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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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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C++简介；
基本用法；
编译；

文本输入与输出；

参数的读入；

类的创建与使用；
Makefile的用法

进程控制与循环；

指针和引用；

C++高级用法



文本的输入与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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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直接关系到程序的自动化

• 将重要的运行结果输出为特定格式：图片，latex table，文本等

• 将上一步产生的文件作为输入：拟合的参数等

• 减少手工操作可能出现问题的几率：人工输入或者输出，经常由于自己的粗心而造成一些不必
要的错误

• 尽量让机器做体力活，自己来把逻辑思路弄清楚，把程序写对



屏幕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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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printout.cpp
g++ printout.cpp
./a.out

printf(“%.2f”): 保留两位小数。

printf(“%8.2f”): 保留两位小数，并且预留8位
数字的空间用来打印。



输出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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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stream: c++里面的文件输出函数。
out可以认为是新的输出目的地。
最后，必须以out.close;来结束！！

vi printfile.cpp
g++ printfile.cpp
./a.out
cat out.txt
cat out2.txt

FILE, fopen, fprintf: C里面的文件输出函数。
out2是新的输出目的地。

最后，必须以fclose(out2)把文件给结束。



输出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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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printfile2.cpp
g++ printfile2.cpp
./a.out
cat out3.txt 
cat out4.txt

单行多次输出

固定格式输出
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读入键盘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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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读取键盘输入。不能以空格隔开，
每次读入一个单词。

键盘读取！！！

vi keyboard_input.cpp
g++ keyboard_input.cpp
./a.out

错误输入：有三个单词两个空格



读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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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tream:读入文件。可以是相对路径，也可以
是绝对路径。文件必须存在。

while循环：逐行读入文本文件，直到文件结束。
getline(input, buffer)读入每行，其中input为输入
文件，buffer为临时字符串来存储这行数据。

sscanf：读入这行数据，通过%lf, %*s, &等操作
符来存取。

逐行读取！！！

文本文件：10/data_input.txtvi readfile.cpp
g++ readfile.cpp
./a.out



读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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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循环：逐行读入文本文件，直到文件结束。
eof()，文件的结尾。

在while循环里面变量赋值，将数值传递出来。

逐词读取！！！

vi readfile2.cpp
g++ readfile2.cpp
./a.out

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数据必须有固定的格式



指针(POI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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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指针是C++的特色之一：

Ø优点：对内存（memory）的直接操作

Ø缺点：

• 经常造成内存泄漏（memory leak）

• 对新手非常不友好：难学

Ø指针：指向内存地址（memory address）的变量

Ø内存：按照顺序分为内存模块，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地址

内存

变量theAge占有4个字节

指针的用途：
• 对堆（heap）中的数据进行操作
• 访问类中的数据和函数
• 传递函数参数



变量在内存里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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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addresser.cpp
g++ addresser.cpp
./a.out

使用获得变量在内存中的地址

\t 相当于tab键盘，水平制表符

注意：我们其实并不关心变量在内
存中的地址是多少，我们只需要知
道所有变量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



指针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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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pAge = NULL;

pAge拥有一个int类型变量的地址

推荐的指针命名规则：p+首字母大写

初始化到空指针
指针必须初始化，int *pAge;是野
指针(wild pointer)，非常危险

int *pAge = 0; 也可以这样初始化

可以这样理解：储存在pAge的值



指针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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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ariable是一个
int型变量，初始化

后值为5

内存

pPointer是一个int型指针，
初始化为theVariable的地址

简单来说:
pPointer对应的地址是theVariable的地址
pPointer对应地址所对应的数值是5



指针例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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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pointer.cpp
g++ pointer.cpp
./a.out

把myAge的地址赋给pAge指针

通过*pAge修改myAge的值

直接修改myAge的值
*pAge的值相应变化



指针例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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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pointerCheck.cpp
g++ pointerCheck.cpp
./a.out

pAge有自己的内存地址和myAge
和yourAge都不同

myAge和yourAge在
内存中有唯一的地址



Ø程序猿通常处理下面五种内存区域

Ø全局命名空间(Global Name space)：存储全局变量(global vairables)

Ø堆(Heap)：其他剩余内存全部是堆(Heap)

Ø寄存器(Registers)：储存内部函数(internal housekeeping functions)，CPU寄存器加速程序

Ø Code space：存储代码(code)

Ø栈(Stack)：存储局部变量(local variables)和函数参数(function parameters)

