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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Objective-C——构建
iOS 应用程序的基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第 1 章简单介绍了 Objective-C 一些发展情况及特性，对
于 Objective-C 有了初步的了解。本章将从整体上，继续介绍一些 Objective-C 特性，进一步
加深了解 Objective-C。后面的几章中也将围绕 Objective-C 的某一点做进一步的介绍。
注意

建议在阅读本章之前，先熟悉一下 C 语言的数据类型、运算符以及程序控制语句。

“磨剑”的过程是一个漫长难熬的过程。无论学习任何一门技术，都需要能静下“心”，
让自己慢慢进入“境界”而入其“道”。对于学习 iOS 应用程序开发也不例外，也需要让自
己的“心”静下来，在“嚯嚯”之中，让自己的剑越来越锋利。

3.1

探窥 Objective-C 语言
Objective-C 是一种简洁的、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所有 iOS 应用程序都由它来驱

动。你需要编写 Objective-C 代码来创建应用程序，同时需要懂得该语言，才能使用大多数
的框架。尽管你可以使用其他编程语言来开发，但不使用 Objective-C 就无法生成 iOS 应用
程序（图 3-1）。

图 3-1

Objective-C 语言与 iOS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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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C 的语法和规范简单易学。如果你有其他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例如 Java
或 C++）的编程经验，那么它对你来说更容易上手。如果你是 C 语言程序员，会发现熟悉面
向对象编程和 Objective-C 后，应用程序的设计和修改变得更加容易。

3.1.1

面向对象语言 Objective-C 是 C 语言的超集

Objective-C 程序设计语言采用特定的语法，来定义类和方法、调用对象的方法、动态地
扩展类，以及创建编程接口来解决具体问题。Objective-C 作为 C 程序设计语言的超集，支持
与 C 相同的基本语法。你会看到所有熟悉的元素，例如基本类型（int、float 等）、结构、函
数、指针，以及流程控制结构，如 if…else 语句和 for 语句。你还可以访问标准 C 库例程，
例如在 stdlib.h 和 stdio.h 中声明的那些例程。
Objective-C 为 ANSI C 添加了下述语法和功能。
定义新的类；

类和实例方法；

方法调用（称为发消息）；

属性声明（以及通过它们自动合成存取方法）；

静态和动态类型化；

块（block），已封装的、可在任何时候执行的多段代码；

基本语言的扩展，如协议和类别。

如果现在还不熟悉 Objective-C 的相关知识，不必担心。读完本节，你将逐渐了解。如
果你是过程化程序开发人员，不懂面向对象的概念，建议先将对象从本质上视为具有关联
函数的结构，可能会有助于理解。这个概念与事实差不多，特别是在运行时实现方面。
Objective-C 程序设计语言能用来进行复杂的、面向对象的编程。通过提供用于定义类和
方法的语法，扩展了标准的 ANSI C 程序设计语言。它还促进类和接口（任何类可采用）的
动态扩展。如果使用其他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进行过编程，你会发现许多传统的面向对象
概念，例如封装、继承、多态，都出现在 Objective-C 中。
除了提供在其他面向对象语言中已有的多数抽象和机制之外，Objective-C 还是一种非
常动态的程序设计语言，这种动态是其最大优势。这种动态体现在它允许在运行应用程序时
（即运行时）才去确定其行为，而不是在生成期间就已固定下来。因此，Objective-C 的动态
机制让程序免受约束（编译和链接程序时施加的约束）；进而在用户控制下，将大多数符号
解析责任转移到运行时。

3.1.2

类和对象

如同其他大多数面向对象语言那样，Objective-C 中的类支持数据的封装，定义对这些
数据执行的操作。对象是类的运行时实例，它包含自己的实例变量（由其类声明）的内存副
本，以及类方法的指针。可以采用两步法（分配和初始化）创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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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C 中某个类的规格需要两个部分：接口和实现。
接口部分包含类声明，并定义该类的公共接口。如同 C 代码那样，定义头文件和源代码
文件，将公共声明与代码的实现细节分开（如果其他声明是编程接口的一部分，并且打算专
由你将它们放在实现文件中）。这些文件的扩展名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扩展名

文件扩展名

源类型

描

述

h

头文件

包含类、类型、函数和常量声明

m

实现文件

此类型文件可以同时包含 Objective-C 代码和 C 代码，有时也称为源文件

mm

实现文件

此类型文件，除了包含 Objective-C 代码和 C 代码以外，还可以包含 C++ 代码。
仅当实际引用你的 Objective-C 代码中的 C++ 类或功能时，才使用此扩展名

当你想要在源代码中包括头文件时，请在头文件或源文件的前几行之中，指定一个导入
（#import）指令。#import 指令类似于 C 的 #include 指令，前者确保同一文件只被包括一次。
如果要导入框架的大部分或所有头文件，请导入框架的包罗头文件（umbrella header file），
它具有与框架相同的名称。例如，导入 Gizmo 框架头文件的语法是：
#import <Gizmo/Gizmo.h>

图 3-2 所示为 MyClass 类的语法声明，它是从基础类（或根类）NSObject 继承而来的
（根类是供其他类直接或间接继承的类）。类声明以编译器指令 @interface 开始，以 @end
指令结束。类名称后面是父类名称，以冒号分隔。Objective-C 中，一个类只能有一个父类。
㏁㘜⧧

㏁㘜⧧

⧪䊒⢅㑠
㪚㘘
Ⳟⳉ㪚㘘

图 3-2

MyClass 类的声明

在 @interface 指令和 @end 指令之间，编写属性和方法的声明。这些声明组成了类的公
共接口。分号标记每个属性和方法声明的结尾。如果类具有与其公共接口相关的自定函数、
常量或数据类型，请将它们的声明放在 @interface…@end 块之外。
类实现的语法是相似的，以 @implementation 编译器指令开始（接着是该类的名称），以
@end 指令结束，中间是方法实现（函数实现应在 @implementation…@end 块之外）。一个实
现应该总是将导入它的接口文件作为代码的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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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 MyClass 类的定义代码。
#import "MyClass.h"
@implementation MyClass
- (id)initWithString:(NSString *)aName{
// code goes here
}
+ (MyClass *)myClassWithString:(NSString *)aName{
// code goes here
}
@end

对于包含对象的变量，Objective-C 既支持动态类型化，也支持静态类型化。静态类型化
的变量，要在变量类型声明中包括类名称。动态类型化的变量，则要给对象使用类型 id。在
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用动态类型化的变量。例如，集（collection）对象、数组，在它包含对
象的类型未知的情况下，可能会使用动态类型化的变量。此类变量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也
让 Objective-C 程序拥有了更强大的活力。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静态类型化和动态类型化的变量声明。
MyClass *myObject1;
id
myObject2;
NSString *userName;

// Static typing
// Dynamic typing
// From Your First iOS App (static typing)

