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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说明 

 

1、 学习这套课程需要什么基础？ 

编程 0 基础即可学懂。 

2、 这套课程讲什么？ 

大学里 C 语言课程的教材的主干知识都会讲到，学完了之后课程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

考研、软考等都是可以的。 

3、 课程视频、资料、图片、开发工具等从哪里获得？ 

https://www.rupeng.com/Courses/AliplayerIndex/110/ 

 

 

 

注意 
这个课件只是老师讲课的时候一个讲课大纲，内容很简单，并不是完整的教材，不适合用

来当书用。 

这套视频有配套教材《零基础趣学 C 语言》，在京东、淘宝都有销售。 

购买教材后，还可以加入读者 VIP 群，有老师答疑。 

 
 

http://rup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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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入门概念 

(一) 什么是编程？ 

 电脑（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是程序员（软件工程师）写代码编写出来的。“编程”就

是“编写程序”的简称。 

 

(二) 什么是代码？ 

 代码是程序员向计算机发出命令的语言。就像人类的语言有英语、法语、日语等一样，

编程语言也有 C、Java、C#、C++、Python、JavaScript 等，我们使用这些编程语言都可以编

写程序。 

 

(三) 什么是编译？ 

 计算机只认识机器语言，而机器语言写起来很难。 

http://rup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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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高级语言”编写“源代码”，然后通过“编译器”把源代码翻译成机器语

言。这个翻译的动作专业术语叫做“编译”。 

                 

 

(四) 什么是集成开发工具？ 

 “源代码”一般是文字，所以可以使用记事本等任意文本编辑器来编写，然后再通过敲

命令把源代码编译成机器语言。这个过程很麻烦，而且编写代码的时候没有自动完成、语法

检查等功能，开发难度大。 

 因此编写程序我们一般使用“集成开发工具”（简称 IDE）来开发，“集成开发工具”

提供了代码自动完成、语法检查、自动化编译等功能。 

开发工具的使用 

 

(一) 开发工具的安装 

 C 语言集成开发工具有很多，TurboC、VC6 之类的太老了，在新系统上运行都有很多问

题了，上课老师使用 Visual Studio 2012（简称 VS2012）。还有 VS2005、VS2008、VS2010、

VS2015、VS2017 等版本。在不谈及版本号的时候也统称 VS。上课讲的东西对于 VC6 及以上

版本都支持，但是建议和老师版本一致，问题最少。 

1、 VS2012 的下载 

下载地址 1：https://www.rupeng.com/News/10/334.shtml 如果访问不了，就联系如鹏网

在线客服 

下载地址 2：百度搜索“Visual Studio 2012” 

编译 

http://rup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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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S2012 的安装 

安装包是 iso 格式的，如果不知道怎么使用 iso 格式。就下载安装解压缩软件 WinRAR

（http://www.winrar.com.cn/），装完了之后，就可以在 iso 文件上点右键→【解压到当前文

件夹】，然后运行解压后的 vs_ultimate.exe 

 

1-解压 

 

2-运行安装程序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尽量不要勾那个 Blend For Visual Studio，没用。 

http://rup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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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的时候如果报错“兼容性问题”，可以忽略，或者装“KB2781514”补丁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36020 

http://rup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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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启动，注意安装程序不会在桌面上放图标，可以到开始菜单（Win7、Win10 开始

菜单搜索方式不一样）中找 VS2012，注意不要启动 Blend for visual studio。 

http://rup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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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动的时候弹出如下的对话框，选择【Visual C++开发】即可。当然即使选成其他

的，关系也不大： 

http://rup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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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indows 设置 

在开始学习前，必须做一件非常专业的事：去掉“隐藏已知文件类型扩展名”。因为这

个功能是给小白用户准备的，专业的程序员要用专业的视角观察文件。 

首先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Win7 下：【计算机】→【组织】→【文件夹与搜索选项】 

http://rup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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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10： 

 

 

 然后打开的对话框中，去掉【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前面的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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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建第一个项目 

创建解决方案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 依次选择【文件】→【新建】→【项目】 

第二步 依次选择【Visual C++】->【Win32 控制台应用程序】、【名称】修

改为“MyFirstC”、【位置】修改为你项目代码的保存路径，最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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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不到 Visual C++，可以到【其他语言】中找一下 

 

 

 

第三步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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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依次选择【控制台应用程序】、【空项目】、最后点击【完成】。一定注意不

要勾选【安全开发生命周期（SDL）检查】 

 

 

(*)一定不能勾“SDL”（VS2008、VS2010 中都没有这个选项，就不用管它），关于_s

函数的问题（适合于严谨的项目，但是不适合初学者） 

 

注意：如果您使用 Visual Studio 2017 及以上版本，创建【Win32 控制台应用程序】是不

会有上面的选项的，需要改用【Windows 桌面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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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添加.c 文件 

 C 语言程序一般保存在以.c 结尾的文件中，添加.c 文件，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 右键【源文件】、选择【添加】、点击【新建项】 

 

 

第二步 选择【Visual C++】、点击【C++文件(.cpp)】、【名称】填写为“Main.c”最后

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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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很多 C 语言书籍中都会创建.cpp 文件编写 C 语言程序。虽然也可以编译运行，

但是这样是不标准的，.cpp 文件是用来保存 C++语言程序，C 语言程序应该保存在.c 文件中。 

第三步 如果【源文件】下生成了“Main.c”文件，表示添加成功 

 

(五) 编辑 C 语言程序 

打开“Main.c”文件，输入以下几行程序，然后点击保存。 

 

 

怎么输入特殊符号。怎么快速切换大小写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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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1、 上述程序中所有字符、标点符号均是英文的。 

2、 双引号、括号、分号注意中英文输入法的问题； 

3、 C 语言程序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上述程序均是小写字母。 

4、 return 与 0 之间是有空格的，不能省略。 

5、 现在不需要把每个语法搞明白，先能照着敲出来、运行即可，后面会一点点讲。 

6、 注意别丢了双引号等； 

7、 在输入代码的时候 Visual Studio 会自动进行代码的缩进。即使不缩进也没关系，但

是缩进会使得代码更容易读懂。也可以通过 Tab 键来手动的控制缩进。 

(六) 生成 C 语言程序 

.c 源代码是不能运行的，必须生成为.exe 才能运行。 

操作方式分为以下 2 个步骤： 

第一步 选择【生成】菜单，单击【生成解决方案】，如图 1-16 所示： 

 
 

第二步 在底部【输出】窗口，查看编译结果，如果提示“成功 1 个，失败 0 个，最

新 0 个，跳过 0 个”，表示程序生成成功： 

 

(七) 运行 C 语言程序 

 如果程序已经编译成功，单击【本地 Window 调试器】即可运行程序。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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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运行不调试】 

 查看生成的 exe 的方法。右键【解决方案 MyFirstC】、单击【在文件资源管

理器中打开文件夹】 

(八) 提醒 

1. 项目过期提示框 

单击【本地 Windows 调试器】时，可能会弹出如下图对话框。这是由于修改了 C 语言

源程序导致的，建议读者勾选上【不再显示次对话框】，然后单击【是】即可。 

 

 

2. 生成错误提示框 

如果单击【本地 Windows 调试器】运行程序时，弹出如下对话框。说明程序在生成时

发生错误，此时应该单击【否】，然后在【错误列表】窗口中查看具体的错误信息。 

【注意】切记，不要在【不再显示此对话框】左边打钩，否则后续写程序会很麻烦。 

 

如果点击运行没反应，先看看是不是有生成错误。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3. 编辑器行号显示 

为了方便后期调试程序与定位错误，建议读者在 VS 设置显示行号。 

主菜单里【工具】→【选项】→【文本编辑器】，找到【C/C++】,勾选【行号】，最后单击

【确定】。 

(九) 解析第一个 C 程序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 

  printf("www.rupeng.com"); 

  getchar(); 

  return 0; 

} 

 

 程序分析： 

 第 1 行，#include 是 C 语言的预处理指令，用来引入<stdio.h>等系统头文件。stdio.h 中

包含了很多和输入输出相关的函数信息，如果在程序中调用 printf 函数，就必须引入该头文

件。 

 第 2 行，main 是函数名称，表示“主函数”。一个 C 语言程序无论多么简单或者多么

复杂，都必须有一个程序执行入口，这个入口就是主函数 main()。main 函数前面的 int 表示

主函数执行完毕，会返回 int 类型(整型)数据。 

 第 3 行，“{”表示函数开始的标志。 

 第 4 行，printf 是 C 语言库函数，"www.rupeng.com"是字符串，printf 函数会将双引号

中的字符串输出。 

 第 5 行， getchar 是 C 语言库函数，等待用户输入直到按键盘上的回车键才结束。在 C

程序中调用该函数，主要是为了避免程序运行一闪而过。 

 第 6 行，return 0 表示 main 函数执行到此处时结束，并返回整数 0。 

 第 7 行，“}”表示函数结束的标志。 

  

 程序代码由指令和数据组成。上面的代码 printf、getchar 是指令，"www.rupeng.com"

是数据。 

 

每个 C 语言程序都必须有一个主函数，函数体使用“{ }”包裹。主函数由系统进行调用，

当执行一段 C 程序时，必须先找到该程序的主函数，从主函数开始执行。 

数据类型和变量 

 在 C 语言程序中将数据分为两种：字面量（常量）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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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字面量 

字面量（也有叫“常量”的，但是我认为叫“常量”不准确。中庸一点可以叫“字面常

量”）指的是数值固定的量，“一看就能看出来”。在程序中，常量只能被引用，不能被修

改。 

在 C 程序中常用的字面量有以下几种： 

第 1 种 整型（整数类型）。例如：100、314、0、-200 等。 

示例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d\n",200);  

 printf("%d\n",-100); 

 getchar(); 

 return 0; 

} 

 程序分析： 

 1)在执行 printf 函数时，整数常量将取代双引号中的%d，如图 2-2 所示： 

 

图 2-2 

 2)‘\n’是换行符，即输出“200”后，控制台中的光标位置移到下一行的开头，下一

个输出的内容-100 会出现在该光标位置上。注意\n 的方向，怎么输入\n？如果不输入\n 会

怎么样？ 

第 2 种 浮点型。其实就是小数。 

示例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f\n",3.14);  

  printf("%f\n",-12.2); 

  getchar(); 

  return 0; 

} 

 

默认情况下，输出浮点型保留小数点后 6 位数字。所以 3.14 会输出 3.140000，-12.2 输

出-12.20000。 

第 3 种  字符型。在程序中，使用英文单引号括起来的字符被称为字符型。例

如：’a’、’1’、’=’、’?’、’#’等都是合法的字符。 

【注意】 

字符类型只能是单个字符，不能写成’a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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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c\n",'A');  

  printf("%c\n",'#'); 

  getchar(); 

  return 0; 

 } 

 

第 4 种 字符串。在程序中，使用英文双引号将若干个字符括起来的都是字符串(注意不

包括双引号本身)。例如：”124“、”hello”、”www.rupeng.com”等。 

【注意】 

字符串只能使用双引号包裹，不能写成’124’、’hello’、’www.rupeng.com’。 

示例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123\n");  

  printf("www.rupeng.com"); 

  getchar(); 

  return 0; 

 } 

(二) 变量 

 在 C 语言中，一个合法的变量由 3 部分组成：变量类型、变量名、变量值。 

 变量类型：变量的类型是用来规定变量对应内存空间的大小和能盛放的东西。 变

量名：变量名是用来标记变量对应的内存空间。就好比，有 10 个一模一样的杯子，从外表

看根本无法区分。但是，如果给每个杯子都做一个标记，比如依次贴上标签：“1 号”、“2

号”……“10 号”，这样就不会混淆了。同理，变量名也是同样的作用，通过变量名就可以

精准的找到变量对应的内存空间。 

 变量值：变量值是变量名标记内存空间中的数据。就好比，杯子中装的可乐、咖啡等。 

(三) 标识符与关键字 

1. 标识符 

 在 C 语言中，用来对变量，函数，数组等命名的字符序列被称为标识符。比如：变量名

a、函数名 printf 等都是标识符。 

 C 语言对标识符有以下规定： 

1) 只能由 26 个英文字母、数字或下划线 3 种字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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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 个字符只能是字母或下划线。 

3) 大小写敏感的。 

4) 不能全部是关键字。 

 以下列出一些合法标识符，可以做变量名或者函数名。 

abc，a1，_max，day ，a_2_5，int1、INT。 

下面是一些不合法的标识符。 

1a，%abc，#33，a<b，int，1_2_5。 

【注意】C 语言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比如：max，Max，MAx，MAX 就是 4 个不相同

的标识符。 

2. 关键字 

C 语言中具有特殊用途的单词被称为关键字。当定义标识符时，不要让标识符与关键字

相同，否则编译无法通过。C 语言共有如下的关键字：break、case、char、const、for、if、

void、int、long 等。不必去刻意背记，也不必着急了解每个关键字的含义。 

(四) 基本数据类型 

定义变量并赋初值的基本语法：变量类型  变量名=变量值; 

比如：int a=3;  定义一个整数类型变量 a，a 的值是 3 

1. 整数类型 

int 可以定义整数类型(简称整型)。int 类型数据在 printf 函数中一般采用%d 格式进行输

出，%d 表示“十进制整数”形式。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200; 

  printf("%d\n",a);  

  getchar(); 

  return 0; 

} 

解释一下：int a=200; 

printf("%d\n",a);的意思是：把 a 的值带入参数的这个位置。和 printf("%d\n",200);效果一

样 

注意，不要写成 printf("%d\n","a");什么都不加，才代表变量。 

2. 浮点数类型 

 浮点型有以下几种： 

(1)单精度浮点型(float)。 

(2)双精度浮点型(double)。 

float、double 的区别在于表示范围和精度不一样。初学者先不用研究。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给 float 赋值字面量的时候需要以 f 结尾，否则会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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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tdio.h> 

 int main() 

 { 

  float f=3.14f; 

 double d=3.14; 

  printf("%f\n",f);  

  printf("%lf\n",d);  

  getchar(); 

  return 0; 

 } 

 

输出 double 要用%lf，虽然用%f 也行，但是建议用%lf。 

VS2012 中执行的是 C89 标准，变量必须在所有其他代码之前。 

3. 字符型 

char 类型数据在 printf 函数中一般采用%c 格式进行输出。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c='A'; 

  printf("%c\n",c); 

  getchar(); 

  return 0; 

} 

4. 转义字符 

在 C 语言中，有一类特殊字符，该类字符是以字符\开头的字符序列。例’\n’，它代表一

个“换行”符。这类字符无法用一般形式表示，只能采用这种特殊的形式表示，这类字符被

称为转义字符。 

1) ‘\n’ 代表回车换行。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www.rupeng.com\n"); 

  printf("www.rupeng.\ncom");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 

 
 

2)\” 代表双引号字符(“)。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由于在 C 语言中，双引号已经被用于表示字符串的开始与结束标志，也就是说，双引号

一般都是成对出现的。例如：”ABC”，’#?*’，”123”……等等。但是，如果在字符串中显示双

引号，该如何表示呢？有些读者很自然的想到了下面的写法： 

 “www.rupeng”.com” //错误写法 

 这是一种错误写法，前面已经讲过双引号(“)有特殊意义：当编译器读取到第一个双引号

时认为是字符串的开始，读取到第二个双引号时认为是字符串的结束，然后把两个双引号之

间的内容当做字符串解析。 

由于编译器会把前两个双引号之间的内容当做字符串解析，把第三个单引号当做字符串

开始标志对待，然后编译器会再去寻找下一个双引号当做字符串的结束标志，如果找不到就

报错。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在 C 语言中使用\对双引号进行转义例如：\”，此时双引号就是普

通字符，不再具有特殊的意义。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一下\”的使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www.rupeng\".com"); 

  getchar(); 

  return 0; 

} 

 3)\ 

单斜线(\)也是字符，该如何显示呢？使用\对反斜线\进行转义例如：\\。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一下\\的使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c\n",'\\'); 

  printf("www.\\rupeng.com"); 

  getchar(); 

  return 0; 

}  

5. 字符与字符串的关系 

 在 C 语言中是没有字符串类型的，所谓的字符串本质上是由单个的字符构成，例

如：”rupeng.com”，注意使用双银行包裹起来。”rupeng.com”可以看作由字符’r’、’u’、’p’、’e’、

‘n’、’g’、’.’、’c’、’o’、’m’组成（其实结尾还有一个'\0'，初学者先不用理解这一点）。  

 在 printf 中用%s 输出字符串。 

 字符串是被拆分为单个字符进行存储，输出时也按照存储的顺序连续输出。做个形象的

比喻：如果把字符串当做一串糖葫芦，字符就是每一个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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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intf 与数据类型 

汇总、补充一下 printf 中常用的占位符： 

占位符 类型 说明 

%d 或者%i int 以十进制输出，%i 是老用法 

%f float 还可以指定精度，%.2f 就是保

留 2 位小数。 

%lf double  

%c char 也可以用%d 输出 char，输出的

就是字符的 ASCII 码(不懂就不

用管) 

%s 字符串  

printf 中数据类型一定不能用错，float 类型必须用%f，整数必须用%d，如果用错了会发

现结果很怪异。比如下面的错误代码： 

printf("%f",3); 

printf("%d",3.14f); 

原理层面，这涉及到数据在内存中表示格式的问题，初学者不用深入研究。 

还有，在 printf 中也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占位符，只要和参数的类型、个数能够对的上就

行： 

printf("name=%s,age=%d,height=%f","rupeng",18,3.14f); 

(五) 注释 

C 语言中允许使用(双斜线)//注释一行代码，使用/*  */注释多行代码，被注释的代码会

被编译器忽略。 

注释的作用主要有 2 点： 

1)方便自己和他人理解这段代码。 

2)暂时屏蔽不想参与编译的代码。 

1. 单行注释 

 只能注释一行。在程序中，行注释以//开始，本行后面的内容都会被编译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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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www.rupeng.com"); //如鹏网址:www.rupeng.com 

   //printf("如鹏网\n"); 

  getchar(); 

  return 0; 

} 

2. 块注释 

 块注释又被称为多行注释，/*表示注释开始，*/表示注释结束，/*与*/之前的内容将被

编译器忽略。  

 块注释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如鹏网"); 

 /*  

 printf("www.rupeng.com"); 

 printf("www.rupeng.com"); 

 printf("www.rupeng.com"); 

 */ 

 getchar(); 

 return 0; 

} 

注意/**/不能嵌套。 

(六) 变量 

1. 定义变量  

在 C 语言中，变量只有被定义，才能使用，定义变量有两种形式： 

第 1 种：先定义，后赋值，语法如下：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名 = 数据; 

例如： 

int a;        //先定义 int 型变量 a 

a =200;      //然后将 200 赋值给变量 a 

第 2 种 定义并赋值，语法如下： 

变量类型 变量名=数据; 

例如： 

int a=200;  //定义 int 变量 a 并赋值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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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用变量 

变量就是一个数据的“名字”，可以在代码中通过引用变量使用变量。分为 2 种情况： 

1) 给变量进行赋值。 

2) 读取变量中保存的数据。 

如果变量出现在=号左边，就是给变量进行赋值，例如：a =100; 

如果变量出现在=号右边，或单独出现就是读取变量中的保存的数据。例如： 

a=100; 

b=200; 

a=b; 

printf(“%d\n”,a); 

上述第 3 行，变量 a 在=号左边，变量 b 在=号右边。因此，a=b 执行过程为：先读取变

量 b 中保存的数据 200，然后赋值给变量 a，此时变量 a 的值是 200。 

第 4 行，在 printf 函数中变量 a 是单独出现的，表示读取变量 a 中保存的数据。 

3. 定义多个变量 

C 语言中，定义多个变量有 2 种形式： 

 第 1 种: 在一行语句中，定义多个变量，语法结构： 

 变量类型 变量名 1，变量名 2，变量名 3，……;  //变量之间以逗号分割 

 第 2 种：多行语句，定义多个变量，语句结构： 

 变量类型 变量名 1; 

 变量类型 变量名 2; 

 ……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在程序中如何定义多个变量。 

定义多个变量。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0,b=200;   //一行定义 int 变量 a、b 且赋值 

 int c=300;    //定义变量 c 且赋值 

 int d=400;    //定义变量 d 且赋值 

printf("a=%d\n",a); 

 printf("b=%d\n",b); 

 printf("c=%d\n",c); 

 printf("d=%d\n",d); 

 getchar(); 

 return 0; 

}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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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a,b; 

 a=3; 

b=4; 

 getchar(); 

 return 0; 

} 

 

4. 语句与语句块 

在 C 语言中，程序执行的最小单位为语句，一条合法的语句必须在末尾有一个分号。 

 C 语言中常用的语句有 5 种： 

(1) 赋值语句 

(2) 函数调用语句 

(3) 空语句 

(4) 复合语句(语句块) 

(5) 控制语句 

本节只介绍前 4 种语句，第 5 种控制语句会在后续单独介绍。 

1) 赋值语句 

赋值语句是 C 语言中最基本的语句，需要使用到赋值符号=，该符号的作用是将一个数

据赋值给一个变量，例如： 

a = 100;  //将 100 赋值给变量 a 

【注意】赋值语句中，赋值号=的左边必须是变量，不能是常量。 

2) 函数调用语句 

函数调用语句是 c 程序中，比较常用的语句，由函数调用与分号构成，例如： 

printf(“www.rupeng.com”); 

3) 空语句 

该语句只有一个分号，例如： 

; 

空语句经常作为循环语句的循环体，表示什么也不做。 

4) 复合语句(语句块) 

复合语句又被称为语句块，在程序中，使用{ }将多行语句括起来就可以成为复合语句，

例如： 

{ 

  int a=3; 

  printf("a=%d\n",a); 

 } 

左花括号{表示复合语句开始，右花括号}表示复合语句结束。复合语句不会影响程序的

正常执行，常常和控制语句一起使用。 

语句块可以嵌套。 

一般建议语句块中的代码进一步缩进，VS 也是默认这样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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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顺序结构  

 顺序结构是 C 程序中最简单的程序结构。顺序结构的程序从第一行语句开始，按照代码

排列的顺序，从上到下依次逐句执行，上一条语句执行结束下一条语句才能执行，直到最后

一条语句结束。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 

  printf("a=%d\n",a); 

  a=20; 

  printf("a=%d\n",a); 

  a=30; 

  printf("a=%d\n",a); 

  getchar(); 

  return 0; 

} 

 

解释： 

int a=10;//声明变量 a，并且给 a 赋值为 10 

a=20;//给 a 赋值为 20 

6. 变量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变量必须定义才能使用 

【出错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a=200;    //出错代码 

  printf("%d\n",a);   //出错代码 

  getchar(); 

  return 0; 

 } 

2) 所有变量要声明在方法的最开始 

【出错代码】 

#include<stdi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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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main() 

 { 

 printf("hello"); 

  int a=200;  

  printf("%d\n",a); 

  getchar(); 

  return 0; 

 } 

VS2012 用的是 C89 标准，变量的定义必须在方法或者语句块的最开始，变量声明之前

不能写其他代码。到了 VS2017 就没这个问题。 

3) 变量重名问题 

C 语言规定，同一作用域内变量定义不能重名。由于尚未学习函数，读者可以暂时理解

为，同一个{ }中的变量名不能相同。 

【出错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0; 

 char a='A';   //出错代码 

 printf("%d\n",a);   

 printf("%c\n",a);  //出错代码 

 getchar(); 

 return 0; 

} 

(七) 局部变量 

C 语言中，变量定义的位置可以分为 3 种： 

1) 在函数内定义。 

2) 在函数内的语句块中定义。 

3) 在函数外部定义。 

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被称为局部变量，在函数外部定义的变量被称为全局变量。前几

章编写的 C 程序中只包含一个 main 函数，并且变量也都定义在 main 函数中，因此前几章

中定义的变量都是局部变量。  

1. 局部变量的作用域 

 变量的作用域指的是变量的有效作用范围，而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函数内部以及语

句块中。 

 局部变量的作用域需要分 2 种情况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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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只在本函数范围内有效，也就是说只有本函数内才能引用，

本函数之外都不能引用这些变量。 

(2)在函数内部语句块中定义的变量，只在本语句块范围内有效，也就是说只有在该语

句块内才能引用，该语句块之外都不能引用这些变量。 

 

【出错的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     //语句块开始 

  int a=200; 

 }     //语句块结束 

 printf("a=%d\n",a); //出错代码 

 getchar(); 

 return 0; 

} 

 

在 C 语言中，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以花括号进行区分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0; 

  { 

   int b=200; 

   printf("a=%d\n",a);  

  printf("b=%d\n",b); 

  } 

  printf("a=%d\n",a); 

  getchar(); 

  return 0; 

} 

 

语句块中可以定义变量，也必须定义在其他语句之前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0; 

 printf("hello"); 

 {   

  int b=200; 

  printf("a=%d,b=%d\n",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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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a=%d\n",a); 

 getchar(); 

 return 0; 

} 

2. 局部变量使用前，必须初始化 

 在 C 语言中，第一次对变量进行的赋值操作被称为初始化。变量的初始化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 定义变量并且初始化，例如： 

 int a = 10;  //定义并且初始化 

 第二种 先定义，后初始化，例如： 

 int a; 

 a=10; 

变量初始化本质上就是赋值，不过只有第一次给变量赋值才能被称为初始化。而变量赋

值就没有次数限制了，第几次都可以。 

 

在 C 语言中，如果定义了局部变量，但是并未进行初始化，编译器并不会自动初始化局

部变量，该局部变量的值将是未知的。因此，在程序中使用这样的变量是存在风险的。为了

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 VS2012 中，如果程序中使用了没有初始化的局部变量，调试程序的

时候将报错（如果在运行模式下会输出不确定的值），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一下。 

【出错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      

  printf("a=%d\n",a); //出错代码，使用了未初始化的局部变量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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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面试题：交换变量 

案例：编写程序实现交换变量 a 和 b 的值，不能直接写(i=20;j=10;) 

实现效果： 

交换之前：a=10，b=20; 

交换之后：a=20，b=10; 

 

在下面……处编写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 

 int b=20; 

 ……(在此处编写代码) 

 printf("%d %d",a,b); 

 getchar(); 

 return 0; 

} 

 

可以把变量 a 和变量 b 看做是两个杯子，把 a 和 b 中的值看作是 2 种不同的饮料，比如：

a 中装的是可乐，b 中装的是雪碧。交换变量 a 和变量 b 的值就相当于，要把可乐装到 b 中，

把雪碧装到 a 中。 

 
 

