（设为tm）：

TEXTMETRIC tm ; 
在需要确定文字大小时，先取得设备环境句柄，再调用GetTextMetrics：

hdc = GetDC (hwnd) ; 
GetTextMetrics (hdc, &tm) ; 
ReleaseDC (hwnd, hdc) ; 

此后，就可以查看文字尺寸结构中的值。

 获取字符宽度
GetTextMetrics可提供字符高度（ tmHeight +tmExternalLeading），但它

只提供了字体的平均宽度和最大宽度。

如果需要TrueType 的字符宽度，可以使用函数GetCharABCWidths，函
数原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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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 GetCharABCWidths (HDC hdc, UINT uFirstChar, UINT 
uLastChar, LPABC lpabc); 

函数返回由uFirstChar(ASCII值) 和 uLastChar 参数所确定的一系列字符
的ABC宽度。该函数检查hdc参数指定DC里的字体。

lpabc，接受每个字符信息的ABC结构数组。该数组的长度必须足够大，
足以容下要求的所有字符。

ABC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_ABC { 
int abcA; //左间距
UINT abcB; //字宽
int abcC; //右间距

} ABC;
abcA为在放置字符轮廓前的空白间距，abcB为字符轮廓本身的间距，
abcC为字符轮廓右方的空白间距。abcA和abcC都可以是负值，用来
指示缩进或者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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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显示缺省TrueType 字体前10个大写字母

ABC宽度：

ABC lpabc[11];
TCHAR strOut[20];
// Get the size of the client rectangle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GetCharABCWidths(hdc, ‘A’, ‘J’, lpabc);
for (int iC=0;iC<10;iC++)
{ wsprintf(strOut,L“Char:%c,Width:%1d,%1d,%1d”,‘A’+iC,

lpabc[iC].abcA,lpabc[iC].abcB,lpabc[iC].abcC);
ExtTextOut(hdc,0,iC*20+10,0,&rect,strOut,lstrlen(strOut),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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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获得点阵字体（bitmap fonts）的宽度，可以使用GetCharWidth32

函数。对指定字符范围内的每个字符，该函数返回一个字符宽度数
组。原型：

WINGDIAPI BOOL WINAPI GetCharWidth32( HDC hdc, 
UINT iFirstChar, UINT iLastChar, LPINT lpBuffer );  

参数：

hdc：设备环境句柄。

iFirstChar：指定连续字符组里的第一个字符。

iLastChar：指定连续字符组里的最后一个字符，它不能在指定的第一
个字符之前。

lpBuffer：指向用于接收宽度的缓冲区的指针。

返回值：如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值非零，如果函数调用失败，返
回值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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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毁字体

同其它GDI资源一样，在程序用完后，字体必须被销毁。否则会导致
资源泄露--孤立的图形资源，占用了珍贵的内存但却不再被应用程
序拥有。

为了销毁字体，可首先通过调用SelectObject来将字体从所在的设备环
境里取消选择。然后再调用DeleteObject从系统里删除字体。
DeleteObject原型如下：

BOOL DeleteObject (HGDIOBJ  hObject);
hObject 表示要删除的字体句柄。



字体

136

 枚举字体
为了判断系统上有什么字体可以使用，Windows提供了以下函数：

int EnumFontFamilies (HDC hdc, LPCTSTR lpszFamily, 
FONTENUMPROC lpEnumFontFamProc, LPARAM lParam);

该函数列举所有字系以及字系里的每个字体。

头一个参数是设备环境。

第二个参数是需要枚举的字系名。如该参数为NULL，表示枚举每个可
以使用的字系。

第三个参数，是一个回调函数的指针，由Windows为每个枚举的字体
调用。

最后一个参数，lParam，是由应用程序使用的普通参数。该值不经修
改，直接传给了应用程序回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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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枚举字体 （续）
虽然回调函数的名字可以随便起，但函数原型必须声明为：

int CALLBACK EnumFontFamProc (LOGFONT *lpelf, 
TEXTMETRIC *lpntm, DWORD FontType, LPARAM lParam);

第一个参数是指向LOGFONT结构的指针，用来描述被枚举的字体。

第二个参数，指向textmetric的指针，进一步描述该字体。

FontType：指定字体类型参数，指明字体是RASTER_FONTTYPE(光栅
字体)还是TRUETYPE_FONTTYPE (TrueType字体)。

lParam：指向由函数EnumFontFamilies传来的应用程序定义的数据的指
针。

返回值：要继续枚举，返回值必须是非零值；要停止枚举，返回值必
须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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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List示例程序
FontList程序用两种方式使用EnumFontFamilies函数来枚举系统

里所有字体并

用相应字体显示 。

（程序Font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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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屏幕绘画

 绘图基础

 文本输出

 位图

 线和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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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下的位图被划分成两种类型：

 设备相关位图（DDBs，Windows 3.0以前的BMP图）

DDBs是一种和具体DC的特性有紧密关系的位图，不容易在有不同特
性的DC上绘制。 如，当前的显示设备是256色模式，那么DDB必
然也是256色的。

DDB一般只存于内存中（视频内存或系统内存）。

 设备无关位图（DIBs）

DIBs与具体设备无关，和DDBs之间的基本差异是存储成DIBs的图象
有自己的颜色信息。

DIB可用来永久性地保存图象。一般是以*.BMP或*.DIB作为扩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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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P文件结构

BMP文件由4部分组成:

 位图文件头：包含有关于文件标识、文件大小、存放位置等信息；

 位图信息头：包含了有关位图的宽高、位格式等信息; 

 位图彩色表（调色板）：图像中用到的颜色。真彩色图不用彩色表，
真彩色图中的RGB值直接就是每个象素的颜色。 DDB其颜色依赖于
系统调色板。 DIB拥有自己的颜色表，像素的颜色独立于系统调色
板。

 位图数据：图象数据阵列。数据可能是彩色调色板的索引号，也可
能是实际的RGB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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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B位图
 创建指定宽、高和颜色位数的DDB位图函数

HBITMAP CreateBitmap (int nWidth, int nHeight, UINT 
cPlanes, UINT cBitsPerPel, CONST VOID *lpvBits);

nWidth和nHeight：表示位图的尺寸。

cPlanes：是一个历史产物，当时显示器采用不同的硬件平面来实现
像素里的每个颜色。对Windows CE来说，该参数必须是1。

cBitspPerPel：表示每个像素使用的颜色位数。颜色数是cBitspPerPel
的2次幂。在Windows CE下，允许使用的是1、2、4、8、16、24和
32。4色位图是WinCE特有的，其它Windows 平台不支持。

