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字面量

在C语言源代码中，字面量是一种标记，用来描述一个固定的值，可能是整数、浮点
数、字符或者字符串。一个字面量的类型由它的值和记数法（notation）决定。
这里所讨论到的字面量，不同于复合字面量（compound literal），后者是C99标准新增
的。复合字面量是普通可修改对象，类似于变量。第5章将会详细讨论复合字面量以及
用于生成它们的特殊运算符。

3.1 整数常量
整数常量（integer constant）可以被表示为常见的十进制数字，或者八进制或十六进制
记数法的数字。必须在数字的前面加上前缀以指定所需采用的记数法。
十进制常量（decimal constant）起始数字不可为0。例如，255表示一个基数为10的十进
制常量，其值是255。
以0开始的数字会被解释为八进制常量（octal constant）。八进制（也就是基数为8）记
数法只使用数字0~7。例如， 047 就是一个有效的八进制常量，表示4×8+7，等价的十进
制常量是39。十进制常量255等于八进制常量0377。
十六进制常量（hexadecimal constant）以0x或0X作为前缀。十六进制数字A到F可以是大
写或小写。例如，Oxff、OXff、0xFF和0XFF都表示同一个十六进制常量，它们都等于十
进制常量255。
由于所定义的整数常量最终将用于表达式与声明中，因此它们的类型非常重要。当常量
的值被确定时，常量的类型也会被同时定义。如上述提到的例子，整数常量通常是 i n t
类型。然而，如果一个类型的常量值在 i n t 所能表示的范围之外，那么就需要表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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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编译器会按照类型层次自动选择第一个范围足够表示该值
的类型。对于十进制常量来说，类型层次为：
int, long, long long

对于八进制和十六进制常量来说，类型层次为：
int, unsigned int, long, unsigned long, long long, unsigned long long

例如，在一个16位系统中，十进制常量 50000 的类型是 l o n g ，因为 i n t 类型的最大值是
32 767 ，即215－1。
也可以利用后缀来显式地定义常量的类型。如果常量具有后缀l或L,其类型就是long（在
必要情况下，还可以为一个范围更大的类型，这个“更大”对应于前面提到的类型层
次）。类似地，如果后缀是ll或LL，那么类型至少为long long。后缀u或U用于指明常
量是无符号类型。long后缀与无符号后缀可以混合使用。表3-1列出了一些例子。
表3-1：具有后缀的常量示例
整数常量

类型

0x200

int

512U

unsigned int

0L

long

0Xf0fUL

unsigned long

0777LL

long long

0xAAAllu

unsigned long long

3.2 浮点常量
浮点常量可采用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记数法。下面两个小节会分别讨论这两种记数法。

3.2.1 十进制浮点常量
普通浮点常量包含一个十进制数字序列和一个小数点。也可以把这个值乘以10的某个次
方，如同科学记数法（scientific notation）：10的次方通过指数（exponent）表示，指数
符号为e或E。浮点常量若包含指数则不一定要有小数点。表3-2是一些十进制浮点常量的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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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十进制浮点常量示例
浮点常量

值

10.0

10

2.34E5

2.34×10

67e－12

67.0×10

5
－12

小数点可以是第一个字符，也可以是最后一个字符。因此， 10. 和 .234E6 都是合法的
数。然而，10的后面如果没有小数点，就是整数常量，而不是浮点常量。
浮点常量的默认类型是double。也可以用后缀F或f来注明该常量是float类型，或者用后

float f_var = 123.456F;
long double ld_var = f_var * 987E7L;

//
//
//
//

初始化一个浮点变量
将一个long double变量
初始化为float和long double
乘法运算的结果

3.2.2 十六进制浮点常量
C99标准引入了十六进制浮点常量，它与十进制浮点常量相比具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如
果使用十六进制记数法指定一个常数值，此值可以被精准地存储在计算机的二进制浮点
格式中，没有取近似值的误差，而十进制数字（例如0.1）其采用二进制表示可能为无限
循环小数，其必须取近似值，以便用计算机内部格式表示（例2-2就是一个圆整浮点数的
例子）。
十六进制浮点常量时，采用前缀 0x 或 0X ，加上一个十六进制数字序列，然后是一个可选
的小数点（在这种情况下，小数点应被称为“十六进制点”），以及一个底数为2的指
数。该指数是一个十进制数，采用 p 或 P 表示。例如，常量 0x a.f P －10 等于十进制的(10+
15/16)×2

