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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语法Ⅰ——结构化程序设计
视频讲解：137分钟

程序语言的发展经历了结构化设计和面向对象设计两个阶段。其中，C语言是一种面向过
程的语言（结构化语言）；而C++语言在C语言的基础上增加了面向对象的支持，是一种面向
对象的语言。本章将着重讲解C++中的结构化语言部分，下一章将详细讲解面向对象部分。
Visual C++ 2010支持两种截然不同但又紧密相关的C++语言，即ISO/IEC标准C++和C++/
CLI。ISO/IEC标准C++在VC 6.0及其他公司的C++软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开发的程
序被编译成本机代码，采用一种完全的编译工作方式，也可称之为“本地C++”。C++/CLI
是Microsoft公司在.NET框架下扩展的C++语言，它开发的程序在CLR（Common Language
Runtime）下运行，其工作方式类似于Java（半解释型），也可以称之为“托管C++”。本章将
同时对这两种语言进行讲解。
通过学习本章，读者可以达到以下学习目的：
了解C++中数据类型和运算符的分类。
掌握3种基本程序结构。
掌握数组的使用。
掌握函数的使用。
掌握指针的使用。

2.1

编程语言基本要素

2.1.1

常量

常量是指其值不变的数据，通常分为字面常量和符号常量等。
字面常量比较常见，包括直接出现的各种进制的数字、字符（‘’括住的单个字符）和字
符串（“”括住的一系列字符）等。例如，3、5、“abc”就是字面常量。
在C++中，如果不想在程序中重复地写出同一数值时，就要用到符号常量。C++提供了
const关键字声明符号常量，格式如下。
const int i = 100;

进一步细分，比较常用的常量通常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逻辑型常量
逻辑型常量是指只有真（true）和假(false)两种状态的数据。
2. 整型常量
整型常量可以用十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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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进制整型常量由0～9的数字组成。不能以0开始，且没有小数部分。
八进制整型常量以0开始，由0～7的数字组成。
十六进制整型常量以0x开始，由0～9的数字和A～F（大小写相同）的字母组成。
3. 浮点常量
浮点常量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被小数点分开。当浮点常量太大或太小时，可以使用科学
记数法来表示。例如：
s = 123.456;
d = 1.23456e+2;

整型常量和浮点常量的后面可以通过添加后缀来指定数据类型，后缀不区分大小写。
例如：
a = 23L;
b = 426u;
s = 1.23456f;

// 指定为长整型
// 指定为无符号型
// 指定为单精度实型

4. 字符型常量
C++中的字符分为单字节字符和双字节字符。单字节字符又称ASCII字符，表示范围
是-128～127，一个汉字要用两个字符来表示。双字节字符最常用的是Unicode字符，表示范
围是0～65535，一个汉字用一个字符来表示。在表示字符型常量时，‘a’表示单字符常量，
L‘a’表示双字符常量。
在C++中，字符型常量是用单引号及其所括起来的字符表示的，其值是引号中的字符在
ASCII码表中对应的ASCII码。
C++语言还提供了一种转义序列，它可以表示ASCII码表中的不可显示字符。转义序列如
表2.1所示。
表2.1
转义序列

描

述

转义序列

转义序列

描

述

转义序列

描

述

\'

单引号

\b

回退

\t

水平制表

\"

双引号

\f

换页

\v

垂直制表

\\

反斜线

\n

换行

\0nn

八进制数

\0

0

\r

回车

\xnn

十六进制数

\a

响铃

5. 字符串常量
由多个字符构成的字符序列是字符串。字符串常量要用双引号括起来，如“abc”、
L“abc”。
6. 枚举类型
枚举类型是构造类型，它由程序员定义，是一种允许用符号代表数据的数据类型。在定义
枚举类型的同时需指定一组被命名的常量集合，该集合决定了该枚举类型的变量可以具有的合
法值。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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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um <枚举类型名>{<常量1>,<常量2>,…,<常量n>};

声明一个枚举类型，代码如下：
enum week{sun,mon,tue,wed,thu,fri,sat};

声明类型以后，就可以声明和使用变量了。例如，声明一个week类型的变量为work，并
为work赋值，代码如下。
enum week work;
work = fri;

在C++中，枚举常量按照定义时的顺序使值不断递增，即第一个常量的值是0，第二个常
量的值是1。枚举常量的值不能被改变。

2.1.2

变量

值可以改变的量称为变量。变量有一个变量名，在内存中占据一定的内存空间，在该内存
空间中存放变量的值。在C++中，使用变量之前必须先进行声明。变量声明的一般格式如下：
<数据类型><变量名1>[=<初始值1>],<变量名2>[=<初始值2>],…;

下面的代码声明了一个整型变量：
int num;

凡是未事先声明的变量都不能使用。当变量被声明为一种确定的类型时，在编译时系统会
自动为其分配相应的内存空间。
在给变量赋值时，可以先声明后赋值。例如：
int num;
num = 15;

也可以在声明的同时为变量赋值：
int num = 15;

也可以这样为变量赋初值：
int num(15);

表2.2列出的是C++中的简单数据类型。
表2.2

C++中的简单数据类型

本地C++数据类型

C++/CLI数据类型

bool

System::Boolean

逻辑型

1

true，false

signed [int]

System::Int32

有符号整型

4

-2 147 483 648～2 147 483 647

unsigned [int]

System::UInt32

无符号整型

4

0～4 294 967 295

[signed] short [int]

System::Int16

有符号短整型

2

-32 768～32 767

unsigned short [int]

System::UInt16

无符号短整型

2

0～65 535

[signed] long [int]

System::Int32

有符号长整型

4

-2 147 483 648～2 147 483 647

unsigned long [int]

System::UInt32

无符号长整型

4

0～4 294 967 295

ﬂoat

System::Single

单精度实型

4

1.2e-38～3.4e38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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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本地C++数据类型

C++/CLI数据类型

double

System::Double

双精度实型

8

2.2e-308～1.8e308

[signed] char

System::SByte

有符号字符型

1

-128~127

unsigned char

System::Byte

无符号字符型

1

0～255

wchar_t

System::Char

双字节字符型

2

0～65 535

wstring

System::String

双字节字符串型

string

说

明

字

节

取值范围

单字节字符串型

注意 表2.2中用“［］”括起来的部分可以省略。
类型转换
如果想把一个变量的值赋给不同类型的变量，可以进行类型转换。类型转换的方法如下：
1）将实型数据（单精度、双精度）赋给整型变量时，舍弃实数的小数部分。
2）将整型数据赋给单精度、双精度变量时，数值不变，但以浮点数形式存储到变量中。
3）将一个双精度型数据赋给单精度变量时，截取前7位有效数字存放到单精度变量的存储
单元中。
4）将字符型数据赋给整型变量时，由于字符只占1字节，整型变量占2字节，所以将字符
数据放到整型变量低8位中。具体分两种情况：
将字符处理为无符号型变量进行赋值，将整型变量的高8位补0。
将字符处理为有符号型变量进行赋值，若字符最高位是0，则整型变量的高8位补0；若
字符最高位是1，则整型变量的高8位补1。
5）将int、short、long型数据赋给一个字符型变量时，只将低8位存放到字符变量中。
可以使用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将变量或表达式的值转换成需要的类型。例如：
(double)x
(ﬂoat)(x+y)
int(2.5-1)

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的格式如下：
(类型)(表达式或变量)

在执行强制类型转换时，得到一个所需要类型的中间变量，原来的变量类型并不发生变化。

2.1.3

输入/输出

1. 本地C++中的输入/输出
本地C++中，使用cin输入、使用cout输出。在使用它们时，程序中包含头文件iostream，
并引用std命名空间。
【例2.1】 建立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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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age,birth;
cout<<"请输入你的年龄:";
cin>>age;
birth=2012-age;
cout<<"你的出生年是:"<<birth<<endl;
return 0;
}

C++语法Ⅰ——结构化程序设计

// 输出一行提示信息
// 输入一个整数

按Ctrl+F5组合键运行程序，结果如图2.1所示。
以上程序中的endl是换行的意思，它使后继的内容输出到下
一行。如果没有endl，“请按任意键继续...”不会显示在下一行。
程序运行时，一定要按Ctrl+F5组合键运行。如果直接单击
工具栏上的“运行”按钮，程序运行完后将立即关闭窗口，我们
图2.1 本地C++中的输入/输出
还来不及看清楚，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2. C++/CLI中的输入/输出
在C++/CLI中，使用System::Console类的Read、ReadLine和Write、WriteLine来实现输入/输出。
【例2.2】 建立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ystem;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32 age,birth;
String ^strage;
Console::Write(L"输入你的年龄:");
strage=Console::ReadLine();
age=Int32::Parse(strage);
birth=2012-age;
Console::WriteLine(L"你的出生年是:"+birth);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

// 输入字符串
// 转换成整型

// 使程序等待输入，以看清动运行结果

Write函数用于直接输出；WriteLine函数用于输出后换行，相当于在cout后加了endl。
Read函数用于输入一个字符；ReadLine函数用于输入一行字符。
ReadLine函数输入的数据都是字符串型，程序中用Int32::Parse将字符串转换成了整型，再
进行减法运算。WriteLine函数输出的数据也都是字符串型，当一个字符串和一个整数相加时，
系统会自动将整数转换成字符串再进行字符串的相加，也就是连接，然后再输出。
例2.1中的cin会根据变量类型确定输入数据的类型，因此不需要类型转换。
在本例中，使用转换符L将字符串常量转换为双字节字符串。

2.1.4

运算符和表达式

运算符是连接数据的纽带，在程序设计语言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C++语言中，基本的
运算符可分为赋值运算符、算术运算符、逻辑运算符、关系运算符和位移运算符。如果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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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一个变量就可以完成运算，则称为单目运算符；如果运算符需要两个变量才能完成运
算，则称为双目运算符；如果运算符需要3个变量才能完成运算，则称为三目运算符。
1. 算术运算符
C++中的算术运算符与平时使用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符基本相
同，只是在两个整数相除时稍有不同。在C++中，两个整数相除的结果仍然是整数，如5/2的结
果是2。C++中的算术运算符如表2.3所示。
表2.3
名

C++算术运算符

运算符

优先级

运算符

优先级

+

5

加运算符

称

%

4

求模运算符

名

称

-

5

减运算符

-

2

负运算符

*

4

乘运算符

++

2

自增运算符

/

4

除运算符

--

2

自减运算符

自增和自减运算符拥有两种结合性，既可以左结合，也可以右结合，但是两种结合方法运
算后的结果可能并不相同。例如：
int a,b;
a = 5;
b = a++;

相当于
int
a =
b =
a =

a,b;
5;
a;
a+1;

而
int a,b;
a = 5;
b = ++a;

相当于
int
a =
a =
b =

a,b;
5;
a+1;
a;

【例2.3】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实现任意输入5个学生的身高，可以求出这
5个学生的平均身高。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ﬂoat stature1,stature2,stature3,stature4,stature5;
double average;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28

C++语法Ⅰ——结构化程序设计

第2章

cout<<"请输入5个学生的身高:（单位：厘米）\n";
cin>>stature1>>stature2>>stature3>>stature4>>stature5; // 输入学生身高
average = (stature1 + stature2 + stature3 + stature4 + stature5)/5;
// 调用average函数求出平均身高
cout<<"这5个学生的平均身高是："<<average<<"厘米\n";
// 将平均身高输出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所示。
2. 赋值运算符
赋值运算符“=”用来更新变量的值。该运
算符和其他运算符组合起来可以简化语句的书
写，通常称之为复合赋值运算符。C++中的赋值
运算符如表2.4所示。
表2.4
运算符

名

图2.2

平均身高程序的运行结果

C++赋值运算符

称

运算符

名

称

=

赋值运算符

<<=

左位移赋值运算符

-=

减赋值运算符

>>=

右位移赋值运算符

+=

加赋值运算符

&=

按位与赋值运算符

*=

乘赋值运算符

|=

按位或赋值运算符

/=

除赋值运算符

^=

按位异或赋值运算符

%=

求余赋值运算符

3.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用于执行逻辑运算，常被作为条件表达式使用。C++中的逻辑运算符如表2.5所示。
表2.5
运算符

名

C++逻辑运算符

称

描

述

&&

逻辑与

运算符两边都为TRUE时，结果为TRUE，否则为FALSE

||

逻辑或

运算符两边都为FALSE时，结果为FALSE，否则为TRUE

!

逻辑非

运算数为TRUE时，结果为FALSE，反之为TRUE

4. 关系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用于进行两个数的比较。与逻辑运算符一样，它常被作为条件表达式使用。当
a=3，b=5时，关系运算符如表2.6所示。
表2.6
运算符

名

C++关系运算符

称

描

述

>

大于

a>b，值为FALSE；b>a，值为TRUE

<

小于

a<b，值为TRUE；b<a，值为FALSE

==

等于

a==b，值为FALSE

>=

大于等于

a>=b，值为FALSE；b>=a，值为TRUE

<=

小于等于

a<=b，值为TRUE；b<=a，值为FALSE

!=

不等于

a!=b，值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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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位运算符
利用C++语言提供的位运算符可以直接按位进行操作。C++位运算符如表2.7所示。
表2.7
运算符

名

C++位运算符

称

运算符

名

称

&

按位与运算

~

按位取反运算

|

按位或运算

<<

按位左移运算

^

按位异或运算

>>

按位右移运算

6. 逗号运算符
逗号运算符是一种特殊的运算符，可以将两个表达式连接起来。用逗号连接起来的表达式
称为逗号表达式，其格式如下。
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n

逗号表达式的求值过程是先求表达式1的值，再求表达式2的值，然后以此类推，整个逗号
表达式的值是最右边的表达式n的值。例如：
int a;
a = (1+2,5*2,4+5,8+5);

输出结果a=13。
7. 条件运算符
如果在if语句中，无论表达式的值为TRUE或FALSE，都执行一条给同一个变量赋值的语
句，此段代码就可以用简单的条件运算符来处理。条件表达式的一般格式如下：
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3;

条件运算符是唯一的三目运算符，执行顺序是先求表达式1的值，值为TRUE时执行表达
式2，表达式2的值就是条件表达式的值；若表达式1的值为FALSE，则执行表达式3，表达式3
的值就是条件表达式的值。
可以用条件表达式进行赋值，例如：
int a=5,b=7,min;
min = (a<b)?a:b;

上述代码中，min的值为5。
【例2.4】 创建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使用三目运算符实现判断奇偶数的功能。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
int num;
String ^Result;
System::Console::WriteLine(L"请输入一个整数：");
num=Int32::Parse(System::Console::ReadLine());
Result = (num%2==0) ? "是偶数" : "是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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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Console::WriteLine(num+Result);
System::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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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结果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3所示。

图2.3

判断奇偶数程序的运行结果

表达式是由常量、变量、运算符和数据组成的，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值。表达式位于赋值语
句的右边，其返回值可以被程序利用。例如：
x = y + z
x = y += (m + n)

上面是两个简单的表达式，其含义分别如下。
第一行代码是将y+z的值赋给x。
第二行代码是先计算m+n的和，再将取得的值和y相加后赋给y，最后把y的值赋给x。
表达式的返回值也有类型之分，其类型取决于表达式包含的变量和常量的类型。
表达式可以根据其所包含的运算符分为以下8种类型。
1）算术表达式：根据类型可分为两种。
整型表达式：表达式中的数据是整型，结果也是整型。
实型表达式：表达式中的数据是实型，运算过程中先转换成double型，结果也是double型。
2）逻辑表达式：用逻辑运算符连接整型数据，结果是0或1。
3）位表达式：用位运算符连接整型数据，结果是整型。
4）强制类型转换表达式：用“（类型）”运算符使表达式的类型强制转换。
5）逗号表达式：顺序求出表达式的值，结果是最右边的表达式的值。
6）赋值表达式：将“=”右边表达式的值赋给左边的变量，结果为赋值后的变量值。
7）条件表达式：根据前面表达式的值判断执行后面两个表达式中的哪一个。
8）指针表达式：对指针类型的数据进行运算，结果是指针类型。

2.1.5

结合性与优先级

所谓结合性是指表达式的整体计算方向，即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以“int nRet=x+y+z;”
语句为例，由于算术运算符的结合性是从左向右，即表达式的整体计算方向是从左向右，因此
语句中“x+y+z”的计算方式为：首先计算“x+y”，然后把结果与“z”相加。而赋值运算符
的计算方向是从右向左，即将右边的结果赋值给左边，因此将“x+y+z”的结果赋值为nRet，
而不是将nRet赋值给“x+y+z”。
优先级表示的是运算符的优先执行顺序。在数学中，表达式“x+y*z”的计算方式是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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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y*z”，然后将结果与x相加。在计算机中，为了符合人们的计算习惯，同样规定了运算符
“*”的优先级高于“+”。因此，表达式“x+y*z”在程序中的执行顺序与数学中的计算方式
是相同的。表2.8描述了C++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
表2.8
运算符

C++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

描

述

()

圆括号

[]

下标符号

->

对象或结构体指针运算符

.