栈(STACK)和堆(HEAP)

1/4/23尹航，数据分析 16

• 当函数调用结束，栈会被清空
• 我们可以在堆(Heap)里创建指针
在其他地方通过指针继续访问它

显而易见的缺点：内存泄漏



Ø如果我们想在堆（heap）里的内存，使用关键字new

Ø int *pPointer = new int;

Ø *pPointer = 72;

Ø归还内存到堆(heap)里

Ø delete pPointer;

Ø内存泄漏：

Ø函数调用结束，指针没有被清理掉

Ø原有指针占用的内存无法被释放出来，其他程序无法使用

使用NEW定义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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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HEAP）例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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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heap.cpp
g++ heap.cpp
./a.out

new意味着是在堆
(heap)里创建的指针

delete将占用的内存
还给堆（heap）

new和delete要一一对应！！



内存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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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eap里创建pPointer，并
把72储存在内存里

给pPointer又分配了一个新
的内存区域

指针被重新分配了，所以72存储
的区域无法访问，也无法清除



Stray/Dangling poi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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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迷途指针（stray pointers）

Ø原因：在程序里已经被删除了（delete）

Ø后续程序中继续调用这个指针

Ø产生奇怪的结果

Ø简单的方法来避免

Ø把删除的指针设置为空指针（NULL）

Ø *pPointer = NULL;



引用（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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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引用（references）是什么？

Ø Reference是一个别名（alias）

• Reference创建之后，成为某个对象/类的别名。任何对Reference的操作实际上就是在操作对象/类

Ø Reference不是指针（pointer）

• 指针有对象/类的内存地址，而Reference只是别名

Ø如何创建reference？

Ø Reference操作符：&

Ø int &rSomeRef = someInt; 



定义引用（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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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如何定义？

Ø References必须是一个对象（object）的别名（alias），不能是某种类型：具体化

Ø比如：
错误定义 正确定义

注意：references不能指代空指针（NULL）！！！



例子1：引用（references）

1/4/23尹航，数据分析 23

使用 &定义reference

对reference的改变同时会
改变对象（intOne）的值

vi reference.cpp
g++ reference.cpp
./a.out



例子2：引用（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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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预想的一样，Reference
和target的地址完全一样

Reference是target的别名

vi reference2.cpp
g++ reference2.cpp
./a.out

指针和对象有不同的地址！！

这里仅仅是为了展示reference地址，通常
reference的内存地址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例子3：引用（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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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reference3.cpp
g++ reference3.cpp
./a.out

当我们重新设置reference时，会发生什么？

可以看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
intOne = intTwo;

rSomeRef仍然是intOne的alias，
和intTwo没有关系！！



函数中使用引用（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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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C++函数的缺点有：

Ø函数的自变量（arguments）只能通过数值传递

Ø每个函数只有一个返回值

Ø在函数中使用引用（references）可以克服上面的缺点：将原始的、真实的对象传递给函数

Ø使用指针

Ø使用引用（references）：可以在函数中修改对象



例子1：函数中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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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valueSwap.cpp
g++ valueSwap.cpp
./a.out

x和y的值没有任何变化，而程序是希
望互换这两个变量的数值

失败的例子

失败的原因是在swap()函数里，x和y
的确是互换了，但是离开swap()函数，
回到主函数，互换之后的x和y失效了



例子2：函数中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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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valueSwap2.cpp
g++ valueSwap2.cpp
./a.out

成功的例子：指针

函数的变量是指针

函数的输入值是变量的内存地址

这里交换的是内存地址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难懂、容易出错！



例子3：函数中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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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valueSwap3.cpp
g++ valueSwap3.cpp
./a.out

这里进行交换

函数的输入值是变量本身

成功的例子：引用

这里使用的是引用

由于函数的变量是reference，任何在
函数里对reference进行的操作都可以
传递回main函数



例子4：函数返回多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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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returnPointer.cpp
g++ returnPointer.cpp
./a.out

传递的是内存地址

这里是指针

直接改变指针的值，而不是通过return
返回数值

检查函数运行是否成功



例子5：函数返回多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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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returnReference.cpp
g++ returnReference.cpp
./a.out

使用的是引用(reference)

枚举：两种状态

函数成功的话输
出变量

函数中使用引用(reference)可以更简单的返回更多变量



作业

Ø认真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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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入data_input.txt，计算不变质量（invariant mass），
并把不变质量存入一个文本文件。



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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