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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Objective-C程序设计
本章我们将直接切入正题，并演示如何编写第一个Objective-C程序。你现在还不需要使用
对象，对象是下一章讨论的主题。希望你能通过本章理解编写程序和编译并运行它的各个步骤。
我们重点讲解了在Windows和Macintosh计算机上的这一过程。
首先，举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在屏幕上显示短语“Programming is fun！”的程序。无需
大费周折，代码清单2-1显示了用于完成此任务的Objective-C程序。
代码清单2-1
// First program example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NSLog (@"Programming is fun!");
[pool d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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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
}

2.1 编译并运行程序
在详细解释这个程序之前，先要学习编译和运行此程序的步骤。可以使用Xcode编译并运
行程序，或者使用GNU Objective-C编译器在Terminal窗口中编译并运行程序。我们将用这两种
方法分别实现这一系列步骤。然后，你可以确定如何处理本书其余部分的程序。
注意

这些工具应该预安装在所有使用OS X的Mac机上。如果单独安装OS X，则务必

要安装Developer Tools。
2.1.1 使用Xcode
Xcode是一款功能齐全的应用程序，使用它可轻松输入、编译、调试和执行程序。如果想
在Mac机上开发应用程序，那么学习使用这个强大的工具是值得的。这里只是介绍入门知识，
后面会再次回到Xcode并逐步介绍如何使用它开发图形应用程序。
首先，Xcode位于位于Developer文件夹内一个名称为Applications的子
文件夹中。图2-1显示了该工具的图标。
启动Xcode，在File菜单下，选择New Project（参见图2-2）。

图2-1 Xcode图标

此时出现一个窗口，如图2-3所示。

图2-2 启动一个新项目

图2-3 启动一个新项目：选择应用程序类型

在左侧窗格中向下滚动，直至找到Command Line Utility。在右上窗格中，突出显示
Foundation Tool，现在窗口应该如图2-4所示。
单击Choose，这会打开新窗口，如图2-5所示。
我们将第一个程序命名为prog1，所以在Save As字段中输入此名称。可以创建一个单独的
文件夹来存储所有的项目。在我的系统上，我将本书中使用的项目保存在一个称为ObjC Pr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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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夹中。

图2-4 启动一个新项目：创建Foundation Tool

图2-5 Xcode文件列表窗口

单击Save按钮创建新项目，此时显示一个项目窗口，如图2-6所示。注意，如果你已经使用
过Xcode或更改了其中的选项，那么显示的窗口可能与此处的稍有不同。
现在可以输入第一个程序了。在右上窗格中选择文件prog1.m，此时应该出现如图2-7所示
的Xcode窗口。
Objective-C源文件使用.m作为文件名的最后两个字符（称为扩展名）。表2-1列出了其他常
用的文件扩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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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Xcode prog1项目窗口

图2-7 文件prog1.m和编辑窗口
表2-1 常见的文件扩展名
扩展名

含 义

.c
.cc，.cpp
.h

C语言源文件
C++语言源文件
头文件

.m

Objective-C源文件

扩展名
.mm
.pl
.o

含 义
Objective-C++源文件
Perl源文件
Object（已编译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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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Xcode项目窗口，窗口的右下侧显示了文件prog1.m并且包含以下代码：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 insert code here...
NSLog (@"Hello World!");
[pool drain];
return 0;
}

注意

如果看到没有显示文件内容，则必须点击并向上拖动右下窗格，让编辑窗口显

示出来。同样，如果以前使用过Xcode，可能会出现此情况。
可在该窗口内编辑文件。Xcode已创建了模板文件供你使用。
修改Edit窗口中显示的程序，使之与代码清单2-1相符。在prog1.m开始添加的行中，首先
输入两个斜杠字符（//），这称为注释；稍后会更详细地介绍注释。
现在Edit窗口中的程序应该如下所示：
// First program example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NSLog (@"Programming is fun!");
[pool drain];
return 0;
}

不要担心屏幕上为文本显示的各种颜色。Xcode使用不同的颜色指示值、保留字等内容。
现在应该编译并运行第一个程序了，用Xcode的术语来说，称为构建并运行。但是，首先
需要保存程序，方法是从File菜单中选择Save。如果在未保存文件的情况下尝试编译并运行程
序，Xcode会询问你是否需要保存。
在Build菜单下，可以选择Build或Build and Run。我们选择后者，因为如果构建时不会出
现任何错误，则会自动运行此程序。也可点击工具栏中出现的Build and Go图标。
注意

Build and Go意味着“构建，然后执行上次最后完成的操作”，这可能是Run、

Debug、Run with Shark或Instruments等。首次为项目使用此图标时，Build and Go意
味着构建并运行程序，所以此时使用这个操作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知道“Build and
Go”与“Build and Run”之间的区别。
如果程序中有错误，在此步骤期间会看到列出的出错消息。如果情况如此，可回到程序中
解决错误问题，然后再次重复此过程。解决程序中的所有错误之后，会出现一个新窗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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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prog1-Debugger Console。这个窗口中包含了程序的输出，该内容应该与图2-8所示的类似。
如果该窗口没有自动出现，可进入主菜单栏并从Run菜单中选择Console。稍后我们会讨论
Console窗口的实际内容。

图2-8 Xcode Debugger Console窗口

使用Xcode编译并运行第一个程序的这部分过程已经完成了。下面总结一下使用Xcode创建
新程序的步骤：
1. 启动Xcode应用程序。
2. 如果开发新项目，选择File、New Project。
3. 为应用程序类型选择Command Line Utility、Foundation Tool，然后点击Choose。
4. 选择项目名称，还可以选择在那个目录中存储项目文件，然后点击Save。
5. 在右上窗格中，会看到文件prog1.m（或者是你为项目起的其他名称，后面是.m）。突出
显示该文件。在该窗口下面出现的编辑窗口中输入你的程序。
6. 选择File、Save，保存已完成的更改。
7. 选择Build、Build and Run，或者点击Build and Go按钮构建并运行程序。
8. 如果出现任何编译器错误或者输出内容不符合要求，对程序进行所需的更改并重复执行
步骤6和7。
2.1.2 使用Terminal
有些人可能不想从学习使用Xcode开始Objective-C程序设计之旅。如果习惯于使用UNIX
shell和命令行工具，可能会用Terminal应用程序编辑、编译和运行程序。下
面说明如何使用Terminal执行上述操作。
第 一 步 ： 启 动 M a c 上 的 Te r m i n a l 应 用 程 序 。 Te r m i n a l 应 用 程 序 位 于
Application文件夹下，存储在Utilities中。其图标如图2-9所示。
启动Terminal应用程序，将看到一个类似于图2-10的窗口。

图2-9 Terminal
程序图标

命令要在每一行的$（或者%，这取决于Terminal应用程序的配置）之后键入。如果熟悉
UNIX的使用，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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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Terminal窗口

首先，需要将代码清单2-1中的程序行输入到一个文件中。可以从创建一个用于存储这个程
序例子的目录开始。然后，还必须运行一个文本编辑器（例如vi或者emacs）来输入这个程序：
sh-2.05a$ mkdir Progs
sh-2.05a$ cd Progs
sh-2.05a$ vi Prog1.m
..

