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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Swift Coding Club！ 
学习编程能够教会你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与他⼈人协作，还能帮你将
奇思妙想化为现实。  

Swift Coding Club 让学习编程和设计 app 变得趣味⼗十⾜足。围绕 Swift (Apple 的
编程语⾔言) 组织的活动可帮助成员相互协作，共同学习编程、制作 app 原型以及
思考编程可以为你身边的世界带来哪些改变。 

⽆无论你是不不是教师或编程专家，都可以运营 Swift Coding Club。这些材料料可⾃自学
完成，你甚⾄至可以与俱乐部成员⼀一起学习。你可以举办⾯面向社区的 app 展示活动
来分享你的俱乐部创意和设计。 

本指南分为三个部分：

使⽤用⼊入⻔门 学习及应⽤用 分享成果

编程资源

⼈人⼈人能编程  |  10 岁以上 

在 iPad 上通过 Swift Playgrounds，使⽤用 
Swift 代码来学习编程基础知识。进⼀一步
了了解《⼈人⼈人能编程》课程 >

欢迎 

使⽤用 Swift 开发  |  14 岁以上 

学习如何在 Mac 上使⽤用 Xcode 开发 app。
进⼀一步了了解《使⽤用 Swift 开发》课程 >

启动 Swift Coding Club 
所需的⼀一切。

俱乐部课程的模块
和活动。

⽤用于规划和举办社区
活动的实⽤用资源。

2

Swift Coding Club 是围绕各种编程教学
资源⽽而设计的。Apple 让编程⼈人员不不仅
可以在 iPad 上学习基础知识，也可以在 
Mac 上打造真正的 app。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develop-in-swift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everyone-can-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develop-in-swift


使⽤用⼊入⻔门 

1. 探索《使⽤用 Swift 开发》资源  
《使⽤用 Swift 开发》课程介绍了了如何在 Mac 上使⽤用 Xcode 和 Swift。Swift 是 Apple 设计的⼀一种强⼤大⽽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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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OS、Apple tvOS、watchOS 等的 app。
该课程不不仅适合刚开始接触编程的俱乐部成员，也适合拥有编程经验的成员。在开始设计俱乐部体验之前，请先探索下⾯面的
《使⽤用 Swift 开发》资源，这将⼗十分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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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ode 
Xcode 是⼀一种集成开发环境，供专业开发者⽤用来构建真正
的 app。从设计⽤用户界⾯面 (UI) 和实施代码，到测试和
调试 app，以及将其发布到 App Store 上，Xcode 提供了了
创建完整 app 所需的⼯工具。

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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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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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介绍了了整个 app 
设计过程：集思⼴广益、规划 app、制作原型和评估 app。

下载并探索 Xcode > 下载《使⽤用 Swift 开发》课程 >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
https://apps.apple.com/cn/app/xcode/id497799835?mt=12
https://apps.apple.com/cn/app/xcode/id497799835?mt=12


3. 制定计划 
以下是要考虑的⼀一些事项： 

• 你的俱乐部成员都有谁？他们都有哪些兴趣爱好？他们
有编程经验还是初次接触编程？  

• 你的俱乐部成员多久会⾯面⼀一次？你的编程活动需要多少
⼩小时？  

• 俱乐部可使⽤用哪项技术？  

• 你的俱乐部的⽬目标是什什么？  

2. 检查技术事项 

在第⼀一次会⾯面之前，请准备好以下事项： 

• Mac。需要有运⾏行行 macOS Catalina 或更更⾼高版本的 Mac。
好每个俱乐部参与者都有⾃自⼰己的设备，但也可以共⽤用 

设备⼀一起编程。 

• Xcode 11。Apple 提供的这款免费 Mac app 可⽤用于构建 
其他 Mac app 和所有 iOS app。它包含了了打造精彩 app 
体验所需的⼀一切⼯工具。 

• 《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这是 Apple 提供的免费 
资源，可引导初学者了了解重要的计算概念，从⽽而为使⽤用 
Swift 进⾏行行编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 Keynote 讲演。在 Mac 上使⽤用此 app 来制作 app 原型。 

