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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wift 开发 
《使⽤用 Swift 开发》课程教授学⽣生在 Mac 上使⽤用 Xcode 
并学习 Swift。Swift 是 Apple 设计的功能强⼤大且直观的 
开源编程语⾔言。专业开发者就是使⽤用这种语⾔言在快速发展 
的 app 经济环境中构建适合于 iOS、iPadOS、macOS、
Apple tvOS、watchOS 等的 app。《使⽤用 Swift 开发》 
课程不不仅适合编程初学者，也适合拥有编程经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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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180 ⼩小时

基础知识 
180 ⼩小时

数据收集 
180 ⼩小时

学⽣生学习关键的计算概念，为使⽤用 Swift 进⾏行行编程 
构筑坚实的基础。他们将在探索 iOS app 开发的 
同时，了了解计算技术和 app 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影响。课程会引导学⽣生完成 app 设计过程：针对 
他们⾃自⼰己的 app 进⾏行行集思⼴广益、规划、原型设计和 
评估。 

第 1 单元：值 
情境 1：电视俱乐部 
第 2 单元：算法 
情境 2：观剧派对 
第 3 单元：组织数据 
情境 3：分享照⽚片 
第 4 单元：构建 App

学⽣生培养使⽤用 Swift 开发 iOS app 的基本技能。他们 
将掌握 Swift 程序员⽇日常使⽤用的核⼼心概念和做法，
并逐渐熟悉 Xcode 的源代码和 UI 编辑器器。学⽣生将 
能够创建遵循标准做法的 iOS app，包括使⽤用常规 
UI 元素和布局。 

第 1 单元：App 开发⼊入⻔门 

第 2 单元：UIKit 简介 

第 3 单元：导航和⼯工作流程 

第 4 单元：构建 App 

学⽣生通过扩展 iOS app 开发中的⼯工作来创建更更复杂、
功能更更强的 app，从⽽而拓拓展他们在“基础知识”中学习 
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将使⽤用服务器器中的数据，并探索
新的 iOS API，这些 API 可提供更更丰富的 app 体验，
包括以多种格式显示⼤大量量数据。学⽣生学习 iOS SDK 
的新功能，继续他们的 app 开发之旅。 

第 1 单元：表格和持久性 

第 2 单元：使⽤用 Web 

第 3 单元：⾼高级数据显示 

第 4 单元：构建 App 

⾼高中课程路路径 
《使⽤用 Swift 开发》课程⿎鼓励学⽣生通过 app 开发来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挑战。学⽣生通过“探索”或“基础知识”课程来构建基础知识，
然后在“数据收集”中进⼀一步学习更更⾼高级的概念。所有的课程都包括免费的教师指南来⽀支持教育⼯工作者，⽆无论他们是否有教授 Swift 或其他
编程语⾔言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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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一学期

基础知识 
⼀一学期

数据收集 
⼀一学期

学⽣生学习关键的计算概念，为使⽤用 Swift 进⾏行行编程
构筑坚实的基础。他们将在探索 iOS app 开发的 
同时，了了解计算技术和 app 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影响。课程会引导学⽣生完成 app 设计过程：针对 
他们⾃自⼰己的 app 进⾏行行集思⼴广益、规划、原型设计和 
评估。 

第 1 单元：值 
情境 1：电视俱乐部 
第 2 单元：算法 
情境 2：观剧派对 
第 3 单元：组织数据 
情境 3：分享照⽚片 
第 4 单元：构建 App

学⽣生培养使⽤用 Swift 开发 iOS app 的基本技能。他们 
将掌握 Swift 程序员⽇日常使⽤用的核⼼心概念和做法，
并逐渐熟悉 Xcode 的源代码和 UI 编辑器器。学⽣生将 
能够创建遵循标准做法的 iOS app，包括使⽤用常规 
UI 元素和布局。                                                          

第 1 单元：App 开发⼊入⻔门 

第 2 单元：UIKit 简介 

第 3 单元：导航和⼯工作流程 

第 4 单元：构建 App 

学⽣生通过扩展 iOS app 开发中的⼯工作来创建更更复杂、
功能更更强的 app，从⽽而拓拓展他们在“基础知识”中学习 
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将使⽤用服务器器中的数据，并探索 
新的 iOS API，这些 API 可提供更更丰富的 app 体验，
包括以多种格式显示⼤大量量数据。学⽣生学习 iOS SDK  
的新功能，继续他们的 app 开发之旅。 