创建一个存储程序的目录
转到新目录
启动文本编辑器来输入程序

注意 在前一个例子以及本书的其余部分中，由你（即用户）输入的命令都用黑体表示。
对于Objective-C文件，可以选择要使用的任何名；只要确保最后两个字符是.m即可。这样
编译器就知道有一个Objective-C程序。
将程序输入到文件中之后，可以使用名为gcc的GNU Objective-C编译器来编译并链接这个
程序。gcc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gcc -framework Foundation files -o progname

该选项说明你要使用有关Foundation框架的信息：
-framework Foundation

要记住在命令行上使用该选项。files表示一列将要编译的文件。在我们的例子中，这样的
文件只有一个，我们将其命名为prog1.m。如果编译时没有任何错误，那么包含这个可执行文
件的文件名将是progname。
我们把这个程序名为prog1；则下面是用于编译第一个Objective-C程序的命令行：
$ gcc -framework Foundation prog1.m -o prog1 Compile prog1.m & call it prog1
$

命令提示符在返回时没有附带任何消息，这意味着编译器没有在程序中发现错误。现在，
可以在命令提示符后键入名称prog1来继续执行这个程序：
$ prog1
Execute prog1
sh: prog1: command not found
$

除非事先已使用Terminal，否则，很可能得到上面的结果。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UNIX
的shell（即运行该程序的应用程序）并不知道prog1位于何处（我们不在这里讲述所有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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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此时有两种选择：其一，将字符./放在程序名之前，以便告知shell在当前目录查找要执行
的程序。其二，将用于存储程序的目录（或者只是当前目录）添加到shell的PATH变量中。此
处采用第一种方法：
$ ./prog1
Execute prog1
2008-06-08 18:48:44.210 prog1[7985:10b] Programming is fun!
$

应该注意的是，通过Terminal编写和调试Objective-C程序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这并
不是很好的长期策略。如果想构建Mac OS X或iPhone应用程序，除了可执行文件，还有很多文
件都需要“打包”到应用程序软件包中。在Terminal中执行这些操作并不容易，而Xcode则对
此很擅长。因此，我建议你首先学习如何使用Xcode开发程序。这样学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
所有努力最终会证明是值得的。

2.2 解释第一个程序
现在，你熟悉了编译并运行Objective-C程序的各个步骤，我们更详细地讲述这个程序。下
面再次给出该程序。
// First program example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NSLog (@"Programming is fun!");
[pool drain];
return 0;
}

在Objective-C中，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是不同的。同样，Objective-C并不关心你在程序行
的何处开始输入，程序行的任何位置都能输入语句。利用这个事实可以开发容易阅读的程序。
程序的第一行
// First program example

引入了注释的概念。
程序中使用的注释语句用于说明程序并增强程序的可读性。注释负责告诉该程序的读者，
不管他是程序员还是其他负责维护该程序的人，这只是程序员在编写特定程序和特定语句序列
时的想法。
向Objective-C程序中插入注释时，有两种方式。其一，使用两个连续的斜杠（//）。双斜杠
后直到这行结尾的任何字符都将被编译器忽略。
注释还能以两个字符/和*开始。它们表示注释的开始，但必须终止这种注释。要终止注释，
需要再次使用字符*和/，而且中间不能插入任何空格。开始/*和结束*/之间的所有字符都被看
作注释语句的一部分，从而被Objective-C编译器忽略。注释跨越很多程序行时，通常使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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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格式，例如以下所示：
/*
This file implements a class called Fraction, which
represents fractional numbers. Methods allow manipulation of
fractions, such as addition, subtraction, etc.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sult the document:
/usr/docs/classes/fractions.pdf
*/

使用哪种风格的注释完全由你决定。只要注意：/*风格的注释不能嵌套使用。
在编写程序或者将其键入到计算机上时，应该养成在程序中插入注释的习惯。这种习惯有
三方面的好处：首先，当特殊的程序逻辑在你的大脑中出现时就说明程序，要比程序完成后再
回来重新思考这个逻辑简单得多。其次，通过在工作的早期阶段把注释插入程序中，可在调试
阶段隔离和调试程序逻辑错误时受益匪浅。注释不仅可以帮助你（或者其他人）通读程序，而
且还有助于指出逻辑错误的根源。最后，我甚至还发现有一个程序员实际上喜欢为程序添加注
释。事实上，在调试完程序后，你很可能不喜欢再返回程序来插入注释。在开发程序过程中插
入注释会使这项乏味的工作变得稍微容易。
代码清单2-1的下一个程序行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告诉编译器找到并处理名为Foundation.h的文件，这是一个系统文件，就是说，这个文件不是
你创建的。#import表示将该文件的信息导入或包含到程序中，在这一点上，特别像把此文件的
内容键入到程序中。要导入文件Foundation.h，因为它包含程序结尾处用到的其他类和函数的
有关信息。
在代码清单2-1中，程序行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指定程序的名称为main，它是一个特殊名称，用于准确地表示程序将在何处开始执行。main之
前的保留字int指定main返回的值类型，该值为整型（很快将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我们
将暂时忽略出现在开始和结束圆括号之间的内容。它们与名为命令行参数的内容有关，我们将
在第13章中再作讨论。
认识了针对系统的main,可以准确指定这个例程要执行哪些工作。把例程的所有程序语句放
入到一对花括号中，可完成这项工作。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条语句就是一个以分号结束的表
达式。系统将把位于花括号中间的所有程序语句看作main例程的组成部分。代码清单2-1有4条
语句。
代码清单2-1中的第一条语句是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这条语句为自动释放池在内存中保留了空间。我们会在第17章中全面讨论这个内容。作为
模板的一部分，Xcode会将这行内容自动放入程序中，所以现在先不要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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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条语句指定要调用名为NSLog的例程。传递或传送给NSLog例程的参数，或实参，是
以下字符串：
@"programming is fun!"