*lpvBits：是指向存储像素阵列的数组，该数组逐行存储位图的每个
像素值。数组中每行像素的数目必需是4字节倍数，如不是，用0补
足。

 创建一个格式与设备环境兼容的空位图
HBITMAP CreateCompatibleBitmap (HDC hdc, int nWidth, int

n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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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函数CreateBitmap可用来创建彩色位图，但由于性能方面的原因，应

用程序一般用CreateBitmap函数来创建单位色位图，用

CreateCompatibleBitmap创建彩色位图。

当由CreateBitmap创建的彩色位图被选入到设备环境时，必须确保选

入进去的设备环境格式与位图匹配。由于函数

CreateComapatbleBitmap获取设备环境，所以它返回的位图与指定的

设备环境有相同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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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B

DIB的颜色信息储存在本身中。在输出一幅DIB之前，GDI函数会把DIB
转换成DDB，这项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步：

1）将DIB的颜色格式转换成与输出设备相同的颜色格式。

例如，在真彩色的显示模式下要显示一个256色的DIB，则应该将
其转换成24或32位的颜色格式。

2）将DIB像素的逻辑颜色索引转换成系统调色板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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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DIB函数
HBITMAP CreateDIBSection (HDC hdc, const BITMAPINFO 

*pbmi, UINT iUsage, void *ppvBits, HANDLE hSection, DWORD 
dwOffset);

hdc：设备环境句柄。

pbmi：指向BITMAPINFO结构,该结构描述了DIB的各属性。详见下页。

Iusage：指出颜色是如何被绘制的。

DIB_RGB_COLORS：表示位图里的位数据(像素)是RGB颜色信息；

DIB_PAL_COLORS，表示位图像素是DC里当前选择的调色板的索引。
（使用该DC的调色板初始化DIB的颜色）

PpvBits：是指向构成位图图象的位数据的指针。

最后两个参数，hSection和dwOffset，WinCE不支持，必须设置为0。

返回值：如函数执行成功，返回值是一个指向刚创建的DIB图的句柄，并且
*ppvBits指向该位图的位数据；如函数执行失败，返回NULL，并且*ppvBit
也为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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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MAPINFO结构

CreateDIBSection中最重要的参数是指向BITMAPINFO结构的指针。
该结构包含一个BITMAPINFOHEADER结构和一个代表位图使用的调
色板的RGBQUAD数组。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 {
BITMAPINFOHEADER bmiHeader;
RGBQUAD bmiColors[1];

} BITMAPINFO;

该结构实际就是位图信息头和彩色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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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MAPINFOHEADER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 
DWORD biSize; //本结构所占用字节数(14-17字节)
LONG biWidth; //位图的宽度，以像素为单位(18-21字节)
LONG biHeight; //位图的高度，以像素为单位(22-25字节)
WORD biPlanes; //位图的位面数，必须为1(26-27字节)
WORD biBitCount; //每个像素所需的位数 (28-29字节)
DWORD biCompression; //位图压缩类型 (30-33字节)
DWORD biSizeImage; //位图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34-37字节)
LONG biXPelsPerMeter; //位图水平分辨率，每米像素数(38-41字节)
LONG biYPelsPerMeter; //位图垂直分辨率，每米像素数(42-45字节)
DWORD biClrUsed; //位图实际使用的颜色表中的颜色数(46-49字节)
DWORD biClrImportant; //位图显示过程中重要的颜色数(50-53字节)

} BITMAPINFO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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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成员

biSize：该结构的尺寸，单位是字节。

biWidth, biHeight：表示位图尺寸。 biHeight的正负号指定了位数组的
组织排列方式。如果biHeight是负数，位数组按由上到下的格式排列，
这一点和CreateBitmap相同。如果biHeight是正数，位数组则按由下
到上的格式排列，也就是位图的底部行定义在该位数组的首位。

biPlanes：必须是1。

biBitCount：每个像素使用的位数。其值为1、2、4、8、16、24、32。
bmiColors数组的大小相应改变。

biCompression：说明图象数据压缩的类型。其值可以是下述值之一：
BI_RGB：没有压缩；

BI_BITFIELDS ：不压缩且每像素格式为红、黄、蓝，红黄蓝位数由
指定的掩码决定（如16位中哪些是红黄蓝）。

BI_ALPHABITFIELDS：不压缩且每像素格式为红、黄、蓝、和透明
度 （alpha）；掩码决定各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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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成员

biSizeImage：位数组的大小。（位图数据占用的字节数）

biXPelsPerMeter，biYPelsPerMeter：提供图片的准确尺寸信息。(目标
设备的分辨率)

biClrUsed：指出被位图实际使用的调色板里的颜色数。

biClrImportant：指明显示位图时需要的颜色数。如为0，表示使用所
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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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QUAD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RGBQUAD { /* rgbq */

BYTE rgbBlue; //蓝色的亮度(值范围为0-255)
BYTE rgbGreen; // 绿色的亮度(值范围为0-255)
BYTE rgbRed; // 红色的亮度(值范围为0-255)
BYTE rgbReserved; // 保留，必须为0

} RGBQUAD

为帮助理解，对BITMAPINFOHEADER结构的biBitCount成员做些举例
说明：



biBitCount说明
 biBitCount=4 （或1，2，8）

表示位图最多有16种颜色。每个象素用4位表示，并用这4位作为彩色表
的表项来查找该象素的颜色。

如，位图中的某一字节为0x1F，它表示有两个象素，第一象素的颜色就
在彩色表的第2表项中查找，而第二个象素的颜色就在彩色表的第16
表项中查找。此时，调色板中缺省情况下会有16个RGB项。对应于索
引0到索引15。

 biBitCount=24 

表示位图最多有224种颜色。这种位图没有调色板（bmiColors成员尺寸
为0），在位数组中，每3个字节代表一个象素，分别对应于颜色R、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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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itCount=16（续）
表示位图最多有216种颜色。每个色素用16位（2个字节）表示。这种格

式叫作高彩色（增强型16位色，64K色）。

它的情况比较复杂，当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RGB时，它没有调色
板。16位中，最低的5位表示蓝色分量，中间的5位表示绿色分量，高
的5位表示红色分量，一共占用了15位，最高的一位保留，设为0。这
种格式也被称作555 16位位图。

