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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语言的缺点：其一，系统维护成本高。针对用户新提出的一个需求，设计人员有时
需要对系统进行大规模修改，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系统维护成本急剧增加。其二，
软件重复性差。在设计一个新的系统时，除了简单地复制代码外，不能充分利用原有系统，导
致软件重复性差。其三，适应性差。采用结构化程序设计，如果用户需求发生变化，系统改动
较大，架构不灵活。
面向对象思想是人类最自然的一种思考方式，它将所有预处理的问题抽象为对象，同时了
解这些对象具有哪些相应的属性以及展示这些对象的行为，以解决这些对象面临的一些实际问
题，这样就在程序开发中引入了面向对象设计的概念，面向对象设计实质上就是对现实世界的
对象进行建模操作。
通过学习本章，读者可以达到以下学习目的：
了解对象和类的概念。
掌握面向对象的主要特征。
掌握类的定义和实例化。
掌握类成员的访问权限。
掌握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掌握类的继承。
掌握特殊的类成员。

3.1

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

3.1.1

对象和类

现实世界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事物就是对象。对象是事物存在的实体，比如人、书桌、电
脑、高楼大厦等。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于是就会思考这些对象都是
由何种部分组成的。通常都会将对象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动态部分与静态部分。顾名思义，静
态部分就是不能动的部分，这个部分被称为“属性”。任何对象都会具备一定的属性，例如一
个人，通常包括高矮、胖瘦、性别、年龄等属性。然而具有这些属性的人会执行哪些动作也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部分，如这个人可以哭泣、微笑、说话、行走，这些是这个人具备的行为（动
态部分）。人类通过探讨对象的属性和观察对象的行为来了解对象。
在计算机的世界中，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思想要以对象来思考问题。首先要将现实世界
中的实体抽象为对象，然后考虑这个对象具备的属性和行为。例如，现在面临一只大雁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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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飞往南方这样一个实际问题，试着以面向对象的思想来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步骤如下。
1）首先可以从这一问题中抽象出对象，这里抽象出的对象为大雁。
2）然后识别这个对象的属性。对象具备的属性都是静态属性，例如大雁有一对翅膀、黑
色的羽毛等。这些属性如图3.1所示。
3）接着是识别这个对象的动态行为，即这只大雁可以执行的动作，如飞行、觅食等。这
些行为都是因为这个对象基于其属性而具有的动作，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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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对象具有的属性和行为

4）识别出这些对象的属性和行为后，这个对象就被定义完成，然后可以根据这只大雁
具有的特性制定这只大雁从北方飞向南方的具体方案以解决问题。究其本质，所有的鸟类都
具有以上的属性和行为，可以将这些属性和行为封装起来以描述鸟类。由此可见，类实质
上就是封装对象属性和行为的载体，而对象则是类抽象出来的一个实例，二者之间的关系如
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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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所谓的一个事物描述成一类事物，比如一只鸟不能称为鸟类；如果需要对同一类事
物进行统称，就不得不说明类这个概念。
类就是同一类事物的统称。如果将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事物抽象成对象，类就是这类对象的统
称，比如鸟类、家禽类、人类等。类是构造对象时所依赖的规范。例如，一只鸟具有一对翅膀，而
它可以通过这对翅膀飞行，而基本上所有的鸟都具有翅膀这个特性和飞行的技能，这样的具有相同
特性和行为的一类事物就称为类，类的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图3.3中已经描述过类与对象之间
的关系，对象就是符合某个类定义所产生出来的实例。更为恰当的描述是：类是世间事物的抽象
称呼，而对象则是这个事物相对应的实体。如果面临实际问题，通常需要实例化类对象来解决。例
如，解决大雁南飞的问题，只能拿这只大雁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能拿大雁类或是鸟类来解决。
类是封装对象的属性和行为的载体；反过来说，具有相同属性和行为的一类实体被称为
类。例如一个鸟类，鸟类封装了所有鸟的共同属性和应具有的行为，其结构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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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鸟类结构

定义完鸟类之后，可以根据这个类抽象出一个实体对象，然后通过实体对象来解决相关一
些实际问题。
在C++语言中，类中对象的行为是以方法的形式定义的，对象的属性是以成员变量的形式
定义的，而类包括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3.1.2

面向对象的主要特征

面向对象有继承、封装和多态3个主要特征。继承是指可以从一个类派生一个子类，子类
通过继承具有了父类的特征和行为，并且可以在其中添加自己的特征和行为。封装是指将事物
的特征和行为抽象为一个类。它实际上是对事物的抽象过程，即依据实际应用，按照主观意识
将事物的特征和行为描述为类。多态是指对于相同的调用或操作，作用于不同的对象，而导致
其行为也不同。这大大增强了软件的灵活性和重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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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装性
面向对象编程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将对象的属性和方法封装起来，用户只要知道并使用对
象提供的属性和方法等接口即可，而无须了解对象的具体实现。例如，一部手机就是一个封装
的对象，当拨打电话时，只需要使用它提供的键盘输入电话号码，并按下发送键即可，而不需
要知道手机内部是如何工作的。
采用封装的原则可以使对象以外的部分不能随意存取对象内部的数据，从而有效地避免
了外部错误对内部数据的影响，实现错误局部化，大大降低了查找错误和解决错误的难度。此
外，采用封装的原则，也可以提高程序的可维护性，因为当一个对象的内部结构或实现方法改
变时，只要对象的接口没有改变，就不用改变其他部分的处理。
2. 继承性

㬷〛㏁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允许通过继承原有类的某些特性或全
部特性而产生新的类。这时，原有的类称为父类（或超类），产
生的新类称为子类（或派生类）。子类不仅可以直接继承父类的
共性，而且还允许它创建其特有的个性。例如，已经存在一个手
机类，该类中包括两个方法，分别是接听电话的方法receive()和拨
打电话的方法send()，这两个方法对于任何手机都适用。现在要定
义一个时尚手机类，该类中除了要包括普通手机类的receive()和
send()方法外，还需要包括拍照方法photograph()、视频摄录的方法
kinescope()和播放MP4的方法playmp4()。这时就可以先继承手机
类，然后再添加新的方法完成时尚手机类的创建。由此可见，继
承性简化了对新类的设计。使用UML类图描述的手机类与时尚手
机类如图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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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3. 多态性

使用UML类图
描述的手机类

多态是面向对象编程的又一重要特征。它是指在基类中定义
与时尚手机类
的属性和方法被子类继承之后，可以具有不同的数据类型或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这使得同一个
属性或方法在基类及其各个子类中具有不同的语义。例如，定义一个动物类Animal，该类中存在
一个指定动物行为的通用方法cry()及调用该方法的doCry（Animal a）。其中，在doCry（Animal
a）方法中，只有一句代码“a.cry();”。再定义两个动物类的子类，即狗类Dog和猫类Cat。这
两个类都具有cry()方法，并且都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各类间的关系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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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动物园类中执行doCry（animal）方法时，如果参数为Animal类型，则会输出
“动物发出叫声！”；如果参数为Dog类型，则会输出“狗发出"汪汪……"声！”；如果参数
为Cat类型，则会输出字符串“猫发出"喵喵……"声！”。由此可见，在doCry（Animal a）方
法中，根本不用判断应该去执行哪个类的cry()方法，因为C++编译器会自动根据所传递的参数
进行判断，这就是动态绑定，即根据运行时对象的类型不同而执行不同的操作。
多态性丰富了对象的内容，扩大了对象的适应性，改变了对象单一继承的关系。

3.2

类的定义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将相同的事物进行对比和管理，会将这些事物进行整理和分类。每种
类型都有自己特别的属性和行为。C++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在程序设计中可以用
类来描述程序的编写。
现在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类，接下来看看如何声明一个类来描述一种事物。
class Pen
{
public:
void write();
private:
int size;
};

上面就是声明一个类的方式。一个类里面包括的成员有成员变量和成员函数。成员变量可
以想象成该类型事物所具有的属性，而成员函数可以想象成该类型事物所具有的行为。
在上述程序中，size变量就是类的成员变量，write就是类的成员函数。size是类的属性，
write是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笔这个类所具有的属性是它的粗细，所具有的行为是书写。
下面以描述“用户”为例，介绍类的声明。为了简化类的声明，我们认为“用户”具有名
称和密码两个属性，并且具有实现登录功能。
声明一个CUser类，程序代码如下。
class CUser
// 声明一个类
{
public:
char m_Username[128];
// 定义数据成员
char m_Password[128];
// 定义数据成员
bool Login()
// 定义方法
{
if (strcmp(m_Username,"MR")==0 && strcmp(m_Password,"KJ")==0)
{
cout << "登录成功!" << endl;
return true;
}
else
{
cout << "登录失败!" << endl;
return fal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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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代码中声明了一个CUser类，该类包含了两个数据成员m_Username和m_Password，
还提供了一个Login方法用于实现用户登录操作。在C++中声明类时，类名通常以大写字母C开
头，成员变量 以“m_”为前缀。这是本地C++中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但在C++CLI中不推荐
这种写法。在声明类的方法时，方法的定义可以直接放置在类体内，如上例声明的CUser类；
也可以将方法的定义放置在类体之外，在声明类时只提供方法的原型。例如：
class CUser
// 声明一个类
{
public:
char m_Username[128] ;
// 定义数据成员
char m_Password[128];
// 定义数据成员
bool Login();
// 定义方法原型
};
bool CUser::Login()
// 实现CUser类中的Login()方法
{
if (strcmp(m_Username,"MR")==0 && strcmp(m_Password,"KJ")==0)
{
cout << "登录成功!" << endl;
return true;
}
else
{
ccout << "登录失败!" << endl;
return false;
}
}

当方法的定义被放置在类体之外时，方法的实现部分首先是方法的返回值，然后是方法名
称和参数列表，最后是方法体。这里注意方法名称前需要使用类名和域限定符::来标记方法属
于哪一个类。