要获取有关 Apple 产品的帮助，请访问 Apple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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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apple.com/zh-cn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


Swift Coding Club 海海报

4. ⼴广泛宣传 
让别⼈人了了解你的 Swift Coding Club。以下是⼀一些能够吸引新成员加⼊入俱乐部的创意
和资源： 

• 宣传你的俱乐部。利利⽤用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网⻚页、传单或⼝口碑碑推⼴广，让你的社区
了了解你的俱乐部。 

• 举办宣讲会。询问潜在的俱乐部成员，了了解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想要创建的项⽬目
类型。讨论举办社区活动的想法，并向俱乐部成员介绍如何参加活动。你还可以
在线分享有关俱乐部的简短视频。 

以下项⽬目有助于推⼴广你的 Swift Coding Club，并让其具备个性化⻛风格： 

• 海海报。下载免费海海报模板，然后进⾏行行个性化设计，以创建你⾃自⼰己的海海报。将海海报
打印出来并进⾏行行展示，或制作数字海海报在线分享。请务必包含有关俱乐部会⾯面
时间、地点以及参加⽅方式的详细信息。 

• 贴纸和 T 恤。使⽤用这些 Swift Coding Club 贴纸来帮助推⼴广你的俱乐部。T 恤是
辨认参加 app 展示活动成员的 佳⽅方法。下载 Swift Coding Club T 恤模板，以便便
为成员制作 T 恤。

Swift Coding Club T 恤

Swift Coding Club 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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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posters.zip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stickers.zip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shirts.zip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posters.zip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stickers.zip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shirts.zip


俱乐部领导适⽤用技巧

组建⼀一个领导团队。让⼀一组成员负责 
俱乐部的领导⼯工作，这样可以让学习 
更更加轻松有趣。哪些俱乐部成员具有 
领导潜⼒力力？考虑为俱乐部招募负责⼈人， 

负责活动、编程和 app设计等。

⼀一起学习。俱乐部领导不不需要对 
⼀一切都了了如指掌。帮助成员进⾏行行 

⾃自⼰己的研究和培养解决问题的 
技能，并⿎鼓励他们帮助他⼈人。

分享创意。有些成员对制作游戏感兴趣。 
另⼀一些成员可能想要创建 app 来为 
⼈人们提供帮助、学习 Swift 或控制 
机器器⼈人。思考如何让成员协作 
完成他们所关注的项⽬目。

混合搭档。有时候，较⾼高⽔水平的成员会 
领先于其他成员。看看这些成员是否 
可以与初学者组成搭档⼀一起编程。 
指导他⼈人是提升⾃自⼰己的绝佳⽅方式！

展示成果。举办 app 展示活动是向 
朋友、家⼈人、教育⼯工作者和社区宣传 
俱乐部、app 创意和编程技能的绝佳 
⽅方式。这甚⾄至有可能帮你招募到更更多 

成员。要获取有关举办 app 展示 
活动的技巧，请参阅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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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及应⽤用 

1. 了了解 Swift 
Swift 是由 Apple 研发的⼀一种⽤用于构建 app 的编程语⾔言。这种语⾔言强⼤大直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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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Mac、
Apple TV、Apple Watch 等的 app。Swift 能够让编程变得更更加容易易、灵活和有趣。  

要了了解有关 Swift 的更更多信息，请访问 swift.org。 

2.深⼊入了了解 Xcode 和《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 
俱乐部项⽬目资料料是围绕适⽤用于 Xcode 的 app 项⽬目⽽而构建的。Xcode 是⼀一种集成开发 
环境，供专业开发者⽤用来构建真正的 app。Xcode 中包含⽤用于编写和管理理代码的 
源代码编辑器器、⽤用于调试问题的调试器器，以及⽤用于对 app 的视觉元素进⾏行行布局设计 
并关联到代码的⽤用户界⾯面编辑器器 (称为 Interface Builder)。  

