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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Pimpl慣用語
pimpl 這個術語最早是由 Jeff Sumner 引入，為“指向實作的指標”（pointer to 
implementation）的縮寫（Sutter，1999年）。這技術可以用來作為避免在表頭檔中公
開私人資料的一種方法（參見圖 3.1）。因此這是一個重要的機制，有助於保持 API介
面和實作之間的強力分離（Sutter和 Alexandrescu,，2004年）。雖然 pimpl嚴格來說
不是設計模式（它是 C++特定限制的解決辦法），它是一個慣用語，可以被認為是特
殊情況的橋接（Bridge）設計模式。

　如果讀完本書後你會改變一個寫程式的習慣，我希望你會在更多 API的程式碼選
擇使用 pimpl。

TIP

使用 pimpl慣用語來讓實作細節從表頭檔中分離。

PUBLIC
INTERFACE

Function1()
Function2()

.h file

public:

Function3()
protected:

PrivateFunction1()
PrivateFunction2()
PrivateData1
PrivateData2

public:

Impl *mlmpl
private:

.cpp file

PRIVATE
IMPLEMENTATION

圖 3.1　pimpl慣用法的公共類別有一個私有指標指向一個隱藏的實作類別。

3.1.1　使用 Pimpl

pimpl依賴於一項事實，可以定義 C++類別中一個資料成員成為一個指向前置宣告
型別（forward declared type）的指標。也就是說，型別只引入名稱且尚未完全定義，
從而可以隱藏該型別在 .cpp檔內的定義。這通常被稱為一個不透明指標（opaque 
pointer），因為使用者不能看到被指向物件的詳細資訊。本質上，pimpl是一種採用
邏輯和物理隱藏私有資料成員和函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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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以一個例子來說明。考慮下面“自動定時器”的 API：當一個具名的物件報
告被銷毀時它存活了多久。

// autotimer.h
#ifdef _WIN32
#include <windows.h>
#else
#include <sys/time.h>
#endif
#include <string>

class AutoTimer
{
public:
   ///建立一個新的計時器物件，並給予一個人類可讀的名字
   explicit AutoTimer(const std::string &name);
   ///在銷毀時，計時器報告它存活了多久
   ~AutoTimer();

private:
   //返回物件存活了多久
   double GetElapsed() const;

   std::string mName;
#ifdef _WIN32
   DWORD mStartTime;
#else
   struct timeval mStartTime;
#endif
};

　這個 API違反了前面章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品質。例如，它包括平台特定的定
義，而且它使定時器如何被儲存在不同的平台上的底層實作細節，讓看到表頭檔的人

都看得見。持平而論，API在只公開必要的公共方法（例如，建構式和解構式）並標
記其餘方法和資料成員為私有的，則是做得很好。然而，C++要求得在公共表頭檔中
宣告這些私有成員，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包括特定於平台的 #if指令。

　我們真正想要的是在 .cpp檔中隱藏所有的私有成員，然後就不需要包括這些惱人

的平台細節。pimpl慣用語可以讓你做到這一點，將所有的私有成員放在前置宣告的
類別（或結構），其宣告在表頭檔而定義在 .cpp檔。例如，可以使用 pimpl重做上述
表頭如下：

// autotimer.h
#include <string>

class AutoTimer
{
public:
   explicit AutoTimer(const std::string &name);
   ~Auto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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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class Impl;
   Impl *mImpl;
};

現在 API乾淨多了！沒有平台特定的預處理器指令（directive），讀者無法在表頭檔看
到類別的任何私有成員。

　然而，這暗示著，我們的 AutoTimer建構式現在必須配置一個 AutoTimer::Impl

物件類型，然後在它的解構式摧毀它。此外，所有的私有成員必須透過 mImpl指標

來存取。然而，對於大多數的實際案例，呈現出乾淨無實作 API的好處遠遠超過這 
成本。

　為了要使用這 pimpl類別，讓我們完整地檢視在底層實作看起來的樣子。由於特定
於平台的 #ifdef行，.cpp檔看起來有點凌亂，但最重要的是，這雜亂現在完全包含