第一个声明中的星号（*），在 Objective-C 中，执行对象引用的只能是指针。如果你

注意

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要求，不用担心。并非一定要成为指针专家才能开始 Objective-C 编程。
只需要记住，在静态类型化的对象的声明中，变量的名称前面应放置一个星号（*）。id 类型
意味着一个指针。

3.1.3

方法和发消息

如果你不熟悉面向对象编程，则将方法想象成一个规范特定对象的函数，可能会有
所帮助。通过将一则消息发送到（或发消息给）一个对象，可调用该对象的一个方法。
Objective-C 中有两种类型的方法。
实例方法 ：由类的实例来执行。在调用实例方法之前，必须先创建该类的实例。实例

方法是最常见的方法类型。
类方法：可由它所在的类直接执行。不需要对象的实例作为消息的接收者。

方法声明包含方法类型标识符、返回类型、一个或多个签名关键词，以及参数类型和名
称信息。图 3-3 是 insertObject:atIndex: 实例方法的声明。
对于实例方法，声明前面是减号（-）；对于类方法，对应指示器是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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Ⳗ⿹㏁㾮

Ⳟⳉ㣊㘜ポ⪫

⤯㭞㏁㾮
⤯㭞㘜

图 3-3

insertObject:atIndex: 实例方法的声明

一个方法的实际名称（insertObject:atIndex:）是所有签名关键词的串联，包括冒号字符。
冒号字符表明有参数存在。在上述示例中，该方法采用两个参数。如果方法没有参数，则省
略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签名关键词后面的冒号。
想要调用一个方法时，通过给实施该方法的对象发送一则消息来实现（虽然“发送消
息”常用作“调用方法”，但实际上，Objective-C 在运行时才会执行实际地发送）。消息包含
方法名称，以及方法所需的参数信息（类型要匹配）。发送到一个对象的所有消息都被动态
地分派，这样使 Objective-C 类的多态行为更加容易（多态性是指不同类型的对象响应同一
消息的能力）。有时被调用的方法是由接收消息对象的类之超类来实现。
分 派 消 息， 运 行 时 需 要 一 个 消 息 表 达 式。 消 息 表 达 式 使 用 方 括 号（[…]） 将 消
息 本 身 以 及 任 何 所 需 参 数 括 起 来， 同 时 将 接 收 消 息 的 对 象 放 在 最 前 面。 例 如， 要 将
insertObject:atIndex: 消息发送给 myArray 变量保存的对象，使用以下语法：
[myArray insertObject:anObject atIndex:0];

为避免声明大量局部变量来储存临时结果，Objective-C 支持嵌套消息表达式。每个嵌套
表达式的返回值，都用作另一个消息的一个参数或接收对象。例如，可以将上个示例中使用
的任何变量替换为取回值的消息。因此，如果具有另一个名为 myAppObject 的对象，并且此
对象具有访问数组对象的方法以及要插入数组的对象，可以将上个示例编写为如下形式：
[[myAppObject theArray] insertObject:[myAppObject objectToInsert] atIndex:0];

Objective-C 还提供用于调用存取方法的点记法语法。存取方法获取并设定对象的状
态，因此封装很重要，是所有对象的重要功能。对象隐藏或封装其状态，并显示接口，该
接口是访问该状态的所有实例都通用的。使用点记法语法，可以将上个示例重新编写为如
下形式：
[myAppObject.theArray insertObject:myAppObject.objectToInsert at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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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用点记法语法进行赋值：
myAppObject.theArray = aNewArray;

此语法只是编写 [myAppObject setTheArray:aNewArray]; 的另一种方式。在点记法表达
式中，不能使用对动态类型化的对象（类型为 id 的对象）引用。
对于类方法，尽管前几个示例将消息发送到了类的实例，也可以将消息发送到类本身。
（类是运行时创建的、类型为 Class 的对象。）向类发送消息时，指定的方法必须定义为类方
法，而非实例方法。类方法是一种功能，类似于 C++ 中的静态类方法。
类方法通常这样使用 ：要么将类方法用作工厂方法创建类的新实例，要么访问与该类关
联的一些共享信息。类方法声明的语法与实例方法声明的语法相同，只是方法类型标识符使
用加号，而非减号。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类方法用作类的工厂方法。在这种情况下，array 方法是 NSArray
类的类方法（被 NSMutableArray 继承），它分配并初始化类的新实例，并将其返回给代码。
NSMutableArray *myArray = nil;
// nil 可看做 NULL 的对象
myArray = [NSMutableArray array]; // 创建一个新数组，并把值赋给变量 myArray

3.1.4

属性和存取方法

属性通常是指某些由对象封装或储存的数据。它可以是标志（如名称或颜色），也可以
是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对象的关系。一个对象的类定义一个接口，该接口使其对象的用户能获
取并设定所封装属性的值。执行这些操作的方法称为存取方法。
存取方法有两种类型，每个方法都必须符合命名约定。
getter 存取方法返回属性的值，名称与属性相同。

setter 存取方法设定属性的新值，形式为“setPropertyName:”，其中属性名称的第一

个字母大写。
Objective-C 提供已声明的属性作为一种方便的写法，用于存取方法的声明和实现。在首
个 iOS 应用程序中，声明了 userName 属性：
@property (nonatomic, copy) NSString *userName;

使用已声明的属性后，就不必为该类中用到的每个属性实现 getter 和 setter 方法。而是
使用属性声明指定你想要的行为。编译器接着可以根据该声明创建或合成实际的 getter 和
setter 方法。已声明的属性减少了必须编写的样板文件代码量，使代码更简洁、出错机会更
少。使用已声明的属性或存取方法来获取和设定各项对象状态。
在类接口中包括方法声明和属性声明。在类的头文件中声明公共属性，而在源文件的类
扩展中声明专有属性。控制器对象（如委托和视图控制器）的属性通常应该为专有的。
属性的基本声明使用 @property 编译器指令，后面紧跟属性的类型信息和名称。还可以
使用自定选项来配置属性，以定义存取方法如何表现、属性是否为弱引用，以及是否为只
读。选项位于圆括号中，前面是 @property 指令。

72

第二部分

语

法

篇

属性声明的例子如下。
@property (copy) MyModelObject *theObject;
@property (readonly) NSView *rootView;
@property (weak) id delegate;

// 赋值期间进行对象复制
// 声明只可读
// 声明 delegate 为弱引用

编译器自动合成所声明的属性。在合成属性时，它创建自己的存取方法，以及“支持”
该属性的专有实例变量。实例变量的名称与属性的名称相同，但具有下划线前缀（_）。只
有在对象初始化和取消分配的方法中，应用程序才直接访问实例变量（而不是其属性）。
如果想让实例变量采用不同名称，可以绕过自动合成，并明确地合成属性。在类实现中
使用 @synthesize 编译器指令让编译器产生存取方法，以及进行特殊命名的实例变量。例如：
@synthesize enabled = _isEnabled;

