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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程序设计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专业使用） 

 

课程名称：      C++程序设计          英文名称：   C++ Programming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必修课                   课程编码：      081000            

课程学分：       1（总学分 3）             课程学时：      36（总学时 72）           

开课单位：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教研室         实验室：      信息技术学院实验室    

先修课程：  计算机导论、C 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数据结构、数据库      

实验项目数：          12                   课程负责人：      李新霞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课程主

要讲授了C++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语法，利用C++进行面向过程程序设计及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的方法，详细描述了面向对象的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奠定程序

设计基础。 

二、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方法、继承和多态的体现以及把

握标准C++程序设计的灵魂。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门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学会利用C++语言

解决一般应用问题，同时培养学生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实践性较强的课

程。在学习中通过编程实现各种趣味性问题以提高专业学习的自信、兴趣和自觉性，并感

悟程序设计者的严谨的态度。结合研究型教学、自主性学习，了解程序设计的最新发展动

态，以树立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 

（一）知识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分为3个阶段：  

1、文法阶段，重点是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规范、文法； 

2、设计阶段，重点培养学生的运用循环、函数、数据类型进行设计的能力； 

3、分析阶段，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必要时，定期以“每周

一题”的形式，要求学生组织讨论小组配合课堂教学。 

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C++的语法及使用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二）实践技能目标 

培养基本的、良好的程序设计技能，编制高效可靠的程序。 

（三）素质教育目标 

1、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学会科学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2、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 

3、培养学生求真务实、讲求时效和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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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打下基础。 

三  学情分析 

本课程在第2学期开设，其先修课程为《计算机导论》、《C程序设计》，主要讲解了计算

机软硬件的构成、计算机的基本操作以及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为学习C++程序设计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在本课程的上课过程中，将会重点讲解利用C++语言进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的方法，进而引入讲解C++的异常工具、命名空间等。后续课程主要有《数据结构》、《数据

库原理与应用》、《软件工程》等，本课程的学习为日后其它的专业课程学习提供了良好的

编程思想和设计开发基础。 

四、实验项目、内容与学时分配 

本实验课程根据数据结构的理论课教学内容，要求学生各自独立完成，完成以下实验项

目。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称 

学

时 
内容提要 

实验类型 

演
示
性 

验
证
性 

综
合
性 

设
计
性 

研
究
性 

1 

Visual 

C++集成编

程环境使

用、函数

定义与调

用 

3 

[实验目的] 

1、 熟悉 Visual C++6.0开发平台和程序开发步骤 

2、 了解程序与算法 

3、 掌握过程化程序设计的方法 

[实验内容] 

1、使用 Visual C++6.0集成开发环境。 

2、求 2个或 3个正整数中的最大数，用带有默认参数

的函数实现。 

3、对 3 个变量按由小到大顺序排列，要求使用变量的

引用。 

4、编写一个程序，用同一个函数名对 n 个数据进行从

小到大排序，数据类型可以是整型、单精度型、双精度

型。用重载函数实现。 

   √  

2 
定义一个

简单的类 
3 

[实验目的] 

1、 熟悉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方法 

2、 掌握类和对象的概念、定义和使用方法 

3、 掌握成员函数的实现与调用方法 

[实验内容] 

1、 定义一个日期类，数据成员包括：年、月、日，成

员函数包括：输入日期、输出日期，写一个主函数对类

进行测试。 

2、 需要求 3个长方柱的体积，请编写一个基于对象的

程序，数据成员包括：长、宽、高，要求用成员函数实

现以下功能：（1）由键盘分别输入 3 个长方柱的长、

宽、高；（2）计算长方柱的体积；（3）输出 3个长方柱

的体积。请编写程序，上机调试并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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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造函数和

析构函数的

定义及使用 

3 

[实验目的] 

1、 掌握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定义与使用 

2、 熟悉对象数组的定义 

[实验内容] 

1、 在实验一的基础上，增加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2、 建立一个对象数组，内放 5个学生的数据（学号、

成绩），用指针指向数组首元素，输出第 1、3、5 个学

生的数据。设立一个函数 max，用指向对象的指针作函

数参数，在 max函数中找出 5个学生中成绩最高者，并

输出其学号。 

   √  

4 
静态成员的

使用 
3 

[实验目的] 

