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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的话
文艺复兴以来，源远流长的科学精神和逐步形成的学术规范，使西方国家在自然科学
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垄断性的优势；也正是这样的优势，使美国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六十多年
间名家辈出、独领风骚。在商业化的进程中，美国的产业界与教育界越来越紧密地结合，
计算机学科中的许多泰山北斗同时身处科研和教学的最前线，由此而产生的经典科学著作，
不仅擘划了研究的范畴，还揭示了学术的源变，既遵循学术规范，又自有学者个性，其价
值并不会因年月的流逝而减退。
近年，在全球信息化大潮的推动下，我国的计算机产业发展迅猛，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日益迫切。这对计算机教育界和出版界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专业教材的建设在教育
战略上显得举足轻重。在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时间较短的现状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计算
机科学发展的几十年间积淀和发展的经典教材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因此，引进一批国
外优秀计算机教材将对我国计算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与世界接轨、
建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较早意识到“出版要为教育服务”。自 1998 年开始，我们
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了遴选、移译国外优秀教材上。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与 Pearson、
McGraw-Hill、Elsevier、MIT、John Wiley & Sons、Cengage 等 世 界 著 名 出 版 公 司 建 立 了 良
好的合作关系，从它们现有的数百种教材中甄选出 Andrew S. Tanenbaum、Bjarne Stroustrup、
Brian W. Kernighan、Dennis Ritchie、Jim Gray、Afred V. Aho、John E. Hopcroft、Jeffrey D.
Ullman、Abraham Silberschatz、William Stallings、Donald E. Knuth、John L. Hennessy、Larry L.
Peterson 等大师名家的一批经典作品，以“计算机科学丛书”为总称出版，供读者学习、研
究及珍藏。大理石纹理的封面，也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品位和格调。
“计算机科学丛书”的出版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鼎力相助，国内的专家不仅提供了
中肯的选题指导，还不辞劳苦地担任了翻译和审校的工作；而原书的作者也相当关注其作
品在中国的传播，有的还专门为其书的中译本作序。迄今，“计算机科学丛书”已经出版了
近两百个品种，这些书籍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并被许多高校采用为正式教材和参
考书籍。其影印版“经典原版书库”作为姊妹篇也被越来越多实施双语教学的学校所采用。
权威的作者、经典的教材、一流的译者、严格的审校、精细的编辑，这些因素使我们
的图书有了质量的保证。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教材改革的逐
渐深化，教育界对国外计算机教材的需求和应用都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尽
善尽美，而反馈的意见正是我们达到这一终极目标的重要帮助。华章公司欢迎老师和读者
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议或给予指正，我们的联系方法如下：
华章网站：www.hzbook.com
电子邮件：hzjsj@hzbook.com
联系电话：（010）88379604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街 1 号
邮政编码：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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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 C# 最权威、最值得尊重的参考书之一，作者为此付出了非凡的努力！ Mark
Michaelis 的《 Essential C# 》系列多年来一直是畅销经典。而我刚认识 Mark 的时候，这本书
还处于萌芽阶段。
2005 年 LINQ（语言集成查询，Language Integrated Query）公布时，我才刚加入微软公
司，正好见证了 PDC 会议上令人激动的公开发布时刻。虽然我对技术本身几乎没有什么贡
献，但它的宣传造势我可是全程参加了。那时人人都在谈论它，宣传小册子满天飞。那是 C#
和 .NET 的大日子，至今依然令人难忘。
但会场的实践实验室区域却相当安静，那儿的人可以按部就班地试验处于预览阶段的技
术。我就是在那儿遇见 Mark 的。不用说，他一点儿都没有按部就班的意思。他在做自己的
试验，梳理文档，和别人沟通，忙着鼓捣自己的东西。
作为 C# 社区的新人，我感觉自己在那次会议上见到了许多人。但老实说，当时太混乱
了，我唯一记得清的就是 Mark。因为当问他是否喜欢这个新技术时，他不像别人那样马上开
始滔滔不绝，而是非常冷静地说：“还不确定，要自己搞一搞才知道。”他希望完整地理解并
消化一种技术，之后才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于人。
所以我们之间没像我本来设想的那样发生一次快餐式的对话。相反，我们的对话相当坦
诚、颇有营养。像这样的交流好多年都没有过了。新技术的细节、造成的后果和存在的问题
全都涉及了。对我们这些语言设计者而言，Mark 是最有价值的社区成员。他非常聪明，善于
打破砂锅问到底，能深刻理解一种技术对于真正的开发人员的影响。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可
能还是他坦诚，他从不惧怕说出自己的想法。一样东西通过了 Mark 的测试，就没什么好担
心的了！
这些特质也使 Mark 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他的文字直指技术的本质，敏锐地指出技术
的真正价值和问题，向读者提供最完整的信息且没有废话。没人能像这位大师一样帮你正确
理解 C# 7.0。
请好好享用本书！
—Mads Torgersen，微软公司 C# 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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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工程的发展历史中，用于编写计算机程序的方法经历了几次思维模式的重大转变。
每种思维模式都以前一种为基础，宗旨都是增强代码的组织，并降低复杂性。本书将带领你
体验相同的思维模式转变过程。
本书开始几章会指导你学习顺序编程结构。在这种编程结构中，语句按编写顺序执行。
该结构的问题在于，随着需求的增加，复杂性也指数级增加。为降低复杂性，将代码块转变
成方法，产生了结构化编程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可以从一个程序中的多个位置调用同一个
代码块，不需要复制。但即使有这种结构，程序还是会很快变得臃肿不堪，需进一步抽象。
所以，在此基础上人们又提出了面向对象编程的概念，这将在第 6 章开始讨论。在此之后，
你将继续学习其他编程方法，比如基于接口的编程和 LINQ（以及它促使集合 API 发生的改
变），并最终学习通过特性（attribute）进行初级的声明性编程（第 18 章）。
本书有以下三个主要职能。
• 全面讲述 C# 语言，其内容已远远超过了一本简单的教程，为你进行高效率软件开发打
下坚实基础。
• 对于已熟悉 C# 的读者，本书探讨了一些较为复杂的编程思想，并深入讨论了语言最新
版本（C# 7.0 和 .NET Framework 4.7/.NET Core 2.0）的新功能。
• 它是你永远的案头参考—即便在你精通了这种语言之后。
成功学习 C# 的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快地开始编程。不要等自己成为一名理论“专家”之
后才开始写代码。所以不要犹豫，马上开始写程序吧。作为迭代开发思想的追随者，我希望
即使一名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新手，在第 2 章结束时也能动手写基本的 C# 代码。
许多主题本书没有讨论。你在本书中找不到 ASP.NET、ADO.NET、Xamarin、智能客户
端开发以及分布式编程等主题。虽然这些主题与 .NET 有关，但它们都值得用专门的书分专
题讲述。幸好市面上已经有丰富的图书供读者选择。本书重点在于 C# 及基类库中的类型。
读完本书之后，你在上述任何领域继续深入学习都会有游刃有余的感觉。