如果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BITFIELDS，那么情况就复杂了，原来
调色板的位置被三个DWORD变量占据，称为红、绿、蓝掩码。分别
用于描述红、绿、蓝分量在16位中所占的位置。系统可接受两种格式
的位域：555和565，在555格式下，红、绿、蓝的掩码分别是：0x7C00
（01111100 0…0B）、0x03E0、0x001F，而在565格式下，它们则分别
为：0xF800、0x07E0、0x001F。在读取一个像素之后，用掩码“与”上
像素值，从而提取出想要的颜色分量（当然还要再经过适当的左右移
操作）。

可见，这种格式的图像使用起来比较麻烦，不过因为它的显示效果接近
于真彩，而图像数据又比真彩图像小的多，所以，它更多的被用于游
戏软件。



biBitCount说明
 biBitCount=32 

表示位图最多有232种颜色。这种位图的结构与16位位图结构类似。

当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RGB时，它没有调色板，32位中有24位
用于存放RGB值，顺序是：最高位保留，红8位、绿8位、蓝8位。这
种格式也被成为888 32位图。

如果 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BITFIELDS时，系统只接受888格式，
也就是说三个掩码的值将只能是：0xFF0000、0xFF00、0x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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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列代码创建一个DIB图像。（dib）
BYTE *pBits=NULL; //指向图象数据

BITMAPINFO biT;
memset(&biT,0,sizeof(biT)); //清零

biT.bmiHeader.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biT.bmiHeader.biWidth = 128;
biT.bmiHeader.biHeight = -128; //位数组按由上到下的格式排列

biT.bmiHeader.biPlanes = 1;
biT.bmiHeader.biBitCount = 32;
biT.bmiHeader.biCompression = BI_RGB ;
//for(int i=0;i<10;i++)   
//{   biT.bmiColors[i].rgbRed = ？;
//  biT.bmiColors[i].rgbBlue = ？;  
//  biT.bmiColors[i].rgbGreen = ?;  
//  biT.bmiColors[i].rgbReserved = 0;  
//}
HBITMAP hbiT = CreateDIBSection(NULL, &biT, DIB_RGB_COLORS, (void 
**)&pBits, NULL,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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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图, 4个灰度级

for(int i=0;i<128*32*4;i++) //全黑，RGB(0,0,0)
*pBits++=0;

for(int i=128*32*4;i<128*64*4;i++) //灰度，RGB(64,64,64)
*pBits++=64;

for(int i=128*64*4;i<128*96*4;i++)
*pBits++=128;

for(int i=128*96*4;i<128*128*4;i++)
*pBits++=172;

下面，再补充看下位图文件头结构



位图文件头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FILEHEADER { /* bmfh */ 

UINT bfType;
DWORD bfSize; 
UINT bfReserved1; 
UINT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BITMAPFILEHEADER;
bfType：说明文件的类型。必需是0x4D42，也就是字符‘BM’。 (0-1字节)
bfSize：说明文件的大小，用字节为单位。 (2-5字节)
bfReserved1：保留，必须设置为0。 (6-7字节)
bfReserved2：保留，必须设置为0。 (8-9字节)
bfOffBits：说明从文件头开始到实际图象数据之间的字节偏移量。这个参

数非常有用，因为位图信息头和调色板的长度会根据不同情况而变化
，所以可用这个偏移值迅速的从文件中读取到位数据。 (10-13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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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位图

位图被绘制到屏幕DC之前，必须先将位图选进一个内存的相应DC，
再将其复制到屏幕设备环境里。

创建内存设备环境，可以使用如下函数：

HDC CreateCompatibleDC (HDC hdc);

该函数创建一个与当前屏幕DC兼容的内存DC。一旦创建成功，可以
使用SelectObject函数将源位图选进这个内存DC。然后，用BitBlt 或
StretchBlt将位图从内存DC复制到屏幕DC。

BitBlt函数如下：

BOOL BitBlt (HDC hdcDest, int nXDest, int nYDest, int 
nWidth, int nHeight, HDC hdcSrc, int nXSrc, int 
nYSrc, DWORD dw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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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hdcDest：是位图即将被复制到其上的目的设备环境的句柄。

nXDest, nYDest, nWidth, nHeight：规定了位图最终位于的目的矩形
的位置和大小。

hdcSrc, nXSrc, nYSrc：规定了源设备环境的句柄以及源图象左上角在
该DC里的位置。

dwRop：规定图象如何从源设备环境复制到目的设备环境。

SRCCOPY，表示简单复制源图象。

SRCPAINT，表示源图象和目的之间进行 “或” 操作。

SRCINVERT，表示复制一个逻辑反转图象，本质上是一个负的源图象。

一些ROP代码还将当前选择的画刷（brush）一起作为计算结果图象的因素。

ROP代码还有很多，请参考WinCE编程文档。

如：下列在屏幕上显示 hbiT句柄标示的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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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内存设备环境

HDC hdcMem = CreateCompatibleDC (hdc);
//选择被绘制的位图进该DC。 hbiT :创建或装载的位图句柄

HBITMAP hOldSel = (HBITMAP)SelectObject (hdcMem, hbiT); 
//获取图形宽高等信息

BITMAP bmp;
GetObject (hbiT, sizeof (BITMAP), &bmp);
//将位图复制进屏幕DC.
BitBlt (hdc, rect.left, rect.top, bmp.bmWidth, bmp.bmHeight, hdcMem, 0, 0, 

SRCCOPY);
//为了清理，需要将位图从内存设备环境中取消选择，

//并使用DeleteDC将该内存DC删除。

SelectObject (hdcMem, hOldSel);
DeleteDC (hdc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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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代码解释
1）为了获得被绘制的位图尺寸，可调用GetObject。GetObject返回关于

图形对象的信息。 GetObject原型：

int GetObject(HGDIOBJ hgdiobj, int cbBuffer, 
LPVOID lpvObject)；

参数：

hgdiobj：指向感兴趣的图形对象的句柄，它可以是位图、刷子、字
体、调色板、笔或通过调用CreateDIBsection函数创建的DIB位图。

cbBuffer：指定将要写到缓冲区的信息的字节数。

lpvObject：指向一个缓冲区的指针，该缓冲区将要检索指定图形对
象的信息。

2）注意DeleteDC同ReleaseDC的区别：ReleaseDC是释放一个显示DC。
DeleteDC只应该和CreateCompatibleDC一起使用，ReleaseDC只应该
和GetDC或GetWindowsDC一起使用。