在 .cpp檔了。

// autotimer.cpp
#include "autotimer.h"
#include <iostream>
#if _WIN32
#include <windows.h>
#else
#include <sys/time.h>
#endif

class AutoTimer::Impl
{
public:
   double GetElapsed() const
   {
#ifdef _WIN32
   return (GetTickCount() - mStartTime) / 1e3;
#else
   struct timeval end_time;
   gettimeofday(&end_time, NULL);
   double t1 = mStartTime.tv_usec / 1e6 + mStartTime.tv_sec;
   double t2 = end_time.tv_usec / 1e6 + end_time.tv_sec;
   return t2 - t1;
#endif
   }

   std::string mName;
#ifdef _WIN32
   DWORD mStartTime;
#else
   struct timeval mStartTime;
#endif
};

AutoTimer::AutoTimer(const std::string &name) :
   mImpl(new AutoTimer::Impl())
{
   mImpl->mName =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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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def _WIN32
   mImpl->mStartTime = GetTickCount();
#else
   gettimeofday(&mImpl->mStartTime, NULL);
#endif
}

AutoTimer::~AutoTimer()
{
   std::cout << mImpl->mName <<": took "<< mImpl->GetElapsed()
      <<" secs"<< std::endl;
   delete mImpl;
   mImpl = NULL;
}

　在此可以看到 AutoTimer::Impl類別的定義包含了原本公開在表頭的所有私有方法

和變數。也請注意，AutoTimer的建構式配置一個新的 AutoTimer::Impl物件並初始

化其成員，而解構式將會釋放該物件。

　在上述的設計中，我宣告 Impl類別為私有類別並嵌套在 AutoTimer類別中。宣告

它為嵌套類別可避免這實作特定的符號污染了全局命名空間，並且宣布它為私有意味

著它不會污染類別的公共 API。然而，宣告它是私有的多了限制，只有 AutoTimer的

方法可以存取 Impl的成員，.cpp檔裡的其他類別或自由函式將無法存取 Impl。如果

這會造成太多的限制，替代方案是可以宣告 Impl類別是公共的嵌套類別，如下面的

例子：

// autotimer.h
class AutoTimer
{
public:
   explicit AutoTimer(const std::string &name);
   ~AutoTimer();

   //允許 autotimer.cpp中其他類別／函式存取
   class Impl;

private:
   Impl *mImpl;
};

TIP

當運用 pimpl慣用語時，使用私有嵌套實作的類別。如果 .cpp內其他類別或自由函式必須存取
Impl成員，才使用公共嵌套的 Impl類別（或公共的非嵌套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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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值得考慮的設計問題是有多少邏輯要放在 Impl類別，選項包括：

 1. 只有私有成員變數。

 2. 私有成員變數和方法。

 3. 公共類別的所有方法，公共方法只是在 Impl類別相等的方法上簡單的輕包裝。

每個選項可能適用於不同的情況。一般來說，我建議選項 2：把所有的私有成員變數
和私有方法放在 Impl類別。這可以保持資料的封裝，以及操作這些資料的方法的封

裝，可以避免在公共表頭檔中宣告私有方法。請注意，我在前面的範例中採用了這種

設計方式，把 GetElapsed()方法放在 Impl類別裡面。HerbSutter說明使用這種方法
有二點需要注意的地方（Sutter，1999年）：

 1. 你無法在實作類別中隱藏私有虛擬方法。所以，它們必須出現在公共類別中讓所
有衍生類別可以覆寫（override）它們。

 2. 你可能需要在實作類別中增加一個指標指回公共類別，讓 Impl類別可以呼叫公

共方法。雖然你也可以傳遞公共類別到需要它的實作類別方法。

3.1.2　拷貝語義
如果類別中沒有明確定義拷貝建構式（copy constructor）和賦值運算子（assignment 
operator），C++編譯器會創建它們。然而，這些編譯器產生的建構式只執行物件的淺
拷貝（shallow copy）。這對 pimpl類別是不好的，因為這意味著，如果客戶端複製了
一個物件，然後這兩個物件將指向相同的實作物件 Impl。在它們各自的解構式中，

這兩個物件將嘗試刪除此相同的 Impl物件，最有可能導致系統崩潰。處理這個問題

的兩個選擇如下。

 1. 使類別不可複製。如果你不打算為使用者創建一個物件的副本，那麼你可以宣告
物件是不可複製的。你可以透過明確宣告拷貝建構式和賦值運算子做到這點。你

不需要提供這些實作，只需宣告就足以阻止編譯器產生預設版本。宣告它們為私

有的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如此試圖要複製物件就會產生編譯錯誤，而不是連結

錯誤（link error）。另外，如果你使用的是 Boost程式庫，那麼你也可以簡單地繼
承自 boost::noncopyable。此外，新的 C++11規格讓你得以完全關閉這些預設
功能（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章）。