本书面向的读者
写作本书时，我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在持续吸引高级开发人员眼球的同时，不因使用
assembly、link、chain、thread 和 fusion 等字眼而打击初学者的信心，否则许多人会以为这是
一本讲冶金而不是程序设计的书。 本书的主要读者是已经有一定编程经验，并想多学一种语
言来“傍身”的开发者。但我还是小心地编排了本书的内容，使之对各种层次的开发者都有
足够大的价值。
• 初学者：假如你是编程新手，本书将帮助你从入门级程序员过渡为 C# 开发者，消除以
后在面临任何 C# 编程任务时的害怕心理。本书不仅要教会你语法，还要教你养成良好
的编程习惯，为将来的编程生涯打下良好基础。
• 熟悉结构化编程的程序员：学习外语最好的方法就是“沉浸法”。类似地，学习一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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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语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动手中学习，而不是等熟知了它的所有“理论”之后再动
手。基于这个前提，本书最开始的内容是那些熟悉结构化编程的开发者很容易上手的。
到第 5 章结束时，这些开发者应该可以开始写基本的控制流程序。然而，要成为真正
的 C# 开发者，记住语法只是第一步。为了从简单程序过渡到企业级开发，C# 开发者
必须熟练从对象及其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为此，第 6 章的“初学者主题”开始介
绍类和面向对象开发。历史上的 C、COBOL 和 FORTRAN 等结构化编程语言虽然仍在
发挥作用，但作用会越来越小，所以，软件工程师们应该逐渐开始了解面向对象开发。
C# 是进行这一思维模式转变的理想语言，因为它本来就是基于“面向对象开发”这一
中心思想来设计的。
• 熟悉“基于对象”和“面向对象”理念的开发者：C++、Python、TypeScript、Visual
Basic 和 Java 程序员都可归于此类。对于分号和大括号，他们可是一点儿都不陌生！简
单浏览一下第 1 章的代码，你会发现，从核心上讲，C# 类似于你熟知的 C 和 C++ 风
格的语言。
• C# 专家：对于已经精通 C# 的读者，本书可供你参考不太常见的语法。此外，对于在
其他地方强调较少的一些语言细节以及微妙之处，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重要的是，
本书提供了编写可靠和易维护代码的指导原则及模式。在你教别人学 C# 时，本书也颇
有助益。从 C# 3.0 到 C# 7.0 最重要的一些增强包括：
▪字符串插值（第 2 章）
▪隐式类型的变量（第 3 章）
▪元组（第 3 章）
▪模式匹配（第 4 章）
▪扩展方法（第 6 章）
▪分部方法（第 6 章）
▪泛型（第 12 章）
▪ Lambda 语句和表达式（第 13 章）
▪表达式树（第 13 章）
1
▪匿名类型（第 15 章）
▪标准查询操作符（第 15 章）
▪查询表达式（第 16 章）
▪动态编程（第 18 章）
▪用任务编程库（TPL）和 async 进行多线程编程（第 19 章）
▪用 PLINQ 进行并行查询处理（第 19 章）
▪并发集合（第 20 章）
考虑到许多人还不熟悉这些主题，本书围绕它们展开了详细的讨论。涉及高级 C# 开发
的还有“指针”这一主题，该主题将在第 21 章讨论。即使是有经验的 C# 开发者，也未必能
很透彻地理解这一主题。
英文原书此处有误，这里已根据正文内容（匿名类型包括在第 15 章中）修改。—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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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色
本书是语言参考书，遵循核心《 C# 语言 7.0 规范》
（C# Language 7.0 Specification）。为
了帮助读者理解各种 C# 构造，书中用大量例子演示了每一种特性，而且为每个概念都提供
了相应的指导原则和最佳实践，以确保代码能顺利编译，避免留下隐患，并获得最佳的可维
护性。
为增强可读性，所有代码均进行了特殊格式处理，而且每章内容都用思维导图来概括。