－10

（注意，不是2 －16）。下面的数值与 0x a.f P －10 是相等的： 0x A.F p －10 、

0x5.78p －9 、 0x A F p－14 ，以及 0x.02B C p0。指数每差1，都会造成十六进制小数部分被
乘以或除以2，而小数点每移动一个位置，都对应乘以或除以16（24）倍。
十六进制浮点常量，必须包括指数部分，即便其指数值为0。这么做是为了区分类型后
缀F（在指数之后）与十六进制数字F（在指数左边）。例如，如果不包括指数部分，常
量0x1.0F可能表示是浮点类型的数值1.0，或者默认类型为double的数值1+15/256。
与十进制浮点常量相同，double也是十六进制浮点常量的默认类型。后缀F或f表示该常
量的类型是float，而后缀L或l则表示其类型是long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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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L或l来注明此常量是long double类型，如下例所示：

3.3 字符常量
字符常量（character constant）由使用单引号包含的一个或多个字符组成。下面是一些
字符常量的例子：
'a'

'XY'

'0'

'*'

源代码字符集中的所有字符，均可成为字符常量，除了单引号（ ' ）、反斜线（ \ ）和换
行符。为表示这些字符，必须使用转义字符：
'\''

'\\'

'\n'

在第5个编译阶段（请参见1.7节），字符常量中的字符和转义序列，会被转换成运行字
符集中的对应字符。字符常量中允许的所有转义序列在3.3.2节中会详细介绍。
宽字符常量（wide-character constant）是以前缀L、u或U定义的字符常量。它们与没有前
缀的字符常量相比，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值。

3.3.1 字符常量的类型和值
对于不是宽字符的字符常量，其类型为 i n t 。如果一个字符常量由一个可以在运行字
符集中的用单字节表示的字符组成，其值就是该字符的字符码。例如，在 A S C I I或
I S O 8859-1中，常量'a'的编码是十进制值97。在其他所有情况下，特别要注意，如果
一个字符常量包括了超过一个以上的字符，该字符常量的值在不同的编译器中可能会不
同。
下面的程序代码片段测试读进来的字符是否是介于1与5之间的数字：
#include <stdio.h>
int c =0;
/* … */
c = getchar();
if ( c != EOF && c >'0' && c <'6' )

// 读取一个字符
// 将输入字符与字符常量比较

{
/* 如果输入的字符是介于1和5之间的数字，此语句块就会执行 */
}

如果采用的是带符号的c h a r类型，那么字符常量的值也可以为负，因为该常量值是字符
码从char类型转换到int类型的结果。例如，ISO 8859-1是常用的8位字符集，也常被称
为ISO Latin1或ANSI字符集。在该字符集中，英镑货币符号￡被编码为十六进制的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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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 = ' \xA3';
printf("Character: %C

// 英镑符号
Code: %d\n", c, c);

如果采用的运行字符集是I S O 8859-1，且c h a r 类型是带符号的，那么前面示例中的
printf 语句将会产生下面的输出：
Character: ￡ Code: -93

如果希望在程序中使用无法采用单字节表示的字符，可以使用宽字符常量。宽字符常量
采用前缀L、u或U。前缀决定了字符常量的类型，如表3-3所示：
表3-3：字符常量的类型
示例

类型

none

'a'
'\t'

int

L

L'a'
wchar_t（定义在stddef.h中）
L'\u0100'

u

u'a'
u'\x3b3'

U

U'a'
chart32_t（定义在uchar.h中）
U'\u27FA'

字面量

前缀

chart16_t（定义在uchar.h中）

如果一个宽字符常量可以由一个在运行字符集中的多字节字符组成，那么该宽字符常量
值即是其对应的宽字符码。根据宽字符常量的不同类型，可以采用标准函数 m b t o w c()
（“multibyte to wide character”），或者mbrtoc16()、mbrtoc32()返回其对应的多字
节字符值。
C11标准中，规定了Unicode类型char16_t和char32_t，以及其相应的转换函数。在给定
的实现版本中，如果定义了宏__STDC_UTF_16__，则char16_t类型的字符采用UTF-16编
码。类似地，在给定的实现版本中，如果定义了宏__S T D C_U T F_32__，则c h a r32_t类型
的字符采用UTF-32编码。

一个字符常量中包括几个字符的情况，例如 L'x y' ，该字符常量的值是未被指定
的。为了保障程序的可移植性，请确保程序中不出现要求这类字符常量具备特定值
的情况。

3.3.2 转义序列
转义序列以反斜线（\）开头，它表示单个字符。转义序列允许在字符常量和字符串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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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表示任何字符，包括不可打印的字符和具有特殊含义的字符，例如单引号（ ' ）和
双引号（''）。表3-4列出了可以被C语言识别的转义序列。
表3-4：转义序列
转义序列

字符值

在输出设备上的动作

\'

一个单引号(')

输出此字符

\"

一个双引号(")

输出此字符

\?