交换步骤如下： 

 第一步 准备一个空杯子 temp，把 a 中的可乐倒在 temp 中： 

 
第二步 把 b 中的雪碧倒在 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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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把 temp 中的可乐倒在 b 中： 

 

 经过上述 3 步，最终就可以交换 a，b 中的饮料。 

 

交换变量 a、b 的值也是如此，可以在程序中定义第三个变量 temp，然后像上述交换饮

料一样，交换 3 次即可，交换代码实现如下： 

temp=a;   

a=b; 

b=temp; 

 变量交换示意图如下所示： 

第一步 temp=a 表示把变量 a 的值 10 赋给 temp： 

 
第二步 a=b 表示把变量 b 的值 20 赋给 a： 

 

第三步 b=temp 表示把变量 temp 的值 10 赋给 b： 

 
 

 经过上述 3 步骤就可以成功交换 a 和 b 的值。 

【实现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 

  int b=20; 

  int temp=0; 

  printf("交换前 a=%d b=%d\n",a,b); 

  temp=a; 

  a=b; 

  b=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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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交换后 a=%d b=%d\n",a,b); 

  getchar(); 

  return 0; 

} 

 

分析：为什么 a=b;b=a;不可以？ 

 

(九) 本章串讲 

1、字面量、变量 

2、数据类型： 

整数 int、小数 float double 3.14f、字符 char、字符串 "aaaa" 

 

3、字符串的转义符 

"a\nb" 

"a\\nb"   a\nb 

 

a"b"  "a\"b\"" 

 

 

4、下列哪些是合法的标识符： 

a3、3a、_3a、float、float1、Float 

5、printf 的占位符 

int %d 

char %c 

float %f %.3f 

double %lf 

字符串 %s 

 

6、注释 

 

7、变量出现在=左边；变量出现在=右边或者单独出现 

a=3 

b=a; 

printf("%d",b); 

8、变量使用注意：先声明、后使用；语句块中变量定义在开始；变量使用之前必须赋值；

变量不能重名； 

9、下面哪个代码有问题：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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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a=200;  

  printf("%d\n",a); 

  getchar(); 

  return 0; 

 }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a=200;      printf("%d\n",a); 

  getchar(); 

  return 0; 

 }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200;    printf("%d\n",a); 

 { 

          int b=200; 

    printf("%d,%d\n",a,b); 

 } 

  getchar(); 

  return 0; 

 } 

 

10、下面程序的执行结果是什么？ 

int a=10; 

int b=20; 

a=b; 

printf("a=%d,b=%d",a,b); 

 

运算符与表达式 

(一) 算术运算符 

1. 常用算术运算符 

算术运算符用于执行程序中的数学运算，C 语言中常用的算术运算符有以下 5 种： 

+ 加或正值 

- 减或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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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 除 

%  取余 

 

 (1) 加法或者正值运算符“+”。作为加法运算符时是双目运算符，也就是需要有 2 个

操作数参与运算，例如：a+b、1+3 等。如果作为正值运算符时是单目运算符，例如：+3、

+1 等。参与加法运算的操作数可以是字面量、也可以是变量：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 

 int b=20; 

 printf("a+b=%d\n",a+b); //变量相加 

 printf("a+1=%d\n",a+1); //变量与常量相加 

 printf("1+1=%d\n",1+1); //字面量与字面量相加 

 printf("%d\n",+a); 

 printf("%d\n",+100); 

 getchar(); 

 return 0; 

} 

 

(2) 减法或者负值运算符“-”。 

(3)乘法运算符“*”。 

(4)除法运算符“/”。 

【注意】两个整数相除结果为整数，两个浮点数相除结果为浮点数，如果两个操作数中

有一个是浮点数，相除结果为浮点数，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i=5; 

int j=3; 

float f = i/j; //i/j 的值赋值给 f 

 

float f1=5.0f; 

float f2=3.0f; 

float f3=f1/f2; 

 

printf("%lf\n",f); 

printf("%lf\n",f3);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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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除法，几乎所有运算都是：整数和整数运算结果是整数；整数和小数运算结果

是小数；小数和小数的运算结果是小数。 

猜猜下面的代码的执行结果是什么？ 

float f = 1/3*3; 

printf("%f",f); 

getchar(); 

 下面的呢： 

float f = 1.0f/3*3; 

printf("%f",f); 

 下面的呢： 

float f = 1/3*3.0f; 

printf("%f",f); 

  

(6)求余运算符“%”，属于双目运算符，要求参与运算的两个操作数都必须是整数，求

余运算的结果是两个数相除的余数，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6; 

  int b=20; 

  printf("%d\n",b%a); 

 getchar(); 

  return 0; 

} 

2. 算术表达式 

将算术运算符、小括号、操作数连接起来、符合 C 语言规则的式子被称为算术表达式，

参与运算的操作数可以是字面量、变量、函数等。例如： 

a+1、a-b、1*10、20/2、30%4…..等等。 

3. 算术运算符优先级 

在数学中，算术运算有一套完整的运算规则。在 C 语言中，算术运算同样存在着规则。

当算术表达式由多个不同的算术运算符组成时，会按照运算符的优先级进行运算：先乘除后

加减、先括号里再括号外，优先级相同，按照自左向右的顺序进行运算，例如： 

a*10+100%3-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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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括号优先级最高，先计算(100%3)。*与/优先级相同，自左向右运算，先计算 a*10，

再计算 b/10。+与-优先级相同，自左向右运算，先计算加法，再计算减法。 

和数学中一样，可以通过小括号()来改变运算优先级，不过 C 语言中只有()，没有[]、{}，

()可以嵌套多层。a*(10+100%(3-b)/10); 

(二) 赋值运算符和赋值表达式 

1. 赋值运算符 

赋值运算符“=”，是 C 语言中使用最多的运算符，作用是将一个值(字面量值、变量值、

表达式计算结果)复制一份给另一个变量。赋值运算符常见形式： 

变量 = 表达式; 

a = 1+1;  //先计算表达式 1+1，然后将结果值赋给变量 a 

变量 =  字面量; 

a= 2;   //将数值 2 直接赋值给变量 a 

变量 = 变量; 

a= b;   //将变量 b 的值赋值给变量 a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 

 int b; 

 int c; 

 a=20;    //将数值 20 赋值给变量 a 

 b=a-10;    //先计算 a-10，然后将计算结果赋值给变量 b 

 c=a+b;    //先计算 a+b，然后将计算结果赋值给变量 c 

 printf("a=%d\n",a); 

 printf("b=%d\n",b); 

 printf("c=%d\n",c); 

 getchar(); 

 return 0; 

} 

 【注意】 

 赋值运算符的右边必须是变量，以下写法都是错误的： 

 20=30;  //错误写法 

 100=a;  //错误写法 

 左边也不能是表达式：a+2=5; 这样也错。 

2. 赋值表达式 

将赋值运算符、小括号、操作数连接起来、符合 C 语言规则的式子被称为赋值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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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运算的操作数可以是字面量、变量、表达式、函数……等。例如：a= 1+1、a=2、a=a+1、

a=b 等等。 

b=a+1 的读法是“a+1 的值赋值给 b”，很显然 a=a+1 的读法是“a+1 的值赋值给 a” 

3. 赋值运算符优先级 

赋值运算符在 C 语言中优先级是最低的。赋值运算都是最后执行，例如： 

c=a*10+100%3-b/10; 

上述程序中，既有算术运算符，又有赋值运算符。因为赋值运算符优先级是最低的，因

此可以将上述程序分为 2 部分看待，先执行=右边的算术表达式，然后将计算结果赋值给=

左边的变量 c。 

4. 赋值表达式的结果 

前面讲过，C 语言中任何一个表达式都会产生一个结果值，赋值表达式也是如此。赋值

表达式的结果就是=左边被赋值变量的值，例如： 

int a=10; 

int c =(a=a+1); 

printf("%d\n",c); 

printf("%d\n",c=c+1); 

5. 复合赋值运算符 

在赋值运算符前加上其他运算符，就可以构成复合运算符。例如：在“=”前加一个“-”

就构成复合运算符“-=”。在 C 语言中，常用的复合赋值运算有以下几种： 

a+=10;  //等价于 a=a+10; 

a-=10;  //等价于 a=a-10; 

a*=10;  //等价于 a=a*10; 

a/=10;  //等价于 a=a/10; 

a%=10;  //等价于 a=a%10; 

(三) 自增(++)、自减(--)运算符 

1. 自增(++)运算符 

自增运算符“++”由 2 个“+”组成，作用是将变量值增加 1，在 C 语言中，“++”的

位置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相同，需要分 2 种情况： 

++x;  //x 先自增 1，然后再参加运算 

x++;  //x 先参与运算，然后自增 1 

示例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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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 

 a++; 

 printf("a=%d\n",a);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 

 ++a; 

 printf("a=%d\n",a);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 

 

这样，a++和++a 都相当于 a=a+1，后面讲差别。 

2. 自增运算表达式 

将自增运算符、小括号、操作数连接起来、符合 C 语言规则的式子被称为自增运算表达

式，参与运算的操作数只能是变量，不能是字面量、表达式等。 

以下都是错误写法： 

++100  //错误写法，不能是字面量 

(a+1)++  //错误写法，不能是表达式 

前面讲过，“++”的位置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相同，下面通过例子来深入了解一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 

 int b=0; 

 b=a++;   //后++ 

 printf("a=%d\n",a); 

 printf("b=%d\n",b);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 

 int b=0; 

 b=++a;    //前++ 

 printf("a=%d\n",a); 

 printf("b=%d\n",b);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 

 
 

我们知道，C 程序中表达式都会返回一个结果值，自增运算表达式也是如此。如果是“变

量++”，返回变量自加之前的值；如果是“++变量”，返回变量自加之后的值。因此，上述

程序中，b=a++和 b=++a 执行过程等价于以下形式： 

b=a++等价于 b=++a 等价于 

 b=a; 

a=a+1; 

a=a+1;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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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通过一个例子来巩固一下自增运算表达式的使用。 

1 #include<stdio.h> 

2 int main() 

3 { 

4  int a=1; 

5  printf("%d\n",a++); //后++ 

6  printf("a=%d\n",a); 

7  getchar(); 

8  return 0; 

9 } 

运行结果： 

 

1 #include<stdio.h> 

2 int main() 

3 { 

4  int a=1; 

5  printf("%d\n",++a); //前++ 

6  printf("a=%d\n",a); 

7  getchar(); 

8  return 0; 

9 } 

运行结果： 

 

3. 自减(--)运算符 

自减运算符“--”由 2 个“-”组成，作用是将变量值减少 1。 

也分为 i--、--i 的区别。和++类似。 

(四) 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 

1. 关系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又称“比较运算符”用于执行程序中的比较运算。C 语言中所有关系运算符

都是双目运算符，也就是说需要两个操作数参与运算，常用的关系运算符有以下 6 种： 

< 小于 

<=  小于或等于    

> 大于  

>=  大于等于 

== 等于 

!=  不等于 

 

注意<=、>=别写反了。 

2. 关系表达式 

将关系运算符、小括号、操作数连接起来、符合 C 语言规则的式子被称为关系表达式，

参与运算的操作数可以是字面量、变量、表达式、函数……等。例如： 

1>2   //1 是否大于 2 

3<a   //3 是否小于变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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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  //1+1 的结果是否等于变量 b 

10*20!=c //10 乘 20 的结果是否不等于变量 c 

 

关系表达式的运算结果只有 2 种：0 或 1。0 表示关系表达式为假，1 表示关系表达式为

真。例如：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 

 int b=20; 

 int c=30; 

 printf("%d\n", 1 > 2); 

 printf("%d\n", 5 >= 2); 

 printf("%d\n", a < 2); 

 printf("%d\n", a <= b); 

 printf("%d\n", a+b == c); 

 printf("%d\n", c != a+b); 

 getchar(); 

 return 0; 

} 

关系表达式的结果值是整数类型，因此采用%d 格式输出。 

 

 printf("%d\n",a==b); 

 printf("%d\n",a=b); 

不要把 a==b 写成 a=b，a=b就是赋值表达式 

(五) 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 

1.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用于对程序中的逻辑值进行运算。在日常生活中逻辑值只有 2 种：“真”或

“假”。但是 C 语言中没有逻辑类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 0 代表逻辑“假”，非 0

代表逻辑“真”。 

 

举个例子：“李小龙是男人”是“真”，“李小龙是德国人”是“假”。 

“李小龙是男人  并且 李小龙是德国人”是“假”，“李小龙是男人  或者 李小龙是

德国人”是“真”。 

 

C 语言提供的逻辑运算符有以下 3 种： 

&&  逻辑与（并且） 

||  逻辑或（或者） 

!  逻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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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与(&&)和逻辑或(||)都是双目运算符，需要两个操作数才能进行运算。逻辑非(!)是

单目运算符，只需一个操作数即可进行运算。 

C 语言逻辑运算符表示的含义如表所示（不用背，这都是生活常识）： 

运算符 名称 举例 说明 

&& 逻辑与 a&&b a 和 b 都为真，结果为真，否则为假 

|| 逻辑或 a||b 
a 或 b 有一个为真，结果为真。a 和 b 都为假时，结果

才为假 

! 逻辑非 !a a 为假，!a 结果为真；a 为真，!a 结果为假 

2. 逻辑表达式 

将逻辑运算符、小括号、操作数连接起来、符合 C 语言规则的式子被称为逻辑表达式，

参与运算的操作数可以是字面量、变量、表达式……等。例如： 

1 && 1 

a&&1 

a || b 

1 ||b 

1>2 && 3<4 

!a 

(六) 条件运算符与条件表达式 

条件运算符由“?”与“:”两个符号组成，必须一起使用，是 C 语言中唯一的三目运算

符，需要三个操作数才能进行运算。 

条件表达式的一般使用形式为： 

 表达式 1?表达式 2:表达式 3 

 

 条件表达式的运算规则为：如果表达式 1 的结果为真，以表达式 2 的值作为整个条件表

达式的值，否则以表达式 3 的值作为整个条件表达式的值。例如： 

 max=a>b?a:b 

如果 a>b 为真，将 a 赋值给 max，否则将 b 赋值给 max。a>b?a:b 被称为条件表达式。

一般为了代码结构清晰，建议使用小括号将条件运算表达式包裹起来，比如：max=(a>b?a:b)。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一下条件运算符的使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9; 

  int b=0; 

  b=(a>10?888:666); 

  printf("b=%d\n",b); 

  b=(a>5?888:666); 

  printf("b=%d\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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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char(); 

  return 0; 

} 

 

使用条件运算符判断数据能否被 3 整除。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s\n",(6%3==0)?"6 能被 3 整除":"6 不能被 3 整除"); 

  printf("%s\n",(5%3==0)?"5 能被 3 整除":"5 不能被 3 整除"); 

  getchar(); 

  return 0; 

} 

(七) sizeof 运算符 

 求字节数运算符“sizeof”用于计算变量、字面量、类型所占字节数。该运算符是 C 语

言中唯一一个使用单词作为运算符的： 

sizeof(类型)、sizeof(字面量)、sizeof(变量) 

上述表达式的运算结果为：括号中的类型在当前系统下所占字节数。 

下面通过 sizeof 计算 C 语言中常用数据类型所占字节数。 

 

sizeof 计算类型所占字节数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sizeof(char) =%d\n", sizeof(char)); 

 printf("sizeof(int)  =%d\n", sizeof(int)); 

 printf("sizeof(float) =%d\n", sizeof(float)); 

 printf("sizeof(double) =%d\n", sizeof(double)); 

 getchar(); 

 return 0; 

} 

(八) 本章串讲 

1、算术运算符：+ - * / %    

2、运算符优先级 () 

3、赋值运算符及表达式的值 a=i=i+1 

4、i++、++i、i--、--i 

5、关系运算符 <、<=、>、>=、==、!= 

int a=1; 

int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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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d",a=b); 

6、&& || ! 

int a=2; 

int b=1; 

printf("%d",a==b&&a>b); 

printf("%d",a==b||a>b); 

7、b=(a>10?888:666);三元运算符 三目运算符 

8、sizeof 

选择结构 

前面的代码都是按照顺序结构进行设计。在开发系统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实现：当年龄大

于 18 岁的时候，执行 A，否则执行 B。就要用选择结构。 

C 语言为实现选择结构提供了 2 种语句： 

(1) if 选择语句。 

(2) switch 选择语句。 

(一) if 语句 

if 语句是通过判断给定的条件是否为真，来决定是否执行指定的代码，if 语句常用的形

式有 3 种。 

1. if 语句的第一种形式 

if(表达式) 语句 

或 

if(表达式) 

{  

语句块 

} 

 

(1) 表达式一般是比较表达式、或逻辑表达式。 

(2) 语句可以是单行语句，也可以是复合语句(语句块)。 

 

如果表达式运算结果为真(非 0 为真)，则执行 if 后面的语句，如果为假(0 为假)直接跳过

该语句(语句块)。 

if 语句应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ge=8; 

 if(ag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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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tf("年龄大于 18\n"); 

 } 

 printf("执行结束\n"); 

 getchar(); 

 return 0; 

} 

 然后把 age 改成 28，再执行看运行结果。 

 

 什么地方写分号，什么地方不写：独立的代码结构后面写分号。 

 

当 if 语句后面指定的语句只有一行时，花括号{ }可以省略不写，例如：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ge=8; 

  if(age>18) 

  printf("年龄大于 18\n"); 

  printf("执行结束\n"); 

  getchar(); 

  return 0; 

} 

不过为了使程序更加清晰、避免出错，建议读者无论 if 语句后面指定的语句有多少行，

都加上花括号{ }。 

2. if 语句的第二种形式 

if(表达式) 

{ 

语句 1 

}//这里不要写分号，因为不是一个独立的代码结构 

else 

{ 

 语句 2 

} 

该语句的执行过程为：如果表达式结果为真(非 0)，执行 if 后面{ }中的语句 1。如果为假

(0)，则执行 else 后面{ }中的语句 2。也就是说 if 与 else 后面的语句只能有一个被执行。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ge=10; 

  if(ag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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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tf("成年人\n"); 

  } 

  else 

  { 

   printf("未成年人"); 

  } 

  getchar(); 

  return 0; 

} 

3. if 语句的第三种形式 

if(表达式 1) 

{ 

 语句 1; 

} 

else if(表达式 2) 

{ 

 语句 2; 

} 

…… 

else if(表达式 m) 

{ 

 语句 m; 

} 

else 

{ 

 语句 n; 

} 

这种形式的 if 语句也被称为 if…else if…esle 语句，该语句的执行过程为：依次判断表达

式的值，当其中一个表达式结果为真(非 0)，执行其后面对应的语句，然后直接跳出整个 if

语句。如果所有的表达式都是假，则执行 else 后面的语句，然后跳出整个 if 语句。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ge=16; 

 if(age<0) 

 { 

 printf("年龄不正确\n"); 

 } 

 else if(age<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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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s\n","小婴儿"); 

 } 

 else if(age<18) 

 { 

  printf("%s\n","小鲜肉"); 

 } 

 else if(age<50) 

 { 

  printf("%s\n","大叔"); 

 } 

 else 

 { 

  printf("%s\n","老爷爷"); 

 } 

 getchar(); 

 return 0; 

} 

 else 也可以省略，那么就是如果上面的每个 if 都不匹配，就什么都不做。 

 

思考，下面程序的执行结果是什么？ 

int age=20; 

if(age>5) 

{ 

 printf("a\n"); 

} 

else if(age>10) 

{ 

 printf("b\n"); 

} 

(二) if 语句常见错误 

1. 常见错误 1 

if 语句后面多加了分号，出错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ge=10; 

  if(age>18);  //错误写法 

  { 

   printf("年龄大于 18\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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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执行结束"); 

  getchar(); 

  return 0; 

} 

 

第 5 行 if 后面多加了分号。前面讲过 C 语言中单独的分号也是一条语句，叫做空语句。

因此，系统会将左侧第 5 行当做一个完整的 if 语句看待，当条件为真时执行后面的空语句。

而第 6-8 行，则当做普通的语句块，所以无论 if 条件是真、是假，该语句块都会被执行。 

2. 常见错误 2 

 在 if 语句中，将比较运算(==)错误写成了赋值运算符(=)，例如：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0; 

  if(a=0)   //出错代码 

  { 

   printf("a 等于 0\n"); 

  } 

  else 

  { 

   printf("a 不等于 0\n"); 

  } 

  getchar(); 

  return 0; 

} 

 这样 a=0 就是赋值表达式，值就是赋值之后的值 0，也就是 if(a=0)永远是“假”。 

 为了避免失误写错，有人习惯这样写相等判断： 

if(0==a) 

 这样万一写错成了 if(0=a)那么就会有编译错误导致编译失败，就能提前发现问题了。 

(三) if 小案例：判断季节 

案例要求：根据月份判断属于“春、夏、秋、冬”哪个季节。 

【说明】 

假定：春：3、4、5，夏：6、7、8，秋：9、10、11，冬：1、2、12。 

【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month=7;  

 if(month ==3 || month ==4 || mont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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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tf("春季"); 

 } 

 else if (month ==6 || month ==7 || month ==8) 

 { 

  printf("%s","夏季"); 

 } 

 else if (month ==9 || month == 10 || month == 11) 

 { 

  printf("%s","秋季"); 

 } 

 else if (month ==1 || month ==2 || month ==12) 

 { 

  printf("%s","冬季"); 

 } 

 else 

 { 

  printf("%s","月份错误"); 

 } 

 getchar(); 

 return 0; 

} 

(四) if 语句嵌套 

if 语句嵌套指的是在 if 语句中再嵌套使用 if 语句。以第一种形式 if 语句为例： 

if(表达式 1) 

{ 

 if(表达式 2)    //if 语句嵌套 

{ 

 语句; 

} 

} 

 

下面通过例子来理解 if 语句嵌套使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ge=35; 

  if(age>18)     //外层 if 语句 

  { 

   printf("age 大于 18"); 

   if(age>30)    //内层 if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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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tf("age 大于 30"); 

   } 

  }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根据性别和年龄输出对应的人称。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ge=20;    

  int gender=0; //0 女，1 男 

  if (gender ==1) 

  { 

   if(age<8) 

   { 

    printf("%s\n","男婴"); 

   }  

   else if(age<18) 

   { 

    printf("%s\n","少男"); 

   } 

   else if(age<50) 

   { 

    printf("%s\n","叔叔"); 

   } 

   else 

   { 

    printf("%s\n","爷爷"); 

   } 

  }  

  else if(gender==0) 

  { 

   if(age<8) 

   { 

    printf("%s\n","女婴"); 

   }  

   else if(age<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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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s\n","少女"); 

   } 

   else if(age<50) 

   { 

    printf("%s\n","阿姨"); 

   } 

   else 

   { 

    printf("%s\n","奶奶"); 

   } 

  } 

 else 

{ 

 printf("非法性别"); 

} 

  getchar(); 

  return 0; 

} 

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只要知道“每一级嵌套都是一个小世界”，在看外层嵌套的时候，

把内层的嵌套看成一个语句就行了，分析内部嵌套的时候再忽略外部的嵌套。 

(五) switch 语句 

C 语言提供了另外一种多分支处理语句：switch 语句。 

1. switch 语句形式 

switch 语句的一般形式： 

switch(表达式) 

{ 

case 字面量表达式 1: 语句 1; 

     break; 

case 字面量表达式 2: 语句 2; 

     break; 

…… 

case 字面量表达式 n: 语句 n; 

  break; 

default: 语句 n+1; 

} 

【说明】 

(1) switch 小括号中表达式的运算结果必须是整数类型(包括字符类型)，比如：long、int、

short、char 等等。不能是 float 等其他类型。 

 (2) case 后面的字面量表达式运算结果也必须是整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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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witch 下面的花括号内是一个语句块。语句块中包含多个以 case 开头、break 结尾的

行、最多一个以 default 开头的行出现在语句块的结束部分，并且只能出现一次。 

(4) 当表达式的值与 case 后面的值相等时，就执行该 case 后面的语句，接着执行下一

行的break，然后退出整个 switch语句，switch中其他语句都不再执行，这一点和 if…else if…else

语句有点类似。 

(5) 如果表达式的值与所有 case 后面的值都不匹配时，则执行 default 后面的语句，然

后退出 switch。 

(6) switch 中的“case 字面量”只是一个标记，一旦 switch 表达式的值与其中一个 case

后面字面量匹配时，就会从该 case 行一直执行下去，直到遇到 break 才停止，然后退出 switch

语句块。因此写 case 的时候结尾不要忘了写 break，试验如果忘了写 break 会怎么样。 

 

下面通过例子来进一步了解 switch 的使用。 

使用 switch 重新实现判断季节。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month=8; 

  switch(month) 

  { 

  case 3: 

   printf("春天"); 

   break; 

  case 4: 

   printf("春天"); 

   break; 

  case 5: 

   printf("春天"); 

   break; 

  case 6: 

   printf("夏天"); 

   break; 

  case 7: 

   printf("夏天"); 

   break; 

  case 8: 

   printf("夏天"); 

   break; 

  case 9: 

   printf("秋天"); 

   break; 

  case 10: 

   printf("秋天"); 

   break; 

  cas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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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秋天"); 

   break; 

  case 12: 

   printf("冬天"); 

   break; 

  case 1: 

   printf("冬天"); 

   break; 

  case 2: 

   printf("冬天"); 

   break; 

  default: 

   printf("月份错误"); 

  break; 

  } 

  getchar(); 

  return 0; 

 } 

 

switch 中只要有一个 break 语句被执行，就会直接结束整个 switch 语句块。 

2. switch 语句优化 

case 3: 

printf("春"); 

break; 

case 4: 

printf("春"); 

break; 

case 5: 

printf("春"); 

break; 

这段代码中 printf("春");break;重复出现了三次，显然代码冗余了。下面对这段代码进行

优化，例如： 

case 3: 

case 4: 

case 5: 

printf("春"); 

break; 

优化后的程序表示：只要 switch 表达式的结果与 case 3、4、5 任意一个值匹配时，都

执行 printf("春");break;语句。同理 case 6-8、case9-11、case12-case2 也可以这样进行优化。 

优化后的代码如下所示： 

#include<stdi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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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void) 

{ 

  int month=8; 

  switch (month) 

  { 

  case 3: 

  case 4: 

  case 5: 

   printf("春天"); 

   break; 

  case 6: 

  case 7: 

  case 8: 

   printf("夏天"); 

   break; 

  case 9: 

  case 10: 

  case 11: 

   printf("秋天"); 

   break; 

  case 12: 

  case 1: 

  case 2: 

   printf("冬天"); 

   break; 

  default: 

   printf("月份错误"); 

   break; 