同时，在声明属性时，可以指定存取方法的自定名称，通常是使 Boolean 属性的 getter
方法遵循约定形式，如下所示：
@property (assign, getter=isEnabled) BOOL enabled;

3.1.5

块

块是封装工作单元的对象，是可在任何时间执行的代码段。它们在本质上是可移植的匿
名函数，可作为方法和函数的参数传入，可从方法和函数中返回。
块本身具有一个已类型化的参数列表，且可能具有推断或声明的返回类型。还可以将块
赋值给变量，然后像调用函数一样调用它。
注意

块是从 iOS 4 开始引入的一个新特性，这从根本上改变你的编程方式。代码块是对 C

语言的一个扩展，因此在 Objective-C 中完全支持。如果你学过 Ruby、Python 或 Lisp 编程
语言，肯定知道代码块的强大之处。简单地说，可以通过代码块封装一组代码语句并将其当
作一个对象。代码块的使用是一种新的编码风格，可以轻松地使用 iOS 4 中新增的 API。
定义块的语法是使用一个插入符号（^），然后用小括号“（…）”把参数列（比如 int a，
int b，NSString d）包起来，接着用大括号“{…}”把行为的主体包起来，下面是块的基本语
法格式：
^{
}

^( 传入参数列 ) { 行为主体 } ;

插入符号（^）用作块的语法标记。块的参数、返回值和正文（即执行的代码）存在其
他类似的语法约定。图 3-4 解释了该语法。
可以调用块变量，就像调用函数一样：
int result = myBlock(4); // result is 28

第 3 章 Objective-C——构建 iOS 应用程序的基石

“^”ㅌ⢅㑠myBlock
㪚㘘㸋䄜㌊

myBlock㬨䄜㌊᷍
。Ⳗ⿹int䐖

⤪䇤䄜⤯㭞᷍
䄓㬨int㏁㾮

图 3-4

⤯㭞㘜㸋num

73

䄜䓷㘇⧄㑠㌊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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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语法解释

块共享局部词法作用范围内的数据。块的这项特征非常有用，因为如果实现一个方法，
并且该方法定义一个块，则该块可以访问该方法的局部变量和参数（包括堆栈变量），以及
函数和全局变量（包括实例变量）。这种访问是只读的，但如果使用 _block 修饰符声明变量，
则可在块内更改其值。即使包含有块的方法或函数已返回，并且其局部作用范围已销毁，但
是只要存在对该块的引用，局部变量仍作为块对象的一部分继续存在。
作为方法或函数参数时，块可用作回调。被调用时，方法或函数执行部分工作，并在适
当时刻，通过块回调正在调用的代码，从中请求附加信息，或获取程序特定行为。块使调用
方在调用时能够提供回调代码。块从相同的词法作用范围内采集数据（就像宿主方法或函数
所做的那样），而非将所需数据打包在“关联”结构中。由于块代码无须在单独的方法或函
数中实现，你的实施代码会更简单且更容易理解。
Objective-C 框架具有许多含块参数的方法。例如，Foundation 框架的 NSNotificationCenter
类声明以下方法，该方法具有一个块参数：
-(id)addObserverForName:(NSString *)name object:(id)obj
queue:(NSOperationQueue *)queue
usingBlock:(void (^)(NSNotification *note))block

此方法将一个观察者添加到通知中心。以下代码指定名称的一则通知发布时，块被调用
以处理该通知。
opQ = [[NSOperationQueue alloc] init];
[[NSNotificationCenter defaultCenter]
addObserverForName:@"CustomOperationCompleted"
object:nil queue:opQ
usingBlock:^(NSNotification *notif) {
// handle the notification
}];

3.1.6

协议和类别

协议可声明由任何类实施的方法，即使实施该协议的那些类没有共同的超类。协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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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了独立于任何特定类的行为。协议简单定义了一个由其他类负责实现的接口。当你的类
实施了一个协议的方法时，就是说该类符合该协议。
从实践角度而言，一个协议定义了一列方法，这些方法在对象之间建立合约，而无须使
那些对象成为任何特定类的实例。此合约使那些对象能够相互通信。一个对象想要告知另一
个对象它遇到的事件，或者它可能想要寻求有关那些事件的建议。
UIApplication 类实现一个应用程序必需的行为。UIApplication 类不是强制对 UIApplication
进行子类化，来接收有关应用程序当前状态的简单通知，而是通过调用指定给它的委托对象
的特定方法传送那些通知。实施 UIApplicationDelegate 协议的对象可以接收那些通知，并提
供适当的响应。
在接口块中，指定类符合或采用一个协议，方法是将该协议的名称放在尖括号（<…>）中，并
且放在它继承的类的名称后面。在你的首个 iOS 应用程序中，指明了采用 UITextFieldDelegate
协议，无须声明所实现的协议方法。代码行如下：
@interface HelloWorld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UITextFieldDelegate>

协议的声明，看起来类似于类接口的声明，只是协议没有父类，并且不定义实例变量
（尽管它们可以声明属性）。以下示例展示使用一个方法进行一个简单的协议声明。
@protocol MyProtocol
- (void)myProtocolMethod;
@end

对于许多委托协议来说，采用一个协议仅仅是实现该协议定义的方法。有些协议要求明
确地声明支持该协议，而协议可以指定必需方法和可选方法。
当你开始探索 Objective-C 框架的头文件时，将很快遇到如下的代码行：
@interface NSDate (NSDateCreation)

这 行 代 码 通 过 使 用 圆 括 号 将 类 别 名 称 括 起 来 的 语 法 约 定， 声 明 了 该 类 别。 类 别 是
Objective-C 语言的一项功能，可扩展类的接口，而无须对类进行子类化。类别中的方法成为
类的类型的一部分（在程序的作用范围内），而这些方法由类的所有子类继承。可以将消息
发送给类（或其子类）的任何实例，以调用在类别中定义的方法。
可以将类别作为一种手段，对头文件内的相关方法声明进行分组。甚至还可以将不同
的类别声明放在不同的头文件中。框架在其所有头文件中使用这些技巧达到清晰明确的效
果。还可以使用称为类扩展的匿名类别，在实现文件（m）中声明专有属性和专有方法。类
扩展看起来类似于类别，只是圆括号之间没有文本。以下是一个典型的类扩展。
@interface MyAppDelegate ()
@property (strong) MyDataObject *data;
@end

3.1.7

类型和编码策略

Objective-C 保留几个不能用作变量名称的术语，用于特殊用途。其中部分术语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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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为前缀的编译器指令，如 @interface 和 @end。其他保留的术语，包括已定义的类型
以及与这些类型相配的字面常量。Objective-C 使用很多已定义的类型和字面常量，这些却不
会出现在 ANSI C 中。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类型和字面常量替换 ANSI C 相应的类型和字面
常量。表 3-2 介绍几种重要类型，包括每种类型允许的字面常量。
表 3-2
类型