C# 设计规范

Preface
x xv
本书新版本最重大的改进之一就是增加了大量“设计规范”，下面是取自第 17 章的例子。

based on the circumstances. Such an expert not only gets the code to compile设计规范
but does so while following best practices that minimize bugs and
要确保相等的对象有相等的散列码。
enable maintenance well into the future. The coding guidelines highlight
要确保对象在散列表中时散列码永不变化。
some
of the key principles that readers will want to be sure to incorporate
into要确保散列算法快速生成良好分布的散列码。
their development.
要确保散列算法在任何可能的对象状态中的健壮性。

Code
Samples
区分知道语法的程序员和能因地制宜写出最高效代码的专家的关键就是这些设计规范。

The code snippets in most of this text can run on mostbug
implementations
专家不仅能让代码通过编译，还会遵循最佳实践，降低出现
的概率，并使代码的维护变
of
the
Common
Language
Infrastructure
(CLI),
but
the
focus
is on the
得更容易。设计规范强调了一些关键原则，开发时务必注意。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and the .NET Core implementation. Platformor vendor-specific libraries are seldom used except when communicating
示例代码
important concepts relevant only to those platforms (e.g., appropriately
本书大多数代码都能在公共语言基础结构（Common Language Infrastructure，CLI）的任
handling the single-threaded user interface of Windows). Any code that
何实现上运行，但重点还是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和 .NET Core 这两个实现。很少使用
specifically relates to C# 5.0, 6.0, or 7.0 is called out in the C# version indexes
平台或厂商特有的库，除非需要解释只和那些平台相关的重要概念（例如，解释如何正确处
at the end of the book.
理 Windows 单线程 UI）。
Here is a sample code listing.
下面是一个示例代码清单。

