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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C语言基础

2.1 C语言的词汇与词法

2.2 C语言的数据类型

2.3 常量与变量

2.4 运算符和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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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语言的词汇与词法

2.1.1 基本字符集

2.1.2 关键字

2.1.3 特定字

2.1.4 标识符

2.1.5 运算符

2.1.6 分隔符

2.1.7 字面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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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基本字符集

• 大小写英文字母、数字、特殊符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空格字符 换行字符

• C语言中字母的大小写是有区别的

–两个词 if和IF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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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关键字

关键字，也称保留字，是C语言中具有特定作用和含义的单
词，在程序中不能另作其他用途。

•int float double char short long signed unsigned 

•typedef struct union enum 

•void 

•const auto static register extern

•if else switch case defult while for do break continue goto 

return 

•sizeof vola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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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特定字

特定字是一些用在C语言的预处理命令和库函数名中的单词，
这些字都是由编译系统规定的，有特定含义。

•预处理命令

– define include ifdef endif 

•函数名

– scanf printf 

–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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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标识符

标识符：以字母或下划线打头，由字母、数字字符和下划线
组成的字符序列

• 作用

–变量名，常量名，函数名，类型名

• 词法

–只能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

–必须由字母或下划线打头

• 几点说明

–不能是关键字或者特定字

–大小写有别

–标识符的起名风格



《C语言程序设计》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ziyulin@xmu.edu.cn                 2013/3/5

2.1.5 运算符

运算符也称操作符，告诉计算机如何操作数据：
• (1) 算术运算符： +、-、*、/、%、++、--

• (2) 关系运算符： >、<、>=、<=、 = =、 !=

• (3) 逻辑运算符： ！ 、&& 、||

• (4) 位运算符： << 、>> 、~ 、| 、^ 、&

• (5) 赋值运算符： =、+=、-=、*=、/=、%=、&=、|=、^=、<<=、
>>=

• (6) 条件运算符： ? ：
• (7) 逗号运算符： ，for(i=1,s=0 ;i<10; i++ ) s=s+i;

• (8) 指针运算符： *、 &

• (9) 求字节数运算符： sizeof

• (10) 分量运算符 ： ．、->

• (11) 下标运算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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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分隔符

• 分隔符用来界定或分割语句中的语法成分（像文章中的标点符号）

– 分号; 表示一个语句的结束 （编译预处理命令和{}后面不能加分号）

– 空格 逗号,在两个相邻的保留字或标识符之间起分割作用。连续多
个空格和单个空格的作用相同

• 如 int a 和 int a, b

– 单引号‘字符的开始和结束

– 双引号“字符串的开始和结束

– 花括号{}函数体的开始和结束复合语句的开始和结束

– /* */注释的开始和结束

– 运算符也能分割单词

• 如a=3 和 a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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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字面常量

• 字面常量：在程序中直接写出值的常量
1. 整型常量

– 十进制 八进制十六进制
– 如何判断一个整型常量的进制：十进制不能以0开头，由0~9

数字组成，八进制由0开头，由0~7数字组成，十六进制由0x
或0X开头，由0~9 A~F(a~f)组成

– 不同进制的转换（65，0101，0x41）
– 不同进制输出：%d, %o, %x（参见p34例2.1.1）

2. 浮点型常量
1. 只采用十进制，有小数点表示法和指数表示法两种形式
2. 小数点表示法，可以省略小数点前后的0。如 28.56, -0.37, 

129. , .23 

3. 指数表示法，代表e(E)前的数字乘以10的指数次幂。e(E)前面
不能没有数字，e(E)后面必须是整数，且不能使用()。如
0.314e2, 9.2e-3等是合法的，e5、4e3.1、2E(-6)等不合法。

习题p63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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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字面常量

3、字符型常量：
– 用单引号括起来的单个字符，可以参与数值运算

– 如’a’（ASCII码值97）, ’Y’, ’ ’, ‘A’(65),’?’,’B’(66)

– 转义序列表示法
– ASCII码值小于32的特殊字符，如响铃、回车、换行、

退格（8），无法直接用字符常量的上述表示方法，需
要用转义序列表示法

– 采用’\ddd’或’\xhh’表示字符常量
– 如：’\102’和’\x42’都表示’B’，

– 转义字符,所谓转义字符则是以“\”开头的特殊字符。常
用的转义字符为:\n（换行，十进制10，八进制012),值
得注意的是，一个转义字符仅仅算一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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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字面常量