1、 熟悉对象的动态建立和释放 

2、 了解静态成员和友元的使用 

3、 了解类模板的定义 

[实验内容] 

1、 将实验一中的输出日期函数声明为友元函数，在主

函数中调用测试。 

2、 商品销售某一商品，商店每天公布统一的折扣，同

时允许销售人员在销售时灵活掌握售价，在此基础上，

对一次购 10件以上者，还可以享受 9.8折优惠。编写

程序，计算出当日此商品的总销售款 sum，以及每件商

品的平均售价。要求用静态数据成员和静态成员函数。 

   √  

5 
单目、二目

运算符重载 
3 

[实验目的] 

1、 掌握运算符重载的规则 

2、 掌握双目运算符、单目运算符重载的方法 

3、 了解用成员函数和友元函数重载运算符的区别 

[实验内容] 

1、 定义一个复数类 Complex，重载运算符“+”、“-”、

“*”、“/”，使之能用于复数的加、减、乘、除，重

载为成员函数和友元函数，编程实现。 

2、 有两个矩阵 a和 b，均为 2 行 3列，求两个矩阵之

和。重载运算符“+”，使之能用于矩阵相加。 

   √  

6 
<<、>>的重

载 
3 

[实验目的] 

1、 掌握流插入运算符和流提取运算符重载的方法 

2、 了解不同类型数据间的转换 

[实验内容] 

1、 在实验五第 2题基础上，重载流插入运算符“<<”

和流提取运算符“>>”，使之能用于该矩阵的输入和输

出。 

2、 定义一个 Teacher类和一个 Student类的，二者有

一部分数据是相同，编写程序，将一个 Student对象转

换为 Teacher类，只将相同的数据成员移植过去。 

   √  

7 单继承 3 
[实验目的] 

1、 掌握派生类的定义和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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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三种不同派生方式的特点 

[实验内容] 

1、编写一个学生和教师数据输入和显示程序。设学生

数据有编号、姓名、班号和成绩，教师数据有编号、姓

名、职称和部门。要求： 

(1)将编号、姓名的输入和显示设计成一个类 person，

并作为学生数据操作类 student 和教师数据操作类

teacher 的基类。 

(2)学生数据中的班号、成绩的输入和显示在 student

类中实现，教师数据中的职称和部门的输入和显示在

teacher 类中实现。 

1. 2、定义直角坐标系上的一个点类（Point）作为

基类，派生出描述一条直线的类（Line）（提示：两

点坐标确定一直线），再派生出三角形类

（Triangle）（提示：三点坐标确定一个三角形）。要

求成员函数能求出两点间的距离，三角形的周长和面

积等。 

8 多重继承 3 

[实验目的] 

1、 了解多重继承的特点 

2、 了解虚基类的定义方式 

[实验内容] 

1、 分别定义 Teahcr（教师）类和 Cadre（干部）类，

采 用 多 重 继 承 方 式 由 这 两 个 类 派 生 出 新 类

Teacher_Cadre（教师兼干部）类，要求： 

① 在两个基类中都包含姓名、年龄、性别、地址、电

话等数据成员。 

② 在 Teacher类中还包含数据成员 title（职称），在

Cadre 类中还包含数据成员 post（职务），在

Teacher_Cadre类中还包含数据成员 wages（工资）。 

③ 对两个基类中的姓名、年龄、性别、地址、电话等

数据成员用相同的名字，在引用这些数据成员时，指定

作用域。 

④ 在类体中声明成员函数，在类外定义成员函数。 

⑤ 在派生类 Teachr_Cadre 的成员函数 show 中调用

Teacher 类中的 display函数，输出姓名、年龄、性别、

职称、地址、电话，然后再用 cout语句输出职务和工

资。 

   √  

9 
虚函数和抽

象类 
3 

[实验目的] 

1、 掌握虚函数的定义 

2、 熟悉多态性在继承体系中的实现 

3、 了解抽象类的使用 

[实验内容] 

1、 定义 Point（点）类，由 Point 类派生出 Circle

（圆）类，再由 Circle类派生出 Cylinder（圆柱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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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用工程实现。 

