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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算法 find find_if count count_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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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算法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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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算法 for_each fill fill_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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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算法 copy copy_if copy_n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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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算法概述 
顺序容器中定义的操作: 添加、删除、访问首尾元素等等。 
对于查找、替换、删除特定的元素、重排元素等大多没有通过成员函数实现，而是定义了一组“泛型算法” 
标准库定义了超过100种算法，大多数算法在<algorithm>中，数值算法在<numeric>中。 
 
迭代器令算法不依赖于容器，但算法依赖于元素类型的操作。（如：find要求元素有==运算） 

算法不会执行容器的操作，只是运行于迭代器之上。算法不会改变底层容器的大小，有可能改变元素的值，
有可能在容器内移动元素，但不会直接添加或删除元素。 
 
beg,end: 迭代器范围        beg2,end2: 第2个输入序列迭代器(end2有可能没有)                  dest: 目的序列迭代器  
unaryPred,binaryPred: 一元、二元条件(返回真假)       comp: 二元比较       unaryOp,binaryOp: 一元、二元操作 
 
迭代器适配器: 插入迭代器（back_inserter，front_inserter，inserter） #include <iterator> 
 
输入迭代器：只读，不写；单遍扫描；只能递增 
输出迭代器：只写，不读；单遍扫描；只能递增 
前向迭代器：可读写；多遍扫描；只能递增 
双向迭代器：可读写；多遍扫描；可递增递减 
随机访问迭代器：可读写；多遍扫描；支持全部迭代器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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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算法 排序 

排序算法：需要随机访问迭代器。所以：list，forward_list不能用该算法。通过成员函数实现。 
快排、堆排序属于不稳定排序，归并排序是稳定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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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算法 二分搜索 
二分搜索要求已序序列，要求至少是前向迭代器(如forward_list)，但是提供随机访问迭代器会提升很多的性能。 
 
无论前向还是随机访问迭代器，都是logN次的比较操作，但是前向迭代器就要消耗线性时间来操作迭代器移
动到要比较的元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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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算法 remove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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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特定容器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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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练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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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关联容器set/multis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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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关联容器set/multi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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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关联容器set/multis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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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关联容器map/multi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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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练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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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无序容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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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无序容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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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无序容器(3) 



互联网新技术在线教育领航者 21 

C语言文件操作 
文件打开 fopen FILE* fopen(char const* FileName, char const* Mode ); 

文件关闭 fclose int fclose(FILE *fp)； 

读一个字符 fgetc int fgetc(FILE *fp); 

写一个字符 fputc int fputc(int ch,FILE *fp); 

读一个字符串 fgets char *fgets(char *str,int n,FILE *fp); 

写一个字符串 fputs int fputs(char *str,FILE *fp); 

读格式化数据 fscanf int fscanf(FILE *fp, char *format, arg_list)); 

写格式化数据 fprintf int fprintf(FILE *fp,char *format,arg_list); 

二进制读 fread int fread(void *buffer,unsigned size,unsigned count,FILE *fp); 

二进制写 fwrite int fwrite(void *buffer,unsigned size,unsigned count,FILE *fp); 

判断文件尾 feof int feof(FILE *fp); 

文件指针的当前位置 ftell long ftell(FILE *fp); 

随机定位文件指针 fseek int fseek(FILE *fp, long offset, int base); 

检测错误 ferror int ferror(FILE *fp); 

清除错误 clearerr void clearerr(FILE *fp); 

定位到文件头 rewind void rewind(FILE *fp); 

文件打开方式： 
r 只读(文件不存在则失败) 
w只写(文件存在则先清空，文
件不存在则创建) 
a 追加只写(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r+读写(文件不存在则失败) 
w+读写(文件存在则先清空，
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a+读写(文件存在追加数据，
不存在则创建) 
 
上面是以文本文件方式打开； 
加b则以二进制格式打开
(rb,wb,ab,rb+,wb+,ab+)。 
 
定位： 
SEEK_SET： 文件开头(0)，
SEEK_CUR： 当前位置(1)，
SEEK_END： 文件结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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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F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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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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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trea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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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tre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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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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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 

输出设备或磁盘文件，通常读写速度要比内存慢非常多，假如每次写操作都要直接操作文件，对系统性
能会有严重影响，通常会开辟一块内存作为输出缓冲区(buffer)，写操作只是写到缓冲区中，等多次或
者需要时将缓冲区数据真正写入文件中。如此，来解决高速设备和低速设备的匹配。 
 
缓冲机制：操作系统可以将程序的多个输出操作合并成一个系统级写操作，从而大幅度提升性能。 
 
缓冲刷新：数据真正写到输出设备或文件。刷新原因： 
1. 程序正常结束，缓冲刷新； 
2. 缓冲区满，刷新缓冲，后续新数据才能写入缓冲区； 
3. 使用操作符如endl来显示刷新缓冲区； cout << “hi”<<endl; cout<<“hi”<<flush; cout<<“hi”<<ends; 
4. 使用操作符unitbuf设置流状态；cout<<unitbuf; 此后所有cout操作都立即刷新; cout<<nounitbuf;此后

的cout操作恢复原样，回到正常的缓冲方式。 
5. 一个输出流可被关联到另一个流。当读写被关联的流时，该流缓冲区刷新。默认情况下，cin和cerr

都关联到cout. 因此读cin和写cerr都会导致cout的缓冲区刷新。 
 

注意：程序崩溃，输出缓冲区不会被刷新。(调试程序时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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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文本查询程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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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文本查询程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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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文本查询程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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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文本查询程序(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