此处@符号在位于一对双引号的字符串前面。这称为常量NSString对象。
注意 如果你有一定的C程序设计经验，可能会被前面的@字符所迷惑。如果没有前面
的@字符，就是在编写常量C类型的字符串；有了这个符号，就是在编写NSString字符
串对象。
NSLog例程是Objective-C库中的一个函数，它仅仅显示或记录其参数（或者参数列表，很
快将会看到）。但是之前它会显示该例程的执行日期和时间、程序名，以及其他我们在此不会
介绍的数值。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中，我们不会列出NSLog在输出前面插入的这些文本。
Objective-C的所有程序语句必须使用分号（;）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分号会在NSLog调用的
结束圆括号之后立即出现。
退出程序之前，应该使用类似于下面的语句释放已分配的内存池（以及与程序相关联的对
象）：
[pool drain];

同样，Xcode会在程序中自动插入此行内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介绍该语句的作用。
main中的最后一条程序语句是：
return 0;

它表示要终止main的执行并送回（或返回）一个状态值0。按照约定，0意味着程序正常结
束。任何非零值通常表示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很可能无法找到程序所需的文件。
如果你正在使用Xcode，回顾Debug Console窗口（参见图2-8），会发现在NSLog输出的行
之后将显示如下：
The Debugger has exited with status 0.

你应该理解这条消息在此处的含义。
现在，我们将结束第一个程序的讨论，对它进行修改以便同时显示短语“And programming
in Objective-C is even more fun!”。这项工作可以通过简单地添加另一个对NSLog例程的调用来
实现，如代码清单2-2所示。记住，每个Objective-C程序语句必须使用分号结束。
代码清单2-2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NSLog (@"Programming is fun!");
NSLog (@"Programming in Objective-C is even more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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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 drain];
return 0;
}

如果键入代码清单2-2，然后编译并运行它，你可能期望在终端上看到以下输出（同样，没
有显示NSLog通常在输出前面加入的那些文本）。
代码清单2-2 输出
Programming is fun!
Programming in Objective-C is even more fun!

在下一个程序例子中将看到，无需为每行输出单独调用NSLog例程。
首先，让我们看看特殊的两字符序列。反斜杠（\）和字母n，合起来称为换行符。换行符
通知系统要准确完成其名称所暗示的工作：转到一个新行。任何要在换行符之后输出的字符随
后将出现在显示器的下一行。事实上，换行符非常类似于一台打字机上结束符（carriage return）
的概念。
研究代码清单2-3中列出的程序，并在检验输出之前尝试预测结果（不要作弊，开始！）。
代码清单2-3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NSLog (@"Testing...\n..1\n...2\n....3");
[pool drain];
return 0;
}

代码清单2-3 输出
Testing...
..1
...2
....3

2.3 显示变量的值
用NSLog不仅能显示简单短语，还能显示变量的值以及计算结果。代码清单2-4使用NSLog
例程显示两个数（即50和25）相加的结果。
代码清单2-4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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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int sum;
sum = 50 + 25;
NSLog (@"The sum of 50 and 25 is %i", sum);
[pool drain];
return 0;
}

代码清单2-4 输出
The sum of 50 and 25 is 75

main中自动释放池后面的第一条程序语句将变量sum定义为整型。在应用程序中使用所有
程序变量之前，都必须先定义它们。变量的定义向Objective-C编译器说明程序将如何使用这些
变量。编译器需要这些信息来生成正确的指令，以便将值存储到变量中或者从变量中检索值。
定义成int的变量只能用于存储整型值，就是说，没有小数位的值。整型值的例子有3、5、-20
和0。带有小数位的数字，例如2.14、2.455和27.0，称为浮点数，它们是实数。
整型变量sum用于存储两个整数50和25相加的结果。我们故意在这个变量定义的下面留下
一个空行，以便在视觉上区分例程的变量定义和程序语句；严格来讲，这是一个风格问题。有
时候，在程序中添加单个空白行可使程序的可读性更强。
程序语句
sum = 50 + 25;

在作用上与其他大多数程序设计语言中一样：数字50和数字25相加（如加号所示），并把结果
存储（如赋值运算符，或者等号所示）到变量sum中。
现在，代码清单2-4中的NSLog例程调用的圆括号中有两个参数。这些参数用逗号隔开。
NSLog例程的第一个参数总是要显示的字符串。然而，在显示字符串的同时，通常还希望要显
示某些程序变量的值。在这个例子中，你希望在显示字符之后，还要显示变量sum的值：
The sum of 50 and 25 is

第一个参数中的百分号是一个特殊字符，它可被NSLog函数识别。紧跟在百分号后的字符
指定在这种情况下将要显示的值类型。在前一个程序中，字母i被NSLog例程识别，它表示将要
显示的是一个整数。
只要NSLog例程在字符串中发现%i字符，它都将自动显示例程第二个参数的值。因为sum
是NSLog的下一个参数，所以它的值将在显示字符The sum of 50 and 25 is之后自动显示。
现在，尝试预测代码清单2-5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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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清单2-5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int value1, value2, sum;
value1 = 50;
value2 = 25;
sum = value1 + value2;
NSLog (@"The sum of %i and %i is %i", value1, value2, sum);
[pool drain];
return 0;
}

代码清单2-5 输出
The sum of 50 and 25 is 75

main中的第二条程序语句定义了3个int变量，分别名为value1、value2和sum。这条语句可
以等价地表示成以下3条独立的语句：
int value1;
int value2;
int sum;

定义这3个变量后，程序将50赋值给变量value1，将25赋值给变量value2。然后计算两个变
量的和并将结果赋值给变量sum。
现在，NSLog例程的调用包含4个参数。同样，第一个参数通常叫做格式字符串，它向系
统描述其余参数的显示方式。value1的值将在The sum of之后立即显示。类似地，value2和sum
两者的值将在适当的位置输出，该位置由格式字符串中后两个%i字符指定。

2.4 小结
本章是介绍性的一章，上述讨论包括了使用Objective-C开发程序的相关内容。至此，你应
该对使用Objective-C进行程序设计有了很好的体验，而且应该能够独立地开发小程序。在下一
章中，开始领略这个功能强大而且灵活的程序设计语言的一些更复杂的内容。但是首先，要尝
试一下能否完成以下练习，确保你理解了本章解释的概念。