对象或结构体对象运算符

!

逻辑非运算

~

按位取反运算符

++

自增运算符

--

自减运算符

-

负号运算符

*

指针运算符

&

取地址运算符

sizeof

长度运算符

*

乘法运算符

/

除法运算符

%

求余运算符

+

加法运算符

-

减法运算符

<<

左移运算符

>>

右移运算符

<

关系运算符（小于）

<=

关系运算符（小于等于）

>

关系运算符（大于）

>=

关系运算符（大于等于）

==

关系运算符（等于）

!=

关系运算符（不等于）

&

优先级

结合性

1

从左向右

2

从右向左

3

从左向右

4

从左向右

5

从左向右

6

从左向右

7

从左向右

按位与运算符

8

从左向右

^

按位异或运算符

9

从左向右

|

按位或运算符

10

从左向右

&&

逻辑与运算符

11

从左向右

||

逻辑或运算符

12

从左向右

?:

三目条件运算符

13

从右向左

赋值运算符

14

从右向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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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运算符

描

述

优先级

结合性

>>=
<<=
&=

赋值运算符

14

从右向左

逗号运算符

15

从左向右

^=
|=
,

在同一个表达式中，对于同一优先级的运算符，其运算次序由结合性决定。

2.2

基本控制结构

结构化程序由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3种基本控制结构构成。其中，顺序结构是
指程序中的语句逐条执行，程序的书写顺序就是程序的执行顺序，不需要任何控制方法；选择
结构是指针对程序中的多组语句，只能根据条件执行
䈐㉅A
其中的一组，C++中的if语句和switch语句就是用于构
成选择结构；循环结构是指一组语句在一定条件控制
下多次重复执行，C++中的while语句、do-while语句、
False
㳖ミ⢎⫐㬞
for语句和for each语句都是用于循环控制，而break、
continue、goto语句则用于在既定的控制结构中实现局
True
部调整。

2.2.1

䈐㉅B

if语句

if语句用来判断条件表达式是否成立，然后根据
判断的结果决定执行哪一条语句。
if语句的执行流程如图2.4所示。
if语句包括4种形式，下面分别介绍。
（1）第1种

图2.4

if语句的执行流程

if(<表达式>)
{
<语句块>
}

当表达式的值为TRUE时，执行语句块。
（2）第2种
if(<表达式>)
{
<语句块1>
}
else
{
<语句块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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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3种
if(<表达式1>)
{
<语句块1>
}
else if(<表达式2>)
{
<语句块2>
}
else if(<表达式3>)
{
<语句块3>
}
...
else if(<表达式n>)
{
<语句块n>
}
else
{
<语句块n+1>
}

在第2种和第3种形式中，如果表达式的值为TRUE，就执行if语句后的语句块，否则执行
else后的语句块，两个语句块不会同时执行。
（4）第4种
if(<表达式1>)
{
if(<表达式2>)
{
<语句块1>
}
else
{
<语句块2>
}
}
else
{
if(<表达式3>)
{
<语句块3>
}
else
{
<语句块4>
}
}

第4种形式其实就是if语句的嵌套，用来进行多条件的判断。
【例2.5】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输入一个年号，判断其是否为闰年。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5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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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year;
cout<<"输入一个年份："<<"\n";
cout<<"year = ";
cin >>year;
if(year%4 == 0)
{
if(year%100 != 0)
{
cout<<year<<"年是闰年"<<"\n";
}
else if(year%400 == 0)
{
cout<<year<<"年是闰年"<<"\n";
}
else
{
cout<<year<<"年不是闰年"<<"\n";
}
}
else
{
cout<<year<<"年不是闰年"<<"\n";
}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5所示。

图2.5

2.2.2

判断是否为闰年

switch多分支选择语句

switch

虽然使用if语句可以处理多选择问题，但是如
果嵌套过多，大量的if…else语句会令人头晕目眩，
此时可以使用switch语句。
switch语句用于实现多分支结构，完整的switch
语句包括switch、case、default、break 4个关键字。
switch语句的执行流程如图2.6所示。
switch语句的一般格式如下：

case1

case2

case3

case4

㻣䄜㳖䈐㉅

图2.6

switch语句的执行流程

switch(<表达式>)
{
case <常量表达式1>:
<语句块1>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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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常量表达式2>:
<语句块2>
break;
...
case <常量表达式n>:
<语句块n>
break;
default:
<语句块n>

执行switch语句时，会将表达式的值和常量表达式的值进行比较。当某个case语句中常量
表达式的值与表达式的值相等时，就执行该case语句后的语句块。当遇到break语句时，退出
switch语句。如果所有case语句中常量表达式的值都不等于表达式的值，则执行default语句后
的语句块。其中，default语句是一个可选项，可以选择不使用。
【例2.6】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输入一个月份值，判断该月份所在季节。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6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month;
cout<<"输入一个月份："<<"\n";
cout<<"month = ";
cin >>month;
switch(month)
{
case 1:
cout<<month<<"月是冬季"<<"\n";
break;
case 2:
cout<<month<<"月是春季"<<"\n";
break;
case 3:
cout<<month<<"月是春季"<<"\n";
break;
case 4:
cout<<month<<"月是春季"<<"\n";
break;
case 5:
cout<<month<<"月是夏季"<<"\n";
break;
case 6:
cout<<month<<"月是夏季"<<"\n";
break;
case 7:
cout<<month<<"月是夏季"<<"\n";
break;
case 8:
cout<<month<<"月是秋季"<<"\n";
break;
case 9:
cout<<month<<"月是秋季"<<"\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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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case 10:
cout<<month<<"月是秋季"<<"\n";
break;
case 11:
cout<<month<<"月是冬季"<<"\n";
break;
case 12:
cout<<month<<"月是冬季"<<"\n";
break;
default:
cout<<month<<"月不存在"<<"\n";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7所示。

图2.7

判断某月份所在季节

switch语句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就是多个常量表达式使用一个语句块，一般格式如下。
switch(<表达式>)
{
case <常量表达式1>:
case <常量表达式2>:
<语句块1>
...
case <常量表达式n>:
<语句块n>
default:
<语句块n+1>
}

不使用break语句，程序在执行时从第一个与常量表达式相等的case语句开始，顺序执行后
面的每一条语句，直到遇到break为止。
【例2.7】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输入考试成绩，判定该成绩所属等级。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7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score;
cout<<"输入考试成绩：";
cin >>score;
switch(score/10)
{
cas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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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9:
case 8:

cout<<"优秀";
break;
case 7:
cout<<"良好";
break;
case 6:
cout<<"及格";
break;
default:
cout<<"不及格";

}

}
cout<<endl;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8所示。

2.2.3

while语句

在使用while语句时，只要条件表达式为TRUE，while循环就会一直执行，直到条件表达
式的值为FALSE时结束。
while语句的执行流程如图2.9所示。

㳖ミ⢎⫐㬞

False

True
䁎㳆

㻣䄜㳖䈐㉅

图2.8

判定成绩等级

图2.9

while语句的执行流程

while语句的一般格式如下：
while(<条件表达式>)
{
<循环体>
}

【例2.8】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求1～100之间所有整数的和。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8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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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sum,i;
i=1;
sum=0;
while(i<= 100)
{
sum=sum+i;
i=i+1;
}
cout<<"1到100之间所有整数的和是"<<sum<<endl;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10所示。

2.2.4

do…while语句

do…while语句和while语句不同，它是先执行循环体，然后再判断条件表达式的值。也就
是说，do…while语句中的循环体最少执行一次。
do…while语句的执行流程如图2.11所示。

䁎㳆
True
㳖ミ⢎⫐㬞
False
㻣䄜㳖䈐㉅

图2.10

求1～100之间所有整数的和

图2.11

do…while语句的执行流程

do…while语句的一般格式如下：
do
{

<循环体>
}
while(<条件表达式>);

【例2.9】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求0～100之间不能被3整除的数。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9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num=1;
cout<<"输出0~100之间不能被3整除的数："<<"\n";
do
{
if(num%3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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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num<<"\t";

}
num++;

}

}
while(num <= 100);
cout<<"\n";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12所示。

图2.12

2.2.5

求0～100之间不能被3整除的数

for语句

for语句是最常用的循环语句，它是while语句的一种紧凑写法。
for语句的执行流程如图2.13所示。
⢎⫐㬞1
False
⢎⫐㬞2
True
䁎㳆

⢎⫐㬞3

㻣䄜㳖䈐㉅

图2.13

for语句的执行流程

for语句的一般格式如下：
for(<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3>)
{
<循环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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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3个表达式的内容分别如下。
<表达式1>：设定for语句内各变量在循环开始前的初始值。
<表达式2>：决定循环是否继续执行的条件，如果<表达式2>的值为TRUE，继续循
环，否则退出循环。
<表达式3>：每次循环结束前执行的语句，通常是使一个变量的值递增或递减，用来改
变<表达式2>的值。
【例2.10】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显示乘法九九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0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i,j;
cout<<"输出乘法九九表："<<"\n";
for(i=1;i<10;i++)
{
for(j=1;j<=i;j++)
{
cout<<j<<"*"<<i<<"="<<i*j<<"\t";
}
cout<<"\n";
}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14所示。

图2.14

2.2.6

乘法九九表

break语句和continue语句

1. break语句
若要在达到某种条件后就终止程序的执行，可以使用break语句。该语句的功能就是跳出
结构控制语句。
【例2.11】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实现对输入的数字累加的功能；当输入0

时，通过break语句跳出循环。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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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num,sum=0;
cout<<"输入要累加的数："<<"\n";
while(1)
{
cin >>num;
sum += num;
if(num == 0)
{
break;
}
}
cout<<"输入数的和：sum = "<<sum<<"\n";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15所示。

图2.15

数的累加

2. continue语句
continue语句的功能是结束本次循环，返回条件判断部分，重新开始循环。在此要注意的
是，continue语句只能在循环结构中使用。
【例2.12】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输出0～100之间不能被3整除的数；当该
数能被3整除时，通过continue语句返回条件判断部分。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2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num;
cout<<"输出0~100之间不能被3整除的数："<<"\n";
for(num=1;num<=100;num++)
{
if(num%3 == 0)
{
continue;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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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num<<"\t";

}
cout<<"\n";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16所示。

图2.16

2.2.7

输出0～100之间不能被3整除的数

goto语句

goto语句能够在函数内部实现无条件跳转，因此它也被称为无条件跳转语句。goto语句的
一般格式如下：
goto 标号;

其中，“标号”是用户自定义的一个标识符，以冒号结束。利用goto语句可以实现循环语
句的功能。
【例2.13】 使用goto语句实现累加求和。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3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i = 1 ;
int nSum = 0;
label:
nSum += i;
i++;
if (i < 101)
{
goto label;
}
cout << "结果为: " << nSum << endl;
return 0;
}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初始化为1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初始化为0
// 定义一个标签
// 累加求和
// 判断i是否小于101
// 转向标签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17所示。
上述代码中，利用标签实现了原始的循环功能。当执行到语句“if(i<101)”时，如果条件
为真，则转到标签定义处。这是一种古老的跳转语句，它会使程序的执行顺序变得混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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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开发程序时尽量不要使用goto语句。

图2.17

2.2.8

goto语句的应用

C++/CLI中的控制结构

与本地C++不同，在C++/CLI中新增了for each循环结构。尽管它是在CLI中增加的，但是
也可以用在Visual C++ 2010的本地C++程序中。
for each语句用于对一组对象中的每一个对象进行循环。尽管我们还没有讲到对象，也不
难理解其含义，如本地C++中的string和C++/CLI中的String都是对象。在此通过一个Win32控制
台程序的简单示例来说明for each语句的应用。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string str="abcABCxyzXYZ";
char x;
for each(x in str)
if(x>='a'&&x<='z')
cout<<x;
}

2.3

数组
在使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具有相同数据类型的数据量

很大，如全班同学的考试成绩、公司全部员工的信息或者某旅游景点客流量记录等。对于这种
数据量非常大的程序，需要把同一类型的数据按照一定形式有序地组织起来，这些有序数据的
集合就称为数组。
数组也可以理解为类型相同、数目固定的若干个变量的
有限集合。在C++语言中，一个数组有一个统一的数组名，数
组中的每一个元素用一个确定的下标来标识，如图2.18所示。

㭞䔊



图2.18

㭞䔊㘜

㻣⢋

数组的组成部分

数组元素是组成数组的基本单元，必须具有相同的数据
类型，并且“数组名”和“下标”唯一确定。数组是有序数据的集合，有序是指系统在存放的
时候会为数据元素分配一段连续的存储空间，数据元素在这段空间内按照先后顺序进行存放。
数组是最简单的数据结构之一，其用途十分广泛。读者学习本章之后，可以用一维数组来
存储一个线性序列，以便对该序列进行各种操作；可以用二维数组来存储一个矩阵，从而实现
更复杂的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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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数组

一维数组只有一个下标，一般表示一种线性数据的组合。
1. 一维数组的声明
只有一个下标的数组称为一维数组。一维数组的声明格式如下：
数据类型 数组名[常量表达式]:

