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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

从 C 到 C++

C++ 是一个在 C 的文法上面增加了新的不同性能的语言（因此，它被认为是混合的面向对
象的语言）。很多人学习走了弯路，因此，我们已经开始探索从 C 程序语言转移到 C++ 语言的
方法。
—Brace Eckel
和其他高级语言一样，C 语言程序设计一开始是利用语言提供的类型来进行的。类型提供了
对数据的基本运算，程序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随着问题越来越复杂，类型对基本数据的存
储机制就不够用了，语言的局限性也就显示出来了，这时，用户从设计自定义数据类型开始扩
展 C 语言。

1.1

从数组到顺序表
数组是最早的容器，它不仅使我们在使用中认识到 C 语言的局限性，而且也是坚实的基础，

使我们稳健地走向 C++。

1.1.1

数组的局限性

数组的插入、删除、查找等是经常使用的基本运算，但是数组类型和系统标准库都没有提
供这些基本运算，它们只能由应用程序员自己设计。这就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不同的程序员设
计的代码不同，很难重用 ；二是如果基本运算代码没有用函数封装，而是和应用程序代码混在
一起，就会使代码难以阅读，而且不好控制。以下面的删除数组的重复数据为例，其中划线部
分是对数组的基本运算：
void Purge(int *p,int *n)

// 删除数组的重复数据

{
int i,j,k;
for(i=0;i<*n-1;i++)

//*n 表示数据元素个数

{
j=i+1;
while(j<*n)
if(p[j]==p[i])
{

// 数据元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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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k=j+1;k<*n;k++)

// 删除重复的数据元素

p[k-1]=p[k];
(*n)--;
}
else
j++;
}
}

这种将基本运算代码和应用程序代码混合在一起的程序设计被认为是低级程序设计。本节
我们用自定义函数来封装数组的基本运算代码，并且将它们和数组“绑”在一起，组成模块，
形成自定义类型即自定义存储模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数组上的算法。

1.1.2

顺序表的声明

数组指针、数组容量（即数组长度）和数据元素个数是数组的三个基本数据特征，对数组
的基本运算几乎都与它们有关。例如：往数组中插入一个数据，首先要判定数据元素个数小于数
组容量 ；插入之后，数据元素个数还要加 1。从数组中删除一个数据，首先要判定数据元素个数
不为 0 ；删除之后，数据元素个数要减 1。这表明，数组的三个数据特征和数组的基本运算是一
个整体。现在我们用结构包含数组的三个数据特征，用一组函数表示数组的基本运算，然后把
结构和函数组织在一起，称为顺序表。为了提高重用性，我们用宏常量表示顺序表容量即数组
长度 ；用形式化类型 Type 表示顺序表类型，即顺序表元素类型，在使用顺序表之前，用 typedef
命令将其用一个 C 语言合法类型来替换，我们称之为实例化 ；用动态数组代替静态数组。顺序
表定义如下（见图 1-1）：
//seqlist.h
#ifndef SEQLIST_H

// 条件编译开始

#define SEQLIST_H
#define MAXSIZE 100

// 宏常量 MAXSIZE 表示顺序表容量

struct SeqList

// 顺序表结构

{
Type *data;

//Type 表示待定的顺序表元素类型

int size;

// 顺序表的数据元素个数

};
typedef struct SeqList SeqList;
void Error(const char *c);

// 错误信息报告

// 准构造函数和准析构函数
void IniList(SeqList *l);

// 申请动态数组，并令数据元素个数为 0

void FreeList(SeqList *l);

// 释放动态数组

// 修改的方法
void Insert(SeqList *l,int id,Type item);// 定点插入。在下标为 id 处插入一个数据
void InsertRear(SeqList *l, Type item);

// 尾插。在表尾插入一个数据

void Erase(SeqList *l,int id);

// 定点删除。将下标为 id 的数据元素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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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Clear(SeqList *l);

// 清表。令数据元素个数 size 为 0

// 读取的方法
int Find(const SeqList *l,Type item);

// 查找。找到数据元素，返回其下标，否则返回 -1

Type GetData(const SeqList *l,int id);

// 取值。取下标为 id 的数据元素

int Size(const SeqList *l);

// 求数据元素个数

bool Empty(const SeqList *l);

// 判空

bool Full(const SeqList *l);

// 判满

……

// 基本运算函数实现代码

#endif

// 条件编译结束

如果没有使 Type 实例化的 typedef 命令，那么这个顺序表是一个抽象顺序表。当把 Type 实
例化为整型 int，这才是一个实在的顺序表 —整型顺序表，它是抽象顺序表的一个实例。如果
将 Type 实例化为字符型 char，这便是一个字符型顺序表，它也是抽象顺序表的一个实例。在一
个程序中，抽象顺序表只能实例化一次。如果一个程序同时需要多种类型的顺序表，这种抽象
顺序表就不适用了，而需要扩展为顺序表类模板，这是 1.2 节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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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

data
size=3

5

10

a）空表

15
b）非空表

图 1-1

整型顺序表示意图

程序 1.1 检验顺序表（见图 1-2）。
typedef int Type;

// 将抽象顺序表实例化为整型顺序表

#include"seqlist.h"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
int i,n;
SeqList L;

// 定义一个整型顺序表变量

IniList(&L);

// 给顺序表变量赋初值，形成空表

nsertRear(&L,5);

// 尾插 5

InsertRear(&L,15);

// 尾插 15

Insert(&L,1,10);

// 在下标为 1 的位置插入 10

Erase(&L,0);

// 删除下标为 0 的数据元素

n=Size(&L);

// 求数据元素个数

for(i=0;i<n;i++)

// 输出数据元素

printf("%d\t",GetData(&L,i));
FreeList(&L);
return(0);
}

< 运行结果 >
10

15

// 释放动态数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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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sertRear(&L,5); InsertRear(&L,1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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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nsert(&L,1,10);

……

10 15
e) Erase(&L,0);

图 1-2

1.1.3

……

10 15

L
data
size =2
f) FreeList(&L);

顺序表示意图

顺序表的实现

1．错误信息报告函数
每个基本运算函数都要对参数的合法性进行检验，如果不合法，就调用错误信息报告函数。
void Error(const char *c)
{
printf("%s",c);
exit(1);
}

因为几乎每一个基本运算函数都调用它，所以它的存在不仅简化了基本运算函数的代码，
而且使它们更容易阅读，更便于修改和控制。
2．准构造函数和准析构函数
顺序表变量与任何变量一样，必须首先初始化或赋初值，才能进行其他表运算。只是它的
初值首先需要申请动态数组，然后令 size 为 0，这项工作由准构造函数完成。
void IniList(SeqList *l)
{
l->data=(Type*)malloc(MAXSIZE*sizeof(Type));
if(l->data==NULL)
Error("overflow");
l->size=0;
}

因为顺序表含有动态数组，因此在不需要时，要撤销动态数组。这项工作由准析构函数
完成。
void FreeList(SeqList *l)
{
free(l->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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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点插入
定点插入是指将一个数据插入到某一指定位置，其步骤如下：
1）判断顺序表变量是否已满。如果满，就显示“表已满”的信息，并且终止程序。
2）判断数据插入位置是否合法。顺序表变量中的数据是连续存放的，因此，插入后的数据
元素要与已有数据元素相邻。如下图所示，假设已有 4 个数据元素，现在要插入一个数据元素
C，那么只能插在下标 0~4 的位置。
如果插入位置错了，就显示“插入位置不合法”的信息，并且终止程序。

data
size =4

0
A

1
B

2
D

3
E

4

5
……

3）假设插入位置为 2，那么从顺序表变量最后一个数据元素到下标为 2 的数据元素都依次
向后移动一个位置；然后把 C 插入到下标为 2 的位置；最后数据元素个数加 1。结果如下图所示：
data
size =5

0
A

1
B

2
C

3
D

4
E

5
……

void Insert(SeqList *l,int id,Type item)
{
int i;
if(l->size==MAXSIZE)

// 步骤 1）

Error("Insert:SeqList is full!");
if(id<0||id>l->size)

// 步骤 2）

Error("Insert:id is out of range!");
for(i=l->size-1;i>=id;i--)

// 步骤 3）

l->data[i+1]=l->data[i];
l->data[id]=item;
l->size++;
}

4．尾插
尾插是指将一数据元素插到顺序表变量最后一个数据元素的后面。
void InsertRear(SeqList *l, Type item)
{
if(l->size==MAXSIZE)
Error("InsertRear:SeqList is full!");
l->data[l->size]=item;
l->size++;
}

5．定点删除
定点删除是指将某一下标的数据元素删除，其步骤如下：
1）判断顺序表变量是否为空。如果为空，就显示“表已空”的信息，并且终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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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删除数据元素的位置是否合法。如下图所示，假设已有 4 个数据元素，要删除的数
据元素下标只能是 0~3，否则显示“删除位置不合法”的信息，并终止程序。
data
siz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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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假设要删除下标为 1 的数据元素，那么下标从 2 到 3 的数据元素都要依次向前移动一个
位置，然后数据元素个数减 1，结果如下图所示：
data
size =3

0
A

1
C

2
D

3

4

5
……

void Erase(SeqList *l,int id)
{
int i;
if(l->size==0)

// 步骤 1）

Error("Erase: an empty list!");
if(id<0||id>l->size-1)

// 步骤 2）

Error("Erase: id is out of range!");
for(i=id+1;i<l->size;i++)

// 步骤 3）

l->data[i-1]=l->data[i];
l->size--;
}

6．清表
清表是指令数据元素个数等于 0，使其成为空表。
void Clear(SeqList *l)
{
l->size=0;
}

7．查找
在顺序表变量中查找某一数据元素，如果存在，就返回其下标，否则返回 -1。
int Find(const SeqList *l,Type item)
{
int i;
for(i=0;i<l->size;i++)
if(l->data[i]==item)
break;
return(i==l->size?-1:i);
}

8．取值
取值是指读取顺序表变量中某一下标的数据元素，其步骤如下：

从C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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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断顺序表变量是否为空。如果为空，就显示“表为空”的信息，并且终止程序。
2）判断下标是否合法。下标不能小于 0，也不能大于表中最后一个数据元素的下标，否则
显示“位置不合法”的信息，并且终止程序。
3）如果顺序表变量不为空，且下标合法，就返回该下标的数据元素。
Type GetData(const SeqList *l,int id)
{
if(l->size==0)

// 步骤 1）

Error("GetData:an empty list!");
if(id<0||id>l->size-1)

// 步骤 2）

Error("GetData:id is out of range!");
return(l->data[id]);

// 步骤 3）

}

9．求顺序表变量的数据元素个数
求顺序表变量的数据元素个数返回顺序表变量中的数据成员 size 的值。
int Size(const SeqList *l)
{
return(l->size);
}

10．判空
如果是空表，则返回１，否则返回 0。
bool Empty(const SeqList *l)
{
return(l->size==0);
}

11．判满
如果表已满，即数据元素个数等于顺序表变量的容量，则返回１，否则返回 0。
bool Full(const SeqList *l)
{
return(l->size==MAXSIZE);
}

以上代码都加在文件 seqlist.h 中的基本运算函数声明之后，而且该文件还应该包含如下两个
系统头文件：
#include<stdio.h>

// 包含 printf 函数声明

#include<stdlib.h>

// 包含 exit 函数声明

1.1.4

删除顺序表的重复数据

删除数组的重复数据，这个算法既可以在数组上实现，也可以在顺序表上实现，表 1-1 给出
了两者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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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删除重复数据