Listing 1.19: Commenting Your Code代码清单 1-19

Begin 2.0

注释代码

class Comment Samples
{
static void Main()
{
string firstName; //Variable for storing the first name
string lastName; //Variable for storing the last name
System.Console.WriteLine("Hey you!");
System.Console.Write /* No new line */ (
"Enter your first name: ");
firstName = System.Console.ReadLine();
System.Console.Write /* No new line */ (
"Enter your last name: ");
lastName = System.Console.ReadLine();

/* Display a greeting to the console

string lastName;

//Variable for storing the last name

System.Console.WriteLine("Hey you!");

viii

System.Console.Write /* No new line */ (
"Enter your first name: ");
firstName = System.Console.ReadLine();
System.Console.Write /* No new line */ (
your last name: ");
lastName = System.Console.ReadLine();

Preface
"Enter

x xvi

The formatting is as follows.

/* Display a greeting to the console

Preface using composite formatting. */
• Comments are shown in italics.
Preface
System.Console.WriteLine("Your
name
/* Display a greeting to thefull
console

x xvi
x xvi

is {0} {1}.",
firstName,
lastName);
using composite
formatting */
x xvi
Preface
// This is
end
The formatting
is the
as follows.
•
Keywords
are
shown
in bold.
// of the
program
listing
•
Comments
are
shown
in italics.
x xvi
Preface
The}formatting is as follows.
static
Main()
/* Display
greeting
the console
• Comments
area void
shown
intoitalics.
}
using composite
formatting */
The formatting
is
as
follows.
•/*Highlighted
codeintocalls
specific code snippets that may have
Display
greeting
the out
console
• Comments
area shown
italics.
using are
composite
formatting
*/
• 下面解释具体的格式：
Keywords
shown
in
bold.
changed
from
an
earlier
listing,
or demonstrates the concept
/* Display
a shown
greetingintoitalics.
the console
• •
Comments
are
注释使用斜体。
static
void
Main()
using
composite
• Keywords
are
shown
in
bold. */
described
in theformatting
text.
/* Display a greeting to the console
static
void
Main()
System.Console.WriteLine(valerie);
• Highlighted
code
calls
out specific
code snippets that may have
Keywords
are
shown
in bold.
using
composite
formatting
*/
chaelis_Book_Print.indb xxv
4/12/18 1:14 PM
miracleMax = "It would take a miracle.";
changed
from
an calls
earlier
listing,
or
demonstrates
themay
concept
static
void
Main()
•
Highlighted
code
out
specific
code
snippets
that
have
System.Console.WriteLine(miracleMax);
• •
Keywords
are shown in bold.
关键字加粗。

The formatting is as follows.

described from
in the text.
an calls
earlier
or
demonstrates
themay
concept
• changed
Highlighted
out listing,
specific
code
snippets
that
have
static
void code
Main()
Highlighting
can appear
on an entire
line
or on just
a few characters

described
in the text.
changed
from
an calls
earlier
or
demonstrates
themay
concept
有的代码突出显示，是为了指出这些代码与之前的有区别，或是为了演示正文介绍的
within
a=code
line.
• •
Highlighted
out listing,
specific
code
snippets that
have
miracleMax
"It would
take
a
miracle.";
System.Console.WriteLine(valerie);
described
in the text.
System.Console.WriteLine(miracleMax);
概念。
System.Console.WriteLine(
changed
from
an earlier listing, or demonstrates the concept
System.Console.WriteLine(valerie);

miracleMax = "It would take a miracle.";

