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编码风格

编码风格旨在使代码更容易阅读、 分享和检查。 编译器虽然不会挑剔难看的代码，
然而代码主要是写给人看的，代码和语言文字一样是为了表达思想、记载信息，所以一定
要写得清楚、整洁。

2.1

文件结构
C++/C 程序通常由头文件和定义文件组成。 头文件用来保存程序的声明， 以“.h” 为

文件后缀。定义文件用来保存程序的实现，C 程序以“.c”为文件后缀，C++ 程序以“.cpp”
为文件后缀。
2.1.1

头文件的结构

头文件由文件注释、 预处理、 函数声明等部分组成。 一般来说， 头文件中只存放声
明而不存放定义，定义存放在与头文件对应的定义文件中。
标 准 库 的 头 文 件 用 #include <filename.h> 格 式 来 引 用 ； 非 标 准 库 的 头 文 件 用
#include“filename.h”格式来引用。
如果一个工程的头文件数目较多， 应将头文件和定义文件分别保存于不同的目录以
便维护。为了防止头文件被重复引用，可用 ifndef/define/endif 结构产生预处理块。
2.1.2

定义文件的结构

定义文件由文件注释、头文件引用、程序实现体等部分组成。

2.2

程序排版和注释
程序排版和注释非程序功能的组成部分， 但清晰、 美观的排版和准确、 简洁的注释

均可增强程序的可读性。
2.2.1

缩进与对齐

缩进可以体现语句块的层次关系。 一般采用 4 个空格或 1 个 Tab 字符缩进。 若采用
Tab 字符缩进， 可将编辑器 Tab 字符宽度设置为 4。 不要在代码中混合使用 Tab 字符和空
格来进行代码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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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空行

使用空行的目的在于分隔程序段落， 使程序布局更加清晰。 每个函数定义之后应加
空行。函数体内一组变量定义之后应加空行，函数体内一段逻辑相对独立的代码之后应加
空行。
2.2.3

代码行

一行代码只做一件事会使程序易于阅读和注释。 如果可能， 则应在定义变量的同时
初始化。
if、for、do、while、switch 等语句应单独成行， 其执行语句部分应另起一行， 并且
即使执行语句只有一行也应用花括号括起来。例如：
if ((tmp = fopen("tmp.txt", "w")) == NULL) {
printf("Can’t create tmp.txt file\n");
}

长句（ 大于 80 个字符 ） 应拆行， 拆分出的新行要进行适当的缩进， 使排版整齐， 语
句易读。例如：
struct key keyTable[] = {
"auto", 0,
"break", 0,
"case", 0, "char", 0, "const", 0, "continue", 0,
"default", 0, "do", 0, "double", 0,
"else", 0, "enum", 0, "extern", 0,
......
};
fprintf(fp, "%s %c %s %s\n", (p->data).name, (p->data).sex,
(p->data).tel, (p->data).email);
printf("This is such a long sentence that "
"it cannot be held within a line\n");

2.2.4

空格

一元运算符前后不要空格，二元运算符两侧应有一个空格。例如：
i++;
i = i + 1;

操作符‘[]’，‘→’，‘.’前后不要空格。例如：
strcpy((n->data).name, buffer.name);

关键字 if、for、do、while、switch 等与其后的控制表达式的左括号‘(’ 之间应有一
个空格， 但左括号‘(’ 的右边及右括号‘)’ 的左边不要空格。 当 if、for、while、switch
等语句采用紧凑型写法时 , 右括号‘)’与左花括号‘{’之间应有一个空格。for 语句分号
‘;’后应有一个空格。例如：

编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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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 0; i < c; i++) {
if (strcmp(r[i].email, e) == 0) {
return i;
}
}

函数参数个数大于 1 时， 每个逗号‘,’ 后面应有空格。 函数名与紧跟的左括号‘(’
之间不要空格。例如：
int MyStrncmp(const char *s1, const char *s2, int len);

2.2.5

对齐

语句 if、for、do、while、switch 等有“ 紧凑型 ” 和“ 清晰型 ” 两种对齐风格， 应保
持风格一致，不要混合使用。例如：
/* 紧凑型 */
if (argc < 2) {
int i;
......
}
/* 清晰性 */
if (argc < 2)
{
int i;
......
}

定义函数时，左花括号另起且独占一行，并与函数对齐。{ } 之内的代码块在‘{’右
侧 4 个空格或 Tab 字符处左对齐。例如：
int MyStrlen(const char *s)
{
int length = 0;
......
}

2.2.6

间接访问操作符‘*’

