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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C程序初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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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 

 运行结果正确； 

 要有良好的结构，使程序清晰易懂。 

 运行速度尽可能的快， 运行时所占内存应尽量压缩至合理

的范围。 

如何评价程序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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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采取“自顶向下， 逐步细化， 模块化”的方法。 

 由三种基本模块(顺序， 分支，循环)“堆积”搭成，

即由基本小单元顺序组成一个大结构，从而避免了使用

goto语句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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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 顺序结构  

程序模块B

程序模块A
程序模块A

程序模块B
新程序模块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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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2. 分支结构  

条件

程序模块A

成立

程序模块B

不成立

程序模块A 程序模块B

不成立成立
条件

新程序模块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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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3. 循环结构  

程序模块
新程序模块

(b) (c)(a)

当条件成立时执行

程序模块

条件

成立

不成立

当型循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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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3. 循环结构（续）  

新程序模块

(b) (c)(a)

直到条件不成立时为止

程序模块程序模块

成立

不成立

条件

直到型循环结构  



《计算机导论与C语言程序设计》 
9 

7.1 

二、结构化程序的标准 

(1) 程序符合“清晰第一，效率第二”的质量标准。  

(2) 具有良好的特性。 

① 只有一个入口。  

② 只有一个出口(有些分支结构很容易写成多个出口)。  

③ 无死语句(永远执行不到的语句)。 

④ 没有死循环(永远执行不完的无终止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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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C语句概述 

C程序 

源程序文件1 源程序文件2 源程序文件n … 

… 预编译命令 函数1 函数m 

说明部分 执行部分（语句） 

语句是计算机执行
的最小单位 

/* 求园的面积  */ 
#define  PI  3.1415926 
main( ) 
{ float r,s; 
  r = 20; 
  s = r * r * PI; 
  printf ("area=%f ",s); 
} 

area=1256.63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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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C语句分类  
 

（1）空语句：即只有一个分号的语句：      ； 

（2）表达式语句 ： 

在任一个表达式后加一个分号就构成一条语句。 

 如：    x+y；     2*x,10/2；     x=74.1；     等 

（3）函数调用语句 ：  如：  printf("this is a example. \n");  

（4）控制语句 ： 

•条件控制语句： if语句       switch语句 

•循环控制语句 ：do-while语句    while语句     for语句 

•辅助控制语句： break中断语句    continue继续语句 

                               goto转向语句      return返回语句 

（5）复合语句： 

  将一组语句用花括号{ }括起来  

  又称其为分程序  

{   int m=10; 

    x=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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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学语句 

/* 求园的面积  */ 

#define  PI  3.1415926 

main( ) 

{ float r,s; 

 

  r = 20; 

  s = r * r * PI; 

  printf ("area=%f ",s); 

} 

 赋值语句  

 输出语句 

– 格式输出函数printf( ) 

– 字符输出函数putchar ( ) 

 输入语句 

– 格式输入函数scanf( ) 

– 字符输入函数getchar ( ) 

 

scanf ("%f ",&r);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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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赋值语句 

形式：  赋值表达式； 

如：  m=1;     m=m+1；  x=7.9；   y=x*m；    等 

作用：确定某已声明的变量的值。 

[例] 

int a,b,t； 

交换a、b的值： 

t=a;   

a=b;   

b=t;  

char ch='A'； 

求对应的小写字符： 

ch=ch+32;   

或 

ch=ch+('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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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文 件 包 含 

       一个C程序由若干个源文件组成，而一个源文件还可将

另一个源文件的全部内容包含进来，即将另外的文件包含到

本文件之中，二者合为一个大些的文件。这个包含进来的文

件只是一个文件名，在编译时先进行展开，这个文件名我们

用预编译命令“＃include”来指定，其一般形式为：  

        ＃include <文件名> 

＃include ″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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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字符数据的输入输出 

一、 C如何实现终端上的输入/输出 

Ｃ语言的输入输出操作由函数来实现的 

这些函数放在标准I/O函数库中。标准I/O函数库中的一
些公用信息事先放在头文件stdio.h中。 

在程序开始用命令行#include <stdio.h>把要使用的信
息包含到用户程序中。 

计算机终端 

标准输入设备:   键盘 

标准输出设备:   显示器 

Ｃ语言的函数库中有一批“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它
们以标准的输入输出设备为输入输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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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二、字符输入函数 getchar( ) 

  功能: 从键盘输入一个字符. 

 典型使用方式: 

     ch=getchar(  );         (设有声明 char ch;) 

说明: 

是无参函数； 

程序暂停运行，等待从键盘上输入一个字符，并回车确
认； 

通过赋值语句将函数的返回值送到某一字符型变量中 

在程序中需要加上包含预处理命令： 

    #include <stdi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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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实例]  已知:  '2'的ASCII码为50, 'a'的ASCII码为97 

      设 char  ch;         int  m; 

       ch=getchar( ); 

? 1.若击2键, ch的值为多少?        