要了了解有关 Xcode 的更更多信息，请访问 Xcode ⽀支持⻚页⾯面。 

《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可帮助学习者在学习编程基础知识的同时，逐步完成 
Xcode 中的 playground 活动。在 Xcode playground 中，你可以编写 Swift 代码并 
在实时预览中即时查看结果。你可以尝试各种代码，看看能实现什什么功能，这种 
⽅方式很适合编程⼊入⻔门以及试验各种新创意。  

《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教师指南》包含适合俱乐部成员的其他活动，这些活动 
可激发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理理解⼒力力，激励他们追随⾃自⼰己的梦想并不不断为之努⼒力力。  

下载《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教师指南》>

下载教师指南 >

下载 Xcode 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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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ift.org
https://developer.apple.com/cn/support/x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
https://apps.apple.com/cn/app/xcode/id497799835?l=en&mt=12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
http://swift.org
https://developer.apple.com/cn/support/x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
https://apps.apple.com/cn/app/xcode/id497799835?l=en&mt=12


利利⽤用 Xcode 学习编程的技巧

探索 Xcode ⾸首选项。从菜单栏 
选择“Xcode”>“Preferences”，
设置你的⽂文本编辑和其他⾸首选项。
你可以添加开发者账户、⾃自定 
导航或字体、选择事件时发⽣生时 
的特定⾏行行为等。 

停下来思考⼀一下。出现错误
是不不可避免的。停下来思考 
⼀一下该问题。它的症状是什什么？
在 [x] 出现之前，⼀一切都正常吗？ 

编写代码的⽅方法不不⽌止⼀一种。成员
应相互检查彼此的代码、提供
反馈并相互帮助调试代码。

使⽤用调试⼯工具。当 app 崩溃时，
发⽣生错误的代码⾏行行会以红⾊色⾼高亮 
显示。在代码中使⽤用 print()，
将有⽤用的信息记录到控制台。
设置断点来暂停  app，检查 
变量量并逐⾏行行执⾏行行代码。

主键盘快捷键。 
构建并运⾏行行项⽬目：⌘ + R 
注释或取消注释所选代码：⌘ + / 
重新缩进所选代码：⌃ + I 
显示检查器器：⌘ + ⌥+ 0 
显示说明⽂文档：⌘+⇧+0

深⼊入学习。⾼高⽔水平的俱乐部成员可以完成 
整个《使⽤用 Swift 开发 App》课程，并将 
更更多精⼒力力放在如何在 Xcode 中对 app 原型 
进⾏行行编程上。

设置⼀一个帮助台。规划⼀一个空间，
以便便俱乐部内的专家为其他成员 
提供⽀支持。 

学习及应⽤用 8



3. 选择项⽬目 
俱乐部项⽬目资料料是按 app 项⽬目模块和 app 设计挑战来组织的。俱乐部成员可以
完成⼀一系列列 playground 活动和指导性 app 开发项⽬目来探索 Xcode，同时学习编程
概念。《使⽤用 Swift 开发：探索》课程提供了了完成每个模块所需的⼀一切内容。  

前⼏几个 app 项⽬目不不需要任何既有知识；接下来的项⽬目难度会逐渐增加。查看每个
项⽬目的复杂性，然后选择⼀一个适合俱乐部成员编程经验的起点。  

App 设计挑战可与其他模块同时完成，也可作为独⽴立的挑战来完成。  

模块 1：PhotoFrame App 

模块 2：QuestionBot App 

模块 3：ColorMix App 

模块 4：ElementQuiz App 

模块 5：App 设计挑战

下载课程 >

学习及应⽤用 9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k12/teaching-code/


4. App 设计挑战 
在学习使⽤用 Xcode 构建 app 时，俱乐部成员还可以开始构思要创建什什么样的 app，分享他们的创意，根据创意制作 app 原型，
与同伴⼀一起测试 app，以及改进⽤用户体验。要完成 app 设计挑战，他们不不但需要运⽤用编程技能，还需要发挥创造⼒力力和聪明 
才智。  