字符编码（ASCII码）

‘a’的ASCII码值（二进制）：01100001  ，（十进制）97
换行符ASCII码值（二进制）：00001010  ，（十进制）10，（八进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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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字面常量

转义字符 转义字符的意义 ASCII代码
\n 回车换行 10

\t 横向跳到下一制表位置 9

\b 退格 8

\r 回车 13

\f 走纸换页 12

\\ 反斜线符"\" 92

\' 单引号符 39

\” 双引号符（仅在字符串中才要反斜杠） 34

\a 鸣铃 7

\ddd 1～3位八进制数所代表的字符

\xhh 1～2位十六进制数所代表的字符

字符型常量：转义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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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字面常量

• 4、字符串常量

–由双引号括起来的一个或多个字符,也可以没有
字符.

• 例：”How do you do!”

• 双引号 “Please enter \” Yes or \”No:”

–存储,每个字符占一个字节,另外每个字符串末尾加
一个’\0’ 作为结束标志

–说明：字符串和字符
• ”a”与’a’不要混淆, ” a”为字符串常量,内存占两个字节

a

字符’a’

a

字符串”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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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字面常量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printf(”%c--%d,%c--%d\n”,’a’,’a’,’A’,’A’);

printf(”%d--%c,%d--%c\n”,’a’-32,’a’-

32,’A’+32,’A’+32);

}

举例

运行结果为
a--97,A--65

65--A,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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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语言的数据类型

• 2.2.1 C语言数据类型概述

• 2.2.2 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

• 2.2.3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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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C语言数据类型概述

短整型（short）

整型（int）

长整型（long）

无符号整型(unsigned int)

浮点型（实型）
单精度型（float）

双精度型（double）

字符类型（char）

空值型(void)

整型

基本类型

构造类型

数组类型

结构体类型（struct）

共用体类型（union）

指针类型

数据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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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类型标识符 在内存中所占 数值范围

字节数

基本型： int                    4        -2147483648~2147483647

短整型： short int            2               -32768~32767

长整型： long int          4       -2147483648~2147483647

无符号整型： unsigned int     4 0~4294967295

无符号短整型： unsigned short   2                 0~65535

无符号长整型： unsigned long    4              0~4294967295

2.2.2 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

整型：用于描述整数,在C 语言中,整型用int 来说明,分为基本型、短整型、
长整型、无符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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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

浮点型

4字节，范围 ±(3.4×10
-38

~ 3.4×10
38 )

有效精度：6~7位

单精度（float ）

双精度（double）

更高精度（long double）

8字节，范围 ±(1.7×10
-308

~ 1.7×10
308

)

有效精度：15~16位

16字节，±(1.1×10
-4932

~ 1.1×10
4932

)

有效精度：18~19位
浮点型存储数据有误差，例如：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float a=12.3,b;

double c;
b=c=12345.678;
printf("a=%f,b=%f,c=%1f\n",a,b,c);

}

运行结果：
a=12.300000,b=12345.677734,c=12345.6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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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

• 字符数据在内存中并不是存储
字符本身，而是存储字符所对
应的ASCII值。其存储形式和整
型数是类似的。也正是这个原
因使C中字符型数据和整型数据
可以混合使用。这样的字符存
储模式，有利于我们对字符数
据进行处理，我们可以用熟悉
的数字运算对ASCII码进行处理
而最终得到字符的运算结果。

⑴ 字符型变量的值可以赋给一个整型变量；
⑵ 字符型变量可以和整数混合运算；
⑶ 整数值可以以字符的形式输出,反之亦然。

例 字符型变量与整数的关系举例。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ch;

int i;

ch='A';

ch=ch+32;

i=ch;

printf("%d is %c\n",ch,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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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行结果：
97 is a
a is 97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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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

• 用关键字void表示, void型的值集为空集,可出现在函数定
义的头部,表示该函数没有返回值.