? 2.若击a键, ch的值为多少?        

 

      m=getchar( ); 

? 3.若击2键, m的值为什么?         

? 4.若击a键, m的值为多少?         

‘2’ 

‘a’ 

5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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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三、字符输出函数 putchar( ) 

 功能:在终端的当前位置输出一个字符 

 典型使用方式: 

            putchar( 参数 );         (设有声明 char ch;) 

参数可以是char型常量、变量 

                       int型变量、常量或表达式（一般0~255） 

如  putchar('A');    /*将字符A在屏幕上输出*/ 

      putchar(66);    /*将字符B在屏幕上输出*/ 

putchar('\101');   /* 将字符A输出至终端 */ 

putchar('\n');      /* 在终端产生一回车换行控制行为 */ 

putchar('A'+1); /* 将表达式的值66作为ASCII码，将对应的字符B输出 */ 

putchar(getchar( )); /* 将getchar函数输入的字符输出至终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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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实例] 输入两个字符,并在屏幕上按输入的反序输出 

分析: 

1.需设定两个char型变量a和b. 

2.利用getchar( )函数输入 

3.利用putchar( )函数输出 

步骤 

1.输入a 

2.输入b 

3.输出b 

4.输出a 

#include<stdio.h> 

main() 

{  char  a, b; 

 

    a=getchar( ); 

    b=getchar( ); 

    putchar(b); 

    putchar(a); 

} 

运行结果: 

xy↙ 

yx 

注意输入方式 

x↙ 

 

x 

(此时a='x',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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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实例]输入一个小写英文字母,输出其对应的大写形式 

分析: 

          1.需设定1个char型变量a 

2.利用getchar( )函数输入 

3.利用putchar( )函数输出 

步骤 

    1.输入a 

    2.求出对应的大写字母 

       即:  a=a-('a'-'A'); 

            或    a=a-32; 

    3.输出a 

#include<stdio.h> 

main( ) 

{  char  a; 

 

    a=getchar( ); 

    a=a-('a'-'A'); 

    putchar(a); 

} 

运行结果: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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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格式输入与输出 

一、格式输出函数 printf 

功能:将输出项按指定格式输出至终端（如显示屏） 

格式:      printf(  格式控制   ,   输出表列 )  

被输出的数据: 

常量、变量、表达式 

用双引号括起的转换控制字符串， 

它包括两种信息： 

格式说明，由%开始，后跟格式字符。 

如：%d, %f, %c  或 %8d,  %9.4f  

字符常量： 

要输出的普通字符 

      或转义字符 printf("\nm=%d\tx=%6.2f ",m,x); 

printf("\nThis is a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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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常用的主格式字符 

格式字符 说     明 

d 以带符号的十进制形式输出整数(正数不输出符号) 

o 以八进制无符号形式输出整数(不输出前导符0) 

x 以十六进制无符号形式输出整数(不输出前导符0x) 

u 以无符号十进制形式输出整数 

c 以字符形式输出，只输出一个字符 

s 输出字符串 

f 以小数形式输出单、双精度数，隐含输出6位小数 

e 以标准指数形式输出单、双精度数，小数位数为6位 

g 
选用%f或%e格式中输出宽度较短的一种格式，不输出
无意义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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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常用的辅助格式字符 

.n 
对实数,指定小数点后位数(四舍五入) 

对字符串,指定实际输出字符个数(从左端) 

字符 功                     能 

m 输出数据域宽,数据长度<m,左补空格;否则按实际输出 

输出数据在域内左对齐（缺省右对齐) - 

指定在有符号数的正数前显示正号(+) + 

输出数值时指定左面不使用的空位置自动填0 0 

在八进制和十六进制数前显示前导0，0x # 

在d,o,x,u前，指定输出数据为long型 l 

           在格式控制符中，%和后面跟随的单个主格式字符之间又
可以插入以下几种修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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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int  m=-72; 

printf("%d",m);                     

[例]  使用%d格式控制，按整型数据的实际长度输出 

输出为: -72 

 

printf(“%d%d”,m,-m/2);          

输出为: -7236 

 

printf("\nlength=%d, area=%d",4,4*4); 

输出为: length=4, are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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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int  m=-72; 

printf(“\nm=%10d”,m);  

输出为: m=        -72 

10列,默认右对齐 

5列,左对齐 

printf("\nm=%-5dend", -m/2); 

输出为: m=36     end 

按实际情况输出 

printf("\nm=%3dend", m*100); 

