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使用C语言编写及实现程序

【摘要】c语言是一种通用的程序设计语

言。它包含了紧凑的表达式、丰富的运算符

集合、现代控制流以及数据结构等四个部

分。C语言功能丰富，表达能力强，使用起

来灵活方便；它应用面广，可移植性强，同时

具有高级语言和低级语言的优点，因此，在

工程计算及应用程序开发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众所周知，对于c语言的初学者来

说，最佳途径是编写程序，本文通过对一个

典型实例的分析和讲解，来帮助读者掌握这

门语言。

【关键词】C语言 程序设计语言 编写

程序

c语言于1972--1973年间，诞生于美

国的贝尔实验室，是一种通用、灵活、结构

化、标准化、使用普遍的程序设计语言，是计

算机及相近专业的一门重要必修课程。学

习c语言，一定要多读程序，多动手编写程

序。编写和运行程序，有一定的步骤。下面

利用TC20编辑环境，举例说明C程序的编

写及实现过程。

一、编写程序

用C语言编写程序的过程可分为三

步：分析问题、设计算法及实现程序。

第一步：分析问题(Question)。即明确

问题，明确有哪些输入数据，要得到哪些处

理结果，同时给出问题的数据分析(即输入

量、中间量、输出量)。

第二步：设计算法(Algorithm)。即寻

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先找到一种方法，再考

虑其它方法，并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法。算法

通过自然语言及流程图描述，一般意义上

讲可分输入、处理、输出三个步骤。

第三步：实现程序(Program)。将数据

分析(第一步结果)转化成程序的说明部

分，将算法分析(第二步结果)转化成程序

的执行部分，同时加上必要的辅助成份(主

要是注释语句与交互信息的实现语句)，完

成程序的编码。

例如：编写程序，打印如图1所示的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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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编写程序，分三步走：

第一步：分析问题：题目要求输出规定

格式的杨辉三角形。观察此三角形，是一个

不规则矩阵，故可用数组来描述。为了使问

题简化，町使三角形变形为规则的矩阵，如

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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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这时，我们可以看出，此矩阵的组成规

则：包含5行5列，并且左上角与右下角对

角线上边的元素全为0，我们可以采用二维

整型数组a[5][5]来描述该矩阵。利用整

型变量i，j来描述行列坐标，即二维数组的

下标。利用整型变量k来描述图l中每行

第一个元素前的空格。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输入量：i，j，a[5]

[5]为int型

中间量：k为int型

第二步：设计算法：从图2可以看出，当

列坐标为l或列行坐标相等时，数组元素的

值为1，当列坐标大于行坐标时，数组元素

的值为0，其余各数组元素的值为该元素的

上一行的同列及前一列元素的值之和，即a

[i][j]=a[i—1][j]+a[i—1][j—1]。

通过分析有如下算法(采用自然语言

描述)：

算法一：1．将矩阵中每一行第一个元素

赋初值1。

2．利用两层for循环及公式a[i][j]=

a[i—1][j]+a[i—1][j—1]给其余各数组

元素赋值。

3．利用两层for循环，插入适当空格，输

出符合要求的杨辉三角形。

算法二：1．将数组a[5][5]中各元素的

值初始化为0。

2．在两层for循环中，利用if条件语句，

将矩阵的第一列及左上角与右下角对角线

上的元素的值赋为l，其余情况下，利用公

式a[i][j]=a[i一1][j]+a[i—1][j—1]

给数组元素赋值，并利用for循环，插入适当

空格，输出符合要求的杨辉三角形。

第三步：实现程序：

1．如果采用算法一，则编写的源程序

如下

main0

{int i．J。k，a[5][5】={If}，11}，{1}，{l}，{1}}：

printf(。shu ehu yang hui s∞jiao xing：＼n”)：

for(i=l：i(5：i十+)

for(j=l：j(-i：j++)

afi】[j】=a[卜1][j】+a[i-1][j-1】；

for(i=O；i<5：i++)

l for(k=0；k<10-i：k++)printf(“。)：

for(j=o；j<5：j++)

if(a[i][j】!=o)printf(。杞d”。a[i】[j】)：

printf(。Xn”)：

1

)

2．如果采用算法二，则编写的源程序

如下

main0

f static int e[S】[5】；

int i．j。k：

printf(。shu chu yaIlg hui s∞jiao xing：、Il”)：

for(i司：i<5：i++)

{for(k=0；k<10-i；k¨)printf(。。)；

for(j=O：j<=i；j++)

{“((j=：0)II(J=i))

8【i儿j】=1：

else a[i][j]_a[i一1】[j3+a[i-1][j-1]：

printf(“”)：

printf(“射”。a[i]【j】)：

}

prfntf(。＼n。)：

if(j>=5)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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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程序的实现

c程序在计算机上的实现与其它高级

语言程序的实现一样，一般要经过编辑、编

译、连接、运行四个步骤。如图3所示：

固+图+曰一团+田一图·团
由 卤

图3

1．编辑

编辑是将c语言的源程序输入到计算

机，并以文本文件的形式存储在磁盘上，源

程序文件的扩展名为．C。编辑可以用任何

文字处理软件完成，一般用编译器自己本

身集成的编辑器进行编辑。

2．编译、连接

C程序的实现必须经过编译程序对源

程序进行编译，生成目标代码程序。目标代

码程序的扩展名为．OBJ。目标代码程序机

器可以识别，但还不能直接执行，还需要将

目标代码程序与库文件进行连接处理，生

成可执行文件，可执行文件的扩展名为。

EXE。当编译出错或连接出错时，系统给出

提示信息，需返回到编辑步骤，修改源程序，

再重新进行编译连接。

3．运行

运行连接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可通过

编译系统下的运行功能，也可像执行DOS

的外部命令一样，输入可执行文件名运行。

程序运行后，一般在屏幕上显示运行结果。

根据运行结果可以判断程序是否还有算法

方面的错误。在TC 20编程环境下，按ALT

+E显示用户屏幕，查看运行结果。编译时

产生的错误是语法错误，运行时出现的错

误是逻辑错误。出现逻辑错误时需要修改

算法、重新编辑、编译、运行程序。

如图1所示的杨辉三角形的C程序，在

Tc 20编译系统下的实现过程如下：

(1)运行te．exe文件，打开TC20编辑

器，如图4所示：

(2)按ALT+F，选NEW项，进入编辑

新文件状态，输入已编写好的源程序，如图

5、图6所示。(若选Load项或Pick项，进

入打开已存在文件的编辑状态)

图6编写源程序

(3)源程序输入完毕后，按F，或ALT+

F选Save项进行原名保存，按ALT+F选

write to项进行换名保存，换名保存时，在文

本框内输入盘符、路径及新文件名保存，文

件即存入指定位置，文件扩展名为．C。如

图7、图8所示：

图7原名保存

图8换名保存

(4)按Fq或Ctrl+c进行编译连接，如

有错误，返回(2)进行编辑修改，重新存盘，

编译连接，直到出现“Warning 0 0；Er-

rolr$0 0．”为至。如图9所示：

图9编译、连接程序

(5)按ALT+R或Ctrl+F9运行生成的

可执行文件。按ALT+F，查看用户屏幕，如

图10所示。若运行结果错，则重新编辑、编

译、连接、运行，直至输出结果正确。

图lO用户屏幕

至此，一个C语言程序的编写与运行

就完成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要编写一个程序，需要经过三个步骤：分析

问题、设计算法及实现程序。运行一个程

序，在Tc20编辑环境下，也需要经过三个

步骤：编辑、编译连接、运行。

以上仅是我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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