• 例如 void main()

{  

…

}

空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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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举例

例2.2.1 观察运行下面程序后sum和ave的值
#include  <stdio.h>
main(  )
{
int  a, b, c,sum;   //定义变量a、b、c、sum为整型
float  ave;         //定义变量ave为浮点型
a=3; b=6; c=2;    //分别给整型变量a、b、c赋值3、6、2
sum=a+b+c;      //将变量a的值3、b的值6和c的值2之和11赋给整型变量sum
ave=sum/3;      //将变量sum的值11除以3的商3赋给浮点型变量ave
printf(“%d, %f\n” , sum, ave);  //按指定的格式输出sum和ave的值
} 

运行结果：
sum=11,ave=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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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常量与变量

• 2.3.1 常量

• 2.3.2 变量

• 2.3.3 举例



《C语言程序设计》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ziyulin@xmu.edu.cn                 2013/3/5

2.3.1 常量

字面

(直接)

常量

十进制数：

八进制数：

十六进制数：

符号常量

常

量

字符常量

整型

常量

以非0开始的数，如：220、-560、+369等。

以0开始的数，如：06、0106、0677等。

以0X或0x开始的数：0X123、0xab、 0X4e

浮点型常量
(十进制实数)

一般

形式

指数

形式

由数字、小数点以及必要时的正负号组成。

如：29.56、-56.33、0.056、.056、0.0等。

相当于科学计数法，将形如a×10b的数值
表示成如下形式： aEb   或 aeb

如： 2.956E3、-0.789e8、.792e-6等
。用两个英文单引号限定的一个字符，如：'a' 、'9' 、'Z'等。

占一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存放的是其ASCII码值(一个整数)
另外，还有以“\”开头的转义字符常数，如'\n'。

字符串

常量

用英文双引号限定的一个字符序列，如："Hello world" 、"a"
占用一段连续存储单元，每个字符占一个字节。尾部加字符串
结束标志符'\0' ，如字符串"STUDY"的存储形式 ：

定义格式：

#define  <常量名>  <值常量>

常量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不能被改变的量

const 类型名 常量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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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常量

例2.3.1 编写程序，计算并输出半径为10的球表面积和球体的体积。
#include  <stdio.h>
#define  R   10              //定义符号常量R
#define  PI  3.14159         //定义符号常量PI
main(  )
{ float  s,v;

s= 4*PI*R*R;
v=s*R/3;                  
printf("s=%f  v=%f\n",s,v);

}
运行结果：
s=1256.637085   v=4188.790039

使用符号常量的好处：
①含义清楚。
②在需要改变一个常量时能做到“一改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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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变量

• 2.3.2.1 变量名

• 2.3.2.2 变量的类型

• 2.3.2.3 变量的值

• 2.3.2.4 变量的地址

• 2.3.2.5 变量的定义

• 2.3.2.6 变量的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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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变量名

• 变量名由英文字母、数字0-9、下划线_组成。英文字母区
分大小写，不得使用空格和其他特殊字符，如?和*等

• 变量名的第一个字符不能是数字

• 变量名不能是C语言中的关键字和特定字

• 变量名可以为任意长度，但最好不要超过31个字符

• 变量名应使读者容易明白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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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变量的类型

• 每个变量都存储特定类型的值，因此，每个变量都有确定
的值

• 变量的类型决定了该变量能取何种值、对其能进行何种运
算以及所需要的存储空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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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变量的值

• 变量的值是指变量所表示的数据

• 它是与这个变量相关的存储单元的内容

•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变量的值可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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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 变量的地址

• 在程序运行时，程序中的每个变量都将会拥有一块内存空
间，从而它们都有一个内存地址

• 变量的地址，为存储该变量值的内存空间的首地址

• 在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中，通常不必关心变量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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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 变量的定义

语法格式：
数据类型 变量名1,变量名2,…,变量名n;

或
数据类型 变量名1=初值1,变量名2=初值2,…,变量名n=初值n;

int x=1,y=x-1;

float z=1.0;

char c=‘A’;

double w;

注意:

(1)定义一个变量只是在它的名称和它的值类型之间建立联系。若在定义
它时未初始化，此时该变量的值一般是不确定的，不能用来计算。因此，
在使用变量之前，一定要给该变量赋值。
(2)在C程序中使用变量之前，必须对使用的变量进行声明，使得编译器
能对变量的操作进行类型检查。