常见类型和字面常量

字面常量

描

述

id

动态对象类型

动态类型化对象和静态类型化对象的否定字面常量都是 nil

Class

动态类类型

其否定字面常量是 nil

SEL

选择器的数据类型（typedef）

运行时的方法签名。其否定字面常量是 NULL

BOOL

Boolean 类型

字面常量是 YES 和 NO

在错误检查和控制流代码中，通常使用已定义类型和字面常量。在程序的控制流语句
中，可以测试合适的字面常量来确定如何继续。例如：
NSDate *dateOfHire = [employee dateOfHire];
if (dateOfHire != nil) {
// handle this case
}

以上代码如果表示雇用日期的对象不是 nil（换言之，如果它是一个有效对象），则逻辑
在某个方向继续。以下是执行相同分支的简写形式：
NSDate *dateOfHire = [employee dateOfHire];
if (dateOfHire) {
// handle this case
}

可以进一步减少代码行数（假设无须引用 dateOfHire 对象）：
if ([employee dateOfHire]) {
// handle this case
}

根据返回的 Boolean 值是否为 YES 来判断实体是否相同。在下面的示例中，isEqual: 方
法返回一个 Boolean 值。
BOOL equal = [objectA isEqual:objectB];
if (equal == YES) {
// handle this case
}

在 Objective-C 中，可以将消息发送到 nil，而没有副作用。事实上，完全没有影响，只
是如果方法应该返回一个对象，运行时就会返回 nil。只要返回的内容类型化为一个对象，即
可保证发送给 nil 的消息的返回值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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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C 中其他两个重要的保留术语，是 self 和 super。self 是可在消息实现内使用的
局部变量，用于引用当前对象；它等同于 C++ 中的 this。可以用保留字 super 替换 self，但在
消息表达式中，只能作为接收者。如果你将消息发送到 self，运行时先在当前对象的类中查
找方法实现 ；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方法，则在其超类中查找（以此类推）。如果你将消息发送
到 super，运行时先在超类中查找方法实现。
self 和 super 的主要用途都是发送消息。当要调用的方法是由 self 的类实现时，将消息
发送到 self。例如：
[self doSomeWork];

self 还用于点记法，调用由已声明属性合成的存取方法。例如：
NSString *theName = self.name;

在继承自超类的方法的覆盖（即重新实现）中，通常将消息发送到 super。在这种情况
下，被调用方法与被覆盖方法的签名，都是相同的。

3.1.8

import 语句

import 语句是在 Objective-C 语言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语句。学习 import 语句是掌握
Objective-C 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节将围绕 import 语句展开详细的介绍。
1. 认识 #import
#import 预处理指令的作用是在指令处展开被包含的文件。包含可以是多重的，也就是
说一个被包含的文件中还可以包含其他文件。
预处理过程不检查在转换单元中是否已经包含了某个文件并阻止对它的多次包含。这样
就可以在多次包含同一个头文件时，通过给定编译时的条件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
#define AAA
##import "t.h"
##import AAA
#include "t.h"

为了避免只能包含一次的头文件被多次包含，在头文件中用编译时条件进行控制。例如：
/*my.h*/
#ifndef MY_H
#define MY_H
…
#endif

在程序中包含头文件有两种格式：
##import <my.h>
##import "my.h"

第一种方法是用尖括号把头文件括起来。这种格式告诉预处理程序在编译器自带的或外

第 3 章 Objective-C——构建 iOS 应用程序的基石

77

部库的头文件中搜索被包含的头文件。
第二种方法是用双引号把头文件括起来。这种格式告诉预处理程序在当前被编译的应用
程序的源代码文件中搜索被包含的头文件，如果找不到，再搜索编译器自带的头文件。
采用两种不同包含格式的理由在于，编译器是安装在公共子目录下的，而被编译的应用
程序是在它们自己的私有子目录下的。一个应用程序既包含编译器提供的公共头文件，也包
含自定义的私有头文件。采用两种不同的包含格式使得编译器能够在很多头文件中区别出一
组公共的头文件。
2. #import 与 #include
在 Objective-C 语言中，#import 由 #include 衍生而来，不同的是它能保证一个头文件
不被多次包含。#import 被当成 #include 指令的改良版本来使用。除此之外，#import 确定一
个文件只能被导入一次，这使在处理递归包含中不会出现问题。使用哪一个还要根据实际
来决定。一般来说，在导入 Objective-C 头文件的时候使用 #import，包含 C 头文件时使用
#include。
3. #import 与 @class
在 Objective-C 语言中，可以通过声明 #import 来引用类，也可以通过声明 @class 来引
用类，例如：
#import "SomeClass.h"
@class SomeClass;

下面列出了二者的区别以及联系。
import 会包含这个类的所有信息，包括实体变量和方法 ；而 @class 只是告诉编译器，

其后面声明的名称是类的名称，至于这些类是如何定义的，暂时不用考虑，后面会再
告诉。
在头文件中，一般只需要知道被引用的类的名称就可以了，不需要知道其内部的实体

变量和方法，所以在头文件中一般使用 @class 来声明这个名称是类的名称。而在实
现类里面，因为会用到这个引用类的内部的实体变量和方法，所以需要使用 #import
来包含这个被引用类的头文件。
从编译效率方面考虑，如果有 100 个头文件都使用 #import 引用同一个头文件，或者

这些文件是依次引用的，如 A–>B、B–>C、C–>D 这样的引用关系。当最开始的那个
头文件有变化的话，后面所有引用它的类都需要重新编译，如果类有很多，将耗费大
量的时间。而使用 @class 则不会。
如果有循环依赖关系（如 A–>B，B–>A 这样的相互依赖关系），使用 #import 来相互

包含就会出现编译错误，如果使用 @class 在两个类的头文件中相互声明，则不会有
编译错误出现。
一般来说，@class 是放在 interface 中的，只是为了在 interface 中引用这个类，把这个类
作为一个类型来用的。在实现这个接口的实现类中，如果需要引用这个类的实体变量或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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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类的，还是需要包含 import 在 @class 中声明的类。

3.2

Objective-C 2.0 新增特性
在苹果公司发布的 Objective-C 2.0 中，增加了关联、快速枚举、选择器、静态方法等特

性，下面将分别详细介绍这几种特性。

3.2.1

关联引用

关联引用从 Mac OS X v10.6 版本开始生效，用于为现有的类模拟一些额外的实例变量。
使用关联引用，可以在不改动类的声明的情况下为类添加变量。当没有类的源代码，或者由
于二进制兼容性的原因不能修改对象的时候非常有用。
关联建立在一个关键字基础之上。对于任何对象都可以添加任意个数的关联，每个关联
都使用一个不同的关键字。这种关联关系可以确保被关联的对象在源对象的生命周期内保持
有效。
1. 创建关联
使用 Objective-C 运行时方法 objc_setAssociatedObject 创建两个对象之间的关联。该方
法有四个参数：源对象、关键字、关联对象、约束策略。这里需要解释关键字和约束策略。
关键字是一个 void 指针。每个关联的关键字必须唯一。通常的做法是使用一个 static