俱乐部成员将了了解成功 app 的特征，以及在设计⾃自⼰己的 app 时应考虑的事项。他们将使⽤用《App 设计⽇日志》来进⾏行行 app 设计 
过程，然后制作⼀一个可⾏行行的 app 原型，在 app 展示活动上分享。俱乐部成员可以利利⽤用⼀一部分课程时间来处理理 app 项⽬目，然后 
在余下的课程时间⾥里里探索⾃自⼰己的 app 创意，也可以交替完成不不同项⽬目的课程。

学习及应⽤用 10



5. 深⼊入学习 
你还可以添加满⾜足成员兴趣爱好的课程。可以通过调查适⽤用于连接设备或 watchOS 的 app 来扩展
设计和编程活动。或者，更更深⼊入地研究机器器学习和增强现实等主题，以探索 app 设计的未来。 

为了了促进俱乐部成员在设计⽅方⾯面集思⼴广益，你甚⾄至还可以邀请演讲嘉宾或开展实地考察活动，来帮助
俱乐部成员更更好地了了解项⽬目的受众和设计要求。

Run My Code



2. 设计奖项。友好的竞争可以更更好地激励参与者。通过 
提供各类奖项，认可俱乐部成员在编程和设计⽅方⾯面的强项，
以此⿎鼓励他们，例例如： 

• 佳⼯工程奖  

• 佳创新奖  

• 佳设计奖  

• 佳展示奖  

你也可以设⽴立“ 佳⼈人⽓气奖”来⿎鼓励现场观众积极参与评选。 

1. 策划⼤大型展示活动。确定⽇日期并邀请同⾏行行、教育⼯工作者、
家⼈人和社区成员。 

为每个⼩小组留留出展示项⽬目的时间，并亲⾃自或以虚拟⽅方式 
开展简短的问答环节。如果⼩小组⼈人数很多，可以将活动 
分成两轮进⾏行行，让成员们观看彼此的演示。 

在活动结尾，可以考虑播放有趣的幻灯⽚片，来展示在 
俱乐部课程期间拍摄的照⽚片。

可以下载该证书并进⾏行行修改，以⽤用于 
不不同的奖项。

分享成果 

社区活动或虚拟 app 展示活动 
举办社区活动或虚拟 app 展示活动，让更更⼴广泛的社区参与其中，并探索使⽤用代码解决当代问题的潜在可能性。这些活动也是
展现俱乐部成员才能的绝佳机会！ 

Swift 
Swift Codi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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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xcode-certificate.pdf
https://education-static.apple.com/geo/cn/coding-club-kit/xcode-certificate.pdf


3. 招募评委和导师。他们可以是教育⼯工作者或教职员⼯工、
具有编程专业知识的同⾏行行、校务委员会成员、软件开发 
或设计⾏行行业的专家、当地社区负责⼈人或可从项⽬目创意中 
受益的个⼈人。  

评委不不必等到举办展示活动时才与俱乐部成员会⾯面。
在成员处于项⽬目的集思⼴广益或规划阶段时，考虑邀请 
评委作为演讲嘉宾，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 

4. 分享与启发。建议你将展示活动录制下来，与更更⼴广泛 
的社区成员分享，并制作⼀一个集锦以启发未来的俱乐部 
成员。 

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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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Coding Club 模块

模块 1：PhotoFrame App 

模块 2：QuestionBot App 

模块 3：ColorMix App 

模块 4：ElementQuiz App 

模块 5：App 设计挑战



PhotoFrame App 
模块 1



构建⾃自⼰己的第⼀一个 app 其实很简单！在这个模块中，你将学习⼀一些关键的编程概念和 
技能，从⽽而构建⼀一个可显示基本 UI 组件 (例例如照⽚片) 的 app。了了解 UI 组件的基础知识 
对于创建任何 app 都⾄至关重要，这些知识还能在你扩展编程和 app 开发技能时派上 
⽤用场。通过此项⽬目，你还将熟悉 Xcode、Interface Builder 和 Simulator，学习如何 
结合使⽤用它们来构建⾃自⼰己的 app。  

  课程 1-7 
学习值的相关知识，并在 Xcode playground 中尝试使⽤用值、变量量和常量量。  
• Playground 基础知识 
• 命名和标识符  
• 常量量和变量量  
• 字符串串  