在顺序表上实现

在数组上实现

void Purge(SeqList *l)

void Purge(int *p,int *n)

{

{
int i,j,k;

int i,j;
for(i=0;i<Size(l)-1;i++)

for(i=0;i<*n-1;i++)

{

{
j=i+1;

j=i+1;

while(j<Size(l))

while(j<*n)
if(p[j]==p[i])

if(GetData(l,i)==GetData(l,j))

{

Erase(l,j);

for(k=j+1;k<*n;k++)

else

p[k-1]=p[k];

j++;

(*n)--;

}
}

}

else
j++;
}
}

1.1.5

数据抽象

自定义类型的目的是提高数据抽象的层次，使对复杂问题求解的应用程序设计更容易。一
般来说，如果类型中的数据越接近应用程序处理的对象，基本运算函数的功能越接近应用程序
设计步骤（即实现每一步骤的基本运算函数的数量越少），代码的复用率越高，那么数据抽象的
层次就越高，应用程序设计就越容易。我们用数组和顺序表来做如下比较：
1）对连续存储模式，数组名称只表示起始地址，而顺序表名包含了起始地址、容量和数据
元素个数，它更全面地表示了连续存储模式的特征。
2）在表 1-1 所给出的删除重复数据的算法中，同样是删除操作，基于数组的算法用了复合
语句，其中一条是循环语句，而基于顺序表的算法只用了一条函数调用语句，后者显然比前者
更容易阅读、“诊断”和修改。
3）顺序表使用了形式化类型 Type，能够根据应用程序处理的对象类型进行实例化，因此比
数组的复用率要高。
以上比较的结果是，顺序表比数组的数据抽象层次高。
因为应用程序处理的对象是越来越复杂的，所以数据抽象的层次会越来越高。
数据抽象的实现机制是封装，它把程序设计分为两类，一类是类型的设计，另一类是应用
程序即类型用户程序的设计。后者不知道前者是如何做的，只知道基本运算函数能够做什么和
它们的使用方法即接口，只能通过接口来处理数据。这是数据抽象原则。如图 1-3 所示为顺序表
封装示意图（阴影部分代表封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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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MAXSIZE 100
struct SeqList
{
Type data[MAXSIZE];
int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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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Size(const SeqList *l);
void Erase(SeqList *l,int id);
Type GetData(const SeqList *l,int id);
void InsertRear(SeqList *l, Type item);
……

图 1-3

void Purge(SeqList *l)
{
int i,j;
for(i=0;i<Size(l)1;i++)
{
j=i+1;
while( j<Size(l))
if(GetData(l,i)==GetData(l,j))
Erase(l,j);
else
j++;
}
}

顺序表封装示意图

例如，在整型顺序表 L 中尾插一个 15，应用程序不能直接访问数组来实现，如下所示：
L.data[L.size]=15;
L.size++;

只能调用尾插函数来实现，即
InsertRear(&L,15);

封装的好处是，如果顺序表的数据表示方式和基本运算函数的实现代码被修改或扩展，
并不影响应用程序，最多只是重新编译。以尾插为例，顺序表的数组名 data 改为 array，或表
示数组元素个数的整型量 size 改为 length，这时应用程序中的语句 InsertRear(&L,15) 并不需
要改变。
但是 C 语言没有封装机制，数据结构和基本运算函数并没有被封装为一个整体，应用程序
员完全可以无视基本运算函数的存在，直接操作顺序表的数据成员，例如，对应用程序中的尾
插语句 L.data[L.size]=15 和 L.size++，C 编译器并不会制止。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操作有
误，例如，插入之后，数据元素个数没有加 1，或插入的位置不正确，那会使整个应用程序都出
现错误而且很难“诊断”。
表 1-2 以删除顺序表变量的重复数据为例来说明数据抽象原则，其中带有下划线的语句都违
背了数据抽象原则。
不过，数据抽象原则是由人确定的，人的认识先于原则的存在，应用程序员应该有意识地
把结构和基本运算函数视为一个整体，自觉地遵守数据抽象原则。
当程序设计发展到一定阶段，例如顺序表、链表等设计阶段，一个优秀的 C 程序员常
常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是类型设计者，二是类型使用者即应用程序设计者。作为类型设
计者，他要超越 C 语言已有类型的局限性，提高数据抽象层次，使复杂应用程序设计更简
单。作为应用程序设计者，他要自觉地遵守数据抽象原则，以此弥补 C 语言没有封装机制
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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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数据抽象示例

遵循数据抽象原则

违背数据抽象原则

void Purge(SeqList *l)

void Purge(SeqList *l)

{

{
int i,j;

int i,j,k;

for(i=0;i<Size(l)-1;i++)

for(i=0;i<l->size-1;i++)

{

{
j=i+1;

j=i+1;

while(j<Size(l))

while(j<l->size)
if(l->data[j]==l->data[i])

if(GetData(l,i)==GetData(l,j))

{

Erase(l,j);

for(k=j+1;k<l->size;
k++)

else
j++;

l->data[k-1]=
l->data[k];

}
}

l->size--;
}
else
j++;
}
}

1.2

C 语言的局限性
C 语言在实现顺序表时遇到了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下面具体分析这些问题。
1．函数和表达式的矛盾
以表达式
(i>j?i:j)

// 求 i 和 j 的最大者

和函数
int Max(int i,int j)

// 求 i 和 j 的最大者

{
return(i>j?i:j);
}

为例，函数的优点如下：
 阅读函数声明比阅读表达式容易。
 在一个程序中，表达式常常出现多处，而函数定义只出现一处，所以修改函数代码比修
改表达式容易。
 因为函数定义的细节可以对使用者隐藏，所以函数易于控制和扩展。
函数的缺点主要是调用的代价，如参数和返回值传递、现场保护和恢复等，很费时间，显
然不如表达式的执行速度快。

从C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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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序表中，一些基本运算函数的代码只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式，例如求长、判空和判满，
它们急需和表达式互补。
2．实例化的局限性
在一个包含抽象顺序表的程序中，只能利用 typedef 命令将抽象顺序表实例化一次。如果一
个程序同时需要多种类型的顺序表，抽象顺序表就不适用了。
3．数据元素的局限性
当数据元素是结构时，在顺序表中凡是含有运算符表达式的基本运算函数几乎都需要修
改，因为编译系统不知道运算符的对象是结构中的哪一个成员。这显然破坏了顺序表结构的复
用性。
struct Date
{
int yr,mo,day;
};
typedef

struct Date

typedef

Type

Date;

Date;

int Find(const SeqList *l,Type item)

// 查找

{
int i;
for(i=0;i<l->size;i++)
if(l->data[i]==item)

// 非法

break;
return(i==l->size?-1:i);
}

4．参数传递方式的局限性
C 语言函数仅有值传递和指针传递两种方式，如果参数是结构体类型，这两种方式就暴露
出了局限性。先考察值传递 ：值传递是将实参复制给形参，而结构体可能很大（包括很多数据
成员），这种复制既多占空间，又费时间，因此值传递必须最大限度地给予限制。再分析指针传
递 ：指针传递虽然效率高（以 32 位系统为例，不论结构体有多大，指针仅占 4 个字节）
，但是
指针不易掌控，操作不好容易引起系统瘫痪，因此指针的操作必须要改进。如何改进？让我们
分析一下。指针与两个空间有关，一个是它本身的空间，存储着某一个变量的地址 ；另一个是
这个变量的空间，它是指针间接引用的空间。所谓指针不易控制，是指它本身的空间容易被非
法赋值，使它成为“野指针”。改进指针就是要限制这种操作。
5．初始化和赋值的局限性
初始化或赋值运算是基本运算，也是函数调用的基础，因为函数调用一般有三次赋值 ：实
参给形参初始化，返回表达式的值给一个临时匿名变量初始化，主调函数从这个匿名变量取值。
但是赋值运算符不能用于顺序表：顺序表变量含有指针 data，这个指针与两个空间有关，第一个
是指针本身的空间，第二个是它指向的动态数组空间，在复制中，我们要求这两个空间分别复
制赋值，称之为深复制，如图 1-4 和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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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初始化后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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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复制中的顺序表初始化语句 Seq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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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赋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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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赋值后

图 1-5

深复制中的顺序表赋值语句 L2=L1 示意图

但是结构变量在赋值运算符下，对指针成员只能传递指针本身空间的值，不能复制指针指
向的空间的值，我们称之为浅复制，结果如图 1-6 和图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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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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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复制中的顺序表初始化语句 SeqList L2=L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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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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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复制中的顺序表赋值语句 L2=L1 示意图

结构变量的浅复制使顺序表不能成为函数的参数。
6．C 编译器对自定义类型不能提供封装支持
顺序表应用程序直接访问其结构的数据成员并不违法，但是如果出现错误，会影响整个代码。
7．基本运算函数和算法没有区别
基本运算和算法的形式都是函数，它们在声明、定义和调用格式上都没有区别，很难区分。
对上述问题的综合解决，使我们走进了 C++。下面我们将逐一引入的 C++ 基本概念，都是
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从C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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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础知识

1.3.1

变量和 const 常量

1．结构变量与内置基本类型变量的定义格式统一
结构变量的定义可以省略关键字 struct，使用户定义的结构变量和基本类型变量在定义或声
明格式上没有区别。例如：
struct Date
{
int yr,mo,day;
} ;
Date d1,d2;

// 结构变量定义

2．变量定义的位置灵活
C 要求变量必须先定义后使用，而在 C++ 中，变量在程序中可以随时定义，但是要避免重
复定义（见表 1-3）。
表 1-3

变量定义位置的选择

C++ 代码

对比 C 代码

int a[5]={1,2,3,4,5};

int a[5]={1,2,3,4,5},i;

for(int i=0;i<5;i++)

int*p=a;

printf("%d\t",a[i]);
int* p=a;
for(i=0;i<5;i++)
printf("%d\t",p[i]);

for(i=0;i<5;i++)
printf("%d\t",a[i]);
for(i=0;i<5;i++)
printf("%d\t",p[i]);

3．从 const 型变量到 const 型常量
与 C 不同，在 C++ 中，const 型变量转为 const 型常量，等价于常量，例如，可以用 const
型常量表示数组容量：
const int N=10;
int a[N];

又如，可以用 const 型常量代替宏常量：
const int MAXSIZE=100;

// 替代：#define MAXSIZE 100

typedef int Type;
struct SeqList
{
Type *data;
int size;
};

宏常量是在编译预处理阶段被文本替换的，躲过了编译检验，而用 const 型常量可以加强编
译时控制。

1.3.2

输入 / 输出

在 C++ 中，从键盘输入一般用 cin 加提取符“>>”来表示，在显示器上输出一般用 cout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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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符“<<”来表示。使用它们需要包含头文件 iostream.h。简单地说，这种输入 / 输出方法与
C 的标准输入 / 输出函数有两点不同 ：一是一个运算符一次只能操作一个对象 ；二是有默认的输
入 / 输出格式（见表 1-4）。
表 1-4

C++ 提取符和插入符

C++ 代码（*.cpp）

对比 C 代码（*.c）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stdio.h>

int main()

int main()

{

{
int n; char ch; char s[10];

int n; char ch; char s[10];
cout<<"Input an integer:";