2.5 练习
1. 键入并运行本章出现的5个程序。将每个程序产生的输出与原文中每个程序后面列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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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进行比较。
2. 编写一个可显示以下文本的程序：
In Objective-C, lowercase letters are significant.
main is where program execution begins.
Open and closed braces enclose program statements in a routine.
All program statements must be terminated by a semicolon

3. 以下程序输出什么内容？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int i;
i = 1;
NSLog (@"Testing...");
NSLog (@"....%i", i);
NSLog (@"...%i", i + 1);
NSLog (@"..%i", i + 2);
[pool drain];
return 0;
}

4. 编写一个程序，执行87减15这个操作并显示其结果，同时还要显示一条适当的消息。
5. 找出以下程序中的语法错误。然后键入并运行改正之后的程序以确保找出了所有错误：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INT sum;
/* COMPUTE RESULT //
sum = 25 + 37 - 19
/ DISPLAY RESULTS /
NSLog (@'The answer is %i' sum);
[pool drain];
return 0;
}

6. 以下程序输出什么结果？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第 2 章 Objective-C程序设计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int answer, result;
answer = 100;
result = answer - 10;
NSLog (@"The result is %i\n", result + 5);
[pool drain];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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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们将学习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一些关键概念，并开始使用Objective-C中的类。你需
要学习少量术语，我们将用非正式的形式向你介绍。本章只会讲解一些基本的术语，因为一下
子讲太多你可能无法轻易接受。参见本书结尾的附录A，可以获得这些术语的更为精确定义。

3.1 到底什么是对象
对象就是一个事物。把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看成一个事物，而且想对这个事物做些工作。
这与C语言不同，C语言通常称为过程性语言。在C语言中，通常是先考虑要做什么，然后才关
注对象……这几乎总是与面向对象的思考过程相反。
我们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假定你有一辆汽车，显然它是一个对象，而且是你拥有的
一个对象。你并不是拥有任意一辆汽车，而是一辆特定的汽车，它由一家制造厂制造，可能在
底特律，可能在日本，也可能在其他地方。你的汽车拥有一个车辆识别号码（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VIN），它唯一标识你的汽车。
在面向对象的用语中，你的汽车是汽车的一个实例。如果继续使用术语，car就是类的名称，
这个实例就是从该类创建的。因此，每制造一辆新汽车，就会创建汽车类的一个新实例，而且
汽车的每个实例都称作一个对象。
表3-1 对象的操作

你的汽车可能是银白色的，内部装饰为黑色，是辆敞
篷车或者有金属顶盖，等等。此外，你还用这辆汽车执

对象

行特定的操作。例如，驾驶汽车、加油、（满怀希望地）

你的汽车

洗车、接受维修，等等。这些情况在表3-1中做了描述。
表3-1所列的操作可以对你的汽车实现，也可以对其
他汽车实现。例如，你姐姐会驾驶她的汽车、洗车、加

使用对象执行的操作
驾驶
加油
洗车
维修

油，等等。

3.2 实例和方法
类的独特存在就是一个实例，对实例执行的操作名为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方法可以应用
于类的实例或者类本身。例如，可将洗车作为一个实例（事实上，表3-1列出的所有方法都将
作为实例方法）。如果把“找出一家制造厂制造了多少款汽车”应用于这个类，那么它将是一
个类方法。
假设你有两辆使用装配线制作的汽车，它们看上去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内部设计，相同
的喷漆颜色，等等。它们可能同时启动，但是由于每部汽车是由它各自的主人驾驶的，这就使
它们获得了自身独一无二的特性。例如，一辆汽车可能后来有了刮痕，而另一辆汽车可能行驶
了更远的距离。每个实例或对象不仅包含从制造商那里获得的有关原始特性的信息，还包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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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前特性。这些特性可以动态改变。当驶汽车时，油箱的油渐渐耗尽，汽车越来越脏，轮胎
也逐渐磨损。
对对象使用方法可以影响对象的状态。如果方法是“给汽车加油”，执行这个方法之后，
汽车的油箱将会加满。这个方法影响了汽车油箱的状态。
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对象是类的独特表示，每个对象都包含一些通常对该对象来说是私有
的信息（数据）。方法提供访问和改变这些数据的手段。
Objective-C采用特定的语法对类和实例应用方法：
[ ClassOrInstance method ];

在这条语句中，左方括号后要紧跟类的名称或者该类的实例的名称，它后面可以是一个或
多个空格，空格后面是将要执行的方法。最后，使用右方括号和结束分号来终止。请求一个类
或实例来执行某个操作时，就是在向它发送一条消息，消息的接收者称为接收者。因此，有另
一种方式可以表示前面所描述的一般格式，如下所示：
[ receiver message ];

回顾上一个列表，使用这个新语法为它编写所有方法。在此之前，你需要获得一辆新车。
去制造厂购买一辆，如下所示：
yourCar = [Car new];

得到一辆新车

向Car类（消息的接收者）发送一条消息请求它卖给你一辆新车。得到的对象（它代表你
的独特汽车）将被存储到变量yourCar中。从现在开始，可用yourCar引用你的汽车实例，就是
你从制造厂买的那辆汽车。
因为你到制造厂购买了一辆新汽车，所以这个新方法可叫做制造厂方法，或者类方法。对
新车执行的其余操作都将是实例方法，因为它们应用于你的新车。下面是一些可能为这辆新车
编写的示例消息表达式：
[yourCar
[yourCar
[yourCar
[yourCar
[yourCar

prep];
drive];
wash];
getGas];
service];

准备好第一次使用
驾驶汽车
洗车
如果需要就给汽车加油
维修

[yourCar topDown];
是否为一辆敞篷车
[yourCar topUp];
currentMileage = [yourCar currentOdometer];

最后一个示例显示的实例方法可返回信息— 即当前的行驶里程，这通过里程表
（odometer）可看出来。我们将该信息存储在程序中的currentMileage变量内。
你姐姐Sue可以对她自己的汽车实例使用相同的方法：
[suesCar drive];
[suesCar wash];
[suesCar getGas];

将同一个方法应用于不同的对象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背后的主要概念之一，稍后将学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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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更多内容。
你可能无需在程序中对汽车进行操作。你的对象很可能是面向计算机的对象，例如窗口、
矩形、一段文本，或甚至是计算器或歌曲的播放列表。就像用于你的汽车的方法，这些方法可
能看上去类似于：
[myWindow erase];