full name is {0} {1}.", firstName, lastName);
System.Console.WriteLine(valerie);
System.Console.WriteLine(miracleMax);
Highlighting
cantext.
appear on an entire line or on just a few characters
described
in"Your
the
miracleMax = "It would take a miracle.";
•System.Console.WriteLine(valerie);
Incomplete
an ellipsis
code that
within
a line. canlistings
System.Console.WriteLine(miracleMax);
Highlighting
appear contain
on an entire
line ortoondenote
just a irrelevant
few characters
miracleMax
= omitted.
"It would take a miracle.";
has
been
System.Console.WriteLine(
within
a line. can appear on an entire line or on just a few characters
突出显示的可能是一整行，也可能是一行中的几个字符。
Highlighting
System.Console.WriteLine(miracleMax);
"Your full name is {0} {1}.", firstName, lastName);
// ...
System.Console.WriteLine(
within
a line. can appear on an entire line or on just a few characters
Highlighting
"Your listings
full name
is {0} an
{1}.",
firstName,
lastName);
• Incomplete
ellipsis
to adenote
irrelevant
•System.Console.WriteLine(
Console
outputcontain
is
the output
from
particular
listingcode
thatthat
appears
within
a
line.
has
been
omitted.
省略号表示无关代码已省略。
"Your listings
full the
name
is {0} an
{1}.",
firstName,
• •
Incomplete
contain
ellipsis
to denote
irrelevant
code
that in
following
listing.
User
input
forlastName);
the
program
appears
System.Console.WriteLine(
//
...
been
omitted.
boldface.
• has
Incomplete
contain
ellipsis
to denote
irrelevant code that
"Your listings
full name
is {0} an
{1}.",
firstName,
lastName);

•
•
•

•
代码清单后列出了对应的控制台输出。由用户输入的内容加粗。
//
...output
Console
is the output from a particular listing that appears
has
been
omitted.

Incomplete listings contain an ellipsis to denote irrelevant code that

输出
1-71.7 the listing. User input for the program appears in
Output
following
...output
Console
is the output from a particular listing that appears
has//
been
omitted.

boldface.
Hey you!
the listing.
User from
inputa for
the program
appears
in
• following
Console
output
is the output
particular
listing that
appears
// ...
Enter
your first name: Inigo

boldface.
Enter your the
last listing.
name: Montoya
following
User inputa for
the program
appears
in
listing that
appears
par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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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explicitly include using System statements. You need to assume the
do not explicitly include using System statements. You need to assume the
statement throughout all samples.
statement throughout all samples.
You can find sample code at https://IntelliTect.com/EssentialCSharp.
You can find sample code at https://IntelliTect.com/EssentialC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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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Maps
Mind Maps
Each chapter’s introduction includes a mind map, which serves as an out思维导图
Each chapter’s introduction includes a mind map, which serves as an outline that provides an at-a-glance reference to each chapter’s content. Here
line that provides an at-a-glance reference to each chapter’s content. Here
每章开头都有一幅“思维导图”作为提纲，目的是为读者提供针对每章内容的快速参考。
is an example (taken from Chapter 6).
is an example (taken
from
下面是一个例子（摘自第
6 章）
。 Chapter 6).
1 类的声明和实例化

分部类 9 特殊类
嵌套类

实例
2 字段

8 扩展方法

静态字段
静态方法 7 静态
静态构造函数
静态类

声明实例字段
访问实例字段
const 和 readonly 修饰符
3 实例方法

类

4 访问修改符
声明构造函数
默认构造函数
重载构造函数
使用 this 调用构
造函数
终结器

构造函数
6 和终结器
5 属性

声明属性
命名规范
提供属性验证
只读和只写属性
为取值方法和赋值方法指定访问修
饰符
属性作为虚字段使用
属性和方法调用不允许作为 ref 和
out 参数使用

每章主题显示在思维导图的中心，高级主题围绕中心展开。利用思维导图，读者可方便
The theme of each chapter appears in the mind map’s center. HighThe theme of each chapter appears in the mind map’s center. High地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可以从一个主题出发，更清楚地理解其周边的各个具体概念，避免
level topics spread out from the core. Mind maps allow you to absorb the
level topics spread out from the core. Mind maps allow you to absorb the
中途纠缠于一些不相干的枝节问题。
flow from high-level to more detailed concepts easily, with less chance of

flow from high-level to more detailed concepts easily, with less chance of
encountering very specific knowledge that you might not be looking for.
encountering very specific knowledge that you might not be looking for.
分类解说