  } 

  getchar(); 

  return 0; 

} 

 

(六) 本章串讲 

有练习吗？有考试题吗？不要题海战术。编程的正确学法。 

照着老师的能够写出来不等于学会了。 

不要做打字员！ 

理解老师的代码→参考老师写出来（删掉重写）→不看老师的代码也能写出来（不需要和老

师一模一样）。 

1、if 语句的几种写法； 

2、if 语句的常见错误：分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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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f 语句嵌套 

int a=10; 

int b=20; 

if(a>5) 

{ 

   if(b>100); 

   { 

     printf("1");    

   } 

} 

else 

{ 

   printf("2"); 

} 

4、switch case break 

表达式、值类型、case 字面量。break 的意义。 

循环结构 

如果我们要输出 10 次 hello 怎么办？10 万次呢？ 

在开发中经常需要处理重复问题， 例如： 

(1) 计算 1 到 10 的和。   (重复 10 次加法操作) 

(2) 输出 50 个学生的成绩  (重复 50 次输出操作)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C 语言提供了以下 3 种循环语句来实现循环结构： 

(1) while 循环语句 

(2) do…while 循环语句 

(3) for 循环语句 

下面将依次介绍这 3 种循环语句。 

(一) while 语法 

 while 语句的一般形式为: 

while(表达式)  

{ 

循环语句 

} 

【说明】 

(1)while 后面的语句可以是单行语句，也可以是使用“{ }”括起来的复合语句，这些语

句是 while 循环的循环体。 

(2)while 小括号中的表达式一般是关系表达式或逻辑表达式，用来控制循环体执行的次

数。当表达式值为“真”(非 0)，就执行循环体，当表达式为“假”(0)，就不执行循环体。

这种控制循环体执行的表达式也被称为“循环条件表达式”，简称为“条件表达式”。 

(3)while 循环执行特点是：先判断条件表达式，后执行循环体，执行完循环体再判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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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表达式…… 

 

打印 3 次字符串“如鹏网”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0; 

 while(i<3)     //i<3 为真执行循环体，为假不执行循环体 

 {       //循环体开始 

  printf("%s\n","如鹏网"); 

  i++;       

 }       //循环体结束 

 printf("while 结束，i=%d\n",i); 

 getchar(); 

 return 0; 

} 

  

 常见错误：别忘了写 i++ 

(二) while 循环小案例 

案例 1 打印 3 到 1 的值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3; 

  while(i>=1)  

  { 

   printf("%d ",i); 

   i--;  

  } 

  getchar(); 

  return 0; 

} 

 

案例 2 计算 1 到 10 累加和。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1;    

 int sum=0;    

 while(i<=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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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sum+i;   

  i++;    

 } 

 printf("1-10 和为%d\n",sum);   

 getchar(); 

 return 0; 

} 

当然有更简单的通过数学公式计算的方法。 

(三) do…while 循环语句 

 do…while 语句与 while 语句实现的功能相同，只是循环体执行的顺序不同而已。该语句

的一般形式为： 

do{ 

循环语句; 

}while(表达式); 

while 语句是先执行条件表达式，根据表达式的结果再决定是否执行循环体。而 do…while

语句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执行条件表达式，根据表达式的结果再决定是否执行下一次

循环。 

 打印 3 次字符串“如鹏网”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0; 

  do 

  { 

   printf("%s\n","如鹏网"); 

   i++; 

  }while(i<3); 

  getchar(); 

  return 0; 

} 

 

while 和 do…while 的区别：do…while 的循环体至少执行一遍。do…while 用的比较少。 

(四) for 循环语句 

C 语言还提供了 for 语句实现循环。for 循环十分灵活，并且也是编程中使用最多的循环

语句。 

for 循环的一般形式为： 

for(表达式 1; 表达式 2; 表达式 3) 

{ 

  循环语句;//循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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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循环的执行流程为： 

(1)先执行表达式 1，只会执行一次。 

(2)执行表达式 2，如果该表达式 2 结果为真，执行 for 循环体，然后执行下面第(3)步。

如果为假，直接结束 for 循环。 

(3)执行表达式 3，然后跳到第(2)步重新执行。 

 

打印 0 到 3。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for (i = 0; i <= 3; i++) 

  { 

   printf("%d\n",i); 

  } 

  getchar(); 

  return 0; 

} 

用演示动画演示一下。 

 

用 for 实现 1 累加到 10 的程序。 

(五) for 循环常见错误 

1. 常见错误 1 

 for 循环中，条件表达式采用<=和<效果不同，<=会比<多循环一次。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for (i = 0; i < 3; i++) 

  { 

   printf("如鹏网\n"); 

  } 

  getchar(); 

  return 0; 

} 

 改成 i<=3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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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见错误 2 

for 循环小括号后面多加了分号，导致循环体只执行了 1 次。 

错误程序：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for (i = 0; i <3; i++);  

 { 

  printf("如鹏网\n"); 

 } 

 getchar(); 

 return 0; 

} 

(六) for 循环的特殊写法 

for(表达式 1 ; 表达式 2 ; 表达式 3) 

{ 

语句 

} 

for 循环中的表达式 1、表达式 2、表达式 3 都可以省略。表达式 1 省略表示“循环开始

前啥都不干”，表达式 3 省略表示“循环体执行后啥也不干”，表达式 2 省略表示 1（真）。 

例子：在 for 循环外部完成循环变量的初始化。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x=0;     //定义变量 i 并初始化 

  for ( ; x<3 ; x++)   //缺省表达式 1 

  { 

   printf("i=%d ",x);   

  } 

  getchar(); 

      return 0; 

} 

 

例子：在循环体中修改循环变量。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0; 

  for(; i<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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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tf("i=%d\n",i); 

   i++;     //变量 i 自增 1 

  } 

  getchar(); 

  return 0; 

} 

 

例子：无限循环（死循环） 

for(;;) 

{ 

 printf("rupeng.com\n"); 

} 

(七) for 循环嵌套 

循环中包含循环就叫做循环的嵌套有些问题只用一层循环是解决不了的，必须使用多层

循环解决，即循环嵌套。 

三种循环(while、do…while、for)可以相互嵌套，不过使用最多的是 for 循环嵌套。 

就像我们从 1 日循环到 30 日，然后每天还有 0 点到 23 点的小循环一样。 

for 循环嵌套的一般形式为： 

  

上述这种形式属于二层 for 循环嵌套，内部的 for 循环被称为内层循环，外部 for 循环被

称为外层循环。 

for 循环执行的流程为： 

外层循环执行 1 次，内层循环执行 n 次(n 表示内层循环结束条件)，当外层循环结束时，

整个循环嵌套都结束，包括内层循环。 

 

 

下面通过例子来理解一下 for 循环嵌套的使用。 

二层 for 循环嵌套 

#include<stdio.h> 

nt main(void) 

{ 

 int x;   //定义外层循环变量 x 

 int y;   //定义内层循环变量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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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x=0;x<3;x++)     //外层 for 循环 

 { 

  printf("x=%d\n",x); 

  for (y=0;y<3;y++)   //内层 for 循环 

  { 

   printf("y=%d ",y); 

  } 

  printf("\n");    //换行 

 } 

 getchar(); 

 return 0; 

} 

实现：从 1 日循环到 30 日，然后每天还有 0 点到 23 点的小循环 

 int d,h; 

 for(d=1;d<=30;d++) 

 { 

  for(h=0;h<=23;h++) 

  { 

   printf("%d日%d点\n",d,h); 

  } 

 } 

for 循环嵌套中千万别写错、用串了变量名 

(八) 改变循环执行状态 

使用循环的时候，有时需要提前终止循环执行，为了解决这种问题，C 语言提供了 break

语句和 continue 语句，他们都可以和 while、do while、for 一起用。 

1. break 语句 

 前面在多分支选择语句 switch 中应用过 break 语句，作用是强制跳出 switch 语句。在循

环语句中也可以应用 break 语句，作用是强制跳出循环、结束循环。 

 

 【说明】 

 (1)break 语句在 C 语言中，只能应用在 switch 和循环语句中，不能应用与其他任何语句

中。 

 (2)break 语句的功能只有两个，强制跳出 switch 和循环。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 break 语句在循环中的应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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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i=0; 

  while(i<5) 

  { 

   if (i==3) 

   { 

     break;  //结束循环 break 和 continue 可以放到{}中，也可以不放，看个人习惯 

   } 

   printf("i=%d\n",i); 

   i++; 

  } 

  getchar(); 

  return 0; 

} 

 

  break 也可以和 for 一起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for (i = 0; i < 5; i++) 

  { 

   if (i==3) 

   { 

    break;   //结束循环 

   } 

   printf("i=%d\n",i); 

  } 

  getchar(); 

  return 0; 

 } 

2. continue 语句 

 有时候在程序中并不希望终止整个循环，而是只希望终止本次循环后面的代码，下一次

的循环接着执行， 可以使用 continue 语句。 

例子，输出 10 以内不能被 2 整除的整数。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for (i=0; i<10; i++) 

  { 

   if (0==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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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tinue;  //终止本次循环 

   } 

   printf("i=%d\n",i); 

  } 

  getchar(); 

  return 0; 

 } 

3. break 与 continue 语句对比 

(1)break 语句的功能是强制跳出整个循环。当循环中出现 break 语句时，该循环就有 2

个终止条件：一个循环条件为假，另一个是执行了 break 语句。 

(2)continue 语句的功能是强制跳出本次循环。当循环中出现 continue 语句时，该循环仍

然只有 1 个终止条件：循环条件为假。也就说 continue 语句并不会影响循环的正常终止，

只是 continue 后面的语句会被跳过，从下一次循环开始执行。 

  

 注意，在嵌套循环中，break、continue 操作的是“离自己最近的外层循环”。 

(九) 本章串讲 

函数 

在前面几章学习中，我们将所有的程序都写在一个函数中(main 函数)。当程序功能比较

多，规模比较大时，会使得主函数变得庞杂、冗长，难以阅读、维护，并且功能代码不能复

用。为了解决这种问题，C 语言引入了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类似于搭积木，事先将各个

功能代码拆分为单独的程序模块，需要时，直接在 main 函数中进行“组装”即可。 

函数，就是实现特定功能的程序模块，是 C 程序实现模块化思想的关键。在 C 语言中，

函数分为以下 2 种： 

(1)库函数。由系统、或第三方库提供，直接调用即可，无需关心函数内部实现，例如：

printf、getchar……等函数。 

(2)用户自定义函数。由程序员自己手动封装，需要了解函数内部实现。 

如果系统库已经提供了实现某个功能的函数，直接调用系统库函数即可，否则需要用户

自己编写代码实现。 

函数由“名字、参数、返回值”组成，名字是调用函数的时候通过哪个名字，参数指的

是传递什么数据，返回值是执行的结果。 

“调用发射火箭的指令，1 号火箭放到 3 号发射架上，发射结果【成功】”：int i=fire(1,3);。

函数可以没有参数，也可以没有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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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函数基础 

1. 定义函数 

在 C 语言中，函数既可以有参数，也可以没有参数。 

 

定义无参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类型名 函数名() 

{ 

 语句; 

} 

或 

类型名 函数名(void) 

{ 

语句; 

} 

其中，类型名用来指定函数返回值类型。如果函数没有返回值，可以将类型名写为 void。

函数名后面小括号中，如果没有参数，可以不写或写为 void，表示调用该函数时无需传入数

据，例如：getchar 函数。 

无参函数： 

void show(void)    //无参函数 show 

{       //{ 函数开始标志 

  printf("如鹏网");   //函数体 

}       //} 函数结束标志 

 

定义有参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类型名 函数名(形参列表) 

{ 

语句; 

} 

有参函数与无参函数唯一的不同，就是函数名后面多了参数列表，表示调用该函数时需

要传入数据，例如：printf 函数。 

有参函数： 

void show(int num)    //有参函数 show 

 {         

  printf("num=%d\n",num);  

}         

【注意】 

函数名后面小括号中的参数，本质上就是局部变量，在该函数被调用时，由外部为该参

数变量进行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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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用函数 

定义函数的目的就是为了调用函数，函数类型不同，调用方式也不相同。函数调用的一

般形式为： 

 函数名 (参数列表);  

  

 如果要调用的函数没有参数，则不用传递参数列表；如果有参数，就要按照顺序和类型

传递参数，参数之间用逗号分隔。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函数调用。 

#include<stdio.h> 

 void show()    //定义 show 函数 

 { 

  printf("如鹏网");   //输出“如鹏网” 

 } 

 int main(void) 

 { 

  show();     //调用 show 函数 

  getchar(); 

  return 0; 

 } 

 

调用有参函数 

 #include<stdio.h> 

 void show(int num)   //定义 show 函数，形参为 num 

 {  

  printf("num=%d",num);  //输出形参 num 数值 

 } 

 int main(void) 

 { 

  show(100);     //调用 show 函数，传入 100 

  getchar(); 

  return 0; 

 } 

3. 实参与形参 

提到参数的时候有“形参”、“实参”两个概念，全程是“形式参数”、“实际参数”。 

函数形参，就是函数定义时函数名后面小括号中的变量。需要注意的是，形参只能是变

量。 

 函数实参，就是调用函数时传入的数据。实参可以是字面量、变量、表达式……等。 

 通俗理解：形参是定义函数时候用的；实参是调用函数时候“实际”传递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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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tdio.h> 

void show(int num)    //num 是形参 

{ 

 printf("num=%d\n",num); 

} 

 

int main(void) 

{  

 int a=5; 

 show(100);    //100 是实参  

 show(a); 

 show(a+3); 

 getchar(); 

 return 0; 

} 

4. 实参、形参的误解 

在 C 程序中，函数实参无论是字面量、变量、表达式……最终都会将结果值赋给形参变

量，赋值的顺序只与形参的顺序有关，与变量名无关。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void show(int a,int b)   //形参 a、b 

 { 

  printf("a=%d b=%d\n",a,b); 

 } 

 int main(void) 

 {  

  int a=10,b=20; 

  show(b,a);     //实参 a、b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 

 

 上述程序中，由于实参变量与形参变量名称相同，有的读者误以为函数传参是根据变量

名进行匹配，就会认为实参 a 赋值给形参 a、实参 b 赋值给形参 b。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理解，

在 C 语言中，实参、形参赋值只与参数顺序有关，与参数名无关：第 1 个实参赋给第 1 个形

参、第 2 个实参赋给第 2 个形参、依次类推……第 n 个实参赋给第 n 个形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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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意事项 

 (1)同一个.c 文件中，函数名之间不能重名。 

 (2)用户自定义函数一般需要放置在调用它的函数之前，如果放置在调用它的函数之后，

就需要添加函数声明，把函数的声明放到调用之前，函数的实现可以写到后面。 

void f2(int i1,int i2);//函数的声明、函数的定义 

 

int main() 

{ 

 f2(i2,i1); 

 getchar();  

 return 0; 

} 

void f2(int i1,int i2)//函数的实现 

{ 

 printf("f2,i1=%d,i2=%d\n",i1,i2); 

} 

 项目比较大的时候，一般统一把所有自定义函数的声明写到 main 之前，实现写到 main

之后。 

 

 (3)调用函数的时候参数的个数和类型要匹配。 

 (4)不能在函数中定义函数。 

6. 局部变量 

 前面讲过定义在函数内部的变量被称为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只能在当前函数中访问，不

能跨函数访问。 

 【错误的代码】 

#include<stdio.h> 

void show() 

{ 

  int a=10;     //局部变量 a 

} 

int main(void) 

{  

    show(); 

  printf("%d",a);     //出错代码 

  getchar(); 

  return 0; 

} 

1) 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不能被其他参数操作； 

2) 函数的形参在函数内部可以当成普通变量看待，还是局部变量。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3) 普通参数，进行函数调用的时候传递的是数据的“副本”， 在函数内部对形参的赋值，

不会影响外部的实参变量 

 

void test(int i)//函数的形参在函数内部可以当成普通变量看待，还是局部变量 

{ 

 printf("test 开始%d\n",i); 

 i=9;//在函数内部对形参的赋值，不会影响外部的实参变量 

 printf("test 最后%d\n",i); 

} 

int main() 

{ 

 int a=5; 

 test(a);//普通参数，进行函数调用的时候传递的是数据的“副本” 

 printf("%d\n",a); 

 getchar(); 

 return 0; 

} 

 

7. 函数返回值 

按照有无返回值，函数可以分为无返回值函数和有返回值函数。对于无返回值函数的返

回值类型为 void。对于有返回值函数，需要显示指定返回值类型，这类函数的返回值通过

return 语句得到。 

return 是 C 语言中的关键字，后面可以跟字面量、变量、表达式……等。例如： 

return 100;  //返回字面量 100 

return a;  //返回变量 a 的值 

return a+b;  //返回表达式 a+b 的运行结果 

 

return 语句的作用主要有 2 个： 

(1)当函数执行到 return 语句时，会将 return 后面的结果值返回给主调函数，也就是说，

在主函数中可以得到被调函数中的数据。 

(2)return 语句被执行时，含中 return 下面的语句将不再执行。因此，return 语句可以看

作是函数执行结束的标志。 

 

函数返回值类型指的是函数返回数据的类型。例如： 

char getChar(); 

int getInt(); 

 

 #include<stdio.h> 

 int getInt() 

 { 

  int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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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a;   //返回变量值 

 } 

 int main(void) 

 {  

  int result=0; 

    result=getInt(); //接收返回值 

  printf("result=%d",result); 

  getchar(); 

  return 0; 

 } 

 

return 会终止函数的执行。 

#include<stdio.h> 

int getInt()    //定义 getInt 函数 

{    

  printf("return 前\n"); 

  return 10;    //执行 return 语句 

  printf("return 后\n"); 

} 

int main(void) 

{  

  int result=0; 

  result=getInt();   //调用 getInt 函数 

  printf("result=%d",result);    

  getchar(); 

  return 0; 

} 

案例：定义计算矩形面积的函数。 

案例：计算两个数的最大值； 

 

(二) 函数深入 

1. 函数参数的传递方式：值传递 

在 C 语言中，实参向形参传递数据方式是“值传递”。并且是单向的，只能实参向形参

赋值，反之不行。当函数被调用时，系统会为形参变量分配内存空间，然后将实参的值复制

到形参对应的内存空间中。因此，实参与形参对应的内存空间是不同的，但是内存空间中的

数据是相同，形参相当于实参的一个副本。 

 由于形参只是实参的一个副本，那么修改实参将不会影响形参。 

 #include<stdio.h> 

 void show(int n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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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       //形参自加 1 

  printf("形参 num=%d\n",num); //输出形参 

 } 

 int main(void) 

 {  

  int num=20; 

  show(num);      //调用 show 函数，传入实参 num 

  printf("实参 num=%d",num);  //输出实参  

  getchar(); 

  return 0; 

 } 

2. 无返回值函数中的 return 语句 

return 语句使用在无返回值函数中，后面直接加分号即可。表示只终止函数执行，不返

回数据。 

#include<stdio.h> 

void show() 

{  

 printf("return 前\n"); 

 return;     //执行 return 语句，终止函数执行 

 printf("return 后\n"); 

} 

nt main(void) 

{  

 show();     //调用 show 函数 

 getchar(); 

 return 0; 

} 

3. 函数调用的其他形式 

 在 C 程序中，根据函数调用出现位置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 3 种： 

第 1 种 函数调用语句。 

 函数调用后面加上英文分号就是函数调用语句，大多数情况下用于无返回值函数，有时

也会用于有返回值函数。例如： 

show();  

printf(“如鹏网”); 

 show 是用户自定义函数，实现向屏幕打印“如鹏网”的功能，该函数无返回值。 

 printf 是系统库函数，也实现了向屏幕打印“如鹏网”的功能，但是该函数是有返回值

的，不过程序中一般使用不到。 

第 2 种 函数调用表达式。 

 函数调用作为表达式的其中一项，出现表达式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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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getInt(); 

result=100+getInt(); 

上面第 1 行语句，先调用 getInt 函数，然后将函数返回值赋值给变量 result。 

第 2 行语句，先调用 getInt 函数，然后将函数返回值和 100 做加法运算，最后将运算结

果赋值给变量 result。 

当函数调用作为表达式时，要求该函数必须有返回值，也就是说必须是有返回值函数。 

第 3 种 函数调用作为实参。 

在 C 程序中，函数参数不但可以是字面量、变量、表达式，也可以是函数调用。例如： 

printf(“%d”, getInt()); 

当函数调用作为函数参数时，该函数必须有返回值，其返回值作为外层函数的实参。上

面程序先调用 getInt 函数，然后将返回值使用 printf 输出。 

(三) 函数案例 

1. 打印整数 1…n 的数值 

要求： 

封装函数，打印整数 1-n 的值，n 由函数调用时传入。 

实现效果： 

传入整数 5，就打印 1 2 3 4 5 

 传入整数 10，就打印 1 2 3 4 5 6 7 8 9 10 

实现代码： 

 #include<stdio.h> 

 void printN(int num)     

 {   

  int i; 

  for (i=1;i<=num;i++)    //打印 1-num 整数 

  { 

   printf("%d ",i); 

  } 

 } 

 int main(void) 

 {  

  printN(10);     //调用 printN 函数，传入 10 

  getchar(); 

  return 0; 

 } 

2. 计算整数 1…n 累加和 

要求： 

封装函数，计算整数 1-n 累加和，并通过返回值返回，n 由函数调用时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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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addN(int num)      

{   

  int i; 

  int sum=0; 

  for (i=1;i<=num;i++) 

  { 

   sum+=i;     //整数累加和 

  } 

  return sum;     //返回累加和 

} 

int main(void) 

{  

  int sum=0; 

  sum=addN(10);    //调用 addN 函数，传入 10 

  printf("sum=%d\n",sum); 

  getchar(); 

  return 0; 

} 

3. 求 2 个整数最大值 

要求： 

封装函数，求 2 个整数的最大值，并通过返回值返回，2 个整数由外部传入。 

 

实现效果： 

传入 1、2，返回最大值 2。 

传入 20、10，返回最大值 20。 

 

实现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getMax(int x,int y) 

{   

 if (x>y) 

 { 

  return x; 

 } 

 return y; 

} 

int main(void) 

{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int max=0; 

 max=getMax(20,10);   

 printf("max=%d ",max); 

 getchar(); 

 return 0; 

} 

(四) 本章串讲 

1、函数包含哪四个部分？ 

2、函数如果没有返回值怎么写？函数如果没有参数怎么写？ 

3、下面的代码有什么问题： 

int main() 

{ 

   hello(); 

   return 0; 

} 

 

void hello() 

{ 

   printf("hello"); 

} 

 

4、下面程序的运行结果是什么？ 

int test(int num) 

{ 

   num+=3; 

   return num; 

} 

int main() 

{ 

   int i=10,j=0; 

   j=test(i); 

   printf("i=%d,j=%d",i,j); 

   return 0; 

} 

 

5、下面程序的运行结果是什么? 

void test(int i,int j) 

{ 

   printf("i=%d,j=%d",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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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 

{ 

   int i=10,j=20; 

   test(j,i); 

   return 0; 

} 

 

数组 

在 C 语言中，为了方便操作和管理数据，通常会将同一种类型的多个数据按照一定的形

式和顺序组织成有序集合，这些有序数据集合被称为数组（Array）。每个数组都有一个名

称，被称为数组名。数组中每个数据都有一个确定的编号，被称为数组下标（编号），通过

数组名和下标就可以找到数组中指定的数据。 

数组从维度上可以划分为一维数组和多维数组。在实际开发中，使用最多的是一维数组，

本章将重点介绍。 

(一) 一维数组 

一维数组是 C 语言中最简单、常用的一类数组，是一种线性数据结构。在系统中，编译

器会为数组分配一段连续的内存空间用来存放数据。 

1. 如何定义一维数组 

一维数组定义的一般形式为： 

数据类型 数组名[字面量表达式]; 

“数据类型”表示数组中每个元素的数据类型。“数组名”用来标识该数组。“字面量

表达式”用来指定数组中元素的个数，也被称为数组长度。 

例如： 

int  a[10]; 

上述程序表示，定义长度为 10 的一维数组 a，该数组中每个元素的类型都是 int。 

【说明】 

(1)数组名也是标识符，必须符合 C 语言标识符命名规范。 

(2)数组长度可以是字面量、或字面量表达式，例如：int a[10]和 int a[5+5]都是合法的。 

(3)数组长度不能是变量、变量表达式。例如 int a[n]和 int a[n+10]都是错误写法。 

2. 一维数组初始化 

一维数组初始化方式一般为： 

数据类型 数组名[字面量表达式] = { 初始化列表 }; 

这种方式在定义数组时，使用初始化列表对数组进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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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int a[10] = {1,2,3,4,5,6,7,8,9,10}; 

上述程序表示，定义 int 类型数组 a 长度为 10，并使用{ }中的数据进行数组进行初始化，

{ }中各个数据之间使用英文逗号进行分割。 

3. 引用一维数组元素 

数组元素是数组的基本组成单元，对数组初始化本质上是对数组中各个元素进行初始

化，数组中元素的个数在定义数组时确定。例如：int a[10]，表示数组 a 由 10 个 int 类型数

组元素组成。分别为：a[0]、a[1]、a[2]、a[3]、a[4]、a[5]、a[6]、a[7]、a[8]、a[9]。 

 【说明】 

(1)需要注意的是，数组元素下标从 0 开始，0-9 一共是 10 个元素，不存在 a[10]元素。 

(2)这 10 个数组元素可以等价看作 10 个 int 类型变量。 

 

在 C 语言中引用数组的一般形式为： 

数组名[下标] 

“下标”一般为整数类型的字面量、变量、或表达式。 

以 int a[5]为例： 

a[0]  //数组 a 第一个元素。 

 a[1]  //数组 a 第二个元素。 

 a[2]  //数组 a 第三个元素。 

a[3]  //数组 a 第四个元素。 

 a[4]  //数组 a 的五个元素。 

 a[0]是数组 a 第一个元素，也被称为数组 a 首元素。  

 

数组本质上是一片连续的内存空间，每个数组元素都对应一块独立的内存空间。数组 a

内存模型如图所示：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一维数组元素的引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5]={1,2,3,4,5}; //定义数组并初始化 

  printf("%d ",a[0]); 

  printf("%d ",a[1]); 

  printf("%d ",a[2]); 

  printf("%d ",a[3]); 

  printf("%d ",a[4]); 

  get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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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0; 

} 

 