3.3

对象的使用

类就是用抽象的方式来描述事物，而对象就是类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这一节将介绍关于对
象的内容。

3.3.1

对象的声明与实例化

在声明一个类之后，并不能直接使用，而需要声明一个类的对象，通常也称为类的实例
化。声明一个类对象与定义普通的变量格式相同，首先是对象的类型，然后是对象名称。例
如，下面定义一个CPen类。
// 笔类
class CPen
{
int m_Color;
int m_Wide;
};

// 颜色
// 宽度

下面是对变量和CPen类的声明。
int number;
CPen pen;

宝剑锋从磨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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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代码定义了一个整型变量number和一个Pen类的对象pen。
此外，也可以通过类的指针声明一个类的对象，但这时对于这个对象的实例化就需要通过
new关键字来实现了。例如：
Pen *pen = new Pen();

3.3.2

// 声明类的指针并实例化

类与对象的关系

类和对象是息息相关的，没有类就不会有对象。这就相当于在制造一台汽车时，必须先制
造出汽车的模型，然后通过这个模型再制造具体的汽车。而模型与汽车的区别就在于，模型可
以有固定的颜色和样式，而制造出来的汽车可根据不同的需要具有不同的颜色和样式。
类在程序运行时会被加载到指定的内存空间中，
㏁
Ⳟⳉ⢎

而类的对象在实例化后只是将类中定义的成员变量作
为对象存储在单独的内存空间中，对于类中的方法并
不在对象所在的空间中开辟新的空间，当对象调用其
类中定义的某个方法时其实是到类的存储空间中调用
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类就不会存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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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图3.7来具体了解一下类与对象的关系。

3.3.3

图3.7

类成员的访问

类与对象的关系

当定义了一个类的对象之后，就可以对这个类的成员进行访问、调用。一般使用点运算符
“.”来访问该对象的成员函数和成员变量。例如给成员变量赋值，应该写成：
pen.size = 10;

同样的，对对象的成员函数进行调用，应该写成：
pen.write();

关于访问类成员的方法，除了使用点运算符，还可以使用指向成员的运算符“->”来对成
员函数和成员变量进行访问。例如定义一个类A，然后为A类的指针p分配空间：
Pen *p = new Pen;

使用指向成员的运算符“->”为成员变量赋值：
p->size=20;

同样，使用“->”也可调用成员函数：
p->write();

以上的p->size也可以写成（*p）.size；同样，p->write也可以写成（*p）.write()。

3.3.4

类成员的保护

类成员指类中的数据成员和方法（也被称为成员函数）。在定义类时，类成员是具有访
问限制的。C++语言提供了3个访问限定符用于标识类成员的访问，分别为public、protected和
private。public成员也被称为公有成员，可以在程序的任何地方访问。protected成员又被称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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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成员，该成员只能在该类和该类的派生类（子类）中访问，除此之外，程序的其他地方都
不能访问。private成员也被称为私有成员，该成员只能在该类中访问，派生类以及程序的其他
地方均不能访问。如果在定义类时，没有指定访问限定符，默认为private。
为了加深理解，下面用一个示例来更进一步地说明private、public和protected的区别。例如，
每一家商店都会有“公共区域”与“私人区域”之分，商品展示区域是允许任何人都进来观看
的，而库存区域则只允许商店内部的人进出，而店主的休息室则是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不
受人打扰的私人天地。在这里，private就相当于商店的库存区域，public就相当于商品展示区
域，而protected就相当于店主的休息室，外人是不允许进入的，但是店主的孩子允许进入。
为了将公有成员和私有成员的区别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下面用代码来说明一下。
class Pen
{
private:
int size;
public:
void write();
};

在这个类中size成员变量是私有的，write成员函数是公有的，所以：
Pen pen;
pen.size =10;
pen.write();

// 错误！因为是私有变量，所以只能被自身的函数访问
// 正确，因为是公有成员函数，所以可以在外界调用

很多C++初学者可能会在这里感到有些困扰，“size是Pen的成员啊，pen对象为什么不能调用
自己的成员呢？”其实这是因为从Pen方法外部调用pen对象的私有成员变量，所以会出现错误。
【例3.1】 带有公有成员变量的类的声明。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
#include "stdafx.h"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en
// 声明一个类 Pen
{public:
// 表示下面声明的变量都是公有的
int size;
// 声明一个公有的成员变量size
void write();
// 声明一个公有的成员函数write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Pen pen ;
// 定义一个对象pen
pen.size=10;
// 为对象pen的size赋值
cout<<"the pen's size is "<<pen.size<<endl;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8所示。
在此，有必要认识一下C++中的类和结构体的
区别。在谈到结构体时，我们只讲了结构体中可以
定义成员变量。其实，结构体也可以定义成员函
图3.8 带有公共成员变量的类的声明
数。要是这样的话，结构体和类就没什么区别了。
的确是这样，在C++中结构体和类基本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是其默认访问级别不同，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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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访问级别是公有public，类的默认访问级别是私有private。

3.4

构造函数与析构函数
在生活中使用电灯进行照明时，先要打开开关接通电源，才能实现照明。当不需要照明

时，要关闭开关断开电源。对象就像电灯一样，如果要使用它，必须先对它进行初始化；而使
用完后则要进行清理。这一节将会介绍有关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内容。

3.4.1

什么是构造函数

建立一个对象前需要进行初始化工作，如对成员变量进行赋值。如果一个成员变量没有被
赋值，则变量的值是不可预知的。因为在系统为成员变量分配内存时，内存单元中的内容是其
他程序遗留下来的，这些值是不确定的。可是类中属性是用来反映一种状态的，应该具有确定
的值。
不过，在声明类的时候，成员变量不能进行初始化。例如，下面的写法是错误的。
class Pen
{
private:
public:

};

int m_size=10;

// 错误，不可以在类中进行初始化赋值

void write();
int SetSize(int size);
int GetSize();

当然，也可以将成员变量的访问权限改写成public，这样就可以通过类的实例对象进行初
始化了。但是这样类的数据就暴露在外面，很容易被错误地改写，不符合类的数据封装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C++中提供了构造函数（constructor）来处理对象的初始化。构造函
数和一般成员函数的不同之处在于，构造函数并不是由用户来调用的，而是在建立对象的同时
自动执行。此外，构造函数的名称与类的名称必须一致，而不是由用户任意命名。
可以将参数传递给构造函数，来进行成员变量的初始化工作。
【例3.2】

构造函数的应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2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en
{
public:
Pen();
Pen(int size);
int GetSize();
int SetSize(int size);
void Write();
private:
int m_size;
};

// 默认构造函数的声明
// 构造函数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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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Pen()
// 默认构造函数的定义
{
cout<<"this is constructor running"<<endl;
}
Pen::Pen(int size)
// 构造函数的定义
{
m_size=size;
Write();
}
void Pen::Write()
{
cout<<"the size of pen is "<<m_size<<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Pen pen1;
// 调用默认构造函数
Pen pen2(10);
// 调用构造函数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9所示。
在类中声明的Pen()就是这个类的默认构造函数，
Pen（int size）则是这个类的另一个构造函数。在定义
构造函数时也需要加上类名和“::”作用域修饰符。
在主函数中定义一个Pen类的对象pen1时，因为没有为
图3.9 构造函数的应用
对象传递任何的参数，所以调用的是默认构造函数，
输出显示一段文字；而定义pen2时，传递了一个参数
10，所以它调用的是带参数的构造函数，在其内部调用了Write函数进行输出显示。
此外，还可以使用参数初始化列表，对类中的成员变量进行初始化操作。
例如，先使用构造函数对类中的成员变量进行初始化操作：
class Pen
{
public:
Pen(int size);
private：
int m_size;
};
Pen::Pen(int size)
{
m_size=size;
Write();
}

// 构造函数的声明

// 构造函数的定义

将上述代码改成使用参数初始化列表进行初始化操作：
class Pen
{
public:
Pen(int size):m_size(size){}
private：
int m_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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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代码中可以看到，在构造函数后加了一个冒号“:”，然后列出参数的初始化列
表。上述代码中的参数初始化列表的含义是：用形参size的值初始化成员变量m_size。通过使
用参数初始化列表，使得编写比较方便，看着也比较简洁。
构造函数名称不仅要和类的名称一致，而且构造函数是没有返回值的。对于默认构造函
数，编译器会自动提供。当然，用户也可以加入自定义的默认构造函数，在其中进行设置或调
用所需要的数据和函数。

3.4.2

默认构造函数

用户还可以使用带有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在进行初始化的时候参数就会对成员变量
赋值。
【例3.3】 带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3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en
{
public:
Pen(int size=10);
// 声明具有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
int GetSize();
// 成员函数的声明
int SetSize(int size);
void Write();
private:
int m_size;
};
Pen::Pen(int size)
{
m_size=size;
}
void Pen::Write()
{
cout<<"the size of pen is "<<m_size<<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Pen pen1;
// 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的调用
pen1.Write();
Pen pen2(15);
// 参数取代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调用
pen2.Write();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10所示。
构造函数中指定了默认参数，所以定义一个没有
参数的对象时就调用了带有默认值的构造函数，这时
传递的就是默认参数。因此，pen1调用Write显示的是
10；而pen2中已经在定义对象时传递了参数15，这样
就不需要使用默认的参数，所以pen2调用Write显示的
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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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复制构造函数

有时会用到很多相同的对象。例如，同一种型号的笔，其外形设计及使用方法都是相同
的。那么产生很多这种笔的对象时，就要进行多次重复初始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编译器除
了提供默认构造函数外，还提供了默认复制构造函数。那么在一个函数中，如果按值传递对象
或是将对象作为函数的返回值，均会调用类的复制构造函数。所有的复制构造函数均只有一个
参数，即该类对象的引用。因为复制构造函数的目的是进行一个对象的复制，所以参数是类对
象的常量引用，即在复制构造函数中不允许修改参数。
分析下面的代码是如何实现复制构造函数进行复制的。
【例3.4】