声明
（1）定义性声明：比如变量定义，int a=0;
（2）非定义性声明:  extern 数据类型名 变量名；（extern int a;）

extern int a=5;//错误，非定义性声明不能对变量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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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 变量的初始化

数据类型 变量名=表达式；

例如：

int a=6,b=8;

int a,b,c=5;

int a=3,b=3,c=3;

不能写成：int a=b=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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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举例

例2.3.3整型数据的溢出。
#include  <stdio.h>

main( )

{  short int a,b;              //定义短整型变量a和b

long int c;           //定义长整型变量c

a=32767;

b=a+10;

c=3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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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行结果：
a=32767,b=-32759,c=3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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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举例

例2.3.4浮点型数据的存储误差。将一个有效数字超
过7位的实数赋给浮点型变量，然后输出该浮点型
变量。

#include<stdio.h>

main()

{

float a=12.3, b;

double c;

b=12345.678; c=12345.678;

printf("a=%f,b=%f,c=%lf\n",a,b,c);}

运行结果：
a=12.300000,b=12345.677734,c=12345.6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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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运算符和表达式

• 2.4.1 运算符和表达式概述

• 2.4.2 算术运算符和算术表达式

• 2.4.3 类型转换

• 2.4.4 赋值运算和赋值表达式

• 2.4.5 逗号运算符和逗号表达式



《C语言程序设计》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ziyulin@xmu.edu.cn                 2013/3/5

2.4.1 运算符和表达式概述

• 运算符一般要携带若干运算对象，运算对象称为操作数。
根据操作数的个数，运算符可以分为单目运算符、双目运
算符和三目运算符（如x?y:z）。

• 表达式由运算符和相应的操作数以及用于描述运算先后次
序的括号构成。

• 注意：单独的常量、变量和函数调用也是表达式。

• 为了表达式的书写方便（可以少写一些括号），C引进了
运算符优先级和结合方向的概念。

• 运算符的结合方向（结合性）规定了同优先级运算符相遇
时候的运算次序。

• C运算符有两种结合方向：自左向右结合（左结合性），
自右向左结合（右结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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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算术运算符和算术表达式

•单目算术运算符：-（取负），+（取正）
•双目算术运算符：+、-、*、/
•变量的自增++、自减--运算

++i(或i++)相当于i=i+1，而--i(i--)相当于i=i-1;
使用自增和自减运算符注意以下几点：
（1）只能用于变量，不能用于常量或表达式，如5++或
(a+b)++都不合法
（2） ++i和i++的区别：作为表达式参加运算时， ++i先令i加
1然后参加运算，而i++则先让i参加运算，然后再令i加1。

例如：int i=5,j; j=++i;
//i的值先增加1，然后再参与赋值运算，结果：i=6,j=6

再例如：int i=5,j;j=i++;
//i的值先参与赋值运算，然后i的值增加1；结果：i=6,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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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类型转换

操作数的类型转换方式有两种：

• 2.4.3.1  隐式类型转换
– 是指由C编译器按照某种预订的规则进行自动转换。

• 2.4.3.2 显示类型转换
– 是指由编程员在程序中用类型转换运算符明确地指出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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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 隐式类型转换

• 一个双目运算符两边的操作数的类型必须一致，才能进行运算操作，
但C语言允许在一个表达式中的双目运算符两边出现不同数据类型的
操作数。

• 运算时，C编译器会先对其中的一些操作数按约定的规则自动进行类
型转换，使得双目运算符两边的操作数的类型一致，然后进行运算

隐式类型转换的规则：
（1）无条件的隐式类型转换：所有的char型和short型数据在运算前都
必须转换为int型，所有的float型数据都必须转换成double型。即使双
目运算符的两个操作数都是相同类型，也要进行类型转换。
（2）统一类型的隐式类型转换：如果双目运算符两边的操作类型不一

致，则需要将其中类型较低的转换为较高的类型，然后基于同一类型
进行运算。 double float

long

unsigned

int char, short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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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 隐式类型转换

• 例：f为float型变量，则算术表达式’A’+’B’-f求值时，不
同数据类型的转换及运算顺序为：

• （1）进行’A’+’B’的运算：先将’A’和’B’都转换成int型
（无条件转换），得到55和66，然后对这两个int型数据
进行加法运算，结果为int型数据131。

