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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档介绍了OSS iOS SDK的使用方式。
 
OSS iOS SDK是为了方便移动开发者在iOS端能更简易地使用OSS云存储服务，而基于OSS RESTful接口(阿里
云开放存储服务)实现的一个存储组件。通过该SDK，开发者开发的app可以直接从终端向OSS服务端进行数据
存取、数据删除、数据拷贝等操作，并且这些操作同时提供了同步和异步两种使用模式。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本SDK是基于OSS开发的一个旨在满足移动端开发者数据存储需求的一个无线端基础组件
， 目的是让移动端应用简便地对接OSS进行数据存取，而并没有提供进行OSS控制台管理的功能 ，比如申请
Bucket、管理Bucket、域名绑定、开通静态网站托管等。也不会提供全局浏览Bucket内数据的功能，数据之间
的映射关系还需要开发者自己进行维护。
  
2. 关于OSS
 
开放存储服务（Open Storage Service，OSS），是阿里云对外提供的海量、安全和高可靠的云存储服务。本
SDK是OSS为iOS移动开发者量身订做的一套iOS平台的API接口，所以，在使用本SDK前，你需要先到阿里云
官网开通OSS服务，以及了解OSS的基本用法。
 
OSS官网页面： http://www.aliyun.com/product/oss
 
OSS手册： OSS API 手册
  
3. SDK的使用方式
 
我们通过Static Library的形式提供该SDK。
 
导入static library的流程：
 
1.选中你的工程 -> TARGETS -> 你的项目 -> General -> Linked Frameworks and Libraries -> 点击"+" ->
add other -> static library所在的目录 ->选中static library文件 ->open
 
2.将我们提供的与static library同目录的所有头文件放入到你所在工程代码同级的目录下面即可；
  
4. 应用程序初始化
 
在你使用OSS iOS SDK进行OSS上的数据操作以前，你需要对SDK的上下文进行一些初始化配置，如实现加签
方法、设置数据中心域名等。
 
在整个应用程序的生命周期，这些初始化行为只需要你在使用OSS iOS SDK前进行一次。
 
4.1 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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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阿里云官网开通OSS服务并创建自己的存储空间---Bucket以后，你就可以用OSS iOS SDK在终端进行数
据的存取了。为了保证你的数据安全，OSS已经在服务端做了妥善的安全设置，相应的，你需要实现对应的一
些鉴权步骤，才能畅通无阻地访问到你的数据。
 
你在注册OSS时，系统会给你分配一对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称为ID对，本文中简称为AK/SK，用于
你在访问OSS时做签名验证。AK/SK具体的使用方法可参考OSS API手册中访问控制一章。简而言之，你向
OSS服务端发起的每个请求，都需要携带上AK/SK对请求内容加签得到的Token，鉴权通过后，OSS服务端才会
处理你的请求。
 
由于你进行的是终端上的开发，AK/SK保管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所以，OSS iOS SDK并不会索取你的AK/SK

，而是由你来实现加签方法，SDK会在发起对OSS的请求前，调用你的加签方法生成Token。
 
你需要调用的方法是：
 

tokenGenerator是一个block，需要用户自行实现。它的参数与OSS API手册在Header中包含签名一节中
Authorization字段计算方法是一一对应的，你只需要将这些参数用AK/SK加签生成Token后返回。
 

如果不考虑AK/SK的安全性，一个sample是这样的：
 

注意，AK/SK不应明文保存在代码中，你应该设计一套安全性可以接受的AK/SK保管方案。
 
一个建议的编程模型是这样的：
 
 

OSSClient *ossClient = [OSSClient sharedInstanceManage];
[ossClient setGenerateToken:tokenGenerator］；

@property (nonatomic, strong)NSString * (^generateToken)(NSString *, NSString *, NSString *, NSString *, NSString
 *, NSString *);

OSSClient *ossclient = [OSSClient sharedInstanceManage];
NSString *accessKey = @"your accessKey"; // 实际使用中，AK/SK不应明文保存在代码中
NSString *secretKey = @"your secretKey";
[ossclient setGenerateToken:^(NSString *method, NSString *md5, NSString *type, NSString *date, NSString *xoss, N
SString *resource){
    NSString *signature = nil;
    NSString *content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n%@\n%@\n%@\n%@%@", method, md5, type, date, 
xoss, resource];
    signature = [OSSTool calBase64Sha1WithData:content withKey:secretKey];
    signature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OSS %@:%@", accessKey, signature];
    NSLog(@"signature:%@", signature);
    return sign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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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中所示，你可以将AK/SK保存在你的业务服务器中，然后，你将TokenGenerator中的授权加签方法实现为
：把这些参数通过http请求post到你的业务服务器上，在你的业务服务器上进行加签，返回token，你再把这
个token返回给TokenGenerator。
 