如下例，显示DC只能GetDC 和ReleaseDC ，而内存DC需创建，用完后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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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C hDC,                  // Handle to the display device context 
hDCMem;               // Handle to the memory device context

HBITMAP hBitmap;          // Handle to the new bitmap
int iWidth, iHeight;      // Width and height of the bitmap
hDC = GetDC (hwnd);
hDCMem = CreateCompatibleDC (hDC);
// Retrieve the width and height of window display elements.
iWidth = GetSystemMetrics (SM_CXSCREEN) ;
iHeight = GetSystemMetrics (SM_CYSCREEN) ;
// Create a bitmap compatible with the device associated with the  DC.
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 (hDC, iWidth, iHeight);
// Insert code to use the bitmap.
//……
// Delete the bitmap object and free all resources associated with it. 
DeleteObject (hBitmap);
// Delete the memory device context and the display device context.
DeleteDC(hDCMem);
ReleaseDC (hwnd,h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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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tchBlt除了复制位图，还可以拉伸或者压缩位图。该函数
原型如下：

BOOL StretchBlt (HDC hdcDest, int nXOriginDest, int 
nYOriginDest, int nWidthDest, int nHeightDest, HDC 
hdcSrc, int nXOriginSrc, int nYOriginSrc, int 
nWidthSrc, int nHeightSrc, DWORD dwRop);

StretchBlt里的参数和BitBlt里的基本相同，差别是StretchBlt可
指定源图象的宽度和高度。

（load 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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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CE还有另外几个位图函数，分别是：

 装载位图函数，函数返回位图句柄。

HBITMAP SHLoadDIBitmap (LPCTSTR szFileName);
装载的是DIB文件，装载后是与屏幕相关的DDB文件。如：

TCHAR strFileName[] = TEXT("My Documents\\My 
Pictures\\test1.bmp");
HBITMAP hbiT = SHLoadDIBitmap(strFileName);
if (hbiT == NULL)
{
DrawText (hdc, TEXT (“Load Error!"), -1, &rect, 

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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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CE的位图函数（续）
 管理DIB调色板的两个函数

 读取DIB图调色板颜色

UINT GetDIBColorTable (HDC hdc, UINT uStartIndex,
UINT cEntries, RGBQUAD *pColors); 

 设置DIB图调色板颜色

UINT SetDIBColorTable (HDC hdc, UINT uStartIndex,
UINT cEntries, RGBQUAD *pColors); 

参数：

uStartIndex指出将被设置或者查询的调色板的第一个入口。

CEntries指出有多少调色板入口将改变。

pColors用于设置（对SetDIBColorTable）或查询（对
GetDIBColorTable）的颜色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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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CE的位图函数（续）
 BOOL TransparentImage (HDC hdcDest, LONG DstX, LONG DstY, 

LONG DstCx, LONG DstCy, HANDLE hSrc, LONG SrcX, LONG 
SrcY, LONG SrcCx, LONG SrcCy, COLORREF TransparentColor);
该函数同StretchBlt类似，但有两个很重要的差别：

首先，可指定位图里作为透明色的颜色。当把位图复制到目标中时，
位图里透明色的像素不被复制。

第二个不同是hSrc参数要么是设备环境要么是位图句柄，该参数允许
不必理会在屏幕上绘制图象前必须将源图象选进一个设备环境的要
求。

（ load p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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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CE的位图函数（续）
 PatBlt和MaskBlt。

PatBlt函数将当前选择的画刷同目的DC里当前图象进行组合，产生结
果图象。

BOOL PatBlt( HDC hdc, int nXLeft, int nYLeft, int nWidth, int 
nHeight, DWORD dwRop ); 

MaskBlt函数与BitBlt类似，但包含一个掩码图象，用来提供只绘制源
图象的一部分到目的DC里的功能。

BOOL MaskBlt( HDC hdcDest, int nXDest, int nYDest, int nWidth, 
int nHeight, HDC hdcSrc, int nXSrc, int nYSrc, HBITMAP 
hbmMask, int xMask, int yMask, DWORD dwR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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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屏幕绘画

 绘图基础

 文本输出

 位图

 线和形状

线条 画笔

画刷 矩形

圆和椭圆 圆角矩形

多边形 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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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条和形状
同Windows其它版本相比，Windows CE在缺少很多图形函数

的情况下，依然提供了绘制直线和形状所需要的基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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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条
简单调用Polyline就可以绘制一个或者多个线条了。函数原型如下：

BOOL Polyline (HDC hdc, const POINT *lppt, int cPoints);
参数lppt是指向POINT结构数组的指针，该结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LONG x; 
LONG y; 

} POINT
每个X、Y结合起来描述一个从屏幕左上角开始的像素。

参数cPoints是数组里的point结构的数量。

如，绘制一个从（0,0）到（50,100）的直线，代码如下：

POINT pts[2];
pts[0].x = 0; pts[0].y = 0;
pts[1].x = 50; pts[1].y = 100;
Polyline (hdc, pts,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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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上面直线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使用MoveToEx 和Line To函
数。它们的原型如下：

BOOL WINAPI MoveToEx (HDC hdc, int X, int Y, LPPOINT 
lpPoint);

BOOL WINAPI LineTo (HDC hdc, int X, int Y);
参数lpPoint ：保存移动前的坐标位置。如为NULL,不接收移动前坐标

位置。

绘制线条时，首先调用MoveToEx 将当前点移动到线条的起始坐标处，
接下来用终点坐标调用LineTo。调用代码如下：

MoveToEx (hdc, 50, 100, NULL);
LineTo (hdc, 1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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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询当前点，可调用如下函数：
WINGDIAPI BOOL WINAPI GetCurrentPositionEx (HDC hdc, 

LPPOINT pPoint);
该函数获取逻辑坐标中的当前位置。

lpPoint： [out]指向接收当前位置坐标的POINT结构的指针。

返回值：如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值为非零值，否则为零。

和前面绘制文本的例子一样，这些代码片段对设备描述表
的状态做了大量假设。例如，绘制的(0, 0)和(50, 100)之间
的线条是什么样子？宽度和颜色是什么以及是实心线条
吗？所有版本的Windows，包括WinCE在内，都允许指
定这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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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笔
画笔（pen）是用于指定线条外观和形状轮廓的工具。是一个

GDI对象。画笔要被创建、选进设备描述表，使用、取消
选择，最后被销毁。

相关的API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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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预定义画笔
HGDIOBJ GetStockObject (int fnObject);
有三种颜色预定义画笔，每个1像素宽。这些颜色是：白色、黑色和