 2. 明確定義拷貝語義。如果你希望使用者能夠複製 pimpl物件，那麼你應該宣告
和定義自己的拷貝建構式和賦值運算子。然後它們可以執行物件的深拷貝（deep 
copy），也就是創建一個 Impl物件，而不是只複製指標。在本書後面的章節我將

介紹如何以 C++寫自己的建構式和運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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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程式碼提供了 AutoTimer API的一個更新的版本，透過宣告一個私有的拷貝
建構式和賦值運算子使物件不可複製。相關的 .cpp檔不需要改變。

#include <string>

class AutoTimer
{
public:
   explicit AutoTimer(const std::string &name);
   ~AutoTimer();

private:
   //使這物件無法拷貝
   AutoTimer(const AutoTimer &);
   const AutoTimer &operator =(const AutoTimer &);

   class Impl;
   Impl *mImpl;
};

3.1.3　Pimpl和智能指標

pimpl的不便和容易出錯的部分是需要配置和釋放的實作物件。偶爾，你可能會忘記
在解構式刪除物件，或者在配置記憶體給它之前或毀了它之後存取 Impl物件，這些

都可能會導致錯誤。因此依照慣例，你應該最先確保建構式配置了記憶體給 Impl物

件（最好是透過初始化列表），而最後一件事是在解構式將其刪除。

　或者，你可以依賴智能指標使這件事更加容易。也就是說，你可以使用一個共享指

標（shared pointer）或作用域指標（scoped pointer）來保持物件的指標。因為作用域指
標在定義上是不可複製的，為你不希望使用者複製的物件使用這種類型的智能指標，

也可以讓你避免得宣告私有的拷貝建構式和賦值運算子。在此範例中，我們的 API
可以簡單地顯示為：

#include <memory>
#include <string>

class AutoTimer
{
public:
   explicit AutoTimer(const std::string &name);
   ~AutoTimer();

private:
   class Impl;
   std::unique_ptr<Impl> mImp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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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以使用 std::shared_ptr，允許複製物件而不會產生先前指出的兩次刪除

問題。使用共享指標，當然表示任何一個副本都指向在記憶體中相同的 Impl物件。

如果你需要複製的物件是 Impl物件的一個副本，那麼你仍然需要寫自己的拷貝建構

式和賦值運算子（或使用寫時複製（copy-on-write）的指標，如在效能一章中所描述
的）。

TIP

思考 pimpl類別的拷貝語義，考慮使用智能指標來管理實作指標的初始化和銷毀。

　使用共享或作用域指標表示當 AutoTimer物件被銷毀時 Impl物件會自動釋放：你

不再需要在解構式中明確地將其刪除。因此，autotimer.cpp檔的解構式現在可以減

少到只剩下：

AutoTimer::~AutoTimer()
{
   std::cout << mImpl->mName <<": took "<< mImpl->GetElapsed() 
             <<" secs"<< std::endl;
}

3.1.4　Pimpl的優點

在類別中採用 pimpl慣用法有許多優點，包括以下：

• 資訊隱藏（Information Hiding）：現在私有成員已完全從公共介面隱藏。這可以
讓實作細節隱藏起來（以及讓封閉原始碼 API成為私有）。這也意味著，表頭檔
更乾淨、更清楚地表達真正的公共介面，因此可以被使用者讀取且更容易消化。

資訊隱藏更大的好處是，使用者不能使用骯髒的手段輕鬆獲取你的私有成員，例

如以下範例，實際上在大多數的 C++編譯器是允許的（Lakos，1996），雖然在
C++98（17.4.3.1.1/2節）它是不合法的：
 :#define private public //使私有成員成為公共的 !
 #include "yourapi.h"   //現在可以存取你的私有成員了
 #undef private         //回到預設的私有的語義