// 输入提示：输入一个整数

printf("Input an integer:");

cin>>n;

// 默认输入格式是 %d

scanf("%d",&n);

cout<<"n="<<n<<endl;

// 默认输出格式是 %d

printf("n=%d\n",n);

cout<<"&n="<<&n<<endl;

// 默认输出格式是 %x

printf("&n=%x\n",&n);

cout<<"Input a character:"; // 输入提示

getchar();

cin>>ch;

// 默认输入格式是 %c

printf("Input a character:");

// 清空输入缓冲区

cout<<"ch="<<ch<<endl;

// 默认输出格式是 %c

scanf("%c",&ch);

cout<<"Input a string:";

// 输入提示

printf("ch=%c\n",ch);

cin>>s;

// 默认输入格式是 %s

getchar();

cout<<"s="<<s<<endl;

// 默认输出格式是 %s

printf("Input a string:");

// 清空输入缓冲区

scanf("%s",s);

return(0);

printf("s=%s\n",s);

}
< 运行结果 >

return(0);
}

Input an integer:123

< 运行结果 >

n=123
&n=0x0012FF7C

// 前缀 0x 代表十六进制

Input an integer:123

Input a character:y

n=123

ch=y

&n=12ff7c

Input a string:study

Input a character:y

s=study

ch=y
Input a string:study
s=study

对表 1-4 分析如下：
1）字符串常量按原样输出。
2）语句 cout<<"n="<<n<<endl 相当于
cout<<"n=";
cout<<n;
cout<<endl;

endl 相当于换行符 '\n'，因此，语句 cout<<"n="<<n<<endl 可以写成
cout<<"n="<<n<<'\n'；

3）当输出格式不是默认格式而是其他格式的时候，需要强制类型转换。例如 ：要按十进制
输出整型变量 n 的指针，或者输出字符变量 ch 的代码，应该表示如下：
cout<<(int)&n<<endl;

// 按十进制格式输出整型变量 n 的指针。printf("%d\n",&n);

cout<<(int)ch<<endl;

// 按十进制格式输出字符变量 ch 的代码。printf("%d\n",&ch);

从C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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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字符指针的默认输出格式是字符串，因此当我们输出字符指针的时候，要加 (void*) 强制
类型转换，如下所示：
cout<<(void*)&ch<<endl;// printf("%x\n",&ch);

如果不加强制类型转换，例如：
cout<<&ch<<endl;

结果是一堆乱码，因为按默认的字符串输出时没有串结束符。
5）字符数组指针的默认输出是字符串，字符数组变量指针的默认输出是十六进制地址。例如：
char

s[10]="china";

cout<<s<<endl;

// 按字符数组指针即首字符指针对待，输出字符串

cout<<&s<<endl;

// 按字符数组变量对待，输出十六进制地址

6）输入语句可以合并，如下所示：
cin>>n>>ch>>s;

空格或换行是输入时的默认分隔符，相当于：
cin>>n;
cin>>ch;
cin>>s;

C++ 的字符和字符串的输入 / 输出函数与 C 也有所不同（见表 1-5 和表 1-6）。
表 1-5

字符输入 / 输出函数

C++ 代码（*.cpp）

对比 C 代码（*.c）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stdio.h>

int main()

int main()

{

{

char ch;
cin.get(ch);

char ch;
ch=getchar();

// 或 ch=cin.get();

cout.put(ch);

putchar(ch);

return(0);

return(0);
}

}

表 1-6

字符串输入 / 输出函数

C++ 代码（*.cpp）

对比 C 代码（*.c）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dio.h>

#include<iostream.h>

int main()

int main()

{

{

char s[10];

char s[10];

printf("Input a string:");

cout<<"Input a string:";

gets(s);

cin.getline(s,10);

printf("%s\n",s);

cout<<s<<endl;

puts(s);
return(0);

cout.write(s,strlen(s));
}

return(0);
}

< 运行结果 >

< 运行结果 >

Input a string:work hard

Input a string:abcdefghijkl

work hard

abcdefghi

work hard

abcdefghi

// 截取前 9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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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1-6 有以下两点需要强调：
1）C++ 函数 getline 有 3 个参数，类型分别为 char*、int 和 char。第一个参数是字符指针，
指向字符数组空间；第二个参数表示最多连续读取的字符个数，包括串结束符，在本例中，这个
参数是 10，表示最多输入 9 个有效字符 ；第三个参数表示输入结束标志，函数调用时相应的实
参可以省略，省略的实参被视为换行符。C 函数运行时，输入的字符串原则上不能超过数组 s 的
长度，但是系统对字符数组一般按照 4 的倍数分配空间。以该程序为例，字符数组 s 定义的长度
是 10，系统分配 12 个字节，因此，如果输入的字符个数不超过 12，系统不会报错，否则就会
严重警告。
2）C++ 函数 write 有两个参数，类型分别为 const char* 和 int，第一个参数是字符串指针，
第二个参数是最多输出的字符个数。

1.3.3

内联函数

函数和表达式的优势互补通过内联函数来实现。
内联函数（inline function）是一种编译层面的请求，请求编译器在每个内联函数调用点将内
联函数展开。内联函数格式很简单，只需在函数头前加关键字 inline。例如：
inline int Size(const SeqList *l)

// 求长。读取元素个数

{
return(l->size);
}
inline int Empty(const SeqList *l)

// 判空。判断顺序表是否为空

{
return(l->size==0);
}

假设内联函数的调用点是表达式 Size(&L)，内联函数展开后是表达式 L.size。
理论上，任何一个表达式都可以转为内联函数，以两数之间求大数为例：
(i>j?i:j)

// 表达式

inline int Max(int i,int j)

// 内联函数

{
return(i>j?i:j);
}

内联函数 Max 的展开示例如表 1-7 所示。
表 1-7

内联函数展开示例

调用操作

内联展开

int a=1024,b=2048,max1,max2,max3;

int a=1024,b=2048, max1,max2,max3;

max1=Max(a,b);

// 调用点 1

max1=a>b?a:b;

// 参数直接代换

max2=Max(1024,2048);

// 调用点 2

max2=2048;

// 直接提取常量

max3=Max(a/6,b/8);

// 调用点 3

int t1,t2;

// 导入临时变量

max3=(t1=a/6,t2= b/8,t1>t2?t1:t2);
int max4=Max(a,b);

int max4=a>b?a:b;

从C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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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联函数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
1）不是所有的内联函数都可以在调用点展开，例如，对递归函数、带有 for 循环语句和
switch 语句的函数、上千行的函数等，编译器都将忽略内联请求。
2）在模块化设计中，源文件独立编译，而内联函数是在编译阶段展开的，因此内联函数的
声明和定义必须在同一个模块中。

1.3.4

运算符重载

在顺序表中，当数据元素类型为结构时，凡是含有运算符表达式的基本运算函数都会出错，
因为 C 语言规定，运算符的对象只能是固有类型的数据，不能是用户定义的结构型数据。以顺
序表的查找函数为例：
struct Date
{
int yr,mo,day;
};
int Find(const SeqList *l,Type item)

// 查找

{
int i;
for(i=0;i<l->size;i++)
if(l->data[i]==item)

// 非法表达式

break;
return(i==l->size?-1:i);
}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运算符重载。所谓运算符重载，就是将运算符表达式转化为运算符函数，
然后自定义运算符函数，以扩展运算符对象。运算符函数的名称是“operator 运算符”。例如：
bool operator==(Date x,Date y)

// 定义运算符函数

{
……

// 比较日期

}

执行过程是 ：编译器发现运算符表达式 l->data[i]==item 的对象不是固有类型，就去程序中
寻找自定义的运算符函数，然后将其替换为运算符函数表达式：
operator==(l->data[i],item)

程序 1.2 运算符重载。
#include<iostream.h>
struct Student
{
long unsigned id;

// 学号

double grades;

// 成绩

};
bool operator==(Student x, Student y)
{
return(x.grades==y.grades);

// 比较成绩

18

第1章

}
int main()
{
Student a,b;
cin>>a.id>>a.grades;
cin>>b.id>>b.grades;
cout<<(a==b)<<endl;
return(0);
}

< 运行结果 >
1002 45
1003 56
0

对运算符重载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不能重载的运算符有成员运算符“.”、成员指针运算符“->”、域解析运算符“ ：：”、条
件表达式运算符“？：”。
2）不能改变运算符的优先级。
3）不能创建运算符。
4）运算符重载和定义函数一样，定义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当然，应该尽可能使运算符
反映运算内容。
5）运算符重载函数的参数至少有一个是用户定义类型，以免子基本类型的运算符发生歧义。

1.3.5

函数重载

运算符重载引出了名称相同而形参列表不同的函数。例如：
bool operator==(Date x, Date y);

// 比较日期运算符函数

bool operator==(Student x, Student y);

// 比较学生成绩运算符函数

这在 C 语言中是非法的，因为 C 语言的函数名对应着该函数的入口地址，所以函数不同，
函数名就不能相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C++ 引入了一个函数名与地址对应的新方法 ：根据参
数表的参数个数和类型对函数名进行扩展，形成函数的内部名字，这个内部名字对应该函数的
入口地址。显然，两个函数，只要函数名和参数表有一处不同，它们的内部名字就不同，不会
出现命名冲突。具有不同参数表的同名函数称为函数的重载。例如：
void display(char);
void display(char,char);
void display (int);

内部名称可以假设是：
_display_char
_display_char_char
_display_int

编 译 系 统 根 据 实 参 来 选 择 调 用 的 函 数， 我 们 称 之 为 重 载 解 析。 例 如 display(10) 调 用 _
display_int，display('A') 调用 _display_char，display('A','B') 调用 _display_char_char。

从C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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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3 函数重载。
#include<iostream.h>
void display(char);
void display(int);
void display(char,char);
int main()
{
display(65);
display('A');
display('A','B');
return(0);
}
void display(char ch)
{
cout<<ch<<endl;
}
void display(int n)
{
cout<<n<<endl;
}
void display(char ch1,char ch2)
{
cout<<ch1<<'\t'<<ch2<<endl;
}

< 运行结果 >
65
A
A

B

注意

仅仅是返回值不同，不能重载。例如：

void func();
int func ();

实际调用一个函数可以忽略它的返回值，例如：
func();

但是这时编译器不能确定调用的是哪一个函数。

1.3.6

引用型

1．概念的由来
（1）由参数传递引出的问题
在 1.2 节中我们已经看到，结构体类型参数使 C 语言仅有的值传递和指针传递两种方式暴露
出局限性：值传递既多占空间，又费时间；指针传递使不安全的指针访问模式不但没有得到控制，
反而使其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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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引入一种新的传递方式，它本质上是指针传递，但是隐藏了间接引
用运算符“*”，使得形参可以直接访问间接对象。
（2）由运算符重载引出的问题
在 1.2 节中提出的顺序表赋值问题可以通过运算符重载来解决，但这时又暴露出 C 语言值传
递和指针传递的深层问题。假设赋值运算符函数是值传递，而且声明如下：
void operator=(SeqList x, SeqList y); // 赋值运算符函数声明

且有顺序表 L1 和 L2，如图 1-8 所示。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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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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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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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非空表 L1 和 L2

这时，顺序表的赋值语句：
L2=L1;

等价于赋值运算符函数的调用语句：
operator=(L2,L1);

调用语句的执行首先是将赋值语句 L2=L1 的左右元 L2 和 L1 作为实参分别给形参 x 和 y 初
始化：
SeqList x=L2;
SeqList y=L1;

