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任务导引———单词考试程序

外语课上,老师布置了一个小作业,要求每个同学根据10个单词的中文意思,写出对应的

英文单词翻译。可是由于同学太多,老师不能在课堂上检查所有同学的成绩。聪明的王同学帮

老师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计算机做一个“单词测验程序”,由计算机分别给出每一个单词

的中文提示,同学们只需要用键盘敲出对应的英文单词并用空格间隔,每个同学的分数就可以

显示在屏幕上了。
可是问题来了,由于每个同学的输入习惯不同,有的同学输入的单词是大写的,有的同学输

入的单词是小写的,有的同学喜欢在输入的单词后边添加一个空格,还有的同学喜欢一次把10
个答案都输入在一行里,最后按回车。对于计算机这种只能按照约定的指令来执行的做法,显
然,处理同学们的各种输入方式是“单词测验程序”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王陷入了思考……如图4-1所示。

图4-1 令小王头疼的单词考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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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任务分析

由于这个10个题目中,每道题的答案都由同学直接输入在屏幕上,因此我们可以接收同学

的输入后把它们用字符串保存起来。对于那些不太“合理”的输入,我们可以利用C#类库中对

字符串的处理方法来对它们进行修改,得到一个统一的格式;然后和事先保存在程序中的答案

进行比较,得出对或错的结论;最后统计出所有问题的总分数,即可实现“单词考试系统”的预定

功能。

4.3 技术准备

几乎任何一个项目都离不开对字符串的处理,在C和C++编程中,许多程序的漏洞都是

由于字符串缓冲区溢出而造成的。为了避免在C#程序中出现类似的问题,同时也为了使用更

方便,C#中专门设置了两个字符串处理类:String类和StringBuilder类。
字符串是C#里常用的一个引用型数据类型。它直接从 Object类继承而来,在通用类型

系统里对应的是System.String类。System.String类是一个功能强大且用途广泛的基类,它
提供了很多方法,用于进行字符串的处理。

4.3.1 字符串的声明和创建

声明String类时可以用String,也可以用string。例如:
stringstr1="Thisisastring.";

也可以写为:
StringmyString="Thisisastring.";

String类表示的是一系列不可变的字符。说其实例是“不可变的”,是因为无法直接修改给

该字符串分配的堆中的字符串,比如在myString的后面接上另一个字符串:
myString+="andanotherstring.";

其实际操作并不是在原来myString所占内存空间的后面直接附加上第二个字符串,而是

返回一个新String实例,即重新为新字符串分配内存空间。显然,如果这种操作非常多,对内

存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使用System.Text.StringBuilder类。本节我们只介绍String类,

下一节再介绍StringBuilder类的用法。
在C#中,语句:
stringstr="C:\\test\\first.cs";

也可以表示为:
stringstr=@"C:\test\first.cs";

字符串前面的@表示字符串内容原样输出,不使用转义。比较两种表示形式可以看出,前
边加上@符号的表示形式要比使用转义符的表示形式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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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得到string中的某个字符,可以使用类似下面的办法:
stringmyString="sometext";

charchFirst=myString[2]; //结果为m

需要注意的是,string是Unicode字符串,即每个英文字母占两个字节,每个汉字也是两个

字节。在计算字符串长度时,每个英文字母的长度为1,每个汉字的长度也是1。
例如:
stringstr="ab张三cde";

Console.WriteLine(str.Length);   //输出结果:7

4.3.2 字符串的表示格式

可以使用Format方法将字符串表示为规定格式。规定格式的一般形式为:
{N[,M][:格式码]}

其中,
[]:其中的内容为可选项。

N:从零开始的整数,表示第几个参数。

M:可选整数,表示最小宽度。若该参数的长度小于 M,就用空格填充;如果 M 为负,则左

对齐;如果 M为正,则右对齐;如果未指定 M,则默认为零。
格式码:可选的格式化代码字符串。
表4-1列出了部分格式示例。
表4-1 部分格式码

格式码 含义 示例:(inti=10;doublex=10.5;) 结果

C 将数字按照金额形式输出
Console.WriteLine("{0:C}",i); 10.00

Console.WriteLine("{0:C}",x); 10.50

D 输出整数
Console.WriteLine("{0:D}",i); 10

Console.WriteLine("{0:D5}",i); 00010

F 小数点后位数固定
Console.WriteLine("{0:F}",i); 10.00

Console.WriteLine("{0:F4}",x); 10.5000

  使用格式时必须用“{”和“}”将格式与其他字符分开。
注意:格式化表示形式中有两个特殊的用法:如果恰好在格式中也要使用大括号,可以用连

续的两个大括号表示一个大括号;如果希望格式中的字符或字符串包含与格式符相同的字符,
但又希望让其原样显示时,可以用单引号将其引起来。

有时可能需要输出一些特殊格式的数字,比如在某些位置使用指定的占位符等,这时需要

使用特殊的表示方法。常用的占位符有:
(1)0占位符。如果数字位数不够指定的占位符位数,则左边补0至占位符位数。例如,数

字123按照“00000”的格式输出结果为00123;如果数字位数超过指定的占位符位数,则原样输

出。例如,12345按照“000”的格式输出结果为12345;如果小数部分的位数超出指定的占位符位

数,则多余的部分四舍五入。例如,123.64按照“0000”的格式输出结果为0124,按照“0000.0”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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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为0123.6,按照“0000.000”的格式输出结果为0123.640。可见,0占位符一般用于输出