• 降低耦合：如先前所示的 AutoTimer的例子，沒有 pimpl的話，公共表頭檔必須
包括所有私有成員變數的表頭檔。在我們的例子中，意味著要包含 windows.h或

sys/time.h。這增加了編譯時 API和系統其他部分的耦合。使用 pimpl就可以將
這些依賴關係移到 .cpp檔並且刪除這些元素的耦合。

• 編譯更快：將實作的包含（include）移到 .cpp檔另一個含義是，API的包含層級
減少了。這對編譯時間有很直接的影響（Lakos，1996年）。在效能一章我會詳細
說明，將包含依賴關係減到最小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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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的二進制相容性：pimpl物件的大小從不會改變，因為物件是一個指標的大
小。對私有成員變數所做的任何更改（請記得成員變數應該始終是私有的）只會影

響 .cpp檔裡面的實作類別的大小。這使得實作改變但不改變物件的二進制表示

變為可能。

• 延遲配置（Lazy Allocation）：mImpl類別可依需求而建構。如果類別配置有限的

資源或大量的資源，例如網絡連接，就可能有用。

3.1.5　Pimpl的缺點

pimpl慣用法的主要缺點是，對於每個被創建的物件，必須配置和釋放額外的一個實
作物件。這會增加物件的大小，多了一個指標的大小，並可能帶來額外的成本，像是

需要對所有成員變數作指標的間接存取，以及額外呼叫 new和 delete的成本。如果

你關心的是記憶體配置器的效能，那麼可以考慮使用“快速 pimpl”慣用語（Sutter，
1999年），為 Impl類別覆載 new和 delete運算子，使用更有效的固定大小的小記憶

體配置器。

　這對開發人員也造成額外的不便，所有私有成員的存取都要有類似 mImpl->的前

綴。由於這額外的間接層讓實作程式碼較難閱讀和除錯，如果 Impl類別有個指標

指回公共類別將會變得更加複雜。你還必須記得定義拷貝建構式或禁止複製類別。

然而，這些不便之處是不會讓 API的使用者知道，因此，對 API的設計而言不是問
題。它們是開發人員必須承擔的一個負擔，以讓使用者獲得一個更乾淨、更高效的

API。引用某位科學官員和他的隊長的話：“多數人的需求比少數人、或一個人的需
求更重要”。

　最後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編譯器將不再捕捉到在 const方法內成員變數的改
變。這是因為成員變數現在是在一個單獨的物件中。編譯器只會檢查你沒有改變

const方法中 mImpl指標的值，但不會檢查 mImpl指到的任何成員。其結果是，pimpl
類別的每一個成員函式都可能要定義為 const（當然除了建構式或解構式外）。以下的
const方法合法改變 Impl物件中的變數說明了這一點：

void PimpledObject::ConstMethod() const
{
   mImpl->mName = "string changed by a const meth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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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C的不透明指標

雖然到目前為止我一直著重於 C++，你也可以在 C 中建立不透明指標（opaque 
pointer）。概念是相同的：創建一個指標指向只定義在 .c檔中的結構（struct）。下面
的表頭檔說明了 C的例子：

/* autotimer.h */
/*宣告一個不透明指標指向 AutoTimer結構 */
typedef struct AutoTimer *AutoTimerPtr;

/*創建和銷毀 AutoTimer結構的函式 */
AutoTimerPtr AutoTimerCreate();
void AutoTimerDestroy(AutoTimerPtr ptr);

相關的 .c檔如下：

#include "autotime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f _WIN32
#include <windows.h>
#else
#include <sys/time.h>
#endif

struct AutoTimer
{
   char *mName;
#if _WIN32
   DWORD mStartTime;
#else
   struct timeval mStartTime;
#endif
} AutoTimer;

AutoTimerPtr AutoTimerCreate(const char *name)
{
   AutoTimerPtr ptr = malloc(sizeof(AutoTimer));
   if (ptr)
   {
      ptr->mName = strdup(name);
#if _WIN32
      ptr->mStartTime = GetTickCount();
#else
      gettimeofday(&ptr->mStartTime, NULL);
#endif
   }
   return ptr;
}

static double GetElapsed(AutoTimerPtr ptr)
{
#if _WIN32
   return (GetTickCount() - ptr->mStartTime) / 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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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struct timeval end_time;
   gettimeofday(&end_time, NULL);
   double t1 = ptr->mStartTime.tv_usec / 1e6 +
          ptr->mStartTime.tv_sec;
   double t2 = end_time.tv_usec / 1e6 + end_time.tv_sec;
   return t2 - t1;
#endif
}

void AutoTimerDestroy(AutoTimerPtr ptr)
{
   if (ptr)
   {
      printf("%s: took %f secs\n", ptr->mName, GetElapsed(ptr));
      free(ptr);
   }
}