输出为: m=-7200end 

[例]指定数据的输出宽度和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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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unsigned  p=40000; 

printf("%u",m);                     //使用%u格式控制 

输出为: 40000 

 

printf(“(0)%o,(0x)%x”,p,p);  //使用%o或%x格式控制 

输出为:  (0)116100,(0x)9c40 

 

printf("%-10u, (0)%3o",p,p); //确定数据的输出宽度和对齐方式 

输出为: 40000     , (0)116100 

10列,左对齐   6列 

[例]按指定格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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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long  a=-80000; 

printf("%ld",a);                     //通常使用%ld格式控制 

 输出为: -80000 

 

//确定数据的输出宽度和对齐方式 

printf("%-15ld, %10ld, %3ld",a,a,a);  

输出为: -80000         ,     -80000, -80000 

15列, 

左对齐 

10列, 

默认右对齐 

按实际 

宽度输出 

说明: 

       int型的非
负数据可用%o

或%x输出; long

型的非负数据
可用%lo或%lx

输出. 

[例]使用%ld格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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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float  x=72.56;  double y=0.0000538; 

printf("%f, %e",x,y); // 通常使用%f或%e格式控制 

 输出为: 72.560000, 5.38000e-05 

 

printf(“%f, %e,%g”,y,y,y);  //使用%g格式控制 

输出为:  0.000054,5.38000E-05,5.38E05 

//确定数据的输出宽度、精度和对齐方式 
printf("%-10.2f, %15.2e",x,y); 

输出为: 72.56        ,            5.4e-05 

10列,左对齐;取两位小数 15列,默认右对齐;取两位数字 

[例]浮点数变量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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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char  ch='A';  

printf("%c",ch);     //通常使用%C 

 输出为: A 

 

printf("%d",ch);  //使用%d格式控制 

输出为: 65 (输出对应的ASCII码) 

printf("%-10c, %10c",ch,ch); //确定数据的输出宽度和对齐方式 

输出为: A              ,              A 

 10列,左对齐 10列,默认右对齐 

[例]字符变量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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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实例] 字符串输出 

printf(“%s,%s”,“CHINA”,“WHUT”)；//通常使用%s格式控制 

输出为: CHINA,WHUT                    

 

printf("%-10s, %10s", "CHINA","WHUT");//规定占用宽度及对齐方式 

输出为: CHINA          ,           WHUT 

10列,左对齐 10列,右对齐 

printf(“\n%-10.1s, %10.2s”, “CHINA”,“WHUT”); //规定输出字符个数 

输出为: C                    ,                WH  

10列,左对齐;输出
前1个字符 

10列,右对齐;输出前2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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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实例] 字符串输出 

printf(“%s,%s”,“CHINA”,“WHUT”)；//通常使用%s格式控制 

输出为: CHINA,WHUT                    

 

printf("%-10s, %10s", "CHINA","WHUT");//规定占用宽度及对齐方式 

输出为: CHINA          ,           WHUT 

10列,左对齐 10列,右对齐 

printf(“\n%-10.1s, %10.2s”, “CHINA”,“WHUT”); //规定输出字符个数 

输出为: C                    ,                WH  

10列,左对齐;输出
前1个字符 

10列,右对齐;输出前2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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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printf()函数使用注意事项 

         不同的开发工具结果可能不同。 

printf(“%d,%ld\n",65535,1); 

printf("%d\n",40000); 

printf("%d,%u\n",80000,80000); 

Turbo C 

-1,65536 

-25536 

14464,1 

Visual C++ 

65535,1 

40000 

80000, 80000, 

printf("%d,%ld\n",4294967295,1); 

printf("%d,%u\n",80000, 

       4294967296); 

Visual C++ 

-1,1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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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二、格式输入函数 scanf 

功能:按指定格式从键盘读入数据，存入地址表指定的存储  

              单元中,并按回车键结束 

 

格式:      scanf(  格式控制   ,   地址表列 )； 

     格式控制  通常含有格式控制和字符常量;(格式控制字符及 

                        辅助控制字符见下页) 

     地址表列 是用逗号分隔开的各待输入量的地址 

如:   

scanf("%d%d%f",&m,&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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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说明 

    在输入数据时，遇以下情况之一认为一个数据输入结束： 

 遇到空格或按Tab键或回车键； 

 满足域宽，如%4d，输入4位即结束； 

 遇到非法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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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scanf( )中使用的主格式字符 