Helpful Notes
根据编程水平的不同，可以利用书中的标志来帮助自己轻松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
Helpful Notes
•Depending
初学者主题：特别针对入门级程序员提供的定义或解释。
on your level of experience, special features will help you
Depending
on your level of experience, special features will help you
•navigate
高级主题：可以让有经验的开发者将注意力放在他们最关心的内容上。
through the text.
navigate
through
the text.
• 标注：用有底纹的标注框强调关键点，引起读者的注意。
• Beginner Topics provide definitions or
targeted specifi• 语言对比：分散在正文中的补充内容描述了
C#explanations
和其他语言的关键差异，为熟悉其他语
• Beginner Topics provide definitions or explanations targeted specifically toward entry-level programmers.
言的读者提供指引。
cally toward entry-level programmers.

• Advanced Topics enable experienced developers to focus on the mate• Advanced Topics enable experienced developers to focus on the mate本书内容组织

rial that is most relevant to them.
rial that is most relevant to them.

总体来说，软件工程的宗旨就是管理复杂性。本书基于该宗旨来组织内容。第 1 章～第
5 章介绍结构化编程，学习这些内容后，可以立即开始写一些功能简单的代码。第 6 章～第
10 章介绍 C# 的面向对象构造，新手应在完全理解这几章的内容之后，再开始接触本书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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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更高级的主题。第
12 章～第 14 章介绍更多用于降低复杂性的构造，讲解当今几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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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都要用到的通用设计模式。理解了它们之后，才可以更轻松地理解如何通过反射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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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动态编程。后续章节将广泛运用它们来实现线程处理和互操作性。
本书最后专门用一章（第 22 章）讲解 CLI。这一章在开发平台的背景下对 C# 语言进行
了描述。之所以要放到最后，是因为它非 C# 特有，且不涉及语法和编程风格问题。不过，
本章适合在任何时候阅读，或许最恰当的时机是在阅读完第 1 章之后。
下面是每一章的内容提要。（加黑的标题表明那一章含有 C# 6.0 和 C# 7.0 的内容。
）
• 第 1 章—C# 概述：本章在展示了用 C# 写的 HelloWorld 程序之后对其进行细致分析。
目的是让读者熟悉 C# 程序的“外观和感觉”，并理解如何编译和调试自己的程序。另
外，还简单描述了执行 C# 程序的上下文及其中间语言（intermediate language，IL）。
• 第 2 章—数据类型：任何有用的程序都要处理数据，本章介绍了 C# 的基元数据
类型。
• 第 3 章—更多数据类型：本章深入讲解数据类型的两大类别：值类型和引用类型。
然后讲解了可空修饰符以及 C# 7.0 引入的元组。最后深入讨论了基元数组结构。
• 第 4 章—操作符和控制流：计算机最擅长重复性操作，为利用该能力，需知道如何
在程序中添加循环和条件逻辑。本章还讨论了 C# 操作符、数据转换和预处理器指令。
• 第 5 章—方法和参数：本章讨论了方法及其参数的细节，其中包括通过参数来传值、
传引用和通过 out 参数返回数据。C# 4.0 新增了默认参数，本章将解释如何使用。
• 第 6 章—类：前面已学过类的基本构成元素，本章合并这些构造，以获得具有完整
功能的类型。类是面向对象技术的核心，它定义了对象模板。
• 第 7 章—继承：继承是许多开发者的基本编程手段，C# 更是提供了一些独特构造，
比如 new 修饰符。本章讨论了继承语法的细节，其中包括重写（overriding）。