 除了引用方式比较特殊之外，数组元素完全可以当作变量使用，可以进行数学运算、赋

值操作、自加、自减操作……等。 

 下面通过例子来进一步了解数组元素的使用。 

数组元素使用方式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3]={1,2,3};  

  a[0]=10;   

  a[1]=a[0]+1; 

  a[2]=a[1]+a[0]; 

  printf("%d\n",a[0]); 

  printf("%d\n",a[1]); 

  printf("%d\n",a[2]); 

  getchar(); 

  return 0; 

 } 

 

4. 一维数组其他初始化方式 

 (1)一维数组静态初始化 

前面讲过一种数组初始化方式，定义数组时，使用初始化列表进行初始化。例如： 

 int a[3]={1,2,3}; 

 这种方式被称为静态初始化，定义数组的同时完成初始化。 

 (2)一维数组动态初始化 

除了静态初始化，C 语言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初始化数组的方式，例如： 

 int a[3];    //定义数组，但未初始化 

 a[0] =1;    //初始化 a[0] 

 a[1] =2;    //初始化 a[1] 

a[2] =3;    //初始化 a[2] 

 这种方式被称为动态初始化，先定义数组，然后分别对每个元素进行初始化。 

 (3)一维数组部分初始化 

数组部分初始化指的是只对数组一部分元素进行初始化，例如： 

int  a[5]={1,2,3}; 

在[ ]中指定数组长度为 5，但{ }中只对前 3 个元素初始化，系统会自动将剩下的元素初

始化为 0。 

(4) 数组一次性赋值为 0 

在 C 语言中，如果想给数组全部赋值为 0，一般写法为： 

int a[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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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传统的写法，还可以写成： 

int a[5]={0}; 

系统会将剩下的数组元素都赋值为 0，这种写法比较简洁。其实这种由“一维数组部分

初始化”演变来的。 

(5) 定义数组时，不指定数组长度 

在 C 语言中，对数组进行静态初始化时，可以不指定数组长度，编译器会根据初始化列

表计算出数组长度，例如： 

int a[5]={1,2,3,4,5}; 

可以写为： 

int a[ ]={1,2,3,4,5}; 

[ ]中虽然没有指定数组长度，但系统会根据{ }中数据的个数确定数组 a 长度为 5。 

(二) 数组遍历与常见错误 

1. 一维数组遍历 

 在 C 语言中，数组元素下标从 0 开始，依次递增 1，到数组长度减 1 停止。例如：int a[5]，

数组 a 有 5 个元素，元素下标依次为 0、1、2、3、4。由于数组下标是有规律的递增，因此，

可以使用 for 循环对数组元素进行遍历。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数组遍历。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5]={1,2,3,4,5}; 

 int i; 

 for(i=0;i<5;i++) 

 { 

  printf("%d ",a[i]); 

 } 

 getchar(); 

 return 0; 

} 

2. sizeof 求数组长度 

数组长度=数组总字节数 /单个元素字节数。 

int length=sizeof(a)/sizeof(int); 

也可以写成 

int length=sizeof(a)/sizeof(a[0]);  

 

sizeof(a[0])这样写的好处是：不用关心 a 数组是什么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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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数组的时候使用 sizeof 计算数组长度，会比直接写死更好：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5]={1,2,3,4,5}; 

 int len = sizeif(a)/sizeof(int); 

 int i; 

 for(i=0;i< len;i++) 

 { 

  printf("%d ",a[i]); 

 } 

 getchar(); 

 return 0; 

} 

3. 常见错误 

错误程序：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5]={1,2,3,4,5}; 

  printf("%d\n",a[5]); //错误写法 

  getchar(); 

  return 0; 

} 

数组 a 定义时指定长度为 5，下标有效范围为 0、1、2、3、4 一共 5 个。第 5 行，a[5]

元素下标为 5，表示访问数组 a 第 6 个元素，明显超过了数组 a 最大下标值，属于数组越界

访问，输出结果将是未知的。 

(三) 字符数组 

 在 C 语言中，字符串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却没有字符串类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C

语言使用字符数组来存储字符串。 

1. 字符串与字符串结束标志 

在 C 语言中没有专门定义字符串类型，通常使用字符数组来存储字符串。由于字符串也

采用字符数组进行存储，为了区分普通字符数组和字符串，C 语言规定以字符’\0’作为字符

串结束标志。例如： 

char c[ ]={‘r’,’u’,’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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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字符数组中没有’\0’表示是普通的字符数组。 

char c[ ]= {‘r’,’u’,’p’,’e’,’n’,’g’,’\0’};  

 以上字符数组以字符’\0’结束表示是字符串。 

 

分析程序中内存的分布，思考为什么需要'\0'作为结束标志。 

 

 除了以上初始化方式，也可以采用字符串对字符数组进行初始化，例如： 

 char c[ ]=“rupeng”; 

 使用字符串方式进行赋值时，系统会自动在字符串末尾添加’\0’，“rupeng”在内存中

实际存情况式如图所示： 

r u p e n g \0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使用字符串初始化更加简洁、而且无需指定字符数组长度，系统会

自动计算字符串长度并且添加’\0’。 

2. ’\0’注意事项 

 在 C 语言中，采用’\0’作为字符串结束标志，当系统读取到’\0’时，认为字符串结束，’\0’

之后的内容将不再读取。因此，通常将’\0’添加在字符串末尾，保证字符串完整输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0’其实可以添加在字符串任意位置上，例如：  

char c[ ]={'r','u',’\0’,'p','e','n','g','\0'}; 

或 

char c[ ]=”ru\0peng”; 

在字符串中‘\0’可以省略单引号，直接写为\0。 

下面通过例子了解一下’\0’的作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chs1[ ]={'r','u','\0','p','e','n','g','\0'}; 

 char chs2[ ]="ru\0peng"; 

 printf("%s\n",chs1); 

 printf("%s\n",chs2);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以%s 格式分别输出字符串，可以看到只输出了”ru”。这是因为当系统读取到’u’后面的’\0’

时，就认为字符串结束了，后面的内容不再读取，因此只输出”ru”。 

像 printf 等函数处理字符串的时候通常都是“不见\0 不死心”，因此使用字符串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了结尾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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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代码：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c1[ ]={'a','b'}; 

 printf("%s",c1); 

 getchar(); 

 return 0; 

} 

 可能就会输出： 

 

 因为 c1 没有以'\0'结尾，printf 就一直读，读到了其他的内存空间。 

3. sizeof  

 由于字符串底层采用字符数组进行存储，因此计算字符串长度，等价于计算字符串转化

为字符数组后字符数组的长度，例如： 

 char c[ ]="rupeng"; 

上述代码，经过编译后，会转化为以下字符数组形式： 

 char c[ ]={'r','u','p','e','n','g','\0'}; 

 前面讲过数组长度计算方式对于计算字符串长度同样适用，例如： 

 int length=sizoef(c)/sizeof(c[0]);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一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c1[ ]={'r','u','p','e','n','g','\0'}; 

  char c2[ ]="rupeng"; 

  int length1=sizeof(c1)/sizeof(c1[0]);  

  int length2=sizeof(c2)/sizeof(c2[0]); 

  printf("%d\n",length1); 

  printf("%d\n",length2);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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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rlen  

 在 C 语言中，字符串有效长度指的是字符串中’\0’之前的字符个数，不包括’\0’。例如： 

char c1[ ]={'r','u','p','e','n','g','\0'}; 

c1 字符串有效长度为 6，不包括最后的’\0’。 

char c2[ ]="rupeng"; 

c2 字符串有效长度为 6，不包括系统自动添加的’\0’。 

在实际开发中，为了快速计算字符串有效长度，可以使用 C 语言标准库提供的 strlen 函

数。 

函数原型： 

int strlen(char str[ ]); 

 头文件（解释什么是 include）： 

  #include<string.h>   

参数列表： 

str：被计算的字符串。 

功能： 

 计算字符串有效长度。 

返回值： 

 返回字符串有效长度。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 

{ 

  char c1[ ]={'r','u','p','e','n','g','\0'}; 

  char c2[ ]="rupeng"; 

  int length1=strlen(c1); 

  int length2=strlen(c2); 

  printf("%d\n",length1); 

  printf("%d\n",length2);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strlen 函数内部只会计算字符串中’\0’之前的字符个数，’\0’及之后的字

符将被忽略。例如： 

 

 char c1[ ]="ru\0peng"; 

c1 有效字符串长度为 2，只包含\0 之前的字符个数。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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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 

{ 

 char c1[ ]="ru\0peng"; 

 int len=strlen(c1); 

 printf("%d\n",len);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5. 中文字符串长度 

在程序的默认设置中，1 个中文字符占 2 个字节。 

char c[ ]=”如鹏网”; 

c2 是中文字符串，有效长度为 3，3 个中文字符占 6 个字节，再加上’\0’占 1 个字节，c2

在内存中一共占 7 个字节。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c1[ ]="如鹏网";   

 int size1=sizeof(c1);  //计算 c1 总字节数 

 printf("size1=%d\n",size1); 

 getchar(); 

 return 0; 

} 

6. 字符串元素遍历 

在 C 语言中，字符串本质上就是以’\0’结尾的字符数组。同理，字符数组也可以使用 for

循环进行遍历。 

由于字符’\0’是控制字符，无法在控制台中显示。但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字符串末尾确

实有’\0’的存在，以下代码中，分别使用%d、%c 格式输出数组元素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c[ ]="rupeng"; 

 int i; 

 int length=sizeof(c)/sizeof(c[0]); //计算字符串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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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0;i< length;i++) 

 { 

  printf("%c ",c[i]);    

  printf("%d\n",c[i]);   //输出字符 ASCII 码 

 }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7. char* 方式引用字符串 

 在 C 语言中，字符串存储的方式只有一种，采用字符数组格式进行存储。但是引用的方

式却有两种，除了前面介绍的字符数组方式，还可以定义 char*类型的变量进行引用。例如： 

 char* string=”rupeng”; 

 以上代码表示，定义 char*类型变量 string，并使用字符串进行初始化。这涉及到后续

讲的“指针”的问题。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string="rupeng"; 

  printf("%s",string);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但是注意用 char*方式引用字符串的时候不能用 sizeof 算字符串的长度，这涉及指针的

知识后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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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组案例 

1. 计算 2 个等长数组元素和 

案例要求： 

 已知 3 个数组 int nums1[3]={1,2,3}、int nums2[3]={1,2,3}，int nums3[3]，计算数组 nums1、

nums2 元素和，赋值给 nums3，如图所示：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nums1[ ]={1,2,3}; 

  int nums2[ ]={1,2,3}; 

  int nums3[3]={0}; 

  int size1=sizeof(nums1)/sizeof(nums1[0]);  

  int size2=sizeof(nums2)/sizeof(nums2[1]);  

  int size3=sizeof(nums3)/sizeof(nums3[2]);  

  int i; 

  if (size1!=size2||size1!=size3)  //判断 3 个数组长度是否相等 

  { 

   return;     //退出程序 

  } 

  for (i=0;i<size3;i++)  

  { 

   nums3[i]=nums1[i]+nums2[i]; //计算数组元素和 

  } 

  for (i=0;i<size3;i++) //遍历数组 nums3 

  { 

   printf("%d ",nums3[i]);    

  } 

  getchar();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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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找数组中最大值 

 案例要求： 

已知数组 int nums[ ]={3,5,999,2,12}，编写程序找到数组中最大值。 

思路：用一个变量记录“当前最大值”，碰到比“当前最大值”还大的数，那么就把“当

前最大值”更新成为这个更大的数，一直到遍历结束，“当前最大值”就是最大值。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nums[ ]={3,5,999,2,12}; 

  int size=sizeof(nums)/sizeof(int); 

  int max=nums[0];  // nums[0]默认为最大值“当前最大值” 

  int i; 

  for (i=1;i<size;i++)      //下标从 1 开始 

  { 

        //如果遍历到的数比如“当前最大值”还大，则把“当前最大值”更新成为这

个更大的数 

   if (nums[i]>max)    //元素大小比较 

   { 

    max=nums[i];   //保存最大值 

   }  

  } 

  printf("max=%d\n",max); //输出最大值 

  getchar(); 

  return 0; 

} 

 

综合的越来越多，哪块忘了补哪块。复习最好的方法是过课件（教材），而不是又把视

频听一遍。 

学习方法：先看懂、理解老师的代码；先一边自己写，偶尔参考老师的代码，最终写出

来；不参考老师的代码也能流畅的写出来。 

学习误区：看懂老师的代码或者把老师的代码拷过来能运行就是懂了！！！学编程不是

看电影！必须能自己写出来。看电影不等于拍电影。 

(五) 字符串相关函数 

1. atoi 字符串转整型函数 

函数原型： 

int atoi (const char * str); 

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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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tdlib.h> 

参数列表： 

str：被转换字符串。 

功能： 

将字符串转化为整数。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整数。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  

  char s[]="123"; 

  int num=atoi(s);  //将字符串”123”转化为整数 123 

  printf("%d\n",num); 

  getchar(); 

  return 0; 

 } 

2. itoa 整型转字符串函数 

函数原型 

char *itoa( int value, char* string,int radix); 

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参数列表 

value：要转换的整数。 

string：要写入转换结果的目标字符数组。 

radix：转换的进制，可以是 10 进制、16 进制等。 

返回值 

写入转换结果的目标字符数组。 

功能  

将整数按照指定的进制转化为字符串。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  

  char s[4]; 

  itoa(123,s,10);  //将整数 123 转化为”123”，写入 string 

  printf("%s\n",s); 

  get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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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0; 

} 

为什么数组长度要为 4？因为要为最后的'\0'留地方。如果不知道整数多长，怎么办，那

就把字符串声明为 10 进制的最大长度，比如在 32 位系统中最长的是-2147483648（包括负

号），因此数组要声明为 12，当然声明更长一点，比如 32，容错性更强。 

3. sprintf 字符串格式化函数 

函数原型 

int sprintf( char *buffer, const char *format, [ argument] … ); 

 

printf 是打印到屏幕上，sprintf 是存到字符串中。 

头文件 

#include<stdio.h> 

参数列表： 

buffer：保存格式化字符串的目标字符缓冲区。sprintf 会自动在最后加上'\0' 

format：格式化后的字符串。printf 里可以用的占位符，sprintf 里都能用 

[argument]...：参数列表。 

功能： 

将格式化后的字符串写入目标字符缓冲区。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buffer[1024]={0}; 

  sprintf(buffer,"name=%s,age=%d","rupeng",20); 

  printf("%s",buffer); 

  getchar(); 

  return 0; 

} 

 

首先，第 4 行定义字符数组，用于保存格式化字符串。定义的数组的长度已经要足够长，

不要不够用，特别是要记住结尾的'\0'也要占用一个长度。 

 

接着，第 5 行将格式化后的字符串，写入字符缓冲区 buffer 中。 

sprintf 函数执行流程为： 

第 1 步，先将%d 使用数字 20 替换，将%s 使用”rupeng”替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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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将替换后的字符串”name=rupeng,age=20”写入 buffer 中，如图所示： 

 

(六) 本章串讲 

1、声明数组的方式。 

int a[10]; 

2、初始化数组的方式： 

1）int a[3]={3,6,9}; 

2)int a[3]; 

a[0]=3; 

3)int a[]={3,6,9}; 

4)int a[3]={0} 

 

3、如何获取数组长度？sizeof(a)/sizeof(a[0]) 

4、int a[]={3,6,9}; 

a[3]=a[0]; 

上面代码哪里错了 

5、下面 len1、len2 的值是多少？ 

char c[]="ru\0peng"; 

int len1=sizeof(c)/sizeof(char); 

int len2=strlen(c); 

6、如何在整数和字符串之间互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7、如何使用 sprintf 实现整数转换为字符串？如何把 3.14 转换为字符串？ 

 

燥起来，开发游戏 

从本章开始，将使用如鹏游戏引擎来学习 C 语言。通过游戏开发的形式来巩固前面所学

的知识。这里提前声明 2 点： 

(1)本章的目的是通过开发游戏来巩固前面学的 C 语言知识，这不是在学习游戏开发，

讲讲游戏开发的就业市场。 

(2)后续学习中，除以了介绍一些如鹏游戏引擎封装的函数之外，其他知识都是之前学

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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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置游戏开发环境 

1. 下载游戏项目自动生成工具 

为了方便读者使用如鹏游戏引擎学习 C 语言，如鹏网提供了游戏引擎项目自动生成工

具，一键生成游戏项目，免配置。对于高手想自己配置的，参考一下自动生成的项目，也就

清楚了。 

访问以下网址进行下载、安装： 

下载网址：http://www.rupeng.com/News/10/5087.shtml 

2. 创建第一个游戏项目 

使用自动生成工具创建游戏项目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 1 步 启动桌面上【C 游戏向导】图标，如图所示： 

 
第 2 步 填写【项目名称】比如：MyGame1，选择【项目路径】，单击【开始】生成项

目文件。特别注意选择合适的 VS 版本： 

 

图 8-2 

第 3 步 找到自动的生成项目文件，在 VS2012 中【文件】→【打开】→【项

目/解决方案】，找到 sln 文件打开。 

第 4 步，双击打开【Main.c】文件， 然后点击【本地 Windows 调试器】运行。如果出

现 2 个窗口，表示游戏项目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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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代码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yzkgame.h> 

  

 #pragma comment (linker,"/subsystem:\"console\"/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setGameTitle("微信打飞机"); 

  setGameSize(338, 600); 

  pauseGame(10000);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事先说明】 

(1)后续学习游戏开发，除了修改 gameMain 函数中的代码，其它代码均无需改动。因此，

读者只需关注 gameMain 函数中的代码即可。其他部分不用管。 

(2)前面几章学习基本都是在 main 函数中编写代码，而游戏开发则不同，大部分都在

gameMain 函数中编写代码。 

(3)后续分析程序，默认从 gameMain 函数开始，其余代码不需要研究。 

(4)修改代码来实现修改窗口标题、窗口大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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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续学习游戏编程时，会接触到大量游戏相关的函数，并且这些函数只提供声明，

不提供具体实现，类似于 printf 函数一样。学习者不用关心这些函数是如何实现的。 

 

(二) 游戏引擎中的坐标系 

1. 像素 

像素是计算机中文字、图像显示的基本单位。像素又被称作像素点。例如： 1024*768

分辨率，指的是屏幕横向有 1024 个像素点，纵向有 768 个像素点。 

2. 坐标 

 数学中学过，要想在二维空间中表示一个物体的精确位置需要引入 x-y 坐标系，物体位

置以(x,y)的形式表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x、y 坐标并不是相对于电脑屏幕的绝对位置，

而是相对于窗口原点坐标的位置。 

 如鹏游戏引擎以游戏窗口左下角为坐标原点，原点向右为 x 轴正方向，以上为 y 轴正方

向。 

 

3. 如何描述一个矩形 

在坐标系中描述一个点，只需知道 x，y 轴坐标即可，比如（1,200）就代表一个点。描

述一条线也很容易，知道起始坐标与结束坐标即可，比如（1,1），（1,100）就可以描述一

条线。但是如何描述一个矩形呢？ 

在二维坐标系(x-y 坐标系)中描述一个矩形需要知道以下 3 个条件： 

(1)矩形左下角坐标。 

(2)矩形高度为多少。 

(3)矩形宽度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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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1 可以这样描述：左下角坐标为(100,0)，高度为 200 像素，宽度为 300 像素。 

矩形 2 可以这样描述：左下角坐标为(200,200)，高度为 100 像素，宽度为 200 像素。 

游戏引擎只有知道了这三个参数，就可以在游戏窗口中画出矩形。 

4. 图层 

图层就是对文字、图片……等元素进行分层、叠加显示。如鹏游戏引擎中可以的显示元

素一共有 4 种图层：背景颜色、图片、精灵、文字，如图所示： 

 

上层的元素会覆盖下层的元素。现阶段，读者只需对图层有个初步印象即可。 

(三) 基础函数 

1. pauseGame  

函数原型： 

void pauseGame(int millSeconds) 

形参列表： 

 millSeconds：游戏程序暂停时长，以毫秒为单位，1000 毫秒等于 1 秒。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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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游戏程序暂停多少毫秒。 

 

pauseGame 函数会阻塞程序执行。阻塞类似于生活中的堵车，前面的车不走，后面的

车就得等着。pauseGame 函数也是如此，它不执行完毕，后面的代码也无法执行。 

2. setGameSize  

函数原型： 

void setGameSize(int width, int height) 

形参列表： 

Width：游戏窗口宽度，水平方向是宽。 

Height：游戏窗口高度，垂直方向是高 

  

 功能：设置窗口的尺寸，不能设置太小。 

3. setGameTitle 

函数原型： 

void setGameTitle(char* title) 

参数列表： 

Title：游戏窗口标题显示内容。 

 

功能： 

设置游戏窗口标题内容。 

这个函数没有占位符用法，所以如果要占位符，就要用 sprintf 来生成 

(四) 文本元素 

 文本元素就是游戏窗口中显示的一段文字。 

 

 

对于人： 

1) 对人做任何操作之前，必须先创建出这个人来，否则这些操作都没有意义； 

2) 所有的操作都是要指定“编号”（操作谁）； 

3) 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对应这个人的一生是不变的；不同人的编号不能重复。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对于文本元素： 

1) 对文本元素做任何操作之前，必须先创建出这个文本元素来，否则这些操作都没有意义； 

2) 所有的操作都是要指定“编号”（操作谁）； 

3) 每个文本元素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对应这个文本元素的一生是不变的；不同文本元

素的编号不能重复。 

 

1. createText 

 函数原型： 

 void createText(int txtNum, char* text) 

 参数列表： 

 txtNum：文本元素编号。 

Text：文本显示内容。 

功能： 

在游戏窗口中创建文本元素。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yzkgame.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setGameSize(300,300); 

  createText(0,"如鹏网"); //创建编号为 0 的文本 

  pauseGame(10000);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2. setTextPosition 

函数原型 

void setTextPosition(int txtNum, int x,int y) 

参数列表 

txtNum：被设置的文本元素编号。 

 x：文本元素 x 坐标。 

y：文本元素 y 坐标。 

 功能： 

 设置指定文本元素在游戏窗口中的显示位置（左下角坐标原点）。 

3. setTextFontSize 

函数原型： 

void setTextFontSize(int txtNum, int size) 

参数列表： 

txtNum：被设置的文本元素编号。  

size：文本字体大小，单位为像素。 

 

功能： 

设置指定文本元素字体大小。 

4. setText 

函数原型： 

void setText(int txtNum, char* text) 

参数列表： 

txtNum：被修改的文本元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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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新的文本内容。 

功能： 

将 txtNum 号文本元素内容修改为 text 指定的字符串。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yzkgame.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setGameSize(300,300); 

  createText(0,"如鹏网"); 

  setTextPosition(0,100,200); 

  setTextFontSize(0,40);   

  pauseGame(1000);  //程序暂停 1 秒 

  setText (0,"rupeng");  //将 0 号文本修改为“rupeng” 

  pauseGame(10000);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这些函数也不支持占位符用法，也要自己 sprintf。 

5. hideText 

隐藏文本元素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hideText(int txtNum) 

参数列表： 

txtNum：被隐藏的文本编号。 

功能： 

隐藏指定编号的文本元素。 

 隐藏文本并不是删除文本，只是不显示而已。 

 演示：显示 3 秒钟后隐藏。 

6. showText 

函数原型： 

void showText (int txtNum)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参数列表： 

txtNum：被显示的文本编号。 

功能： 

显示指定编号的文本元素。 

 

演示：隐藏再显示；用 while 循环实现文本闪动。 

7. 其他文本函数 

void setTextColor(int txtNum, float r, float g, float b)：设置文本的颜色； 

int getTextX(int num) 获得文本的横坐标； 

int getTextY(int num)获得文本的纵坐标； 

BOOL isTextVisible(int num) 判断文本是否显示； 

 

只要单词没问题，这些函数和 printf、sprintf 等不一样，这些不用背。 

8. 多个文本元素 

游戏中不可能只有单个文本，往往有多个文本。 

 在如鹏游戏引擎中，文本编号是区分不同文本元素的唯一标识。有点类似于生活中每个

人的身份证号，唯一且不重复。同理，文本元素的编号也是如此，在文本被创建时与一个整

数编号绑定，后续操作多个文本时，只需指定文本编号即可。 

 

setGameSize(300,300); 

createText(0,"如鹏网"); //创建 0 号文本 

createText(1,"rupeng"); //创建 1 号文本 

pauseGame(10000); 

 需要注意要改变两个元素的位置才能避免重叠。 

setGameSize(300,300); 

createText(0,"如鹏网"); //创建 0 号文本 

createText(1,"rupeng"); //创建 1 号文本 

setTextPosition(1,100,100); 

pauseGame(10000); 

 

 编号一定不能重复（如果重复会报错，演示一下）。 

setGameSize(300,300); 

createText(0,"如鹏网"); //创建 0 号文本 

createText(0,"rupeng"); //创建 0 号文本 

pauseGame(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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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本做任何操作之前一定要确保先要 createText(演示一下错误)。 

setGameSize(300,300); 

setTextPosition(0,100,100); 

createText(0,"如鹏网"); 

pauseGame(10000); 

 

 

 还有下面的代码看似是调用了一次 createText，但是由于是放到了循环中，所以其实是

调用了多次： 

while(1) 

{ 

   createText(1,"hello"); 

} 

 

(五) 图片元素 

图片元素就是游戏窗口中显示图片，位于图层中的图片层。图片的格式有很多种，比如：

jpeg、png、bmp……等。目前如鹏游戏引擎只支持 png 格式图片。大家练习的时候自己随便

找一张图就行了，不用非要和老师一样的。 

一般情况下，通过图片的后缀名（扩展名，要关闭课程最开始提到的【隐藏已知文件类

型的扩展名】才能看到）就可以知道图片是什么类型的，但是存在少数图片类型和扩展名不

一致的情况。图片类型转换也不是改一下扩展名那么简单，要用图片格式转换软件：Windows

画图、Photoshop、格式工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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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片存放的位置 

在如鹏游戏引擎中，为了方便引用、管理图片，需要事先将要显示的图片复制到当前项

目的【Images】文件夹中，在生成项目的时候会自动把【Images】、【Sounds】、【Sprites】

下的自动拷贝到【Debug】对应文件夹中，运行的时候读取的是 Debug 下的。如果没有拷过

去，就需要手动在 VS 中点击【重新生成解决方案】一下（每次新加内容都要【重新生成解

决方案】） 

2. createImage 

函数原型： 

void createImage(int num, char* imgName) 

参数列表： 

num：被创建图片的编号。 

imgName：图片全名称，包括后缀名。例如：“slice.png”。 

功能： 

在游戏窗口中创建图片元素。 

代码： 

setGameSize(300,300); 

createImage(0,"slice.png");  

pauseGame(10000); 