于是，整个过程中AK/SK不会暴露在终端上，有效地规避了泄密的风险。
 
安全性与易用性、效率难以兼得，请你在确定AK/SK的保管方案前，谨慎评估其中的风险与收益。
  
4.2 设置数据中心域名
 
你在OSS官网上创建一个 Bucket 时，可以根据费用单价、请求来源分布、响应延迟等方面的考虑，为该
bucket 选择所在的数据中心。如果在创建 Bucket 时未指定所属的数据中心，OSS 将会为其自动分配一个默认
的数据中心，目前默认的数据中心为 oss-cn-hangzhou。参考 产品文档 。
 
于是，在进行对OSS进行数据相关的操作时，你需要通过一个域名来指明你的bucket的所在的数据中心，通过
以下接口完成：
 

如果你 没有 调用这个接口进行设置，那么OSS iOS SDK将默认为你设置globalDefaultBucketHostId为 oss-

cn-hangzhou.aliyuncs.com 。
 
注意 如果已经在OSS控制台设置cname域名绑定，可直接将该域名设置为globalDefaultBucketHostId。
  
4.3 CNAME域名绑定设置
 
OSS 支持用户将自定义的域名绑定在属于自己的 bucket 上面，这个操作必须通过 OSS 控制台（
http://www.aliyun.com/product/oss）来实现。如果你全局只使用到一个Bucket，可以直接在OSSClient初
始化的时候设置：
 

由于cname的定义是针对Bucket的，如果你全局会使用到多个Bucket，建议你在构造Bucket实例的时候再设

OSSClient *ossClient = [OSSClient sharedInstanceManage];
[ossClient setGlobalDefaultBucketHostId:@"oss-cn-qingdao.aliyuncs.com"]; // 指明你的bucket是放在青岛数据中心

[ossClient setGlobalDefaultBucketHostId:@"your.cname.domain.com"]; // 将OSS IOS SDK的请求Host设置为bucket绑
定的cname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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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cname域名或者CDN加速域名，细节见第5章节。
  
4.4 设置Bucket访问权限
 
在OSS官网上创建一个Bucket时，你可以为之指定公共读写(PUBLIC_READ_WRITE)、公共读
(PUBLIC_READ)、私有(PRIVATE)三种访问权限。所以你在SDK中，也需要指明你想访问的Bucket被设置了哪
种权限。你可以在全局初始化时为所有Bucket设置一个默认值，在实例化Bucket时，你可以通过显式指定来覆
盖这个设置。
 

如果你没有调用这个接口进行设置，那么OSS IOS SDK将默认为你设置全局Bucket访问权限为PRIVATE；
  
4.5 初始化总览
 
如果你在初始化时进行了所有设置，那么初始化部分的代码可能是这样：
 

加签可以等到构造Bucket的时候再进行相应设置。其他设置项如果你没有在此进行设置，都将采用默认值。
  
5. 建立Bucket以及设置
 
Bucket是OSS上的命名空间，也是计费、权限控制、日志记录等高级功能的管理实体，自然的，在你进行数据
相关的操作前，你需要先行构造一个Bucket类实例并进行设置，以便在后面进行数据操作用该Bucket实例来指
明数据存放的位置。
 
构造一个Bucket非常简单：
 

然后进行对一些设置选项的设置：（如果不设置，部分选项将从OSSClient继承）
 

[ossClient setGlobalDefaultBucketAcl:PUBLIC_READ];

OSSClient *ossclient = [OSSClient sharedInstanceManage];
NSString *accessKey = @"your accessKey"; // 实际使用中，AK/SK不应明文保存在代码中
NSString *secretKey = @"your secretKey";
[ossclient setGenerateToken:^(NSString *method, NSString *md5, NSString *type, NSString *date, NSString *xoss, N
SString *resource){
    NSString *signature = nil;
    NSString *content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n%@\n%@\n%@\n%@%@", method, md5, type, date, 
xoss, resource];
    signature = [OSSTool calBase64Sha1WithData:content withKey:secretKey];
    signature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OSS %@:%@", accessKey, signature];
    NSLog(@"signature:%@", signature);
    return signature;
}];
[ossclient setGlobalDefaultBucketAcl:PRIVATE];
[ossclient setGlobalDefaultBucketHostI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OSSBucket *ossBucket = [[OSSBucket alloc] initWithBucket:@"OSSBucket_example"];