例如：
int array[10];

在使用一维数组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数组命名时要遵循标识符命名规则。
数组名后是用方括号括起来的常量表达式。
常量表达式表示数组的长度，即数组元素的个数。
常量表达式中可以包括整型常量和整型表达式，但不能是变量。C++不允许对数组的大
小进行动态定义。
数组下标从0开始，如上所述示例定义的数组中的元素分别是array[0]，array[1]，…
array[9]。
2. 一维数组元素的引用
数组是C++程序设计中重要的数据类型之一，可以实现许多算法。数组中的所有元素
共用一个名称，即数组名。数组和下标密不可分，下标代表的是数组中元素的数目，即用
方括号“[]”括起来的整型数据。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有唯一的下标。通过数组名和下
标可以访问数组中的所有元素，改变数组中任何一个元素的值对其他数组元素都没有影
响。
数组只有在声明后才可以使用。不过，可以在声明的同时对数组进行初始化。例如：
int a[7] = {1,2,3,4,0,0,0};

在初始化数组时也可以不为每个元素都赋值。例如：
int a[7] = {1,2,3,4};

这行代码和上面的代码是等价的，后3个元素的值都是0。
在进行数组初始化时，可以不指定数组的大小，其大小由赋值数据的个数来确定。例如：
int a[] = {1,2,3,4};

上述代码中，数组a[]的大小是4。也就是说，a[0]～a[3]的元素被赋值。如果写成a[4]，则
会产生下标越界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C++编译系统不检查下标越界，必须由用户自己进行
检查。
在C++语言中，可以单独指定某个元素并为它赋值。例如，上述代码和下段代码是等
价的。
int a[4];
a[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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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 2;
a[2] = 3;
a[3] = 4;

3. 一维数组的基本操作
下面通过一个示例来说明对一维数组的基本操作。
【例2.14】 将输入的数据赋予数组元素，然后显示该数组，并计算数组元素的和与平
均值。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4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a[6],i,sum=0;
double avg;
// 从键盘为数组元素赋值
for(i=0;i<6;i++)
{
cout<<"a["<<i<<"]=";
cin >>a[i];
}
// 显示数组
for(i=0;i<6;i++)
{
cout<<a[i]<<"\t";
if(i%3==2)
{
cout<<"\n";
}
}
cout<<"\n";
// 反向输出数组
for(i=5;i>=0;i--)
{
cout<<a[i]<<"\t";
if(i%3==0)
{
cout<<"\n";
}
}
cout<<"\n";
// 求数组元素的和
for(i=0;i<6;i++)
{
sum += a[i];
}
cout<<sum<<"\n";
// 输出数组元素平均值
avg = sum / 6.0;
cout<<avg<<"\n";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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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数组的基本操作

4. C++/CLI中的一维数组
与本地C++数组不同，供CLR数组使用的内存是在可回收垃圾的堆上分配的。CLR数组的
定义格式如下：
array<类型>^数组名=gcnew array <类型>（下标）;

例如：
array<int>^a=gcnew array<int>(10);

也可以通过初始化数据的方式为数组分配内存：
array<int>^a={80，70，40，50};

对于CLI数组，可以像本地C++数组那样通过循环遍历进行操作，也可以使用数组类的方
法进行操作。常用方法如下：
静态方法Sort用于对数组排序。
静态方法Copy用于数组的复制。
普通方法Copyto用于数组的复制。
静态方法Clear用于对数组元素清零。
静态方法BinarySearch用于在数组中搜索指定数据。
【例2.15】 创建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CLR数组的基本操作。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5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
int x;
array<int>^a={1,3,5,7,9,2,4,6,8,10};
array<int>^b=gcnew array<int>(10);
Array::Sort(a);
for each(x in a)
Console::Write(x+" ");
Console::WriteLine();
a->CopyTo(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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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ach(x in b)
Console::Write(x+" ");
Console::WriteLine();
Array::Clear(a,3,5);
// 将数组a中第4个元素到第8个元素清零
for each(x in a)
Console::Write(x+" ");
Console::WriteLine();
int searchValue=6;
int p=Array::BinarySearch(a,searchValue);
// 在a数组中查找searchValue
if(p<0)
// 结果小于0是没有找到
Console::Write(L"数组a中没有{0}",searchValue);
else
Console::Write("{0}在数组a中位置{1}处:",searchValue,p);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0所示。
静态方法的调用格式为Array::；普通方法的调用格式为
“对象句柄->”。

2.3.2

二维数组及多维数组

拥有两个下标的数组称为二维数组，二维数组常用来表示
表和矩阵。拥有多个下标的数组称为多维数组。

图2.20

数组的基本操作

1. 二维数组的声明
二维数组的声明和一维数组类似，一般格式如下。
数据类型 数组名[常量表达式1][常量表达式2];

例如：
int array[10][5];

其中，“常量表达式1”被称为行下标，“常量表达式2”被称为列下标。如果有二维数组
a[n][m]，则关于其下标的说明如下。
行下标的取值范围为0～n-1。
列下标的取值范围为0～m-1。
二维数组的最大下标元素是a[n-1][m-1]。
2. 二维数组的引用
二维数组元素在内存中的存储位置是连续的，其排列顺序是按行存放，即在内存中先顺序
存放第一行的元素，再存放第二行的元素，直到最后一行。
二维数组和一维数组一样，也可以在声明时对其进行初始化。在给二维数组赋初值时，有
以下4种情况。
1）可以将所有数据写在一个大括号内，按照数组元素排列顺序对元素赋值。例如：
int a[2][3] = {1,2,3,4,5,6};

如果大括号内的数据少于数组元素的个数，系统将后面没被赋值的元素默认赋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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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为所有元素赋初值时，可以省略行下标，但是不能省略列下标。例如：
int a[][3] = {1,2,3,4,5,6};

系统会根据数据的个数进行分配。例如，一共有6个数据，数组每行分为3列，则可以确定
数组为2行。
3）可以分行给数组元素赋值。例如：
int a[2][3] = {{1,2,3},{4,5,6}};

4）在分行赋值时，可以只对部分元素赋值。例如：
int a[2][3] = {{1,2},{4,5}};

在上行代码中，各个元素的值如下。
a［0］［0］的值是：1。
a［0］［1］的值是：2。
a［0］［2］的值是：0。
a［1］［0］的值是：4。
a［1］［1］的值是：5。
a［1］［2］的值是：0。
二维数组也可以直接对数组元素赋值。例如：
int a[2][3];
a[0][0] = 1;
a[0][1] = 2;

3. 二维数组的基本操作
下面通过一个示例来说明对二维数组的基本操作。
【例2.16】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实现从键盘为二维数组元素赋值，然后显
示二维数组，求出二维数组中最大元素和最小元素的值及其下标，再将二维数组转置为另一个
二维数组并显示。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6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a[2][3],max,min,h,l,b[3][2],i,j;
// 从键盘为数组元素赋值
for(i=0;i<2;i++)
{
for(j=0;j<3;j++)
{
cout<<"a["<<i<<"]["<<j<<"]=";
cin >>a[i][j];
}
}
cout<<"输出二维数组a"<<"\n";
for(i=0;i<2;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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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j=0;j<3;j++)
{
cout<<a[i][j]<<"\t";
}
// 使元素分行显示
cout<<"\n";

}
// 求数组中最大元素及其下标
max = a[0][0];
h = 0;
l = 0;
for(i=0;i<2;i++)
{
for(j=0;j<3;j++)
{
if(max < a[i][j])
{
max = a[i][j];
h = i;
l = j;
}
}
}
cout<<"数组中最大元素是："<<"\n";
cout<<"max："<<"a["<<h<<"]["<<l<<"]="<<max<<"\n";
// 求数组中最小元素及其下标
min = a[0][0];
h = 0;
l = 0;
for(i=0;i<2;i++)
{
for(j=0;j<3;j++)
{
if(min > a[i][j])
{
min = a[i][j];
h = i;
l = j;
}
}
}
cout<<"数组中最小元素是："<<"\n";
cout<<"min："<<"a["<<h<<"]["<<l<<"]="<<min<<"\n";
// 将数组a转置后存入数组b中
for(i=0;i<2;i++)
{
for(j=0;j<3;j++)
{
b[j][i] = a[i][j];
}
}
cout<<"输出二维数组b"<<"\n";
for(i=0;i<3;i++)
{
for(j=0;j<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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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out<<b[i][j]<<"\t";
}
// 使元素分行显示
cout<<"\n";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1所示。

图2.21

二维数组的基本操作

4. 多维数组的声明和引用
多维数组的声明和二维数组基本相同，只是下标更多。其一般格式如下：
数据类型 数组名[常量表达式1][常量表达式2]…[常量表达式n];

例如：
int a[3][4][5];
int b[4][5][7][8];

上述两行代码分别定义了一个三维数组和一个四维数组。由于数组元素的位置都可以通过
偏移量计算，所以对于三维数组a［m］［n］［p］来说，元素a［i］［j］［k］所在的地址是
从a［0］［0］［0］算起到（i*n*p+j*p+k）个单位的地方。
5. C++/CLI中的二维数组和多维数组
CLR数组的定义格式如下：
array<类型,维数>^数组名=gcnew array <类型,维数>（下标1,下标2…）;

例如：
array<int,2>^a=gcnew array<int,2>(4,5);

也可以通过初始化数据的方式为数组分配内存。例如：
array<int,2>^a={{80，70，40}，{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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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17】

创建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CLR中二维数组的操作。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7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
int i,j;
array<int,2>^a={{1,3,5,7},{9,2,4,6},{8,1,2,3}};
array<int,2>^b=gcnew array<int,2>(3,4);
for(i=0;i<3;i++){
for(j=0;j<4;j++)
Console::Write("{0,3}",a[i,j]);
Console::WriteLine();
}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2所示。
通过前面的学习你会发现CLI数组下标表示法a[i，j]与本地
C++数组下标表示法a[i][j]有所不同。这里的二维数组是真正的二
维数组，而本地C++二维数组其实是数组的数组。

2.3.3

字符数组

图2.22

CLI中的二维数组操作

除了整型数组、浮点型数组外，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数组，就是字符数组。与数组中的元
素类型为字符型时，称之为字符数组。字符数组就是char型数组，即一种用于存放char型数据
的数组容器。字符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可以存放一个字符。字符数组的定义和使用方法与其他
基本类型的数组大致相同。
1. 字符数组的定义
字符数组的定义与其他类型的数组类似，一般格式如下。
char 数组标识符[常量表达式]；

因为要定义的是字符型数据，所以在数组标识符前所用的类型是char；后面方括号中表示
的是数组元素的数量。
例如，定义一个字符数组ca，代码如下。
char ca[5];

其中的ca是数组的标识符，而方括号中的5表示数组中包含5个字符型的变量元素。
2. 字符数组的引用
字符数组的引用和其他类型的数组一样，也是使用下标的形式。例如，引用上面定义的数
组ca中的元素，代码如下。
ca[0]=’H’;
ca[1]=’e’;
ca[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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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3]=’l’;
ca[4]=’o’;

上面的代码依次引用了数组中的元素，并为其赋值。
3. 字符数组初始化
与其他变量一样，在对字符数组进行初始化操作时有以下几种方法。
（1）逐个字符赋给数组中各元素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初始化字符数组的方式。例如，初始化一个字符数组：
char ca[12]={ 'H','E','L','L','O',',','M','I','N','G','R','I'};

上述代码定义了一个包含12个元素的字符数组；在大括号中，每一个字符对应地赋值给一
个数组元素。
【例2.18】 定义一个字符数组，通过初始化操作保存字符串“HELLO，MINGRI”，然
后通过循环引用每一个数组元素进行输出操作，最后将字符串“HELLO，MINGRI”输出在显
示器上。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8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har ca[12]={'H','E','L','L','O',',','M','I','N','G','R','I'};
/*初始化字符数组*/
int i;
/*循环控制变量*/
for(i=0;i<12;i++)
/*进行循环*/
{
cout<<ca[i];
/*输出字符数组元素*/
}
cout<<"\n";
/*输出换行*/
return 0;
}

注意

在初始化字符数组时要注意，每一个元素的字符都是使用单引号括起来的。在代码中，
ca［i］是对数组中每一个元素的引用，使用循环语句对数组中每一个元素进行访问。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3所示。
（2）如果在定义字符数组时进行初始化，
可以省略数组长度
如果初值个数与预定的数组长度相同，在定
义时可以省略数组长度，系统会自动根据初值个
数确定数组长度。例如，上面初始化字符数组的
代码可以写成：

图2.23

使用字符数组输出一个字符串

char ca[]={'H','E','L','L','O',',','M','I','N','G','R','I'};

在上述代码中可以看到定义的ca[]中没有给出数组的大小，但是根据初值的个数会确定数
组的长度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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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字符串为字符数组赋初值
通常用一个字符数组来存放一个字符串。例如，用字符串的方式对数组进行初始化赋值，
代码如下。
char ca []={"HELLO,MINGRI"};

或者将{}去掉，写成：
char ca []="HELLO,MINGRI";

【例2.19】

定义一个二维数组，并且利用数组的初始化赋值设置钻石形状。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19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iRow,iColumn;
char cDiamond[][5]={{' ',' ','*'},
{' ','*',' ','*'},
{'*',' ',' ',' ','*'},
{' ','*',' ','*'},
{' ',' ','*'} };
for(iRow=0;iRow<5;iRow++)
{
for(iColumn=0;iColumn<5;iColumn++)
{
cout<<cDiamond[iRow][iColumn];
}
cout<<"\n";
}
return 0;
}

/*用来控制循环的变量*/
/*初始化二维字符数组*/

/*利用循环输出数组*/

/*输出数组元素*/
/*进行换行*/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4所示。
4. 字符数组的结束标志
在C++语言中，可以使用字符数组保存字符串，也就
是使用一个一维数组保存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符。字符串
总是以'\0'作为结束符，因此当把一个字符串存入一个数
组时，必须把结束符'\0'存入数组，并以此作为该字符串
是否结束的标志。输入字符串时，系统会自动在字符串的
末尾为其添加'\0'作为结束符，不必手动填写。
例如，在初始化一个字符数组时：

图2.24

输出一个钻石形状

char c[]="Hello";

用字符串方式赋值比用字符逐个赋值要多占一个字节，多占的这个字节用于存放字符串结
束标志'\0'。例如，上面的字符数组c在内存中的实际存放情况如图2.25所示。
c<0>

c<1>

H

e

图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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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c<3>

c<4>

c<5>

l

l

o

\0

内存中的实际存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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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转义字符'\0'后，字符数组的长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当然，在定义字符数
组时应估计实际字符串长度，以保证数组长度始终大于字符串实际长度。如果在一
注意
个字符数组中先后存放多个不同长度的字符串，则应使数组长度大于最长的字符串
长度。
因为'\0'是由C编译系统自动加上的，所以上面的赋值语句等价于：
char c[]={'H','e','l','l','o','\0'};