 

这块最常犯的错就是文件名写错了，复制粘贴过来犯错最少。 

3. setImagePosition 

函数原型： 

void setImagePosition(int num, int x, int y) 

参数列表： 

num：被设置图片编号。 

x：被设置图片 x 坐标。 

y：被设置图片 y 坐标。 

功能： 

设置指定图片元素显示位置（坐标原点也是在左下角）。 

4. setImageSource 

函数原型： 

void setImageSource(int num, char* imgName) 

参数列表： 

num：被修改图片的编号。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imgName：指定新的图片全名称。 

功能： 

将 num 号图片元素修改为 imgName 指定的图片元素。 

5. hideImage 

函数原型： 

void hideImage(int num) 

参数列表： 

num：被隐藏的图片编号。 

功能： 

隐藏编号为 num 的图片。 

6. showImage 

函数原型： 

void showImage(int num) 

参数列表： 

num：被显示的图片编号。 

功能： 

把隐藏的编号为 num 的图片重新显示出来。 

  

图片函数和文本函数一样：编号一定不能重复（图片、文本这些不同类别的可以重复），

而且做任何操作之前一定要确保先要 createImage。 

7. 其他图片函数 

int getImageX(int num) 获取图片的横坐标； 

int getImageY(int num)获取图片的纵坐标； 

int getImageWidth(int num) 获取图片的宽度； 

int getImageHeight(int num) 获取图片的高度； 

BOOL isImageVisible(int num) 判断图片是否显示； 

(六) 精灵元素 

动画其实就是多个相似动作图片的快速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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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元素也是如此，每一个精灵元素都由多张图片组成，当这些图片以固定频率循环显

示时，就会看到动画片的效果。因此，所谓的精灵元素，其实就是几张循环显示的图片。 

1. 下载精灵素材 

为了方便后续学习，如鹏网提供了一些精灵素材，访问以下网址进行获取： 

http://www.rupeng.com/News/10/334.shtml   

这些素材都是美工设计制作出来的，我们会用就行。 

一个精灵包含多个动作，一个动作包含多个图片。 

2. 精灵动作 

打开精灵素材，会看到很多文件夹： 

 

 在如鹏游戏引擎中，所谓的精灵素材指的就是这些文件夹。 

 以 mario 精灵为例，双击进入【mario】，会看到很多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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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指的就是这些文件夹。例如：fly 文件夹就代表 mario 精灵的 fly 动作、jump

文件夹代表 mario 精灵的 jump 动作、walk 文件夹代表 mario 精灵的 walk 动作……等。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精灵文件夹下会存在多个（也可能只有一个）动作文件夹，也就意

味着一个精灵元素会对应多个动作元素。 

3. 精灵文件夹存放的位置 

 在游戏程序中，要想创建精灵元素，必须将精灵文件夹复制到当前项目的【Sprites】文

件夹中，生成的时候会自动拷贝到 Debug 下。 

4. createSprite  

函数原型：  

void createSprite(int num, char* spriteName) 

参数列表： 

num：创建的精灵元素编号。 

spriteName：精灵名称。 

 

创建精灵函数。精灵名称必须和当前项目的【Sprites】文件夹下精灵文件夹的名称相同，

复制粘贴不容易写错。 

5. playSpriteAnimate 

函数原型： 

void playSpriteAnimate(int num,char* animateName) 

参数列表： 

num：精灵编号。 

animateName：精灵要播放的动作名称。 

 

播放动作，动作名称必须和精灵文件夹下的动作文件夹名称相同。 

 

playSpriteAnimate 不会等待动画播放结束才往下执行，而是瞬间执行完成 

 

setGameSize(200,200);      

createSprite(0,"mario");   //创建编号为 0 的精灵“mario” 

playSpriteAnimate(0,"walk"); //0 号精灵，播放“walk”动作 

pauseGame(10000);  

6. setSpritePosition 

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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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tSpritePosition(int num, int x,int y) 

参数列表 

num：被设置精灵编号。 

x：设置精灵 x 坐标。 

y：设置精灵 y 坐标。 

 功能 

 设置指定编号精灵显示位置。 

 

 精灵的坐标原点在哪里？ 

7. hideSprite 

函数原型： 

void hideSprite(int num) 

参数列表： 

num：被隐藏精灵的编号。 

功能： 

隐藏指定编号的精灵元素。 

8. showSprite 

函数原型： 

void showSprite(int spriteNum) 

参数列表： 

spriteNum：被显示精灵编号。 

功能： 

显示指定编号的精灵。 

9. setSpriteFlipX 

函数原型： 

void setSpriteFlipX(int num, BOOL isFlipX); 

参数列表： 

num：被翻转精灵编号。 

isFlipX：是否翻转。BOOL 其实就是 int 的别名。 

功能： 

设置指定编号的精灵在 x 轴翻转。 

【说明】 

BOOL 是如鹏游戏引擎自定义数据类型，该类型只能有 2 种取值： 

TRUE 为真（值就是 1），表示翻转。 

FALSE 为假（值就是 0），表示不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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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如下： 

setGameSize(200,200);      

createSprite(0,"mario"); 

playSpriteAnimate(0,"walk"); 

setSpritePosition(0,100,100); 

pauseGame(1000); 

setSpriteFlipX(0,TRUE); 

pauseGame(10000);  

 

注意 setSpriteFlipX(0,TRUE);是表示在原有图片的基础上翻转，再调用一次并不会翻转回

来，如果要翻转回来需要 setSpriteFlipX(0,FALSE); 演示一下 

 

10. setSpriteFlipY  

函数原型： 

void setSpriteFlipY(int num, BOOL isFlipY); 

参数列表： 

num：被翻转精灵编号。 

isFlipY：是否翻转。TRUE 表示翻转，FALSE 表示不翻转。 

 

设置精灵是否在 y 轴翻转函数。 

11. 其他精灵函数： 

void setSpriteRepeatPlay(int num, BOOL isRepeat) 是否反复播放当前动作，默认是“真”； 

int getSpriteX(int num); 获取精灵横坐标； 

int getSpriteY(int num); 获取精灵纵坐标； 

int getSpriteWidth(int num); 获取精灵的宽度，不同动作时候的宽度高度可能不一样； 

int getSpriteHeight(int num); 获取精灵的高度； 

BOOL isSpriteVisible(int num);判断精灵是否显示； 

 

方法看起来很多，其实套路都类似。 

(七) 其他函数(选学) 

下面的内容供学有余力的同学研究不学也没关系，后续用不到。不作为重点，遇到问题

解决不了或者听不懂直接跳过就行。 

1、 如何隐藏命令行窗口 

把#pragma comment( linker, "/subsystem:\" 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中的 console 改成 windows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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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 comment( linker, "/subsystem:\"windows\" /entry:\"mainCRTStartup\"" ) 

 

开发阶段不要改这个，否则看不到报错信息。 

2、 如何把游戏打包发给别人 

3、 对话框 

void alert(char* msg,...); 弹出消息框，msg 是消息的格式，后面是占位参数，用法和 printf

一样。 

例子：alert("大家好，我是%s，我今年%d 岁了，我的身高是%.2f 米","帅帅",18,1.8); 

 

BOOL confirm(char* format, ...); 弹出询问提示框，format 是消息的格式，后面是占位参

数，用法和 printf 一样。返回值表示用户点的是【是】(1/TRUE)还是【否】(0/FALSE)。 

例子： 

if(confirm("你是我女朋友吗?")==TRUE) 

{ 

 alert("我爱你"); 

} 

else 

{ 

 alert("你的电脑即将重启"); 

} 

 

alert、confirm 都像 getchar 一样是阻塞函数。 

4、 播放音乐（调整为同时录麦克+系统声音） 

做游戏的时候经常需要音乐，音乐分为：背景音乐和音效。 

音乐文件必须放到 Sounds 文件夹下，在项目生成的时候会拷贝到 exe 下，如果没有拷

贝过去，则手动执行一下生成。 

音乐文件只支持 mp3，而且有一些特殊的 mp3 格式也不支持，文件名不要太复杂、太

长。 

void playSound(char* soundName, BOOL repeat);播放音乐，第一个是音乐文件的文件名，

第二个参数表示是否重复播放（1 为重复播放，0 为只播放一次）。注意播放是在后台播放

（音乐播放中会继续向下执行）。 

 void closeSound(char* soundName) 停止指定音乐的播放。 

5、 鼠标 

int getMousePositionX();//获取鼠标的当前位置 X（以左下角为原点） 

int getMousePositionY();//获取鼠标的当前位置 Y（以左下角为原点） 

BOOL isMouseLeftButtonDown();//判断鼠标左键是否按下 

void showMouseCursor();//显示鼠标指针 

void hideMouseCursor();//隐藏鼠标指针 

 

 做一个自定义鼠标指针的效果。 

int imgCursor=0; 

int imgHeight,img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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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eMouseCursor(); 

createImage(imgCursor,"target.png"); 

imgHeight = getImageHeight(imgCursor); 

imgWidth = getImageWidth(imgCursor); 

while(TRUE) 

{ 

 int mouseX = getMousePositionX()-imgHeight/2;//为什么不能放到 while 循环外面？ 

 int mouseY = getMousePositionY()-imgWidth/2; 

 setImagePosition(imgCursor,mouseX,mouseY); 

 pauseGame(1); 

} 

 

用实际的例子讲解遇到错误如何使用调试解决问题 

(八) 本章串讲 

简单游戏开发 

 本章将综合应用 C 语言语法篇与游戏开发篇所学的知识做大量的游戏案例，通过案例练

习来巩固前面所学的知识。会使用到的知识有：变量、运算符、选择结构、循环结构、函数、

以及文字、图片、精灵元素……等。 

由于本章综合性比较高，学习时难免有读者会觉得有难度。这是由于对前面所学的知识

掌握的不够熟练导致，因此，当学习本章中的案例时，如果觉得某部分知识遗忘了，务必及

时复习。 

(一) 文本案例 

1. 呼吸字体 

案例要求： 

编写程序实现呼吸字体：文本字体有规律的反复放大、缩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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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1)呼吸字体的本质就是：反复放大、缩小的文本元素。 

(2)字体放大与缩小效果可以分别使用 2 个循环来实现，例如： 

字体大小递增循环： 

for(fontSize=20 ; fontSize<40 ; fontSize++)    

{ 

  setTextFontSize(0,fontSize);  //设置字体大小 

} 

字体大小递减循环： 

for(fontSize=40; fontSize>20 ; fontSize--)  

{ 

  setTextFontSize(0,fontSize);  //设置字体大小 

} 

(3)由于文本是反复的放大、缩小，所以将文本字体放大、缩小代码嵌套在死循环中即

可，这里采用 while(1){……}作为死循环。 

呼吸字体实现代码如下： 

#include<stdlib.h>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txtNum=0;     //文本编号 

 int fontSize=0;     //字体大小 

 setGameSize(300,300); 

 createText(txtNum,"如鹏网"); 

 setTextPosition(txtNum,100,100); 

 while ( 1 )  //死循环 

 { 

  for (fontSize=20;fontSize<40;fontSize++)  //字体递增 

  { 

   setTextFontSize(txtNum,fontSize);   //设置字体大小 

   pauseGame(100); 

  } 

  for (fontSize=40;fontSize>20;fontSize--)  //字体递减 

  { 

   setTextFontSize(txtNum,fontSize);   //设置字体大小 

   pauseGame(100); 

  } 

 } 

} 

int main(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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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2. 倒计时 

 案例要求： 

 编写程序，实现 10、9、8、7……0 倒计时效果，预览效果如图所示： 

案例分析： 

(1)10、9、8、7……0 依次递减 1，使用循环结构实现比较合适。 

(2)10、9、8……等是整数，而窗口中显示的 10、9、8……等是文本，需要调用 sprintf 函

数将整数转化为字符串，例如：10 –>“10”。虽然用 itoa 也可以把整数转换为文本，但是 itoa

不是 C 语言标准函数，所以还是推荐用标准的 sprintf。 

  

代码如下：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i;       //倒计时变量 

 int txtNum=0;     //计时文本编号 

 setGameSize(200,200); 

 createText(txtNum,"10");   //创建文本，默认显示为 10 

 setTextPosition(txtNum,100,100); 

 for (i=10;i>=0;i--)    //倒计时计数 

 { 

  char str[10]={0};    //保存转化后的字符串 

  sprintf(str,"%d",i);    //将整型变量 i 转化为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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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ext(txtNum,str);   //修改计时文本 

  pauseGame(1000);   //暂停 1 秒钟 

 } 

 pauseGame(10000);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二) 图片案例 

3d 旋转汽车 

演示做完的效果 

#include <yzkgame.h>    

#include <stdio.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img=0; 

 int i;  

 char fileName[16]={0}; 

 createImage(img,"1.png"); 

 for(i=1;i<=36;i++) 

 { 

  sprintf(fileName,"%d.png",i); 

  setImageSource(img,fileName); 

  pauseGame(100); 

  if(i==36)//如果显示到最后一张图了，则回到第一张图 

  { 

   i=0; 

  } 

 }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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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第一圈的时候速度会有一点慢，因为在加载图片，后续图片加载到缓存了，后续就快

了。 

(三) 精灵案例 

本节没有过多的概念需要介绍，主要通过几个精灵相关的案例来深入理解精灵元素的使

用。 

1. 精灵向左移动 

案例要求： 

创建精灵 mario，初始显示位置(100,100)。走到左边缘。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yzkgame.h> 

 

#pragma comment( linker, "/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mario1=8; 

 int x; 

 setGameTitle("微信打飞机"); 

 setGameSize(338, 600); 

 createSprite(mario1,"mario"); 

 setSpritePosition(mario1,100,100); 

 playSpriteAnimate(mario1,"walk"); 

 for(x=100;x>=0;x--) 

 { 

  setSpritePosition(mario1,x,100); 

  pauseGame(20); 

 } 

 

 pauseGame(10000);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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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灵走圈 

创建 mario 精灵，初始位置为(0,0)，然后环绕游戏窗口一圈，环绕轨迹为：上-右-下-左。

移动轨迹如图所示： 

 

 案例分析： 

 (1)精灵环绕可以拆分为 4 个部分：向上移动、向右移动、向下移动、向左移动。 

 (2)精灵向上移动时，x 坐标不变，y 坐标增加。当精灵移动到窗口顶部时，停止向上移

动。由于精灵 y 坐标指的的精灵左下角的坐标，所以当精灵 y 坐标加上精灵自身高度大于等

于游戏窗口高度时，就认为到达游戏窗口顶部停止移动。例如： 

for (y=0;y+getSpriteHeight(marioNum)<gameHeight;y++) //向上移动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pauseGame(10); 

  } 

其中 y 表示精灵 y 坐标，getSpriteHeight(marioNum)表示获取精灵高度，gameHeight 表

示游戏窗口高度。 

(3)精灵向右移动时，y 坐标不变，x 坐标增加。当精灵移动到窗口右边时，停止向右移

动。由于精灵 x 坐标指的的精灵左下角的坐标，所以当精灵 x 坐标加上精灵自身宽度大于等

于游戏窗口宽度时，就认为到达游戏窗口右边停止移动。例如： 

for (y=0;y+getSpriteHeight(marioNum)<gameHeight;y++) //向上移动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 

其中 y 表示精灵 y 坐标，getSpriteHeight(marioNum)表示获取精灵高度，gameHeight 表

示游戏窗口高度。 

for (x=0;x+getSpriteWidth(marioNum)<gameWidth;x++) //向右移动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 

其中 x 表示精灵 x 坐标，getSpriteWidth(marioNum)表示获取精灵宽度，gameWidth 表示

游戏窗口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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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灵向下移动时，x 坐标不变，y 坐标减小。当精灵移动到窗口底部时，停止向下移

动。由于精灵 y 坐标指的的精灵左下角的坐标，所以当精灵 y 坐标小于等于 0 时，就认为到

达游戏窗口底部停止移动。例如： 

for (; y >0;y--) //向下移动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 

其中 y 表示精灵 y 坐标。 

(5)精灵向左移动时，y 坐标不变，x 坐标减小。当精灵移动到窗口左边时，停止向左移

动。由于精灵 x 坐标指的的精灵左下角的坐标，所以当精灵 x 坐标小于等于 0 时，就认为到

达游戏窗口左边停止移动。例如： 

for (; x >0;x--)  //向左移动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 

其中 x 表示精灵 x 坐标。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x=0,y=0;         //精灵 x,y 坐标 

 int marioNum=0;       //精灵编号  

 int gameHeight=300,gameWidth=300;  //游戏窗口宽，高 

 setGameSize(gameHeight,gameWidth);  //设置窗口宽、高 

 createSprite(marioNum,"mario"); 

 playSpriteAnimate(marioNum,"walk"); 

 for (y=0;y+getSpriteHeight(marioNum)<gameHeight;y++) //向上移动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pauseGame(10); 

 }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在 x 轴翻转精灵 

 for (x=0;x+getSpriteWidth(marioNum)<gameWidth;x++) //向右移动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pauseGame(10); 

 } 

 for (; y >0;y--)  //向下移动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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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seGame(10); 

 } 

 setSpriteFlipX(marioNum,FALSE);    //取消在 x 轴翻转精灵 

 for (; x >0;x--)  //向左移动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pauseGame(10); 

 } 

 pauseGame(5000);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3. 桌面弹球 

案例要求： 

 编写程序实现桌面弹球效果。 桌面弹球效果就是小球在游戏窗口中做斜线运动，当碰

到窗口边界时，发生反弹，可以分为 4 种情况：碰撞上边界、碰撞下边界、碰撞左边界、碰

撞右边界。 

案例分析： 

(1)首先小球做斜线运动，小球x、y坐标都会改变。假设小球移动一次，x轴坐标变化vx

像素，y轴坐标变化vy像素，那么小球坐标计算公式为： 

x=x+vx;  //计算x坐标 

y=y+vy;  //计算y坐标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vx 和 vy 是有正负之分的，下面将分 4 种情况讨论。 

 (2)第 1 种情况：小球碰撞上边界，运动轨迹如图所示。 

 

 【注意】 

 箭头指向表示小球运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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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碰撞前，小球向右上方向运动，移动一次 x 坐标增加 vx，y 坐标增加 vy。 

2.碰撞后，小球向右下方向运动，移动一次 x 坐标增加 vx，y 坐标减小 vy。 

可以得出结论，碰撞上边界前后，vx 不变，vy 取反，例如： 

if(y+getSpriteHeight(ball)>=gameHeight) 

 { 

  vy=-vy;  //vy 取反 

 } 

其中，如果 y+getSpriteHeight(ball)>=gameHeight 为真，表示小球 y 坐标加上自身高度大

于等于游戏窗口高度，就代表撞上了上边界，然后 vy 取反。 

(3)第 2 种情况：小球碰撞右边界，运动轨迹如图所示。 

 

 1.碰撞前，小球向右下方向运动，移动一次 x 坐标增加 vx，y 坐标减小 vy。 

2.碰撞后，小球向左下方向运动，移动一次 x 坐标减小 vx，y 坐标减小 vy。 

可以得出结论，碰撞右边界前后，vx 取反，vy 不变，例如： 

if(x +getSpriteWidth(ball) >=gameWidth) 

{ 

  vx=-vx;  //vx 取反 

} 

其中，如果 y+getSpriteHeight(ball)>=gameHeight 为真，表示小球 x 坐标加上自身宽度大

于等于游戏窗口宽度，就代表撞上了右边界，然后 vx 取反。 

(4)第 3 种情况：小球碰撞下边界，运动轨迹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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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碰撞前，小球向左下方向运动，移动一次 x 坐标减小 vx，y 坐标减小 vy。 

2.碰撞后，小球向左上方向运动，移动一次 x 坐标减小 vx，y 坐标增加 vy。 

可以得出结论，碰撞右边界前后，vx 不变，vy 取反，例如： 

else if(y<=0) 

{ 

  vy=-vy; //vy 取反 

} 

其中，如果 y<=0 为真，表示小球 y 坐标小于等于 0，就代表撞上了下边界，然后 vy 取

反。 

(5)第 4 种情况：小球碰撞左边界，运动轨迹如图所示。 

 

 1.碰撞前，小球向左上方向运动，移动一次 x 坐标减小 vx，y 坐标增加 vy。 

2.碰撞后，小球向右上方向运动，移动一次 x 坐标增加 vx，y 坐标增加 vy。 

可以得出结论，碰撞左边界前后，vx 取反，vy 不变，例如： 

if(x<=0)  

{ 

 vx=-vx; //vx 取反 

} 

其中，如果 x<=0 为真，表示小球 x 坐标小于等于 0，就代表撞上了左边界，然后 vy 取

反。 

代码如下：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1(void) 

{ 

 int ballNum=0;  //小球编号 

 int x=100,y=50;  //小球初始 x、y 坐标 

 int vx= -2;  //小球在 x 坐标每次移动 vx 像素 

 int vy= 2;   //小球在 y 坐标每次移动 vy 像素 

 int gameWidth=200,gameHeight=200; //游戏窗口宽、高 

 setGameSize(gameWidth,game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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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Sprite(ballNum,"ball1"); 

 playSpriteAnimate(ballNum,"rotate");  //播放“rotate”动作 

 while(1) 

 { 

  if(x +getSpriteWidth(ballNum) >=gameWidth)  //是否碰撞右边界 

  { 

   vx=-vx;   //vx 取反 

  } 

  else if(x<=0)   //是否碰撞下边界 

  { 

   vx=-vx;   //vx 取反 

  } 

  else if(y+getSpriteHeight(ballNum)>=gameHeight) //是否碰撞上边界 

  { 

   vy=-vy;   //vy 取反 

  } 

  else if(y<=0)   //是否碰撞下边界 

  { 

   vy=-vy;   //vy 取反 

  } 

  x=x+vx;  //计算小球 x 坐标 

  y=y+vy;  //计算小球 y 坐标 

  setSpritePosition(ballNum,x,y); //设置小球显示位置 

  pauseGame(10);     //暂停 10 毫秒 

 }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1); 

 return 0; 

} 

 

吃金币游戏 

(一) 键盘输入 

在前面几章中，所有的游戏程序都是按照提前写好的逻辑从头执行到尾，中间没有任何

外界干预，就像播放动画片一样。但是玩过游戏的读者都了解，游戏一般都是由用户进行操

控的，比如：按下左键，精灵向左移动，按下右键，精灵向右移动……等等。 

实现这类游戏功能，需要在游戏运行期间获取用户按键，然后根据用户的按键输入做出

判断，最后再决定如何操作游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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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如鹏游戏引擎提供了 getPressedKeyCode()函数，该函数的返回值为

用户按键的键值。在游戏程序中调用该函数就可以获取用户按键的键值。然后通过判断键值

就可以知道用户按下了哪个键。 

1. getPressedKeyCode  

函数原型： 

int getPressedKeyCode(); 

 返回值： 

 int 表示该函数返回整数类型数据。 

 返回 0 表示没有按键按下，非 0 表示有按键按下。以下是上、下、左、右按键对应的键

值。 

#define RP_KEY_UP   101  //上键对应键值为 101 

#define RP_KEY_DOWN  103  //下键对应键值为 103 

#define RP_KEY_LEFT  100  //左键对应键值为 100 

#define RP_KEY_RIGHT  102  //右键对应键值为 102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 getPressedKeyCode 函数的使用。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pragma comment(lib,"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key=0; 

 setGameSize(300,300); 

 while(1) 

 { 

  key=getPressedKeyCode(); //获取用户按键值 

  if(RP_KEY_UP==key)   //判断上键是否按下 

  { 

   printf("上键，%d\n",key); 

  } 

  else if(RP_KEY_DOWN==key) //判断下键是否按下 

  { 

   printf("下键，%d\n",key); 

  } 

  else if(RP_KEY_LEFT==key) //判断左键是否按下 

  { 

   printf("左键，%d\n",key); 

  } 

  else if(RP_KEY_RIGHT==key) //判断右键是否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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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tf("右键，%d\n",key); 

  } 

  pauseGame(100);        //暂停100毫秒 

 }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特别注意】 

 程序运行以后需要先点击一下游戏窗口，然后再按上、下、左、右键就会在 Dos 窗口中

打印输出信息。如果游戏窗口不处于激活状态，是没效果的。 

程序分析： 

while(1)是一个死循环，表示不间断读取用户按键值。 

调用 getPressedKeyCode 函数获取用户按键值，然后赋值给变量 key。 

为了避免执行过快，每次循环后暂停 100 毫秒。 

 

注意如果 getPressedKeyCode 只是读取一下当前用户按下哪个按键，不会像 getchar()那

样等着。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就会返回 0，所以如果在上面的程序中按着一个“向上键”不

动，会发现连续的打印出“上键”。 

2. 案例：按键控制精灵移动 

案例要求： 

编写程序控制精灵可以在游戏窗口中上、下、左、右移动。 

案例分析： 

(1)精灵移动的本质就是精灵 x、y 坐标发生变化，例如：当用户按上键时、精灵 x 坐标

不变、y 坐标加 1，然后将改变之后(x,y)坐标重新设置，精灵就可以向上移动。示例代码： 

if(RP_KEY_UP==key)          //上键是否按下 

{ 

 y++;          //y 轴坐标加 1   

 setSpritePosition(mario,x,y);  //设置精灵显示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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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用户按下键时，精灵 x 坐标不变，y 坐标减 1，例如： 

else if(RP_KEY_DOWN==key)    //下键是否按下 

{ 

 y--;          //y 轴坐标减 1 

 setSpritePosition(mario,x,y); 

} 

(3)当用户按左键时，精灵 x 坐标减 1，y 坐标不变，例如： 

else if(RP_KEY_LEFT==key)   //左键是否按下 

{ 

 x--;           //x 轴坐标减 1 

 setSpriteFlipX(mario,FALSE); //取消精灵在 x 轴翻转 

 setSpritePosition(mario,x,y); 

} 

为了避免精灵倒着向左移动，取消精灵在 x 轴翻转。 

(4)当用户按右键时，精灵 x 坐标加 1，y 坐标不变，例如： 

else if(RP_KEY_RIGHT==key)   //右键是否按下 

{ 

 x++;        //x 轴坐标加 1 

setSpriteFlipX(mario,TRUE); 

 setSpritePosition(mario,x,y); //设置精灵在 x 轴翻转 

} 

为了避免精灵倒着向右移动，设置精灵在 x 轴翻转。 

代码如下：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marioNum=0;     //精灵编号 

 int x=100;       //精灵 x 坐标 

 int y=100;         //精灵 y 坐标 

 int key=0; 

 setGameSize(300,300);     

 createSprite(marioNum,"mario");    

 playSpriteAnimate(marioNum,"walk");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while (1)        

