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分析（十一）
--C++初级用法

尹航

华中师范大学

2023年春季 注意：该方框里的内容可以直接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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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中参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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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程序的适应性更强

• 写最少的code，做最多的事情

• 程序更为智能化

Ø节约编译时间：单个C++文件，编译时间可以忽略，可是随着程序包功能的强大，每次编
译花费时间非常多，比如root的编译需要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



参数的传入方式

Ø键盘输入(cin)：不推荐！稍显麻烦。

Ømain()函数传入：推荐。C++标准用法。

Ømain()函数+getopt()函数：强烈推荐！个人认为最为智能化的参数传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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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函数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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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argc: arguments counter，命令行输入参数的个数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argv: arguments vector，储存了所有命令行参数



main函数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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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pars_readin.cpp
g++ pars_readin.cpp
./a.out input output

读入输入参数到string

argc， argv参数的传入

帮助信息

输出参数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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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运行时！！！

正确运行时！！！

注意事项：
不能乱了顺序
必须知道需要传入多少参数

./a.out input output

./a.out



getopt()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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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getopt(int argc, char* const argv[], const char* optstring);

需要头文件unistd.h

optstring: 参数调用说明。例如：“ab:c:de::”
• a,b,c,d,e个代表一个参数选项
• a是不带值参数
• b，c是带值的参数，选项后的值赋给optarg
• d，e是可以有值，也可以没有

optarg：全局变量，指向额外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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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opt()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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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函数需要<cstdlib>

程序帮助信息

声明两个string来存储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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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opt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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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输入参数转成ASCII编码

while逐个读入参数

case从句判断

optarg赋值给
input_text_name

输出得到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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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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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topt_test.cpp
g++ getopt_test.cpp
./a.out
./a.out –i input –o output



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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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C++里面，使用类(classes)来描述对象：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的

Ø类属于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打包自己需要的变量、类型、函数

Ø封装的优点：

Ø比如一个三轮车：

• 有轮子、座位、把手、刹车

• 可以移动、加速、停车

Ø别人使用你所写类（classes）的时候，不需要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

• 只需要知道它可以做什么，如何调用它

封装（encapsulation）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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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C++类的定义：

class CLASS_NAME
{

public:
int number;
string name;
void test();

private:
….

};

类的名字

类里面公共函数的定义，
能在类的外面调用

类里面私有函数的定义，
只能在类内部调用

注意！这里有个分号！！

按照惯例我们会将类的首字母大写
而类成员的首字母小写



对象（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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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定义对象以及访问类的成员

Tricyle myAiMa;

myAiMa.speed = 30;

myAiMa.brake();

定义一个对象

定义最快速度

调用刹车程序

使用.访问类的成员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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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对于上次作业，如果我们希望使用类来完成不变质量的计算，那么该如何写这个程序呢？

Ø首先，我们需要把类给声明一下（Ana_mass.hpp）

Ø然后需要把类初始化，在这一步，会将具体的算法写好（Ana_mass.cpp）

Ø最后，我们需要在主程序里调用（run_all.cpp）



例子：头文件(.H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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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双重定义，所以后面
的名字跟文件名相似

头文件的使用

名词空间std的使用

类的名字是 Ana_mass

类里面公共函数

类里面的构造函数

类里面的析构函数

类里面的我们将要使用的
函数

构造函数：该类对象被创建时，
编译系统分配内存空间,并自动
调用该构造函数，由构造函数
完成初始化。

析构函数：特殊成员函数,没有
返回值,不需要用户调用,在销毁
对象时自动执行.前面有个”~”.

vi Ana_mass.hpp

如果程序中没有定义则现在定义

constructor

destructor



例子：源文件(.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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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里面的我们将要使用的
函数

注意这里的用法：Ana_mass::calMass()
指的是Ana_mass类里面的calMass函数

vi Ana_mass.cpp

只需要这个简单的头文件

构造函数

析构函数



例子：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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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几次课上写的程序完全一致，
除了这里加了新写类的头文件。

vi run_all.cpp



例子：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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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打开文本文件！！

vi run_all.cpp



例子：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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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逐行读入文本文件，把四动量存入vector

质量vecotr的初始化

vi run_all.cpp



例子：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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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已经初始化新写的类，Ana_mass
并命名为mass_algo

简单的if判断

这里是调用类里的calMass函数，
注意，因为上面是用*指针定义的，
所以这里必须是使用 ->

vi run_all.cpp



如何编译多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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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信息

Shell里面执行

最后把所有.o文件合并为
可执行文件。

将.cpp文件分别编译为.o文件

g++ -c Ana_mass.cpp -o Ana_mass.o
g++ -c run_all.cpp -o run_all.o
g++ Ana_mass.o run_all.o -o a.out
./a.out -i ../10/data_input.txt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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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运行时！！！

运行-h时！！！

正确运行时！！！

./a.out

./a.out -h

./a.out -i ../10/data_input.txt



Makefile

Ø前面是用g++命令编译，手工输入，稍显繁琐

ØMakefile：自动化编译，使用make命令。

• 主要作用是把环境变量设置好

• 把编译先后顺序设置好

• 一个命令即可编译整个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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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file

1/4/23尹航，数据分析 25

Root路径的定义

C++参数的定义

C++编译的最终命令

编译输出文件

编译具体过程

编译结果的清除

vi Mak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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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结果清除

Makefile

编译结果

make clean
make



类的更多用法

Ø定义常量类函数（CONST MEMBER FUNCTION）

Ø void displayPage() const;

Ø该函数不能改变类里的数据/变量

Ø用来保护类中的数据：程序中应该多使用

Ø注意：const在函数后面

Ø使用inline定义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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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等价

inline增加程序运行效率
不需要不同类/函数之间来回切换
编译时直接把code拷贝过去



使用指针调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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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pointer_classes.cpp
g++ pointer_classes.cpp
./a.out

在堆(heap)里初始化
指针给出初始值2，5

析构函数里使用delete把
占用内存归还给堆(heap)

调用析构函数

定义为const member function
防止它修改类的数据

使用->调用类函数

这里输出默认值

这里输出新值



this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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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C++里有一个隐藏指针，this

Ø不需要定义，自带指针

Ø指向当前对象，通过它可以访问当前对象的所有成员



this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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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his_example.cpp
g++ this_example.cpp
./a.out

SetLength()使用了this指针
SetWidth()没有使用this指针
两种方式都没有问题！！



面向对象的引用（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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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在大型程序中，每次传递对象到函数里面、或者函数返回一个对象时，都会产生一个对象

的拷贝

Ø频繁的进行对象操作，会使用更多的内存，运行速度变慢

Ø类的操作会产生临时构造函数

Ø为了避免上面的问题，可以使用references的概念



例子1：面向对象的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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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objectRef.cpp
g++ objectRef.cpp
./a.out

复制构造函数

创建对象：调用构造函数

这里函数调用对象：构造函数
又被调用了一次

这里两次调用析
构函数：

函数返回值没有
对象调用析构函
数；
FunctionOne结束
再调用一次 这里传入的是引用不会重复

调用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例子2：面向对象的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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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objectRef2.cpp
g++ objectRef2.cpp
./a.out

使用const保护对象的数据

上个版本的code有个致命的缺点：传入的引用可
能会被函数直接改变。使用const来克服



例子3：面向对象的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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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objectRef3.cpp
g++ objectRef3.cpp
./a.out

传入的是引用reference，不是指针

有没有可能避免向函数传入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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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V一个文件）
填入不同的文本文件。

把这个程序用getopt改装一下，使用参数输入data_input.txt

把这个程序的文本读入部分用类重新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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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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