复制构造函数。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4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en
// 声明一个Pen类
{
private:
int m_size;
public:
Pen(int size);
Pen(Pen &pen);
// 声明一个Pen类的复制构造函数
int GetSize();
void Write();
};
Pen::Pen(int size)
{
m_size=size;
}
Pen::Pen(Pen &pen)
// 复制构造函数的定义
{
m_size=pen.GetSize();
cout<<"size and long";
}
int Pen::GetSize()
{
return m_size;
}
void Pen::Write()
{
cout<<"the value of m_size is "<<GetSize()<<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Pen pen1(10);
pen1.Write();
Pen pen2(pen1);
// 调用复制构造函数
pen2.Write();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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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中声明类的复制构造函数Pen（Pen &pen），将参数pen的值复制给所定义的对象。
在main主函数中定义一个pen1对象，用pen1对象
来作为pen2对象的参数，调用复制构造函数。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11所示。

3.4.4

重载构造函数

一个类中能有很多的构造函数，例如只带一个
图3.11 复制构造函数
参数的构造函数、带两个参数的构造函数等。这些
构造函数都具有相同的名称，但是其参数个数和类型都不相同。因此，根据不同的参数个数和
类型，可以调用不同的构造函数。例如：
class A
{
public :

};

A(int a );
A(int a , int b,int c);
A(int a , int b, char c);

// 构造函数的重载
// 构造函数的重载

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了解一下重载构造函数的具体实现。
【例3.5】 重载构造函数。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5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en
{
private:
int m_size;
ﬂoat m_sizef;
public:
Pen(ﬂoat size);
Pen(int size);
};
Pen::Pen(int size)
{
cout<<"int xing size";
}
Pen::Pen(ﬂoat size)
{
cout<<"ﬂoat xing size";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Pen pen1(1.1f);
cout<<endl;
Pen pen2(2);
cout<<endl;
return 0;
}

// 参数类型是ﬂoat的构造函数
// 参数类型是int的构造函数
// int类型的构造函数定义

// ﬂoat类型的构造函数定义

// 调用的ﬂoat型构造函数
// 调用的int型构造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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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12所示。
在Pen这个类中有两个构造函数，其参数个数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参数的类型不同，所以
调用不同的构造函数。pen1调用的是参数为ﬂoat型的构造函
数，pen2调用的是参数为int型的构造函数。
接下来再看一下具有不同数量参数的重载构造函数的
例子。
【例3.6】 具有不同数量参数的重载构造函数。
图3.12 参数个数相同、类型不同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6

的重载构造函数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en
{
private:
int m_size;
int m_long;
public:
Pen(int size);
Pen(int size,int l);
};
Pen::Pen(int size)
{
cout<<"just the size";
}
Pen::Pen(int size ,int l)
{
cout<<"size and long";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Pen pen1(10);
cout<<endl;
Pen pen2(10,15);
cout<<endl;
return 0;
}

// 带有一个参数的构造函数
// 带有两个参数的构造函数
// 带有一个参数的构造函数的定义

// 带有两个参数的构造函数的定义

// 调用带有一个参数的构造函数
// 调用带有两个参数的构造函数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13所示。
在类中又添加了一个成员变量m_long，用来表示笔的
长度大小。在主函数main中定义pen1对象时，因为只有一
个参数，所以调用的是显示“just the size”的构造函数；
而pen2对象的参数有两个，所以调用的是显示“size and
long”的构造函数。

3.4.5

图3.13 参数个数不同的重载构造函数

析构函数

就像分配内存（new）和释放内存（delete）一样，析构函数与构造函数也是相对的，用
于在对象被撤销后程序结束之前清除并释放所分配的内存。析构函数与类同名，只是前面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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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号。析构函数没有返回值，也没有参数。例如：
class A
{
public :
A();
~A();
};

// 析构函数的声明

因为析构函数没有参数，所以这种函数是不能被
ⰵ㼔1⹚䋍⼐㭞
ⰵ㼔1㹗⹚⼐㭞
重载的。一个类可以有很多个构造函数，但是只能有
ⰵ㼔2⹚䋍⼐㭞
ⰵ㼔2㹗⹚⼐㭞
一个析构函数。
在一般情况下，调用析构函数的次序正好与调用
ⰵ㼔3⹚䋍⼐㭞
ⰵ㼔3㹗⹚⼐㭞
构造函数的次序相反：最先被调用构造函数，其对应
图3.14 构造函数与析构函数的调用次序
的析构函数最后被调用，如图3.14所示。
如果对象是在栈中被创建的，则在对象失去作用
域时，系统会自动调用其析构函数来释放对象占用的内存。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析构函数
的调用。
【例3.7】 析构函数的调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7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en
{
public:
Pen(int size=10);
~Pen();
int GetSize();
int SetSize(int size);
void Write();
private:
int m_size;
};
Pen::Pen(int size)
{
m_size=size;
}
Pen::~Pen()
{
cout<<"this is destructor called"<<m_size<<endl;
}
void Pen::Write()
{
cout<<"the size of pen is "<<m_size<<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Pen pen1;
pen1.Write();
Pen pen2(15);
pen2.Write();

115

// 声明析构函数

//定义析构函数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Visual C++入门经典
return 0;

}

在程序结束之前调用了析构函数，在定义析构函数内中输出一段信息。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15所示。

图3.15

3.5

析构函数的调用

特殊的类成员

3.5.1

常量成员

在设计类时，有时需要在类中定义一些常量成员，以描述一些固定的数据。可以像定义常
量一样，使用const关键字来定义常量成员。但是，常量成员要求在定义时进行初始化，而在
类的定义时不允许直接为成员变量初始化。因此，不能使用类似下面的代码定义常量成员。
class CUser
{
private:
char m_Username[128];
char m_Password[128];
const int m_nLevel = 1;
};

// 定义一个类
// 设置成员访问级别
// 定义数据成员
// 定义数据成员
// 错误的定义，不能对成员变量直接进行初始化

可以在构造函数中对常量成员进行初始化。例如：
class CUser
{
private:
char m_Username[128];
char m_Password[128];
const int m_nLevel;
public:
CUser()
: m_nLevel(1)
{
strcpy(m_Username, "MR");
strcpy(m_Password, "KJ");
cout << "构造函数被调用!" << endl;
}
};

// 定义一个类
// 设置成员访问级别
// 定义数据成员
// 定义数据成员
// 定义一个常量
// 默认构造函数
// 对数据成员进行初始化
// 为数据成员赋值
//为数据成员赋值
// 输出信息

在构造函数的初始化部分可以对数据成员进行初始化，但是不能通过在构造函数的函
数体中为常量成员赋值来实现初始化操作。因此，如果在构造函数的函数体中利用“m_
nLevel=1;”语句为常量成员赋值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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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成员

对于同一个类定义的每一个对象来说，它们之间都是互不干扰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类对
象都有自己独立的成员变量。不过，有的用户希望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数据可以共同使用。打
个比方，有一家全国的连锁商店，其商品价格全国统一，但地点不同。如果要调整价格，就要
对每一个连锁商店的价格进行更改。这家全国的连锁商店就像是类，而在全国各个地方的连锁
商店就像是类的对象，进行价格的调整就像修改对象中的成员变量。这么多的对象，并且每一
个都要进行修改，无疑会非常麻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进行响应所有对象的数据修改，可以将类中的成员变量修饰成静
态成员变量。例如：
class CShop
{
public:
void ShowPrice();
private:
static int m_price;
int m_size;
};

// 将m_price变量声明为静态成员变量

在类中将m_price变量声明为静态成员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就被所有的CShop类的对象所共有。
静态成员变量在内存中只创建一份，并不是每一个对象都有自己的静态变量。因此，静态
成员变量且改变，所有对象中的这个变量会同时改变。
下面是关于静态成员变量的一些说明。
只要在类中声明静态成员变量，即使不定义对象，也可以为静态成员变量分配空间，
进而可以使用静态成员变量。例如：
int p = CShop::m_price;

静态成员变量虽然在类中，但是它并不是随对象的建立而分配空间的，也不会随对
象的撤销而释放（一般的成员变量在对象建立时会分配空间，在对象撤销时释放空
间）。静态成员变量是在程序编译时分配空间，而在程序结束时释放空间。
初始化静态成员变量要在类的外面进行。初始化的格式如下：
数据类型

类名：：静态成员变量名 = 初值；

不必在初始化语句中加上关键字static。例如：
int CShop::m_price = 100;

注意，不能用参数初始化列表对静态成员变量进行初始化。
既可以通过类名引用静态成员变量，也可以通过对象名来引用静态成员变量。
下面的代码演示了如何使用静态成员变量。
【例3.8】 静态成员变量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8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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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CShop
{
public:
CShop(int size);
void ShowSize();
static int m_price;
private:
int m_size;
};
CShop::CShop(int size)
{
m_size=size;
}
void CShop::ShowSize()
{
cout<<"商品的价格是 :"<<m_size<<endl;
}
int CShop::m_price=100;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hop shop(50);
cout<<"商品的价格是 :"<<CShop::m_price<<endl;
shop.ShowSize();
cout<<"商品的价格是 :"<<shop.m_price<<endl;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16所示。
从图3.16所示结果可以看出，通过类名和通过对象
名调用静态成员变量都是可行的，但是要将静态成员变
量作为公有成员变量。这样就不符合数据封装的理念，
所以还是在类中提供一个接口，用函数调用类中的成员
变量对数据进行修改。