 { 

  key=getPressedKeyCode();   

  if(RP_KEY_UP==key)         //是否按上键 

  { 

   y++;         //y 轴坐标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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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 

  else if(RP_KEY_DOWN==key)   //是否按下键 

  { 

   y--;        //y 轴坐标减 1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 

  else if(RP_KEY_LEFT==key)   //是否按左键 

  { 

   x--;          //x 轴坐标减 1 

   setSpriteFlipX(marioNum,FALSE);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 

  else if(RP_KEY_RIGHT==key)   //是否按右键 

  { 

   x++;       //x 轴坐标加 1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x,y);  

  } 

  pauseGame(10);        //暂停 10 毫秒 

 }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二) 吃金币游戏 

 复杂的项目都是逐步迭代来的，我们将逐渐完善这个游戏。先演示一下做完之后的样子。 

1. 吃金币 

游戏要求： 

(1)加载游戏背景图片、创建 1 个 mario 精灵、8 个金币精灵 

(2)控制精灵移动，当 mario 碰到金币时，金币消失，达到吃金币的效果。 

预览效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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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分析： 

 该游戏可以分为 3 部分实现： 

(1) 加载游戏背景图片、创建 mario 精灵、8 个金币精灵 

(2) 按键控制精灵移动。 

(3) 当精灵碰到金币时，金币消失。 

第一步  加载游戏背景图片、创建 mario 精灵、8 个金币精灵。 

代码如下：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coinNums[]={1,2,3,4,5,6,7,8};     //金币编号数组 

 int coinXs[]={110,210,130,340,250,160,170,280}; //金币 x 坐标数组 

 int coinYs[]={88,117,18,181,200,204,301,350};  //金币 y 坐标数组 

 int imageNum=0;         //背景图片编号 

 int marioNum=0;         //mario 精灵编号 

 int i; 

 int size=sizeof(coinNums)/sizeof(int);   

 setGameSize(400,400); 

 createImage(imageNum,"大片草地.png");  

 createSprite(marioNum,"mario"); 

 playSpriteAnimate(marioNum,"walk");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for (i=0;i<siz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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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 coinNum=coinNums[i];      //获取金币编号 

  int coinX=coinXs[i];       //获取金币 x 坐标 

  int coinY=coinYs[i];       //获取金币 y 坐标 

  createSprite(coinNum,"coin"); 

  playSpriteAnimate(coinNum,"rotate"); 

  setSpritePosition(coinNum,coinX,coinY); 

 } 

 pauseGame(10000);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第二步 按键控制精灵移动 

 思路跟之前写的一样。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coinNums[]={1,2,3,4,5,6,7,8};  

 int coinXs[]={110,210,130,340,250,160,170,280};  

 int coinYs[]={88,117,18,181,200,204,3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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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imageNum=0;  

 int marioNum=0;  

 int i; 

 int size=sizeof(coinNums)/sizeof(int); 

 int marioX=0;       //mario 精灵 x 坐标 

 int marioY=0;       //mario 精灵 y 坐标 

 setGameSize(400,400); 

 createImage(imageNum,"大片草地.png");  

 createSprite(marioNum,"mario"); 

 playSpriteAnimate(marioNum,"walk");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for (i=0;i<size;i++)            

 { 

  int coinNum=coinNums[i];  

  int coinX=coinXs[i];    

  int coinY=coinYs[i];    

  createSprite(coinNum,"coin"); 

  playSpriteAnimate(coinNum,"rotate"); 

  setSpritePosition(coinNum,coinX,coinY); 

 } 

 while (1) 

 { 

  int key=getPressedKeyCode(); 

  if(RP_KEY_UP==key)            

  { 

   marioY++;      //y 坐标加 1 

  } 

  else if(RP_KEY_DOWN==key) 

  { 

   marioY--;      //y 坐标减 1 

  } 

  else if(RP_KEY_LEFT==key) 

  { 

   marioX--;      //x 坐标减 1 

   setSpriteFlipX(marioNum,FALSE); 

  } 

  else if(RP_KEY_RIGHT==key) 

  { 

   marioX++;      //x 坐标加 1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marioX,marioY); //设置 mario 显示位置 

  pauseGam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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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第三步 实现 mario 吃金币效果。 

 分析： 

 mario 吃金币效果的本质是：mario 碰到金币时隐藏该金币。可以分 2 部分实现： 

(1) 判断是否 mario 碰到金币。 

(2) 如果碰到了就隐藏该金币，否则不隐藏。 

首先，判断 mario 是否碰到金币，可以规定当 2 者之间的距离小于 10 像素时，就认为

碰到了。 

利用数学中计算距离公式：|AB|2=(X1-X2)2+(Y1-Y2)2;可以计算出游戏中 mario 与金币精灵

的距离平方值。 

例如：假设 mario 坐标为(marioX, marioY)，金币坐标为(coinX, coinY)。那么 mario 与金

币的距离计算公式为: 

int dist=(coinX- marioX)*(coinX- marioX)+(coinY- marioY)*(coinY- marioY); 

dist 是 mario 与金币的距离平方值，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方运算，可以规定 2 者的距离

平方值小于 100 就认为碰到了，然后隐藏金币。例如： 

for (i=0;i<size;i++)    //遍历金币 

{ 

 int coinNum=coinNums[i]; //获取金币编号 

 int coinX=coinXs[i];   //获取金币 x 轴坐标 

 int coinY=coinYs[i];   //获取金币 y 轴坐标 

int dist=(coinX-marioX)*(coinX-marioX)+(coinY-marioY)*(coinY-marioY); 

 if (dist<100)      //距离平方值是否小于 100  

 { 

  hideSprite(coinNum);   //隐藏金币 

 } 

} 

这段代码循环计算每一个金币与 mario 的距离平方值，如果小于 100 就认为 mario 碰到

其中一个金币，然后将其隐藏。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coinNums[]={1,2,3,4,5,6,7,8}; 

 int coinXs[]={110,210,130,340,250,160,17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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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coinYs[]={88,117,18,181,200,204,301,350}; 

 int imageNum=0; 

 int marioNum=0; 

 int i; 

 int key=0; 

 int size=sizeof(coinNums)/sizeof(int); 

 int marioX=0;       //mario 精灵 x 坐标 

 int marioY=0;       //mario 精灵 y 坐标 

 setGameSize(400,400); 

 createImage(imageNum,"大片草地.png"); 

 createSprite(marioNum,"mario"); 

 playSpriteAnimate(marioNum,"walk");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for (i=0;i<size;i++) 

 { 

  int coinNum=coinNums[i]; 

  int coinX=coinXs[i]; 

  int coinY=coinYs[i]; 

  createSprite(coinNum,"coin"); 

  playSpriteAnimate(coinNum,"rotate"); 

  setSpritePosition(coinNum,coinX,coinY); 

 } 

 while (1) 

 { 

  key=getPressedKeyCode(); 

  if(RP_KEY_UP==key) 

  { 

   marioY++;      //y 坐标加 1 

  } 

  else if(RP_KEY_DOWN==key) 

  { 

   marioY--;      //y 坐标减 1 

  } 

  else if(RP_KEY_LEFT==key) 

  { 

   marioX--;      //x 坐标减 1 

   setSpriteFlipX(marioNum,FALSE); 

  } 

  else if(RP_KEY_RIGHT==key) 

  { 

   marioX++;      //x 坐标加 1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marioX,mari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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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0;i<size;i++)    //遍历金币 

  { 

   int coinNum=coinNums[i]; //获取金币编号 

   int coinX=coinXs[i];   //获取金币 x 坐标 

   int coinY=coinYs[i];   //获取金币 y 坐标 

   int dist=(coinX-marioX)*(coinX-marioX)+(coinY-marioY)*(coinY-marioY); 

   if (dist<100)      //距离平方值是否小于 100  

   { 

    hideSprite(coinNum);   //隐藏金币 

   } 

  } 

  pauseGame(10); 

 }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2. 显示分数 

在游戏 1 基础上，增加显示吃掉的金币个数。例如：当 mario 吃掉金币后，游戏窗口右

上角分数加 1，如图所示： 

 

分析： 

 通过观察，可以看到右上角显示部分由 1 张大金币图片与分数文本“X1”组成，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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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个步骤实现： 

(1)创建大金币图片、分数文本“X0”。 

(2)实现 mario 吃掉金币后，分数文本加 1，从“X0”变为“X1”。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定义变量 count 对吃掉的金币计数，再调用 sprintf 函数，将

count 写入新的字符串中，最后替换掉之前的分数文本，例如： 

 if (dist<100) 

 { 

  char text[10]={0};   //定义字符数组，长度为 10 

  count++;     //吃掉的金币计数加 1 

  sprintf(text,"X%d",count); //修改分数文本内容 

  setText(scoreTxt,text);  //更新窗口分数文本显示 

  hideSprite(coinNum);    //隐藏金币 

 } 

【注意】 

在程序中调用 hideSprite 函数只是隐藏金币，并不是销毁金币，在游戏引擎中金币仍然

存在，只不过在游戏窗口不显示而已。因此，当精灵移动到之前被吃掉的金币位置上，

if(dist<100)语句块仍然会执行，就会导致分数增加。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如鹏游戏提供了 isSpriteVisible 函数。 

函数原型：BOOL isSpriteVisible(int num); 

参数列表： 

num：精灵编号。 

函数功能： 

判断指定编号的精灵是否被隐藏。 

返回值： 

返回 TRUE 表示精灵没有被隐藏，返回 FALSE 表示精灵被隐藏。 

【说明】 

TRUE 代表真、FALSE 代表假。 

 

 代码如下：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coinNums[]={1,2,3,4,5,6,7,8}; 

 int coinXs[]={110,210,130,340,250,160,170,280}; 

 int coinYs[]={88,117,18,181,200,204,301,350}; 

 int imageNum=0; 

 int marioNum=0; 

 int i; 

 int ke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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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size=sizeof(coinNums)/sizeof(int); 

 int marioX=0;        

 int marioY=0;        

 int scoreCoinNum=1;   //分数金币图片编号 

 int scoreTxt=0;    //分数文本编号   

 int count=0;     //被吃掉的金币计数 

 setGameSize(400,400); 

 createImage(imageNum,"大片草地.png"); 

 createSprite(marioNum,"mario"); 

 playSpriteAnimate(marioNum,"walk");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createImage(scoreCoinNum,"bigcoin.png"); 

 setImagePosition(scoreCoinNum,330,370);  

 createText(scoreTxt,"X0"); 

 setTextPosition(scoreTxt,360,370); 

 setTextFontSize(scoreTxt,40);  

 for (i=0;i<size;i++) 

 { 

  int coinNum=coinNums[i]; 

  int coinX=coinXs[i]; 

  int coinY=coinYs[i]; 

  createSprite(coinNum,"coin"); 

  playSpriteAnimate(coinNum,"rotate"); 

  setSpritePosition(coinNum,coinX,coinY); 

 } 

 while (1) 

 { 

  key=getPressedKeyCode(); 

  if(RP_KEY_UP==key) 

  { 

   marioY++;      //y 坐标加 1 

  } 

  else if(RP_KEY_DOWN==key) 

  { 

   marioY--;      //y 坐标减 1 

  } 

  else if(RP_KEY_LEFT==key) 

  { 

   marioX--;      //x 坐标减 1 

   setSpriteFlipX(marioNum,FALSE); 

  } 

  else if(RP_KEY_RIGHT==key) 

  { 

   marioX++;      //x 坐标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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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marioX,marioY); 

  for (i=0;i<size;i++)    //遍历金币 

  { 

   int coinNum=coinNums[i]; //获取金币编号 

   int coinX=coinXs[i];   //获取金币 x 坐标 

   int coinY=coinYs[i];   //获取金币 y 坐标 

   int dist=(coinX-marioX)*(coinX-marioX)+(coinY-marioY)*(coinY-marioY); 

   if (dist<100&&isSpriteVisible(coinNum)) //距离小于 100 且精灵没隐藏 

   { 

    char text[10]={0};  //定义字符数组，长度为 10 

    count++;    //被吃掉的金币计数加 1 

    sprintf(text,"X%d",count);//修改分数文本内容 

    setText(scoreTxt,text); //更新窗口分数文本显示 

    hideSprite(coinNum);   //隐藏金币藏金币 

   } 

  } 

  pauseGame(10); 

 }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思考：如果没有提供 isSpriteVisible，能不能照样解决问题？ 

3. 吃到炸弹游戏结束 

 游戏要求： 

 在游戏 2 基础上，增加 5 个炸弹精灵，如果 mario 吃到炸弹，游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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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5 

 分析： 

 mario 吃到炸弹与吃到金币本质上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吃到金币后分数文本更新

且隐藏金币，而吃到炸弹直接退出游戏。可以分为 2 个步骤来实现： 

(1) 创建 8 个炸弹精灵。 

(2) 实现 mario 吃到炸弹后，退出游戏程序。 

 

计算出 mario 与每个炸弹精灵的距离平方值 dist，如果 dist 小于 100，就认为吃到了炸

弹，调用 exit(0)函数，结束游戏程序。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coinNums[]={1,2,3,4,5,6,7,8}; 

 int coinXs[]={110,210,130,340,250,160,170,280}; 

 int coinYs[]={88,117,18,181,200,204,301,350}; 

 int bombNums[ ]={9,10,11,12,13};   //炸弹精灵编号 

 int bombXs[ ]={299,17,118,181,50};   //炸弹精灵x坐标 

 int bombYs[ ]={110,200,155,340,299};   //炸弹精灵y坐标 

 int imageNum=0; 

 int marioNum=0; 

 int i; 

 int key=0; 

 int size=sizeof(coinNums)/sizeof(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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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bombSize=sizeof(bombNums)/sizeof(int); 

 int marioX=0;        

 int marioY=0;        

 int scoreCoinNum=1;   //分数金币图片编号 

 int scoreTxt=0;    //分数文本编号   

 int count=0; 

 setGameSize(400,400); 

 createImage(imageNum,"大片草地.png"); 

 createSprite(marioNum,"mario"); 

 playSpriteAnimate(marioNum,"walk");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createImage(scoreCoinNum,"bigcoin.png"); 

 setImagePosition(scoreCoinNum,330,370);  

 createText(scoreTxt,"X0"); 

 setTextPosition(scoreTxt,360,370); 

 setTextFontSize(scoreTxt,40);  

 for (i=0;i<size;i++) 

 { 

  int coinNum=coinNums[i]; 

  int coinX=coinXs[i]; 

  int coinY=coinYs[i]; 

  createSprite(coinNum,"coin"); 

  playSpriteAnimate(coinNum,"rotate"); 

  setSpritePosition(coinNum,coinX,coinY); 

 } 

 for (i=0;i<bombSize;i++)      

 { 

  int bombNum=bombNums[i];        

  int bombX=bombXs[i];      

  int bombY=bombYs[i];      

  createSprite(bombNum,"bomb");    

  playSpriteAnimate(bombNum,"laser");   

  setSpritePosition(bombNum,bombX,bombY); 

 } 

 while (1) 

 { 

  key=getPressedKeyCode(); 

  if(RP_KEY_UP==key) 

  { 

   marioY++;      //y坐标加1 

  } 

  else if(RP_KEY_DOWN==key) 

  { 

   marioY--;      //y坐标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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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if(RP_KEY_LEFT==key) 

  { 

   marioX--;      //x坐标减1 

   setSpriteFlipX(marioNum,FALSE); 

  } 

  else if(RP_KEY_RIGHT==key) 

  { 

   marioX++;      //x坐标加1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marioX,marioY); 

  for (i=0;i<size;i++)    //遍历金币 

  { 

   int coinNum=coinNums[i]; //获取金币编号 

   int coinX=coinXs[i];   //获取金币x坐标 

   int coinY=coinYs[i];   //获取金币y坐标 

 int dist=(coinX-marioX)*(coinX-marioX)+(coinY-marioY)*(coinY-marioY); 

   if (dist<100&&isSpriteVisible(coinNum))  

   { 

    char  text[10]={0};    

    count++;      

    sprintf(text,"X%d",count);  

    setText(scoreTxt,text);   

    hideSprite(coinNum);   //隐藏金币 

   } 

  } 

  for (i=0;i<bombSize;i++)  //遍历炸弹编号 

  { 

   int bombX=bombXs[i];  //获取炸弹x坐标 

   int bombY=bombYs[i];  //获取炸弹y坐标 

int dist=(bombX-marioX)*(bombX-marioX)+(bombY-marioY)*(bombY-marioY); 

   if (dist<100)    //炸弹与精灵距离是否小于100 

   { 

    exit(0);         //结束游戏 

   } 

  } 

  pauseGame(10); 

 } 

} 

int main(void) 

{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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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随机数 

随机数，就是随机生成的数，随机数最重要的特性是：不可预测。后面的数与前面的数

毫无关系，例如：1、200、33、2…..等。在生活中最常见的随机数应用就是彩票、摇号、掷

骰子……等。《随机数骗局揭秘》 

1. 随机数相关函数 

在 C 语言中，生成符合要求的随机数，一般需要用到以下 3 个函数： 

(1) time()函数 

函数原型： 

time_t time(time_t * Time) 

头文件： 

#include<time.h> 

参数列表： 

Time：表示 time_t 类型的指针(一般传入 0 即可)。  

返回值： 

返回自从 1970-1-1,00:00:00 起经过的秒数。 

函数功能： 

获取当前系统时间，返回 time_t 类型数据，其实就是一个大整数。 

(2) srand()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rand (unsigned int seed) 

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参数列表： 

seed：表示随机时间种子，必须正整数。 

函数功能： 

设置随机时间种子，常与 rand 函数配合使用。如果直接使用 rand 函数生成随机数，每

次运行程序生成的随机数都是相同的。一般把 srand()放到程序最开始执行一次。 

(3) rand()函数 

函数原型： 

int rand(); 

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返回值： 

 返回 0-32767 范围内的正整数。 

 函数功能： 

 返回 0-32767 范围内的随机数，一般和 srand 函数配合使用。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如何生成随机数。 

#include<stdi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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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tdlib.h>    

#include <time.h>   //包含time.h头文件 

int main(void) 

{  

 int i; 

 int num=0; 

 srand(time(0));        //设置时间种子 

 for (i=0;i<10;i++) 

 { 

  num=rand();    //生成随机数 

  printf("%d\n",num); //输出随机数 

 } 

 getchar(); 

 return 0; 

} 

只要在最开始调用 srand(time(0))一次即可，不要把 srand(time(0))放到循环中。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每次运行结果很可能都不一样）： 

 

2. 生成[0,n)之间随机数 

在实际开发中，经常要生成指定[0,n)范围内的随机数，比如：[0,10)之间的随机数。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直接使用公式 rand()* n / RAND_MAX ，就可以生成[0,n)范围内的

随机数。其中 RAND_MAX 是一个宏，代表整数 32767，读者不必深究。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生成[0,n)之间的随机数。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 <time.h> 

int main(void) 

{  

 int i; 

 int num; 

 int n=10;       //随机数范围 

 srand(time(0));        //设置时间种子 

 for (i=0;i<10;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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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rand()* n / RAND_MAX;  //生成[0,n]之间随机数 

  printf("%d\n",num);    //输出随机数 

 } 

 getchar(); 

 return 0; 

} 

【说明】 

(1)由于 rand 函数生成的数是随机的，所以有可能重复。 

(2)[0,n)是左闭右开区间，表示包含 0 不包含 n。例如：[0,10)表示只能生成 0~9 之内的

随机数。也就是说，0 会出现在随机数中，而 10 不会。 

3. 生成[m,n)之间随机数 

在实际开发中，偶尔也会需要生成[m,n)之间的随机数。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直接使

用公式 rand()* (n - m) / RAND_MAX + m 即可。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生成[m,n)之间的随机数。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 <time.h> 

int main(void) 

{  

 int i; 

 int num=0; 

 int m=10;    //随机数左区间 

 int n=20;    //随机数右区间 

 srand(time(0));        

 for (i=0;i<10;i++) 

 { 

  num=rand()* (n - m) / RAND_MAX + m; //生成[m,n]范围随机数 

  printf("%d ",num); 

 } 

 getchar(); 

 return 0; 

} 

(四) 随机生成金币位置 

在前面所写的游戏程序中，金币的位置都是事先写死在程序中。因此，每次运行游戏后

金币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这样显然不能满足实际游戏开发需求，因为玩家往往期望每次运行

游戏，金币的位置和上次的不一样。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可以调用随机函数来生成金币的 x、y 坐标。这样每次运行游戏，

金币的位置都是随机的。 

游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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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随机生成的金币位置不能超过游戏窗口边界。假设游戏窗口宽 400、高 400，

那么金币 x 坐标取值范围为[0,400)，y 坐标取值范围[0,400)。 

(2)由于游戏窗口右上角有分数文本。为了避免随机生成的金币位置与它冲突，需要将

随机生成金币的 y 坐标限制在[0,360)范围内。 

(3)前面讲过生成[0,n)之间的随机数需要使用公式 rand()* n / RAND_MAX，因此，金币 x、

y 坐标计算公式如下： 

x=rand()* 400 / RAND_MAX;  //生成[0,400)范围内随机数 

y=rand()* 360 / RAND_MAX;  //生成[0,360)范围内随机数 

(4)将之前游戏程序中，金币 x、y 坐标数组清空，然后使用随机数对金币 x、y 坐标重新

赋值，例如： 

srand(time(0));       //设置时间种子 

int coinXs[8]={0};      //清空金币 x 坐标数组 

int coinYs[8]={0};      //清空金币 y 坐标数组 

for (i=0;i<size;i++)       

{ 

   coinXs[i]=rand()*400/RAND_MAX;  //生成金币 x 坐标 

   coinYs[i]=rand()*360/RAND_MAX;  //生成金币 y 坐标 

} 

 

代码如下： 

#include<yzkgame.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 <time.h> 

#pragma comment(linker,"/subsystem:\"console\" /entry:\"mainCRTStartup\"" ) 

#pragma comment(lib, "YZKGame.lib") 

void gameMain(void) 

{ 

 int coinNums[]={1,2,3,4,5,6,7,8}; 

 int coinXs[8]={0};     //清空金币 x 坐标数组 

 int coinYs[8]={0};     //清空金币 y 坐标数组 

 int bombNums[ ]={9,10,11,12,13};    

 int bombXs[ ]={299,17,118,181,50};    

 int bombYs[ ]={110,200,155,340,299};   

 int imageNum=0; 

 int marioNum=0; 

 int i; 

 int key=0; 

 int size=sizeof(coinNums)/sizeof(int); 

 int bombSize=sizeof(bombNums)/sizeof(int); 

 int marioX=0;        

 int marioY=0;        

 int scoreCoinNum=1;     

 int scoreTx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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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count=0; 

 setGameSize(400,400); 

 createImage(imageNum,"大片草地.png"); 

 createSprite(marioNum,"mario"); 

 playSpriteAnimate(marioNum,"walk");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createImage(scoreCoinNum,"bigcoin.png"); 

 setImagePosition(scoreCoinNum,330,370);  

 createText(scoreTxt,"X0"); 

 setTextPosition(scoreTxt,360,370); 

 setTextFontSize(scoreTxt,40);  

 srand(time(0));        //设置时间种子 

 for (i=0;i<size;i++) 

 { 

  coinXs[i]=rand()*400/RAND_MAX;  //生成金币 x 坐标 

  coinYs[i]=rand()*360/RAND_MAX;  //生成金币 y 坐标     

 } 

 for (i=0;i<size;i++) 

 { 

  int coinNum=coinNums[i]; 

  int coinX=coinXs[i]; 

  int coinY=coinYs[i]; 

  createSprite(coinNum,"coin"); 

  playSpriteAnimate(coinNum,"rotate"); 

  setSpritePosition(coinNum,coinX,coinY); 

 } 

 for (i=0;i<bombSize;i++)      

 { 

  int bombNum=bombNums[i];       

  int bombX=bombXs[i];      

  int bombY=bombYs[i];      

  createSprite(bombNum,"bomb");    

  playSpriteAnimate(bombNum,"laser");   

  setSpritePosition(bombNum,bombX,bombY); 

 } 

 while (1) 

 { 

  key=getPressedKeyCode(); 

  if(RP_KEY_UP==key) 

  { 

   marioY++;      //y 坐标加 1 

  } 

  else if(RP_KEY_DOWN==k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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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oY--;      //y 坐标减 1 

  } 

  else if(RP_KEY_LEFT==key) 

  { 

   marioX--;      //x 坐标减 1 

   setSpriteFlipX(marioNum,FALSE); 

  } 

  else if(RP_KEY_RIGHT==key) 

  { 

   marioX++;      //x 坐标加 1 

   setSpriteFlipX(marioNum,TRUE); 

  } 

  setSpritePosition(marioNum,marioX,marioY); 

  for (i=0;i<size;i++)     

  { 

   int coinNum=coinNums[i];  

   int coinX=coinXs[i];    

   int coinY=coinYs[i];    

   int dist=(coinX-marioX)*(coinX-marioX)+(coinY-marioY)*(coinY-marioY); 

   if (dist<100&&isSpriteVisible(coinNum))  

   { 

    char  text[10]={0}; 

    count++; 

    sprintf(text,"X%d",count); 

    setText(scoreTxt,text); 

    hideSprite(coinNum);  

   } 

  } 

  for (i=0;i<bombSize;i++)   

  { 

   int bombX=bombXs[i];   

   int bombY=bombYs[i];   

   int 

dist=(bombX-marioX)*(bombX-marioX)+(bombY-marioY)*(bombY-marioY); 

 

   if (dist<100)    //dist 是否小于 100 

   { 

    exit(0);         //结束游戏 

   } 

  } 

  pauseGame(10); 

 } 

} 

int main(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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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Init(gameMain); 

 return 0; 

} 

指针 

(一) 指针知识先导 

1. 内存空间与内存地址 

int num=100;  

计算机中数据都是存储在内存中，因此读写数据的本质其实是读写内存，而目前读写内

存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变量名，这种方式被称为“直接访问”内存。 

 

 在计算机中，内存空间的最小单位为字节，操作系统会为每一个字节内存空间编号，并

且这个编号在当前程序中是唯一的。 

假设图是宾馆中的一排房间，每个房间中都住着一个球员， 例如：101 号房间住着 7

号球员、105 号房间住着 2 号球员、113 号房间住着 1 号球员。 

 

如果想要在这排房间中找到 2 号球员，只需知道他住 105 号房间即可。101 房号相当于

内存地址、101 房间相当于内存空间、7 号球员相当于内存空间中的数据。 

 