• 第 8 章—接口：本章讨论如何利用接口来定义类之间的“可进行版本控制的交互契
约”
（versionable interaction contract）。C# 同时包含显式和隐式接口成员实现，可实现一
个额外的封装等级，这是其他大多数语言所不支持的。
• 第 9 章—值类型：尽管不如定义引用类型那么频繁，但有时确有必要定义行为和 C#
内置基元类型相似的值类型。本章介绍如何定义结构（struct），同时也强调其特殊性。
• 第 10 章—合式类型：本章讨论了更高级的类型定义，解释如何实现操作符，比如 +
和转型操作符，并描述如何将多个类封装到一个库中。此外，还演示了如何定义命名
空间和 XML 注释，并讨论如何基于垃圾回收机制来设计令人满意的类。
• 第 11 章—异常处理：本章延伸讨论第 5 章引入的异常处理机制，描述了如何利用异
常层次结构创建自定义异常。此外，还强调了异常处理的一些最佳实践。
• 第 12 章—泛型：泛型或许是 C# 1.0 最缺少的功能。本章全面讨论自 2.0 引入的泛型
机制。此外，C# 4.0 增加了对协变和逆变的支持，本章将在泛型背景中探讨它们。
• 第 13 章—委托和 Lambda 表达式：正因为委托，才使 C# 与其前身语言（C 和 C++
等）有了显著不同，它定义了在代码中处理事件的模式。这几乎完全消除了写轮询例程
的必要。Lambda 表达式是使 C# 3.0 的 LINQ 成为可能的关键概念。通过学习本章，你
将知道 Lambda 表达式是在委托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它提供了比委托更优雅和简洁的
语法。本章内容是第 14 章讨论的新的集合 API 的基础。本章还强调了匿名方法应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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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Lambda 表达式代替。
• 第 14 章 — 事 件： 封 装 起 来 的 委 托（称 为 事 件） 是 公 共 语 言 运 行 时（Common
Language Runtime，CLR）的核心构造。
• 第 15 章—支持标准查询操作符的集合接口：通过讨论新的 Enumerable 类的扩展方
法，介绍 C# 3.0 引入的一些简单而强大的改变。Enumerable 类造就了全新的集合 API，
即“标准查询操作符”，本章对其进行详细讨论。
• 第 16 章—使用查询表达式的 LINQ ：如果只使用标准查询操作符，会形成让人难以
辨认的长语句。查询表达式提供了一种类似 SQL 风格的语法，有效解决了该问题。本
章会详细讨论这种表达式。
• 第 17 章—构建自定义集合：构建用于操纵业务对象的自定义 API 时，经常需要创建
自定义集合。本章讨论了具体做法，还介绍了能使自定义集合的构建变得更简单的上
下文关键字。
• 第 18 章—反射、特性和动态编程：20 世纪 80 年代末，程序结构的思维模式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面向对象的编程是这个变化的基础。类似地，特性（attribute）使声明
性编程和嵌入元数据成为可能，因而引入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本章探讨了特性的方
方面面，并讨论了如何通过反射机制来获取它们。本章还讨论了如何通过基类库（Base
Class Library，BCL）中的序列化框架来实现文件的输入输出。C# 4.0 新增了 dynamic
关键字，能将所有类型检查都移至运行时进行，因而极大地扩展了 C# 的能力。
• 第 19 章—多线程处理：大多数现代程序都要求用线程执行长时间运行的任务，同时
确保对并发事件的快速响应。随着程序越来越复杂，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护这些高
级环境中的数据。多线程应用程序的编写比较复杂。本章讨论了如何操纵线程，并提
供一些最佳实践来避免将多线程应用程序弄得一团糟。
• 第 20 章—线程同步：本章以第 19 章为基础，演示如何利用一些内建线程处理模式
来简化对多线程代码的显式控制。
• 第 21 章—平台互操作性和不安全的代码：必须意识到 C# 是相对年轻的一种语言，
许多现有的代码是用其他语言写成的。为了用好这些现有代码，C# 通过 P/Invoke 提供
了对互操作性（调用非托管代码）的支持。此外，C# 允许使用指针，也允许执行直接
内存操作。虽然使用了指针的代码要求特殊权限才能运行，但它具有与 C 风格的 API
完全兼容的能力。
• 第 22 章—公共语言基础结构（CLI）：事实上，C# 被设计成一种在 CLI 顶部工作的
最有效的编程语言。本章讨论了 C# 程序与底层“运行时”及其规范的关系。
—Mark Michaelis
IntelliTect.com/mark
Twitter: @Intellitect, @MarkMichae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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