3.5.3

// 声明一个CShop类

// 声明一个公有静态成员变量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初始化静态成员变量

// 定义一个CShop对象
// 通过类名调用静态成员变量
// 通过类对象调用静态成员变量

图3.16

静态成员变量的使用

隐藏的this指针

对于类的非静态成员，每一个对象都有自己的一个副本，即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数据成员
和成员函数。
【例3.9】 演示每一个对象都有自己的一个副本。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9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Book
{
public:
int m_Pages;
void OutputPages()
{
cout<<m_Pages<<end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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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一个CBook类

// 定义一个数据成员
// 定义一个成员函数
// 输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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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Book vbBook,vcBook;
vbBook.m_Pages = 512;
vcBook.m_Pages = 570;
vbBook.OutputPages();
vcBook.OutputPages();
return 0;
}

C++语法Ⅱ——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 定义2个CBook类对象
// 设置vbBook对象的成员数据
// 设置vcBook对象的成员数据
// 调用OutputPages方法输出vbBook对象的数据成员
// 调用OutputPages方法输出vcBook对象的数据成员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17所示。
从图3.17中可以发现，vbBook和vcBook两个对象
均有自己的数据成员m_Pages，在调用OutputPages成
员函数时输出的均是自己的数据成员。在OutputPages
成员函数中只是访问了m_Pages数据成员，并没有对
象之分。那么每个对象在调用该成员函数时是如何
图3.17 访问对象的数据成员
区分自己的数据成员的呢？答案是通过this指针。在
每个类的成员函数（非静态成员函数）中都隐含包含一个this指针，该指针指向被调用对象的
指针，this指针的数据类型为指向调用对象所属类的指针。当调用的成员函数为const函数时，
使用this指针是const指针。当vbBook对象调用OutputPages成员函数时，this指针指向vbBook对
象；当vcBook对象调用OutputPages成员函数时，this指针指向vcBook对象。在OutputPages成员
函数中，用户可以显式地使用this指针访问数据成员。例如：
void OutputPages()
{
cout<<this->m_Pages<<endl;
}

// 使用this指针访问数据成员

实际上，编译器为了实现this指针，在成员函数中为每个成员变量前添加一个this指针，类
似于上面的OutputPages方法。此外，为了将this指针指向当前调用对象，并在成员函数中能够
使用，在每个成员函数中都隐含包含一个this指针作为函数参数，并在函数调用时将对象自身
的地址隐含作为实际参数传递。例如，以OutputPages成员函数为例，编译器将其定义为：
void OutputPages(CBook* this)
{
cout<<this->m_Pages<<endl;
}

// 隐含添加this指针

在对象调用成员函数时，传递对象的地址到成员函数中。以“vc.OutputPages();”语句为
例，编译器将其解释为“vbBook.OutputPages(&vbBook);”。这样，就使得this指针变为合法，
并能够在成员函数中使用。

3.6

特殊的类成员函数

3.6.1

常量成员函数

在类中采取了不少的有效措施以增强数据的安全性，例如使用private，但是有些数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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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需要共享，所以有时无意之中的误操作难免会改变有关的数据，而这种情况是我们所不希
望的。
既要使数据能在一定范围内共享，又可以保证数据不被随意修改，该怎么办呢？这时可以
使用const修饰符，即把有关的成员声明为常量。
在类的声明中将成员变量用const关键字修饰为常成员变量，其值是不能改变的。
例如在类中声明const成员变量：
const int height;

不能在构造函数的定义中为常成员变量赋初始值。例如，下面的用法是错误的。
man::man(int h)
{
height = h;
}

可以使用参数初始化表对const型成员变量进行初始化。例如，使用下面的方式。
man::man(int h): height(h){}

类中的成员函数可以访问类中的成员变量，并对访问的成员变量进行修改。如果将类中的
成员函数声明为常量成员函数，则常量成员函数只能引用本类中的成员变量而不能对成员变量
进行修改。例如，只用来输出。
void ShowHeight() const;

下面的代码演示了const函数的使用方法。
【例3.10】 const函数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0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Man
{
private:
int m_height;
int m_weight;
public:
Man(int h,int w);
void display()const;
};
Man::Man(int h, int w)
{
m_height=h;
m_weight=w;
}
void Man::display()const
{
cout<<"这个人的身高 :"<<m_height<<endl;
cout<<"这个人的体重 :"<<m_weight<<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Man man(1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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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一个Man类

// 声明一个常量成员函数

// 定义常量成员函数，在其中引用成员变量

// 定义一个Man类的对象

第3章
man.display();
return 0;

C++语法Ⅱ——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 通过这个对象调用常量成员函数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18所示。
从上述代码中可以看到，常量成员函数中只是
引用了成员变量，而不能修改成员变量。const是函
数类型的一部分，在声明函数和定义函数时都要有
const关键字，但在调用时不必加const。const成员函
图3.18 const成员函数的用法
数可以引用const成员变量，也可以引用非const的成
员变量。const成员变量可以被const成员函数引用，也可以被一般成员函数引用。

3.6.2

内联成员函数

一般在类体中定义的成员函数都是很小的，但系统调用却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在这种情况
下，最好将类体内的成员函数定义为内联函数。在程序中调用这些成员函数时，并不是真正地
执行函数的调用过程，而是直接将函数的代码插入到程序中调用点的位置，从而大大减少了调
用成员函数的时间开销。
内联函数要用关键字inline进行声明。例如：
class A
{
public :
inline void display()
{
cout<<"this is a class of A"<<endl;
}
};

其实在类的内部定义的成员函数是可以省略inline的，因为这些成员函数已经被隐含地
指定为内联函数了。但是如果成员函数不是在类的内部定义的，而是在类的外部定义
的，则编译器不会默认将其按照内联函数（inline）进行处理。这时需要用inline关键
字进行声明。例如：
说明

3.6.3

class A
{
public:
inline void display();
};
inline void A::display()
{
cout<<"this is a class of A"<<endl;
}

静态成员函数

类利用成员函数提供了一个公共的访问接口，每个作为接口成员的函数以及其他声明的成
员函数都必须有一个实际的实现方法，这个实现方法称为成员函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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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成员函数是函数的一种，所以成员函数的用法是一致的，也需要有返回值和函数类
型；但与一般函数有所不同，成员函数放在一个类中，是一个类的成员。例如，A是一个已经
定义好的类，function是类中的一个成员函数，在类外定义这个成员函数：
void A::function()
{
cout<<"this is a function inside of class"<<endl;
}

通过上面的程序可以看到，定义成员函数时要在函数名前面加上“类名::”。“::”称为
作用域限定符（ﬁeld qualiﬁer）或作用域运算符。
【例3.11】

类方法的定义。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1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Pen
{
private:
int m_size;
public:
int GetSize();
int SetSize(int size);
void Write();
};
int Pen::GetSize()
{
return m_size;
}
int Pen::SetSize(int size)
{
m_size=size;
return m_size;
}
void Pen::Write()
{
cout<<m_size<<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Pen pen;
pen.SetSize(5);
int size;
size=pen.GetSize();
cout<<"旧的size值:"<<size << endl;
pen.SetSize(10);
cout<<"新的size值:";
pen.Write();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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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一个Pen类
// 以下为私有成员
// 声明一个整型变量
// 以下为公有成员
// 声明一个返回m_size的函数
// 声明一个带参数返回m_size的函数
// 声明一个函数用来显示一条信息
// GetSize函数的定义

// SetSize函数的定义

// Write函数的定义

// 定义一个Pen类的变量
// 对Pen类中的私有成员变量进行赋值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
// 将Pen类中的成员变量赋值给size
// 对Pen类中的私有成员变量进行赋值
// 输出一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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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19所示。
现在来分析上面的程序。首先是一个Pen类的定义，
其中包括了私有的成员变量m_size和公有的成员函数
GetSize、SetSize和Write。接下来是成员函数GetSize的定
义，这个函数的内部访问了私有成员变量m_size，并返回
这个变量的值。
图3.19 类方法的定义
定义成员函数时一定要在成员函数的名称前加上
“类名::”，否则不是类中成员函数的定义。
SetSize函数带一个参数，在函数的内部将参数传递给成员变量m_size，并返回m_size的值。
在声明类的成员变量时，经常将m_放在成员变量名的前面，例如m_size。这样的命名方
式可以快速地了解到哪些标识符是数据，哪些标识符是函数。
Write函数是进行一个输出的操作，将m_size的值显示出来。
在主函数main中，首先定义了一个Pen类的对象pen，并调用pen的成员函数SetSize来初始
设置m_size值为5。接下来，定义一个整型变量size，调用成员函数GetSize来对size变量进行赋
值，并通过一条输出语句将赋值后的size变量输出。然后再次调用SetSize函数将m_size的值设
置为10，并通过Pen中的Write函数再次将变量m_size输出。
但是用成员函数调用静态成员变量时，必须要有对象存在。有时可能希望在产生对象之前
就更改类中的数据，就像每天全国连锁店都要把价格调整好之后再开门营业一样。例如，希望
有下面这样的操作。
class CShop
{
public:
CShop(int size);
void ShowPrice();
void ShowSize();
int ChangePrice(int price);
private:
int m_size;
static int m_price;
};
int CShop::m_price=100;
int CShop::ChangePrice(int price)
{
m_price=price;
return m_price;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hop::ChangePrice(200);
return 0;
}

// 声明一个CShop类

// 成员函数更改私有成员变量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声明一个私有静态成员变量
// 初始化静态成员变量