3.2　單例
單例（Singleton）設計模式（Gamma等人，1994年），用以確保類別自始至終只有一
個實體。此模式還提供了一個全局觀點存取這一個實體（圖 3.2），你可以把單例想像
成一個更優雅的全局變數。

Singleton

−  instance : Singleton

+  Getlnstance() : Singleton
−  Singleton()

圖 3.2　單例設計模式的 UML圖。

然而，它比使用全局變數提供更多的優點，因為：

 1. 強制類別只可以創建一個實體。

 2. 提供物件配置和銷毀的控制。

 3. 支援執行緒安全地存取物件的全局狀態。

 4. 避免污染全局命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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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例模式對塑模在本質上是單一性質的資源很有用。例如，存取系統時鐘的類別、

全局的剪貼簿或鍵盤。它也可用於為管理者類別提供單一進入點來存取多種資源，例

如執行緒管理器或事件管理器。然而，單例本質上仍是添加全局變數到系統的一個方

法，但是以一個更易於管理的方式。因此，它可能引入全局狀態和依賴 API，導致之
後難以重構，以及難以編寫單元測試來測試程式碼的獨立部分。

　我決定在這裡涵蓋單例的概念，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們提供了有用且通用的 API設
計技術。然而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在 C++它們要強穩，實作會相當複雜，一些實作
細節是值得討論的。此外，由於許多程式開發人員有過度使用單例模式的傾向，我想

強調單例的一些缺點，並提供替代的技術。

TIP

單例是一種更優雅的方式來保持全局狀態，但是你應該經常質疑是否需要全局狀態。

3.2.1　在 C++實作單例

單例模式用一個靜態方法創建類別，而每次它被呼叫時都返回類別相同的實體。這個

靜態方法通常被稱為 GetInstance()。當設計一個單例的類別時，有幾種 C++的語言
特性需要考慮。

• 你不希望客戶端能夠創建新的實體。這可以透過宣告預設建構式是私有的，從而
防止編譯器自動建立一個公共的。

• 你要單例是不可複製的，以強制無法創建第二個實體。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這可
用宣告私有的拷貝建構式和私有的賦值運算子來達成。

• 你要防止客戶端刪除單例的實體。這可用宣告解構式為私有的來達成（但是請
注意，有些編譯器如 Borland 5.5和 Visual Studio 6，如果試著將解構式宣告為
private將產生錯誤）。

• GetInstance()方法可返回單例類別的指標或參考（reference）。不過，如果返回
指標，客戶端可能會刪除該物件，因此應該選擇返回參考。

因此 C++單例的一般形式可能如下（Alexandrescu，2001年）：

class Singleton
{
public:
   static Singleton &GetInstance();

private:
   Singleton();
   ~Singleton();
   Singleton(const Singleton &);
   const Singleton &operator =(const Singlet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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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使用者的程式碼可以要求取得單例實體的參考，如下：

Singleton &obj = Singleton::GetInstance();

請注意，宣告建構式和解構式是私有的也意味著客戶端無法創建單例的子類別。但

是，如果你希望允許，當然可以將它們宣告為 protected。

TIP

宣告建構式、解構式、拷貝建構式和賦值運算子是私有的（或保護的）來強執 singleton屬性。

　在實作方面，有個要非常小心的地方是如何配置單例實體。要知道最重要的 C++
初始化問題，由 ScottMeyers解釋如下：

不同的編譯器對非局部（non-local）靜態物件初始化的相對順序是未定義的

（Meyers，2005 年）。

這意味著使用非局部靜態變數初始化單例會有危險。非局部物件是被宣告在函式外。

靜態物件包括全局物件，以及在類別、函式、或檔案範圍內宣告為靜態的物件。因

此，初始化單例的一個方法是在我們類別的方法創建一個靜態變數，如下所示：

Singleton &Singleton::GetInstance()
{
   static Singleton instance;
   return instance;
}

　這種方法有個很好的特性是，GetInstance()方法第一次被呼叫時才會配置實

體。這意味著，如果單例從未被提出過要求，物件就從未被配置。然而，不利的一

面是，這種方法並非執行緒安全的（thread safe）。此外，Andrei Alexandrescu還指
出，這種技術依賴靜態變數標準的後進先出的釋放行為，可能會導致單例在應該被