NULL。参数是WHITE_PEN, BLACK_PEN和NULL_PEN。如：

HPEN hpen = (HPEN)GetStockObject(WHITE_PEN);
HPEN hpenOld = (HPEN)SelectObject(hdc,hpen);
MoveToEx (hdc, 50, 100, NULL);
LineTo (hdc, 100, 150); 
SelectObject(hdc,hpenOld);

注意：

与应用程序创建的标准图形对象不同，预定义对象不应该被应用程序
删除。相反，当画笔不再需要的时候，应用程序只应简单地将画笔
从设备描述表中取消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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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自定义画笔
可以使用以下两个函数。

HPEN CreatePen (int fnPenStyle, int nWidth, COLORREF 
crColor);

参数：

fnPenStyle：规定要绘制的线条的外观。支持PS_SOLID(实线)、
PS_DASH(虚线)和PS_NULL(不可见)

nWidth参数规定画笔的宽度。

crColor规定画笔的颜色。crColor的参数类型是COLORREF，可以使用
RGB宏来构造该类型。（RGB宏定义：COLORREF RGB (BYTE bRed, 
BYTE bGreen, BYTE bBlue);）

如，创建一个红色实心线条：
HPEN hPen = CreatePen (PS_SOLID, 1, RGB (0xff,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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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自定义画笔（续）

HPEN CreatePenIndirect (const LOGPEN *lplgpn);

其中逻辑画笔结构LOGPEN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LOGPEN 

{ UINT lopnStyle; //绘制的线条的外观。同上页。

POINT lopnWidth; // lopnWidth成员中POINT结构的y值没有被使用。

COLORREF lopnColor; //同上页。

} LOG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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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自定义画笔（续）
CreatePenIndirect用不同的形式为WinCE提供了同样的参数。用

CreatePenIndirect创建同样是1像素宽的红色画笔，代码如下：

LOGPEN lp;
lp.lopnStyle = PS_SOLID;
lp.lopnWidth.x = 1;
lp.lopnColor = RGB (0xff, 0, 0);
HPEN hpen = CreatePenIndirect (&lp);
//画线

HPEN hpenOld = (HPEN)SelectObject(hdc,hpen);
MoveToEx (hdc, 50, 100, NULL);
LineTo (hdc, 100, 150); 
SelectObject(hdc,hpen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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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E不支持复杂画线，比如宽度超过1像素的虚线。

要确定支持什么，用GetDeviceCaps 
int GetDeviceCaps( HDC hdc, int nIndex ); 
该函数检索设备的指定信息。其中， nIndex指定返回项，当取

LINECAPS，函数返回设备所支持的画线，可以是下列值的某种组合：

LC_NONE：不支持绘制线段；

LC_INTERIORS：支持内部填充；

LC_MARKER：支持绘制标记符。

LC_POLYLINE：支持折线；

LC_POLYMARKER：支持多种标记符；

LC_STYLED：带风格的线段。

LC_WIDE：支持画宽线；

LC_WIDESTYLED：支持宽的带风格的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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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刷
画刷通常是一个8*8像素的位图，用于填充形状。

WinCE提供许多纯色预定义画刷（使用GetStockObject来检索），并提
供从应用程序定义的图案创建画刷的能力。

 创建纯色画刷，用以下函数：

HBRUSH CreateSolidBrush (COLORREF crColor);
参数crColor规定了画刷的颜色。颜色可用RGB宏指定。

 创建自定义图案的画刷。函数原型如下：

HBRUSH CreateDIBPatternBrushPt (const void *lpPackedDIB, 
UINT iUsage); 

lpPackedDIB指向DIB。这意味着指针指向一个缓冲区，缓冲区包含
有BITMAPINFO结构，并且紧随其后的是位图的位数据。

第二个参数为画刷如何设置颜色。有：DIB_PAL_COLORS、
DIB_RGB_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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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刷调整函数

BOOL SetBrushOrgEx (HDC hdc, int nXOrg, int nYOrg, 
LPPOINT lppt);

nXOrg和nYOrg允许将原点设置为0到7之间（默认为0，0），这样就可
以将原点定位在画刷8*8范围内任何一点。

lppt填充的是画刷先前的版本，这样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恢复先前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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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形

矩形函数绘制一个填充矩形或者一个中空矩形。该函数
定义如下：

BOOL Rectangle (HDC hdc, int nLeftRect, int 
nTopRect, int nRightRect, int nBottomRect);

该函数使用当前选择的画笔绘制矩形外框，使用当前画
刷填充内部。

要绘制中空矩形，需要在调用Rectangle之前把空画刷选
择进设备描述表中。

如：在（0,0）处绘制一个5*7的矩形，函数调用如下：
Rectangle(hdc,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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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绘制红线连一个黑色实心矩形

HPEN hPen = CreatePen (PS_SOLID, 3, RGB (0xff, 0, 0)); 
HPEN hOld = (HPEN)SelectObject(hdc,hPen);

MoveToEx (hdc, 50,100, NULL);
LineTo (hdc, 100, 150); 

SelectObject(hdc,hOld);
DeleteObject(hPen);

HBRUSH hbOld = 
(HBRUSH)SelectObject(hdc,GetStockObject(BLACK_BRUSH));
Rectangle(hdc,100,150,150,200); 
SelectObject(hdc,h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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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和椭圆

 绘制圆和椭圆函数：

BOOL Ellipse (HDC hdc, int nLeftRect, int nTopRect, int 
nRightRect, int nBottomRect);

使用传入的矩形作为边界矩形来绘制椭圆，如图所
示。对于Ellipse函数，使用当前画刷来填充椭圆内
部，使用当前画笔来绘制椭圆外框。如：

Ellipse(hdc,150,200,2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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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角矩形

绘制一个圆角矩形，函数原型如下：

BOOL RoundRect (HDC hdc, int nLeftRect, int nTopRect, int 
nRightRect, int nBottomRect, int nWidth, int nHeight);

最后两个参数给出用于圆角的椭圆的宽度和
高度，如图所示。指定椭圆的高度和宽度
可以让程序绘制出完全一样的均匀的圆角。
缩短椭圆的高度，可以使矩形的两侧更平，
而缩短椭圆的宽度可以使矩形的顶部和底
部更平。如：

RoundRect(hdc,100,100,200,25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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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边形