// 不能被调用！因为没有类的对象

因为在主函数main中没有产生类的对象，所以不能对类中的成员函数进行调用。这样就不
能起到在对象产生之前就对类中数据进行修改的作用。
不过，成员函数也可以定义为静态的。在类中，只需在成员函数的声明前面加上关键字
static，就可以使其成为静态成员函数。这样使用静态成员函数就可以不用依赖于对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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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程序，看看静态成员函数是如何定义与使用的。
【例3.12】 静态成员函数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2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Shop
{
public:
CShop(int size);
void ShowSize();
static void ShowPrice();
static int ChangePrice(int price);
private:
int m_size;
static int m_price;
};
CShop::CShop(int size)
{
m_size=size;
}
void CShop::ShowSize()
{
cout<<"商品数量 :"<<m_size<<endl;
}
void CShop::ShowPrice()
{
cout<<"商品价格 :"<<m_price<<endl;
}
int CShop::ChangePrice(int price)
{
m_price=price;
return m_price;
}
int CShop::m_price=100;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hop::ShowPrice();
CShop::ChangePrice(200);
CShop::ShowPrice();
CShop shop(50);
shop.ShowSize();
shop.ShowPrice();
return 0;
}

// 声明一个CShop类

// 声明静态成员函数用来显示价格
// 声明静态成员函数用来更改价格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声明一个私有静态成员变量

// 初始化静态成员变量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20所示。
在类中将成员函数声明为static void
ShowPrice();和static int ChangePrice（int price），
使其成为静态成员函数。通过上面的实例，可以
发现在主函数中虽然没有定义类的对象，但是依
然可以调用类的函数，对类中的数据进行更改。
这样便实现了在产生对象之前就做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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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成员函数和静态成员函数的区别是：普通成员函数在参数传递时编译器会隐藏地传
递一个this指针，通过this指针来确定调用类产生的哪个对象，而对于静态成员函数判定，是
没有this指针的。由于静态成员函数没有this指针，也就不知道应该访问哪个对象中的数据。因
此，在程序中不能用静态成员函数访问类中的普通变量。

3.6.4

运算符重载

C++提供了许多内置数据类型，如整型、浮点型、字符型等；也提供了相应的运算符
（+、-、>、<等），以进行数据的数学运算和逻辑运算。
先来看一个实例。声明一个Man类，其中包含年龄和身高两个成员变量。如果通过这个类
产生man1和man2两个对象，要得到两个对象相加后总共的年龄和身高，应该怎么处理？是否
能够在类对象间进行这些运算呢？
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就是使用运算符重载。定义一个重载运算符函数，在需要执行被重载的运
算符时，系统就会自动调用该函数。运算符的重载就相当于函数的重载。重载运算符的格式如下：
函数类型 operator 运算符号 （参数列表）
{ 对运算符的重载处理 }

例如，想用“+”号进行Man类的加法运算，那么函数的声明应该是这样的：
Man operator + ( Man &a, Man &b);

其中，operator关键字专门用来定义重载运算符函数；“运算符号”就是用户要定义特殊
操作的符号。通常将operator和“运算符号”放在一起，作为函数的名称。从中可以看出，其
实重载运算符函数的声明和普通函数的声明没有什么两样。
通过下面的实例，分析一下如何进行运算符的重载。
【例3.13】 使用重载运算符实现类的加法运算。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3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Man
{
public:
Man(int a=0,int h=0);
Man operator+(Man &a);
void display();
private:
int age;
int height;
};
Man::Man(int a,int h)
{
age=a;
height=h;
}
void Man::display()
{
cout<<"age is :"<<age<<endl;
cout<<"height is :"<<height<<endl;
}

// 声明一个Man类

// 重载“+”实现相加的功能
// 显示类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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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Man::operator+(Man &a)
{
Man c;
c.age=age+a.age;
c.height=height+a.height;
return c;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Man a(20,170);
Man b(30,180);
Man c;
c=a+b;
a.display();
b.display();
c.display();
return 0;
}

// 定义重载符号函数

// 将a和b两个对象相加，然后赋值给c对象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21所示。
有以下几点重载运算符的限制需要注意：
C++中不允许用户定义新的运算符，只能对
已有的运算符进行重载。
不能改变原有运算符操作数的个数。
不能改变原有运算符的优先级。
不能改变原有运算符的结合性。
不能改变原有运算符的语法结构。
图3.21 重载运算符
对于C++中的大多数运算符来说都可以进行
重载，但是，“::”、“?”、“:”和“.”运算符不能够被重载。
下面是重载运算符的几条规则：
一元操作数可以是不带参数的成员函数，或者是带一个参数的非成员函数。
二元操作数可以是带一个参数的成员函数，或者是带两个参数的非成员函数。
“=”、“［］”、“->”和“()”运算符只能定义为成员函数。
“->”运算符的返回值必须是指针类型或是能够使用“->”运算符类型的对象。
重载“++”和“--”运算符时，带一个int类型参数表示后置运算，不带参数则表示前
置运算。

3.7

类的继承

继承是一种编程技术，可以从现有类中构造一个新类，通过新类来实现面向对象的程序设
计。继承性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没有掌握继承性，也就没有掌握类和对
象的精华，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真谛也就无从谈起。

3.7.1

单一继承

面向对象的最大特点是实现了继承。类的继承是指根据已有类派生出一个新类，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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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基类所有的成员函数和成员变量。派生类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地继承基类的特征，同时
加入所需要的新特征和功能。简单来说，派生类可以有选择地继承基类的某些数据成员和
方法，同时定义一些新的数据成员和方法。新的类继承了原有类的特性，被称为原有类的
派生类或子类；而原有类被称为新类的基类或父类。所谓单一继承，就是以一个基类派生
新类。
在派生一个新类时，使用class关键字。其语法格式如下：
class 派生类名 : 访问限定符 基类名

例如：
class A : public B

其中，public是访问限定符。在C++中，共有3种访问限定符，分别介绍如下。
访问限定符public：对于基类中的public数据成员和方法，在派生类中仍然是public；对
于基类中的protected数据成员和方法，在派生类中仍然是protected。
访问限定符protected：对于基类中的public、protected数据成员和方法，在派生类中均
为protected。
访问限定符private：对于基类中的public、protected数据成员和方法，在派生类中均为
private。
分析下面的代码，看看是如何实现单一继承的。
【例3.14】 单一继承。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4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Shape
// 声明一个CShape类
{
private:
int m_color;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public:
CShape(int color=10);
// 声明带有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
void display();
};
CShape::CShape(int color)
// 带有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的定义
{
m_color=color;
// 对成员变量进行赋值
}
void CShape::display()
// CShape成员函数的定义
{
cout<<"The color of Shape is : "<<m_color<<endl;
}
class CRect :public CShape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hape类的CRect
{
private:
int m_size;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public:
CRect(int size=20);
// 声明带有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
void ShowSize();
};
CRect::CRect(int size)
// 带有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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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_size=size;
}
void CRect::ShowSize()
// CRect的成员函数的定义
{
cout<<"The size of Rect is : "<<m_size<<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hape shape;
shape.display();
// 调用CShape类的成员函数
CRect rect;
// 定义CRect类的对象
rect.display();
// 调用基类CShape的成员函数
rect.ShowSize();
// 调用CRect类的成员函数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22所示。
从上面的实例中可以看到，CRect类继承了CShape
类的成员函数和成员变量。CRect是公有继承CShape类
（class CRect:public CShape）。根据继承的属性不同，派
生类访问基类中的成员属性也有不同的要求。

3.7.2

图3.22

多重继承

单一继承

通过前面的介绍了解到，单一继承就是有一个基类的继承方式。那么有多个类的继承方式
叫做什么呢？就是多重继承。多重继承就是派生类集成了各个基类的属性和方法。打个比方，
就好像一匹跑得快的白马和一匹跑得久的黑马生出来一匹小马，小马继承了白马和黑马的颜色
属性成为了斑马，又继承了跑得快和跑得久的天赋。
多重继承的语法格式如下：
class 类名称 : 访问限定符1 基类1名称,访问限定符2 基类2名称,...

例如：
class C : public class A , public class B

多重继承的关系如图3.23所示。
分析下面的代码，看看是如何实现多重继承的。
B㏁

A㏁
C㏁

图3.23

【例3.15】

多重继承

多重继承。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5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White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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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一个CWhiteHorse类代表白马

128

第3章

C++语法Ⅱ——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
public:
void RunFast();
};
void CWhiteHorse::RunFast()
{
cout<<"I can run fast"<<endl;
}
class CBlackHorse
// 声明一个CBlackHorse类代表黑马
{
public:
void RunLong();
};
void CBlackHorse::RunLong()
{
cout<<"I can run a long time"<<endl;
}
class CZebra: public CWhiteHorse,public CBlackHorse //多重继承CBlackHorse和CWhiteHorse
两个类
{
public: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BlackHorse black;
// 定义一个CBlackHorse类的对象
CWhiteHorse white;
// 定义一个CWhiteHorse类的对象
CZebra zebra;
// 定义一个派生类CZebra的对象
black.RunLong();
// 调用基类CBlackHorse的成员函数
white.RunFast();
// 调用基类CWhiteHorse的成员函数
zebra.RunLong();
// 派生类继承基类成员函数
zebra.RunFast();
// 派生类继承基类成员函数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24所示。
派生类CZebra公有继承了CBlackHorse和CWhiteHorse两
个类，这样便具备了两个类所提供的功能接口，于是可以调
用zebra.RunFast()和zebra.RunLong()两个类的成员函数。

3.7.3

覆盖成员函数
图3.24

多重继承

如果在派生类中声明了一个成员函数，这个成员函数
与基类中的一个成员函数相同，再定义一个派生类的对象，通过这个对象调用这个成员函数，
那么访问的是派生类中的成员函数还是基类中的成员函数呢？答案是：访问的函数是派生类中
的成员函数。这就是成员函数的覆盖。在派生类中重新定义一个在基类已经定义的成员函数，
那么派生类对象调用的是派生类重新定义的成员函数。
分析下面的代码，看看是如何实现成员函数覆盖的。
【例3.16】 成员函数的覆盖。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6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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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CShape
{
private:
int m_color;
public:
CShape(int color=10);
void display();
};
CShape::CShape(int color)
{
m_color=color;
}
void CShape::display()
{
cout<<"This is a Shape"<<endl;
}
class CRect :public CShape
{
private:
int m_size;
public:
CRect(int size=20);
void display();
};
CRect::CRect(int size)
{
m_size=size;
}
void CRect::display()
{
cout<<"This is a Rect"<<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hape shape;
shape.display();
CRect rect;
rect.display();
rect.CShape::display();
return 0;
}