清除窗口

[myRect getArea];

计算矩形的面积

[UserText spellCheck];

对一些文本进行拼写检查

[deskCalculator clearEntry];

清除最后一次输入

[favoritePlaylist showSongs];

在播放列表中显示喜欢听的歌曲

[phoneNumber dial];

拨号

3.3 用于处理分数的Objective-C类
现在我们将用Objective-C定义一个实际的类，并学习如何使用类的实例。
再次，我们将先学习过程。这样，实际的程序范例可能不是特别实用。那些更加实际的内
容将在稍后讨论。
假设要编写一个用于处理分数的程序。可能需要处理加、减、乘、除等运算。如果不知道
什么是类，那么可使用如下程序行来开始这个简单的程序：
代码清单3-1
// Simple program to work with fractions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int numerator = 1;
int denominator = 3;
NSLog (@"The fraction is %i/%i", numerator, denominator);
[pool drain];
return 0;
}

代码清单3-1 输出
The fraction is 1/3

在代码清单3-1中，分数是以分子和分母的形式表示的。创建自动释放池之后，main中的
前两行将变量numerator和denominator都声明为整型，并分别给它们赋予初值1和3。这两个程
序行与下面的程序行等价：
int numerator, denom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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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ator = 1;
denominator = 3;

通过将1存储到变量numerator中，将3存储到变量denominator中可表示分数1/3。如果需要
在程序中存储多个分数，这种方法可能比较麻烦。每次要引用分数时，都必须引用相应的分子
和分母。而且操作这些分数也相当困难。
如果能把一个分数定义成单个实体，用单个名称（例如myFraction）来共同引用它的分子
和分母，那么会更好。这种方法可以使用Objective-C来实现，并从定义一个新类开始。
代码清单3-2使用一个名为Fraction的新类重写了代码清单3-1中的函数。下面给出这个程序，
随后详细解释了它是如何工作的。
代码清单3-2
// Program to work with fractions - class version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 @interface section ---@interface Fraction: NSObject
{
int numerator;
int denominator;
}
-(void)
-(void)
-(void)

print;
setNumerator: (int) n;
setDenominator: (int) d;

@end
//---- @implementation section ----

@implementation Fraction
-(void) print
{
NSLog (@"%i/%i", numerator, denominator);
}
-(void) setNumerator: (int) n
{
numerator = n;
}
-(void) setDenominator: (int) d

第一部分

24

Objective-C语言

{
denominator = d;
}
@end
//---- program section ----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Fraction *myFraction;
// Create an instance of a Fraction
myFraction = [Fraction alloc];
myFraction = [myFraction init];
// Set fraction to 1/3
[myFraction setNumerator: 1];
[myFraction setDenominator: 3];
// Display the fraction using the print method
NSLog (@"The value of myFraction is:");
[myFraction print];
[myFraction release];
[pool drain];
return 0;
}

代码清单3-2 输出
The value of myFraction is:
1/3

从代码清单3-2的注释中可以看到，程序在逻辑上分为3个部分：
• @interface部分
• @implementation部分
• program部分
@interface部分用于描述类、类的数据成分以及类的方法；而@implementation部分包括实
现这些方法的实际代码。最后，program部分包含实现程序预期目的的程序代码。
以上每个部分都是每个Objective-C程序的一部分，即使你可能不需要自己编写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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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看到，每一部分通常放在它自己的文件中。然而，从现在起，我们将把它们放到一个单独
的文件中。

3.4 @interface部分
定义新类时，必须做一些事情。首先，要通知Objective-C编译器这个类来自何处。就是说，
必须命名它的父类。其次，必须确定这个类对象要存储的数据的类型。就是说，必须描述类成
员将包含的数据。我们把这些成员叫做实例变量。最后，还必须定义在处理该类的对象时将要
用到的各种操作或方法的类型。这些工作都在程序中名为@interface的特殊部分内完成。该部
分的一般格式类似于：
@interface NewClassName: ParentClassName
{
memberDeclarations;
}
methodDeclarations;
@end

按照约定，类名以大写字母开头，尽管没有要求这么做。但这种约定能使其他人在阅读你
的程序时，仅仅通过观察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就能把类名和其他变量类型区分开来。让我们暂时
转换一下话题，先谈论一些在Objective-C中制定名称的有关规则。
3.4.1 选择名称
在第2章“用Objective-C进行程序设计”中，使用了几个变量来存储整型值。例如，在程
序2.4中使用变量sum来存储两个数50和25相加的结果。
Objective-C语言还允许变量存储非整型的数据类型，只要在程序中使用变量之前，对它进
行适当的声明即可。变量可以用于存储浮点数、字符，甚至是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对
象的引用）。
制定名称的规则相当简单：名称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_）开头，之后可以是任何（大写
或小写）字母、下划线或者0到9之间的数字组合。下面是一列合法的名称：
• sum
• pieceFlag
•i
• myLocation
• numberOfMoves
• _sysFlag
• ChessBoard
另一方面，根据规定，以下名称是非法的：
• sum$value—$是一个非法字符。
• piece flag—名称中间不允许插入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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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pencer—名称不能以数字开头。
• int—这是一个保留字。
int不能用作变量名，因为其用途对Objective-C编译器而言有特殊含义。这个使用称为保留
名或保留字，一般来说，任何对Objective-C编译器有特殊意义的名称都不能作为变量名使用。
附录B“Objective-C 2.0语言总结”，提供了这些保留名的完整列表。
应该始终记住，Objective-C中的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是有区别的。因此，变量名sum、
Sum和SUM，都表示不同的变量。注意，在命名类时，类名要以大写字母开始。另一方面，实
例变量、对象以及方法的名称，通常以小写字母开始。为使程序具有可读性，名称中要用大写
字母来表示新单词的开始，如以下例子所示：
• AddressBook—可能是一个类名。
• currentEntry—可能是一个对象。
• current_entry—一些程序员还使用下划线作为单词的分隔符。
• addNewEntry—可能是一个方法名。
确定名称时，要遵循同样的标准：千万不要偷懒。要找出能反应出变量或对象使用意图的
名称。原因是明显的。就像使用注释语句一样，富有意义的名称可以显著增强程序的可读性，
并可在调试和归档阶段受益匪浅。事实上，因为程序具有更强的自解释性（self-explanatory），
所以归档的任务将很可能大大减少。
以下是代码清单3-2中的@interface部分：
//------- @interface section ------@interface Fraction: NSObject
{
int numerator;
int denominator;
}
-(void) print;
-(void) setNumerator: (int) n;
-(void) setDenominator: (int) d;
@end