那么，这样的初始化方式也是可以的。
char c[6]={'M','i','n','g','R','i'};

c数组中的6个元素分别是'M'，'i'，'n'，'g'，'R'，'i'，并没有保存'\0'的数组
元素，那么这样的初始化是错误的吗？其实并不是错误的，字符数组并不要求最后一个字符
为'\0'，甚至不包含'\0'也可以。例如，下面这样写也是合法的。
char c[5]={'H','e','l','l','o'};

不过，是否需要加'\0'完全根据需要决定。由于系统为字符串常量自动加一个'\0'，因此
为了使处理方法一致，便于测定字符串的实际长度，以及在程序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在字符数
组中也常常人为地加上一个转义字符'\0'。例如：
char c[6]={'H','e','l','l','o','\0'};

5. 字符数组的输入
字符数组可以用cin输入，还可以用cin的getline方法输入。
【例2.20】 用数组名对字符数组整体进行输入。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0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har s[25];
cout<<"请输入字符串：\n";
cin.getline(s,25);
cout<<s<<"\n";
return 0;
}

/*定义数组*/
/*输出提示信息*/
/*要求输入字符串*/
/*输出字符串*/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6所示。
6. 字符串处理函数
strclen方法用于求字符串的长度。
strcpy方法用于字符串的复制。
strcat方法用于字符串的连接。
strcmp方法用于字符串的比较。
例如：

图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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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a[100]="张三a";
char b[100]="你好";
strclen(a)的值是5
strcpy(a,b)结果a的值是"张三a你好"
strcmp(a,b)结果是a大于b

以上函数用于单字节字符串，如果定义字符串时用的不是char，而是wchar_t，即双字节字
符串，则对应的函数分别是_tcslen、_tcscpy、tcscat和_tcscmp。

2.3.4

本地C++中的字符串

本地C++中定义了string和wstring，用于表示单字节字符串和双字节字符串。它们是同一
模板的两个实例，因此具有相同的成员，使用起来比字符数组要方便很多。2.3.3节最后提到的
4个功能对应的方法名称分别为length、copy、append和compare。在这两个类中，字符串复制
可以直接使用赋值号来完成。
【例2.21】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string类的应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1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string s1="张三",s2;
s2=s1;
s1.append(":你好");
cout<<s1.c_str()<<endl;
cout<<s2.c_str()<<endl;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7所示。

2.3.5

C++/CLI中的字符串

与本地C++不同，C++/CLI中定义了String字符串。C++/CLI
中的字符串默认都是双字节的，功能更强。虽然String类的功能
很强，但是它也是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一旦创建了String对
图2.27 string类的应用
象，就不能够修改。表面看来能够修改字符串的所有方法实际上
都不能够修改，它们实际上返回一个根据所调用的方法修改的新的String。
1. 比较字符串
在CLI中最常见的比较字符串的方法有Compare、CompareTo和Equals等，这些方法都归属
于String类。下面对这3种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
（1）Compare方法
Compare方法用来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它有很多个重载方法，其中最常用的两种方
法如下。
Int compare（String ^strA，String ^strB）
Int compare（String ^strA，String ^strB，bool ignor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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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和strB：代表要比较的两个字符串。

ignorCase：一个布尔类型的参数。如果这个参数的值是true，那么在比较字符串时就
忽略大小写的差别。Compare方法是一个静态方法，所以在使用时，可以直接引用。
（2）CompareTo方法
CompareTo方法与Compare方法相似，都可以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不同的是
CompareTo方法以实例对象本身与指定的字符串进行比较。其语法格式如下：
public int CompareTo (String

^strB)

如果strA的值与strB相等，则返回0；如果strA大于strB的值，则返回1；否则返回-1。
String ^Str1 = "芸烨湘枫";
String ^Str2 = "用一生下载你";
Console::WriteLine(Str1->CompareTo(Str2));

// 声明一个字符串Str1
// 声明一个字符串Str2
// 输出Str1与Str2比较后的返回值

（3）Equals方法
Equals方法主要用于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同，如果相同，返回值是true，否则为false。
其常用的两种方式的语法格式如下：
public bool Equals (String ^value)
public static bool Equals (String ^a,String

^b)

value：与实例比较的字符串。
a和b：要进行比较的两个字符串。
例如，使用Equals方法比较两个字符串，代码如下。
Str1->Equals(Str2);
String::Equals(Str1, Str2);

// 用Equals方法比较字符串Str1和Str2
// 用Equals方法比较字符串Str1和Str2

程序运行结果为：
False
False

2. 格式化字符串
在CLR中，String类提供了一个静态的Format方法，用于将字符串数据格式化成指定的格
式。其语法格式如下：
Public static String

Format(String

format, object obj);

format：用来指定字符串所要格式化的形式。
obj：要被格式化的对象。
例如，使用Format方法格式化字符串，代码如下。
String
String
String

^StrA = "用一生下载你";
// 声明字符串StrA
^StrB = "永不放弃";
// 声明字符串StrB
^newstr = String ::Format("{0},{1}!!!",StrA,StrB);
// 格式化字符串

使用Format方法还可以格式化日期，常用的日期格式如表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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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用于日期时间的格式规范

格式规范

说

明

D

简短日期格式（YYYY-MM-dd）

D

完整日期格式（YYYY年MM月dd日）

T

简短时间格式（hh:mm）

T

完整时间格式（hh:mm:ss）

F

简短的日期/时间格式（YYYY年MM月dd日 hh:mm）

F

完整的日期/时间格式（YYYY年MM月dd日 hh:mm:ss）

G

简短的可排序的日期/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

G

完整的可排序的日期/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

M或m

月/日格式（MM月dd日）

Y或y

年/月格式（YYYY年MM月）

例如，将当前日期格式化为完整日期格式，代码如下。
DateTime ^dt=DateTime::Today;
String ^std=String::Format("{0:D}", dt);

程序运行结果为：
2012年12月8日

3. 截取字符串
String类提供了一个Substring方法，用于截取字符串中指定位置和指定长度的字符。其语
法格式如下。
public String Substring (int startIndex,int length)

startIndex：子字符串起始位置的索引。
length：子字符串中的字符数。
例如，使用Substring方法截取字符串，代码如下。
String ^StrA = "用一生下载你";
String ^StrB = "";
StrB = StrA.Substring(1, 4);

// 声明字符串StrA
// 声明字符串StrB
// 截取字符串

程序运行结果为：
一生下载

4. 分割字符串
String类提供了一个Split方法，用于分割字符串。此方法的返回值是包含所有分割子字符
串的数组对象，可以通过数组取得所有分割的子字符串。其语法格式如下：
public String^

[ ] split ( params wchar_t

separator);

其中，separator是一个数组，包含分隔符。
例如，使用Split方法分割字符串，代码如下。
String

^StrA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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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int>^a=gcnew array<int>(10);
array<String^> ^splitstrings = gcnew array<String^>(100);
// 声明一个字符串数组
splitstrings = StrA->Split(L' ');
// 分割字符串
for (int i = 0; i < splitstrings->Length; i++)
{
Console::WriteLine("item{0}:{1}", i, splitstrings[i]);
}

程序运行结果为：
item0：1
item1：2
item2：3
item3：4

5. 插入字符串
String类提供了一个Insert方法，用于向字符串的任意位置插入新元素。其语法格式如下：
public String

^Insert (int startIndex, String

^value);

startIndex：用于指定所要插入的位置，索引从0开始。
value：指定所要插入的字符串。
例如，使用Insert方法向字符串中插入子字符串，代码如下。
String ^str1 = "下载";
String ^str2;
str2 = str1->Insert(0,"用一生");
String ^str3 = str2->Insert(5,"你");
Console::WriteLine(str3);

// 声明字符串变量str1并赋值为“下载”
// 声明字符串变量str2
// 使用Insert方法向字符串str1中插入字符串
// 使用Insert方法向字符串str2中插入字符串

程序运行结果为：
用一生下载你

6. 填充字符串
String类提供了一个PadLeft/PadRight方法，用于填充字符串。PadLeft方法用于在字符串的
左侧进行字符填充，而PadRight方法用于在字符串的右侧进行字符填充。PadLeft方法的语法格
式如下：
public String

^PadLeft(int totalWidth,char paddingChar)

totalWidth：指定填充后的字符串长度。
paddingChar：指定所要填充的字符串；如果省略，则填充空格符号。
例如，使用PadLeft/PadRight方法实现填充字符串功能，代码如下。
String ^str1 = "*^__^*";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1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2，并使用PadLeft方法在str1的左侧填充字符“(”
String ^str2 = str1->PadLeft(7, '(');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3，并使用PadRight方法在str2右侧填充字符“)”
String ^str3 = str2->PadRight(8, ')');
Console::WriteLine("填充字符串之前："+str1);// 输出字符串str1
Console::WriteLine("填充字符串之后："+str3);// 输出字符串st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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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运行结果为：
填充字符串之前：*^__^*
填充字符串之后：(*^__^*)

7. 删除字符串
String类提供了一个Remove方法，用于从一个字符串的指定位置开始删除指定数量的字
符。其语法格式如下：
Public String ^Remove ( int startIndex);
Public String ^Remove ( int startIndex, int count);

startIndex：用于指定开始删除的位置，索引从0开始。
count：指定删除的字符数量。
例如，使用Remove方法从字符串中删除指定的子字符串，代码如下。
String ^str1 = "用一生下载你";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1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2，并使用Remove方法从字符串str1的索引3处开始删除
String ^str2 = str1->Remove(3);
Console::WriteLine(str2);
// 输出字符串str2

程序运行结果为：
用一生

下面再通过一个示例演示如何使用Remove方法的第二种语法格式。
String ^str1 = "芸烨湘枫";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1，并初始化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2，并使用Remove方法从字符串str1的索引1处开始删除两个字符
String ^str2 = str1->Remove(1,2);
Console::WriteLine(str2);
// 输出字符串str2

程序运行结果为：
芸枫

8. 复制字符串
String类提供了Copy和CopyTo方法，用于将字符串或子字符串复制到另一个字符串或Char
类型的数组中。
通过Copy方法可以创建一个与指定的字符串具有相同值的字符串的新实例。其语法格式
如下：
public static ^String

Copy (String

str)

str：是要复制的字符串。
返回值：与str具有相同值的字符串。
例如，使用Copy方法实现复制字符串的功能，代码如下：
String ^stra = "芸烨湘枫";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a并初始化
String ^strb;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b
// 使用String 类的Copy方法，复制字符串stra并赋值给strb
strb = String::Copy(stra);
Console::WriteLine(strb);
// 输出字符串st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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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To方法的功能与Copy方法基本相同，但是该方法可以将字符串的某一部分复制到另
一个数组中。其语法格式如下：
Public void CopyTo(int sourceIndex,wchar_t[ ]destination,int destinationIndex,int count);

CopyTo方法的参数及其说明如表2.10所示。
表2.10
参

数

说

CopyTo方法的参数及其说明

明

参

数

说

明

sourceIndex

需要复制的字符的起始位置

destinationIndex

指定目标数组中的开始存放位置

destination

目标字符数组

count

指定要复制的字符个数

例如，使用CopyTo方法实现字符串的复制功能，代码如下。
String ^str1 = "用一生下载你";
// 声明一个字符串变量str1并初始化
array <wchar_t>^str=gcnew array<wchar_t>(100); // 声明一个字符数组str
// 将字符串str1从索引1开始的字符依次复制到字符串str1从索引0开始向后的4个元素当中
str1->CopyTo(1,str,0,4);
Console::WriteLine(str);

程序的运行结果为：
一生下载

2.4

函数

2.4.1

函数的定义

在传统的面向过程编程中，一个应用程序通常由若干个子功能模块组成，每个功能模块
完成特定的功能。在C++语言中，每个子功能模块都是通过函数实现的。函数是能够对数据进
行处理并返回一个值的子程序。一个好的函数能够实现特定的易于了解的功能；对于复杂的功
能，可以将其分解成多个函数来完成。
在程序中编写函数时，需要先声明函数，然后再定义函数。函数的声明是让编译器知道
函数的名称、函数的参数、函数的返回值等信息；函数的定义是让编译器了解函数的功能。
1. 函数的声明
函数声明也称为函数原型，在C++语言中有3种方法声明函数。
将函数原型写在头文件（.h）里，程序使用该函数时，利用#include将其包含到文件中。
将函数原型写在当前文件（使用该函数的文件）中。
在其他函数调用该函数前定义该函数，此时函数的定义将作为自己的声明。
函数原型由函数返回值、函数名称、参数列表和分号4部分组成。
例如，下面的代码定义了一个TwoAdd函数，该函数包含两个整型参数。
int TwoAdd (int one,int two);

其中，int为函数的返回值类型。如果函数返回值类型为void，表示该函数没有返回值。
TwoAdd是函数名称，(int one，int two)是参数列表。其中，int是参数的类型，one、two是
参数名称。对于函数原型，参数名称可以省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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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TwoAdd (int , int );

参数列表部分是可选的，如果函数没有参数，该部分可以省略，但是括号不能省略。例如：
int PrintInfo();

在此要注意的是，函数原型中的分号不能省略。
2. 函数的定义
函数的定义由函数头和函数体两部分组成。函数头与函数原型类似，只是参数列表中的参
数必须有名称，并且函数头末尾没有分号；函数体是函数实现的功能所在，由一对大括号{}内
的一组语句组成。
例如，下面的代码定义了TwoAdd函数，实现两个整数相加。
int TwoAdd (int one, int two)
{
return one+two;
}

如果函数有返回值，必须使用return语句返回一个与函数返回值类型兼容的数据。函数
说明 头部分的参数名称与函数原型中的参数名称可以不相同，因为函数原型中的参数名称
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函数的返回值类型、函数名称、参数类型必须相同。
注意 在函数体末尾大括号“}”后没有分号，这是许多C语言初学者经常犯的错误。
3. 函数的调用
在介绍了函数的声明和定义后，下面将介绍函数的调用。函数的调用由函数名称、实际参
数两部分组成。
【例2.22】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函数的调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2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TwoAdd (int , int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out<<TwoAdd(2,3)<< "\n";
return 0;
}
int TwoAdd (int one, int two)
{
return one+two;
}

// 函数原型
// 调用TwoAdd函数
// 函数定义

程序运行结果为：
5

注意 如果函数没有参数，在调用函数时，只需要写函数名和小括号即可（小括号不能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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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定义部分的参数列表为形式参数，而在函数调用时，函数名后面括号中的参数则是
实际参数。在上面的代码中，“int TwoAdd(int one，int two)”语句中的参数one、two是形式参
数，而语句“cout<<TwoAdd(2，3)<<“\n””；中的2、3为实际参数。

2.4.2

函数的参数

在调用函数时，需要提供与函数原型相同的参数，即参数数量相同、参数类型兼容。如果
函数原型中包含3个参数，而调用函数时只提供2个实际参数，则程序会产生编译错误。
1. 用数组名作为函数参数
在开发程序时，可以将数组作为函数参数。此时，形参和实参应采用数组名。
【例2.23】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计算5个学生的平均成绩。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3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Add(int array[5]);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arr[5];
for (int i = 0;i<5;i++)
{
arr[i]=i+90;
}
cout<<Add(arr)<<"\n";
return 0;
}
int Add(int array[5])
{
int result = 0 ;
for (int i = 0;i<5;i++)
{
result +=array[i];
}
result = result /5;
return result;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8所示。

图2.28

将数组名作为函数参数

2. 默认值参数
在C++中，允许参数采用默认值。如果在函数原型中为参数提供了默认值，情况就与前文
有所不同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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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ThreeAdd (int ,int , int = 2 );

// 为第3个参数提供了默认值

在该函数原型中，为第3个参数提供了一个默认值。在调用该函数时，如果用户只提供2个
实际参数，第3个参数将采用默认值。
【例2.24】 声明并定义ThreeAdd函数，该函数包含3个整型参数，其中为第3个参数提供
了默认值。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4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ThreeAdd (int ,int , int = 2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out<<ThreeAdd(1,3)<< "\n";
return 0;
}
int ThreeAdd (int one, int two,int three )
{
return one+two+three;
}

// 为第3个参数提供了默认值

// 调用ThreeAdd函数，第3个参数采用默认值

// 函数定义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29所示。

图2.29

默认值参数

在为参数指定默认值时有一条限制，即如果某个参数没有默认值，则其前面的参数均不能
有默认值。例如，下面的函数原型就是非法的。
int ThreeAdd (int one,int two =2, int three);

// 非法的函数原型

由于第3个参数没有指定默认值，所以为第2个参数指定默认值是非法的。
3. 形参表可变的函数
上一节的默认值参数实际上允许实参的个数在一定区间范围内变动，可以是3个或4个。实
参的个数由形参中包含的有默认值的参数个数来决定。如果希望实参可以是任意多个，应该怎
样定义形参呢？C++允许定义形参个数和类型不确定的函数。在声明不确定形参的函数时，形
参部分可以使用省略号“…”来代替。“…”告诉编译器，在函数调用时不检查形参类型是否
与实参类型相同，也不检查参数个数。例如：
void ConnectData(int i,...)