// 声明一个CShape类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声明带有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

// 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的定义
// 对成员变量进行赋值
// CShape成员函数的定义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hape类的CRect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声明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

// 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的定义

// CRect的成员函数的定义

// 调用CShape类的成员函数
// 定义CRect类的对象
// 调用派生类CRect的成员函数
// 通过限定符来用派生类调用基类的成员函数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25所示。
从上面的程序中可以看到，如果直接调用rect.display()，
调用的是派生类修改后的成员函数。rect.CShape::display()通
过作用域限定符“::”指定调用了基类中的成员函数。

3.7.4

虚函数

图3.25

覆盖成员函数

从一个基类可以派生出很多层的派生类。虽然在一个类中不能定义两个相同的成员函数，
但是在不同层次的类中可以定义相同的成员函数。
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即用subject类来代表学科，然后从该类派生出语文、数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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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这4个学科类，这些类都是一个显示分数的display成员函数。那么每一次要显示一个学科
分数的时候，就要用学科类的对象调用display成员函数。例如：
CSubject subject;
CChinese chinese;
CEnglish english;
CMath
math;
CChemistry chem;
subject.display();
chinese.display();
english.display();
math.display();
chem.display();

从上述代码中，可以发现，要进行显示分数的操作，需用不同类的对象调用display成员函
数。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方法，可以使得显示分数这个操作使用的是相同的代码？
有！可以使用虚函数。利用虚函数，可以使用相同的代码实现不同功能调用。例如，上面
要显示每个学科分数的操作可以改用下面的方法：
CSubject subject;
CChinese chinese;
CEnglish english;
CMath
math;
CChemistry chem;
CSubject *p;
p=&subject;
p->display();
p=&chinese;
p->display();
p=&english;
p->display();
p=&math;
p->display();
p=&chem;
p->display();

// 定义基类指针
// 将基类对象的地址赋值给基类指针
// 通过指针调用基类的虚函数，相同的代码不同的操作

从中可以看到，显示每个学科分数的操作都使用了相同的代码：
p->display();

这就是虚函数的妙用，它可以使操作趋于一般化。一般化的重要性在于虚函数并不只是方
便眼前的事情，如果某一天突然要增加一个学科，例如加入生物学科（CBiology），使用相同
的操作p->display就可以将分数显示出来。
知道了虚函数的作用，下面来看一下如何声明虚函数。
虚函数的声明和普通成员函数的声明相似，不同之处就是在前面加上关键字virtual。例如：
Class A
{
public:
virtual void display();
};

// 声明一个虚函数

分析下面的代码，看看是如何使用虚函数建立一般化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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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17】

在虚函数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7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Subject
{
public:
virtual void display();
};
void CSubject::display()
{
cout<<"this is Subject"<<endl;
}
class CChinese: public CSubject
{
public:
virtual void display();
};
void CChinese::display()
{
cout<<"this is Chinese"<<endl;
}
class CMath: public CSubject
{
public:
virtual void display();
};
void CMath::display()
{
cout<<"this is Math"<<endl;
}
class CEnglish : public CSubject
{
public :
virtual void display();
};
void CEnglish::display()
{
cout<<"this is English"<<endl;
}
class CChemistry: public CSubject
{
public:
virtual void display();
};
void CChemistry::display()
{
cout<<"this is Chemistry"<<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ubject *p;
CSubject subject;
CChinese chinese;
CEnglish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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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一个CSubject类

// 声明一个虚函数
// 定义CSubject的虚函数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ubject的CChinese类

// 定义CChinese的虚函数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ubject的CMath类

// 定义CMath的虚函数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ubject的CEnglish类

// 定义CEnglish类的虚函数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ubject的CChemistry类

// 定义CChemistry类的虚函数

// 定义一个指向基类的指针变量
// 定义一个基类对象
// 定义一个派生类CChinese的对象
// 定义一个派生类CEnglish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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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th
math;
CChemistry chem;
p=&subject;
p->display();
p=&chinese;
p->display();
p=&english;
p->display();
p=&math;
p->display();
p=&chem;
p->display();
return 0;

C++语法Ⅱ——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 定义一个派生类CMath的对象
// 定义一个派生类CChemistry的对象
// 将基类对象的地址赋值给基类指针
// 通过指针调用基类的虚函数
// 将派生类地址赋值给基类指针
// 调用派生类的虚函数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26所示。
在上面的实例中，首先是定义基类CSubject，在基类中声
明一个虚函数display来输出一句话。之后在基类的基础上派生
CChinese类、CEnglish类、CMath类、CChemistry类，并在每
个派生类外都改写display这个虚函数，输出一句特定的消息。
在主函数main中，首先声明CSubject类的指针变量p，之
图3.26 虚函数的使用
后定义每一个类的对象。将CSubject类的对象地址传递给指针
p，通过指针p调用CSubject的display函数。将CChinese类的对象地址传递给指针p，通过指针p
调用CChinese的display函数。利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使用指针p调用所有类的display函数。
从中可以发现，如果在基类中声明成员函数为虚函数，再将派生类的对象传递给基类指
针，通过这个基类的指针就可以调用派生类中的虚函数，这样就建立了一般化操作。

3.7.5

纯虚函数

在介绍虚函数时曾提到，将基类中的成员函数声明成虚函数并不是为自己所用，而是考虑
到派生类的使用需要，在基类中预留出一个成员函数名，然后具体的功能由派生类根据实际的
情况重新进行定义。
例如CSubject类，世界上有“学科”这一科目吗？没有，学科只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所以
不应该有分数的输出。而派生自“学科”类的派生类“语文”、“数学”、“英语”、“化
学”，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学科，所以都会有分数的输出。但是根据不同的学科，会有不同的
分数安排，所以分数的输出是不一样的。
既然基类是为了派生类而将成员函数抽象出来，那么就用一种方法来表示这种特殊的抽
象，这就是纯虚函数。
纯虚函数的一般格式是：
virtual 函数类型 函数名称（参数列表）= 0 ；

纯虚函数是没有函数体的，也就是说在基类中不需要对纯虚函数进行定义。最后面的
“=0”并不是表示函数的返回值为0，它只是起形式上的作用，用来说明这个虚函数是纯虚函
数。这是一条声明语句，所以在句子的最后有“；”号。
纯虚函数只有函数的名称而不具备函数的功能，只是为了派生类的特殊功能调用保留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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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称。
如果在一个类中声明了纯虚函数，而在派生类中却没有重新对该函数进行定义，则纯虚函
数在派生类中仍然为纯虚函数。
分析下面的代码，看看是如何实现纯虚函数的。
【例3.18】 纯虚函数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8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Subject
{
public:
virtual void display()=0;
};
class CChinese: public CSubject
{
public:
virtual void display();
};
void CChinese::display()
{
cout<<"this is Chinese"<<endl;
}
class CMath: public CSubject
{
public:
virtual void display();
};
void CMath::display()
{
cout<<"this is Math"<<endl;
}
class CEnglish : public CSubject
{
public :
virtual void display();
};
void CEnglish::display()
{
cout<<"this is English"<<endl;
}
class CChemistry: public CSubject
{
public:
virtual void display();
};
void CChemistry::display()
{
cout<<"this is Chemistry"<<endl;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ubject *p;
CChines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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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一个CSubject类

// 声明一个纯虚函数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ubject的CChinese类

// 定义CChinese的虚函数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ubject的CMath类

// 定义CMath的虚函数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ubject的CEnglish类

// 定义CEnglish类的虚函数

// 声明一个派生自CSubject的CChemistry类

// 定义CChemistry类的虚函数

// 定义一个指向基类的指针
// 定义一个派生类CChinese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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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glish english;
CMath
math;
CChemistry chem;
p=&chinese;
p->display();
p=&english;
p->display();
p=&math;
p->display();
p=&chem;
p->display();
return 0;

C++语法Ⅱ——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 定义一个派生类CEnglish的对象
// 定义一个派生类CMath的对象
// 定义一个派生类CChemistry的对象
// 将派生类地址赋值给基类指针
// 调用派生类的虚函数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27所示。
在上述代码中将基类的虚函数编写成纯虚函数，这样可
以更清楚地观察到这个类是为派生类服务的。通过基类的指
针p得到派生类的地址，由p来调用每一个类特殊功能的成员
函数。

3.8

图3.27

友元类和友元方法

纯虚函数

在介绍类的时候，了解到类中的成员是有访问权限的。在一个类中可以有私有成员
（private）和公有成员（public），之前曾经分别用商店里的商品展示区和库存区域来比喻。
现在再来了解一个，友元（friend）。
友元的英文名是friend，可以翻译成“朋友”或者“好友”。顾名思义，我们可以大概地
解到友元的访问方式。例如，在商店里的“私有领域”——商品库存区域是不可以让别人访问
的，但是对于商店的合作伙伴，则是允许其进入的。
首先介绍一下友元函数。如果在一个类的外面定义了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不属于这个
类），当类中用friend对该函数进行声明后，该函数就可以访问类中的所有成员。友元函数分
为：将普通函数声明为友元函数和将其他类中的成员函数声明为友元成员函数。
先来看一下如何将普通函数声明为友元函数。
【例3.19】 将普通函数声明为友元函数。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19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Shop
// 声明一个CShop类
{
public:
CShop(int size,int price);
void ShowSize();
void ShowPrice();
friend int ChangePrice(CShop &shop,int price); //声明一个普通的函数为友元函数
private:
int m_size;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int m_price;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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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hop::CShop(int size,int price)
{
m_price=price;
m_size=size;
}
void CShop::ShowSize()
{
cout<<"商品的数量 :"<<m_size<<endl;
}
void CShop::ShowPrice()
{
cout<<"商品的价格 :"<<m_price<<endl;
}
int ChangePrice(CShop &shop,int price)
{
shop.m_price=price;
return shop.m_price;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hop shop(50,100);
cout<<"旧的价格:"<<endl;
shop.ShowSize();
shop.ShowPrice();
ChangePrice(shop,200);
cout<<"新的价格:"<<endl;
shop.ShowSize();
shop.ShowPrice();
return 0;
}