初始化依然是浅复制，执行初始化后的结果如图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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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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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结果示意图

然后执行赋值运算符函数。假设赋值运算符函数执行的是深复制，结果如图 1-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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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

r

k

……

y
data
size =4

L1
data
size=4

w

o

r

k

……

图 1-10

执行赋值运算符函数结果示意图

21

从C到C++

但是我们看到，L2 的 size 值并没有像我们所需要的那样改为 4，而 x 的 size 值却改为 4。这
是因为在值传递中，赋值运算符函数实现的是形参 y 给形参 x 深度赋值，而不是所需要的实参
L1 给实参 L2 深度赋值。
如果将赋值运算符函数改用指针传递
void operator=(SeqList *x, const SeqList *y);

// 赋值运算符重载函数声明

这时，首先要将赋值语句
L2=L1;

改为
&L2=&L1;

// operator=(&L2,&L1);

然后左右元 &L2 和 &L1 作为实参分别给形参 x 和 y 初始化：
SeqList* x=&L2;
const SeqList* y=&L1;

结果如图 1-11 所示。
x

L2
data
size =5

s

t

u

d

w

o

r

k

y

……

*x
y

L1
data
size=4

……

*y

图 1-11

指针传递的赋值运算符函数的初始化结果示意图

然后执行赋值运算符函数，结果如图 1-12 所示。
x

L2
data

w

o

r

k

……

w

o

r

k

……

size=4
*x
y

L1
data
size=4
*y

图 1-12

执行指针传递的赋值运算符函数的结果示意图

结果正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改进后的运算符语句 &L2=&L1 显然是不合法的，因为 &L2
是指针常量，不能是左值。
要保留赋值运算符语句的形式 L2=L1，又要实行运算符函数的指针传递，就要引入一种新
的传递方式：它本质上是指针传递，但是实参隐藏了取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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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综合一下。在指针传递中，实参和形参的关系如下所示：
SeqList* x=&L2;
const SeqList* y=&L1;

要同时隐藏形参前的间接引用运算符和实参前的取址符，而又不和值传递形式混淆，一个
简便方法是去掉间接引用运算符“*”，把取址符“&”移到左侧：
SeqList& x=L2;
const SeqList& y=L1;

在这种形式中，左侧的“&”表明 x 和 y 本质上还是指针，但是间接引用对象 L1 和 L2 在
传址时不再需要“&”，指针 x 和 y 在访问间接引用对象时也不再需要加引用运算符“*”。
这时的赋值运算函数声明如下：
void operator=(SeqList &x, const SeqList& y);

这时的实参 L2 给 L1 赋值，就是形参 x 给 y 赋值，结果如图 1-13 所示。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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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iz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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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data
size=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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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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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图 1-13

改进参数传递方式后的赋值运算函数结果示意图（x 和 y 在内部是指针，用阴影表示）

图 1-13 中的 x 和 y 各有两部分，我们用一个线段把它们隔开，线段的左侧表示它们在系统
内部是指针，只在初始化的时候才以前置的符号“露面”；右侧表示它们在程序层面上是省略了
间接引用运算符的指针。这便是下一节要讲的引用型。
2．引用型变量和 const 型指针
引用型变量简称引用，其实质是隐藏了间接引用运算符的指针。引用型变量的定义格式为：
类型 & 引用型变量名 = 被引用变量名；

例如：
int x=5;
int& y=x;

// 隐藏的是：int* y=&x;

y=6;

// 隐藏的是：*y=6;

y 是引用型变量，x 是被引用的变量。引用型变量 y 在初始化时得到被引用变量 x 的指针。初始
化之后，y 始终表示被隐藏了间接引用运算符的间接引用表达式 *y，使 y 在形式上成为 x 的别
名，即 x 的同义词，访问 y 就是访问 x。
因为引用型变量作为隐藏的指针在初始化之后不能再被直接访问，因此也就不能被修改，
所以它实质是隐藏了间接引用运算符的 const 型指针（如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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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y=6;

引用型变量 y 和被引用变量 x（y 在内部是指针，用阴影表示）

3．引用传递和运算符重载
因为引用型变量的实质是 const 型指针，它和 const 型指针一样，可以改变被引用的变量
（如图 1-14 所示），所以它不能引用 const 型变量。例如：
const int x=5;

//const 型变量 x

int& y=x;

// 非法！引用型变量不能引用 const 型变量

const 型变量只能被 const 型引用来引用。所谓 const 型引用，是半隐藏的全 const 型指针，
它可以引用 const 型变量，也可以引用非 const 型变量，它对被引用的变量都是“只读”的。例如：
int x1=5;

// 非 const 型变量 x1

const int x2=5;

//const 型变量 x2

const int& y1=x1;

// 引用非 const 型变量。内部：const int *const y1=&x1;

const int& y2=x2;

// 引用 const 型变量。内部：const int *const y2=&x2;

y1=6;

// 非法！ const 型引用不能修改被引用的变量

y2=6;

// 非法！

在函数调用中，如果实参被形参引用，就称为引用传递，或引用调用。运算符函数应该采
取 const 型引用传递，例如：
bool operator==(const Student& x, const Student& y);
bool operator==(const Date& x, const Date& y);

4．const 型引用传递和值传递
如果值传递中的参数类型是 Type，例如：
int Find(const SeqList *l, Type item);

那么以后都要将其转化为 const 型引用传递：
int Find(const SeqList *l, const Type& item);

现在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种转换的等价性。
（1）基本类型常量的引用
如果将 Type 指定为基本类型，例如：
typedef int Type;
int Find(const SeqList *l, const Type& item);

那么如何传递基本类型常量呢？例如实参是 5，它和形参 item 的关系如下：
const int& item=5;

//const 引用传递的常量传递

24

第1章

我们知道，对字面值常量 5 不能取指针，而引用的实质又是指针，那么常量 5 是如何被
引用的呢？ C++ 编译系统的做法是，创建一个临时 const 整型变量存储 5，不妨设临时变量为
_temp，然后引用这个临时变量，如下所示：
const int _temp=5;
const int& item2=_temp;

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将值传递仅仅改为引用型传递而非 const 引用型传递是不行的
（留作思考题）。
（2）只读性问题
值传递中的实参和形参是两个空间，被调函数不可能改变实参，但可以改变形参，而 const
引用传递中的实参和形参是一个空间，被调函数既不能改变实参，也不能改变形参。因此要实
现等价转换，必须要保证值传递中的形参不能被修改，这就需要把值传递的函数代码中出现的
对形参的修改操作转变为只读操作（见表 1-8）。
表 1-8

值传递向 const 引用传递转换示例

原代码

代码等价转换

参数等价转换

void f(Student s)// 值传递

void f(Student s)

void f(const Student & s)

{

{

{
}

}

}

cout<<s.grades+1;

cout<<s.grades+1;// 只读操作

cout<<++s.grades;// 修改操作

5．返回值传递
如果函数的返回值类型是结构类型，而且返回的表达式不是自动局部变量，那么要将返回
值类型转换为 const 引用型。例如：
const Type& GetData(const SeqList *l,int id)
{
return(l->data[id]);

//const Type& _temp=l->data[id];

}

因为返回值的第一步是将 return 语句中的表达式给临时变量 _buf 初始化，这和值传递的情
形一样，所以如果返回值是结构类型，那么转换为 const 引用型会提高效率。
当返回的表达式是自动局部变量时，返回值类型不能转换为 const 引用型，因为引用的实质
是指针，而自动局部变量的指针是不能作为返回值的。
如果函数的返回值类型是结构类型，还可以等价地转换为引用调用（见表 1-9）。
表 1-9

返回值和引用调用

返回值

等价转换的引用调用

Student return_value()

void call_by_reference(Student& re)

{

{
Student s={1001,80};

Student s={1001,80};

re=s;

return(s);
}

}

Student t;

Student t;

t=return_value();

call_by_referen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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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用和连续赋值表达式
如果函数的返回值类型是指针类型，则可以转换为引用型，这时，函数表达式是左值（见
表 1-10）。
表 1-10

指针类型和引用型返回值

指针类型返回值

引用型返回值

#include<stdio.h>

#include<iostream.h>

int *f(int *x)

int& f(int& x)

{

{
x++;

(*x)++;

return(x);

return(x);
}

}

int main()

int main()

{

{
int d=5;

int d=5;

*f(&d)=10;

f(d)=10;

printf("%d\n",d);

cout<<d<<endl;

return(0);

return(0);

}

}

< 运行结果 >

< 运行结果 >

10

10

// 函数表达式是左值

与 C 不同，在 C++ 中，基本类型的赋值运算符表达式其返回值是左元的引用，因此可以实
现从左至右地连续赋值，例如：
(a=b)=c；//a=b;a=c;

运算结果是 a 和 c 的值相等。
最后，顺序表的赋值运算符函数的形式应该如下：
SeqList & operator=(SeqList &x, const SeqList& y);

1.3.7

构造函数

在 1.2 节中提到的顺序表初始化问题也需要 const 型引用调用。假设 L1 已知，初始化语句
如下：
SeqList L2=L1;

这条语句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是生成结构变量 L2，第二是以 const 型引用传递方式调用一个
函数来完成 L1 向 L2 的深度复制，这个函数称为构造函数，它由顺序表的准构造函数转变而成，
我们将在 1.4 节讲授。

1.3.8

提取符和插入符重载

提取符“>>”和插入符“<<”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重载，实现用户定义类型数据的输入和输
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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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Student

// 表示学生信息的结构

{
long unsigned id;

// 学号

double grades;

// 成绩

};
istream& operator>>(istream& ins,Student& s)
{
ins>>s.id>>s.grades;
return(ins);
}
ostream& operator<<(ostream& outs,Student& s)
{
cout<<s.id<<','<<s.grades<<endl;
return(outs);
}

把 istream 和 ostream 分别看做是输入和输出类型，cin 和 cout 分别是输入和输出类型的变量。
因为返回值类型是引用，所以可以连续输入和输出。例如：
Student a,b;
cin>>a>>b;

先执行 cin>>a，等于执行 operator>>(cin,a)，实参 cin 和 a 被形参 ins 和 s 引用，后者分别成
为 cin 和 a 的别名，返回值是 ins 的引用，实际上就是 cin 的引用，然后等价于执行 cin>>b。
程序 1.4 提取符和插入符重载。
#include<iostream.h>
struct Student

// 表示学生信息的结构

{
long unsigned id;

// 学号

double grades;

// 成绩

};
istream& operator>>(istream& ins,Student& s);
ostream& operator<<(ostream& outs,Student& s);
bool operator== ( const Student&x, const Student& y);

// 比较成绩

int main()
{
Student a,b;
cin>>a>>b;

//operator>>(operator>>(cin,a),b);

cout<<(a==b)<<endl;

//operator<<(cout,operator==(a,b));

return(0);
}
istream& operator>>(istream& ins,Student& s)
{
ins>>s.id>>s.grades;
return(ins);
}
ostream& operator<<(ostream& outs,Student& s)

从C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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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t<<s

.id<<','<<s.grades<<endl;

return(outs);
}
bool operator== ( const Student&x, const Student& y)

// 比较成绩

{
return(x.grades==y.grades);
}

< 运行结果 >
2011001

78

2011005

80

0

1.3.9

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是指函数声明中带默认值的形参。如果调用函数时省略了相应的实参，编译器就
会用默认值代替。例如：
void fun(int x,int y=1,int z=0);