变量作为关键字。
约束策略用于指定被关联的对象是 assigned、retained 或者 copied，并且指定关联是自

动建立还是非自动建立。类似于为属性指定特性。
下面的代码演示了如何在一个数组和一个字符串之间建立关联。
static char overviewKey;
NSArray *array =[[NSArray alloc] initWithObjects:@"One", @"Two", @"Three", nil];
// For the purposes of illustration, use initWithFormat: to ensure
// the string can be deallocated
NSString *overview =[[NSString alloc] initWithFormat:@"%@", @"First three numbers"];
objc_setAssociatedObject (
array,
&overviewKey,
overview,
OBJC_ASSOCIATION_RETAIN
);
[overview release];
[array release];

// (1) overview valid
// (2) overview invalid

注释 1，字符串 overview 仍然有效，因为 OBJC_ASSOCIATION_RETAIN 策略表明数组
会保持被关联的对象。当 array 被释放了（注释 2 位置），同时 overview 也就被释放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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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试图去读取 overview 的值，会得到一个运行时异常。
2. 查询被关联的对象
使用运行时方法 objc_getAssociatedObject 查询一个被关联的对象。继续上面的实例，可
以使用如下代码从 array 中查询 overview。
NSString *associatedObject =(NSString *)objc_getAssociatedObject(array, &overviewKey);

3. 解除关联
想要解除关联，通常调用 objc_setAssociatedObject 方法，将参数被关联对象设为 nil。
继续上面的实例，通过如下代码解除 array 和 overview 之间的关联。
objc_setAssociatedObject(array, &overviewKey, nil,OBJC_ASSOCIATION_ASSIGN);

在这里被关联对象设为 nil，后面的约束策略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若要解除一个对象的所
有关联，可以调用 objc_removeAssociatedObjects。一般不建议使用这个方法，因为会解除所
有的关联，除非想要把一个对象恢复到原始状态。以下是前面例子的代码清单。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mport <objc/runtime.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autoreleasepool {
static char overviewKey;
NSArray *array = [[NSArray alloc]initWithObjects:@ "One", @"Two", @"Three", nil];
// For the purposes of illustration, use initWithFormat: to ensure
// we get a deallocatable string
NSString *overview = [[NSString alloc]initWithFormat:@"%@", @"First three numbers"];
objc_setAssociatedObject (
array,
&overviewKey,
overview,
OBJC_ASSOCIATION_RETAIN
);
[overview release];
NSString *associatedObject =(NSString *) objc_getAssociatedObject (array, &overviewKey);
NSLog(@"associatedObject: %@", associatedObject);
objc_setAssociatedObject (
array,
&overviewKey,
nil,
OBJC_ASSOCIATION_ASSIGN
);
[array release];

}

}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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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枚举是语言中用于快速安全地枚举一个集合的表达式，下面分别介绍快速枚举的定
义及其应用。
1. for…in 表达式
这种快速枚举表达式的定义如下：
for ( Type newVariable in expression ) { statements }

或者：
Type existingItem;
for ( existingItem in expression ) { statements }

这两种表达式中，expression 是一个遵守 NSFastEnumeration 协议的对象。每次循环被迭
代的对象都会返回一个对象并赋给一个循环变量，同时 statements 中定义的代码被执行一次。
当被迭代的对象中已经没有数据可以取出时，循环变量被设为 nil，如果循环在这之前被停
止，那么循环变量会指向最后一次返回的值。
使用快速枚举的好处如下：
更有效率（和直接使用 NSEnumerator 相比）。

表达式更简洁。

更安全。枚举会监控枚举对象的变化，如果在枚举的过程中枚举对象发生变化会抛出

一个异常。
在循环中被循环对象是禁止修改的，所以可以同时进行多个枚举。另外，同其他循环一
样，可以使用 break 停止循环，或者使用 continue 忽略当次循环而进行到下一个元素。
2. 采用快速枚举
一个类如果想对外提供对一个数据集合的访问，可以采用 NSFastEnumeration 协议。基
础框架中的数据集合类 NSArray、NSDictionary 和 NSSet 都采用了这个协议。显而易见枚举
操作可以遍历 NSArray 和 NSSet 的内容。对于其他类，相关文档会说明哪些内容会被枚举。
例如，NSDictionary 和 NSManagedObjectModel 也支持快速枚举，但是 NSDictionary 枚举的
是它的键值，NSManagedObjectModel 枚举的是它的实体。
下面列举了枚举 NSArray 和 NSDictionary 的代码。
NSArray *array = [NSArray arrayWithObjects:@"one", @"two", @"three", @"four", nil];
for (NSString *element in array) {
NSLog(@"element: %@", element);
}
NSDictionary *dictionary = [NSDictionary dictionaryWithObjectsAndKeys:
@"quattuor", @"four", @"quinque", @"five", @"sex", @"six", nil];
NSString *key;
for (key in dictionary) {
NSLog(@"English: %@, Latin: %@", key, [dictionary objectForKey:k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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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 NSEnumerator 进行快速枚举。
NSArray *array = [NSArray arrayWithObjects:@"one", @"two", @"three", @"four", nil];
NSEnumerator *enumerator = [array reverseObjectEnumerator];
for (NSString *element in enumerator) {
if ([element isEqualToString:@"three"]) {
break;
}
}
NSString *next = [enumerator nextObject];
// next = "two"

数据集合或枚举都是有序定义的，如由数组衍生出的 NSArray 或 NSEnumerator 实例的
枚举处理是按顺序进行的，所以当需要时循环计数器会提供相应数据的索引。例如：
NSArray *array = <#Get an array#>;
NSUInteger index = 0;
for (id element in array) {
NSLog(@"Element at index %u is: %@", index, element);
index++;
}

3.2.3

选择器

在 Objective-C 中选择符有两个含义。一种是用在代码中向对象发送消息时，代表了一
个方法名 ；另一种是源代码被编译时，选择器会指向唯一标识以代替方法名，被编译后的选
择器类型为 SEL。所有相同名字的方法会有相同的选择器，可以使用一个选择器来调用一个
对象的方法。这是 Cocoa 中目标 - 动作设计模式的基础。
1. 方法和选择器
出于运行效率的考虑，在编译后的代码中不会使用由 ASCII 码组成的方法名。编译器会
将每个方法名写到一个表中，然后为每个方法名分配一个唯一标识，用于在运行时标识一个
方法。运行时系统会确保每个标识都是唯一，不会出现两个相同的选择器，并且所有相同名
字的方法都使用同一个选择器。
编译后的选择器会分配给一个特定类型 SEL，以区别其他数据。选择器永远不会是 0，
必须让系统为方法分配 SEL 标识符，重复分配是无效的。
@selector() 指令可以直接引用编译后的选择符而不是方法名。下面例子中，将选择符
setWidth:height: 分配给变量 setWidthHeight。
SEL setWidthHeight;
setWidthHeight = @selector(setWidth:height:);