  课程 8-9 
应⽤用新技能和新概念来创建⽂文字游戏 playground。 

  课程 10-12  
在 Xcode 和 Interface Builder 中构建 PhotoFrame app。 

PhotoFrame App 
模块 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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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Frame App 

   开始使⽤用 Xcode 

探索 Xcode playground 使⽤用⽅方法，并学习
如何在基本程序中输⼊入和更更改代码。 

⼊入⻔门：探索编程基础知识以及数据输⼊入和
输出的作⽤用。  

什什么是编程？(第 15 ⻚页) 
值 (第 16 ⻚页) 

练习：学习如何输⼊入和更更改代码。 

Playground 基础知识 playground  
(第 27-29 ⻚页) 

   常量量和变量量 

了了解如何声明变量量和常量量，并构建⼀一个程序
来跟踪分数。  

⼊入⻔门：⽐比较变量量和常量量，并将⽣生活想象成
⼀一个程序。 

常量量和变量量 (第 20 ⻚页) 

练习：构建⼀一个程序来帮助跟踪游戏分数。 

常量量和变量量 playground (第 38-41 ⻚页)

   命名和标识符 

了了解命名在编程中的重要性，并构建
⼀一些简单的程序来解决问题。 

⼊入⻔门：了了解命名和标识符为何如此重要，
并在设计新游戏时为新游戏的重要组件 
命名。 

命名和标识符 (第 18-19 ⻚页) 

练习：在构建程序来解决简单的问题时，
练习命名技巧。 

命名和标识符 playground (第 30-33 ⻚页) 

1 2-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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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8-9    ⽂文字游戏 

运 ⽤用 值 、 常 量量 和 字 符 串串 的 知 识 ，  

在  playground 中创建⽂文字游戏， 

然后让俱乐部成员尝试⼀一下。  

应⽤用：构建⼀一个换词游戏，以创作出 

有趣的故事。 

⽂文字游戏 playground (第 45-46 ⻚页)

   字符串串 

了了解字符串串以及如何在代码中使⽤用字符串串
来创建简单的游戏。 

⼊入⻔门：识别字符串串的关键属性，并创建⾃自⼰己
的聊天机器器⼈人回复。 

字符串串 (第 23-24 ⻚页) 

练习：构建⼀一个填空游戏。 

字符串串 playground (第 42-44 ⻚页)

   PhotoFrame App 

探索 Xcode Interface Builder 的使⽤用⽅方法，
构建并运⾏行行⼀一个简单的 app。  

应⽤用：构建并查看⼀一个显示⾃自定相框照⽚片
的 app。 

PhotoFrame app 项⽬目 (第 47-73 ⻚页)

10-12

PhotoFram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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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Bot App 
模块 2



QuestionBot App 
模块 2 概述

你是否曾使⽤用过测验 app 或是好奇 Siri 是如何⼯工作的？所有 app 都有内部逻辑来定义其 
⾏行行为。借助 QuestionBot，你将构建⼀一个包含机器器⼈人⼤大脑的 app，从⽽而以不不同⽅方式响应 
不不同的问题。为此，你将学习如何设计算法、将代码分组为函数，以及使⽤用不不同的类型 
等等。本模块可帮助你重点理理解 app 的⼯工作原理理，学习如何创建代码来控制 app 界⾯面，
以及探索能让 app 模仿⼈人⼯工智能的逻辑。 

  课程 1-10 
了了解算法，这是编程的基⽯石，并在 Xcode playground 中尝试使⽤用函数、类型和参数。 
• 算法  
• 函数  
• 类型  
• 参数  
• 使⽤用布尔做决策  