第 1 单元：表格和持久性 

第 2 单元：使⽤用 Web 

第 3 单元：⾼高级数据显示 

第 4 单元：构建 App 

⾼高等教育课程路路径 
《使⽤用 Swift 开发》课程⿎鼓励学⽣生通过 app 开发来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挑战。学⽣生通过“探索”或“基础知识”课程来构建基础知识，
然后在“数据收集”中进⼀一步学习更更⾼高级的概念。所有的课程都包括免费的教师指南来⽀支持教育⼯工作者，⽆无论他们是否有教授 Swift 或其他
编程语⾔言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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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概览 

                                                                          
《使⽤用 Swift 开发》课程旨在指导⾼高中和⾼高等教育学⽣生⾃自⾏行行设计并构建功能完备的 app。除了了培养新技能，学⽣生还将掌握重要的编程 
概念，甚⾄至还能凭借⾃自⼰己的 Swift 和 Xcode 知识获得 AP® 学分或⾏行行业认可的证书。获得证书的学⽣生可以将数字徽章分享到职业社交 
⽹网络上，表明⾃自⼰己已经做好了了相应的⾏行行业准备。 

⽆无论是否有教授 Swift 或其他编程语⾔言的经验，都可以使⽤用辅助教师指南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的⼯工具，与有志于此的 app 开发者深⼊入 
互动。对于课后或暑期学习计划，我们会提供 Swift Coding Club 补充资料料。App 展示活动则为志向远⼤大的编程⼈人员提供了了⼀一个机会， 
让他们在课堂内外彰显⾃自⼰己的创造⼒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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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使⽤用 Swift 开发：AP® 计算机科学原理理》和《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课程中提供。

主要功能

Xcode playground 
学⽣生将⼀一边在 playground 中 
编写代码⼀一边学习编程概念。
Playground 是⼀一种交互式 
编程环境，在其中可以试验 
代码并⽴立即查看结果。 

引导式 App 项⽬目 

学⽣生可以利利⽤用所提供的项⽬目
⽂文件，尝试使⽤用特定代码 
⽚片段，⽽而⽆无需从头开始构建
整个  app。他们可以按照 
辅助图像和视频中的指示 
来运⽤用所学知识。

分步指导 
通过包含图像和视频的详细 
说明，指导学⽣生完成在 Xcode  
中构建 app 的所有步骤。

交互式⼩小组件*  
通过使⽤用照⽚片图库、交互式 
图像和 Keynote 讲演⽂文件， 
学⽣生可以研究⽇日常活动和⼯工具， 
从搜索 Web 和拍照到在社交 
媒体上进⾏行行互动等等，同时 
探索背后的技术及其对社会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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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值。学⽣生将学习 Swift 编程的基本单位，即贯穿代码的值，包括 
⽂文本和数字。他们将探索如何使⽤用变量量将名称与值相关联。此单元最后要 
完成⼀一个显示照⽚片的 app 项⽬目。 

情境 1：电视俱乐部。学⽣生们都关注了了电视俱乐部的成员，因为他们期待着 
喜欢的节⽬目发布新⼀一季内容。他们将了了解在⽹网上搜索和注册账户会如何影响 
你的个⼈人信息，以及如何在使⽤用 app 时考虑到隐私问题。 

第 2 单元：算法。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函数来封装重复性任务，如何使⽤用  
if/else 语句句来表示决策，从⽽而使代码结构化，还将探索 Swift 如何使⽤用类型 
来区分不不同类型的数据。最后要完成的项⽬目是能够响应⽤用户键盘输⼊入的 
QuestionBot app。 

情境 2：观剧派对。电视俱乐部的故事继续进⾏行行，成员们⼀一边看剧⼀一边互发 
短信聊剧情。学⽣生探索数据在设备的最底层是如何表示的，以及如何在互联⽹网 
上传输。他们还将进⼀一步了了解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第 3 单元：组织数据。学⽣生探索如何使⽤用结构创建⾃自定类型，如何将⼤大量量 
项⽬目分组到数组中，以及如何使⽤用循环处理理数组。他们还将学习如何使⽤用 
枚举来表示⼀一组相关值，并在单元末尾的 app 项⽬目中构建⼀一个使⽤用彩⾊色形状 
进⾏行行互动的游戏。 