// z 的默认值是 0，y 的默认值是 1

程序 1.5 默认参数。
#include<iostream.h>
void func(int x,int y=1,int z=0);

// 函数声明

int main()
{
func(2,3,4);
func(2,3);

// 相当于 func(2,3,0);

func(2);

// 相当于 func(2,1,0);

return(0);
}
void func(int x,int y,int z)

// 函数定义

{
cout<<x<<" "<<y<<" "<<z<<endl;
}

< 运行结果 >
2 3 4
2 3 0
2 1 0

关于默认参数有两点需要注意：
1）在形参列表中，带有默认值的形参必须从右向左连续列出，以便于编译器为缺少的实参
找到相应的默认值。下面的函数声明是不合法的：
void func(int y=1,int x,int z=0);

// 非法

void func(int y=1,int z=0,int x);

// 非法

2）默认值只能出现在函数声明中 ；如果出现在定义中，则默认值无效 ；如果默认值同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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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函数声明和定义中，则是重复定义，系统会给出错误提示 redefinition of default parameter（默
认参数重复定义）。

1.3.10

new 和 delete 运算符

C++ 引入运算符 new 和 delete，代替相应的动态空间的分配函数 malloc、calloc 和撤销函数
free。
New 运算符的格式如下：
new 类型标识符；
new 类型标识符 ( 初值 )；
new 类型标识符 [ 整型常量表达式 ]；

// 分配数组空间

new 表达式的值是间接引用对象的指针，初值是间接引用对象的值。
delete 运算符的格式如下：
delete 指针名称；
delete[] 指针名称；

new 和 delete 运算符的应用举例如表 1-11 所示。
表 1-11

new 和 delete 运算符应用举例

运算符 new 和 delete

对比函数 malloc 和 free

int* np=new int; 或者

int* np=(int*)malloc(sizeof(int)); 或者

int* np;np= new int;

int* np;

double* xp=new double(0); 或者

double* xp=(double*)calloc(1, sizeof(double)); 或者

double* xp;xp= new double(0);

double* xp;

np=(int*)malloc(sizeof(int));

xp=(double*)calloc(1, sizeof(double));

int* np=new int(5); 或者

int* np=(int*)malloc(sizeof(int));

int* np; np=new int(5);

int* np;

delete np;

free np; 或者 free(np);

int *ap=new int[10]; 或者

int *ap=(int*)malloc(10*sizeof(int)); 或者

int*ap;ap= new int[10];

int *ap；ap=(int*)malloc(10*sizeof(int));

delete[]ap;

free ap;

1.4

*np=5; 或者

np=(int*)malloc(sizeof(int)); *np=5;

C++ 顺序表类
本章主要将 C 顺序表分步转化为 C++ 顺序表类，这种转化不仅是对 C 高级存储模式设计的

总结，也是学习 C++ 最自然、最有效的方法，因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本章包含的 C++ 概念有：类，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this 指针，new 和 delete 运算符。

1.4.1

从 C 顺序表到 C++ 顺序表类

表 1-12 和表 1-13 分别给出了 C 顺序表和 C++ 顺序表类的声明和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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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顺序表

C++ 顺序表类（seqlistclass.h）

C 顺序表（seqlist.h）

const int MAXSIZE=100;

#define MAXSIZE 100

class SeqList

struct SeqList

{

{

private:

Type *data;

// 私有

int size;

Type *data;
};

int size;
void Error(const char *c)const;
public:
SeqList();

typedef struct SeqList SeqList;
void Error(const char *c);

// 公有
// 构造

void IniList(SeqList *l);

// 准构造

void InsertRear(const Type&
item);

void FreeList(SeqList *l);

// 准析构

void InsertRear(SeqList *l, Type item);

// 尾插

void Insert(int id,const
Type& item);

void Insert(SeqList *l,int id,Type item);

// 定点插

void Erase(SeqList *l,int id);

// 定点删除

void Clear(SeqList *l);

// 清表

~ SeqList();

// 析构

void Erase(int id);
void Clear();
int Find(const Type& item)const;
const Type& GetData(int id)
const;
int Size()const;
bool Empty()const;

int Find(const SeqList *l,Type item);

// 查找

Type GetData(const SeqList *l,int id);

// 取值

int Size(const SeqList *l);

// 求长

int Empty(const SeqList *l);

// 判空

int Full(const SeqList *l);

// 判满

bool Full()const;
};

表 1-13

顺序表检验程序

C++ 顺序表类检验程序（源文件扩展名 .cpp）

C 顺序表检验程序（源文件扩展名 .c）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stdio.h>

typedef int Type;

typedef int Type;

#include"seqlistclass.h"

#include"seqlist.h"

int main( )

int main( )

{

{
int i,n;
SeqList L;
IniList(&L);

SeqList L;

InsertRear(&L,5);
L.InsertRear(5);

InsertRear(&L,15);

L.InsertRear(15);

Insert(&L,1,10);

L.Insert(1,10);

Erase(&L,0);

L.Erase(0);

n=Size(&L);

int n=L.Size();

for(i=0;i<n;i++)
printf("%d\t",GetData(&L,i));

for(int i=0;i<n;i++)

Clear(&L);

cout<<L.GetData(i)<<'\t';

return(0);
return(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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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以表 1-12 和表 1-13 为基础，分步讲解从 C 顺序表到 C++ 顺序表类的转换过程。
1）用 const 常量代替宏常量，例如：
const int MAXSIZE=100;

2）将仅有“真”或“假”两种返回值的函数类型转换为布尔型，例如：
bool Empty(const SeqList *l);

// 判空

bool Full(const SeqList *l);

// 判满

3）将 Type 型值传递转换为 const 引用型传递，例如：
void InsertRear(SeqList *l, const Type& item);

// 尾插

int Find(const SeqList *l, const Type& item);

// 查找

4）将 Type 型函数改为 const Type 引用型，例如：
const Type& GetData(const SeqList *l,int id);

注意

// 取值

不是所有的 Type 型函数都能转换为 const 引用型，例如，当返回的表达式是函数自

变量的时候，就不能做这样的转换（参见 1.3.6 节）。
5）将顺序表的基本操作函数转换为顺序表的成员函数。以尾插和取值函数为例，首先将参
量表中的顺序表指针 l 改名为 this，例如：
void InsertRear(SeqList * this, const Type& item);
bool Empty(const SeqList *this);
const Type& GetData(const SeqList *this,int id);

错误信息报告函数的参数表没有顺序表指针，需要补上一个间接 const 型顺序表指针参数
this：
void Error(const SeqList * this,const char *c); // 错误信息报告函数

然后隐藏 this 指针，如果是间接 const 型指针，就将关键字 const 移到形参列表外部右侧，
例如：
void InsertRear(const Type& item);
bool Empty()const;
const Type& GetData(int id)const;
void Error(const char *c) const;

最后将函数声明移入顺序表定义体内，使其成为成员函数。如果成员函数隐藏的 this 指针是
间接 const 型指针，那么该函数称为 const 常量型成员函数。
顺序表的基本运算函数转换为顺序表的成员函数之后，它从声明、定义和调用三个方面都
和非基本运算函数区别开来，如下所述：
 成员函数的声明必须在结构体内。
 成员函数的定义可以在结构体内，也可以在结构体外。如果在结构体内，就相当于内联
函数。如果在结构体外，需要在函数类型标识符和函数名之间加入结构名和域解析运算
符“：：”。在成员函数定义体内，this 指针可以显式使用，也可以隐藏。例如：
struct Seq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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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l Empty()const{return(size==0);}

// 在结构体内定义

void InsertRear(const Type& item);
……
};
void SeqList::InsertRear(const Type& item)

// 在结构体外定义

{
if(size==MAXSIZE)
Error("full!");//this->Error("full!"); 或 (*this).Error("full!");
data[size]=item;

//this->data[size]=item; 或 (*this). data[size]=item;

size++;

//this->size++; 或 (*this).size++;

}

 形参列表中 this 指针被隐藏之后，相应的实参列表中的顺序表对象或指针就可以转移到
成员函数调用表达前面，具有了标准的结构数据成员访问的语法形式。例如，假设 L 是
顺序表变量，则
L.InsertRear(5);

// 转换前：InsertRear(&L,5);

L.GetData(i);

// 转换前：GetData(&L,i);

假设 L 是顺序表指针，则
L-> InsertRear(5);

// 转换前：InsertRear(L,5);

L->GetData(i);

// 转换前：GetData(L,i);

或
(*L). InsertRear(5);
(*L).GetData(i);

无论哪一种形式，结果都是将顺序表变量 L 的指针传递给隐藏的 this 指针。
6）将准构造函数和准析构函数分别转化为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准构造函数的作用是给顺
序表变量初始化，生成空表，如下所示：
SeqList L;

// 定义一个顺序表变量

IniList (&L);

// 给顺序表变量赋初值

但是很多应用程序设计者容易忘记初始化。为了使变量的初始化得到保证，C++ 把这两条
语句合并为一条语句，具体方法是 ：把准构造函数名和结构名合二为一，都是 SeqList，成为构
造函数。
SeqList();

// 声明。this 指针已隐藏

合二为一的结果是使顺序表变量的定义和初始化合并为一条语句，如下所示：
Seqlis L();

或
Seqlis L;

这条语句隐含着准构造函数的调用语句，因而成为顺序表变量的初始化语句。准构造函数
也由此称为构造函数。构造函数是顺序表变量的初始化保证。因为形参列表在 this 指针隐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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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所以实参列表也为空，这时的括号一般都省略。
为什么构造函数没有返回值类型标识符呢？这是因为构造函数与其他成员函数有本质上的
不同，不同之处主要有如下三点：
 构造函数不能独立地用来访问或修改已经赋值的顺序表变量，它只是顺序表变量初始化
的一部分。
 构造函数不能由顺序表变量或顺序表变量指针来调用。例如语句 L.SeqList() 是非法的。
 构造函数可以独立地显式调用。例如语句 SeqList() 是产生一个匿名的对象。
去掉返回值类型标识符，是唯一可以从形式上区分构造函数与子成员函数的方式，又因为
构造函数需要自定义，所以形参列表和函数体是必须保留的。
形参列表为空或所有形参都有默认值的构造函数称为默认构造函数。
类似地，为了在顺序表变量撤销时，保证调用准析构函数，C++ 将其改为自动调用，一般
是在遇到 return 语句或顺序表变量所属的复合语句的右括号时执行，准析构函数也改为析构函
数。它的声明形式是 ~SeqList()。
7）封装。无论是数据成员，还是成员函数，都可以分为私有和公有。私有成员只能由成员
函数访问或调用，即对成员函数公开，对应用程序是不可见的。应用程序只能通过公有函数成
员处理私有数据。例如，如果将数据成员 size 设为私有，那么在应用程序中，表达式 L.Size() 是
合法的，表达式 L.size 就是非法的。
之所以将函数 Error 设为私有函数，是因为它只须由成员函数调用。
8）类和结构。顺序表声明的关键字 struct 通常换为 class，顺序表也因此称为顺序表类。形
式上的差别是，类（class）的默认项是私有的，即私有成员的说明符 private 可以省略 ；结构
（struct）的默认项是公有的，即公有成员的说明符 public 可以省略。实际上，C++ 类对 C 结构做
了实质性的扩充，简单地说，类是包含了基本运算函数的结构。
以后，类变量常常被称为类对象。
何时用结构，何时用类呢？简单地说，如果数据成员公有，就用结构 struct，如果私有，就
用类 class。