固定位数的数字。
(2)#占位符。对整数部分,去掉数字左边的无效0;对小数部分,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后,

再去掉右边的无效0。例如,数字0123按照“#####”的格式输出结果为123,按照“##”的格

式输出结果仍为123;123.64按照“####”的格式输出结果为124,按照“####.#”格式输

出结果为123.6,按照“###.###”的格式输出结果为123.64;123.04按照“###.#”的格

式输出结果为123。注意,如果这个数就是0,而又不想让它显示的时候,#占位符很有用。例如,

0按照“#####”的格式什么都不会输出。
下面举例说明格式化字符串的用法。
(1)在ToString中使用d格式。

inti=12345;

//i.ToString("d")表示将i按照实际整数宽度转换为字符串

stringstr=i.ToString("d");

Console.WriteLine(str); //结果12345
//i.ToString("d8")表示将i转换为字符串,宽度为8位,不够8位左边用0填充

stringstr1=i.ToString("d8");

Console.WriteLine(str1); //结果00012345

(2)在string.Format中使用d格式。

inti=123;

doublej=123.45;

//{0,7:d}表示第0个参数,宽度7位,不够7位左边用空格填充,d表示十进制整数

strings1=string.Format("thevalueis{0,7:d}",i);

Console.WriteLine(s1); //结果thevalueis123
//{0,7:f3}表示第0个参数,总宽度7位,其中小数部分占3位,不够7位左边填空格

//f表示浮点数

strings2=string.Format("thevalueis{0,7:f3}",j);

Console.WriteLine(s2);  //结果thevalueis123.450

(3)在ToString中使用f格式。

doublei=12345.6789;

//f2表示浮点数小数部分为2位,多余部分四舍五入,不够2位时右边补零

stringstr=i.ToString("f2");

Console.WriteLine(str); //结果12345.68

stringstr1=i.ToString("f6");

Console.WriteLine(str1); //结果12345.678900

(4)在ToString中使用n格式。

doublei=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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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表示整数部分从小数点向左每3位用逗号分隔开,小数部分2位,多余部分四舍五入

stringstr=i.ToString("n");

Console.WriteLine(str); //结果12,345.68
//n4表示整数部分从小数点向左每3位用逗号分隔开,小数部分4位,多余部分四舍五入

stringstr1=i.ToString("n4");

Console.WriteLine(str1); //结果12,345.6789

(5)在ToString中使用p格式。

doublei=0.126;
//p表示百分数形式

strings=string.Format("thevalueis{0:p}",i);

Console.WriteLine(s);  //结果thevalueis12.60%
stringstr=i.ToString("p");

Console.WriteLine(str); //结果12.60%

(6)日期与时间的格式化表示。

DateTimedt=newDateTime(2006,5,25);
//yy表示年占两位,M表示月占1位,超出1位按实际位数

//d表示日占1位,超出1位按实际位数

stringstr=dt.ToString("yy.M.d");

Console.WriteLine(str); //结果06.5.25
//yyyy表示年占4位,M表示月占1位,超出1位按实际位数,其他按原字符输出

stringstr1=dt.ToString("yyyy年M月");

Console.WriteLine(str1); //结果2006年5月

(7)指定位数和对齐方式。

inti=123;

doublej=123.45;
//{0,-7}表示第0个参数左对齐,占7位,不够7位右边补空格。
//{1,7}表示第1个参数右对齐,占7位,不够7位左边补空格。

strings=string.Format("i:{0,-7},j:{1,7}",i,j);

Console.WriteLine(s);  //结果i:123,j:123.45

(8)使用占位符表示。

inti=00012;

stringstr=string.Format("{0:###,###.00}",i);

Console.WriteLine(str); //结果12.00
i=0;

str=string.Format("{0:###}",i);

Console.WriteLine(str); //结果什么都不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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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常用字符串操作方法

使用字符串类型是非常容易的。在String类的定义中包含很多方法,可以完成一些常见

的任务,只要简单加以选择利用就可以了。String类的常用方法如表4-2所示。
表4-2 String类的常用方法

属性/方法 说明

Compare() 比较字符串的内容,考虑文化背景(区域),确定某些字符是否相等

CompareOrdinal() 与Compare()方法,但不考虑文化背景(区域)