釋放之前被釋放了，像是單例在其解構式中呼叫其他單例。這問題以一個例子來

說，會有兩個單例：Clipboard和 LogFile。當 Clipboard被實體化時，也會實體

化 LogFile以輸出一些診斷資訊。在程式退出時，LogFile因為較晚建構所以先被銷

毀，然後 Clipboard才被銷毀。然而，Clipboard的解構式試圖要呼叫 LogFile來記

錄 Clipboard本身已被銷毀，但 LogFile已經被釋放。這最有可能導致程式退出時 
崩潰。

　在《Modern C++ Design》一書中，Alexandrescu對銷毀次序問題提出了幾種解決方
案，包括當單例被銷毀後如果還有需要就再復活、增加單例的壽命使它可以活得比其

他單例久，以及單例根本不解除配置（例如，依靠作業系統來釋放所有配置的記憶體

和關閉所有檔案控制）。如果你發現需要實作這些解決方案之一，詳細資訊請看此書

（Alexandrescu，2001年）。



前言

用 C++寫大型應用程式是一個複雜和棘手的任務。然而，要設計強大、穩定、易於
使用、持久、可重用（reusable）的 C++介面更加難。在這方面的努力要獲得成功，
最好辦法是，以設計良好的應用程式介面（API）作為信條。

　一個 API呈現一個軟體組件的邏輯介面，並隱藏了實現該組件所需的內部細節。
它提供模組的一個高層次抽象，由於允許多個應用程式共享相同的功能，於是促進了

程式碼的重用。

　從底層的應用程式框架（framework），到資料格式的 API 和圖形使用者介面
（GUI）的框架，現代的軟體開發高度依賴 APIs。事實上，常見的軟體工程術語，例
如，模組化開發、程式碼重用、組件化、動態庫或 DLL、軟體框架、分散式運算、
和服務導向架構，都需要強大的 API設計技巧。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一些流行的 C和 C++的 API，包括標準樣板庫（STL）、Boost、
Microsoft Windows API（Win32）、Microsoft 基 礎 類 別（MFC）、libtiff、libpng、
zlib、libxml++、OpenGL、MySQL++、Trolltech 的 Qt、wxWidgets、GTK+、
KDE、SkypeKit、POSIX pthreads、Intel的執行緒建構模組、Netscape插件 API、和
Apache模組 API。此外，許多 Google的開放原始碼專案是 C++設計的，而且許多在
sourceforge.net、bitbucket.org、和 freshmeat.net網站上的也是。

　這些 API用於軟體開發的各個方面，從桌面應用、到行動運算、嵌入式系統，和
Web開發。例如，Mozilla Firefox網頁瀏覽器建立在 80多個動態庫之上，而每一個
都提供了一個或多個 API的實作。

　因此，優雅且強大的 API設計是當代軟體開發的一個重要面。API設計和標準的
應用開發不同的是，變更管理的需要會大得多。眾所皆知，變更在軟體開發是必然因

素；新的需求、功能要求和錯誤修復會造成軟體朝向初始設計時從來沒有預料到的方

式發展。然而，API共享於數百名使用者的應用程式的改變可能會造成重大的動盪，
並且最終可能會導致客戶放棄 API。因此良好的 API設計首要目標是，當你發行一個
新版本時，即提供客戶他們所需要的功能，對程式碼造成的影響最小，最理想的情況

是完全沒有影響。



為什麼你應該讀這本書？

如果你是一個 API設計者，而另一個工程師依賴於你寫的 C++程式碼，那麼這本書
就是專為你所寫。

　介面是你所寫的最重要的程式碼，因為介面問題的修復比實作中的錯誤更費時。例

如，介面的改變可能會使所有依賴你程式碼的應用程式必須更新，若只是實作的改

變，當客戶端採用新的 API版本時，便可以輕鬆地整合到他們的應用程式。以更經
濟的方式來說，介面設計不當，則會嚴重降低程式碼的長期生存。因此，學習如何創

造高品質的介面是一個重要的工程技能，也是這本書的重點。

　如 Michi Henning指出，今天的 API設計比 20年前更重要。這是因為有許多的
API是在近幾年設計的。它們也提供更豐富、更複雜的功能，為更多最終使用者的應
用程式所共享（Henning，2009年）。儘管這是一個事實，目前市場上沒有其他的書
籍專注在 C++ API設計的主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並不想成為一般的 C++程式設計指南，目前市場上已經有
許多很好的這類書籍。當然這本書一定會涵蓋大量的物件導向設計的內容，並提出許