绘制多边形函数如下：

BOOL Polygon (HDC hdc, const POINT *lpPoints, int nCount);

第2个参数是一个指向Point结构数组的指针，该数组定义了描述多边形
的各个点。从最终形状上看，会被点数多一条边，因为函数自动把
最后一个点和第一个点连接起来，绘制出多边形的最后一条边。 如：

POINT pts[3];

pts[0].x = 0; pts[0].y = 0;

pts[1].x = 50; pts[1].y = 100;

pts[2].x = 75; pts[2].y = 50;

Polygon  (hdc, pts,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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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充函数
只填充区域 而不涉及绘制形状轮廓的画笔的函数：

 纯色填充

int FillRect (HDC hDC, CONST RECT* lprc, HBRUSH hbr); 
用指定画刷来填入矩形，该函数不需要先将画刷选进DC。

如前例Hello3中，欲改变窗体背景，可在WM_PAINT消息后添加如
下语句：

HBRUSH hBrush = CreateSolidBrush(RGB(0,255,0));
FillRect(hdc,&rect,hB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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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充函数（续）
 渐变色填充

BOOL GradientFill( HDC hdc, PTRIVERTEX pVertex, ULONG
nVertex, PVOID pMesh, ULONG nCount, ULONG ulMode );

参数说明：

pVertex：是指向TRIVERTEX结构数组的指针，描述一个点和颜色，
这些点一般是要填充的矩形的左上角或右下角。 TRIVERTEX结构
定义为：

struct _TRIVERTEX 
{ LONG x;

LONG y;
COLOR16 Red;
COLOR16 Green;
COLOR16 Blue;
COLOR16 Alpha;

} TRIVE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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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nVertex：是TRIVERTEX数组的数量。

pMesh：指向GRADIENT_RECT结构数组，指出TRIVERTEX结构中的哪
些点是描述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的。 GRADIENT_RECT结构定义如
下：

struct _GRADIENT_RECT
{ ULONG UpperLeft;

ULONG LowerRight;
} GRADIENT_RECT;

nCount：包含pMesh 中矩形的数量。

dwMode结构包含标志位，指出是从左到右
（GRADIENT_FILL_RECT_H）填充还是从上到下
（GRADIENT_FILL_RECT_V）填充。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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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VERTEX vert[2];
GRADIENT_RECT gRect;
vert[0].x = rect.left;
vert[0].y = rect.top;
vert[0].Red = 0x0000;
vert[0].Green = 0x0000;
vert[0].Blue = 0xff00;
vert[0].Alpha = 0x0000;
vert[1].x = rect.right;
vert[1].y = rect.bottom;
vert[1].Red = 0x0000;
vert[1].Green = 0xff00;
vert[1].Blue = 0x0000;
vert[1].Alpha = 0x0000;
gRect.UpperLeft = 0;
gRect.LowerRight = 1;
GradientFill(hdc, vert, 2, &gRect, 1, GRADIENT_FILL_RECT_H);

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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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VERTEX vert[4];
GRADIENT_RECT gRect[2];
vert[0].x = rect.left; vert[0].y = rect.top;
vert[0].Red = 0x0000; vert[0].Green = 0x0000;
vert[0].Blue = 0xff00; vert[0].Alpha = 0x0000;
vert[1].x = rect.right; vert[1].y = rect.bottom/2;
vert[1].Red = 0x0000; vert[1].Green = 0xff00;
vert[1].Blue = 0x0000; vert[1].Alpha = 0x0000;
vert[2].x = rect.left; vert[2].y = rect.bottom/2;
vert[2].Red = 0xff00; vert[2].Green = 0x0000;
vert[2].Blue = 0x0000; vert[2].Alpha = 0x0000;
vert[3].x = rect.right; vert[3].y = rect.bottom;
vert[3].Red = 0x0000; vert[3].Green = 0xff00;
vert[3].Blue = 0x0000; vert[3].Alpha = 0x0000;
gRect[0].UpperLeft = 0;gRect[0].LowerRight = 1;
gRect[1].UpperLeft = 2;gRect[1].LowerRight = 3;
GradientFill(hdc,vert,4,&gRect,2,GRADIENT_FILL_RECT_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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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s示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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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ello Windows CE
 §2 屏幕绘画

 §3 输入：键盘、鼠标和触摸屏

 §4 窗口、控件和菜单

 §5 公共控件和Windows CE
 §6 对话框和属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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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两种输入方式：键盘和鼠标。

WinCE中，输入笔和触摸屏替代了鼠标，软键盘替代了键盘。
从程序角度看，这种变化很小，因为输入笔的消息已经被
映射成Windows其它版本中使用的鼠标消息了。

输入焦点

键盘消息

键盘函数

鼠标和触摸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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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焦点
有焦点的窗口（一般就是当前活动窗口）接收所有键盘输入 。

判断哪个窗口拥有输入焦点的函数原型如下：

HWND GetFocus (void);
无参数; 返回有输入焦点的窗口句柄

焦点切换函数原型如下：

HWND SetFocus (HWND hWnd);
在Windows CE下，对SetFocus的目标窗口有一些限制。通过SetFocus

来获取焦点的窗口必须是调用SetFocus的线程创建的窗口。

该规则的一个例外是：如果失去焦点的窗口和即将获得焦点的窗口是
父子或兄弟关系，那即使这两个窗口是被不同线程创建的，也可以
切换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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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焦点 （续）
WM_KILLFOCUS消息：

当窗口失去焦点时，Windows会给该窗口发送WM_KILLFOCUS消息，通
知窗口新的状态信息。wParam参数包含即将获得焦点的窗口句柄。

WM_SETFOCUS消息

获得焦点的窗口会收到WM_SETFOCUS消息，消息的wParam参数包含了
失去焦点的窗口的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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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消息
当键被按下，WinCE给焦点窗口发送一系列消息：

WM_KEYDOWN消息与WM_CHAR消息

如按下某字母或数字键，WinCE先发送WM_KEYDOWN消息，然后
发送一个WM_CHAR消息。

如按下的是功能键，则不会发送WM_CHAR。程序可通过
WM_KEYDOWN消息来了解这些按键是否被按下。

如果按键按的时间长一些，则自动重复功能会开启，多条
WM_KEYDOWN消息和WM_CHAR消息被送出。

WM_KEYUP消息

当按键被释放，WinCE发送一个WM_KEYUP消息。

WM_SYSXXX消息

当Alt键和另一个键一起被按下时，上面讨论的消息会被
WM_SYSKEYDOWN、WM_SYSKEYCHAR和WM_SYSKEYUP消息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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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消息（续）
wParam参数