// 友元函数的定义
// 在友元函数中访问私有成员变量

// 定义一个CShop类的对象，并进行初始化

// 调用友元函数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28所示。

图3.28

普通函数为友元函数

在上述代码中可以看到，在类中声明外界的普通函数为友元函数：
friend int ChangePrice(CShop &shop,int price);

这样在这个函数的定义中就可以访问类对象中的私有成员。
友元函数（friend）不仅可以是一般的函数，也可以是类中的成员函数。不妨分析一下下
面的实例，看看是如何使用友元成员函数的。
【例3.20】 友元成员函数。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20
#include<io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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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Shop;
class CCompany
{
public:
void Display(CShop &shop);
};
class CShop
{
public:
CShop(int size,int price);
friend void CCompany::Display(CShop &shop);
private:
int m_size;
int m_price;
};
void CCompany::Display(CShop &shop)
{
cout<<"商品的价格 :"<<shop.m_price << endl;
cout<<"商品的数量 : "<<shop.m_size << endl;
}
CShop::CShop(int size,int price)
{
m_price=price;
m_size=size;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hop shop(50,100);
CCompany company;
company.Display(shop);
return 0;
}

C++语法Ⅱ——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 声明一个CShop类

//声明CCompany类中的Display函数为友元函数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定义一个CShop类的对象，并进行初始化
// 调用友元函数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29所示。
在上面的代码中，可以看到在声明CCompany类之前，有
一个class CShop;的声明，这个声明的作用是“提前引用”，
即正式声明一个类之前，先声明一个类名，表示此类将在稍后
定义。
图3.29 友元成员函数
不仅可以将一个函数声明为一个类的友元，也可以将整个
类都声明为友元。例如，将B类声明为A类的友元，那么B类中所有的函数都可以访问A类中的
成员。这就像一个商店允许合作伙伴的所有员工都可以进入商品的库存区域。
声明友元类的一般格式如下：
friend

类名；

【例3.21】

友元类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21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Shop;
class C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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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Display(CShop
&shop);
};
class CShop
{
public:
CShop(int size,int price);
friend CCompany;
private:
int m_size;
int m_price;
};
void CCompany::Display(CShop &shop)
{
cout<<"商品价格 :"<<shop.m_price << endl;
cout<<"商品数量 : "<<shop.m_size << endl;
}
CShop::CShop(int size,int price)
{
m_price=price;
m_size=size;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Shop shop(50,100);
CCompany company;
company.Display(shop);
return 0;
}

// 声明一个CShop类

// 声明CCompany是友元类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声明一个私有成员变量

// 定义一个CShop类的对象，并进行初始化
// 调用友元函数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30所示。
通过friend CCompany;在CShop类中声明CCompany是友元
类，CCompany类中的函数可以访问CShop中所有的成员。
友元关系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如果声明B类是A类
的友元类，不等于A类是B类的友元类，A类中的成员函数不
图3.30 利用友元类进行访问
能访问B类中的私有成员。
友元关系不能传递。如果A是B的友元，B是C的友元，并不意味着A是C的友元。友元关
系也不能够继承，如果A是B的友元，C派生于A，并不意味着C是B的友元。
在实际的工作中，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一般并不将整个类都声明为友元，只是将特定的成
员函数声明为友元函数，这样更安全一些。就像即使是商店的合作伙伴，也是特定的人才能进
入重要的商品库存区域。

3.9

类模板的使用

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要设计不同版本的类，但是其内部的实现原理是一样的。这样做不但
重复劳动，还容易出错，大大增加了维护和调试的工作量。类模板解决了上述的问题，本节就
来学习其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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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模板的声明和实例化

类模板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虚拟的参数。像上面那个程序中的类，可以声明成类模板的
形式：
template <class T>
class Calculate
{
public:
Calculate(T a,T b);
T Add();
T subtraction();
private:
T m_a;
T m_b
};

将这个模板和上面的Calculate_int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声明类模板时要增加一行：
template < class 类型参数名>

template的意思是“模板”，是声明模板类时必须要加上的关键字；在template后“< >”
中是参数列表；关键字class表示后面的是类型参数。
尖括号中的类型参数名不是一定要用T来表示的，也可以定义成自己喜欢的名称，例如
template<class style>。
在对类模板进行实例化定义类对象的时候也要注意定义的形式：
类模板名<实际类型名> 对象名 （实参列表）;

例如，在主程序中定义一个Calculate的整型参数对象应该为：
Calculate<int> cal ( 20,10);

3.9.2

类模板的实现

通过3.9.1节的学习，我们已了解到如何对类模板进行声明及如何定义一个类模板的对象。
从声明和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都是少不了template关键字。同样，在实现类模板的时候，也
需要使用template关键字。
当定义类中的函数时，格式如下。
template<参数类型列表>
返回值 类名<参数类型列表>::函数名(参数列表)
{函数体内容;}

以上就是定义类模板中函数的方法，在这里可以看到与普通成员函数定义的不同，是在前
面加上template<参数类型列表>这一句，并且对每个函数的定义都要编写。例如：
template <class T>
T Calculate<T>::Add()
{
return m_a+m_b;
}
template <class T>

// 定义模板中的加法函数

// 定义模板中的减法函数

139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Visual C++入门经典
T Calculate<T>::Subtraction()
{
return m_a - m_b;
}

为了更好地理解类模板的实现方式，看一看下面这个实例。
【例3.22】 类模板的实现。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22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emplate<class T>
// 声明类模板，有一个参数类型为T
class Compare
{
public:
Compare(T a, T b);
// 声明构造函数
T Min();
// 声明成员函数用来进行比较，选出最小的那个值
T Max();
// 声明成员函数用来进行比较，选出最大的那个值
private:
T num1;
// 成员变量，用来表示进行比较的值
T num2;
};
template<class T>
// 类模板中的每个成员函数的定义都要加上template<class T>
Compare<T>::Compare(T a, T b)
{
num1=a;
num2=b;
}
template<class T>
T Compare<T>::Min()
// 定义选出最小值的函数
{
if(num1<num2)
return num1;
else
return num2;
}
template<class T>
T Compare<T>::Max()
// 定义选出最大值的函数
{
if(num1>num2)
return num1;
else
return num2;
}
int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ompare<int> com1(20,10);
// 定义一个参数为int类型的对象
cout<<"最小值是 : "<<com1.Min()<<endl;
cout<<"最大值是 : "<<com1.Max()<<endl;
Compare<double> com2(15.2,32.1); // 定义一个参数为ﬂoat类型的对象
cout<<"最小值是 : "<<com2.Min()<<endl;
cout<<"最大值是 : "<<com2.Max()<<endl;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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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31所示。
在上面的代码中，首先定义了一个类模板（Compare）。
为了使定义的类为类模板，要在类的定义前编写template<class
T>。在类中声明类模板的构造函数和成员函数，并且添加两个
私有成员变量num1和num2，用来存放要进行比较的数据。类
定义完之后，要对类中的成员函数进行定义，这里选择在类外
进行定义。每一次定义成员函数时都要编写template<class T>，
图3.31 模板的实现
并且将其放在函数定义之前。在主函数（main）中，可以看到
当希望使用的数据是int型时，要在定义对象的同时进行声明Compare<int>com1（20，10）;
通过这个实例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每次编写类和函数的定义时要在前面加上
template<class T>。

3.10

C++/CLI中的类

与结构体相同，CLI中的类也分为值类（value class）和引用类（ref class）。定义类时，
要说明定义的是哪一种类。
值类用来表示有限数量的数据定义的简单对象。值类对象总是通过复制字段进行复制，
两个对象之间的赋值操作也是以相同方式完成的。对于不符合这项说明或不适用值类限制的对
象，应该使用引用类来表示。
通过2.5.6节的学习，我们知道CLI中的指针分为内部指针（interior_ptr<T>）和引用句柄
T^。类的this指针是哪一种形式的指针呢？对于value class来说，this指针类型为内部指针；对
于ref class来说，this指针是引用句柄。

3.10.1

定义和使用值类

【例3.23】

创建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value class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23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 定义一个表示高度的值类
value class Height
{
private:
//高度用英尺和英寸表示
int feet;
int inches;
public:
//用寸创建高度对象
Height(int ins)
{
feet = ins/12;
inches = ins%12;
}
//用尺和寸创建高度对象
Height(int ft, int ins) : feet(ft), inches(ins){}
};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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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ight myHeight(6,3);
Height^ yourHeight(Height(70));
Height hisHeight(*yourHeight);
Console::WriteLine(L"My height is {0}", myHeight);
Console::WriteLine(L"Your height is {0}", *yourHeight);
Console::WriteLine(L"Your height is {0}", yourHeight);
Console::WriteLine(L"His height is {0}", hisHeight);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32所示。

图3.32

value class运行结果

如图3.31所示结果中只显示了Height类名，而没有显示出Height类的数据。下面加入
ToString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
// 创建ToString方法
virtual String^ ToString() override
{
return feet + L" feet "+ inches + L" inches";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33所示。