[ossBucket setAcl:PUBLIC_READ]; // 指明该Bucket的访问权限
[ossBucket setOssHostI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 指明该Bucket所在数据中心的域名或已经绑定Bucket的
Cname域名
[ossBucket setGenerateToken:generateToken]; // 指明该Bucket访问时应该采用的加签方法，若不指明则从OSSClient的
全局默认设置继承；如果Bucket访问权限为Public，那么可以为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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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ucket可以单独设置自己指向CDN加速域名的Cname域名。由于CDN目前还不支持就近上传， 所以如果你对
此进行了设置，它只会在下载时被使用 。如：
 

通常来说，Bucket可以认为是一个全局概念，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你所有的数据操作，可能都跟某一个
Bucket是相关的。因此，你应该也是在全局初始化时构造好这些Bucket，后面进行数据操作的时候，你只需把
对应Bucket传入指明数据位置即可。
  
6. 数据的存储
 
OSS iOS SDK对数据的存储相关操作由OSSData类实现。这里的数据指的是在应用程序运行时在内存中的数据
。所以，如果你要在程序运行时上传内存中的一段数据，或者期望把OSS上的一条数据下载到本地内存中作为
NSData进行处理，那你应该通过这个类进行操作。
 
构造OSSData类实例时，你需要指定OSSBucket和ObjectKey，指明你进行的操作将与OSS上的哪条数据相关。实
例的获得如下：
 

 
6.1 数据下载
 
在你构造出OSSData实例后，如果你指定的OSSBucket和ObjectKey对应的数据已经存在于OSS上，你就可以将它
下载下来了。代码如下：
 

若要下载一定范围的数据，代码如下：
 

这里需要注意：
 

这是一个同步返回，将会阻塞线程直到方法返回。
由于进行数据操作时，OSS iOS SDK需要与OSS服务端进行网络交互，这些代码将被认为是耗时的阻
塞性操作。不过我们提供异步接口getWithDataCallback: withProgressCallback:，参考6.2节。
 

6.2 数据下载的异步版本
 
实际上，OSS iOS SDK为所有耗时的方法提供了异步版本，允许你传入自己实现好的回调方法，在新的线程中
进行相关操作，并异步回调你的处理逻辑。
 
对于数据下载，异步接口的使用方式是这样的：
 

[ossBucket setCdnAccelerateHostId:@"your.domain.com"];// 设置指向CDN加速域名的Cname域名

OSSData *ossData = [[OSSData alloc] initWithBucket:ossBucket withKey:@"your key"];

NSError *error = nil;
NSData *yourData = [ossData get:&error;//error存放错误信息

NSError *error = nil;
[ossData setRangeFrom:1 to:40];
NSData *yourData = [ossData get:&error;//error存放错误信息

OSSData *testData = [[OSSData alloc] initWithBucket:ossBucket withKey:@"objectName"];

[testData getWithDataCallBack:^(NSData *data, NSError *error) {
    if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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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指定数据范围下载，代码如下：
 

请在使用异步接口时， 务必传入回调 。如果你对某个回调并不关心，可以保留空实现。
  
6.3 数据上传
 
如果在应用程序运行时你需要把内存中的一段数据上传到OSS，那么你需要先指定OSSBucket和ObjectKey构造出
OSSData实例，然后调用setData接口指定需要上传的数据和它的类型，最后再调用上传方法进行上传。
 
代码如下：
 

上传成功后，OSS上名为sampleBucket的bucket将会多了一条名为sampleData的数据，其内容就你上传的data。
 
同样的，数据上传也有异步版本：
 

 
6.4 数据删除

        NSLog(@"errorInfo_testDataGetInBackGround:%@", [error userInfo]);
        return;
    }
    NSLog(@"dataLength_testDataGetInBackGround is %lu", (unsigned long)data.length);
} withProgressCallBack:^(float progress) {
    NSLog(@"current get %f", progress);
}];

[testData setRangeFrom:1 to:40];

[testData getWithDataCallBack:^(NSData *data, NSError *error) {
    if (error) {
        NSLog(@"errorInfo_testDataGetInBackGroundRange:%@", [error userInfo]);
        return;
    }
    NSLog(@"dataLength_testDataGetInBackGroundRange is %lu", (unsigned long)data.length);
} withProgressCallBack:^(float progress) {
    NSLog(@"current get %f", progress);
}];