  课程 11-12 
应⽤用新技能和新概念在 BoogieBot playground 中创建舞蹈动作。 

  课程 13-14  
在 Xcode 中添加功能，对 QuestionBot app 的“⼤大脑”进⾏行行编程以回答问题。 

QuestionBot App 21



QuestionBot App 

   算法  

了了解算法这个重要的编程⼯工具，并练习设计
算法来解决⽇日常问题。 

⼊入⻔门：在算法中使⽤用排序和选择来解决简单
的问题，并为⼀一个程序设计算法，让⾳音乐
随着⼼心情⽽而律律动。 

算法 (第 109 ⻚页) 
排序 (第 110 ⻚页) 
选择 (第 111 ⻚页)

   类型 

学习使⽤用类型来区分不不同类型的数据， 
并构建⼀一个程序来执⾏行行简单的计算。 

⼊入⻔门：探索如何使⽤用类型来描述值， 
并思考在组装任务中要使⽤用的零件的 
类型。 

类型 (第 115-116 ⻚页) 

练习：构建⼀一个程序来完成简单的 
计算。 

类型 playground (第 124-126 ⻚页) 

   函数 

学习使⽤用函数来创建可复⽤用的代码段， 
并构建⼀一个歌曲创作程序。  

⼊入⻔门：在熟悉的情境 (例例如准备晚餐)  
中练习将指令分组为函数。 

函数 (第 112-114 ⻚页) 

练习：构建⼀一个制作重复歌曲的程序。 

函数 playground (第 120-123 ⻚页) 

1-2 3-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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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gieBot 

使⽤用函数来构建由较⼩小的部分组成的复杂
舞蹈动作，并将舞蹈编排以动画图像的
⽅方式分享给其他⼈人。  

应⽤用：为 BoogieBot 创建舞蹈动作，并将
创建的舞蹈动作存储为动画图像。 

BoogieBot playground (第 134 ⻚页) 

11-12   参数  

学习使⽤用参数来定义函数的输⼊入，并构建 
⼀一个程序，根据输⼊入的值来输出不不同的 
句句⼦子。  

⼊入⻔门：使⽤用参数来增加函数的灵活性，
并完善晚餐准备函数以适应特定需求。 

参数 (第 116 ⻚页) 

练习：构建⼀一个程序，以使⽤用函数根据 
不不同的传⼊入值输出不不同的句句⼦子。 

参数和结果 playground (第 127-129 ⻚页) 

使⽤用布尔做决策 

了了解布尔类型在编程中的强⼤大功能，并构建
⼀一个程序来确定给定年年份是否为闰年年。  

⼊入⻔门：探索布尔，并使⽤用布尔来帮助机器器⼈人
解决棘⼿手的问题。 

使⽤用布尔做决策 (第 117 ⻚页) 

练习：构建⼀一个程序来确定给定年年份是否
为闰年年。 

做出决策 playground (第 130-133 ⻚页) 

7-8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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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Bot 

构建 QuestionBot app 的逻辑，使其对不不同
问题进⾏行行不不同响应。  

应⽤用：对 QuestionBot app 的“⼤大脑”进⾏行行
编程，让它可以决定如何回答问题，并学习
如何测试代码以及对代码进⾏行行故障诊断。 

QuestionBot app 项⽬目 (第 136-148 ⻚页)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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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Mix App 
模块 3



ColorMix App 
模块 3 概述

思考⼀一下 iPhone ⽤用户界⾯面 (UI)。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使⽤用基本 UI 元素构建了了 app，
并学习了了如何创建 UI 背后的逻辑。通过 ColorMix，你将学习如何构建具有按钮和 
开关等控件的交互式 app。更更重要的是，你将学习如何将这些视觉 UI 元素连接到 
Swift 代码，让它们可以按照你希望的⽅方式⼯工作。为此，你将学习如何使⽤用属性和⽅方法 
来定义⾃自⼰己的⾃自定类型，如何使⽤用类型的实例例以及如何以数组形式收集数据。 后，
你将建成 ColorMix app，其可通过混合红⾊色、绿⾊色和蓝⾊色来⽣生成彩虹的所有颜⾊色以及 
更更多颜⾊色。  

  课程 1-6 
学习如何组织数据，尝试为⾃自定类型定义⽅方法和属性以及在 Xcode playground 中使⽤用 
数组。 
• 实例例、⽅方法和属性  
• 数组与循环  
• 结构  