情境 3：分享照⽚片。电视俱乐部的活动结束，成员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观剧 
派对的照⽚片。学⽣生学习有关对模拟数据进⾏行行数字化以及并⾏行行计算的知识， 
并探索在线共享数据的⼀一些后果。 

第 4 单元：构建 App。学⽣生在 Xcode 和 Interface Builder 中通过完成引导式 
项⽬目来了了解如何从头开始构建 app，从⽽而加强⾃自⼰己的编程技能。学⽣生学习 
如何向屏幕添加⽤用户界⾯面元素，将这些元素连接到代码，对⽤用户互动所⽣生成的 
事件进⾏行行响应。他们将使⽤用增量量式开发过程逐步构建 app，⼀一次构建⼀一个⽚片段， 
随建随测。本单元的最后，会构建⼀一个具有抽认卡和测验模式的学习 app。

学⽣生学习关键的计算概念，为使⽤用 Swift 进⾏行行编程构筑坚实的基础。他们将在探索 iOS app 开发的同时，了了解计算 
技术和 app 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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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值。学⽣生将学习 Swift 编程的基本单位，即贯穿代码的值，包括 
⽂文本和数字。他们将探索如何使⽤用变量量将名称与值相关联。此单元最后要 
完成⼀一个显示照⽚片的 app 项⽬目。 

情境 1：电视俱乐部。学⽣生们都关注了了电视俱乐部的成员，因为他们期待着 
喜欢的节⽬目发布新⼀一季内容。他们将了了解在⽹网上搜索和注册账户会如何影响 
你的个⼈人信息，以及如何在使⽤用 app 时考虑到隐私问题。 

第 2 单元：算法。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函数来封装重复性任务，如何使⽤用  
if/else 语句句来表示决策，从⽽而使代码结构化，还将探索 Swift 如何使⽤用类型 
来区分不不同类型的数据。最后要完成的项⽬目是能够响应⽤用户键盘输⼊入的 
QuestionBot app。 

情境 2：观剧派对。电视俱乐部的故事继续进⾏行行，成员们⼀一边看剧⼀一边互发 
短信聊剧情。学⽣生探索数据在设备的最底层是如何表示的，以及如何在互联⽹网 
上传输。他们还将进⼀一步了了解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第 3 单元：组织数据。学⽣生探索如何使⽤用结构创建⾃自定类型，如何将⼤大量量 
项⽬目分组到数组中，以及如何使⽤用循环处理理数组。他们还将学习如何使⽤用 
枚举来表示⼀一组相关值，并在单元末尾的 app 项⽬目中构建⼀一个使⽤用彩⾊色形状 
进⾏行行互动的游戏。 

情境 3：分享照⽚片。电视俱乐部的活动结束，成员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观剧 
派对的照⽚片。学⽣生学习有关对模拟数据进⾏行行数字化以及并⾏行行计算的知识， 
并探索在线共享数据的⼀一些后果。 

第 4 单元：构建 App。学⽣生在 Xcode 和 Interface Builder 中通过完成引导式 
项⽬目来了了解如何从头开始构建 app，从⽽而加强⾃自⼰己的编程技能。学⽣生学习 
如何向屏幕添加⽤用户界⾯面元素，将这些元素连接到代码，对⽤用户互动所⽣生成的 
事件进⾏行行响应。他们将使⽤用增量量式开发过程逐步构建 app，⼀一次构建⼀一个⽚片段， 
随建随测。本单元的最后，会构建⼀一个具有抽认卡和测验模式的学习 app。

作为⼤大学理理事会认可的 2020-2021 学年年的课程提供商，Apple 制作了了《使⽤用 Swift 开发：AP® 计算机科学原理理》课程，
帮助学⽣生做好《AP® 计算机科学原理理》考试的准备。此课程基于《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课程，可帮助学⽣生学习关键 
的计算概念，为使⽤用 Swift 进⾏行行编程构筑坚实的基础。 