NSError *error = nil;
OSSData *testData = [[OSSData alloc] initWithBucket:ossBucket withKey:key];
[testData setData:upData withType:@"your type"];
[testData upload:&error;

[testData setData:upData withType:@"your type"];
[testData uploadWithUploadCallback:^(BOOL isSuccess, NSError *error) {
    if (isSuccess) {
        NSLog(@"head is :%@", head);
    }
    else
    {
        NSLog(@"errorInfo_testDataUploadWithProgress:%@", [error userInfo]);
    }
} withProgressCallback:^(float progress) {
        NSLog(@"current get %f", prog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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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造出代表你指定的OSSBucket和ObjectKey对应数据的OSSData以后，你可以调用删除方法将这条数据删除。
代码如下：
 

同样有异步版本：
 

删除操作是没有进度的，你不需要为之实现进度回调方法。下面的拷贝方法也类似。
  
6.5 数据拷贝
 
你可以从已经存在的object拷贝数据到当前testData所代表的object中，只需指定数据源所在的
sourceOSSBucket和sourceObjectName。
 
代码如下：
 

异步版本：
 

 
6.6 生成数据的URL
 
在构造指定OSSBucekt和objectKey的数据后，你可以调用getResourceURL接口生成一个访问URL，以实现对第三
方的授权URL访问。 如果数据所在的Bucket没有开放公共读权限，你需要为该接口传入accessKey和一个有效时
长，这个URL将在这个有效时长后失效。
 

NSError *error = nil;
[testData delete:&error;

[testData deleteWithDeleteCallback:^(BOOL isSuccess, NSError *error) {
    if (isSuccess) {
        NSLog(@"there is no error");
    }
    else
    {
        NSLog(@"errorInfo_testDataDeleteInBackGround:%@", [error userInfo]);
    }
}];

NSError *error = nil;
[testData copyFromBucket:@"sourceOSSBucket" key:@"sourceObjectName" error:&error;

[testData copyFromWithBucket:@"sourceOSSBucket" withKey:@"sourceObjectName" withCopyCallback:^(BOOL isS
uccess, NSError *error) {
    if (isSuccess) {
        NSLog(@"there is no error");
    }
    else
    {
        NSLog(@"errorInfo_testDataUploadWithProgress:%@", [error userInfo]);
    }
}];

NSString *url = [ossData getResourceURL:@"accessKey" andExpire:availablePeriodInSeconds]; // 生成的URL将在
availablePeriodInSeconds秒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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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Bucket开放了公共读权限，你只需要调用：
 

 
6.7 异步上传下载的取消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你不想继续当前异步的上传或下载操作，只需要执行下面的代码：
 

注：对于文件中的异步上传和下载的取消也可以进行类似操作 [testFile cancel] ,下面章节不再赘述；
  
7. 文件操作
 
在OSS iOS SDK里，文件操作的集合放在OSSFile类中，这个类的用法和OSSData大同小异。事实上，两个类的 
区别只在于 ，OSSData用以存取放在内存中的数据，而OSSFile，用于终端本地文件的直接上传和OSS数据直接
下载到本地文件中。
 
考虑到上传大文件耗时较长，中途可能会发生各种异常导致上传失败，所以，OSS iOS SDK提供了大文件上传
的断点续传接口。
  
7.1 下载到文件
 
下载到文件的操作和5.1节的数据下载操作类似，唯一不同的是，下载时指定目标文件路径。下载方法不会返回
数据。
 

指定数据范围下载，代码如下：
 

异步版本：
 

指定数据范围的异步版本：

NSString *url = [ossData getResourceURL]; // 由于Bucket为公共读权限，不再需要传入accessKey和有效期

[testData cancel];

NSError *error = nil;
OSSFile *testFile = [[OSSFile alloc] initWithBucket:ossBucket withKey:@"your key"];
[testFile downloadTo:yourPath error:&error;

NSError *error = nil;
OSSFile *testFile = [[OSSFile alloc] initWithBucket:ossBucket withKey:@"your key"];
[testFile setRangeFrom:1 to:300];
[testFile downloadTo:yourPath error:&error;

[testFile downloadTo:toPath withDownloadCallback:^(BOOL isSuccess, NSError *error) {
    if (isSuccess) {
        NSLog(@"there is no error");
    }
    else
    {
        NSLog(@"errorInfo_testDataDownloadWithProgress:%@", [error userInfo]);
    }
} withProgressCallback:^(float progress) {
        NSLog(@"current get %f", prog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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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从文件上传
 