在编译时使用 @selector() 指令将选择符分配给 SEL 变量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需要在运行时将一个字符串转化为一个选择器。可以是用 NSSelectorFromString 方法来实现。
setWidthHeight = NSSelectorFromString(a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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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还可以从选择器得到方法名。使用 NSStringFromSelector 方法从一个选择器返回
一个方法名。
NSString *method;
method = NSStringFromSelector(setWidthHeight);

编译后的选择器标识的是方法名而不是方法本身的实现。例如，一个类有一个 display
方法，它和其他类中定义的 display 方法使用同一个选择器。这个是动态绑定和多态性的基
础 ；这样可以向不同类型的接收者发送相同的消息。如果每一个方法都有一个选择器，那么
消息机制就和方法调用完全相同了。
一个类方法和一个实例方法如果名字相同，它们的选择器也相同。但是由于它们的作用
域不同它们之间并不会造成混淆。一个类可以在定义一个 display 实例方法的同时再定义一个
display 类方法。
方法返回值类型和参数类型，消息只有通过选择器才能访问一个方法的实现，所以它对
同名方法（拥有相同的选择器）的处理都相同。它会从选择器中得到方法的参数类型和返回
值类型。因此，除非向一个静态类型的接收者发送消息，而动态绑定需要所有相同名字的方
法的返回值类型和参数类型全部相同。但是同名的类方法和实例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参数类型
和返回值类型。
2. 在运行时改变消息
performSelector:、performSelector:withObject: 和 performSelector:withObject:withObject:
是在 NSObject 协议中定义的一组方法，它们都接受 SEL 类型的变量。这三个方法都可以直
接映射为消息功能。例如：
[friend performSelector:@selector(gossipAbout:)withObject:aNeighbor];

等同于：
[friend gossipAbout:aNeighbor];

这几个方法使得在运行时改变消息变为可能，同时还允许改变接收消息的对象。变量名
可以用在消息表达式的两个部分。例如：
id
helper = getTheReceiver();
SEL request = getTheSelector();
[helper performSelector:request];

这个例子中，接收者（helper）是在运行时获得的（通过一个虚拟的方法 getTheReceiver）
，同
时需要调用的方法（request）也是在运行时确定的（也是由一个虚拟的方法 getTheSelector 获得）
。
注意

performSelector: 以及它相关的方法返回一个 id 类型的对象。如果调用的方法返回的值

是其他类型可以被转化为合适的类型，但是不是所有的类型都能转化 ；需要方法返回的是一
个指针或者和指针类型相符合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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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 - 动作设计模式
在用户接口控制的处理中，AppKit 很好地使用了在运行时改变接收者和消息的功能。
NSControl 对象可以用于由图形设备为应用发送指令。在软件中，大部分仿真的操作设备
（如按钮、开关、把手、文本栏、刻度盘、菜单项等）处在应用与用户之间，负责将键盘、
鼠标等硬件设备所发出的指令转换为应用特有的指令。例如，“Find”按钮会将一个鼠标点击
事件转换为一个检索指令发送给应用以开始一次检索。
AppKit 定义了一个模板用于创建控制器同时也定义好了一些现成的控制器。例如，
NSButtonCell 类定义了一个对象，可以把它分配给一个 NSMatrix 实例变量并为它初始化大
小、标题、图片、字体、快捷键。当用户点击一个按钮（或使用快捷键），theNSButtonCell
对象会发出一个消息指令告诉应用做什么。要做到这些，NSButtonCell 对象不仅仅要初始化
图片、大小、标题，而且要初始化消息的接收者。因此，一个 NSButtonCell 实例可以初始化
为一个动作（发送的消息中需要调用的方法）和一个目标（消息的接收者）。
[myButtonCell setAction:@selector(reapTheWind:)];
[myButtonCell setTarget:anObject];

当用户点击相应的按钮，按钮使用 NSObject 协议中的 performSelector:withObject: 方法发
送一个消息。所有的消息都有一个参数，控制设备的实例负责发送这个消息。
如果 Objective-C 不允许消息变化，那么所有 NSButtonCell 对象只能发送相同的消息 ；所
要调用的方法名都只能固定写在 NSButtonCell 代码中。这样就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机制将用户
动作转化为一个消息，因为按钮和其他控制器都需要限制消息的具体内容。
这种被限制的消息会使得一个对象不能响应多个按钮。这样就需要为每个按钮创建一个
响应的目标对象，或者目标对象需要判断是哪个按钮发送的消息并以此来决定要执行什么。
并且每次调整了用户接口都必须修改响应这些动作的方法。如果没有了动态消息会造成许多
Objective-C 所极力避免的不必要的麻烦。
4. 避免消息发送错误
如果一个对象收到一个消息调用一个它未定义的方法那么会引起一个错误。这和调用一
个不存在的方法有些相似。但是由于发送消息是在运行时进行的，所以这些错误经常只有到
程序实际运行时才会暴露出来。
当消息的选择器是一个常量并且知道接收者的类型时，这种错误相对容易避免。例如，
自己写了一个程序，当然能够确定接收者能够响应什么。如果接收者是静态类型，编译器会
替完成校验。
但是，如果消息选择器或者接收者的类型是可变的，这种校验就只能到运行时才能进
行。NSObject 类中定义的 respondsToSelector: 方法可以检验一个接收者是否可以响应一个消
息。它把方法选择器作为参数，并且返回接收者是否有一个与选择器相匹配的方法。
if ( [anObject respondsToSelector:@selector(setOrig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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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bject setOrigin:0.0 :0.0];
fprintf(stderr, "%s can't be placed\n",
[NSStringFromClass([anObject class]) UTF8String]);

当向一个对象发送消息，但是这个对象在编译时不能完全控制时，respondsToSelector:
校验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有的代码会根据一个变量向一个对象发送消息来运行不同的方
法，就需要确保接收者实现了需要运行的方法。

3.2.4

静态类型的使用

本节解释一些静态类型工作机制，以及 Objective-C 内部的临时停止动态处理特性。
1. 默认的动态行为
按照语言的设计，Objective-C 对象都为动态实体，尽可能将判断处理由编译时延后到运
行时，其特性如下。
对象所需的内存是由创建实例的类方法在运行时动态分配的。

对象是动态指定类型。在代码中（编译时），任何对象变量都可以是 id 类型不管它是

哪种类的对象。直到程序运行时才会判断这个 id 类型变量的准确类型（它的特定方
法和数据结构）。
消息和方法是动态绑定的，在运行时程序将消息中的方法选择器匹配到接收者的一个