前面讲过，要想找到 7 号球员，必须通过房间号来查找。同理，在计算机中，要想读写

内存空间中的数据，也可以先通过内存地址找到该内存空间，然后进行读写操作。 

读写内存的 2 种方式： 

第 1 种 通过变量名读写内存。 

变量本质上是一块有名字的内存空间，通过变量名读写内存，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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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种 通过内存地址读写内存。 

在计算机内存中，每一个字节内存空间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被称为内存地址。通过

该地址可以读写对应的内存空间，如图所示： 

 

2. 探索内存 

在上一节中，讨论了内存空间与内存地址的关系，为了帮助读者更加深入了解这 2 者之

间的关系，本节将使用 VS2012 自带的工具，来更加形象的分析。 

下面这段测试代码，有的读者可能不明白，不过暂时不用理会，照着写就行，后面章节

会详细介绍。 

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num=999; 

  printf("%p\n",&num);   //输出变量 num 地址 

  getchar(); 

  return 0; 

 } 

【注意】 

第 5 行代码中，&（shift+7）是 C 语言中的取地址符。&num 表示计算变量 num 所对应

内存空间的地址编号，也就是所谓的内存地址。%p 表示以 16 进制格式输出内存地址。 

 编写完上述程序后，下面就来通过工具一步步探索内存空间。 

第 1 步  测试程序第 6 行，鼠标单击加断点： 

第 2 步 运行程序，控制台会输出 16 进制的地址数据（每次运行可能都不一样，为什么），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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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 依次点击菜单【调试】->【窗口】->【内存】->【内存 1】，打开内存窗口，如

图所示： 

 

第 4 步 将控制台输出的数据，输入到【内存 1】窗口的【地址】栏中，然后按下回车

键，如图所示： 

 

图 12-7 

第 5 步 在【内存 1】窗体内右键点击，然后选择【4 字节整数(4)】、【带符号显示】

如图所示： 

 

图 12-8 

【说明】 

因为 num 是 int 类型，32 位系统下占 4 字节，所以第 5 步选【4 字节整数】，其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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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依次类推。 

 第 6 步 查看【内存 1】窗口，可以看到整数+999，其实就是 999 只是显示了符号位+而

已，如图所示： 

 

分析： 

1、 以上整个过程，首先第 4 行，通过变量名 num 将整数 999 写入内存空间中。 

2、 第 5 行，使用&num 计算出变量 num 对应的内存空间地址 0019FE50。 

3、 通过断点调试的方式，查看 0019FE50 地址空间中保存的数据 999。 

4、 经过以上分析，变量 num 完整内存模型如图所示： 

 

5、可以看到，访问一块内存空间可以通过变量名，也可以内存地址。 

【调试技巧】 

 为了方便使用【内存 1】查看内存，建议读者将【列】选项设置为【自动】，如图所示： 

 

3. 指针变量 

 前面介绍过，变量的本质是一块有名字的内存空间。其实这块内存空间不仅有名字，而

且有编号，在 32 位系统下，这个编号是一个 4 字节的整数。通过(&变量名)的方式可以得到

这个整数，例如： 

 int num=10; 

 printf(“%p\n”,&num);  //以 16 进制格式输出 

这个编号与一块内存空间是一一对应的，通过这个编号可以找到对应内存空间。类似于

现实生活中，知道某个人的家庭地址，就可以通过地址找他家一样。在 C 语言程序中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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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形象的称呼为“内存地址”，通过内存地址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内存空间。 

 

 现阶段学习，在程序中得到内存地址的唯一方式就是：&变量名。由于这种方式得到的

内存地址就是变量所对应的内存空间地址，又是通过变量名得到的，因此可以称为“变量地

址”。这里读者务必清楚，变量地址本质上就是内存地址。 

 

用于保存内存地址的变量，称为指针变量。在 C 语言程序中不仅变量有类型，数据也是

有类型的，例如：1(整数)、3.14(浮点数)、’c’(字符)，需要使用与之匹配的类型变量进行保存。

同理，内存地址也是一种数据，这种数据都是指针类型，因此需要指针类型变量来保存这种

数据。 

4. 指针变量定义与初始化 

定义指针变量的一般形式为： 

 类型名 *变量名; 

 类型名表示该指针变量只能保存该类型变量的地址，*表示该变量是指针变量只能保存

地址数据，变量名即该变量的名称。 

 例如：int *p_a; 

 int 表示该指针变量只能保存 int 类型变量的地址，*表示变量 p_a 是指针变量只能保存

地址数据，p_a 即指针变量的名称。 

 

 指针变量和普通变量初始化方式相同，可以在变量定义时初始化，也可以先定义后初始

化。例如： 

 int a=10; 

 int* p_a=&a;  //定义 int 指针变量 p_a，并将变量 a 地址赋值给 p_a 

 或者 

 int a=10; 

 int*p_a;   //先定义 int 指针变量 p_a 

 p_a=&a;   //然后将变量 a 地址赋值给变量 p_a 

 

 在 C 语言程序中，将某个变量的地址赋值给指针变量，就认为该指针变量指向了某个变

量，例如： 

 int a=10; 

 int*p_a=&a; 

 上述程序中，将整数变量 a 的地址赋值给指针变量 p_a，就认为 p_a 指向了变量 a，如

图所示： 

 
可以看到，变量 a 中存储的是整数 10，而变量 p_a 中存储的是变量 a 的地址。有点像

现实生活中的中介，想要访问数据 10，必须先找到指针变量 p_a，通过变量 p_a 中的数据

&a，再找到变量 a，最后访问数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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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用指针变量 

指针变量的引用分 2 种情况： 

第 1 种 引用指针变量。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10; 

  int b=20; 

  int* p1,*p2;   //定义指针变量 p1、p2 

  p1=&a;    //p1 指向变量 a 

  p2=p1;    //p2 指向变量 a。p2 指向 p1 当前指向的变量 

  printf("&a=%p p1=%p p2=%p\n",&a,p1,p2);   

  p1=&b;    //p1 指向变量 b 

  p2=p1;    //p2 指向变量 b 

  printf("&b=%p p1=%p p2=%p\n",&b,p1,p2);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每次运行结果可能都不一样，为什么）： 

 

 

 
 

 

 
 

第 2 种 引用指针变量指向的变量。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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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a=10; 

  int* p=&a;      //p 指向变量 a 

  printf("a=%d *p=%d\n",a,*p);   

  *p=20;       //修改 p 指向变量 a 中的数据 

  printf("a=%d *p=%d\n",a,*p);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易混】在定义变量的时候，*放到变量前，表名变量是指针类型；在使用变量的时候

用来读写指针变量指向的值。 

速记： 

1）&取变量地址； 

2）*定义时表示是指针变量；*使用时表示读写指针变量的值。 

6. 指针变量做函数参数 

 在 C 语言中，函数参数不仅可以是字符型、整型、浮点型……等，还可以是指针类型，

作用是将变量地址传递给函数形参。 

 主要目的就是：函数内部修改外部变量的值。 

下面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指针变量做函数参数的用法。 

 

案例 1，函数内部改变外部变量的值 

void test1(int* p) 

{ 

 printf("函数内读取指针指向的值：%d\n",*p); 

 *p=*p+1; 

} 

int main(void) 

{ 

 int num=999; 

 test1(&num); 

 printf("函数外读取变量的值：%d\n",num); 

 getchar(); 

 return 0; 

} 

案例 2： 封装函数，交换两个整型变量的值。 

#include<stdio.h> 

void swap(int* p_a,int* p_b)   

{ 

  int temp=*p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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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_a=*p_b; 

  *p_b=temp; 

} 

int main(void) 

{  

  int a=10; 

  int b=20; 

  swap(&a,&b);  

  printf("交换后 a=%d b=%d\n",a,b);  

  getchar(); 

  return 0; 

} 

7. 案例：拆分一个整数 

案例要求： 

封装函数，将三位整数的个、十、百位分别拆分出来，并保存在 3 个变量中并返回，例

如： 

365 拆分为：3、6、5。 

案例分析： 

(1)拆分三位整数个、十、百位，使用除法和取余运算即可： 

365/100;   //365/100 结果为 3，表示百位 

365/10%10;  //365/10 结果为 36，36%10 结果为 6，表示十位 

365%10;  //365%10 结果为 5，表示个位 

 (2)函数返回值每次只能返回一个数据，而题目要求返回 3 个数据。因此，使用返回值

是做不到的，只能使用指针变量做函数形参来返回 3 个数据。 

 示例代码： 

 #include<stdio.h> 

 void getGSB(int num,int* p_ge,int* p_shi,int* p_bai) 

 { 

  *p_bai=num/100; //获取百位， 

  *p_shi=num/10%10; //获取十位， 

  *p_ge=num%10;  //获取个位， 

 } 

 int main(void) 

 { 

  int bai,shi,ge; 

  getGSB(365,&ge,&shi,&bai);   

  printf("百位：%d\n",bai);   

  printf("十位：%d\n",shi);   

  printf("个位：%d\n",ge);   

  getchar();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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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scanf 获取输入数据函数 

 scanf 函数原型: 

int scanf(const char * _Format, ...) 

头文件：  

#include<stdio.h> 

参数列表： 

_Format ：格式控制字符串，与 printf 函数中格式控制作用相同。 

…  ：地址列表，由若干个地址组成。 

功能： 

获取用户按键输入的数据，并以指定格式写入到变量、或数组中。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 

  scanf("%d",&a);  //从键盘输入一个整数，写入变量 a 中 

  printf("%d",a);  //输出变量 a 的值 

  getchar();   //接收使用 scanf 时按下的回车键 

  getchar();   //程序暂停，等待用户输入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int i,j; 

 printf("请输入第一个数：\n"); 

 scanf("%d",&i); 

 printf("请输入第二个数：\n"); 

 scanf("%d",&j); 

 printf("%d\n",i+j); 

 getchar(); 

 

 getchar(); 

 return 0; 

} 

 

scanf 还可以接收多个输入数据，例如：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 

  int a,b; 

  scanf("%d %d",&a,&b);  //获取输入数据，写入到变量 a、b 

  printf("a=%d\n",a);   //输出变量 a 

  printf("b=%d",b);   //输出变量 b 

  getchar(); 

  getchar(); 

  return 0; 

 } 

 输入：1 2  (1 和 2 之间以空格隔开)，然后按下回车键，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图 12-26 

scanf 中数据类型一定不能用错，float 类型必须使用%f、double 类型必须用%lf、int 类

型必须使用%d，如果使用错了就会发现结果很奇怪。 

 

这涉及到数据在内存中表示格式的问题，初学阶段不用深入研究。 

使用 scanf 需要注意的问题 

(1)scanf 函数中应该传入变量地址，而不是变量名，例如： 

int a,b; 

scanf(“%d %d”,a,b); 

这种写法是错误的，应该将“a,b”修改为“&a,&b”。 

(2)从键盘获取多个数据时，相邻数据之间可以使用空格、回车、tab 键作为两个数据之

间的分隔符。例如： 

int a,b; 

scanf(“%d %d”,&a,&b); 

第 1 种输入方式： 

1 2  //1 和 2 之间以空格分隔 

第 2 种输入方式： 

1 2 //1 和 2 之间以 tab 键分隔 

 

第 3 种输入方式： 

1  

2  //1 和 2 之间以回车分隔 

(3)*如果在 scanf 函数中的格式控制字符串中除了占位符之外，还有其他字符，则在输

入时也必须在对应的位置上输入相同的字符。例如： 

int a,b,c; 

scanf(“%d,%d,%d”,&a,&b,&c); //注意 scanf 中%d 之间以“,”分隔 

输入: 

1,2,3 (输入数据时，也必须以“,”分隔) 

(4)使用 scanf 获取字符串时，只需传入字符数组名即可，取地址符&可以省略不写。例

如： 

char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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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f(“%s”,c);  //可以省去& 

输入： 

rupeng 

 

 注意使用%s 的时候，字符串中不要有空格，否则行为很怪异。 

 

scanf 有很多怪异的行为和坑，但是深入的东西研究价值不大，因此只要会常规的用法

即可。 

(二) 数组与指针 

 数组本质上是一片连续的内存空间，每个数组元素都对应一块独立的内存空间，它们都

有相应的地址。因此，指针变量既然可以指向变量，也就可以指向数组元素。 

1. 数组元素地址初识 

一、数组元素地址 

 在 C 语言中数组可以看作是相同类型变量的集合。通俗点讲，数组中每个元素类型都是

相同的。例如： 

char ch[10]  //数组 ch 可以看作是由 10 个 char 变量组成 

int a[10]   //数组 a 可以看作是由 10 个 int 变量组成 

float f[10]  //数组 f 可以看作是由 10 个 float 变量组成 

数组本质上是一片连续的内存空间，数组元素又可以看作是单独的内存空间，数组就好

像是一排房间，数组元素是单独的一个房间。因此，每个数组元素也都有自己的内存空间地

址，简称数组元素地址。 

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来保存数组元素地址，例如： 

int a[5]={1,2,3,4,5};  //定义长度为 5 的 int 数组 

int* p_a;    //定义指向 int 变量的指针变量 p_a 

p_a=&a[0]    //把 a数组第 0 个元素地址赋给指针变量 p_a。相当于&(a[0]) 

p_a 中保存了数组 a 第 0 个元素地址，可以认为指针变量 p_a 指向数组 a 第 0 个元素，

如图所示： 

 

二、引用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变量 

因为数组元素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单独的变量，所以引用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变量与引用

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方式相同，直接使用*指针变量名即可。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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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i[5]={1,2,3,4,5}; 

  int*p_i; 

  p_i=&i[0];   

  printf("i[0]=%d *p_i=%d\n",i[0],*p_i); 

  p_i=&i[1]; 

  printf("i[1]=%d *p_i=%d\n",i[1],*p_i); 

  getchar(); 

  return 0; 

} 

 

 和访问变量方式类似，可以将通过数组名访问元素方式称为“直接访问”，将通过数组

元素地址访问元素方式称为“间接访问”。 

2. 数组元素地址深入分析 

在计算机中内存的最小单位是字节，每个字节都对应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变量占用多个

字节，就会占用多个内存地址。例如：char 类型变量占 1 字节就对应 1 个地址、short 类型

变量占 2 字节对应 2 个地址、int 类型变量占 4 字节对应 4 个地址…..其他类型依次类推。同

理，数组元素类型不同占用的内存地址也不同。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c[5]; 

  short s[5]; 

  int i; 

  for (i=0;i<5;i++) 

  { 

   printf("&c[%d]=%p ", i , &c[i]); 

   printf("&s[%d]=%p \n", i ,&s[i]); 

  }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3. 数组名与数组首元素地址 

在 C 语言中，数组名与数组首元素地址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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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num[5]; 

  printf("%p\n",num);   //输出数组名 

  printf("%p\n",&num[0]);  //输出数组首元素地址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4. 指针加、减运算 

 指针本质上就是内存地址，在 32 位操作系统下，内存地址只是 4 字节的整数。既然是

整数，就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等算术运算。不过需要注意，在 C 语言中一般只讨论

指针加、减运算，乘、除等其他算术运算是没有意义。 

在实际开发中，指针加、减多用于数组（或者连续内存空间）。当指针变量 p 指向数组

元素时，p+1 表示指向下一个数组元素，p-1 表示指向上一个数组元素。注意加减运算都是

“移动一个字节”，而是移动一个“单元”，对于 int 来讲一个单元是 4 个字节。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3]={1,2,3}; 

  int* p=&a[0];    //p 指向 a[0] 

  printf("%p %d\n",p,*p);  //输出 p、p 指向的元素 

  p=p+1;      //p 加 1    

  printf("%p %d\n",p,*p);  //输出 p、p 指向的元素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指针的加减法是指针和普通整数运算才有意义，两个指针加法没意义：p=p+n 表示 p 向

下指 n 个单元，p=p-1 表示 p 向上指 n 个单元。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一下指针减法。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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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a[3]={1,2,3}; 

  int* p=&a[1];    //p 指向 a[1] 

  printf("%p %d\n",p,*p);  //输出 p、p 指向的元素 

  p=p-1;      //p 减 1 

  printf("%p %d\n",p,*p);  //输出 p、p 指向的元素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当指针变量 p 指向数组元素时，p+1、p-1 分别表示指向下一个、上一个数组元素。依

次类推，p+i、p-i 分别表示指向下 i 个元素，上 i 个元素。 

p+i 不能超过数组最后一个元素，p-i 不能小于数组第一个元素。否则就会发生数组越界。 

 

两个指针的加法没意义，两个指针的减法表示相差的单元的个数。 

还经常使用到两个指针相减，例如：p2-p1。 

当 p1 和 p2 都指向同一个数组中的元素时，p2-p1 才有意义。以数组 int a[5]为例：假设

p2 指向元素 a[2]，p1 指向元素 a[0]，执行 p2-p1 时不是表示隔了多少个字节，而是表示 p2

所指向的元素与 p1 所指向的元素之间隔了多少个元素。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两个指针相减。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5]={1,2,3,4,5}; 

  int* p1=&a[0];   //p1 指向元素 a[0] 

  int* p2=&a[2];   //p2 指向元素 a[2] 

  printf("p1=%p\n",p1); //输出 p1 

  printf("p2=%p\n",p2); //输出 p2 

  printf("%d\n",p2-p1); //输出 p2-p1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所示： 

 

 

总结： 

1） 两个指针之间的减法表示：相差的单元的个数。 

2） 两个指针之间的加法，没有意义； 

3） 指针+普通整数表示指针向挪 n 个单元；指针-普通整数表示指针后挪 n 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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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组做函数参数 

函数参数不仅可以是变量，也可以是数组，它的作用是将数组首元素地址传给函数形参。 

【说明】 

在 C 语言中，数组做函数参数时，是没有副本机制的，只能传递地址。也可以认为，数

组做函数参数时，会退化为指针。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数组做形参时，退化为指针。 

  #include<stdio.h> 

  void getSize(int nums[5])//(int *nums) 

  { 

   int size=sizeof(nums);  

   printf("size=%d\n",size);   

  } 

  int main(void) 

  {  

   int nums[5]={1,2,3,4,5}; 

   int size=sizeof(nums);  //计算数组 nums 总字节数 

   printf("size=%d\n",size);    

   getSize(nums);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 2 次输出结果不一样。这是因为当数组做函数形参时，会退化为指针。 

 void getSize(int nums[5])  

 退化为： 

 void getSize(int *nums) 

 在 32 位系统下，所有指针变量都占 4 个字节，因此第 5 行输出结果为 4。 

 

 由于数组做函数参数时，会退化为指针，导致无法在被调函数中计算传入的数组大小以

及长度。为了解决这种问题，规定数组做函数参数时，必须传入数组长度，例如： 

 void getSize(int *nums，int length); 

 其中形参 length 表示数组 nums 的长度。 

#include<stdio.h> 

void show(int *nums,int length)  //定义函数show 

{ 

 int i; 

 for (i=0;i<length;i++)  //遍历数组 

 { 

  printf("%d ",num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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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main(void) 

{  

 int nums[5]={1,2,3,4,5}; 

 int length=sizeof(nums)/sizeof(int); //计算数组长度 

 show(nums,length);     //调用show函数  

 getchar(); 

 return 0; 

} 

 

总结： 

1) 只有在数组声明的函数中才能通过sizeof(数组名)算出来数组的字节数； 

2) int nums[]={1,5,8,9,666}; int *p=nums;这种情况sizeof(p)=4，因为p是指针，为啥sizeof(nums)

就能算出20呢，因为编译器特殊对待。 

3) 因为C编译器比较低级，函数参数声明中即使使用数组类型void dy(int data[])，也会被退化成

指针类型：void dy(int *data)，因此在给函数传递数组的时候，要传递数组的名字，同时要在

声明数组的函数中通过sizeof把数组元素个数算出来，穿进去，函数内部是算不出数组有几个元

素的。 

6. *(a+i)与 a[i]等效 

 在 C 语言中，数组名等价于数组首元素地址。例如：int a[5]，a 与&a[0]完全等价。 

 可以认为 a+i 等价于&a[i]，a+i 指向 a[i]，那么*(a+i)就是 a+i 所指向的数组元素 a[i]。因

此，*(a+i)与 a[i]等价。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5]={1,2,3,4,5};  

 int i; 

 int len=sizeof(a)/sizeof(int); 

 for (i=0;i<len;i++) 

 { 

  printf("%d ",*(a+i)); 

 } 

 getchar(); 

 return 0; 

} 

再用一个 int 指针指向数组演示一下两种用法。 

再用一个传给函数的 int 指针演示一下两种用法。 

无论是对于数组名来讲还是对于指针来讲：*(a+i)与 a[i]等效 

除了在声明数组时候 sizeof(数组名)和 sizeof(指针变量名)的不同，其他时候“数组名”

和“指针变量名”用法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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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找数组最大值 

题目要求： 

封装函数，查找出 int 类型数组中的最大元素，并返回。 

分析： 

(1)定义函数 getMax，第 1 个形参为数组退化后的指针，第 2 个形参为数组长度，返回

值为 int 类型。 

(2)查找数组中的最大元素比较简单，默认第一个元素是最大值，然后依次和后面的元

素进行比较。如果大于最大值，就将其覆盖，否则不覆盖。 

 

#include<stdio.h> 

int getMax(int *nums,int length)  //定义函数getMax 

{ 

 int i; 

 int max=nums[0];    //默认nums[0]为最大值 

 for (i=1;i<length;i++)    //下标从1开始遍历 

 { 

  if (max<nums[i])     //比较大小 

  { 

   max=nums[i];    //覆盖最大值 

  } 

 }  

 return max;      //返回最大值 

} 

int main(void) 

{  

 int nums[10]={11,22,3,24,15,8,99,21,35,0}; 

 int length=sizeof(nums)/sizeof(int); //计算数组长度 

 int max=getMax(nums,length);  //返回最大值 

 printf("最大值为:%d\n",max);    //输出最大值 

 getchar(); 

 return 0; 

} 

(三) 字符串与指针 

 在 C 语言中字符串本质上就是采用字符数组形式进行存储。前面介绍过，指针可以指向

数值类型数组元素，也就可以指向字符类型的数组元素。本节将介绍指向字符数组元素的指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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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字符串的内存 

在 C 语言中，字符串存放在字符数组中，要想引用字符串有两种方式： 

(1)使用字符数组存放字符串，通过数组名引用字符串，通过下标引用字符串中的字符 

(2)使用字符指针变量指向字符串，通过字符指针变量引用字符串、字符串中的字符。 

下面的代码很简单：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str[]="rupeng";  //定义字符数组 str 

  printf("%s\n",str);  //以%s 格式输出 str 

  printf("%c",str[2]);  //以%c 格式输出一个字符 

  getchar(); 

  return 0; 

} 

 当然也可以这样使用：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str="rupeng";  

  printf("%s\n",str);  

  printf("%c",str[2]); //*(str+i) 

  getchar(); 

  return 0; 

} 

两个 sizeof 一样吗？ 

 char s1[]="rupeng"; 

 char *s2="rupeng"; 

printf("%d,%d\n",sizeof(s1),sizeof(s2));//7,4 

 

 【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通过字符数组，还是通过字符指针引用字符串。编译器都会自动

在字符串末尾添加 0，下面通过内存工具，来查看字符串在内存中是如何存储的。 

 第 1 步 编写测试程序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str="rupeng";    

 printf("%p\n",str);  //输出字符串地址 

 getchar(); 

 return 0; 

} 

第 2 步 在 getchar 添加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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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步 运行程序，记录 str 指向字符串地址。 

 第 4 步 在【内存 1】中输入字符串地址，然后按下回车键，如图所示： 

 

 【说明】 

 如果没有显示出如图的效果，可以参考以下步骤配置查看内存方式。 

 右键窗口任意位置，依次选择【1 字节整数】、【不带符号显示】、【ANSI 文本】。 

 

图 12-52 

 可以看到字符串在内存中，是按照字符的 ASCII 码进行存储的，并且最后一位是 0 作为

字符串结束标志。 

2. 模仿 strlen 

要求： 

封装函数，传入字符串，返回字符串有效长度。也就是模仿实现 strlen 函数。 

 

复习 strlen 函数：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void) 

{ 

 char str1[ ]="rupeng"; 

 char str2[ ]="ru\0peng"; 

 int len1=strlen(str1);   //计算 str1 有效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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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len2=strlen(str2);   //计算 str2 有效长度 

 printf("%d\n",len1); 

 printf("%d\n",len2); 

 getchar(); 

 return 0; 

} 

 

分析： 

(1)计算字符串有效长度，相当于统计’\0’之前的字符个数，可以使用循环结构来实现，

例如： 

int i=0;   

while(str[i] != '\0') 

{ 

 i++;  

} 

其中 str[i]!='\0'判断当前字符是否是’\0’，如果不是下标自加 1，如果是退出 while 循环，

最终 i 就是字符串有效长度。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t myStrlen(char* str) //定义函数 myStrlen 

{ 

 int i=0;  

 while(str[i]!='\0')  //是否’\0’ 

 { 

  i++;     //计数加 1 

 } 

 return i;     //返回有效长度 

} 

int main(void) 

{ 

 char str1[ ]="rupeng"; 

 char str2[ ]="ru\0peng"; 

 int len1=myStrlen(str1);  //计算 str1 有效长度 

 int len2=myStrlen(str2);  //计算 str2 有效长度 

 printf("%d\n",len1); 

 printf("%d\n",len2); 

 getchar(); 

 return 0; 

} 

 

其他写法： 

int mystrlen(char *str) 

{ 

 int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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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str!='\0') 

 { 

  i++; 

  str++;//str=str+1。指针++就是指针向前挪一个单元，指针--就是指针向后挪一

个单元 

 } 

 return i; 

} 

 

int mystrlen(char *str) 

{ 

 char *p=str; 

 while(*p!='\0')//str 一直指向数组头部不动，p 一直向后挪，挪到\0 为止 

 { 

  p++; 

 } 

 return p-str;//两个指针的差就是相差的元素个数 

} 

(四) 字符串处理函数 

 在 C 语言中字符串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字符串处理函数是针对字符串进行操作的一系列

函数。主要包含在<string.h>头文件中，本节将介绍常用的字符串处理函数。 

1. strcpy    

str：string 

cpy：copy 

函数原型： 

char *strcpy(char* dest, char *src); 

头文件： 

#include<string.h> 

参数列表： 

dest：目标字符数组。 

src：源字符串。 

功能： 

把 src 指向的字符串复制到 dest 指向的字符数组中。 

返回值： 

返回 dest 指向的内存地址。 

 

应用 strcpy 实现字符串复制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ring.h>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int main(void) 