操作符‘*’ 靠近数据类型时， 语义直观， 但容易造成误解， 操作符‘*’ 靠近变量
名可避免误解。例如：
int* x, y; /* 操作符*靠近数据类型，y容易被误解为指针变量 */
int *x, y; /* 操作符*靠近变量名，y不会被误解为指针变量 */

2.2.7

注释

注释有助于程序的阅读， 注释语言必须准确、 简洁。 注释主要说明代码“ 能做什
么”，而非“怎样做”，“怎样做”由代码本身说明。
函数、变量、常量等标识符的命名应尽量体现其含义，以减少不必要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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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边写代码边注释，修改代码的同时修改注释。
1. 文件注释
文件注释位于头文件和定义文件的开头， 内容可包括版权信息、 文件名称、 文件描
述、 当前版本号、 作者、 修改者、 完成日期等。 本书中的示例文件注释仅列出了文件名、
文件描述和作者。例如：
/*
* 文件名: keyword.c
* 描述: 统计C程序中的关键字
* 作者: 刘博
*/

2. 函数注释
函数注释内容可包括函数功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返回值等， 写在函数定义之
上，与函数定义之间不留空行。例如（本书中的示例函数注释仅列出了函数功能）：
/*
* 函数功能: 计算字符串s的长度
* 输入参数: 字符串s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值: 字符串长度
*/
int MyStrlen(const char *s)
{
......
}

3. 代码行注释
注释应与被描述的代码相邻， 可以放置于代码的上方或右方。 函数、 变量、 常量等
标识符的命名若无法充分体现其含义， 应进行注释。 代码块行数较多或者逻辑较复杂时，
应在段落结束处进行注释。

2.3

命名规则
制定命名规则的目的是增强程序的可读性， 命名规则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里给出

一种简单的命名规则仅供参考。
函数、 变量、 常量等标识符的命名要清晰， 使其具有自注释性。 较长的单词可取单
词的头几个字母形成缩写，一些单词可采用公认的缩写。标识符应避免仅靠大小写不同来
区分。
变量和参数的标识符以首单词小写， 其后各单词首字母大写组成。 常量以全大写字
母组成，单词间可用下划线分隔。函数名由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单词组成，函数名通常应包
含动词。
全局变量和全局函数在整个项目中都会用到， 命名要详尽。 局部变量和仅在一个源
文件中调用的函数的命名可以适当简略。禁止使用汉语拼音来命名，其可读性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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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名由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单词组成。 类的数据成员加前缀 m_， 静态变量加前缀 s_，
全局变量加前缀 g_。例如：
int maxNumber；
/*
#define MAX_LENGTH 80
/*
int MyStrlen(const char *str);
/*
class Example {
/*
public:
Example(double min, double max);
double GetMax() const {return m_max;}
double GetMin() const {return m_min;}
private:
double m_max;
double m_max;
static int s_count;
};

2.4

变量 */
常量 */
函数及参数 */
类 */

表达式和基本语句
用命名能体现其含义的宏或枚举代替数字常量。例如：
enum {EXIT, ADD, SEARCH, DEL, DISP} function = DISP;
switch(function) {
case ADD:
Add(addressBook, &count);
break;
case SEARCH:
......

表达式中运算符较多时，应用括号明确表达优先顺序，以避免优先级错误。
switch 语句即使不需要 default 处理， 也应该保留语句 default: break。goto 语句会破
坏程序的结构性，非需勿用。
整型变量用“==” 或“!=” 与 0 比较。 指针变量用“==” 或“!=” 与 NULL 比较，
尽管 NULL 的值与 0 相同， 但两者意义不同， 应注意区分。 浮点变量用“>=” 或“<=”
形式与数字比较， 应避免用“==” 或“!=” 比较。 布尔变量用 if (s) 表示 s 为真，if (!s)
表示 s 为假。各类型比较表达式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类

比较表达式

型

比较表达式

整型

if (value == 0)
if (value != 0)

指针

if (p == NULL)
if (p != NULL)

浮点

if ((x >= -E) && (x <= E))

布尔

if (s)
if (!s)

/* E 是允许的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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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用 void 明确表示函数无参数或返回值。例如：
void DisplayMenu(void);

/* 无参无返回值*/

函数参数是指针且仅作输入使用时， 应在类型前加 const， 以防止该指针所指内容在
函数体内被意外修改。例如：
char *MyStrcpy(char *s1, const char *s2);

/* 类型前加const*/

函数体内一般应对参数的有效性进行检查。 调用函数时， 一般应对其返回值进行判
断，对于错误的返回值，应进行相应处理。例如：
if ((fp = fopen(argv[1], "r")) == NULL) {
printf("Can't open %s\n", argv[1]);
exit(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