方法。
这些特性给面向对象程序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和灵活性，但是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特别
是编译器无法对 id 类型的变量进行精确的类型校验。为了在编译时能进行更好的类型校验，
同时要提高代码自身的可读性，Objective-C 允许使用类名来静态地为一个对象指定类型。同
时 Objective-C 还允许关闭一些它的面向对象特性，使一些处理从运行时回到编译时。
注意

在某种程度上，消息的方式比方法调用慢一些，但是这些性能消耗同实际执行的工

作比起来微不足道。通过取消 Objective-C 的灵活性而带来的性能变化，只有通过分析工具
（如 Shark 或 Instruments）进行分析时才能感觉到。
2. 静态类型
如果用一个类名取代 id 出现在对象声明中，如下：
Rectangle *thisObject;

这样编译器会对声明的变量进行类型限制只能是声明中指定的类或其子类。如上面这个例
子，thisObject 只能是 Rectangle 或其子类类型的对象。
静态定义类型的对象与定义为 id 类型的对象拥有同样的内部数据结构。类型不会影响对
象本身，它仅仅是为编译器和代码的阅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第 3 章 Objective-C——构建 iOS 应用程序的基石

85

静态类型不会影响运行时对象的处理。静态类型的对象也是由创建 id 类型实例的类方
法动态分配内存。如果 Square 是一个 Rectangle 的子类，以下代码中 thisObject 仍然是一个
Square 对象拥有 Square 定义的所有实例变量，不会因为指定为 Rectangle 类型而有所不同。
Rectangle *thisObject = [[Square alloc] init];

发送到静态类型对象的消息也是动态绑定的，与发送给 id 类型对象是相同的。静态指定
类型的接受者在运行时的消息处理中，仍然会进行精确类型的检测。例如，向 thisObject 对
象发送 display 消息：
[thisObject display];

以上执行的是 Square 类中的 display 方法，而不是其父类 Rectangle 中的方法。
作为提供给编译器额外的对象信息，静态类型比 id 类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在某些情况下，静态类型可以进行编译时的类型校验。

静态类型使对象摆脱相同名称的方法必须有相同参数类型和返回值的限制。

静态类型允许使用结构指针运算符（.）直接访问一个对象的实例变量。

3. 类型校验
当使用静态类型时，编译器可以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提供更好的类型校验。
当向一个静态类型的接收者发送一个消息时，编译器可以确定接收者是否可以响应。

如果接收者没有与消息中方法名相对应的方法，编译器会发出一个警告。
当一个静态类型的对象被分配到一个静态类型的变量，编译器会判断它们的类型是否

匹配。如果不匹配会发出一个警告。
若要在赋值操作时避免警告，需要对象的类型同变量的类型相同，或者为变量类型的子
类。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点：
Shape
*aShape;
Rectangle *aRect;
aRect = [[Rectangle alloc] init];
aShape = aRect;

这里 aRect 可以分配给 aShape，因为矩形是图形的一种（Rectangle 类继承自 Shape）。
但是，如果两者的角色调换一下，也就是说，将 aShape 分配给 aRect，编译器会生成一个警
告，因为不是所有的图形都是矩形。
当表达式中等号两边的任何一个对象的类型为 id 时，都不会进行类型校验。静态类型的
对象可以任意分配给 id 类型的对象，或者 id 类型的对象也可以分配给任何一个静态类型对
象。由于方法 alloc 和 init 会返回 id 类型的对象，所以编译器并不能确保为静态类型变量返
回一个类型合适的对象。像下面这样为变量赋值虽然很容易出错误，但是仍然是被允许的。
Rectangle *aRect;
aRect = [[Shape alloc] 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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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返回值和参数类型
通常情况下，不同类中的同名方法其参数和返回值类型也必须相同。这一限制由编译器
强制执行以实现动态绑定。因为在运行时编译器无法知道一个消息接收者的类型（实现被调
用方法的类），编译器必须对相同名字的方法相似对待。当编译器为运行时系统准备方法的
信息时，它仅创建一个方法描述来应对每一个方法选择器。
但是，当向静态类型对象发送一个消息时，编译器知道接收者的类型。编译器可以取
得关于这个特定类中方法的定义信息，因此消息的返回值和参数类型就不再受以上所述的
约束。
5. 继承类的静态类型
一个类的实例可以被静态地制定为它本身类的类型，也可以被指定为它所继承的类的类
型。例如，所有的实例都可以被静态地指定为 NSObject 类型。但是，编译器只是通过类型
定义中的类名来确定类的静态类型并进行类型校验。因此为一个实例指定一个它所继承类的
类型，会使编译器所预期的处理与运行时实际的处理出现偏差。
例如，把一个 Rectangle 实例指定为 Shape 类型，编译器会认为它就是一个 Shape 实例。
Shape *myRectangle = [[Rectangle alloc] init];

如果向这个对象发送一个消息运行一个 Rectangle 中的方法，编译器会报错。
BOOL solid = [myRectangle isFilled];

因为 isFilled 方法是在 Rectangle 类中定义的（而不是在 Shape 中）。但是，如果发送一个消
息运行一个 Shape 中的方法，编译器不会报错：
[myRectangle display];

即使 Rectangle 已经复写了这个方法，但是在运行时，实际运行的方法是 Rectangle 中定义的
方法。类似地，有一个 Upper 类声明一个 worry 方法有一个 double 类型返回值：
-(double)worry;

同时，Upper 的子类 Middle 复写了这个方法并返回一个新类型的返回值：
-(int)worry;

如果一个实例被静态指定为 Upper 类型，编译器会认为它的 worry 方法返回一个 double
类型返回值，同时如果一个实例被指定为 Middle 类型，编译器会认为 worry 应该返回一个 int
类型。如果一个 Middle 实例被指定为 Upper 类型，编译器会通知运行时系统对象的 worry 方
法返回一个 double 类型，但是在运行时实际的返回值为 int 类型同时会生成一个错误。
静态类型可以使同名方法不必受必须使用相同类型参数返回值的约束，但是只有应用在
不同继承关系中定义的方法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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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块
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块，本节将进一步介绍块的用法及其特性。块

是添加到 C、Objective-C 和 C++ 中的语言特征，允许创建不同的代码段作为值传递给方
法或函数。同时，块还是 Objective-C 的对象，这意味着可以把它们添加到集合中，例如
NSArray 或 NSDictionary。因为它们还能从封闭的范围内获取值，使它类似于 Closures 或者
Lambdasin 等编程语言。

3.3.1

块可以带参数和返回值

就像方法和函数一样，块也可带参数并且返回值。下面的例子中，块带有两个参数，并
且返回 double 类型的值，代码如下：
double (^multiplyTwoValues)(double, double);