格式字符 说   明 

d 用来输入带符号的十进制整数 

o 用来输入无符号的八进制整数 

x 用来输入无符号的十六进制整数 

c 用来输入单个字符 

s 
用来输入字符串，将字符串送到一个字符数组中，
在输入时以非空白字符开始，以第一个空白字符
结束。字符串以串结束标志'\0'作为最后一个字符。 

f 用来输入实数，可以用小数形式或指数形式输入 

e 与f作用相同，e与f可以相互替换 



《计算机导论与C语言程序设计》 

7.6 

scanf()中使用的辅助格式字符 

l 

修饰符 功                     能 

h 

m 

* 

用于d,o,x前，指定输入为short型整数 

用于d,o,x前，指定输入为long型整数 

用于e,f前，指定输入为double型实数 

指定输入数据宽度，遇空格或不可转换字符则结束 

抑制符，指定输入项读入后不赋给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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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例] 输入函数使用 

若有声明: 

char c1,c2,c3; 

int m,n; 

unsigned v; 

long a; 

float x; 

double p; 

数值型数据之间一般用空格、TAB键或
Enter键分隔 

scanf("%d%d%f%u",&m,&n,&x,&v); 

若输入:  10 20 45.9 30↙ 

或输入:  10↙ 

               20↙ 

               45.9 30↙ 

则: 10m, 20n, 45.9x, 30v 

 

long型数据及double数据的输入 

scanf("%ld%lf",&a,&p); 

若输入:  10  45.9↙ 

则: 10a, 45.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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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例] 输入函数使用 

若有声明: 

char c1,c2,c3; 

int m,n; 

unsigned v; 

long a; 

float x; 

double p; 

 

使用域宽 

scanf("%2d%4f%3c",&m,&x,&c1); 

若输入1234.56789↙ 

则: 12m, 34.5x, '6'c1 

 

附加说明符 * 表示跳过相应的输入数据 

scanf("%d%*d%d",&m,&n); 

若输入:  10  20  30↙ 

则: 10m, 跳过20 , 30n 

 

scanf("%2d%*4f%3d",&m, &n); 

若输入1234.56789 ↙ 

则: 12m, 跳过34.5  , 67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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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例] 输入函数使用 

若有声明: 

char c1,c2,c3; 

int m,n; 

unsigned v; 

long a; 

float x; 

double p; 

 

在用“%c”输入字符时，空格字符和转义
字符也都作为有效字符输入 

scanf("%c%c%c",&c1,&c2,&c3); 

 

若输入:  ABC↙ 

则: 'A'c1, 'B'c2, 'C'c3 

 

若输入:  A B C↙ 

则: 'A'c1, ' 'c2, 'B'c3 

 

若输入:    A↙ 

                   B↙ 

                   C↙ 

则: 'A'c1, '\n'c2, 'B'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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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例] 输入函数使用 

若有声明: 

char c1,c2,c3; 

int m,n; 

unsigned v; 

long a; 

float x; 

double p; 

 

如果在“格式控制”的字符串中除格式控
制符之外还有其它字符，则在输入时应输
入相同的字符。 

若scanf("%d,%d,%f",&m,&n,&x); 

    则输入时:  10,20,34.5↙ 

若scanf("%d:%d:%f",&m,&n,&x); 

    则输入时:  10:20:34.5↙ 

 

不能企图用格式控制来规定输入数据的精
度 

scanf("%7.2f",&x); × 

scanf("%7f",&x); √ 

scanf("%f",&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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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简单程序举例 

[例]  求已知半径的园的面积和周长。 

分析: 半径r, 

          面积s, 

          周长t 

数学公式: 

    s=r2          

     t=2r  

步骤: 

1.输入已知量r； 

2.计算s=r2 

3.计算t=2r 

4.输出s和t 

#define  PI  3.141593   

         /* 定义一符号常量 */ 

main() 

{  float r,s,t;  

    scanf("%f",&r);  

    s=PI*r*r;  

    t=2*PI*r; 

    printf("s=%f \nt=%f\n",s,t); 

} 

运行结果:     1↙ 

                      

s=3.141593                      

t=6.283186 

开始 

s=r2  

t=2r 

输入r 

输出s和t 

结束 

输入r 

s= r2 

t=2r 

输出s和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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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例]已知三角形的两边边长及其夹角，求此三角形的第三边的边长 

分析: 三条边a、b、c, 夹角( alfa )     

     数学公式  c2=a2+b2-2abcos 

步骤:1. 输入a,b,alfa的值； 

         2.计算c=√a2+b2-2abcos  

         3. 输出c 

输入a,b,alfa 

 c=  

输出c 

)cos(222 alfaabba 

#include<math.h> 
main()           
{  float a,b,c,alfa; 

    scanf("%f %f %f",&a,&b,&alfa);  
    c=sqrt(a*a+b*b-2*a*b*cos(alfa*3.14/180)); 
    printf("\nc=%.2f",c); 
} 

运行结果:  

 3  4  60↙ 

 c=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