1.4.2

顺序表类的实现

本节给出部分函数的实现，剩下的留作练习。
//seqlistclass.h
SeqList::SeqList()
{
data=new Type[MAXSIZE];
if(data==NULL)
Error("overflow");
size=0;
}
SeqList::~SeqList()
{
delete[]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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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qList::Error(const char *c)const
{
cout<<c;
exit(1);
}
void SeqList::InsertRear(const Type& item)
{
if(size==MAXSIZE)
Error("InsertRear:SeqList is full!");
data[size]=item;
size++;
}
void SeqList::Erase(int id)
{
if(size==0)
Error("Erase: an empty list!");
if(id<0||id>size-1)
Error("Erase: id is out of range!");
for(int i=id+1;i<size;i++)
data[i-1]=data[i];
size--;
}

以上代码都加在文件 seqlistclass.h 中的基本运算函数声明之后，而且该文件还应该包含如下
两个系统头文件：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stdlib.h>

1.4.3

// 包含 exit 原型

复制构造函数

解决 1.2 节提出的顺序表变量初始化问题需要引入复制构造函数。
已知顺序表变量 L1，假设顺序表变量的初始化语句如下：
SeqList L2=L1;

因为构造函数是初始化语句的一部分，所以解决这种初始化问题，需要新的构造函数。上
面的初始化形式是传统的初始化形式，我们在保留这种形式的同时，还需要引入另一种形
式——参数形式（即显式的构造函数的调用形式）：
SeqList L2(L1);

这两种形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需要调用的是复制构造函数。复制构造函数的定义如下：
SeqList::SeqList(const SeqList& l)
{
data=new Type[MAXSIZE];
size=l.size;
for(int i=0;i<size;i++)
data[i]=l.dat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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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 SeqList L2=L1 的执行过程如图 1-15 所示。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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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

k

size
a) 执行语句之前（已知）
L2
data
size

this

L1
data
size=4

l
c)

w

o

r

……

k

给复制构造函数传递参数

L2
data
size=4

this

b) 执行语句开始第一步

w

o

r

……

k

d) 执行复制构造函数之后

图 1-15

1.4.4

SeqList L2=L1 语句的示意图

复制赋值运算符重载

解决 1.2 节提出的顺序表变量的赋值问题需要复制赋值运算符重载。
已知顺序表变量 L1 和 L2，假设顺序表变量的赋值语句如下：
L2=L1;

//L2.operator=(L1);

复制赋值运算符重载如下：
SeqList& SeqList::operator=(const SeqList& l)
{
size=l.size;
for(int i=0;i<size;i++)
data[i]=l.data[i];
return(*this);
}

语句 L2=L1 的执行过程如图 1-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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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执行语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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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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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给复制赋值函数传递参数

图 1-16

语句 L2=L1 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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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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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c) 执行 size=l.size 语句和 for 语句之后

_temp

L2
data
size = 4

w

o

r

……

k

d) 执行语句 return(*this) 之后

图 1-16 （续）

复制赋值运算符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之所以是引用，是为了实现从左到右连续赋值，如下
所示：
(L2=L1)=L3;

先执行语句 L2=L1，返回值是 _temp，它是 L2 的引用 ；再执行语句 _temp=L3，相当于语句
L2=L3。
复制构造函数和复制赋值运算符函数的区别是：前者是用一个已经存在的顺序表变量创建一
个新的顺序表变量，后者是用一个已经存在的顺序表变量修改另一个已经存在的顺序表变量。

1.4.5

下标运算符重载

为在顺序表中保留数组下标运算，需要引用下标运算符重载如下：
Type& SeqList::operator[](int id)

// 下标运算符重载

{
if(id<0||id>size-1)
Error("id illegal!");
return(data[id]);
}
const Type& SeqList::operator[](int id)const

// 常量型下标运算符重载

{
if(id<0||id>size-1)
Error("id illegal!");
return(data[id]);
}

常量型下标运算符函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常量型对象在调用下标运算符时，传递的是间
接 const 型 this 指针，所以被调用的下标运算符函数必须是常量型的。
常量型下标运算符函数是只读的，是由返回值类型是 const 型引用决定的，不是由间接 const
型 this 指针决定的。因为间接 const 型 this 指针只能决定对象的成员数据 data 和 size 是只读的，
不能决定 data 指向的动态数组元素是只读的。
应用举例：
void func(const SeqList&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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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x[0];

// 调用常量型下标运算符函数

}
SeqList L;
L.InsertRear('w');
L[0]= 'W';

// 调用下标运算符函数，将小写 w 改为大写 W

func(L);

// 调用函数 func，输出 W

1.4.6

构造函数与初始化

类变量的初始化形式既保留了固有基本类型变量的初始化形式，例如：
SeqList L2=L1;

又增加了函数调用格式，例如：
SeqList L2(L1);

前者是隐式调用复制构造函数，后者是显式调用构造函数，括号内的变量代表实参。与此
相对应，基本固有类型变量的初始化也增加了函数调用格式，例如：
int n1(5);

//int n1=5;

int n2(n1);

//int n2=n1;

int n(0);

//int n=0;

类的引入要求各种类型的零元要具有统一的表达形式，这个形式就是 Type()，其中 Type 表
示类型名，在用户定义的类型中，Type 也是构造函数名，例如：
SeqList L=SeqList();

// 调用默认构造函数

int n=int();

零元的统一表达形式要求类必须有默认构造函数。从这个角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
什么构造函数的名称要和类的名称相同，为什么形参需要增加默认值。

1.4.7

new 和 delete 运算符与构造和析构

构造函数是类对象初始化的一部分，析构函数是类对象撤销的一部分，调用构造函数和析
构函数的原则是 ：谁创建类对象的结构空间，谁就负责调用构造函数，谁撤销类对象的结构空
间，谁就负责调用析构函数。以顺序表为例：
SeqList L;

顺序表对象空间 L 是编译系统创建和撤销的，于是，在创建对象 L 之后，由系统调用构造
函数来初始化，在程序结束、撤销对象 L 空间之前，由系统调用析构函数。如果 L 空间是利用
new 运算符创建的动态空间，那么就有 new 运算符负责调用构造函数。而 delete 运算符负责调
用析构函数。例如：
SeqList * pL;

//C++ 顺序表类指针

pL =new SeqList;
delete(pL);

如图 1-17 所示。

// 调用析构函数，并释放动态顺序表对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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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pL

pL

…

data
size = 0
a) SeqList * pL;

b) pL=new SeqList;

图 1-17

1.4.8

c) delete pL;

动态顺序表对象示意图

类定义

一个类就是一个用户定义类型（User Defined Type，UDT）
，它的基本定义（由于历史的原
因，也称声明）如下：
class 类名称

// 类头

{

// 类体

private:
数据成员定义或声明
函数成员定义或声明
public:
数据成员定义或声明
函数成员定义或声明
};

类头的关键字 class 可以改为 struct，它们的差别仅在于默认的访问控制符不同 ：如果用
class，那么类的私有项是默认的，关键字 private 可以省略 ；如果用 struct，那么类的公有项是默
认的，关键字 public 可以省略。
函数成员可以在类体中定义，表示内联函数，如果在类体外定义，那么在函数名前要加类
名和作用域符。
类还有其他的特性，我们将随着学习的深入不断引入。

1.5

函数模板和类模板
提高代码复用率始终是软件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函数、类、形式数据类型、重载、宏指

令等，都属于这类核心内容。本章要讲的模板也如此。

1.5.1

函数模板

下面是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函数，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int max(int a,int b)

// 整数比较大小

{
return(a>b?a:b);
}

这个函数的局限性是，只能比较两个普通整型数。为了提高复用率，我们有两种改进方法。
一种方法是引入形式类型 Type：
typedef int Type;

// 指定 Type 为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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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Type& max(const Type& a,const Type& b)

// 整数比较大小

{
return(a>b?a:b);
}

这种设计的好处是，只要通过 typedef 命令将形式数据类型 Type 与 C++ 的一个合法类型等
同起来，就是一个函数实例。但是，如果程序处理的是多种类型的数据，这种方法就不适用了，
因为它每次只能生成一个函数实例。
另一种方法是函数重载。假设一个程序需要比较的数据有整型、双浮点型、串类和 Date 四
种类型，函数重载如下：
const int& max(const int&a,const int& b)

// 整数比较大小

{
return(a>b?a:b);
}
const double& max(const double& a,const double& b)

// 浮点数比较大小

{
return(a>b?a:b);
}
const String& max(const String& a,const String& b)

// 类串比较大小

{
return(a>b?a:b);
}
const Date& max(const Date& a,const Date& b)

//Date 比较大小

{
return(a>b?a:b);
}

这种方法不仅重复繁琐，而且参与比较的数据类型必须是在程序设计时就已经知道的。
其实，上述两种方法都是具体而明确的替换，完全可以综合起来，借助编译器来完成：一个
具有通用类型参数的函数（通用类型是 Type 的推广）
，由编译器根据函数调用语句的实参（原
来是由 typedef 指定的），进行内部函数重载，得到相应的一组函数实例。
这种具有通用类型参数的函数称为函数模板（function template）。函数模板的格式如下例
所示：
template<class T>

// 模板参数表，T 是模板参数，表示通用类型

const T& max(const T&a,const T& b)
{
return(a>b?a:b);
}

其中，template<class T> 是模板参数表，也称通用类型参数表，T 是模板参数，代表通用类型，a
和 b 称为调用参数。
编译器用调用参数所对应的实参类型代替模板参数 T，形成函数实例，这个过程叫做实例化
（instantiation）。函数模板代表一族函数。如果有多个函数调用语句，而且调用参数类型有所不
同，那么实例化的结果就是函数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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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函数模板看做宏，模板参数是宏名，实参类型是宏体（见表 1-14）。
表 1-14
模板

函数模板的实例化过程

template<class T>// 模板参数表
const T& max(const T&a,const T& b);
cout<<max(6,7)<<endl;

调用语句

cout<<max(5.6,6.7)<<endl;
cout<<max(s,t)<<endl;
cout<<max(dt1,dt2)<<endl;
const int& max(const int&a,const int& b);

函数重载

const double& max(const double& a,const double& b);
const String& max(const String& a,const String& b);
const Date& max(const Date& a,const Date& b)

程序 1.6 函数模板。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date.h"
#include"strclass.h"
template<class T>

// 模板参数表

const T& max(const T&a,const T& b)

// 两者之中求大者

{
return(a>b?a:b);
}
int main()
{
cout<<max(6,7)<<endl;

// 实参是整型

cout<<max(5.6,6.7)<<endl;

// 实参是双浮点型

String s="then",t="thanks";
cout<<max(s,t)<<endl;

// 实参是串类

Date dt1(2006,1,5),dt2(2006,3,6);
cout<<max(dt1,dt2)<<endl;

// 实参是日期 Date

return(0);
}

< 运行结果 >
7
6.7
then
2006/3/6

模板参数名称可以是任意的，但使用 T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模板参数表中的关键字 class 可
以换成 typename，即
template<typename T>

typename 比 class 出现得晚。class 容易误导人，让人认为好像只有类类型才能替代模板参数，
而事实上，语言内部类型也可以替代模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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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顺序表类模板