2、将 Shape 基类定义为抽象类，其成员函数

GetArea()为虚函数，由 Shape 类派生出 Circle 类

（圆）和 Rectangle 类（矩形），并由 Rectangle

类派生出 Square 类（正方形），它们都利用

GetArea()函数计算图形面积，根据下列调用语

句，分别写出各个类的定义，并且成功地调试运行

程序。（用工程 prog2 存放） 

1. Shape *s[5]; 

    s[0]=new Circle(2); 

    s[1]=new Circle(3); 

    s[2]=new Rectangle(3,4); 

    s[3]=new Rectangle(4,5); 

    s[4]=new Squar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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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t<<s[i]->GetArea()<<endl; 

10 
标准输入输

出流 
3 

[实验目的] 

1、 掌握 C++标准输入流和标准输出流的使用 

2、 了解常用的输入流及输出流成员函数的定义 

[实验内容] 

1、 从键盘输入一批数值，要求保留 3位小数，在输出

时上下行小数点对齐。 

输入三角形的三边 a,b,c，构成三角形的条件是：

a+b>c,b+c>a,c+a>b，编写程序，输入 a,b,c，检查是否

满足以上条件，如不满足，用 cerr 输出有关出错信息。 

   √  

11 
文件输入输

出 
3 

[实验目的] 

1、 掌握文件流类和文件流对象的定义 

2、 掌握 ASCII文件的打开、关闭与读写操作 

3、 了解二进制文件的操作 

[实验内容] 

1、学生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数学成绩、

英语成绩和语文成绩，要求： 

(1) 从键盘输入 10 个学生记录的信息并保存到文

件“student.txt”中，每个学生记录占一行，各

项数据中间用逗号隔开； 

(2) 建立一个学生类 Student，依次读取文件中每

条记录的值并赋给学生对象的各属性，同时计算

出平均成绩显示到屏幕上，在输出字符串时左对

齐，输出数值时右对齐。 

   √  

12 异常处理 3 

[实验目的] 

1、 了解异常处理的三步骤 

2、 熟悉命名空间的使用 

[实验内容] 

1、 求一元二次方程式 ax
2
+bx+c=0 的实根，如果方程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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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方法及手段 

授课过程中，以学生自我动手操作为主，教师指导为辅，采用启发式、目标导向式教学

方法，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规范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自主获取知识及

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通过对调试程序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讨论，培养学生质疑、反

思与创新精神。 

六、评价考核及反思改进方法 

采用上机情况、程序质量、实验报告相结合的形式，满分为 100分。 

1．上机情况（30%） 

包括出勤情况、调试表现。 

2．程序质量（50%） 

3．课程设计报告（20%） 

学生：及时自我评价，分析算法是否正确，对实验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能反思讨论，总

结经验，接受教师个性化辅导，提高学习效果，并树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学习理

念。 

教师：通过不断访谈、问卷调查，结合教学督导、校院二级领导、同行听课反馈及学

生网上评教情况，及时反思教学，不断改进。 

七、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教材   

《C++程序设计（第2版）》 谭浩强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第2版 

《C++程序设计题解与上机指导（第2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2. 参考资源 

（1）电子资源： 

①《C++程序设计》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慕课 

http://e.njucm.edu.cn/eol/homepage/common/ 

②C++学习文件服务器 

ftp://10.120.58.160 

③南京中医药大学电子图书馆――中国知网（期刊）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有实根，则输出有关警告信息。 

2、 学校的人事部门保存了有关学生的部分数据（学

号、姓名、年龄、住址），教务部门也保存了学生的

另外一些数据（学号、姓名、性别、成绩），两个部

门分别编写了本部门的学生数据管理程序，其中都

用了 Student作为类名。现在要求在全校的学生数

据管理程序中调用这两个部门的学生数据，分别输

出两种内容的学生数据。要求用 ANSI C++编程，使

用命名空间。 

ftp://10.120.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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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书目： 

①《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3rd ed， Bjarne Stroustrup， Addison-

Welsey Publishing Company，1999 

②《C++程序设计教程（第4版）》，H.M.Deitel P.J. Deitel，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③《C++程序设计教程（第二版）》，钱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④《Visual C++程序设计》，张岳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