在上面的代码中，编译器只检查第一个参数是否为整型，而不对其他参数进行检查。
对于可变参数的函数，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首先需要引用cstdarg头文件，然后利用va_
list类型和va_start、va_arg、va_end 3个宏读取传递到函数中的参数值。
【例2.25】 定义一个show函数，该函数第一个参数为整型，其后使用“...”定义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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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5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clude "cstdarg"
void show(int i,...)
{
va_list ap;
va_start(ap,i);
while(i--)
{
int itemp = va_arg(ap,int);
cout << itemp <<"\n";
}
va_end(ap);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show(3,200,300,400);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30所示.

2.4.3

参数传递方式

在C++中，参数的传递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值传递和
引用传递。采用值传递时，形式参数的改变不会影响到实
际参数；而采用引用传递时，形式参数的改变则会影响实
际参数。下面详细介绍这两种参数的传递方式。

图2.30

形参可变的函数

1. 值传递
在声明函数时，如果参数类型不是指针或引用，那么函数将采用值传递。顾名思义，值传
递就是按值传递，即将实际参数的值传递给形式参数。在函数中改变形式参数的值不会影响到
实参变量。
【例2.26】 定义一个ThreeAdd函数，实现3个整数相加。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6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ThreeAdd (int one,int two , int three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param1,param2,param3 ;
param1 = 1;
param2 = 2;
param3 = 3;
cout<<ThreeAdd(param1,param2,param3)<<"\n";
cout<<param1<<"\n";
cout<<param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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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param3<<"\n";
return 0;

}
int ThreeAdd (int one, int two,int three )
{
int result = one+two+three;
one = 30;
two = 40;
three = 5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定义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31所示。
在函数ThreeAdd中虽然改变了参数的值，但不
会影响到实参变量。变量param1、param2、param3在
ThreeAdd函数执行完毕后，其值依然为1、2、3。
2. 引用传递
使用值传递有一个限制，即只能通过返回语句返
图2.31 参数按值传递
回一个值。如果函数需要返回多个值，就需要采用引
用传递。采用值传递实际上是将实参变量的值复制传递给形参变量，因此形参的改变不会影响
实参；而采用引用传递，是将实参变量的地址传递给形参变量，因此形参变量与实参变量指向
同一地址，形参变量的改变会引起实参变量的改变。
在C++语言中，引用传递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指针作为函数参数（将在2.5节中
讲述），另一种是采用引用作为函数参数。
【例2.27】 声明并定义一个swapnumber函数，该函数包含两个整型引用参数，在函数
体中实现两个参数（形参）的交换，这种改变同样会影响到实际参数。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7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swapnumber(int& x,int& y);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param1,param2;
param1 = 1;
param2 = 2;
swapnumber(param1,param2);
cout<<param1<<"\n";
cout<<param2<<"\n";
return 0;
}
void swapnumber(int& x,int& y)
{
int temp ;
temp = x;
x = y;
y = te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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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32所示。
相对于值传递，引用传递能够明显提高效率。因
为在值传递时，函数会为每个参数建立一个副本，这
样既费时，又占用内存空间；而采用引用传递时，则
不会建立参数的副本，只将实参的地址传递给形参。

2.4.4

图2.32

函数的递归调用

参数按引用传递的运行结果

一个函数调用另一个函数，只要不出现循环调用的情况，都叫做嵌套调用。如果一个函数
直接或间接调用其本身，则称之为函数的递归调用。递归分为直接递归和间接递归。直接递归
是指函数直接调用其本身；间接递归是指函数调用另一个函数，而被调用函数又调用了第一个
函数。递归能够简化复杂的数学问题，甚至有些问题只能通过递归来解决。
【例2.28】 通过递归计算n的阶乘。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8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factorial(int n);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out<<factorial(5)<<"\n";
return 0;
}
int factorial(int n)
{
if ((n==0)||(n==1))
return 1;
else
{
return n*factorial(n-1);
}
}

// 递归函数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33所示。
许多初学者不理解递归，实际上递归的执行分
为两个阶段，即“回推”和递推。其中，第一阶段是
“回推”。以上面的代码为例，函数factorial(5)的回
推（调用）过程如下。
1）5*factorial(4)
图2.33 递归调用程序的运行结果
2）4*factorial(3)
3）3*factorial(2)
4）2*factorial(1)
5）factorial(1)=1
第二阶段是递推，如函数factorial(5)的递推过程如下。
1）factorial(1)=1
2）factoria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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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ctorial(3)=6
4）factorial(4)=24
5）factorial(5)=120
注意

2.4.5

在开发程序时，如果有其他算法能解决问题，就不要采用递归算法，因为递归非常浪
费系统资源。

内联函数

当定义一个函数时，编译器会在内存中为其创建一个指令集。当调用函数时，程序将跳转
到相对应的指令集处执行；在函数执行完后，再回到调用函数的下一行继续执行。如果调用一
个函数5次，程序就会在指令集间跳转5次。无论任何时候，内存中都只有一个函数副本。
可以想象，如果程序频繁地在指令集间跳转，系统性能无疑会受到影响。使用内联函数，
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在声明函数时，如果使用inline关键字，该函数就会成为内联函数。当程
序调用内联函数时，编译器并不会创建真实的函数，而是将函数的代码复制到被调用函数的地
方。这样，程序的跳转就不复存在了。
下面的代码声明并定义了PrintInfo函数，在该函数声明前使用inline关键字，使其成为内联
函数。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line void PrintInfo();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PrintInfo();
return 0;
}
void PrintInfo()
{
cout<<"inline function";
}

// 声明内联函数

// 调用内联函数

在调用内联函数时，每次都会将函数代码复制到被调用函数处，这将导致应用程序变
注意 大、执行速度变慢。对于经常使用的、代码较少的函数，可以使用内联函数；而对于
代码较多的函数，则不宜使用内联函数。
在有些时候，使用inline关键字，并不一定真正地实现函数内联，这依赖于编译器的分析
结果。如果使用_forceinline关键字，就会使编译器在调用函数的地方强制生成内联代码。但
是_forceinline关键字只应用于微软的C++编译器中，并不是标准的C++语法。

2.4.6

重载函数的应用

函数重载是指多个函数具有相同的名称，但其参数不同。在调用函数时，编译器会根据参
数的个数、参数的类型区分调用哪个函数。
【例2.29】 定义3个同名的函数Add，分别实现两个实数相加、两个整数相加和整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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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1。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29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double Add(double one,double two);
int Add(int one,int two);
int Add(int one);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out<<Add(2.51,3.652)<<"\n"; // 调用double Add(double one,double two)函数
cout<<Add(2,5)<<"\n";
// 调用int Add(int one,int two)函数
cout<<Add(5)<<"\n";
// 调用int Add(int one)函数
return 0;
}
double Add(double one,double two)
{
cout<<"ﬁrst function was invoked"<<"\n";
return one+two;
}
int Add(int one,int two)
{
cout<<"second function was invoked"<<"\n";
return one+two;
}
int Add(int one)
{
cout<<"third function was invoked"<<"\n";
one+=1;
return one;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34所示。

图2.34

注意

2.4.7

函数重载程序的运行结果

如果两个函数的函数名称、参数个数、参数类型相同，但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不同，编
译时会出现错误。函数重载不以函数的返回值类型区分。

函数模板的应用

利用函数重载可以实现多态性。例如，在计算两个数相加时，无论是两个整数相加还是两
个实数相加，只需要调用一个函数即可实现。但是，它需要用户定义两个同名的函数。利用函

69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Visual C++入门经典
数模板，用户可以设计一个通用的函数，实现两个整数或两个实数的相加。
【例2.30】 定义一个模板函数Add，实现两个数的相加。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0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emplate<class T> T Add(T one,T two)
{
return one+two;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double i;
i = Add(10.52,20.24);
int m;
m = Add(20,30);
cout<<i<<"\n";
cout<<m<<"\n";
return 0;
}

按Ctrl+F5组合键运行程序，结果如图2.35所示。

图2.35

函数模板程序的运行结果

在本例中，声明了一个模板函数Add，其中包含两个参数。参数类型由实际参数确定，当
实际参数为实数时，函数实现两个实数相加；当实际参数为整数时，将实现两个整数相加。
如果模板函数中的参数类型相同，如本例中的Add，参数类型均为T，则可以正常运
行；在调用模板函数时，如果传递的参数类型不一致，如一个为整型，另一个为实
型，则会出现编译错误。例如：
注意

Add(12.45,10);

// 错误的代码

此时需要明确地标识模板类型，上面的代码修改如下。
Add<int>(12.45,10);

2.4.8

变量的作用域

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为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只在该函数内部有效；在函数外部定义的变
量为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在任何函数中都有效，包括main函数。
如果在函数内部定义一个局部变量，该变量与全局变量同名，那么在函数内部，局部变量
将隐藏全局变量。
【例2.31】 定义一个全局的整型变量x，然后在main函数中再定义一个整型变量x，最后
输出x，则输出结果为局部变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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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1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x = 10;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x= 1;
cout<<"局部变量:"<<x<<"\n";
return 0;
}
// 运行结果
// 局部变量:1

// 全局变量

// 局部变量

如果用户需要访问被局部变量隐藏的全局变量，需要使用全局作用域运算符“::”。
【例2.32】 main函数内的整型变量x隐藏了全局整型变量x，为了在main函数中访问全局
整型变量x，需要使用::运算符。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2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x = 10;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x= 1;
cout<<"局部变量:"<<x<<"\n";
cout<<"全局变量:"<<::x<<"\n";
return 0;
}
// 运行结果
// 局部变量: 1
// 全局变量: 10

【例2.33】

如果局部变量被定义在一对大括号内，则其作用域只在大括号内有效。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3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
int x= 1;
cout<<"局部变量: "<<x<<"\n";
}
cout<<"局部变量: "<<::x<<"\n";
return 0;
}

// 非法的语句

以上程序编译时会提示如图2.36所示的错误。
在main函数中，粗体部分的代码是非法的，因为
局部变量x超出了作用域，它只在其定义的一对大括
号内有效。
如果初学者不能确定变量的作用域，可将每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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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命名为不同的名称，以免引起错误。

2.4.9

定义和使用命名空间

在开发应用程序时，经常会出现多个文件中的对象同名的情况，这样会导致应用程序的链
接错误，这种错误我们通常称之为命名冲突。为了解决程序中出现的命名冲突，C++提供了命
名空间。命名空间的定义格式为：
namespace 名称
{
常量、变量、函数等对象的定义
}

【例2.34】

定义命名空间。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4
namespace Output
// 定义一个命名空间Output
{
const int MAXLEN = 128;
// 定义一个常量
int nLen = 10;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
void PutoutText(const char* pchData)
// 定义一个输出函数
{
if (pchData != NULL)
//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
{
cout << "PutoutText命名空间: " << pchData << endl;// 输出数据
}
}
}
namespace Windows
// 定义一个命名空间Windows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自定义一个类型
void PutoutText(const char* pchData)
// 定义一个输出函数
{
if (pchData != NULL)
//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
{
cout << "PutoutText命名空间: " << pchData << endl; // 输出数据
}
}
}

如果使用命名空间中的对象，需要在对象前使用命名空间名作为前缀。例如，下面的函数
调用将是非法的。
PutoutText("Welcome to CHINA!");

而应使用命名空间作为前缀。上述代码应修改为：
Output::PutoutText("Welcome to CHINA!");

如果需要访问同一个命名空间中的多个对象，可以使用using命令引用整个命名空间对
象，这样就不必在每个对象前添加命名空间前缀了。例如：
using namespace Output;
PutoutText("Welcome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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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命令的作用域为从当前引用处到当前作用域结束。如果将using命令放置在复合语句
中，在复合语句结束时，using命令的作用域也结束了。
【例2.35】 作用域的应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4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
// 复合语句
using namespace Output;
// 引用命名空间
}
PutoutText("Welcome to CHINA!"); // 非法的函数访问
return 0;
}

上述的函数调用是非法的，因为using命令的作用域已经结束了。
如果在函数中定义的局部变量与命名空间中的变量同名，命名空间中的变量将被隐藏。
【例2.36】 隐藏命名空间中的变量。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4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nLen = 5;
// 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using namespace Output;
// 使用Output命名空间
PutoutText("Welcome to CHINA!"); // 访问命名空间中的PutoutText函数
cout << nLen << endl;
// nLen的值为5
cout << Output::nLen << endl;
// nLen的值为10
return 0;
}

上述代码中局部变量nLen隐藏了命名空间Output中的变量，因此第一个cout语句输出的
值为5。为了访问被隐藏的Output命名空间中的变量nLen，需要使用命名空间作为前缀，例如
“Output::nLen”，尽管前文已经使用using命令引用命名空间Output。
【例2.37】 如果程序中使用using命令同时引用了多个命名空间，并且命名空间中存在
相同的函数，将导致歧义，出现编译错误。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4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using namespace Output;
// 引用Output命名空间
using namespace Windows;
// 引用Windows命名空间
PutoutText("Welcome to CHINA!"); // 产生歧义，两个命名空间中均出现了PutoutText函数
return 0;
}