《使⽤用 Swift 开发：AP® 计算机科学原理理》课程符合⼤大学理理事会的课程要求，采⽤用了了涵盖基础计算机科学概念的“五⼤大 
领域”教学法。这些领域包括创意开发、数据、算法和编程、计算系统和⽹网络以及计算的影响。此课程还包含描述学⽣生 
将如何探索学习⽬目标的六种计算思维实践：计算解决⽅方案设计、算法和程序开发、程序开发中的抽象、代码分析、计算 
创新和负责任的计算。

使⽤用 Swift 开发：AP® 计算机科学原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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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App 开发⼊入⻔门。学⽣生⾸首先将学习 Swift 中有关数据、运算符和控制
流程的基础知识，还将了了解有关⽂文档使⽤用、调试、Xcode、构建和运⾏行行 app  
以及 Interface Builder 的知识。然后，他们会运⽤用这些知识来完成名为“灯光”
的引导式项⽬目。在该项⽬目中，他们将创建⼀一个简单的⼿手电筒 app。 

第 2 单元：UIKit 简介。学⽣生将探索 Swift 字符串串、函数、结构、集合和循环。 
他们还将学习 UIKit (构成⽤用户界⾯面的系统视图和控件)，以及如何使⽤用“⾃自动 
布局”和堆栈视图来显示数据。他们会运⽤用这些知识来练习完成名为“苹果派”
的引导式项⽬目，即构建⼀一个猜字游戏 app。 

第 3 单元：导航和⼯工作流程。学⽣生将探索如何使⽤用导航控制器器、标签栏控制器器
和过渡来构建简单的⼯工作流程和导航层次结构。他们还将了了解 Swift 中两个 
功能强⼤大的⼯工具：可选类型和枚举。他们会运⽤用这些知识来练习完成名为 
“性格测试”的引导式项⽬目。“性格测试”是⼀一种个性化调查，可以向⽤用户提供 
有趣的回答。 

第 4 单元：构建 App。学⽣生将学习设计周期并按照该周期来设计⾃自⼰己的 app。 
他们将探索如何对⾃自⼰己的设计进⾏行行开发和迭代，以及如何制作原型来进⾏行行引⼈人
⼊入胜的演示，从⽽而推进他们的项⽬目，迈向成功的 1.0 版本。

学⽣生培养使⽤用 Swift 开发 iOS app 的基本技能。他们将掌握 Swift 程序员⽇日常使⽤用的核⼼心概念和做法，并逐渐熟悉 
Xcode 的源代码和 UI 编辑器器。学⽣生将能够创建遵循标准做法的 iOS app，包括使⽤用常规 UI 元素和布局。

使⽤用 Swift 开发：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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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表格和持久性。学⽣生了了解有关滚动视图、表格视图以及构建复杂 
输⼊入屏幕的相关知识。他们还会探索如何存储数据、与其他 app 共享数据以及 
使⽤用⽤用户照⽚片库中的图像。他们会运⽤用新技能来完成名为“列列表”的引导式项⽬目。 
“列列表”是⼀一个任务跟踪 app。在该 app 中，⽤用户可以在熟悉的表格型界⾯面中 
添加、编辑和删除项⽬目。 

第 2 单元：使⽤用 Web。学⽣生将学习有关动画、并发和使⽤用 Web 的知识。他们 
将运⽤用所学知识来完成⼀一个名为“餐厅”的引导式项⽬目，“餐厅”是⼀一个可⾃自定 
菜单的 app，在其中⽤用户可以查看餐厅提供的菜品以及提交订单。该 app 使⽤用
了了 Web 服务，通过该服务，学⽣生可以使⽤用⾃自⼰己的菜单项和照⽚片来设置菜单。 

第 3 单元：⾼高级数据显示。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集合视图以⾼高度可⾃自定的 
⼆二维布局显示数据。他们还将探索 Swift 泛型的强⼤大功能，并综合运⽤用他们 
所有的技能，来构建⼀一个⽤用于管理理复杂数据集并提供可⾃自定界⾯面的 app。 