• （2）进行131-f的运算：先将int型的131和float型的f都转
换成double型，然后相减（其中，int到double型的转换是
统一类型转换，float到double型的转换是无条件转换），
得到的结果是double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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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显示类型转换

• 编程员在程序中借助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人为地强制进行类型转换。

• 格式：(类型名)表达式

– (double)t 将变量t的值强制转换成double型

– (int)(x+y) 将表达式x+y的值强制转换成int型

– (int)x%i 只对x的值强制转换为int型，再被i除取余

注意：

（1）从表示范围大的类型强制转换到表示范围小的类型，有时会丢失精
度。例如float a=2.5,b=2，则表达式(int)a*b的值为4，而(int)(a*b)的值
为5。

（2）无论是隐式类型转换，还是显示类型转换，都不会改变被转换的变
量的值，转换得到的结果将存储在临时的存储单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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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赋值运算符和赋值表达式

• 1、简单赋值运算符
例如：a=4，把常量4赋值给变量a。

• 2、复合赋值运算符
x%=10  //等价于x=x%10

x*=x-y  //等价于x=x*(x-y)

x/=x+y  //等价于x=x/(x+y)

x+=y  //等价于x=x+y

• 3、赋值表达式（难以理解，尽量避免使用）
a=b=5和a=(b=5)等价，都先求b=5的值，然后再赋值给a，

a也是5。
a+=a-=a*a，假设a的初值是12，按右结合性，该表达式
求解过程为：先计算a-=a*a的值，相当于a=a-a*a，值为
-132。所以变量a的值为-132。接着再进行a+=-132的运
算，相当于a=a+(-132)，因而最后变量a的值为-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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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赋值运算符和赋值表达式

 4、赋值时的隐式类型转换
如果赋值运算符两边数据类型不一致，则系统先将右边表
达式值的类型自动转换成左边变量的类型，然后再进行赋
值。

转换规则
不管赋值运算符右边的操作数是什么类型（较高或较低），
一律自动转换为赋值运算符左边的变量的类型。

注意：
在不同类型数据之间赋值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例如将一个浮点型数据5.99999赋值给一个整型变量i时，
在转换过程中会舍掉小数部分，仅取整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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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逗号运算符和逗号表达式

• 1、逗号运算符
• 在C语言中，逗号“,”既是一个分隔符，又是一个运算符，

即逗号运算符。它是所有C运算符中优先级别最低的，其
结合性是从左往右。

• 2、逗号表达式
– 语法格式：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3,…,表达式n

– 求解过程：从左往右计算各个表达式的值，并且规定把最后一个
表达式n的值作为整个逗号表达式的值。

– 例如：

逗号表达式“16+5,6+8”的值为14

逗号表达式a=2*3,a*4的值为24



《C语言程序设计》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ziyulin@xmu.edu.cn                 2013/3/5

• 《C语言程序设计（第2版）》

• 清华大学出版社，黄保和，江弋 编著

• 版次：2011年10月第2版

• ISBN:978-7-302-26972-4

• 定价：35元

附件：课程教材 （2012-2013第2学期）



《C语言程序设计》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ziyulin@xmu.edu.cn                 2013/3/5

附件：课程和班级网站 （2012-2013第2学期）

• 课程介绍网站：
http://dblab.xmu.edu.cn/node/124

• 班级网站：
http://dblab.xmu.edu.cn/node/347

http://dblab.xmu.edu.cn/node/347
http://dblab.xmu.edu.cn/node/124
http://dblab.xmu.edu.cn/node/347
http://dblab.xmu.edu.cn/node/347


《C语言程序设计》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ziyulin@xmu.edu.cn                 2013/3/5

附件：课程教师和助教（2012-2013第2学期）

单位：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办公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门大学海韵园
E-mail:ziyulin@xmu.edu.cn

个人主页：http://www.cs.xmu.edu.cn/linziyu

主讲教师：林子雨

单位：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E-mail: 376339705@qq.com

手机：18020761782

助教：刘颖杰



《C语言程序设计》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林子雨 ziyulin@xmu.edu.cn                 2013/3/5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Xiamen University, March 5,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