新类（NewClassName）的名称为Fraction，其父类为NSObject。（我们将在第8章“继承”
中讲解有关父类的更详细内容。）NSObject类在文件NSObject.h中定义，导入Foundation.h文件
时会在程序中自动包括这个类。
3.4.2 实例变量
memberDeclarations部分指定了哪种类型的数据将要存储到Fraction中，以及这些数据类型
的名称。可以看到，这一部分放入自己的一组花括号内。对于Fraction类而言，声明
int num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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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denominator;

表示Fraction对象有两个名为numerator和denominator的整型成员。
在这一部分声明的成员称为实例变量。你将看到，每次创建新对象时，将同时创建一组新
的实例变量，而且是唯一的一组。因此，如果拥有两个Fractions，一个名为fracA，另一个名为
fracB，那么每一个都将有自己的一组实例变量。就是说，fracA和fracB各自将拥有独立的
numerator和denominator。Objective-C系统将自动追踪这些实例变量，对使用对象而言，这是
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3.4.3 类和实例方法
必须定义各种方法才能使用Fractions。需要能够将分数的值设为特定的值。因为你不能直
接访问分数的内部表示（就是，直接访问它的实例变量），因此必须编写方法来设置分子和分
母。还要编写一个名为print的方法来显示分数的值。下面是print方法的声明，应该位于接口文
件中：
-(void) print;

开头的负号（-）通知Objective-C编译器，该方法是一个实例方法。其他唯一的选择是正
号（+），它表示类方法。类方法是对类本身执行某些操作的方法，例如创建类的新实例。这类
似于制造厂制造一辆新汽车，在这一点上，汽车就是一个类；而要制造新汽车便是类方法。
实例方法对类的特定实例执行一些操作，例如设置值、检索值和显示值等。在制造出一辆
汽车后，引用这个汽车实例时，可能要执行给它加油的操作。这个加油操作是对特定的汽车执
行的，因此它类似于实例方法。
返回值
声明新方法时，必须通知Objective-C编译器这个方法是否返回值，如果返回值，那么返回
哪种类型的值。将返回类型放入开头的负号或者正号之后的圆括号中，可完成这项工作。因此，
声明
-(int) retrieveNumerator;

指定名为retrieveNumerator的实例方法将返回一个整型值。类似地，程序行
-(double) retrieveDoubleValue;

声明了一个返回双精度值的方法（第4章“数据类型和表达式”会介绍有关这个数据类型的更
多内容）。
使用Objective-C中的return语句可以从方法中返回一个值，这与前一个程序例子中从main
内返回值的方式类似。
如果方法不返回值，可用void类型表明，如下所示：
-(void) print;

这条语句声明了一个名为print的方法，它不返回任何值。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在方法结尾
执行一条return语句。相反，可以执行一条不带任何指定值的return语句，如下所示：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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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为方法指定返回类型，尽管那样做是一个较好的编程习惯。如果没有指定任何类型，
那么id将是默认类型。你将在第9章“多态、动态类型和动态绑定”中学到有关id数据类型的更
多内容。基本上，id类型可用来引用任何类型的对象。
方法的参数
代码清单3-2的@interface部分声明了其他两个方法：
-(void) setNumerator:(int) n;
-(void) setDenominator:(int) d;

它们都是不返回值的实例方法。每个方法都有一个整型参数，这是通过参数名前面的（int）
指明的。就setNumerator来说，其参数名是n。这个名称可以是任意的，它是用来引用参数的方
法名称。因此，setNumerator的声明指定向该方法传递一个名为n的整型参数，而且该方法没有
要返回的值。这类似于setDenominator的声明，不同之处是后者的参数名是d。
要注意声明这些方法的语法。每个方法名都以冒号结束，这个冒号通知Objective-C编译器
该方法期望看到一个参数。然后，指定参数的类型，并将其放入一对圆括号中，这与为方法自
身指定返回类型的方式十分相似。最后，使用象征性的名称来确定方法所指定的参数。整个声
明以一个分号结束。这个语法在图3-1中做了描述。

方法
类型

返回
类型

方法名 方法接受
的参数

参数
类型

参数名

图3-1 方法的声明

如果方法接受一个参数，那么在引用该方法时在方法名之后附加一个冒号。因此，
setNumerator:和setDenominator:是指定这两个方法的正确方式，每个方法都有一个参数。同样，
在指定print方法时没有使用后缀的冒号，这表明此方法不带有任何参数。在第7章“类”中，
将学习如何指定带有多个参数的方法。

3.5 @implementation部分
与注释的一样，@implementation部分包含声明在@interface部分的方法的实际代码。就像
术语指出的那样，在@interface部分声明方法并在@implementation部分定义它们（就是说，给
出实际的代码）。
@implementation部分的一般格式如下：
@implementation NewClassName
methodDefinitions;
@end

NewClassName表示的名称与@interface部分的类名相同。可以在父类的名称之后使用冒号，
如同在@interface部分使用的冒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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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Fraction: NSObject

然而，它是可选的而且通常并不这么做。
@implementation部分中的methodDefinitions部分包含在@interface部分指定的每个方法的
代码。与@interface部分类似，每种方法的定义首先指定方法（类或者实例）的类型、返回类
型、参数及其类型。然而，我们并没有使用分号来结束该行，而是将之后的方法代码放入一对
花括号中。
以下是代码清单3-2的@implementation部分：
//---- @implementation section ---@implementation Fraction
-(void) print
{
NSLog (@"%i/%i", numerator, denominator);
}
-(void) setNumerator: (int) n
{
numerator = n;
}
-(void) setDenominator: (int) d
{
denominator = d;
}
@end

print方法使用NSLog显示实例变量numerator和denominator的值。但是这个方法引用
numerator还是denominator呢？它引用的实例变量包含在作为消息接收者的对象中。这是一个
重要的概念，我们稍后再回来介绍。
setNumerator:方法具有一个名为n的整型参数，并简单地存储到实例变量numerator中。类
似地，setdenominator:将其参数d的值存储到实例变量denominator中。