对所有键盘消息，几乎都按相同的方式使用参数wParam和lParam。

对WM_KEYxx和WM_SYSKEYxx消息，wParam包含虚拟键值，用于
指出当前被按下的键。虚拟键值（vk_xx）参看：msdn（ ms-
help://MS.VSCC.v90/MS.MSDNQTR.v90.chs/winui/winui/WindowsUse
rInterface/UserInput/VirtualKeyCodes.htm ）

对WM_CHAR和WM_SYSCHAR消息，wParam包含键对应的Unicode
字符。

多数情况下，应用程序只是处理WM_CHAR消息，而忽略
WM_KEYDOWN和WM_KEYUP消息。WM_CHAR消息作为第2级
抽象，使应用程序不必考虑键的释放或按下状态，而将精力集中
在键盘输入的字符上。

lParam参数

lParam含有按下键的更多信息。下图给出了lParam参数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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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15的低字位，包含键的重复次数。

16-29用来指出键的扫描码。在许多情况下，WinCE不支持该域。
30是标志位。如果键被按下的同时，Alt键被按下，则设置该位。
31是键的先前状态。如果键先前是按下的，则该位被设置，否则该位是0。

该标志可以用来判断键消息是否是自动重复的结果。
32指出转换状态。如果键从按下转成释放，该位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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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函数
 判断键盘状态的函数：GetKeyState和GetAsyncKeyState。
GetKeyState的原型如下：

short GetKeyState (int nVirtKey);
它返回Ctrl键、Alt键和Shift键的按下/释放状态；指出Caps Lock键、

NumLock键是否在转换状态。
nVirKey表示要查询的键的虚拟键码。有：VK_CONTROL、

VK_RCONTROL、VK_LCONTROL、 VK_MENU(Alt键)、
VK_RMENU、VK_LMENU、VK_SHIFT、VK_LSHIFT、
VK_RSHIFT、VK_CAPITAL、VK_NUMLOCK。

返回值：返回值给出了给定虚拟键的状态，状态如下：
若高序位为1，则键处于按下状态。
若低序位为1，则键在转换状态。如CAPS LOCK键，被打开时，
低序位为1。

返回的状态是消息从消息队列里读出时的状态，并不是键的实时状
态。

要判断键的实时状态，可以使用short GetAsyncKeyState(int v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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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函数（续）
 模拟击键动作函数：keybd_event 
VOID keybd_event( BYTE bVk, BYTE bScan, DWORD dwFlags, 

DWORD dwExtraInfo );
bVk：是要模拟的键的虚拟键码。

bScan：码在WinCE下应该设置为NULL。

dwFlags：可取的值：

KEYEVENTF_KEYUP，如指定，表示键被释放，如未指定，表示
键被按下

KEYEVENTF_SILENT：表示键被按下且不会产生键盘滴答声。

dwExtraInfo：附加信息

可见，要完全模拟键按下操作，keydb_event应该调用2次。一次不带
KEYEVENTF_KEYUP，来模拟键按下，之后在用KEYEVENTF_KEYUP
调用一次来模拟键释放。当模拟换挡键时，要指出具体的左右VK码，
比如VK_LSHIF或VK_R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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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函数（续）
 发送系列键到指定的窗口。

BOOL PostKeybdMessage( HWND hwnd, UINT VKey, KEY_STATE_FLAGS 
KeyStateFlags, UINT cCharacters, UINT *pShiftStateBuffer, UINT 
*pCharacterBuffer ); 
hwnd：目标窗口，该窗口必须是调用线程所拥有的。

Vkey：为0。

KeyStateFlags：为所有即将发送的键规定键的状态。状态见下页表。

cCharacters：要发送的键的数量，即pCharacterBuffer中的键数

pShiftStateBuffer：指向一个数组，包含了每个键的shift状态；可NULL。

pCharacterBuffer：指向欲发送键VK码的缓冲区。可NULL。

不像keybd_event，该函数不改变键盘的全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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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g Description 
KeyStateToggledFlag Key is toggled.

KeyStatePrevDownFlag Key was previously down. 

KeyStateDownFlag Key is currently down.

KeyShiftAnyCtrlFlag Left or right CTRL key is down.

KeyShiftAnyShiftFlag Left or right SHIFT key is down.

KeyShiftAnyAltFlag Left or right ALT key is down.

KeyShiftCapitalFlag VK_CAPITAL is toggled.

KeyShiftLeftCtrlFlag Left CTRL key is down.

KeyShiftLeftShiftFlag Left SHIFT key is down.

KeyShiftLeftAltFlag Left ALT key is down.

KeyShiftLeftWinFlag Left Windows logo key is down.

KeyShiftRightCtrlFlag Right CTRL key is down.

KeyShiftRightShiftFlag Right SHIFT key is down.

KeyShiftRightAltFlag Right ALT key is down.

KeyShiftRightWinFlag Right Windows logo key is down

KeyShiftDeadFlag Corresponding character is dead character.

KeyShiftNoCharacterFlag No characters in pCharacterBuffer to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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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测试
 判断系统里是否有键盘函数：

DWORD GetKeyboardStatus (VOID);
如有键盘，则返回KBDI_KEYBOARD_PRESENT。

如键盘启用，则返回KBDI_KEYBOARD_ENABLED。

 让键盘有效、失效函数

EnableHardwareKeyboard (BOOL bEnable)；

bEnable：真，使键盘有效；假，失效。

 显示软键盘

BOOL SipShowIM( DWORD dwFlag );
dwFlag： SIPF_ON 、SIPF_OFF

此函数声明在Sipapi.h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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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Trac 示例程序
按下键盘后，显示键盘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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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Trac 示例中的一些函数
BOOL ScrollDC( HDC hDC, int dx, int dy, const RECT* lprcScroll, 

const RECT* lprcClip, HRGN hrgnUpdate, LPRECT lprcUpdate );
该函数水平和垂直滚动一个矩形。参数：

hDC：含有要滚动位数的设备描述表句柄。

dx：水平滚动数量。向左滚动时此参数必须为负。

Dy：垂直滚动数量。在向上滚动时此参数必须为负。

lprcScroll：滚动矩形。

lprcClip：类似于剪切矩形。只有在剪切矩形内部的图案才受影响。

hrgnUpdate：将滚动覆盖的区域。它不一定是一个矩形。

lprcUpdate：将被重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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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和触摸屏
WinCE设备并不总有鼠标。作为替代，许多WinCE设备都有触摸屏和手