多方便的 C++技巧和訣竅。不過，我會專注於代表 C++乾淨的模組化介面的技術。
因此推論，我不會很深入到如何實作這些介面背後的程式碼的問題，如特定的算法選

擇或限於函式主體大括號內程式碼的最佳實務。

　然而，這本書將涵蓋全面的 API開發內容，從最初設計到實作、測試、文件、發
行、版本控制、維護和棄用。甚至涵蓋專門的 API主題，如創建腳本和插件 API。
雖然許多主題也與一般的軟體開發有關，但這裡的重點是特別針對 API的設計。例
如，當討論測試策略，我將專注在自動化 API測試技術，而不是最終使用者的應用
程式測試技術，如 GUI測試、系統測試，或手動測試。

　我寫這本書憑據著的是，曾在幾個共同研究程式碼的合作機構帶領開發 API，設計
內部動畫系統 API用來製作獲得奧斯卡獎的電影，以及被全球數百萬人所使用的開
放原始碼客戶端 /伺服器的 API。縱觀所有這些不同的經驗，我見證了高品質 API設
計的需要。因此，這本書從廣泛的實務經驗提出實用的技術精華和具工業實力的 API
設計策略。

誰是目標讀者？

這本書不是一個 C++初學者的指南，不過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使本章易於閱讀，並
清楚地解釋所有的術語和行話。因此，這本書應該對已掌握基本 C++，並希望提昇設
計技巧的新程式設計人員是有其價值的，而資深工程師和軟體架構師若正在尋求獲得

新的專業知識，也可藉由本書補充其現有的知識。



　我寫這本書時謹記於心，本書所要針對的是三個特定族群的目標讀者。

 1. 實作軟體工程師和架構師。正致力於一個特定 API專案的初級和資深開發人員，
需要關於如何生產最優雅和持久的設計實務上的建議。

 2. 技術經理。負責生產 API產品的程式和產品經理，想要更深入地了解 API設計的
技術問題和發展。

 3. 學生和教育工作者。計算機科學和軟體工程專業的學生，學習只有透過大型專案
的實際經驗才能了解的軟體設計，學習如何寫程式並尋求完整的資源。

專注於 C++
雖然有許多通用的 API設計方法可以教授，技巧也同樣適用於任何程式語言或環
境，然而最終 API必須以一種特定的程式語言表達。因此，了解模範 API設計所要
使用的特定語言特性是重要的。這本書專注在以單一語言（C++）設計 API，而不是稀
釋內容使其適用於所有語言。而那些希望開發其他語言 API的讀者，如 Java或 C#，
仍然可能從這本書中獲得許多通用的知識，這本書是直接針對必須編寫和維護程式碼

以供其他工程師使用 API的 C++工程師。

　C ++仍然是大型軟體專案最廣泛使用的程式語言之一，而且往往是著重效能的程
式碼最受歡迎的選擇。因此，有許多不同的 C和 C++的 API可供使用在你自己的應
用程式（其中一些我在前面有列出）。因此，我將專注在提供良好的 C++ API方面，
包括豐富的原始碼範例，以便於說明這些概念。這表示我會處理 C++特定主題，如
樣板、封裝、繼承、命名空間、運算子、const正確性、記憶體管理、STL的使用、
pimpl慣用法等等。

　此外，這本書在 C++演化過程中一個令人興奮的時刻出版。新版的 C++規格正在
通過 ISO/IEC的批准。大多數 C++編譯器目前都以它為標準，它於 1998年首先出
版，被稱為 C++ 98。在 2003年出版了這標準的更新版本，修正了一些缺失。自那時
起，標準委員會一直致力於一個主要新版本的規範。在已知該標準的批准和公布日之

前，這個版本非正式地被稱為 C++0x。當你讀這本書的時候，新標準很有可能已出
版。然而在寫作時，它仍然被稱為 C++0x。

　儘管如此，C++0x已經達到了標準化過程的後期階段，可以有較高的信心來預測許
多新的功能。事實上，一些主要的 C++編譯器已經開始實施許多新功能。在 API設
計方面，這些新語言的特性，可以用來產生更優雅、堅固的介面。正因如此，整本書

中我一直努力突顯和解釋 C++0x的部分。因此，在未來幾年這本書應該仍具有參考
性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