相应的块文字也可以看起来像这样：
^ (double firstValue, double secondValue) {
return firstValue * secondValue;
}

firstValue 和 secondValu 作为块的输入参数，就像带有参数的函数定义一样。在这个例子
中，返回值的类型由块内部返回语句决定。
当然，也可以在外部明确返回值的类型，方法是在符号“^”和左括号“(”之间插入指
定的返回值类型，例如：
^ double (double firstValue, double secondValue) {
return firstValue * secondValue;
}

一旦声明和定义了块，就可以调用它，就像使用函数一样：
double (^multiplyTwoValues)(double, double) =^(double firstValue, double secondValue) {
return firstValue * secondValue;
};
double result = multiplyTwoValues(2,4);
NSLog(@"The result is %f", result);

3.3.2

块可以捕获封闭范围内的值

对于包含的可执行代码，块也能从包含它的范围内捕获不同的状态。如果在一个方法中
声明块文字，它可以捕获任何访问该方法范围内的值，例如：
- (void)testMethod {
int anInteger = 42;
void (^testBlock)(vo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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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Integer is: %i", anInteger);
};
testBlock();

在这个例子中，变量 anInteger 在块外被声明且初始化，但块可以在定义的区域内捕获
anInteger 的值。这意味着，如果改变的值在块定义之后，改变变量 anInteger 的值不会影响捕
获值的变化，例如：
int anInteger = 42;
void (^testBlock)(void) = ^{
NSLog(@"Integer is: %i", anInteger);
};
anInteger = 84;
testBlock();

由块捕获的值不受影响。这意味着，日志输出仍然是：
Integer is: 42

这说明该块不能改变原来的变量，以及捕获的值。

3.3.3

在块内捕获变量值的变化

如果使用 _block 存储类型修饰符来修改原来的变量声明，这意味着，变量一直存活在
共享存储，即在原始变量的词法作用域和任何块的声明区域之间，也可以捕获到该变量的变
化。举个例子，重写前面的例子：
_block

int anInteger = 42;

void (^testBlock)(void) = ^{
NSLog(@"Integer is: %i", anInteger);
};
anInteger = 84;
testBlock();

因为 anInteger 被声明为 _block 是共享的存储块变量，现在的日志输出显示：
Integer is: 84

这说明该块可以修改原始的值：
_block

int anInteger = 42;

void (^testBlock)(void) = ^{
NSLog(@"Integer is: %i", anInteger);
anInteger = 100;
};
testBlock();
NSLog(@"Value of original variable is now: %i", anInteger);

这一次输出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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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er is: 42
Value of original variable is now: 100

3.3.4

块可以作为函数或者方法的参数

在前面的例子中，块定义之后会立即调用它。在实际的开发中常见的用法是，把块传递
给函数或者方法用于其他地方的调用。在后台，可以使用“Grand Central Dispatch”调用块。
例如定义一个块供一个任务重复性调用（后面会讨论块的并发性和枚举）。
块也可以用来进行回调，定义要执行的代码作为要完成的任务。程序可能通过创建一个对
象执行复杂的任务，来响应用户的操作，例如一个 Web 服务的请求信息。由于执行任务可能会
花费很长的时间，当某种任务发生时，最好能显示出各种进度；一旦任务完成立刻隐藏该指示。
块也可以用来进行回调，定义要执行的代码作为要完成的任务。程序可能通过创建一个
对象来执行复杂的任务来响应用户的操作，例如一个 Web 服务的请求信息。由于执行任务可
能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当某种任务发生时，最好能显示出各种进度，一旦任务完成立刻隐藏
该指示。将使用委托，即创建一个合适的委托协议，实现所需要的方法，把你的对象设置为
任务的委托，然后等待，一旦任务完成立即调用对象中的委托方法。
使用块可以使这些变得容易很多，但是在任务初始化开始的时候，就能定义回调的行
为，例如：
- (IBAction)fetchRemoteInformation:(id)sender {
[self showProgressIndicator];
XYZWebTask *task = ...
[task beginTaskWithCallbackBlock:^{
[self hideProgressIndicator];
}];
}

编写代码时，在任务完成的前后，通过块让它聚集在一个地方来参与处理任务，可以大
大增加代码的可读性。下面的例子中，声明 beginTaskWithCallbackBlock 方法。
-(void)beginTaskWithCallbackBlock:(void (^)(void))callbackBlock;

在块的应用中，可以用参数 (void (^)(void)) 作为块不带任何值的参数或者返回值。下面
执行的方法就是以通常的方式调用块：
- (void)beginTaskWithCallbackBlock:(void (^)(void))callbackBlock {
...
callbackBlock();
}

块也可以是方法的参数，以一个或多个参数的方式作为块变量：
- (void)doSomethingWithBlock:(void (^)(double, double))block {
...
block(21.0,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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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定义多个块具有相同签名的，可能想定义自己的签名类型。举个例子，可以定
义一个类型，不带任何参数或返回值，这样一个简单的块如下所示：
typedef void (^XYZSimpleBlock)(void);

然后，使用自定义类型作为方法的参数或者用来创建块变量，例如：
XYZSimpleBlock anotherBlock = ^{
...
};
- (void)beginFetchWithCallbackBlock:(XYZSimpleBlock)callbackBlock {
...
callbackBlock();
}

把块作为返回值或者把其他的块作为参数时，自定义类型特别有用。看下面的例子：
void (^(^complexBlock)(void (^)(void)))(void) = ^ (void (^aBlock)(void)) {
...
return ^{
...
};
};

变量 complexBlock 指向的块把另一个块作为参数，并且把另一个块作为返回值。使用
类型定义重写代码，这样变得更可读：
XYZSimpleBlock (^betterBlock)(XYZSimpleBlock) = ^ (XYZSimpleBlock aBlock) {
...
return ^{
...
};
};

3.3.6

使用属性可跟踪块

定义一个属性来跟踪一个块，跟定义一个块变量类似，例如：
@interface XYZObject : NSObject
@property (copy) void (^blockProperty)(void);
@end

注意

由于在原来的范围之外，需要用一个块来跟踪其捕获的状态，所以最好特别复制一下

作为属性的特性。在使用自动的引用计数时，不用担心，因为它会自动发生，且对于属性的
特性其最佳的处理方式是能显示其行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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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属性设置或调用就像任何其他块变量一样：
self.blockProperty = ^{
...
};
self.blockProperty();

也可以使用类型定义块属性的声明，例如：
typedef void (^XYZSimpleBlock)(void);
@interface XYZObject : NSObject
@property (copy) XYZSimpleBlock blockProperty;
@end

3.4

小结
通 过 本 章 介 绍， 相 信 你 对 于 Objective-C 语 言 整 体 上 有 了 一 个 清 晰 的 认 识。 同 时 对

于 Objective-C 2.0 语言新增的几个特性以及 iOS 4 新增的块也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在
后 面 的 章 节 中， 我 们 将 围 绕 Objective-C 的 某 一 个 点 做 进 一 步 介 绍， 一 步 一 步 地 加 深 对
Objective-C 语言的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