解决的方法是使用具体命名空间进行区分。例如：
Windows::PutoutText("Welcome to CHINA!");

对于同一个命名空间，可以在多个文件中定义。此时，各个文件中的对象将处于同一个命
名空间中。
【例2.38】 在多个文件中定义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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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5
namespace Output

// 在main.cpp头文件夹中定义一个命名空间Output
{
const int MAXLEN = 128;
// 定义一个常量
int nLen = 10;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
void PutoutText(const char* pchData)
// 定义一个输出函数
{
if (pchData != NULL)
//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
{
cout << "PutoutText命名空间：" << pchData << endl;
// 输出数据
}
}
}
namespace Output
// 在login.cpp头文件中定义一个命名空间Output
{
void Demo()
// 定义一个函数
{
cout << "This is a function!" << endl;
}
}

此时，命名空间Output中的内容为两个文件Output命名空间内容的“总和”。因此，如果
在login.cpp文件的Output命名空间中定义一个整型变量V，那么该变量将是非法的，因为它与
main.cpp文件中Output命名空间中的变量同名。
在定义命名空间时，通常在头文件中声明命名空间中的函数，在源文件中定义命名空间中
的函数，将程序的声明与实现分开。例如，在头文件中声明命名空间函数。
namespace Output
{
void Demo();
}

// 声明函数

在源文件中定义函数：
void Output::Demo()
{
cout << "This is a
}

// 定义函数
function!" << endl;

在源文件中定义函数时，注意要使用命名空间名作为前缀，表明实现的是命名空间中定义
的函数，否则将定义一个全局函数。
类似于复合语句，命名空间也可以嵌套。
【例2.39】 定义嵌套的命名空间。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6
namespace Windows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int nLen = 10;
void PutoutText(const char* pch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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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pchData != NULL)
//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
{
cout << "Windows命名空间: " << pchData << endl;
// 输出数据
}

}
namespace GDI
{
int nLen = 5;
void WriteText(const char* pchMsg)
{
cout << pchMsg << endl;
}
}

// 定义一个嵌套的命名空间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
// 定义一个函数
// 输出信息

}

上述代码中，在Windows命名空间中又定义了一个命名空间GDI。如果程序访问GDI命名
空间中的对象，可以使用外层的命名空间和内层的命名空间作为前缀。例如：
Windows::GDI::WriteText("2008");

// 调用GDI命名空间中的函数

用户也可以直接使用using命令引用嵌套的GDI命名空间。例如：
using namespace Windows::GDI;
WriteText("2008");

// 引用嵌套的GDI命名空间
// 调用GDI命名空间中的函数

上述代码中，“using namespace Windows::GDI;”语句只是引用了嵌套在Windows命名空
间中的GDI命名空间，并没有引用Windows命名空间，因此试图访问Windows命名空间中定义
的对象将是非法的。例如：
using namespace Windows::GDI;
PutoutText("Beijing");

// 错误，无法访问Windows命名空间中的方法

在使用namespace关键字定义命名空间时，也可以不指定命名空间的名称，此时的命名空
间称之为未命名的命名空间。例如，下面的代码定义了一个未命名的命名空间。
【例2.40】 定义未命名的命名空间。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7
namespace
// 定义一个未命名的命名空间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自定义一个类型
int nLen = 10;
void PutoutText(const char* pchData)
// 定义一个输出函数
{
if (pchData != NULL)
//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
{
cout << "未命名空间: " << pchData << endl;
// 输出数据
}
}
}

对于未命名的命名空间来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该命名空间中的对象只适用于当前文件，
各个文件之间并不能相互访问定义在各自未命名空间中的对象。这一特点使得未命名空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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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全局静态（static）对象（对于全局静态对象来说，它只属于半个全局对象，只能在当
前文件中使用）所起的作用相同。多数C++编译器都支持命名空间，使得越来越多的开发人员
更愿意使用未命名的命名空间来代替全局静态对象。对于未命名的命名空间来说，访问其中定
义的对象与访问普通的全局对象是相同的。例如：
PutoutText("Beijing");

// 访问未命名空间中的对象

在定义未命名的命名空间时，注意其中的对象不能与全局对象同名或相同（函数可以重
名，表示函数重载，但是参数列表不能完全相同）。例如，下面的代码是非法的。
【例2.41】 未命名空间与全局空间的对象重名。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8
namespace
// 定义一个未命名空间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自定义一个类型
int nLen= 10;
void PutoutText(const char* pchData)
// 定义一个输出函数
{
if (pchData != NULL)
//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
{
cout << "Windows命名空间: " << pchData << endl;
// 输出数据
}
}
}
void PutoutText(const char* pchMsg)
{
if (pchMsg != NULL)
//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
{
cout << "全局函数: " << pchMsg << endl;
// 输出数据
}
}

上述代码中全局函数PutoutText与未命名空间中的PutoutText函数声明格式（函数原型）相
同，导致编译器产生了歧义。如果将未命名空间定义为有名称的命名空间（例如，namespace
windows），则不会出现错误。

2.4.10

C++/CLI中的函数

1. 形参数量可变的参数传递
C++/CLI程序中函数的工作方式和本地C++完全相同。这里，由于C++中的数组和本地
C++不同，因此可以用CLI中的数组实现形参数量可变的参数传递。
【例2.42】 创建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CLR中形参数量可变的参数传递。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39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void show(...array <int> ^a)
{
int i=a->Length;
wh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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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WriteLine(a[i]);
}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
show(200,300,400);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

2. 泛型函数
泛型函数的功能与函数模板相同，但工作原理存在很大的不同。当使用函数模板时，编译
器根据模板生成我们需要的函数和源代码，然后将生成的代码与其余程序代码一起编译。某些
情况下，这种方法可能导致生成许多函数，因此执行模块的体积可能大大增加。而泛型函数说
明本身将被编译，当调用某个与泛型函数说明匹配的函数时，实际类型将在运行时代替类型形
参。在编译时只会为当前使用的类型生成相应的函数，而这也为成员解决了函数重载造成的代
码膨胀问题。
定义泛型函数的格式如下：
Gereric<typename T> where T:Icomparable

泛型函数的类型参数T可以看做是一个占位符，它不是一种类型，仅代表某种可能的类
型。在定义泛型函数时，T出现的位置可以在使用时用任何类型来代替。
【例2.43】 创建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用泛型函数求任意类型数组的最大值。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0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generic<typename T> where T:IComparable
T MaxElement(array<T>^ x)
{
T max(x[0]);
for(int i = 1; i < x->Length; i++)
if(max->CompareTo(x[i]) < 0)
max = x[i];
return max;
}
void main()
{
array<double>^ data = {1.5, 3.5, 6.7, 4.2, 2.1};
double max= MaxElement(data);
Console::WriteLine(L"最大值是:{0}",max);
Console::ReadLine();
}

2.5
2.5.1

指针和引用
指针概述

指针是C++语言的优点之一，使用起来十分灵活，而且能提高某些程序的效率，但是如果
使用不当，则很容易造成系统错误，如许多程序“挂死”大部分原因往往都是由于错误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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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导致的。下面将用简单易懂、详细描述的讲解和大量的实例，使读者理解和掌握指针相关
的知识。
系统的内存就像是带有编号的小房间，如果想使用内存，就需要得到房间编号。例如，定
义一个整型变量i，如图2.37所示。整型变量需要4个字节，所以编译器为变量i分配了从1000到
1003的编号。
什么是地址？地址就是内存区中对每个字节的编号。例如，图2.37中的1000、1001、
1002、1003就是地址。为了进一步说明，来看图2.38。
㚻⫇⭹䐘

㚻㦾

1000

0

⢅㑠i

1004

1

⢅㑠j

1008

2

1012

3

1002

1016

4

1003

1020

5

i
0

1000
1001

图2.37

变量在内存中的存储

图2.38

变量的存放

图2.38中的1000、1004等就是内存单元的地址，而0、1就是内存单元的内容。换种说法，
就是基本整型变量i在内存中的地址从1000开始，因为
i
P
基本整型占4个字节，所以变量j在内存中的起始地址从
0
1000
1000
1004开始，变量i的内容是0。
那么指针又是什么呢？这里仅将指针看做内存中
1001
的一个地址，多数情况下，这个地址是内存中另一个
1002
变量的位置，如图2.39所示。
在图2.39中定义了一个变量，在进行编译时就会给
1003
这个变量在内存中分配一个地址，通过访问这个地址就
可以找到所需的变量，这个变量的地址便称为该变量的 图2.39 内存中另一个变量的位置（指针）
“指针”。例如，图2.39中的地址1000是变量i的指针。
在C++语言中，存取变量值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按变量地址存取变量值，这种方
法称为“直接访问”；另一种是将变量地址存放在另一个变量中，先找到存放“变
说明
量地址”的另一个变量，再通过另一个变量找到变量的地址，这种方法称为“间接
访问”。

2.5.2

定义指针类型

理解了变量地址的概念后，怎样在C++语言中表示变量的地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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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量与指针
变量的地址是变量和指针之间连接的纽带。如果一个变量包含了另一个变量的地址，那
么第1个变量可以说成是指向第2个变量。所谓“指向”，就是通过地址来体现的。在程序中用
“*”符号来表示“指向”。因为指针变量是指向一个变量的地址，所以
p
i
将一个变量的地址值赋予这个指针变量后，这个指针变量就“指向”了
*p
5
&i
该变量。例如，将变量i的地址存放到指针变量p中，p就指向i。其关系如
图2.40所示。
图2.40 地址与指针
在程序代码中是通过变量名来对内存单元进行存取操作，但是代码
经过编辑后已经将变量名转换为该变量在内存中的存放地址，对变量值的存取都是通过地址进
行的。例如，对图2.40中的变量i和变量j进行如下操作。
i+j;

根据变量名与地址的对应关系，找到变量i的地址1000，然后从1000开始读取4个字节数据
放到CPU寄存器中，再找到变量j的地址1004，从1004开始读取4个字节的数据放到CPU另一个
寄存器中，通过CPU计算出结果。
在低级语言的汇编语言中都是直接通过地址来访问内存单元，而在高级语言中则是使用变
量名访问内存单元，但作为高级语言的C++却提供了通过地址来访问内存单元的方法。
2. 使用指针变量
由于通过地址能访问指定的内存单元，可以说地址“指向”该内存单元。地址可以形象地
称为指针，意思是通过指针能找到内存单元。一个变量的地址称为该变量的指针。如果有一个
变量专门用来存放另一个变量的地址，它就是指针变量。在C++语言中有专门用来存放内存单
元地址的变量类型，就是指针类型。下面将针对如何定义一个指针变量、如何为一个指针变量
赋值及如何引用指针变量这3方面内容进行介绍。
（1）定义指针变量的一般格式
如果有一个变量专门用来存放另一变量的地址，则称之为“指针变量”。图2.40中的p就
是一个指针变量。如果一个变量包含指针（指针等同于一个变量的地址），则必须对它进行说
明。定义指针变量的一般格式如下：
类型说明 * 变量名

其中，“*”表示这是一个指针变量；“变量名”即为定义的指针变量名；“类型说明”
表示本指针变量所指向的变量的数据类型。
（2）指针变量的赋值
指针变量同普通变量一样，使用之前不仅要定义，而且必须赋予具体的值。未经赋值的指
针变量不能使用。给指针变量赋值与给其他变量赋值不同，给指针变量赋值只能赋予地址，而
不能赋予任何其他数据，否则将引起错误。C++语言中提供了地址运算符“&”来表示变量的
地址。其一般格式如下：
& 变量名;

例如，&a表示变量a的地址，&b表示变量b的地址。
给一个指针变量赋值，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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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指针变量的同时就赋值。例如：
int a;
int *p=&a;

先定义指针变量，之后再赋值。例如：
int a;
int *p;
p=&a;

（3）指针变量的引用
引用指针变量是对变量进行间接访问的一种方式。引用指针变量的格式如下：
*指针变量

其含义是引用指针变量所指向的值。
注意 注意这两种赋值语句之间的区别，如果在定义完指针变量后再赋值，注意不要加“*”。
【例2.44】
个数输出。

从键盘中输入两个数，分别代表苹果和香蕉的价格，利用指针的方法将这两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1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a, b;
int *ip1, *ip2;
cout<<"请输入苹果和香蕉的价格:\n";
cin>>a>>b;
ip1 = &a;
ip2 = &b;
cout<<"苹果的价格为:"<<*ip1<<"元/一斤\n";
cout<<"香蕉的价格为:"<<*ip2<<"元/一斤\n";
return 0;
}

/*声明两个指针变量*/
/*输入两个数*/
/*将地址赋给指针变量*/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41所示。

图2.41

利用指针输出数据

从例2.44中可以看到，程序中采用的赋值方法是上面讲的第二种，即先定义再赋值。
这里强调一点，即不允许把一个数赋予指针变量。例如：
int *p;
p=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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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写是错误的。
3. “&”和“*”运算符
在前面介绍指针变量的过程中用到了两个运算符，分别是“&”和“*”。运算符“&”
是一个返回操作数地址的单目运算符，称为取地址运算符。例如：
p=&i;

就是将变量i的内存地址赋予p，这个地址是该变量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储位置。
运算符“*”是单目运算符，称为指针运算符，其作用是返回指定地址内的变量值。例
如，前面提到过p中装有变量i的内存地址，则有：
q=*p;

就是将变量i的值赋予q，假如变量i的值是5，则q的值也是5。
注意

乘运算符（*）和指针运算符（*）是相同的，按位与运算符（&）和取地址运算符
（&）相同，这些符号虽然相同，但是优先级不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指针运算符和取地址运算符可以组合使用，即“&*”和“*&”。那么二者之间有什么区
别呢？下面通过简单的描述和举例来进行说明。
例如，有如下语句：
int a;
p=&a;

由于运算符“&”和“*”的优先级相同，均是按自右而左的方向结合，因此&*p先进行*
运算，*p相当于变量a，再进行&运算，&*p就相当于取变量a的地址；而*&a先进行&运算，&a
就是取变量a的地址，然后进行*运算，*&a就相当于取变量a所在地址的值，实际就是变量a。
4. 指针的算术运算
指针有加法和减法两种算术运算，即指针的自加和自减运算。这不同于普通变量的自加/
自减运算，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简单地加1/减1。下面通过两个示例来具体分析。
【例2.45】 整型变量地址输出。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2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i;
int *p;
cout<<"请输入一个数值:\n";
cin>>i;
p=&i;
cout<<"p的结果为: "<<p<<"\n";
p++;
cout<<"p+1后的结果为: "<<p<<"\n";
return 0;
}