图3.33 添加ToString方法后的执行结果

关于值类，还有以下两项限制。
值类定义中不能包括复制构造函数。
不能在值类中重载赋值运算符。

3.10.2

定义和使用引用类

【例3.24】

创建一个CLR控制台应用程序，演示ref class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24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ref class Box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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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参数的构造函数
Box(): Length(1.0), Width(1.0), Height(1.0)

{

Console::WriteLine(L"调用了没有参数的构造函数.");

}

//有参数的构造函数
Box(double lv, double bv, double hv):
Length(lv), Width(bv), Height(hv)

{

Console::WriteLine(L"调用了有参数的构造函数.");
}
//计算体积
double Volume()
{
return Length*Width*Height;
}
private:
double Length;
// 长
double Width;
// 宽
double Height;
// 高

};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
Box^ aBox;
// Handle of type Box^
Box^ newBox = gcnew Box(10, 15, 20);
aBox = gcnew Box;
// Initialize with default Box
Console::WriteLine(L"默认长方体体积{0}", aBox->Volume());
Console::WriteLine(L"自定义长方体体积{0}", newBox->Volume());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34所示。

图3.34

ref class的使用

下面我们来定义引用类的复制构造函数
引用类的复制构造函数时，形参必须为const引用。因此，可以这样定义引用类的复制构
造函数：
Box(const Box% box):Length(box.Length),Width(box.Width),Height(box.Height){}

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采用句柄作实参的复制构造函数。下面的代码说明了如何定义
Box类的这种复制构造函数。
Box(const Box…… box):Length(box-)Length),Width(box-)Width),Height(box-)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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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类属性

属性是值类或引用类的成员，可以将其当作字段来访问，但它们实际上并不是字段。属性
和字段之间的首要区别在于，字段名是引用某个存储位置，而属性名是调用某个函数。属性拥
有用于获取和设定属性值的get()和set()访问器函数；因此当使用属性名获取属性值时，后台是在
调用该属性的get()函数；当在赋值号左边使用属性名时，实际上是在调用该属性的set()函数。
通常在访问状态时最好提供属性，而不是字段，因为属性可以更好地控制访问过程和读写
权限。
类可以包含两种不同的属性，即标量属性和索引属性。标量属性是可以通过属性名访问的
单值，而索引属性是一组值，需要对属性名以数组的方式去访问。
使用property关键字定义属性。
【例3.25】 属性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25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 定义一个表示高度的值类
value class Height
{
private:
// 高度用英尺和英寸表示
int feet;
int inches;
public:
// 用寸创建高度对象
Height(int ins)
{
feet = ins/12;
inches = ins%12;
}
// 用尺和寸创建高度对象
Height(int ft, int ins) : feet(ft), inches(ins){}
property double metre
{
double get()
{
return (feet*12+inches)/39.3700787;
}
void set(double m)
{
double tinches=m*39.3700787;
feet=(int)(tinches/39.3700797);
inches=tinches-feet* 39.3700797;
}
};
virtual String^ ToString() override
{
return feet + L" feet "+ inches + L" inches";
}
};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
Height h(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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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WriteLine(L"height is {0}", h);
Console::WriteLine(L"height metre is {0}", h.metre);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35所示。

图3.35

属性的使用

可以在定义类的标量属性时不提供get()和set()的定义，这样的属性被称为普通标量属性。
【例3.26】 普通标量属性。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26
#include "stdafx.h"
using namespace System;
// 定义一个表示高度的值类
value class Height
{
public:
// 用寸创建高度对象
Height(int ins)
{
feet = ins/12;
inches = ins%12;
}
// 用尺和寸创建高度对象
property double metre
{
double get()
{
return (feet*12+inches)/39.3700787;
}
void set(double m)
{
double tinches=m*39.3700787;
feet=(int)(tinches/39.3700797);
inches=tinches-feet* 39.3700797;
}
};
property double feet;
property double inches;
virtual String^ ToString() override
{
return feet + L" feet "+ inches + L" inches";
}
};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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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h(70);
Console::WriteLine(L"height is {0}", h);
Console::WriteLine(L"height is {0} feet {1} inches", h.feet,h.inches);
Console::WriteLine(L"height metre is {0}", h.metre);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36所示。
索引属性是类的一组属性值。就像访问数组元素
那样，我们要在方括号内使用索引来访问此类属性。
String是一个引用类，可以对该类的对象str用str［0］，str
［1］…表示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符。这是默认索引属性
图3.36 普通标量属性
的一个实例。拥有属性名的索引属性称为命名索引属性。
【例3.27】 将一组人的姓名列表存入默认索引属性，该属性可读写；将人名首字母用命
名索引属性Initials来表示，该属性只读。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27
using namespace System;
ref class Name
{
private:
array<String^>^ Names;
public:
Name(...array<String^>^ names) : Names(names) {}
// 属性值个数
property int NameCount
{
int get() {return Names->Length; }
}
// 定义默认索引属性
property String^ default[int]
{
String^ get(int index)
{
if(index >= Names->Length)
throw gcnew Exception(L"Index out of range");
return Names[index];
}
void set(int index, String^ name)
{
if(index >= Names->Length)
throw gcnew Exception(L"Index out of range");
Names[index] = name;
}
}
// 定义命名索引属性
property wchar_t Initials[int]
{
wchar_t get(int index)
{
if(index >= Names->Length)
throw gcnew Exception(L"Index out of range");
return Names[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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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 main(array<System::String ^> ^args)
{
Name^ myName = gcnew Name(L"Ebenezer", L"Isaiah", L"Ezra", L"Inigo",
L"Whelkwhistle");
myName[myName->NameCount - 1] = L"Oberwurst"; // Change last indexed property
// 人名列表
for(int i = 0 ; i < myName->NameCount ; i++)
Console::WriteLine(L"Name {0} is {1}", i+1, myName[i]);
// 更新数据
myName[0]="newName";
Console::WriteLine(L"\nUpdate Names");
for(int i = 0 ; i < myName->NameCount ; i++)
Console::WriteLine(L"Name {0} is {1}", i+1, myName[i]);
Console::Write(L"\nThe initials are: ");
for(int i = 0 ; i < myName->NameCount ; i++)
Console::Write(myName->Initials[i] + ".");
Console::ReadLine();
return 0;
}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37所示。

图3.37

索引属性的使用

定义属性时，有一点需要注意，NAME属性表示类的名称，不可以定义该属性。
再来看一看常量字段的使用。
在Height类中，1英尺等于12英寸，1米等于39.3700797英寸。由于这两个常量多次使用，
为避免出错，最好使用命名常量。
定义常量使用literal关键字。
value class Height
{
literal int inchPerFeet=12;
};

这种常量必须是在编译程序前已知的值，不能在运行程序时再决定。如果希望常量在程序
运行时再决定，可以用initonly。具有该属性的值要求在构造函数中为其初始化，一旦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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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可修改。
CLI类中也可以有静态（static）成员变量和静态成员函数，其概念与本地C++相同。
对于CLR类的继承，任何值类都是Object的派生类，定义时不用说明其基类。其多态性
只发生在自定义类与Object类之间。只有引用类，才可以像本地C++那样构成继承与派生的关
系，形成树状类库系统。

3.11
3.11.1

上机实践
虚函数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sj1
题目描述

对于每个几何图形而言，都有一些共同的属性，如名称、面积等，而其计算面积的方法却
各不相同。为了简化开发，可以定义一个基类来实现名称的输出，并使用虚方法来计算面积。
定义一个基类Shape，定义两个派生类——圆Circle和矩形Rectangle。编写本地C++程序，通过
基类指针计算不同几何图形的面积。
技术指导
本题主要练习虚函数的使用，具体参见3.7.4节。

3.11.2

重载<<运算符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sj2
题目描述

开发一个本地C++程序。定义一个类，其中包含“商品”和“售价”两个成员变量。要求
重载运算符“<<”，可对类中的成员进行输出。
技术指导
“<<”原本是左移运算符，由ostream类对其进行重载，使其实现输出功能。“<<”是双
目运算符，其两个参数一个是ostream对象。另一个是要输出对象。因此，可以将重载函数定
义成ostream类的友元函数。

3.11.3

多重继承的使用
实例位置：光盘\MR\源码\第3章\sj3
题目描述

开发一个程序，分别定义教师类（Teacher）和职位类（Level），采用多重继承方式由这
两个类派生出新类Teacher_Level（教师和职位信息）。要求如下：
在Teacher类中包含“职称”数据成员，在Level类中包含“职务”数据成员，在
Teacher_Level类中包含“工资”数据成员。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148

第3章

C++语法Ⅱ——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在Teacher_Level类中使用Show函数将信息输出。
技术指导
本题主要练习多重继承的使用，具体参见3.7.2节。

3.12

小结

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应该掌握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这样对VC++的学习十分有帮助。
同时，在此基础上读者可以编写类，定义类成员、构造函数，正常成员函数以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类以及类成员可以使用权限修饰符进行修饰，读者应该了解这些修饰符的具体范围。由于
在VC++中通过对象来处理问题，作为初学者应该反复揣摩这些基本概念和面向对象的编程思
想，为今后VC++语言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13

习题

1. 在面向对象的编程中，对象的抽象集合称为（
）。
A. 对象
B. 集合
C. 类
D. 实例
2. 一个具体的实例，由实例的（
）组成。
A. 对象和方法
B. 属性和方法
C. 方法和行为
D. 类和方法
3. 友元函数可以访问类的（
）成员。
A. private和protected
B. protected
C. protected和public
D. 全部
4. 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
A. 构造函数不能重载，析构函数可以重载
B. 析构函数不能重载，构造函数可以重载
C. 构造函数可以重载，析构函数也可以重载
D. 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都不可以重载
5. 二元运算符重载时，（
）有一个参数是类类型。
A. 必须
B. 可以
C. 不能
D. 不确定
6. 编写一个虚函数，演示面向对象的动态绑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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