与函数模板类似，类也可以具有模板参数，由此形成类模板。下面以顺序表类模板为例：
const int MAXSIZE =100;
template<class T>
class SeqList
{
T data[MAXSIZE];
int size;
void Error(const char *c)const{cout<<c; exit(1);}
public:
SeqList(){size=0;}
int Size()const{return(size);}
bool Empty()const{return(size==0);}
bool ull()const{return(size==MaxSeqSize);}
int Find(const T& item)const;
const T& GetData(int id)const;
void Insert(int id, const T& item);
void InsertRear(const T& item);
void Erase(int id);
void Clear(){size=0;}
};

类模板的成员函数在外部定义时，都要有模板参数表，以取值函数为例：
template<class T>
const T& SeqList<T>::GetData(int id)const
{
if(size==0)
Error("GetData:an empty list!");
if(id<0||id>size-1)
Error("GetData:id is out of range!");
return(data[id]);
}

类模板的声明和实现都要存放在同一个头文件（seqlist_t.h）中，不能分开。
从类模板生成类对象的格式为：
类模板标识符 < 类元素类型标识符 > 对象名称 ;

例如：
SeqList<char> CL;
SeqList<double> DL;

编译器首先根据类元素类型 char 和 double，生成类模板 SeqList 的两个实例，一个是元素
为 char 类型的顺序表，另一个是元素为 double 类型的顺序表，它们的名称可以假设为 SeqList_
Char 和 SeqList_Double（这个过程称为类模板实例化）；然后用这两个实例分别生成两个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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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和 DL。
程序 1.7 顺序表类模板。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seqlist_t.h"

// 顺序表类模板

int main()
{
SeqList<char> CL;

// 一个元素为 char 类的顺序表对象 CL

SeqList<double> DL;

// 一个元素为 double 类的顺序表对象 DL

CL.InsertRear('a');
CL.InsertRear('b');
CL.InsertRear('c');
for(int i=0;i<CL.Size();i++)
cout<<CL.GetData(i)<<'\t';
cout<<endl;
double x=3.14;
DL.InsertRear(x);
DL.InsertRear(x+1);
DL.InsertRear(x+2);
for(i=0;i<DL.Size();i++)
cout<<DL.GetData(i)<<'\t';
cout<<endl;
return(0);
}

< 运行结果 >
a

b

c

3.14

4.14

5.14

1.6

继承和多态性
继承是用已知的类构造专用的（细化的、定制的）类的编程技术。多态性是创建统一接口

的多种不同实现方式的编程技术。在 C++ 中，实现多态性有以下方法 ：重载、模板、虚函数、
抽象类，其中前两种方法我们已经学过。

1.6.1

构造函数的参数初始化表

我们首先来看下面的程序。
程序 1.8 构造函数的参数表和初始化。
#include<iostream.h>
class Date
{
int mo,da,yr;

// 月、日、年

public:
Date(int m=0,int d=0,int y=0){mo=m;da=d;y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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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Display(){cout<<mo<<'/'<<da<<'/'<<yr<<endl;}
};
class Person
{
int idno;

// 身份证号

Date btdate;

// 出生日期

public:
Person(int id, const Date& bt){idno=id;btdate=bt; }
void Display(){cout<<idno<<endl;btdate.Display();}
};
int main()
{
Person ps(130012,Date(9,6,2013));
ps.Display();
return(0);
}

< 运行结果 >
130012
9/6/2013

注意在 Person 类的构造函数体内的复制赋值语句 btdate=bt，其左元和右元都是用户类 Date
的对象，左元是类 Person 的数据成员，右元是构造函数的参数。按照复制赋值的意义，在执行
这条语句之前，对象 btdate 要首先创建，因此这条语句隐含着两条语句：
Date btdate;

// 调用默认构造函数创建对象 btdate

btdate= bt;

// 调用复制赋值函数修改 btdate 的值

对此，读者可以利用程序 1.8 进行检验 ：在 Date 类的默认构造函数体内加一条输出语
句 cout<<"default constructor\n"， 运 行 结 果 是 这 个 默 认 构 造 函 数 被 调 用 了 两 次， 一 次 是 参 数
Date(9,6,2013) 在创建匿名对象时调用的，另一次是在执行复制赋值语句 btdate= bt 时调用的。这
个过程不仅速度慢，而且要求 Date 类必须具有默认构造函数。
现在我们要把两步并成一步，具体办法是用构造代替赋值，这便是构造函数的参数初始化
表，它的格式为：
构造函数名（类型 1 参数 1, 类型 2 参数 2,……类型 n 参数 n,）: 数据成员 1（参数 1），数据成员 2（参数
2）,……数据成员 n（参数 n）{}

以 Person 类为例：
class Person
{
int idno;

// 身份证号

Date btdate;

// 出生日期

public:
Person(int id, const Date& bt):idno(id),btdate(bt){ }
void Display(){cout<<idno<<endl;btdate.Disp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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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参数初始化表时，即使函数体为空，作为函数体界限符的大括号也不能省略。这种形
式清晰地表明在进入构造函数体之前，先执行参数初始化表。其中格式“数据成员（参数）”类
似于构造函数调用格式。如果数据成员是类对象，那么参数便是传递给类构造函数的实参（称
为显式初始化），例如，btdate(bt) 相当于执行下面的语句：
Date btdate(bt);

这条语句调用复制构造函数。不过，因为 Date 类不含指针成员，所以没有定义复制构造函
数，而是使用了系统配置的复制构造函数。不过，如果你想检验，那么可以在 Date 类中自定义
复制构造函数，如下所示：
Date(const Date& dt){mo=dt.mo;da=dt.da;yr=dt.yr; }

并在复制构造函数体内加一条输出语句 cout<<"copy constructor\n"。运行结果将显示构造函数初
始化表调用了这个复制构造函数。
对内部基本类型的参数，是否使用初始化表其结果没有差别。例如下面的两种形式其本质
是一样的：
Person(int id, const Date& bt):idno(id),btdate(bt){ }
Person(int id, const Date& bt): btdate(bt){ idno=id;}

下面几种情况需要用参数初始化表（请思考其原因）：
1）子对象所属类没有默认构造函数，必须采用参数初始化表。
2）子对象的构造函数复杂，采用参数初始化表能够提高效率。
3）常量型数据成员或引用型数据成员，必须在参数初始化表中赋初值。例如：
class DateTime
{
int& mo; int& da; int& yr;
public:
DateTime(int& m,int& d, int& y): mo(m),da(d),yr(y) {}
};

4）如果构造函数不是内联的，那么最好不要把参数初始化表放在构造函数声明处，而要放
在构造函数定义处：
class DateTime
{
int& mo;int& da; int& yr;
public:
DateTime(int& m,int& d, int& y);
};
DateTime:: DateTime(int& m,int& d, int& y): mo(m),da(d), yr(y) {}

1.6.2

继承

继承是面向对象设计的一种编程技术，它用已有的类创建专用（或细化、定制）的类。例
如，假设 Person 是已有的类，它只有身份证号和出生日期两个数据成员，要创建专用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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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需要增加雇佣日期和工资，为此必须考虑一些限制性的因素。一是，已有的类可能
已被其他许多程序使用，因此它已有的使用方式必须保留。二是，已有的类的源代码一般不公
开，因此也就不存在修改它的可能。继承便是充分考虑了这些限制因素之后的编程技术。它把
已有的类称为基类，专用的类称为派生类。派生类重用基类的数据成员和函数成员，只需创建
自己特有的部分。
派生类的定义格式如下：
class 派生类标识符 : 派生方式 基类标识符
{
……
};

派生方式有公有和私有，用处最多的是公有。一个类可以被多个类继承，也可以继承多个
类，一个派生类可以是另一个类的基类，如图 1-18 所示。
㉏X

㉏ X

㉏X

⌒⫳㉏ Y

㉏ Y1

a) 单一继承

㉏Y

㉏ Y2

b) 多个派生类

图 1-18

㉏ X1

㉏ X2

㉏Z

㉏Y

c) 多级继承

d) 多重继承

继承关系示意图

示例如下：
class Person

// 基类

{
int idno;

// 身份证号

Date btdate;

// 出生日期

public:
Person(int id=130000, const Date& bt=Date(12,31,1990)):idno(id),btdate(bt){ }
void Display(){cout<<idno<<endl;btdate.Display();}
};
class Employee:public Person

// 派生类

{
double salary;

// 工资

public:
Employee(int id, const Date& bt,double s):Person(id,bt),salary(s){ }
void Display();
};
void Employee::Display()

// 派生类

{
Person::Display();

// 调用基类函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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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salary<<endl;
}

应用举例：
Employee ep(130012,Date(9,6,2013),5000);

// 生成派生类对象

ep.Display();

// 调用派生类函数成员

ep.Person::Display();

// 调用基类函数成员

运行结果：
130012
9/6/2013
5000
130012
9/6/2013

派生类对象的生成过程是：首先生成基类对象，再生成派生类对象，因此，先执行基类构造
函数，再执行派生类构造函数。如果基类构造函数需要参数，那么派生类构造函数以参数初始
化表的形式传递参数，显式调用基类构造函数。如下阴影部分所示：
Employee(int id, const Date& bt,double s):Person(id,bt),salary(s){ }

派生类通过重载，特化了基类的 Display 函数。派生类对象在默认情况下调用的是这个扩展
的函数，如果派生类对象要调用基类的 Display 函数，就要加上基类名称和作用域指示符“：：”，
例如：
ep.Person::Display();

1.6.3

// 派生类对象调用基类的函数成员

受保护成员

目前，基类的私有部分对派生类是不可见的。为了使派生类可以直接访问基类的私有部分，
C++ 增加了受保护成员，修饰符是 protected。基类的成员如果是受保护成员，那么它们可以被
派生类直接访问，但是不能被基类和派生类之外的成员访问。示例如下：
class Person

// 基类

{
protected:

// 受保护成员

int idno;

// 身份证号

Date btdate;

// 出生日期

public:
Person(int id=130000, const Date& bt=Date(12,31,1990)):idno(id),btdate(bt){ }
void Display(){cout<<idno<<endl;btdate.Display();}
};

这时，派生类的函数 Display 便可以直接访问基类对象的受保护成员：
void Employee::Display()
{
cout<<idno<<endl;

// 直接访问基类对象的受保护成员

btdate.Display();

// 直接访问基类对象的受保护成员

cout<<idno<<e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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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多态性和虚函数

我们希望以基类开发的软件，不仅能够接受派生类对象指针，而且通过这个指针，可以处
理派生类特化的成员，从而使我们的软件开发进入累计的、有机的、可进化的过程。下面用实
例来表达这种思想。假设软件中有两个分别以基类引用和基类指针为参量的函数，如下所示：
void call_by_reference(Person &ref)

// 以基类引用为参量

{
ref.Display();
}
void call_by_address(Person *ptr)

// 以基类的指针为参量

{
ptr->Display();
}

我们希望当调用实参是派生类对象的引用，或是派生类对象指针时，函数体调用的是派生
类的函数成员 Display，例如：
Employee ep(130012,Date(9,6,2013),5000); // 派生类对象
call_by_reference(ep);

// 传递派生类对象的引用，调用派生类函数 Display

call_by_address(&ep);

// 传递派生类对象的指针，调用派生类函数 Display

利用形参和实参的初始化关系来表示如下：
Person &ref=ep;
ref.Display();
Person *ptr= &ep;
ptr->Display();