/*将变量i的地址赋予指针变量*/
/*地址加1，这里的1并不代表一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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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42所示。
因为基本整型变量i在内存中占4个字节，指针p指向变量i的地址，这里的p++不是简单地
在地址上加1，而是指向下一个存放基本整型数据的地址。如图2.42所示的结果是因为变量i是
基本整型，所以p++后p的值增加4（4个字节）。
指针都按照它所指向的数据类型的直接长度进行增或减。例如，将例2.45用图来形象地表
示，如图2.43所示。
2000

p

2001
2002
2003
2004

p 1

2005
2006
2007
2008

p 2

2009
2010
2011

图2.42

整型变量地址输出

图2.43

指向整型变量的指针

说明 除了加减运算外，指针不能进行乘法、除法等其他运算。
【例2.46】

通过交换两个指针变量的值来改变指针的指向。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3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p1,*p2,a,b,*t;
cout<<"Input a,b:";
cin>>a>>b;
p1=&a;
p2=&b;
if(*p1 < *p2)
{
t=p1;
p1=p2;
p2=t;
}
cout<<*p1<<","<<*p2<<"\n";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44所示。
在本例中实际存放在内存中的数据并没有因为指针的变换而发生变化，也就是数据没有移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82

C++语法Ⅰ——结构化程序设计

第2章

动，只不过是交换了指针的指向。其示意图如图2.45所示。
p1

a*p1

p1

a*p2

&a

8

&b

8

p2

b*p2

p2

b*p1

&b

6

&a

6
˄b˅

˄a˅

图2.44

计算任意两个整数的乘积

图2.45

指针与变量的关系示意图

当指针交换指向后，p1由原来指向变量a改变为指向变量b，p2由原来指向变量b改变为指
向变量a。此时，*p1表示的是变量b，而*p2表示的却是变量a。

2.5.3

指针在数组中的应用

变量在内存中存放时是有地址的，数组在内存中存放时同样具有地址。对于数组来说，数
组名就是数组在内存中存储的首地址。指针变量用于存放变量的地址，自然也可以存放数组的
首地址或数组元素的地址，这样就在数组和指针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1. 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
当定义一个一维数组时，系统会在内存中为该数组分配一个存储空间，该数组的名称就是
其在内存中的首地址。若再定义一个指针变量，并将数组的首地址传给指针变量，则该指针就
指向了这个一维数组。例如：
int *p,a[10];
p=a;

这里a是数组名，也就是数组的首地址。将它赋予指针变量p，也就是将数组a的首地址赋
给p。也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int *p,a[10];
p=&a[0];

上面的语句是将数组a中的首个元素的地址赋予指针变量p。由于a［0］的地址就是数组的
首地址，所以两条赋值语句的效果完全相同。
注意

在将数组名赋予指针变量时不需要写“&”，但是在将数组首地址赋予指针变量时须
加上“&”。

【例2.47】

输出数组中的元素。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4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p,*q,a[5],b[5],i;
p=&a[0];
q=b;

/*声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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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t<<"请输入数组a中的元素:\n";
for(i=0;i<5;i++)
cin>>a[i];
cout<<"请输入数组b中的元素:\n";
for(i=0;i<5;i++)
cin>>b[i];
cout<<"数组a中的元素为:\n";
for(i=0;i<5;i++)
cout<<*(p+i)<<" ";
cout<<"\n";
cout<<"数组b中的元素为:\n";
for(i=0;i<5;i++)
cout<<*(q+i)<<" ";
cout<<"\n";

/*输入数组a的元素*/
/*输入数组b的元素*/

/*输出数组a中的元素*/

/*输出数组b中的元素*/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46所示。

图2.46

输出数组中的元素

本例中有两条语句：
p=&a[0];
q=b;

它们都是将数组首地址赋予指针变量。
2. 使用指针访问数组
对一维数组的引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下标法，另一种是指针法。下标法是采用a[i]的形
式引用数组中的元素，而指针法就是这里要重点介绍的。首先看下面这两条语句：
int *p,a[5];
p=&a;

针对上述语句，在此分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p+i与a+i表示数组元素a[i]的地址，即&a[i]。对整个a数组来说，共有10个元素，i的取值
为0～9，则数组元素的地址就可以表示为p+0～p+9或a+0～a+9，如图2.47所示。
如何来表示数组中的元素？这里用到了前面介绍的数组元素的地址，可以用*(p+i)和
*(a+i)来表示数组中的各元素。例如例2.47中的两条语句：
out<<*(p+i);
out<<*(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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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变量与数组元素的对应关系

分别表示输出数组a和数组b中对应的元素。
例2.47中使用指针指向一维数组，以及通过指针引用数组元素的过程可以通过图2.48和
图2.49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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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指针引用数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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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可以用a+i表示数组元素的地址，*(a+i)表示数组元素，那么就可以将例2.47的程
序代码改成如下形式。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p,*q,a[5],b[5],i;
p=&a[0];
q=b;
cout<<"请输入数组a中的元素:\n";
for(i=0;i<5;i++)
cin>>a[i];
cout<<"请输入数组b中的元素:\n";
for(i=0;i<5;i++)
cin>>b[i];
cout<<"数组a中的元素为:\n";
for(i=0;i<5;i++)
cout<<*p++<<" ";
cout<<"\n";
cout<<"数组b中的元素为:\n";
for(i=0;i<5;i++)
cout<<*q++<<" ";
cout<<"\n";
}

/*声明变量*/

/*输入数组a的元素*/
/*输入数组b的元素*/

/*输出数组a中的元素*/

/*输出数组b中的元素*/

程序运行结果与例2.47一样。
【例2.48】 在窗体上输入10个整型数，自动查找这些数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5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x_min(int a[], int n, int *max, int *min)
{
int *p;
*max = *min = *a;
/*初始化最大值/最小值指针变量*/
for (p = a + 1; p < a + n; p++)
if (*p > *max)
*max = *p;
/*最大值*/
else if (*p < *min)
*min = *p;
/*最小值*/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i, a[10];
int max, min;
cout<<"输入10个数\n ";
for (i = 0; i < 10; i++)
cin>>a[i];
/*输入数组元素*/
max_min(a, 10, &max, &min);
/*返回最大值和最小值*/
cout<<"最大值是: "<<max<<"\n";
/*输出最大值*/
cout<<"最小值是: "<<min<<"\n";
/*输出最小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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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50所示。
本例使用指向一维数组的指针，遍历一维数组中
的数据，从而实现查找数组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在本例中，自定义函数max_min()用于将求得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存放在变量max和min中。变量
max和min是在main()函数中定义的局部变量，将这两
个变量的地址作为函数参数传递给被调用函数max_
min()，函数执行后将数组中最大值和最小值存储在
图2.50 查找数组中的最值
max和min中并返回。这是数值的传递过程。
下面介绍如何实现查找数组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自定义函数max_min()中，定义了指
针变量p指向数组，其初值为a+1，也就是使p指向a［1］。循环执行p++，使p指向下一个元
素。每次循环都将*p和*max、*min进行比较，将大值存放在max所指地址中，将小值存放在
min所指地址中。

2.5.4

引用类型解析

引用是一个已存在对象的别名。一旦使用一个对象初始化引用对象之后，那么引用对象
就成了目标对象的代名词。对引用对象进行操作，实际上就等于对目标对象进行操作。Visual
C++ 2010中的引用分为左值引用和右值引用，下面分别介绍。
1. 左值引用
在C++中定义左值引用的格式为：
数据类型 &引用别名 = 目标对象;

例如，定义一个整型变量，然后定义一个引用对象，将其初始化为整型变量。
int nKinds = 100;
int& nRefKinds = nKinds;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
// 定义一个引用对象，将其初始化为nKinds

这样，引用对象nRefKinds就成了nKinds变量的别名，如果修改nRefKinds的值，将导致nKinds
的值也会改变。
在定义引用对象时不能将其初始化为一个字面常量或一个临时值。例如，下面的语句是错
误的。
int & nRefLen = 3;

// 错误的语句

但是可以将常量引用初始化为字面常量或临时值。例如，下面的语句是合法的。
const int & nRefLen = 3;
int const & nRefLen = 3;

// 合法的语句
// 等同于const int & nRefLen = 3;

这样，在程序中就不能修改引用对象nRefLen的值了，因为目标对象是一个常量。
由引用的性质可以推断，定义一个引用常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自引用对象被初始化之
后，用户再也没有办法重新为引用对象设置目标对象了，因此引用常量也就没有意义了，但是
定义引用常量是完全合法的。例如：
int nData = 100;

// 定义一个整型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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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onst nRefLen = nData;

【例2.49】

// 定义引用常量对象，在逻辑上等同于int & nRefLen = nData;

使用变量的别名实现变量的增减。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6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x = 1;
int &y = x;
cout<<x<<"\n";
cout<<y<<"\n";
x++;
cout<<x<<"\n";
cout<<y<<"\n";
y++;
cout<<x<<"\n";
cout<<y<<"\n";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51所示。
从本例中可以看出，变量x的值改变后，别名y的
值也相应地改变了；同样，别名y的值改变后，变量x
的值也改变了。与C语言相比，C++语言增加了引用，
主要是用它作为函数的参数，使无返回值的函数具有
传递数据的功能。
前面讲过参数的传递方式有两种，即值传递和引
用传递。其中，采用值传递时，形参值的改变不会影
图2.51 使用变量的别名实现变量的增减
响实参；而采用引用传递时，形参值的改变会影响实
参。现在了解了引用类型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采用引用传递可以实现用形参改变实参了。下
面再看一个例子。
【例2.50】 把引用作为函数参数进行传递。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7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change(int &a,int &b);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x=1,y=2;
cout<<"x="<<x<<"\n";
cout<<"y="<<y<<"\n";
change(x,y);
cout<<"x="<<x<<"\n";
cout<<"y="<<y<<"\n";
}
void change(int &a,int &b)
{
a =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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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b*1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52所示。
2. 右值引用
使用左值引用定义函数形参时，不能使用表达式、
函数返回值等右值作为实参传递给函数。相对的，C++允
许我们使用右值引用定义函数形参，从而实现向函数传递
右值实参的目的。
【例2.51】

图2.52

把引用作为函数参数进行传递

创建一个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右值引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8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change(int &&a,int &&b);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x=1,y=2;
cout<<"x="<<x<<"\n";
cout<<"y="<<y<<"\n";
change(x+y,x-y);
cout<<"x="<<x+y<<"\n";
cout<<"y="<<x-y<<"\n";
}
void change(int &&a,int &&b)
{
a = a*10;
b = b*10;
}

右值引用的实质是引用了临时分配单元，而左值引用则引用了已分配内存单元。例如：
int a=3,b=5,c,d;
c=a+b;
d=5;

这里a，b，c，d都是已分配内存单元，都可以用左值引用；而a+b，5都是临时分配单元，
对它们可以用右值引用。定义左值引用x：
int x;

x可以引用a，b，c，d，或者说，可以初始化为a，b，c，d，但不能初始化为a+b，5及其他表
达式或常量；而如果定义右值引用，就可以了。例如：
int

&&y=a+b;

当计算a+b时，临时单元给了y。如果将a+b作为参数传递给子程序，那么在子程序一旦
对这个单元改变，主程序就可以用y来引用它。因此，主程序可以使用表达式参数的改
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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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动态内存分配

以上所讲的指针变量值的来源，都是从一个已定义的变量到地址，此外，在程序中还可以
动态分配内存，将其地址用指针变量来表示。用户可以使用new运算符在堆中开辟一个空间，
使变量存储在指针变量中，用delete删除动态分配的内存。
例如：
int *pData = new int;
*pData = 100;
...
delete pData;

// 定义一个整型指针，使用new运算符在堆中开辟空间
// 为指针在堆中的数据赋值
// 使用pData进行其他操作
// 释放pData在堆中占用的空间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new运算符在堆中开辟了一个空间，在数据使用完后，一定要释放在堆
中开辟的空间，否则会出现内存泄露。运算符delete用于释放new运算符在堆中开辟的空间。例
如，上面代码中的“delete pData;”语句就是用于释放pData在堆中占用的空间。
对于简单的数据类型，使用new运算符在堆中分配空间时，可以对其进行初始化。例如：
int *pData = new int(100);

// pData所指向的数据为100

使用new运算符不仅可以为简单的对象分配空间，还可以为数组对象在堆中开辟空间。例
如，下面的语句将为数组开辟空间。
int *pData
pData[0] =
pData[1] =
pData[2] =

= new int[3];
2;
5;
6;

// 在堆中为数组分配空间
// 访问数组中的第1个元素
// 访问数组中的第2个元素
// 访问数组中的第3个元素

使用new运算符为数组分配空间时，不能为数组进行初始化，除非变量是一个类对象，并
且对象的类型（类）提供了默认的构造函数。此外，在释放使用new运算符为数组分配的空间
时，需要使用delete[]来释放。例如：
delete [] pData;

// 释放在堆中分配的数组空间

在上面的代码中，如果使用“delete pData;”来释放pData指针指向的数组空间，也是可以
的，不会出现内存泄露。但是，在编写代码时，并不提倡这么做。因为对于简单的基本数据
类型（上述代码为int类型），没有提供析构函数，使用“delete pData;”语句释放数组时不会
出现内存泄露，但是对于类对象数组来说，这样做通常是不行的。如果类中包含在堆中分配
的数据成员，必须使用“delete[]”的形式来释放new运算符分配的数组空间，否则将导致内
存泄露。
在程序中使用new运算符在堆中分配空间时，注意不要轻易修改指针指向的地址。因为当
前指针指向了堆空间的地址，如果再将其指向其他地址，将导致无法释放堆空间。例如：
int *pData = new int[3];
int nLen = 10;
pData = &nLen;

// 分配一个数组空间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
// 为指针pData赋值

在上述代码中，指针pData最初指向内存中的一个地址空间，然后将其指向了整型变量
nLen，这样将导致new运算符在堆中开辟的空间无法被释放，最终会导致内存泄露。这是不允
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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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I中的指针

CLR的内存分配使用的是CLR本地C++的内存堆，这个内存堆由CLR自身管理。当不再需
要在CLR上分配的内存时，CLR会自动将其删除，因此不必在为CLR编写的程序中使用delete
操作符。CLR还可以压缩内存堆，以避免产生碎片。这样，CLR就消除了出现内存泄漏和内存
碎片的可能性。因为垃圾回收过程可能需要压缩堆的内存区域，以消除零碎的未用内存块，所
以存储在堆内的数据项的地址有可能改变。因此，我们不能在可回收垃圾的堆中使用本地C++
指针。本地C++中的指针在CLR中以两种形式出现，即不可进行算术运算的句柄和可以进行算
术运算的内部指针。本地C++中的指针在CLR中用跟踪引用来实现。
1. 跟踪句柄
跟踪句柄类似于本地C++指针，但它不能进行算术运算，即不可以用它指向数组首地址，
再通过加法运算引用数组其他单元。它只能引用孤立的单元。
声明跟踪句柄的语法格式如下：
类型 ^变量名；

为跟踪句柄分配内存的语法是：
变量名=gcnew 类型名；

引用跟踪句柄指向单元的方法和本地C++指针相同，用*。
int ^p;
p=gcnew int;
*p=10;
Console::WriteLine(*p);