{ 

 char *src="rupeng"; 

 char dest[10]={0}; 

 strcpy(dest,src); 

 printf("%s\n",src); 

 printf("%s\n",dest); 

 getchar(); 

 return 0; 

} 

2. memcpy 

mem：memory，cpy：copy 

函数原型： 

void *memcpy(void*dest, const void *src, int size); 

头文件：#include<string.h> 

参数列表： 

dest：目标地址空间 

src:  源地址空间 

size:  要复制的字节个数 

 功能： 

从 src 指向的内存空间起始位置开始，拷贝 size 个字节到 dest 指向的内存空间中。 

返回值： 

 返回 dest 指向的目标地址。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char* src="rupeng.com";  

  char dest[7]={0};   

  memcpy(dest,src,6);   

  printf("%s",dest);     

  getchar(); 

  return 0; 

 } 

strcpy 和 memcpy 的区别：strcpy 是把源和目标都看过字符串类型，因此会碰到'\0'停止；

而 memcpy 则会原样复制。 

3. strcmp 

string 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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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指针变量来讲，==是比较是否是同一个地址。 

 

函数原型： 

 int strcmp(char*str1,char*str2); 

头文件： 

#include<string.h> 

参数列表： 

str1：字符串 1 

str2：字符串 2 

功能： 

从 str1 与 str2 的首字符开始逐个比较(比较字符的 ASCII 码)，直到出现不同的字符或遇

到’\0’为止。 

 

返回值： 

(1) 字符串 str1 小于 str2，返回值为负数。 

(2) 字符串 str1 等于 str2，返回值为 0。 

(3) 字符串 str1 大于 str2，返回值为正数。 

 

ANSI 标准规定，返回值为正数、负数、0 。而确切数值是依赖不同的 C 实现的，比如

有的平台就是返回 1、-1、0。 

 

【说明】 

字符串比较大小，不能使用算术运算符进行比较，例如： 

str1>str2、str1==str2、str1<str2 

使用算术运算符比较的是字符串首元素的地址，并不是比较字符串的内容。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void) 

{ 

  char *str1="rupeng"; 

  char *str2="RUPENG"; 

  int result=strcmp(str1,str2); 

  if (result>0) 

  { 

   printf("str1 大于 str2"); 

  } 

  else if(0==result) 

  { 

   printf("str1 等于 str2"); 

  } 

  else 

  { 

   printf("str1 小于 str2");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 

  getchar(); 

  return 0; 

} 

4. stricmp 

i:ignore case，忽略大小写。 

stricmp：string ignore case compare 

函数原型： 

 int stricmp(char*str1,char*str2); 

头文件： 

#include<string.h> 

 

strcmp 与 stricmp 用法基本相同，只是忽略了大小写进行比较而已。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void) 

{ 

  char *str1="rupeng"; 

  char *str2="Rupeng"; 

  int result=stricmp(str1,str2); 

  if (result>0) 

  { 

   printf("str1 大于 str2"); 

  } 

  else if(0==result) 

  { 

   printf("str1 等于 str2"); 

  } 

  else 

  { 

   printf("str1 小于 str2"); 

  } 

  getchar(); 

  return 0; 

} 

(五) 本章串讲： 

1)如何输出一个变量的地址？ 

 

int i; 

http://rupeng.com/


            如鹏网《C 语言也能干大事》2019 版课件  https://www.rupeng.com 

printf("%p",&i); 

 

2)定义一个 int 类型指针变量 p，让他指向 int 变量 i 的地址。 

int i; 

int *p=&i; 

 

3)下面程序的执行结果是什么? 

int i=5; 

int *p=&i; 

*p=*p+2; 

printf("%d",i); 

 

4)scanf 使用要注意的问题。读取字符串，读取 int，吃回车 

int i; 

scanf("%d",&i); 

 

5)以下程序的执行结果是什么？ 

int nums[]={3,8,9,22,5}; 

int *p=nums; 

p++;//p=p+1 

*(p+2)=666; 

printf("%d,%d\n",nums[2],nums[3]); 

printf("%d\n",*p); 

6)int nums[]={3,8,9,22,5}; 

int *p=nums; 

下面的值各是多少？ 

sizeof(nums)、sizeof(p); 

 

7)给函数传递数组需要注意什么？ 

8)以下函数：strlen、strcpy、memcpy、strcmp、stricmp。 

内存管理 

 在 C 语言中，当一个程序被加载到内存中运行，系统会为该程序分配一块独立的内存空

间，并且这块内存空间又可以再被细分为很多区域，比如：栈区、堆区、静态区、全局区......

等。本章只介绍常用的内存区域：栈区、堆区。 

(一) 栈区与堆区 

栈区：保存局部变量。存储在栈区的变量，在函数执行结束后，会被系统自动释放。 

堆区：由 malloc、calloc、realloc……等函数分配内存。其生命周期由 free 函数控制，在

没有被释放之前一直存在，直到程序运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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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栈内存 

定义在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都保存在栈区。栈区的特点是：函数执行结束后，由系统

“自动回收”局部变量所对应的内存空间。所谓的“自动回收”其实是操作系统将这块栈内

存又分配给其他函数中的局部变量使用。 

打个比方：将栈区比作餐厅，局部变量比作客人，局部变量对应的栈内存比作餐具。客

人吃饭时使用的餐具，在客人离开后由餐厅负责回收、清洗，然后再给其他客人使用。同理，

局部变量与栈内存的关系也是如此，当定义局部变量时，系统会在栈区为其分配一块内存空

间，当函数执行结束后系统负责回收这块内存，又分配给其他局部变量使用。 

 

 #include<stdio.h> 

 void showA()    //定义函数 showA 

 { 

  int a; 

  printf("&a=%p\n",&a); //输出变量 a 的地址 

 } 

 void showB()    //定义函数 showB 

 { 

  int b; 

  printf("&b=%p\n",&b); //输出变量 b 的地址 

 } 

 int main(void) 

 { 

  showA();    //调用 showA 函数 

  showB();    //调用 showB 函数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可以验证局部变量对应的内存在函数执行结束后，会被系统回收分配给其他函数中的局

部变量使用。 

2. 栈内存注意事项 

由于局部变量在函数执行结束后，会被系统“自动回收”并分配给其他函数中的局部变

量使用。因此，在 C 程序中，不能将局部变量地址作为函数返回值，否则会出现一些意想

不到的效果。 

 下面通过例子来深入了解一下。 

 #include<stdio.h> 

 int* show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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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a=1; 

  return &a;     //返回变量 a 的地址 

 }  

//你去 XX 餐馆的 5 号桌吃我吃剩下的吧 

 void showB()  

 { 

  int b=200; 

 } 

 int main(void) 

 { 

  int* p_a=showA(); 

  printf("%d ",*p_a);   //输出 p_a 指向的变量的值 

  showB();     //调用 showB 函数 

  printf("%d ",*p_a);   //输出 p_a 指向的变量的值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 showA 函数执行结束后，局部变量 a 对应的栈内存被

系统回收后分配给 showB 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b 使用。因此，变量 a 和变量 b 对应同一块栈

内存，而指针变量 p_a 始终指向这块栈内存。可以认为开始时 p_a 指向变量 a，调用 showB

函数后，p_a 指向变量 b，所以第 16 行*p_a 的值为 200。 

3. 堆内存 

使用 malloc 系列函数分配的内存都属于堆区，使用完后调用 free 函数进行释放，否则

可能会造成内存泄漏。 

打个比方：堆区相当于自己家，malloc 分配的堆内存相当于盘子。在家里吃饭时使用的

盘子，吃完后必须手动进行清洗，否则盘子将不能再使用。同理，堆内存也是如此，使用完

毕后，需要调用 free 函数进行手动释放，否则这块堆内存将无法再次被使用。 

malloc 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malloc(int size); 

头文件： 

#include <stdlib.h> 

参数列表： 

size：分配多少个字节。 

功能： 

申请指定大小的堆内存。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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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配成功则返回指向被分配内存的指针，否则返回空指针 NULL。 

【说明】 

 void*表示“不确定指向类型”的指针，使用前必须进行强制类型转化，将 void*转化为

“确定指向类型”的指针。 

 一定要注意 malloc 的参数是“字节”，因为 malloc 不知道你申请的内存要放什么类型

的数据，所以统一的“汇率”就是“字节”。 

 

free 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free(void* ptr); 

头文件： 

#include <stdlib.h> 

参数列表： 

ptr：指向要被释放的堆内存。 

功能： 

释放 ptr 指向的内存空间。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如何在堆区分配内存。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 

  int*p_int=(int*)malloc(sizeof(int)); 

  *p_int=200; 

  printf("%p %d",p_int,*p_int); 

  free(p_int); 

  getchar(); 

  return 0; 

 } 

 

如果内存申请但是忘了释放（free），那么就会导致“内存泄露”（memory leak）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4. 堆内存注意事项 

在 C 程序中，被 free 之后的堆内存，将会被操作系统回收分配给，不建议继续使用，

否则输出的结果将难以预料。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使用被 free 的堆内存。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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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p_int = (int*)malloc(sizeof(int)); 

  *p_int = 10; 

  printf("%p %d\n",p_int,*p_int); 

  free(p_int); 

  printf("%p %d\n",p_int,*p_int);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 p_int 指向的堆内存地址没有改变，但是该内存空间中的数据被修改了。这是

因为被 free 的堆内存会被系统回收，分配给其他地方使用，修改了这块堆内存中的数据。 

不再使用的内存一定要及时的 free，否则会造成内存泄漏；还有用的内存也不能提前

free。 

5. 栈内存与堆内存分配限制 

栈内存： 

(1) 由系统自动分配、释放。如：函数形参、局部变量。 

(2) 栈内存比较小，在 VS2012 中，栈内存默认最大为 1M，如果局部变量占用的栈内存

过大，会发生栈溢出。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一下栈溢出。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9900000];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定义 int 类型数组 a 长度为 100 0000 已经超过了 1M，发生栈溢出错误。其中“Stack 

overflow”中文意思就是栈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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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内存 

 (1)由程序员自己申请、释放。如果没有释放，可能会发生内存泄露，直到程序结束后

由系统释放。 

 (2)堆内存比较大，可以分配超过 1G 的内存空间。 

 

下面使用 malloc 分配大内存空间。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 

  int *p_int=(int*)malloc(100000000); 

  *p_int=100; 

  printf("%d\n",*p_int); 

  free(p_int);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后发现 malloc(100000000)分配成功，没有报错。 

 

6. 函数内部返回数据的三种方式 

方式一 

在被调函数中使用 malloc 分配内存，在主调函数中 free 释放内存。 

例如：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getMemory() 

{ 

  int*p_int=(int*)malloc(sizeof(int)); //被调函数分配内存 

  *p_int=100; 

  return p_int; 

} 

int main(void) 

{ 

  int* p=getMemory(); 

  printf("%d\n",*p); 

  free(p);        //主调函数释放内存 

  getchar(); 

  return 0; 

}  

方式 1 分配内存与释放内存是分开的，容易导致程序员忘记在主调函数中释放内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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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内存泄漏，因此方式 1 不推荐使用。 

 

方式二 

 使用 static 修饰的局部变量，例如： 

#include<stdio.h> 

int* getMemory() 

{ 

 static int a=100; 

 return &a; 

} 

int main(void) 

{ 

 int* p=getMemory(); 

 printf("%d ",*p); 

 getchar(); 

 return 0; 

} 

方式 2 不适用于多线程等复杂的环境，因此也不推荐使用。 

 

方式三 

在主调函数中分配堆内存，在被调函数中使用堆内存，最后又在主调函数中释放堆内存。

例如：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void fun(int *p_int) 

 { 

  *p_int=100; 

 } 

 int main(void) 

 { 

  int* p=(int*)malloc(sizeof(int));  //主调函数分配堆内存 

  fun(p); 

  printf("%d",*p); 

  free(p);        //主调函数释放堆内存 

  getchar(); 

  return 0; 

 } 

这是推荐的做法！ 

7. 初始化内存 

使用 malloc 函数分配的堆内存，系统不会初始化内存，内存中残留的还是旧数据。因

此，引用未初始化的堆内存，输出的数据也将是未知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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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 

  int* p_int=(int*)malloc(sizeof(int)); 

  printf("%d",*p_int); 

  getchar(); 

  return 0; 

}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输出 p_int 指向堆内存中数据，由于这块内存未初始化，因此输出结果将是难以预料的。 

 为了避免引用堆内存中的未知数据，一般使用 malloc 在堆区分配内存后，需要将这块

堆内存初始化为 0，例如：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 

  int* p_int=(int*)malloc(sizeof(int)); 

  *p_int=0; 

  printf("%d",*p_int); 

  getchar(); 

  return 0; 

} 

 上述这种初始化堆内存的方式，只适合于单个基本类型大小的堆内存。如果分配多个基

本类型大小的堆内存时，这种赋值方式就不合适了。 

例如：  

int* p_int=(int*)malloc(sizeof(int)*10)); 

上述程序，分配了 10 个 int 类型字节大小的堆内存，如果仍采用赋值表达式进行初始

化，就需要 for 循环初始化 10 次，太麻烦，所以 C 语言中提供了 memset 函数方便对内存进

行初始化。 

8. memset 

函数原型： 

void* memset(void* dest,int value,int size); 

 头文件： 

#include<string.h> 

 参数列表： 

dest：被初始化的目标内存区域。 

 value：初始值。 

 size：初始化 size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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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将 dest 指向的内存空间前 size 个字节初始化为 value。 

 返回值： 

返回 dest 指向的内存地址。 

 

 由于是把 value 按照字节来进行填充的，而 value 是 int 类型（4 个字节），一般 value

不要填充除了 0 之外的值，除非你很了解内存结构和二进制。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void) 

 { 

  int* p_int=(int*)malloc(sizeof(int)*10);//注意不要写成 malloc(10) 

  int i=0; 

  memset(p_int,0,sizeof(int)*10);  //初始化堆内存 

  for (i=0;i<10;i++) 

  { 

   printf("%d ",p_int[i]); 

  } 

  free(p_int); 

  getchar(); 

  return 0; 

 } 

9. 案例：分析文件名 

什么时候用 malloc：需要大内存或内存空间动态确定； 

 

案例要求：  

(1) 封装函数，传入文件全名，分割文件名与扩展名。 

(2) 文件名、扩展名以指针传参的形式返回给主调函数。 

预览效果如图所示： 

 

 案例分析： 

 (1)首先，文件名与扩展名以字符“.”划分，“.”之前为文件名，“.之后为扩展名”。 

 (2)将“rupeng.txt”起始位置到“.”之前的字符串拷贝到指定内存空间中当做文件名，

将“.”之后的字符串拷贝到指定内存空间中当做扩展名(包括“.”)。 

 (3)为了简化复制操作，需要定义 3 个指针变量，分别指向文件全名起始位置、“.”、

文件末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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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artPtr 到 dotPtr 之间的内容是文件名，dotPtr 到 endPtr 之间的内容是文件扩展名。 

(5)由于需要使用到字符串部分拷贝，采用 memcpy 函数比较合适，既可以指定拷贝的

位置，又可以指定拷贝的长度。 

示例代码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void parseFileName(char* fullName,char* fileName,char* extName) 

{ 

 char*startPtr=fullName;  //指向文件全名起始位置 

 char*dotPtr=fullName;   

 char*endPtr=fullName;    

 while (*endPtr!='\0')     //endPtr移动到’\0’位置 

 { 

  endPtr++; 

 }     

 while (*dotPtr!='.')    // dotPtr移动到’.’位置 

 { 

  dotPtr++; 

 } 

 memcpy(fileName,startPtr,dotPtr-startPtr); //拷贝文件名 

 memcpy(extName,dotPtr,endPtr-dotPtr);  //拷贝扩展名 

} 

int main(void) 

{ 

 char*fullName = "rupeng.txt";   

 int len = strlen(fullName); 

 char*fileName = (char*)malloc(sizeof(char)*(len+1));  

 char*extName  = (char*)malloc(sizeof(char)*(len+1));   

 memset(fileName,0,sizeof(char)*10);     

 memset(extName,0,sizeof(char)*10);     

 parseFileName(fullName,fileName,extName);  

 printf("文件全名: %s\n",fullName); 

 printf("文件名: %s\n",fileName); 

 printf("扩展名: %s\n",extName); 

 getchar(); 

 return 0; 

} 

 程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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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startPtr 位置起拷贝 dotPtr-startPtr 个字节到 filename 指向的内存空间中，当作文件

名。如图 13-19 所示： 

 

从 dotPtr 位置起拷贝 endPtr -dotPtr 个字节到 extName 指向的内存空间中，当作扩展名。

如图所示： 

 

(二) 结构体 

 在 C 语言中，char、int、float……等属于系统内置的基本数据类型，往往只能解决简单

的问题。当遇到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只使用基本数据类型是难以满足实际开发需求的。因此，

C 语言允许用户根据实际项目需求，自定义一些数据类型，并且用它们来定义变量。 

1. 结构体概述 

在前面章节中介绍了 C 语言中的多种数据类型，例如：整型、字符型、浮点型、数组、

指针……等等。但是在实际开发中，只有这些数据类型是不够的，难以胜任复杂的程序设计。

例如：在员工信息管理系统中，员工的信息就是一类复杂的数据。每条记录中都包括员工的

姓名、性别、年龄、工号、工资等信息。姓名为字符数组、性别为字符、年龄为整型、工号

为整型、工资为整型。 

对于这类数据，显然不能使用数组存储，因为数组各个元素的类型都是相同的。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C 语言中提供了一种组合数据类型“结构体”。 

结构体是一种组合数据类型，由用户自己定义。结构体类型中的元素既可以是基本数据

类型，也可以结构体类型。 

定义结构体类型的一般格式为： 

struct 结构体名 

{ 

 成员列表 

}; 

成员列表由多个成员组成，每个成员都必须作类型声明，成员声明格式为： 

数据类型 成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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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 

这段代码中 struct 是关键字，Employee 结构体名，struct Employee 表示一种结构体类型。 

该结构体中有 4 个成员，分别为 name、age、id、salary，使用这种结构体类型就可以

表示员工的基本信息。 

2. 定义结构体变量 

在 C 语言中，定义结构体变量的方式有 3 种： 

第 1 种 先定义结构体类型，再定义结构体变量，一般形式为： 

 struct 结构体名 

{ 

 成员列表 

}; 

struct 结构体名 变量名; 

例如：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 

struct Employee emp; 

 这种方式和基本类型的变量定义方式相同，其中 struct Employee 是结构体类型名，emp

是结构体变量名。 

 第 2 种 在定义结构体类型的同时定义变量，一般形式为： 

struct 结构体名 

{ 

 成员列表 

}变量名; 

 

例如：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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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id; 

 int  salary; 

}emp,emp1,emp2; 

 这种方式将结构体类型定义与变量定义放在一起，可以直接看到结构体的内部结构，比

较直观。 

 第 3 种 直接定义结构体变量，并且不需指定结构体名，一般形式为： 

struct  

{ 

 成员列表 

}变量名; 

例如： 

struct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emp; 

 这种方式由于没有指定结构体名，显然不能再使用该结构体类型去定义其他变量，在实

际开发中很少用到。 

3. 初始化、引用结构体变量 

1)结构体变量初始化 

在 C 语言中，结构体变量初始化，本质上是对结构体变量中的成员进行初始化，使用花

括号{ }在初始化列表中对结构体变量中各个成员进行初始化，例如： 

struct Employee emp={“rupeng”,20,1,10000} 

 或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emp={“rupeng”,20,1,10000}; 

 编译器会将“rupeng”、20、1、10000按照顺序依次赋值给结构体变量emp中的成员name、

age、id、salary。 

 2)引用结构体变量 

 引用结构体变量的本质，是引用结构体变量中的不同类型的成员，引用的一般形式为： 

 结构体变量名.成员名;  

 例如：emp.name 表示引用 emp 变量中的 name 成员，emp.id 表示引用 emp 变量中的

id 成员。 

 其中“.”是成员运算符，它的优先级在所有运算符中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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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stdio.h>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 

 int main(void) 

{ 

  struct  Employee emp={"rupeng",20,1,10000}; 

  printf("%s\n",emp.name); 

  printf("%d\n",emp.age); 

  printf("%d\n",emp.id); 

  printf("%d\n",emp.salary); 

  getchar(); 

  return 0; 

 } 

 

 除了采用初始化列表，还可以使用赋值运算符，对成员进行初始化，例如：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 

int main(void) 

{ 

  struct Employee emp; 

  strcpy(emp.name,"rupeng"); 

  emp.age=20; 

  emp.id=1; 

  emp.salary=10000; 

  printf("%s\n",emp.name); 

  printf("%d\n",emp.age); 

  printf("%d\n",emp.id); 

  printf("%d\n",emp.salary); 

  getchar(); 

  return 0;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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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成员列表的方式初始化时，编译器会自动将字符串“rupeng”复制到字符数组 name

中。而使用成员赋值方式初始化时，需要调用 strcpy 函数，将字符串“rupeng”复制到字符

数组 name 中。 

4. 结构体指针 

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就是结构体指针，如果指针变量中保存一个结构体变量的地址，

则这个指针变量指向该结构体变量，需要注意的是指针变量的类型必须和结构体变量的类型

相同。 

定义结构体指针变量的一般形式为： 

struct 结构体名 *指针变量名 

例如： 

struct Employee emp; 

struct Employee * p_emp=&emp; 

其中 emp 为结构体变量，p_emp 为结构体指针，将 emp 取地址赋给指针变量 p_emp

表示 p_emp 指向 emp。 

在 C 语言中，通过结构体指针 p 也可以引用结构体中的成员，有以下两种方式： 

(1)(*p).成员名; 

(2)p->成员名; 

例如：struct Employee * p_emp=&emp; 

(*p_emp)表示指向的结构体变量 emp，(*p_emp).age 表示指向的结构体变量 emp 中的

成员 age。注意，“.”运算符优先级是最高的，(*p_emp)两侧的括号不能省略。 

 

为了简化操作，C 语言允许将(*p).成员名用 p->成员名替换，(*p_emp).age 等价于

p_emp->age，“->”称为指向运算符。 

 

方式 1： 

#include<stdio.h>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 

int main(void) 

{ 

  struct Employee emp={"rupeng",20,1,10000}; 

  struct Employee*p_emp =&emp;   

  printf("%s\n", (*p_emp).name); 

  printf("%d\n", (*p_emp).age); 

  printf("%d\n", (*p_emp).id); 

  printf("%d\n", (*p_emp).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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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char(); 

  return 0; 

} 

 

以“->”方式访问结构体成员（常用） 

#include<stdio.h>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 

int main(void) 

{ 

 struct Employee emp={"rupeng",20,1,10000}; 

 struct Employee*p_emp =&emp;   

 printf("%s\n", p_emp->name); 

 printf("%d\n", p_emp->age); 

 printf("%d\n", p_emp->id); 

 printf("%d\n", p_emp->salary); 

 getchar(); 

 return 0; 

} 

 

到底用“.”还是“->”初学者容易迷糊，记住一点：结构体变量用“.”，结构体指针

变量用“->” 

5. typedef 类型别名 

在 C 语言中，除了使用 C 语言提供的标准类型名：char、int、double……以及自定义的

结构体类型。还可以使用 typedef 关键字指定一个新的类型名来代替已有的类型名，相当于

给已有类型起别名。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给一个人起外号一样，其实都是一个人。 

typedef 的一般使用形式为： 

typedef 原类型名 新类型名 

 

例如： 

typedef int integer 

其中 integer 是 int 类型的别名，在程序中可以使用 integer 代替 int 来定义整型变量。 

例如： 

integer a,b; 

等价于 

int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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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 typedef 的应用。 

#include<stdio.h> 

typedef int integer; 

int main(void) 

{ 

  integer a=10; 

  printf("%d",a); 

  getchar(); 

  return 0; 

} 

 typedef 不仅可以为基本类型起别名，还可以为自定义数据类型起别名，例如：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 

typedef struct Employee t_Employee; 

其中 struct Employee 为自定义结构体类型名，t_Employee 为 struct Employee 的别名。

在程序中可以使用 t_Employee 替换 struct Employee。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 typedef 在结构体中的应用。 

#include<stdio.h>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 

typedef struct Employee t_Employee; //定义别名 

int main(void) 

{ 

  t_Employee emp={"rupeng",20,1,10000}; 

  printf("%s\n",emp.name); 

  printf("%d\n",emp.age); 

  printf("%d\n",emp.id); 

  printf("%d\n",emp.salary); 

  getchar();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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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体复制 

 在 C 语言中，允许相同类型的结构体变量之间相互赋值。 

例如： 

t_Employee emp={"rupeng",20,1,10000}; 

t_Employee emp2=emp; 

执行 emp2=emp，会将结构体变量 emp 各个成员的值原样复制一份到变量 emp2 各个成

员中。和基本类型变量的赋值规则相同，emp2 是 emp 的一个拷贝。这种赋值方式，被称为

“结构体复制”。 

下面通过例子来了解结构体复制。 

 #include<stdio.h> 

 struct Employee 

 { 

  char name[8]; 

  int    age; 

  int    id; 

  int   salary; 

 }; 

 typedef struct Employee t_Employee; 

 int main(void) 

 { 

  t_Employee emp={"rupeng",20,1,10000}; 

  t_Employee emp2; 

  emp2=emp; 

  printf("%s\n",emp2.name); 

  printf("%d\n",emp2.age); 

  printf("%d\n",emp2.id); 

  printf("%d\n",emp2.salary); 

  getchar(); 

  return 0; 

 } 

(三) 本章串讲 

1、内存堆区和栈区的特点是什么？ 

2、在内存中如何分配堆区空间和释放空间？ 

3、函数内部返回指针数据最好的方式是？ 

4、malloc 分配的内存如何清理成 0？ 

5、如何定义结构体类型？如何定义结构体类型变量？ 

6、如何定义类型别名？ 

7、结构体变量赋值的时候的特点是？ 

8、下面程序有什么问题？ 

in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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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i; 

for(i=0;i<10;i++) 

{ 

  p=(int*)malloc(10*sizeof(int)); 

} 

free(p); 

9、下面程序有什么问题？ 

int *p =(int*)malloc(3); 

p[0]=5; 

p[1]=6; 

p[2]=8; 

p[3]=9; 

 

 

提醒 
这个课件只是老师讲课的时候一个讲课大纲，内容很简单，并不是完整的教材，不适合用

来当书用。 

这套视频有配套教材《零基础趣学 C 语言》，在京东、淘宝都有销售。 

购买教材后，还可以加入读者 VIP 群，有老师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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