  课程 7-8 
学习如何创建图形，然后⼀一次⼀一个像素地构建图形、表情符号和动画线条图。 

  课程 9-12  
通过向 UI 添加开关和滑块来构建 ColorMix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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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例、⽅方法和属性 

学习如何创建类型的实例例以及如何使⽤用 
⽅方法和属性，并通过编程来设计⼀一个 
机器器⼈人舞蹈⽐比赛。 

⼊入⻔门：探索类型如何定义⽅方法和属性，
并尝试描述不不同种类动物的⽅方法和属性。 

实例例、⽅方法和属性 (第 182 ⻚页) 

练习：构建⼀一个程序来设计⼀一个舞蹈 
⽐比赛，让两个机器器⼈人轮流登场。  

实例例、⽅方法和属性 playground  
(第 194-196 ⻚页)

   结构 

学习如何使⽤用结构创建⾃自定类型，并使⽤用
⾃自定类型来解决编程难题。 

⼊入⻔门：使⽤用结构定义⾃自⼰己的类型，并为
所选动物创建⾃自定类型。 

使⽤用结构定义⾃自⼰己的类型 (第 189-190 ⻚页) 

练习：构建⼀一个使⽤用⾃自定类型来解决问题
的程序。  

结构 playground (第 201-203 ⻚页) 

   数组与循环 

学习如何对数组中的数据排序，以及如何
使⽤用循环处理理数组，并构建⼀一个程序来
计票、跟踪进度和查找关键字词。  

⼊入⻔门：在算法中使⽤用迭代，并使⽤用循环来
处理理数组中的元素。创建⼀一个算法来描述
棋盘游戏的玩法，并考虑如何使⽤用集合。 

列列表和数组 (第 183 ⻚页) 
算法：迭代 (第 184-185 ⻚页) 
循环 (第 186 ⻚页) 
使⽤用数组：搜索 (第 187-188 ⻚页) 

练习：构建⼀一个程序来计票、跟踪每⽇日⽬目标
的完成进度以及根据关键字词过滤消息。  

数组与循环 playground (第 197-200 ⻚页)

1-2 3-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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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素艺术  

学习如何创建图形，然后⼀一次⼀一个像素地
构建⾃自⼰己的图形。  

应⽤用：编写代码以⼿手⼯工绘制图形、表情符号
和动画线条图。 

像素艺术 playground (第 213-214 ⻚页)

   颜⾊色挑选器器 

学习如何使⽤用响应动作和插座变量量将 
Swift 代码与 app 的 UI 连接起来。 

应⽤用：使⽤用开关、滑块和按钮构建⼀一个 
app 来混合颜⾊色。 

ColorMix app 项⽬目 (第 296-339 ⻚页)

7-8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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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Quiz App 
模块 4



ElementQuiz App 
模块 4 概述

⼤大多数⼈人使⽤用 app 都是为了了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例例如，帮助他们让⼀一切井然有序、
计算财务状况或获取路路线等等。在 ElementQuiz 中，你将构建⼀一款可帮助你记忆元素 
周期表的 app。你将了了解枚举，然后运⽤用所学知识来应对你选择的独⽴立 app 挑战。
你可以构建 MemeMaker app，创建⽯石头剪⼑刀布游戏，或进⼀一步提升 ElementQuiz app。  

  课程 1-4 
按照步骤说明来构建 ElementQuiz app 的抽认卡界⾯面。 

  课程 5-6 
学习枚举并构建⼀一个计票程序。 

• Enum 和 Switch 

  课程 7-12  
选择要构建的三个 app 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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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Quiz App： 
 A 部分  

学习如何构建抽认卡 app，以帮助 
记忆元素周期表中的各个元素。  

应⽤用：构建⼀一个具有抽认卡界⾯面的 
测验 app，以帮助⽤用户学习化学元素 
符号。 

ElementQuiz app 项⽬目，第 1-3 部分  
(第 394-408 ⻚页)