在CLR中，如果*p出现在赋值号左边，则可以省掉“*”，直接写成“p=10;”。
再看一个字符串的例子：
String ^str;

如果希望跟踪句柄不指向任何单元，可以将其初始化为nullptr。
Str=nullptr;

2. 跟踪引用
声明跟踪引用的语法格式如下：
类型 %变量名；

例如，声明并使用跟踪引用。
int a=5;
int %x=a;
x=x*10;
Console::WriteLine(x);
// 结果为50

3. 内部指针
内部指针提供了对指针的算术运算功能，即可通过内部指针指向数组首地址，进而引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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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的每个单元。
定义内部指针的语法格式如下：
interior_ptr<类型>变量名;

【例2.52】

创建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CLR内部指针的用法。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49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
// 通过指针访问数组元素
array<double>^ data = {1.5, 3.5, 6.7, 4.2, 2.1};
interior_ptr<double> pstart(&data[0]);
interior_ptr<double> pend(&data[data->Length - 1]);
double sum(0.0);
while(pstart <= pend)
sum += *pstart++;
Console::WriteLine(L"Total of data array elements = {0}\n", sum);
// 通过指针显示字符串数组
array<String^>^ strings = { L"Land ahoy!",
L"Splice the mainbrace!",
L"Shiver me timbers!",
L"Never throw into the wind!"
};
for(interior_ptr<String^> pstrings = &strings[0] ;
pstrings-&strings[0] < strings->Length ; ++pstrings)
Console::WriteLine(*pstrings);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

2.6

结构体和共用体

作为一种构造类型，结构体是由若干“成员”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可以是一种基本
数据类型，或者是一种构造类型。既然结构体是一种新的类型，那么就需要先对其进行构造，
即声明结构体。声明结构体的过程就好比生产商品的过程，只有把商品生产出来才可以使用该
商品。
假如在程序中要使用“商品”这样一种类型，那么商品具有哪些特点呢？商品有形状、颜
色、功能、价格、产地和产品标号之分，其特点如图2.53所示。
㩭㠘

㘜⧧

㾯䓕

䁶㩌

图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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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特点

通过图2.53可以看到，“商品”这种类型并不能使用之前学习过的任何一种类型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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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要自己定义一种新的类型，我们将这种自己指定的结构称为结构体。
声明结构体时，使用的关键字是struct。声明结构体的一般格式如下：
struct 结构体名
{
成员列表
};

关键字struct表示声明结构体，其后的“结构体名”表示该结构体的类型名，大括号中的
变量构成结构体的成员，也就是一般格式中的成员列表。
注意 在声明结构体时，要注意大括号最后有一个分号“；”，在编写时千万不要忘记。
例如，声明一个结构体：
struct Product
{
char cName[10];
char cShape[20];
char cColor[10];
char cFunc[20];
int iPrice;
char cArea[20];
};

/*产品名称*/
/*形状*/
/*颜色*/
/*功能*/
/*价格*/
/*产地*/

上面的代码使用关键字struct声明了一个名为Product的结构体类型，在结构体中定义的变
量是Product结构体的成员，这些变量用来表示产品名称、形状、颜色、功能、价格和产地，
根据结构体成员不同的作用选择与此相对应的类型。

2.6.1

结构体变量的定义

前文介绍了如何使用struct关键字构造一种新的类型来满足程序的设计要求，而使用构造
出来的类型才是构造新类型的目的。
声明一个结构体相当于创建一种新的类型名，要使用新的类型名就要进行变量的定义。定
义的方式有3种。
（1）先声明结构体类型，再定义变量
前文中声明的Product结构体就是先声明结构体类型，然后定义结构体变量。例如：
struct Product product1;
struct Product product2;

（2）在声明结构体类型时，同时定义变量
这种定义变量的一般格式为：
struct 结构体名
{
成员列表;
}变量名列表;

（3）直接定义结构体类型变量
其一般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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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
成员列表
}变量名列表;

2.6.2

结构体变量的使用

对结构体变量进行赋值、存取或运算，实质上是对结构体成员的操作。引用结构体变量成
员的一般格式是：
结构体变量名.成员名

在引用结构体变量成员时，可以在结构体变量名的后面加上成员运算符“.”和成员的名
称。例如：
product1.cName="Icebox";
product2.iPrice=2000;

【例2.53】 先声明结构体类型，然后定义结构体变量，再对变量中的成员进行赋值，最
后输出结构体变量中保存的信息。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50
#include<stdio.h>
struct Product
{
char cName[10];
char cShape[20];
char cColor[10];
int iPrice;
char cArea[20];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struct Product product1;
printf("请输入产品的名称:\n");
scanf("%s",&product1.cName);
printf("请输入产品的形状:\n");
scanf("%s",&product1.cShape);
printf("请输入产品的颜色:\n");
scanf("%s",&product1.cColor);
printf("请输入产品的价格:\n");
scanf("%d",&product1.iPrice);
printf("请输入产品的产地\n");
scanf("%s",&product1.cArea);
printf("名称为: %s\n",product1.cName);
printf("形状为: %s\n",product1.cShape);
printf("颜色为: %s\n",product1.cColor);
printf("价格为: %d\n",product1.iPrice);
printf("产地为: %s\n",product1.cArea);
return 0;
}

/*声明结构体*/
/*产品的名称*/
/*形状*/
/*颜色*/
/*价格*/
/*产地*/

/*定义结构体变量*/
/*信息提示*/
/*输出结构体成员*/
/*信息提示*/
/*输出结构体成员*/
/*信息提示*/
/*输出结构体成员*/
/*信息提示*/
/*输出结构体成员*/
/*信息提示*/
/*输出结构体成员*/
/*将成员变量输出*/

1）在源文件中，先声明结构体变量类型，用来表示商品这种特殊的类型，在结构体中定
义了有关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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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主函数main中，使用struct Product定义结构体变量product1。根据输出的信息提
示，输入相应的结构体成员数据。输入结构体时，
成员在scanf函数中引用了结构体成员变量的地址
&product1.cArea。
3）当所有的数据都输入完毕后，引用结构体
变量product1中的成员，使用printf函数将其输出
显示。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54所示。

2.6.3

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

既然指针可以指向结构体变量，就可以使用指
针来访问结构体中的成员。定义结构体指针的一般
格式为：

图2.54

引用结构体变量

结构体类型 *指针名;

例如，定义一个指向struct Student结构体类型，名为pStruct的指针变量：
struct Student *pStruct;

使用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访问成员的方法有两种。
（1）使用点运算符引用结构体成员
(*pStruct).成员名

结构体变量可以使用点运算符对其中的成员进行引用，*pStruct表示指向的结构体变量，
所以使用点运算符可以引用结构体中的成员变量。
注意

*pStruct一定要使用括号，因为点运算符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如果不使用括号，就会使
得先执行点运算，然后执行*运算。

例如，pStruct指针指向了student1结构体变量，引用其中的成员：
(*pStruct).iNumber=12061212;

（2）使用指向运算符引用结构体成员
pStruct ->成员名;

这种方法使用的是指向运算符。例如，使用指向运算符引用一个变量的成员：
pStruct->iNumber=12061212;

假如student为结构体变量，pStruct为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可以看出以下3种形式的效
果是等价的。
student.成员名。
(*pStruct).成员名。
pStruct->成员名。
在使用->引用成员时，要注意分析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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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uct->iGrade：表示指向的结构体变量中成员iGrade的值。
pStruct->iGrade++：表示指向的结构体变量中成员iGrade的值，使用后该值加1。
++pStruct->iGrade：表示指向的结构体变量中成员iGrade的值加1，计算后再进行
使用。
【例2.54】 定义结构体变量，但不为其进行初始化操作，而是使用指向结构体的指针为
其成员进行赋值操作。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51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struct Student
{
char cName[20];
int iNumber;
char cSex[20];
int iGrade;
}student;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struct Student* pStruct;
pStruct=&student;
strcpy(pStruct->cName,"苏玉群");
pStruct->iNumber=12061212;
strcpy(pStruct->cSex,"女");
pStruct->iGrade=2;
printf("********学生资料********\n");
printf("姓名: %s\n",student.cName);
printf("学号: %d\n",student.iNumber);
printf("性别: %s\n",student.cSex);
printf("年级: %d\n",student.iGrade);
return 0;
}

/*学生结构体*/
/*姓名*/
/*学号*/
/*性别*/
/*年级*/
/*定义变量*/
/*定义结构体类型指针*/
/*指针指向结构体变量*/
/*将字符串常量复制到成员变量中*/
/*为成员变量赋值*/
/*将字符串常量复制到成员变量中*/
/*消息提示*/
/*使用变量直接输出*/

1）在程序中，使用了strcpy函数将一个字符串常量复制到成员变量中。要使用该函数，应
该在程序中包含头文件string.h。
2）在为成员赋值时，使用的是指向运算符引用
的成员变量。在程序的最后，使用结构体变量和点
运算符直接将成员的数据输出。输出的结果表明使
用指向运算符为成员变量赋值成功。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55所示。

2.6.4

图2.55

C++/CLI中的结构体

使用指向运算符引用结构体对象成员

CLI中的结构体分为值结构体（value struct）和引用结构体(ref struct)。在定义结构体时，
必须说明是哪一种类型。
定义结构体的一般方法为：
value struct 类型名
{
成员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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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 struct 类型名
{
成员声明;
};

声明结构体变量的一般方法为：
value struct 类型名 变量名;
ref struct 类型名 ^句柄;

【例2.55】

创建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CLR中结构体的应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52
value struct vp
{
int a;
int b;
};
ref struct rp
{
int a;
int b;
};
void main()
{
vp v1;
rp ^r1=gcnew rp;
v1.a=10;
r1->a=20;
Console::WriteLine(v1.a+"\n"+r1->a);
Console::ReadLine();
}

2.6.5

共用体

共用体与结构体类似，但是关键字由struct变成了union。共用体和结构体的区别在于：结构体
是定义一种由多个数据成员组成的特殊类型，而共用体是定义一块为所有数据成员共享的内存。
1. 共用体的概念
共用体也称为联合，是把几种不同类型的变量存放到同一段内存单元中。共用体在同一时
刻只能有一个值，它属于某一个数据成员。由于所有成员存放在同一块内存中，因此共用体的
大小等于最大成员的大小。
定义共用体类型变量的一般格式如下：
union 共用体名
{
成员列表
}变量列表;

例如，定义一个共用体，其中的数据成员有整型、字符型和浮点型。
union DataUn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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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iInt;
char cChar;
ﬂoat fFloat;
}variable;

/*定义共用体变量*/

其中，variable为定义的共用体变量，而union DataUnion为共用体类型。另外，也可以像
结构体一样将类型的声明和变量定义分开。
union DataUnion variable;

通过定义变量的方式可以看到，共用体定义变量的方式与结构体定义变量的方式类似。
要注意的是，结构体变量的大小为所有数据成员大小的总和，其中每个成员分别占有自己的内
存单元；而共用体变量的大小为数据成员中最大内存的长度。例如，上面定义的共用体变量
variable的大小就与ﬂoat类型大小相等。
2. 如何引用共用体变量
共用体变量定义完成后，就可以引用其中的成员数据了。引用共用体变量的一般格式
如下：
共用体变量.成员名;

例如，引用前面定义的variable变量中的数据成员：
variable.iInt;
variable.cChar;
variable.fFloat;

注意 不能直接引用共用体变量，如“printf("%d"，variable);”是错误的。
【例2.56】

定义共用体变量，通过定义的显示函数，引用共用体中的数据成员。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53
#include<stdio.h>
union DataUnion
{
int iInt;
char cChar;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union DataUnion Union;
Union.iInt=97;
printf("iInt: %d\n",Union.iInt);
printf("cChar: %c\n",Union.cChar);
Union.cChar='A';
printf("iInt: %d\n",Union.iInt);
printf("cChar: %c\n",Union.cChar);
return 0;
}

/*声明共用体类型*/
/*成员变量*/

/*定义共用体变量*/
/*为共用体变量中的成员赋值*/
/*输出成员变量数据*/
/*改变成员的数据*/
/*输出成员变量数据*/

在程序中改变共用体的一个成员，其他的成员也会随之改变。当给某个特定的成员进行
赋值时，其他成员的值也会具有一致的含义，这是因为它们的每一个二进制位的值都被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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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覆盖。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56所示。
3. 共用体类型的数据特点
在使用共用体类型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同一个内存段可以用来存放几种不同类型
的成员，但每次只能存放其中一种类型，
图2.56 引用共用体变量
而不是同时存放所有的类型。也就是说，
在共用体中，只有一个成员起作用，其他的成员不起作用。
共用体变量中起作用的成员是最后一次存放的成员，在存入一个新的成员后，原有的
成员就失去作用。
共用体变量的地址与其他各成员的地址都是同一地址。
不能对共用体变量名赋值，也不能引用变量名来得到一个值。

2.7

上机实践

2.7.1

复制小写字母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sj1
题目描述

编写一个本地C++函数，把一个字符串中的小写字母复制到另一个字符串中。
技术指导
结果字符串要在函数执行结束后返回给调用函数，而C语言中字符串的返回值并不是真正
的字符串中的所有字符，而是字符串首地址，给子程序中分配的变量内存在子程序结束后将被
系统回收，因此这个结果字符串一定不要在子程序中分配内存，而应在主程序中分配内存。

2.7.2

CLR结构体应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2章\sj2
题目描述

编写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用结构体数组表示多个学生的姓名、年龄、考试成绩（考
试成绩有3科），输入每科成绩，计算每个人的平均成绩。
技术指导
CLR结构体分为值型和引用型，本上机实践中的结构体定义成两者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

2.8

小结

本章主要讲解了C++语言中面向过程的部分。其中的程序控制结构、数组、函数是构成程
序的基本要素，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指针和引用，是C语言的灵魂。本书与其他C++书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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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C++/CLI语法。虽然C++/CLI对本地C++的扩充在本章中并没有介绍很多内容，但在后
面编写CLI窗口程序时，这部分语法非常重要。

2.9

习题

1. 下面程序的运行结果是（

）。

int func(int a = 0)
{
return a;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out << func();
return 0;
}

2. 下面程序的运行结果是（

）。

int add(int a,int b)
{
return 0;
return a+b;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out << add(2,3);
return 0;
}

3. 对于“Int array[10]”，请问第一个元素的下标是多少？（
）
A. 0
B. 1
C. 2
D. 3
4. 对于“Int array[][3]={{1，2，3}，{4，5，6}，{7，8，9}}”，请问数组array有几行?（
A. 2
B. 3
C. 4
D.不确定
5. 运行下面的程序，输入的数在以下哪个范围内才会有输出结果？（
）
void main()
{
int x;
scanf("%d",&x);
if(x<=3);
else if(x!=10)
printf("%d\n",x);
}

A. 小于等于3的整数
B. 大于等于3的整数
C. 大于3且不等于10的整数
D. 大于3且等于10的整数
6. 编写一个函数，利用指针作为参数，实现两个数的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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