第 4 单元：构建 App。学⽣生将学习 app 设计周期并按照该周期来设计⾃自⼰己 
的 app。他们将探索如何对⾃自⼰己的设计进⾏行行开发和迭代，以及如何制作原型 
来进⾏行行引⼈人⼊入胜的演示，从⽽而推进他们的项⽬目，迈向成功的 1.0 版本。

学⽣生通过扩展 iOS app 开发中的⼯工作来创建更更复杂、功能更更强的 app，从⽽而拓拓展他们在“基础知识”中学习的知识 
和技能。他们将使⽤用服务器器中的数据，并探索新的 iOS API，这些 API 可提供更更丰富的 app 体验，包括以多种格式
显示⼤大量量数据。学⽣生学习 iOS SDK 的新功能，继续他们的 app 开发之旅。

使⽤用 Swift 开发：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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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设计⽇日志 

在能够开始使⽤用 Swift 开发 app 之前，学⽣生可以 
先思考⼀一下⾃自⼰己想要设计并构建的 app 类型。 
《App 设计⽇日志》可引导学⽣生进⾏行行设计思维项⽬目， 
帮助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制作原型，与同伴⼀一起 
测试 app，并改进⽤用户体验。 

App 展示活动指南 

⿎鼓励学⽣生在社区活动 (如项⽬目演示活动或 app 展示 
活动) 中分享他们的编程成果，以此来赞赏学⽣生的 
创造⼒力力。《App 展示活动指南》可以提供实⽤用的 
⽀支持，以帮助你规划并举办展示活动。 

Swift Coding Club 

Swift Coding Club 是⼀一种有趣的 app 设计⽅方式。 
活动是基于在 Mac 上的 Xcode playground 中学习 
Swift 编程概念。学⽣生与同伴合作设计出 app 原型， 
并思考代码如何能改变他们周围的世界。 

补充资源

通过 Swift 认证，帮助学⽣生在 app 经济中脱颖⽽而出 
讲授使⽤用 Swift 开发 app 的教育⼯工作者可以帮助学⽣生凭借对于 Swift 和 Xcode 的了了解获得认可。Swift 的 app 开发认证以“基础知识”和“数据收集”课程为基础， 
帮助学⽣生在 iOS app 开发领域脱颖⽽而出，竞争⾼高需求岗位。通过 Certiport 举办的考试，获得 Swift 的 app 开发认证，表明学⽣生已经做好了了成为 app 开发者 
的下⼀一步准备。了了解更更多信息：www.certiport.com/apple 

http://www.certiport.com/apple
http://www.certiport.com/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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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使⽤用 Swift 开发 
• “使⽤用 Swift 开发”计划 

•  “使⽤用 Swift 开发 App”⼀一级认证 

• Canvas Commons 上的《使⽤用 Swift 开发》 

⼈人⼈人能编程 
• ⼈人⼈人能编程计划 

• ⼈人⼈人能编程解谜闯关 

• ⼈人⼈人能编程解谜闯关教师指南 
• Swift Playgrounds app 

关于 Swift 
Swift 是 Apple 开发的⼀一种强⼤大⽽而直观的编程语⾔言，Swift 不不仅⾮非常适合 
编程初学者，功能也⼗十分强⼤大。Swift 的设计，可以让编程者从编写像 
“Hello, world!”这类最简单的程序，⼀一直拓拓展到编写世界上最先进的软件。
了了解有关 Swift 的更更多信息。 

关于 Xcode 
Xcode 是⼀一款 Mac app，⽤用于构建所有其他 Mac app 和所有 iOS app。 
它可以提供你需要的所有⼯工具，以打造精彩的 app 体验。你可以从 Mac 
App Store 免费下载这个 app。详细了了解 X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develop-in-swift
http://www.certiport.com/apple
http://apple.co/developinswiftexplorationscanvas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app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5D
http://www.apple.com.cn/swift/
http://itunes.apple.com/cn/app/xcode/id497799835?mt=12
https://developer.apple.com/cn/x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develop-in-swift
http://www.certiport.com/apple
http://apple.co/developinswiftexplorationscanvas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apps.apple.com/cn/app/swift-playgrounds/id908519492?mt=8%5D
http://www.apple.com.cn/swift/
http://itunes.apple.com/cn/app/xcode/id497799835?mt=12
https://developer.apple.com/cn/x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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