   Enum 和 Switch  

学习枚举并构建⼀一个计票程序。  

练习：构建⼀一个统计投票结果的程序。 

Enum 和 Switch playground (第 204-206 ⻚页)

1-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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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课程 7-12，请选择以下三个 app 项⽬目之⼀一。星号表示难度。

ElementQuiz App 32

   MemeMaker App 

学习如何使⽤用分段控件在图像的上⽅方和下⽅方显示不不同
的说明⽂文字。由于控件是独⽴立的，因此，你可以混合
搭配⽂文本以创建⾃自定组合。学习如何使⽤用⼿手势识别器器
让⽤用户在屏幕上拖动说明⽂文字。 

应⽤用：构建⼀一个 app，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
向照⽚片添加趣味的⾃自定说明⽂文字。 

MemeMaker app 项⽬目 (第 377-392 ⻚页)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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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剪⼑刀布 App 

学习如何⾃自定结构和枚举来创建⽤用于“⽯石头剪⼑刀布”
游戏的模型和逻辑；使⽤用随机数，让⽤用户可以不不断
与电脑对战。  

应⽤用：使⽤用表情符号和按钮构建⼀一个游戏 app。 

⽯石头剪⼑刀布 app 项⽬目 (第 361-376 ⻚页)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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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Quiz App： 
  B 部分 

学习如何处理理⽂文本输⼊入，以在 ElementQuiz app 
中创建计分测验模式。学习如何构建⽤用户界⾯面
逻辑，以及如何在代码变得更更加复杂时对其进⾏行行
重构。 

应⽤用：扩展测验 app 以包括计分测验模式。 

ElementQuiz app 项⽬目，第 4-10 部分  
(第 409-459 ⻚页)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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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设计挑战 
模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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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设计⽇日志

在这个模块中，俱乐部成员将分成⼩小组合作设计⼀一款 app，来帮助解决他们所在社区的问题。
该模块将引导他们完成整个设计过程：集思⼴广益、规划 app、在 Keynote 讲演中制作可⾏行行的 
app 原型以及评估 app。然后，每个⼩小组要创作 app 宣传⽅方案视频，记录整个流程并展示 
他们的 app。  

在设计过程中，俱乐部成员会在《App 设计⽇日志》中记录并跟踪他们的想法。将设计过程 
记录下来有助于反复改进他们的 app 项⽬目。⽽而且该⽇日志还可⽤用作参考资料料和未来项⽬目的 
⼊入⼿手点。  

在这个模块结束后，举办 app 展示活动，以彰显俱乐部成员的创造⼒力力。 

课程概述 

集思⼴广益：3 节课程 

规划：2 节课程 

原型制作：4 节课程 

评估：2 节课程 

宣传⽅方案：1 节课程 

App 展示活动

App 设计挑战 
模块 5 概述

资源

App 设计挑战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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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思⼴广益 

探索 app 创意，确定 app 的⽤用途、受众
和侧重点。 

集思⼴广益 

• ⽤用途  
• 创意  
• 受众  
• 侧重点  
• 反复改进 

   制作原型 

设计 app 的 UI，为屏幕创建故事板，并在 
Keynote 讲演中制作可⾏行行的 app 原型。  

制作原型 

• 设计  
• 流程图  
• 构建 

   规划 

思考如何在 app 中使⽤用 iOS 功能，并探究 
app ⽤用户界⾯面 (UI) 的关键设计元素。 

规划 

• UI/UX 
• iOS 功能 
• 设计 

1-3 4-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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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展示活动 

通过 app 展示活动，与更更⼴广泛的社区成员分享俱乐部的 app 原型和宣传⽅方案。要寻找规划

和举办活动的灵感，请参阅《App 展示活动指南》。

   评估 

与同伴和社区成员⼀一起测试你的原型，然后
根据反馈来反复完善你的设计。  

评估 

• 观察  
• 访谈 

   App 宣传⽅方案 

制作⼀一个时⻓长三分钟的宣传⽅方案演示⽂文稿
或视频，介绍你的 app 尝试解决什什么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 

10-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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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设计挑战

https://www.apple.com.cn/education/docs/app-showcase-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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