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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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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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C++程序中含有至少一个函数：main函数

Ø一个函数最好只完成一件事情：不要把所有功能都塞进同一个函数

Ø复杂的事情需要分割成多个函数，然后用控制函数逐个调用

Ø函数通常在程序开始做一次声明（DECLARATION ）



函数：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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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函数做一次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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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的详细定义

更为简单的方法！



函数：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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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声明定义都在头部

vi area_2.cpp
g++ area_2.cpp
./a.out

对于简单的程序可以这么用，但对于
大型程序来说就有点低效率了。

建议使用上一页的方法



局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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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变量（local variable）
离开covert()函数，celsius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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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ain函数定义的celsius，跟covert()
函数中的celsius没有任何关系

整个程序是输入华氏温度输出摄氏温度



全局变量

1/4/23尹航，数据分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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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ain函数外部定义两个全局
变量（global Variables）

整个程序是输入华氏温度输出摄氏温度

在程序中定义全局变量非常危险。因为变量可能
在中途被改变，从而影响最终结果，但是又不报
错。
尽量避免使用全局变量除非你非常明确自己想做
什么事情



函数的默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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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areaCube.cpp
g++ areaCube.cpp
./a.out

整个程序用于计算长方体的体积

设置width和height的默认参数

height使用其默认值

width和height使用其默认值

所有参量都使用给定值没使用默认值



函数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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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函数重载（function overloading）

Ø同一个函数名称，不同的输入参量

Ø避免对同一类函数重复命名

函数名称都是store，但是输入参数的类型不同



进程控制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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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实际运用中，进程控制与循环是一个程序的主干

Ø直接决定了程序的效率与目的

• 进程控制if，case 

• 循环while， for

• switch-case控制



if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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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f从句的开始。注意这句没有‘；’，使用｛｝来写复杂的
执行语句。if(){

action1;
}else if(){

action2;
}else

action3;

执行操作:在特定条件下，执行那种操作。

else if(): if从句的变种，与if联合使用。同样，这句没有‘；’

else: if从句中指代最后一种可能，
与if联合使用。同样，这句没有‘；’。



case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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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case从句的开始。注意这句没有‘；’，
使用variable来进行下面的判断。

switch(variable){
case ‘A’:

action1;
break;

case ‘B’:
action2;
break;

default:
action2;
break;

}

执行操作:在特定条件下，执行那种操作。

case: 变量的各种情况。注意格式，结尾为‘:’

default: case从句中指代最后一种可能。
同样，这句没有‘；’。

break:如果与判断条件吻合，则跳出case从句。



while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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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 while从句的开始。
使用variable来进行判断。

while(variable){
action2;

}
执行语句: while从句的内容。

特别注意while循环的条件，不要写成死循环。
在大型程序运行之前，必须测试while循环！！



while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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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while_loop.cpp
g++ while_loop.cpp
./a.out

这个while循环没有结束的条件，是一个无限循环

判断数字counter是否为14的倍数

判断数字multiples是否小于19

满足条件，跳出while循环

counter计数器，每次加1

multiples计数器，每次加1

同样也可以搭配 continue！



do-while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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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 while从句来进行判断。

do{
action2;

} 
while(variable);

do执行语句: while从句的内容。

特别注意while循环的条件，不要写成死循环。
在大型程序运行之前，必须测试while循环！！



do-while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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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do_while_loop.cpp
g++ do_while_loop.cpp
./a.out

先执行这段无论while判断条件是否满足

这里判断是否进行下一次循环

这里为0，并不满
足while循环 ， 但
是仍然输出一次



for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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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语句:在for循环里的操作。

for(){
action1;

}

for循环:注意循环的控制，基本分为三个部分
1）计数器的初始化：int i = 0;
2）计数器的停止条件：i < 100;
3）计数器的改变规则：i++;
注意，每个部分结尾是‘;’，不是任何其它符号！！！

特定循环测试的for循环！！



for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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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or_loop.cpp
g++ for_loop.cpp
./a.out

for循环



for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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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or_loop_2.cpp
g++ for_loop_2.cpp
./a.out

更为复杂的for循环

第一个表达式可以提前 ，
但是分号（;）必须保留

参数变化可以有多种形式，比
如这里是每次y加2



Switch 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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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整形的数值对应不同的操作

switch(IntegerExpression){
case 0:

action1;
break;

case 1:
action2;
break;

default:
action3;

} 

switch执行语句:测试整形变量。

default可以用来输出报错信息



Switch 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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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switch_case.cpp
g++ switch_case.cpp
./a.out

default输出报错信息



如何选择各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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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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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是STL中最常见的容器，也是我们在物理分析中经常用到的容器。

与数组的区别：
• 数组是静态分配空间
• Vector是动态分配空间，根据元素的不断增加来扩充自己的容量
• 数组的成员是固定的，比如int a[10]只能有10个成员
• Vector的成员是根据程序决定的，内存是它的上限

用法：
vector <double> a_vec;
a_vec.clear();
a_vec.push_back(1.);
a_vec.size();

定义vector已经初始化
Vector的清空。注意！！！每个vector定义之后，需要马上清空。

Vector使用push_back()填入成员。

Vector填入完成之后的成员数，通常用来做for循环的参数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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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需要头文件

数学计算需要头文件

粒子四动量的 vector
初始化以及清空

While循环读入文本
文件

粒 子 四 动 量 填 入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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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里应该为”./data_input.txt”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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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质量的vector
初始化与清空

粒子质量的计算，
根据爱因斯坦的
质能关系:
𝑴𝟐 = 𝑬𝟐 − 𝑷𝟐

sqrt(): C++里面的
求平方根函数。

pow(a, b): C++里
面的求幂次的函
数，表达为 a𝒃

for 循环，根据
vector的大小

for 循环，根据质
量vector的大小

if从句，根据不同
条件来进行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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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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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根据横动量的分别（0-40GeV，10GeV一个文件）
填入不同的文本文件，例如pt1.txt, pt2.t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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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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