在上传前，需要指定要上传文件的路径和content type。
 

异步版本：
 

 
7.3 其余常规操作
 
上面两小节已经说明OSSFile和OSSData的区别，可以看出，从OSS的角度看，它们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存储于
OSS上的一段数据。所以，两个类除了涉及数据形式的上传下载接口有区别外，其他接口的用法都是一致的
，比如拷贝、删除。
 
这里不再赘述。
  
7.4 断点续传
 
由于大文件的上传将会有比较长的耗时，这个过程中失败的风险很高，为此，OSS iOS SDK提供了断点续传的
接口，下次调用该接口会从上次的位置继续上传，若上次已经上传成功则会重新上传并覆盖原有目标。
 
这个接口只有异步版本。示例代码如下：
 
分块上传：
 

[testFile setRangeFrom:1 to:400];
[testFile downloadTo:toPath withDownloadCallback:^(BOOL isSuccess, NSError *error) {
    if (isSuccess) {
        NSLog(@"there is no error"];
    }
    else
    {
        NSLog(@"errorInfo_testDataDownloadWithProgress:%@", [error userInfo]);
    }
} withProgressCallback:^(float progress) {
        NSLog(@"current get %f", progress);
}];

NSError *error = nil;
OSSFile *testFile = [[OSSFile alloc] initWithBucket:ossBucket withKey:key];
[testFile setPath:@"your path" withContentType:@"your type"];
[testFile upload:&error;

[testFile uploadWithUploadCallback:^(BOOL isSuccess, NSError *error) {
    if (isSuccess) {
        NSLog(@"there is no error");
    }
    else
    {
        NSLog(@"errorInfo_testDataDownloadWithProgress:%@", [error userInfo]);
    }
} withProgressCallback:^(float progress) {
        NSLog(@"current get %f", progress);
}];

OSSFile *testFile = [[OSSFile alloc] initWithBucket:ossBucket withKe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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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只获取Meta
 
可以用OSSMeta类来单独获取数据的meta属性。获取得到的meta属性集合将以NSDictionary的形式返回给你。
 
示例代码如下：
 

异步版本：
 

 
9. 异常处理
 
OSS IOS SDK中很多接口是需要和OSS server端进行网络交互的，每个请求还要经过独立的鉴权，或者涉及本
地文件的操作等，这些动作可能会遇到各种异常情况。为此，SDK会将这些信息封装到NSError中。
 
接口中的NSError类型参数就是用来存放异常信息的；
 
异常将会被分类：本地异常和OSS异常。前者指系统发生的异常，如网络连接失败、IO异常、文件异常、参数
异常、状态异常等。后者指OSS系统无法处理请求，如资源不存在、鉴权失败、文件过大等。
 
如果在NSError的domain中标有ossException,就表示是OSS异常，否则是本地异常；
  
9.1 本地异常
 
假设NSError参数不为空，你可以这样获取异常信息，并进行相应处理：
 

9.2 OSS异常

[testFile setPath:@"your path" withContentType:@"your type"];
[testFile resumableUploadWithUploadCallback:^(BOOL isSuccess, NSError *error) {
    if (isSuccess) {
        NSLog(@"there is no error");
    }
    else
    {
        NSLog(@"errorInfo_testFilePartsUpload:%@", [error userInfo]);
    }
} withProgressCallback:^(float progress) {
        NSLog(@"current get %f", progress);
}];

NSError *error = nil;
OSSMeta *meta = [[OSSMeta alloc] initWithBucket:ossBucket withKey:@"sampleKey"]];
NSDictionary *dic = [meta getMeta:&error;

[meta getWithMetaCallback:^(NSDictionary *head, NSError *error) {
    if (error) {
        NSLog(@"errorInfo_testMetaInBackGround:%ld", (long)[error code]);
        return;
    }
    NSLog(@"head is :%@", head);
}];

NSString *errorDomain = [error domain];//获取error domain
NSInteger errorCode = [error code];//获取错误码
NSDictionary *errorInfo = [error userInfo];//获取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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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NSError参数不为空，你可以这样获取异常信息，并进行相应处理：
 

这些异常的信息是根据OSS API文档的标准错误响应构造出来的，你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定位问题，并进行处理
。参考OSS API文档-OSS错误响应。
 

NSString *errorDomain = [error domain];//获取error domain，标有ossException
NSInteger errorCode = [error code];//获取oss服务器返回的错误码
NSDictionary *errorInfo = [error userInfo];//获取oss服务器返回的错误信息

开放存储服务OSS/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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