一个问号(?)

输出此字符

\\

一个反斜线(\)

输出此字符

\a

警告

产生声音或视觉信号

\b

退格

将活动位置前移一个字符

\f

换页

将活动位置移到下一页的开端

\n

换行

将活动位置移到下一行的开端

\r

回车

将活动位置移到当前行的开端

\t

水平制表符

将活动位置移到下一个水平的制表对齐点

\v

垂直制表符

将活动位置移到下一个垂直的制表对齐点

\o, \oo, \ooo
（其中o是一个
八进制的数字）

具有此八进制码的字符

输出此字符

\xh[h …]
（其中h是一个

具有此十六进制码的字符

输出此字符

具有此通用字符名的字符

输出此字符

十六进制数字）
\uhhhh
\Uhhhhhhhh

在上表中，活动位置（active position）指的是输出设备将输出下一个字符的位置，例如
控制台中光标的位置。输出设备的某些行为是没有被定义的：在一行开端执行转义序列
\b（退格）；在一行末端执行\t（水平制表符）；在一页末端执行\v（垂直制表符）。
正如表3-4所示，通用字符名也被视为转义序列。通用字符名允许指定扩展字符集中的任
何字符，而不受所使用的编码系统影响。请参见1.5.2节。
也可以指定unsigned char类型的取值范围内的任何字符码（或者wchar_t类型取值范围
内的任何宽字符），做法是使用八进制或十六进制的转义序列，如表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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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八进制和十六进制转义序列的示例
八进制

十六进制

描述

'\0'

'\x0'

空字符

'\033'

'\x1B'

ESC控制符

'\376'

'\xfe'

十进制码为254的字符

'\417'

'\x10f'

不合法，因为数值超过unsigned char类型的取值范围

L'\417'

L'\x10f'

合法！现在它属于宽字符常量，类型是wchar_t

-

L'\xF82'

另一个宽字符常量

-

U'\x222B'

一个宽字符常量，其类型是char32_t

'\33'

八进制数字。同样，宽字符常量L'\3702'包括两个字符：L'\370'和L'2'。

3.4 字符串字面量
字符串字面量（string literal）由使用双引号包含的一连串字符（或者转义序列）组成。
例如：
"Hello world!\n"

对于一个字符串字面量中的单个字符，前面所描述的字符常量中的字符规则同样可以适
用。字符串字面量可以包含源代码字符集中的所有多字节字符。唯一的例外是双引号
（" ）、反斜线（\）和换行符，这些都要用转义序列来表示。例如，Windows系统中目
录地址的每个反斜线字符都必须写成\\。下面printf语句首先产生一个警示音，然后用
引号表示了一个文件目录，采用指针参数doc_path指向的地址所存储的字符串字面量，
替换掉语句中的转换说明%s：
char doc_path[128] = ".\\share\\doc";
// 指的是".\share\doc"
printf("\aSee the documentation in the directory \"%s\"\n", doc_path);

字符串字面量是一个静态的字符数组，它内部包含字符码，最后跟着一个字符串终止
符，也就是空字符\0（详情请参见第8章）。空字符串""在内存中占用一个字节，该字节
存储了用来表示字符串终止的空字符。无法用单字节表示的字符，会以多字节字符方式
存储。
如前面的示例所述，可以使用字符串字面量来初始化一个c h a r数组。字符串字面量也可
以初始化一个指向char的指针：
char *pStr = "Hello, world!"