这种用基类对象的引用或指针来操纵派生类对象的能力称为多态性（polymorphism）。实现
多态性需要晚捆绑，或称动态联编。所谓捆绑（binding）就是把函数体与函数调用连接起来。
在程序运行之前实施捆绑称为早捆绑，也称静态联编。C 编译器只有早捆绑，它无法实现多态
性。在程序运行期间根据参量情形实施捆绑称为晚捆绑。为了实现晚捆绑，C++ 引入了虚函数
的概念。
虚函数（virtual functions）是在基类声明中带关键字 virtual 的函数，如下所示：
class Person
{
protected:
int idno;

// 身份证号

Date btdate;

// 出生日期

public:
Person(int id=130000, const Date& bt=Date(12,31,1990)):idno(id),btdate(bt){ }
virtual void Display(){cout<<idno<<endl;btdate.Display();} // 虚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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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函数在派生类重载后依然是虚函数，其原型可以不带关键字 virtual。
编 译 器 为 每 一 个 带 有 虚 函 数 的 类 对 象 增 加 一 个 指 针 成 员 vptr， 它 指 向 一 个 虚 函 数 表
VTABLE，这个表包含了该类的虚函数指针。当一个基类指针接到派生类对象指针，便可以通过
这个派生类对象指针访问派生类对象的 vptr 指针成员，进而通过 vptr 指针成员到虚函数表找到
派生类的虚函数指针，执行派生类的虚函数，如图 1-19 所示。
Person
vptr

VTABLE

Emplogee

Person::Display

vptr

idno

idno

btdate

idno

VTABLE
Emplogee::Display

salary

图 1-19

虚函数表示意图

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函数的参量如果是基类对象，而不是基类指针或引用，那就不会实现多态性。例如：
void call_by_value(Person ps)

// 以基类对象为参量

{
ps.Display();
}
call_by_value (ep);

// 调用基类成员函数 Display

等价的表达为：
Person ps=ep;

// 派生类对象初始化基类对象

ps.Display();

// 调用基类成员函数 Display

2）基类中的虚函数在派生类中可以重载也可以不重载，如果不重载，那么派生类虚函数表
中是继承的基类虚函数地址。
3）派生类可以重载基类中的非虚函数，但是它不能由基类引用或指针来调用，也就是说，
不能实现多态，因为它的指针不在虚函数表中，它实现的是早捆绑。
4）构造函数不能重载，友元函数不能继承。
程序 1.9 多态性。
#include<iostream.h>
class Date
{
int mo,da,yr;
public:
Date(int m=0,int d=0,int y=0){mo=m;da=d;yr=y;}
void Display(){cout<<mo<<'/'<<da<<'/'<<yr<<endl;}
};
class Person
{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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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idno;

// 身份证号

Date btdate; // 出生日期
public:
Person(int id=130000, const Date& bt=Date(12,31,1990)):idno(id),btdate(bt){ }
virtual void Display(){cout<<idno<<endl;btdate.Display();}
};
class Employee:public Person
{
double salary;

// 工资

public:
Employee(int id, const Date& bt,double s):Person(id,bt),salary(s){ }
void Display();
};
void Employee::Display()
{
cout<<idno<<endl;
btdate.Display();
cout<<salary<<endl;
}
void call_by_reference(Person &ref)

// 以基类的引用为参量

{
ref.Display();
}
void call_by_address(Person *ptr)

// 以基类的指针为参量

{
ptr->Display();
}
void call_by_value(Person ps)

// 以基类对象为参量

{
ps.Display();
}
int main()
{
Employee ep(130012,Date(9,6,2013),5000);
cout<<"call_by_reference:\n";
call_by_reference(ep);
cout<<"call_by_address:\n";
call_by_address(&ep);
cout<<"call_by_value:\n";
call_by_value(ep);
return(0);
}

< 运行结果 >
call_by_reference: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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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013
5000
call_by_address:
130012
9/6/2013
5000
call_by_value:
130012
9/6/2013

1.6.5

虚析构函数

在继承中，构造函数的执行顺序是，先基类构造函数，再派生类构造函数，而析构函数的
执行顺序正好相反，先派生类析构函数，再基类析构函数。
如果一个基类指针通过运算符 new 指向了派生类对象，那么在执行 delete 运算来撤销派
生类对象空间时，如何能够找到派生类析构函数指针，然后按正常顺序执行析构函数呢？方法
是将基类的析构函数设为虚函数，于是派生类的析构函数也自然成为虚函数，其指针进入表
VBTABLE。
程序 1.10

检验析构函数的执行顺序。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stdlib.h>
class Base

// 基类

{
public:
Base(){cout<<"Base constructor\n";}
virtual~Base()

{cout<<"Base destructor\n";}

// 虚析构函数

};
class Derived:public Base

// 派生类

{
public:
Derived(){cout<<"Derived constructor\n";}
virtual~Derived(){cout<<"Derived destructor\n";}

// 关键字 virtual 可省

};
int main()
{
Base* pB=new Derived;
delete pB;
return(0);
}

< 运行结果 >
Base constructor
Derived constructor
Derived destructor
Base destructor

// 基类指针通过 new 运算符指向派生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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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纯虚函数和抽象类

在类的设计中，什么样的类应该是基类，并且具有虚函数呢？理想的设计是，抽象的、一
般性的类，例如表示形状的类。生活中没有抽象的形状，只有具体的、特殊的形状，例如三角
形、矩形、梯形、圆形等，但是这些具体的形状具有共性，例如都有面积。我们给求面积的函
数规定一个统一的接口，作为虚函数放到表示形状的基类中，然后由派生类重载、特化。因为
抽象的形状无面积可言，所以基类中求面积的虚函数仅仅是声明即接口，它必须在表示具体形
状的派生类中重载、定义，这是“同一接口，多种方法”的软件开发思想。可是到目前为止，
派生类可以重载基类虚函数，也可以不重载，若不重载，则派生类使用基类中的虚函数。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C++ 引入了纯虚函数。所谓纯虚函数，就是必须在派生类中重载的虚函数。其
声明格式为：
virtual 函数类型

函数名 ( 参数列表 )=0；

一个类，只要有纯虚函数，就称为“抽象类”。一个抽象类只能作为基类，而且不能定义抽
象类的对象，但是可以定义抽象类的指针，为的是可以指向派生类对象，实现多态，如图 1-20
所示。

Shape
virtual double Area()=0;
virtual void Show()=0;

Rectangle

Triangle

Trapezoide

Circle

double bottom,height;

double length,width;

duble top,bottom,height;

double radius;

double Area()
{return bottom*height/2;}
void Show()
{cout<< Area();}

double Area()
{return length*width;}
void Show()
{cout<< Area();}

double Area()
{return
(top+bottom) *height2/;}
void Show()
{cout<< Area();}

double Area()
{return
3.14159*radius*radius;}
;
void Show()
{cout<< Area();}

图 1-20

抽象基类与派生类示意图

程序 1.10 实现了图 1-22 中的类，并检验了其多态性。具体做法是 ：定义一个长度为 4 的基
类指针数组 A[4]，数组成员分别指向 4 个派生类对象，通过基类指针调用派生类的 Show 函数，
并求面积总和。
程序 1.11 同一接口，多种方法。
#include<iostream.h>
class Shape

// 抽象基类

{
public:

};

virtual double Area()=0;

// 求面积

virtual void Show()=0;

// 输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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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Triangle:public Shape

// 派生类三角形

{
double bottom,height;

// 底和高

virtual double Area()

// 重载基类纯虚函数

{return(bottom*height/2);}
public:
Triangle(double b,double h):bottom(b),height(h){}
virtual void Show()

// 重载基类纯虚函数

{cout<<"The area of the Triangle="<<Area()<<endl;}
};
class Rectangle:public Shape

// 派生类矩形

{
double length,width;
virtual double Area()

// 重载基类纯虚函数

{return(length*width);}
public:
Rectangle(double l,double w):length(l),width(w){}
virtual void Show()

// 重载基类纯虚函数

{cout<<"The area of the Rectangle="<<Area()<<endl;}
};
class Trapezoide:public Shape

// 派生类梯形

{
double top,bottom,height;
virtual double Area()

// 重载基类纯虚函数

{return((top+bottom)*height/2);}
public:
Trapezoide(double t,double b,double h):top(t),bottom(b),height(h){}
virtual void Show()

// 重载基类纯虚函数

{cout<<"The area of the Trapezoide="<<Area()<<endl;}
};
class Circle:public Shape

// 派生类圆形

{
double radius;
virtual double Area()

// 重载基类纯虚函数

{return(3.14159*radius*radius);}
public:
Circle(double r):radius(r){}
virtual void Show()

// 重载基类纯虚函数

{cout<<"The area of the Circle="<<Area()<<endl;}
};
double Total(Shape* a[],int n)
{
double t=0;

// 计算派生类对象面积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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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int i=0;i<n;i++)
t+=a[i]->Area();
return(t);
}
int main()
{
Shape *A[4];

// 抽象基类指针数组

A[0]=new Triangle(3,4);

// 基类指针指向派生类三角形的对象

A[1]=new Rectangle(5,8);

// 基类指针指向派生类矩形的对象

A[2]=new Trapezoide(5,7,8);

// 基类指针指向派生类梯形的对象

A[3]=new Circle(8);

// 基类指针指向派生类圆形的对象

for(int i=0;i<4;i++)

// 显示派生类对象面积

A[i]->Show();
cout<<"The total area is "<<Total(A,4);

// 显示派生类对象面积总和

for(i=0;i<4;i++)
delete A[i];
return(0);
}

< 运行结果 >
The area of the Triangle=6
The area of the Rectangle=40
The area of the Trapezoide=48
The area of the Circle=201.062
The total area is 295.062

成员函数 Show 在抽象基类中是公有的，公有成员经过公有继承依然是公有的，即使在派生
类中声明为私有。

习题
1．写出以下程序的执行结果：
（1）
class Base
{
char c;
public:
Base(char n):c(n){}
virtual

~Base(){cout<<c;}

};
class Derived:public Base
{
char c;
public:
Derived(char n):Base(n+1),c(n){}
~Derived(){cout<<c;}

从C到C++

};
int main()
{
Derived('X');
return(0);
}

（2）
#include<iostream.h>
class base
{public:
virtual void who()
{cout<< "base class"<<endl;}
};
class derive1:public base
{
public:
void who()
{cout<< "derive1 class"<<endl;}
};
class derive2:public base
{
public:
void who()
{cout<< "derive2 class"<<endl;}
};
int main()
{
base obj1,*p;
derive1 obj2;
derive2 obj3;
p=&obj1;
p->who();
p=&obj2;
p->who();
p=&obj3();
p->who();
return(0);
}

2．实现下面的 Pair 类：
template<class T1,class T2>
class Pair
{
public:
T1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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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second;
Pair(const T1& f=T1(),const T2& s=T2()):first(f),second(s){}
Pair(const Pair& pa):first(pa.first),second(pa.second){}
bool operator==(const Pair& pa);

// 两个 Pair 对象的 first 和 second 依次相等

bool operator<(const Pair& pa);

// 按字典顺序比较 Pair 的两个对象

};
template<class T1,class T2>

// 以 f 和 s 创建一个新的 Pair 对象

Pair<T1,T2> make_pair(const T1& f,const T2&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