3.6 Program部分
program部分包含解决特定问题的代码，如果有必要，它可以跨越多个文件。前面提到，
必须在其中一个地方有一个名为main的例程。通常情况下，这是程序开始执行的地方。以下是
代码清单3-2的program部分：
//---- program section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Fraction *my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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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an instance of a Fraction
myFraction = [Fraction alloc];
myFraction = [myFraction init];
// Set fraction to 1/3
[myFraction setNumerator: 1];
[myFraction setDenominator: 3];
// Display the fraction using the print method
NSLog (@"The value of myFraction is:");
[myFraction print];
[myFraction release];
[pool drain];
return 0;
}

在main中，使用以下程序行定义了一个名为myFraction的变量：
Fraction *myFraction;

这个行表示myFraction是一个Fraction类型的对象；就是说，myFraction用于存储来自新的
Fraction类变量。myFraction前面的星号（*）是必需的，但现在不用担心它的意义。在技术上，
它实际表示myFraction是对Fraction的一个引用（或者指针）。
现在，你拥有一个用于存储Fraction的对象，需要创建一个分数，就像要求制造厂制造一
辆汽车一样。可以用以下程序行实现：
myFraction = [Fraction alloc];

alloc是allocate的缩写。因为要为新分数分配内存存储空间。表达式
[Fraction alloc]

向新创建的Fraction类发送一条消息。你请求Fraction类使用alloc方法，但是你从未定义这个
alloc方法，那么它来自何处呢？此方法继承自一个父类。第8章将会详细讨论这个主题。
将alloc消息发送给一个类时，便获得该类的新实例。在代码清单3-2中，返回值存储在变
量myFraction中。alloc方法保证对象的所有实例变量都变成初始状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
对象进行了适当的初始化进而可以使用。在分配对象之后，还必须对它初始化。
这项工作可用代码清单3-2中的下一条语句来完成。如下：
myFraction = [myFraction init];

这里再次使用了一个并非自己编写的方法。init方法用于初始化类的实例变量。注意，你
正将init消息发送给myFraction。就是说，要在这里初始化一个特殊的Fraction对象，因此它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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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送给类，而是发送给了类的一个实例。继续下面内容之前，务必理解这一点。
init方法也可以返回一个值，即被初始化的对象。将返回值存储到Fraction的变量myFraction
中。
下面两行代码分配了类的新实例并做了初始化，这两条消息在Objective-C中特别常见，通
常组合到一起，如下所示：
myFraction = [[Fraction alloc] init];

内部消息表达式
[Fraction alloc]

将首先求值。可以看到，这条消息表达式的结果是已分配的实际Fraction。对它直接应用init方
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把分配结果存储到一个变量中。因此，再次先分配一个新的Fraction，
然后对它初始化，最后把初始化的结果赋值给变量myFraction。
作为最终的简写形式，经常把分配和初始化直接合并到声明行，如下所示：
Fraction *myFraction = [[Fraction alloc] init];

这种编码的风格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广泛使用，因此理解这种风格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
在每个程序中都看到了如何分配自动释放池：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此处将alloc消息发送给NSAutoreleasePool类，请求创建一个新实例。然后向新创建的对象
发送init消息，以初始化该对象。
回到代码清单3-2，现在已经能够设置分数的值。程序行
//Set fraction to 1/3
[myFraction setNumerator:1];
[myFraction setDenominator:3];

用于完成这项工作。第一条消息语句把消息setNumerator:发送给myFraction。提供一个值为1的
参数。然后将控制发送给为Fraction类定义的setNumerator:方法。因为Objective-C系统知道
myFraction是Fraction类的对象，因此它知道setNumerator:是要从Fraction类使用的一个方法。
在setNumerator:方法中，将传递来的值1存储在变量n中。该方法中的唯一程序行获得该值
并由实例变量numerator存储这个值。因此，myFraction的分子已经被有效地设置为1。
其后的消息用于调用myFraction的setDenominator:方法。在setDenominator:方法中，参数3
被赋值给变量d。然后把这个值存储到实例变量denominator中，这样就将myFraction赋值为1/3。
现在可以显示此分数的值，用代码清单3-2的如下代码行来实现：
//display the fraction using the print method
NSLog(@"The value of myFraction is:");
[myFraction print];

NSLog调用仅显示以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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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myFraction is:

使用以下消息表达式调用print方法：
[myFraction print];

在print方法中，将显示实例变量numerator和denominator的值，并用斜杠字符（/）将其分隔。
程序中的消息
[myFraction release];

用于释放Fraction对象使用的内存。执行这个操作是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的重要部分。只要创
建一个新对象，都要请求为该对象分配内存。同样，在完成对该对象的操作时，必须释放它所
使用的内存空间。尽管“程序以任何方式终止时，都将释放内存”是事实，但开始创建更复杂
的应用程序之后，最终可以生成成百（或上千）的对象，它们占用大量内存。等到程序终止时
才释放内存是对内存的浪费，这会减慢程序的执行速度，这种方式并非好的程序设计风格。因
此，要从现在开始养成良好的习惯！
Apple的运行时系统提供了一个称为垃圾回收的机制，它可自动清理内存。但是，最好要
学会如何自己管理内存的使用，而不是依赖于自动的机制。事实上，针对不支持垃圾回收的某
些平台（如iPhone）进行程序设计时，就不能依赖于垃圾回收机制。所以，我们在本书的后面
才会介绍这个机制。
似乎要在代码清单3-2中编写大量的代码才能完成代码清单3-1所实现的工作。对于此处这
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确实如此；然而，使用对象的最终目的是使程序易于编写、维护和扩展。以
后你将认识到这一点。
本章最后一个例子展示如何在程序中使用多个分数。在代码清单3-3中，将一个分数设置为
2/3，另一个设置为3/7，然后同时显示它们。
代码清单3-3
// Program to work with fractions – cont’d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 @interface section ---@interface Fraction: NSObject
{
int numerator;
int denominator;
}
-(void) print;
-(void) setNumerator: (int) n;
-(void) setDenominator: (int) 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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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lementation section ---@implementation Fraction
-(void) print
{
NSLog (@"%i/%i", numerator, denominator);
}
-(void) setNumerator: (int) n
{
numerator = n;
}
-(void) setDenominator: (int) d
{
denominator = d;
}
@end
//---- program section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Fraction
Fraction

*frac1 = [[Fraction alloc] init];
*frac2 = [[Fraction alloc] init];

// Set 1st fraction to 2/3
[frac1 setNumerator: 2];
[frac1 setDenominator: 3];
// Set 2nd fraction to 3/7
[frac2 setNumerator: 3];
[frac2 setDenominator: 7];
// Display the fractions
NSLog (@"First fraction is:");
[frac1 print];
NSLog (@"Second fraction is:");
[frac2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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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1 release];
[frac2 release];
[pool drain];
return 0;
}