写笔。编程接口和桌面系统的鼠标一致。

 鼠标消息
鼠标光标移过屏幕，光标下的最顶层窗口会收到一个

WM_MOUSEMOVE消息。

如果用户点鼠标左键或者右键，窗口会收到WM_LBUTTONDOWN
或WM_RBUTTONDOWN消息；当用户释放按键时，窗口会收到
WM_LBUTTONUP或WM_RBUTTONUP消息。

如果用户按下并释放鼠标滚轮，窗口会收到WM_MBUTTONDOWN
及WM_MBUTTONUP消息。

当窗口类注册了CS_DBLCLKS风格时（可以在RegisterClass注册窗口类
时设置类风格），用户双击，Windows会向被双击的窗口发送
WM_LBUTTONDBLCLK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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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消息（续）
对大部分鼠标消息，wParam和lParam都具有相同的值。

wParam包含一个标志位集合，用来指出当前键盘上Ctrl或Shift键是否
被按下。

MK_CONTROL：用户按下CTRL
MK_LBUTTON：用户按下鼠标左键

MK_SHIFT：用户按下SHIFT。

在这些消息里没有提供Alt键的状态。要想获得消息发送时Alt键的状态，
可以使用GetKeyState函数。

对于WM_MOUSEWHEEL消息，wParam的高字位还包含滚轮的距离，
用常量WHEEL_DELTA的倍数来表示滚动的距离。如果该值为正，
表示滚轮是朝远离用户方向滚动；如果该值为负，表示滚轮是朝用
户方向滚动。

lParam包含两个16位的值，用来指出点击点在屏幕上的位置。低16位
是相对窗口客户区左上角的x（水平）坐标位置，高16位是y（垂直）
坐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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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触摸屏
手写笔往往被看成是一个单键鼠标。手写笔产生的鼠标消息，同其它

版本的Windows以及有鼠标的WinCE里鼠标提供的消息相同。

和鼠标不同，手写笔没有“悬空移动”概念，因为当手写笔不和屏幕
接触的时候，触摸屏是检测不到手写笔位置的。

WinCE应用程序可以设置光标，通过SetCursor函数。

HCURSOR SetCursor( HCURSOR hCursor ); 
如显示繁忙的沙漏：

SetCursor(LoadCursor(NULL, IDC_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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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写笔消息

当用手写笔在屏幕上压触时，压触点下的顶层窗口如果此前没有输入
焦点的话就会收到焦点，随后收到WM_LBUTTONDOWN消息。当
用户抬起手写笔时，窗口会收到WM_LBUTTONUP消息。在手写笔
按下的同时在同一个窗口内移动它，窗口就会收到
WM_MOUSEMOVE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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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墨水

对手持设备来说最典型的应用是捕捉屏幕上用户的笔迹并存储下来。
这个过程不是手写识别，只是简单的墨迹存储。函数：

BOOL GetMouseMovePoints (PPOINT pptBuf, UINT nBufPoints, 
UINT *pnPointsRetrieved);
GetMouseMovePoints返回移动但没有产生WM_MOUSEMOVE消息的
手写笔点数。函数参数包括点数组、数组大小和一个指向整数的指
针，用来接收返回给应用程序的点数。

GetMouseMovePoints产生一条曲线。它是按触摸板的分辨率返回点的，
而不是按屏幕的。触摸板的分辨率通常设置为屏幕分辨率的4倍，所
以您需要把GetMouseMovePoints返回的坐标除以4来转换成屏幕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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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程序PenTrac
上面的线是仅仅使用来自WM_MOUSEMOVE的点绘制的。底下的线则

是包括了用GetMouseMovePoints查询到的点，其中黑色点是来自
WM_MOUSEMOVE，而红色点是来自GetMouseMovePoints。



§3 输入：键盘、鼠标和触摸屏

 示例程序PenTrac中用到的函数
 MapWindowPoints()
把相对于一个窗口的坐标空间的一组点映射成相对于另一窗口的坐标

空间的一组点。原型：

int MapWindowPoints( HWND hWndFrom, HWND hWndTo,
LPPOINT lpPoints, UINT cPoints );

hWndfrom：转换点所在窗口的句柄，如为NULL或HWND_DESETOP
则假定这些点在屏幕坐标上。

hWndTo：转换到的窗口的句柄，如为NULL或HWND_DESKTOP，这
些点被转换为屏幕坐标。

lpPoints：指向POINT结构数组的指针，此结构数组包含要转换的点，
此参数也可指向RECT结构，在此情况下，Cpoints参数应设置为2。

cPoints：指定LpPoints参数指向的数组中POINT结构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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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程序PenTrac中用到的函数（续）
 SetPixel()

将指定坐标处的像素设为指定的颜色。

COLORREF SetPixel( HDC hdc, int X, int Y, 
COLORREF crCol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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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右键
WinCE允许使用手写笔模拟右键点击。如果用户按下Alt键的同时用手

写笔点击屏幕，程序会当成是右键鼠标被点击，并显示相关的上下
文菜单。

在没有键盘的系统上，采取压下并保持这一姿势来模拟鼠标右键点击。

检查“压下并保持这一姿势”的函数是：

WINSHELLAPI DWORD SHRecognizeGesture( 
SHRGINFO * shrg ); 

唯一的参数是一SHRGINFO结构的地址，该结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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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右键 （续）

typedef struct tagSHRGI { DWORD cbSize; HWND hwndClient; 
POINT ptDown; DWORD dwFlags; } SHRGINFO, *PSHRGINFO; 

cbSize：结构大小。

hwndClient：调用该函数的窗口句柄。

ptDown：压下并保持这一姿势的点。

dwFlags：包含许多标志：

SHRG_RETURNCMD：如果用户做出正确的下压保持姿势，则让函
数返回GN_CONTEXTMENU；否则就返回0。

SHRG_NOTIFYPARENT：如果识别出正确姿势，给父窗口发送一个
WM_NOTIFY消息。

SHRG_LONDELAY：要求在识别出姿势之前，用户需要保持点压一
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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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程序TicTac
手写笔的基本交互



§3 输入：键盘、鼠标和触摸屏

 示例程序TicTac中的一些函数
BOOL PtInRect( const RECT * lprc, POINT pt );
判断指定的点 pt 是否位于矩形lprc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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