// pStr指向第一个字符'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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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最后两个例子没有等价的八进制表示法，因为八进制转义序列最多只能使用三个

在上述的初始化语句中，字符串字面量与数组名称的功能一样，它代表了其第一个元素
的地址。
在例3-1中，error_msg数组包含三个char指针，每个指针都指向一个字符串字面量的第
一个字符的地址。

例3-1：示例函数error_exit()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void error_exit (unsigned int error_n) // 输出最后的错误信息，然后退出程序
{
char * error_msg[] = { "Unknown error code.\n",
"Insufficient memory.\n",
"Illegal memory access.\n"};
unsigned int arr_len = sizeof(error_msg)/sizeof(char *);
if ( error_n>= arr_len )
error_n =0;
fputs( error_msg[error_n], stderr )；
exit(1);
}

C11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前缀u8，它允许定义一个U T F-8的字符串字面量。通过一个
U T F-8字符串字面量定义的字符数组，其内部的多字节字符采用U T F-8型式编码。如果
所采用的实现版本对多字节字符的默认编码方式为UTF-8，则以u8"..."形式书写的字符
串字面量与不采用前缀的字符串字面量是一样的。
类似于宽字符常量，可以通过使用 L 、 u 或 U 前缀，来指定一个字符串字面量为由宽字符
所组成的字符串。在这种方式下，宽字符串字面量定义为由一个以0字符结尾的宽字符
数组。前缀决定了数组元素的类型。
一个采用前缀L定义的宽字符串字面量：
L"Here's a wide-string literal."

这个表达式定义了一个以n u l l结束的数组，其元素类型为w c h a r_t 。该数组通过将字符
串字面量中的多字节字符转换为宽字符来完成数组的初始化过程，这种方式与标准函数
mbstowcs()（“multibyte string to wide-character string”）是一样的。
C11中规定：前缀u和U分别指示一个c h a r16_t和c h a r32_t的宽字符静态数组。通过调用
函数mbrtoc16()与mbrtoc32()，这些宽字符串字面量中的多字节字符隐式地转换为宽字
符。
如果字符串字面量中的一个多字节字符或者一个转义序列无法在扩展字符集中表示，该
字符串字面量的值将是未定义的。换句话说，其值将取决于所使用的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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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示例中，\u03b1是字符α的通用字符名，而wprintf()是printf函数的宽字符
版本，它格式化并输出由宽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double angle_alpha = 90.0/3;
wprintf( L"Angle \u03b1 measures %lf degrees.\n", angle_alpha );

编译器的预处理器会将紧邻的字符串字面量（这指的是仅仅通过空格隔开的两个字符
串）串联成一个字符串。后面示例将会体现，这种串联方式同样有助于将一个很长的字
符串分割成多行以方便阅读：

如果任何紧邻的字符串字面量有前缀，那么串联获得的字符串字面量也具有该前缀。具
有不同前缀的字符串字面量是否可以被串联，取决于编译器。
分割字符串字面量为多行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每行结尾部分的反斜线，例如：
char info[ ]=
"This is a string literal broken up into\
several source code lines.\nNow one more line:\n\
that's enough, the string ends here.";

这个字符串会延续到下一行的开始位置：左边界的任何空格（例如上述例子 s e v e r a l 前
面就有一个空格）都是属于字符串字面量的一部分。而且，这里所定义的字符串字面量
包含两个换行字符：一个在N o w 的前面；一个在t h a t's的前面。换句话说，只有这两个
显式地写成了\n。
编译器在串联紧邻的字符串之前，会先解释转义序列（参见1.7.1节）。因此，下面的两
个字符串字面量形成一个以'\xA7'和'2'两个字符开头的宽字符串：
L"\xA7" L"2 et cetera"

然而，如果这两个字符串被写在一起，如L"\xA72 etcetera"，那么该字符串的第一个
字符是宽字符'\xA72'。
虽然C语言没有严格地禁止修改字符串字面量，但不应该试图这么做。在下面的例子
中，第二个语句试图将一个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替换掉。
char *p = "house";
*p= 'm';

// 初始化一个字符指针
// 这么做很不好

这个语句不具有可移植性，在某些系统下，将会产生运行错误。一个原因是，编译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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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PRG_NAME "EasyLine"
char msg[ ] = "The installation of " PRG_NAME
"is now complete.";

字符串字面量视为常值，可能会将其存储在只读存储器中，这种情况下，试图对此字符
串执行写入操作将会产生错误。另一个原因是，如果程序中有两个或更多完全相同的字
符串字面量，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们存储在相同的位置，因此，修改一个字符串会对其他
字符串造成不可预计的影响。
然而，如果使用一个字符串常值来初始化一个数组变量，则可以修改数组内容：
char s[] = "house"; // 初始化一个字符数组
s[0] ='m';
// 现在数组内容改为了"mouse"

同样，元素类型为wchar_t、char16_t或char32_t的数组，可以采用一个相应的宽字符
串字面量进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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