代码清单3-3 输出
First fraction is:
2/3
Second fraction is:
3/7

@interface和@implementation部分和代码清单3-2一样。这个程序创建了两个名为frac1和
frac2的Fraction对象，然后将它们分别赋值为2/3和3/7。注意下面这一点，当frac1使用
setNumerator:方法将其分子设置为2时，实例变量frac1也将实例变量numerator设置为2。同样，
frac2使用相同的方法将其分子设置为3时，它特有的实例变量numerator也被设置为3。每次创
建新类时，该类就获得了自己特有的一组实
例变量。图3-2描述了这个情况。
根据要发送消息的对象，引用正确的实

对象
实例变量

例变量。因此，在
[frac1 setNumerator: 2];

图3-2 特有的实例变量

中，只要setNumerator:在方法中使用名称numerator，引用的都是frac1的numerator。这是因为
frac1是此消息的接收者。

3.7 实例变量的访问以及数据封装
你已经看到处理分数的方法如何通过名称直接访问两个实例变量numerator和denominator
的情况。事实上，实例方法总是可以直接访问它的实例变量。然而，类方法则不能，因为它只
处理类本身，并不处理类的任何实例（仔细考虑一会儿）。但是，如果要从其他位置访问实例
变量，例如，从main例程内部来访问，该如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直接访问这些实例变
量，因为它们是隐藏的。将实例变量隐藏起来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称为数据封装的关键概念。
它使得编写类定义的人在不必担心程序员（即类的使用者）是否破坏类的内部细节的情况下，
扩展和修改他的类定义。数据封装提供了程序员和类的开发者之间的良好隔离层。
通过编写特殊方法来检索实例变量的值，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访问它们。例如，创建两
个非常恰当地命名为numerator和denominator的方法，它们用来访问作为消息接收者的Fraction
的相应实例变量。结果将是相应整数值，你将返回这些值。以下是这两个新方法的声明：
-(int) numerator;
-(int) denominator;

下面是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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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numerator
{
return numerator;
}
-(int) denominator
{
return denominator;
}

注意，它们访问的方法名和实例变量名是相同的。这样做不存在任何问题；事实上，这是
很常见的情况。代码清单3-4用来测试这两个新方法。
代码清单3-4
// Program to access instance variables - cont'd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 @interface section ---@interface Fraction: NSObject
{
int numerator;
int denominator;
}
-(void) print;
-(void) setNumerator: (int) n;
-(void) setDenominator: (int) d;
-(int) numerator;
-(int) denominator;
@end
//---- @implementation section ---@implementation Fraction
-(void) print
{
NSLog (@"%i/%i", numerator, denominator);
}
-(void) setNumerator: (int) n
{
numerator = n;
}
-(void) setDenominator: (in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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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ominator = d;
}
-(int) numerator
{
return numerator;
}
-(int) denominator
{
return denominator;
}
@end

//---- program section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NSAutoreleasePool * pool = [[NSAutoreleasePool alloc] init];
Fraction *myFraction = [[Fraction alloc] init];
// Set fraction to 1/3
[myFraction setNumerator: 1];
[myFraction setDenominator: 3];
// Display the fraction using our two new methods
NSLog (@"The value of myFraction is: %i/%i",
[myFraction numerator], [myFraction denominator]);
[myFraction release];
[pool drain];
return 0;
}

代码清单3-4

输出

The value of myFraction is 1/3

NSlog语句
NSLog (@"The value of myFraction is: %i/%i",
[myFraction numerator], [myFraction denominator]);

显示发送给myFraction:的两条消息的结果，第一条消息检索numerator的值，而第二条则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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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minator的值。
顺便说一下，设置实例变量值的方法通常总的称为设置函数（setter），而用于检索实例变
量值的方法叫做获取函数（getter）。对于Fraction类而言，setNumerator:和setdenominator:是设
置函数，numerator和denominator是获取函数。
注意 不久就会看到Objective-C 2.0一个很方便的特性，即允许自动创建设置函数方法
和获取函数方法。
这里还应指出，还有一个名为new的方法可以将alloc和init的操作结合起来。因此，程序行
Fraction *myFraction = [Fraction new];

可用于分配和初始化新的Fraction。
用两步来实现分配和初始化的方式通常更好，这样可以在概念上理解正在发生两个不同的
事件：首先创建一个对象，然后对它初始化。

3.8 小结
现在，你知道如何定义自己的类，如何创建该类的对象或实例，以及如何向这些对象发送
消息。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介绍Fraction类。你将了解到如何向某个方法传递多个参数，如
何将类定义划分到不同的文件，同时还将了解到一些关键概念，如继承和动态绑定。然而，现
在需要学习有关数据类型以及使用Objective-C编写表达式的更多内容。首先，尝试完成以下练
习，测试是否已经理解本章所讲的重点。

3.9 练习
1. 下列名称中，哪些是不合法的？为什么？
Int
_calloc
clearScreen
ReInitialize

playNextSong
Xx
_1312
_

6_05
alphaBetaRoutine
z
A$

2. 根据本章中的汽车示例，想象一个每天都要使用的对象。为这个对象确定一个类，并编
写5个用于处理该对象的操作。
3. 给定练习2中的程序清单，使用以下语法：
[instance method];

中的格式重写程序清单。
4. 设想你拥有一艘船、一辆摩托车和一辆汽车。列出对其中每个对象执行的操作。这些操
作之间有重叠吗？
5. 根据问题4，设想有一个名为Vehicle的类和一个名为myVehicle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
Car、Motorcycle或Boat中的任何一个。如果编写以下操作：
[myVehicle prep];
[myVehicle get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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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Vehicle service];

向来自这几个类中的某个对象应用操作，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吗？
6. 在C这样的过程性语言中，思考涉及各种对象的操作，然后编写代码来执行这些操作。
参见汽车例子，可用C编写洗交通工具的过程，然后在该过程中编写代码来处理清洗汽
车、清洗游艇以及清洗摩托车等操作。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同时希望添加一种新的交通
工具（参见以前的练习），那么能指出使用这种过程性的方法比使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有
什么好处和缺点吗？
7. 定义一个名为XYpoint的类，用来保存笛卡儿坐标（x, y），其中x和y均为整数。定义一
些方法，分别用来设置点的坐标x和y，并检索它们的值。编写一个Objective-C程序，实
现这个新类并测试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