Concat() 把多个字符串实例合并为一个实例

CopyTo() 把特定数量的字符从选定的下标复制到数组的一个全新实例中

Format() 格式化包含各种值的字符串和如何格式化每个值的说明符

IndexOf() 定位字符串中第一次出现某个给定子字符串或字符的位置

IndexOfAny() 定位字符串中第一次出现某个字符或一组字符的位置

Insert() 把个字符串实例插入另一个字符串实例的指定索引处

Join() 合并字符串数组,建立一个新字符串

padLeft() 在字符串的开头,通过添加指定的重复字符填充字符串

PadRight() 在字符串的结尾,通过添加指定的重复字符填充字符串

Replace() 用另一个字符或子字符串替换字符串中给定的字符或子字符串

Split() 在出现给定字符串的地方,把字符串一个子字符串数组

Substring() 在字符串中获取给定位置的子字符串

ToLower() 把字符串转换为小写形式

ToUpper() 把字符串转换为大写形式

Trim() 删除首尾的空白

  下面举例说明一些常用的方法。

1.生成字符串

stringstr1="thisisastring.";

stringstr2=str1;

stringstr3=newstring('a ' ,4);

Console.WriteLine(str3); //结果为aaaa

2.比较两个字符串

可以用string.Compare(stringstrA,stringstrB)比较两个字符串大小,它返回三种可能的结果:
(1)如果strA大于strB,结果为1。
(2)如果strA等于strB,结果为0。
(3)如果strA小于strB,结果为-1。
而string.Compare(stringstrA,stringstrB,boolignoreCase)在比较两个字符串大小时还

可以决定是否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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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前面生成的字符串:

Console.WriteLine(string.Compare(str1,str2)); //结果为0
Console.WriteLine(string.Compare(str1,str3)); //结果为1
Console.WriteLine(string.Compare(str3,str1)); //结果为-1

也可以用Equals(stringa,stringb)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或者直接使用“==”比较

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例如:

Console.WriteLine(string.Equals(str1,str2)); //结果为True

Console.WriteLine(str1==str2);      //结果为True

3.查找指定字符串在字符串中出现的位置

利用IndexOf(stringstr)可以求str在字符串中首次出现的位置。
利用LastIndexOf(stringstr)可以求str在字符串中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
例如,对前面生成的字符串:

Console.WriteLine(str1.IndexOf("is")); //结果为2(注意序号从0开始)

Console.WriteLine(str1.LastIndexOf("is")); //结果为5

4.在一个字符串的指定位置插入指定的字符串

利用Insert(intstartIndex,stringstr)可以在startIndex处插入字符串str。
例如,对前面生成的字符串:

Console.WriteLine(str1.Insert(2,"abc")); //结果为thabcisisastring.

5.从字符串中删除指定数量的字符

利用Remove(intstartIndex,intcount)可以删除从startIndex开始的count个字符。
例如,对前面生成的字符串:

Console.WriteLine(str1.Remove(1,2)); //结果为tsisastring.

6.字符串替换

利用Replace(stringoldStr,stringnewStr)可以将字符串中所有的oldStr替换为newStr。
例如,对前面生成的字符串:

Console.WriteLine(str1.Replace("is","xy")); //结果为thxyxyastring.

7.分离字符串

利用Split(char[]separator)可以将字符串按照指定的字符进行分离。
例如,对前面生成的字符串:

string[]str=str1.Split(' ' );

for(inti=0;i<str.Lengt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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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WriteLine(str[i]);
}

输出结果:
this

is

a

string.

8.把字符串中的字符复制到一个字符数组中

利用ToCharArray可以将字符串转换为字符数组。
例如,对前面生成的字符串:

char[]charArray=newchar[20];

charArray=str1.ToCharArray();

9.字符串中字母的大小写转换

利用ToUpper可以将字符串的所有英文字母转换为大写,利用ToLower可以将字符串的

所有英文字母转换为小写。
例如,对前面生成的字符串:

Console.WriteLine(str1.ToUpper()); //结果为THISISASTRING.

10.从字符串开头或结尾删除指定的字符

可以利用 TrimStart删除字符串首部空格,利用 TrimEnd删除字符串尾部空格,利用

Trim删除字符串首部和尾部空格。例如:

strings1=" thisisabook";

strings2="thatisapen  ";

strings3=" isapen   ";

Console.WriteLine(s1.TrimStart());  //删除首部空格

Console.WriteLine(s2.TrimEnd());  //删除尾部空格

Console.WriteLine(s3.Trim());   //删除首部和尾部空格

11.填充某个字符到字符串中使总长度等于指定长度

利用PadLeft(总长度,字符)将指定字符重复填充到已有的字符串的左边,使总长度等于

指定长度;或者利用PadRight(总长度,字符)将指定字符重复填充到已有的字符串的右边,使
总长度等于指定长度。例如:

stringstr="a";

stringstr1=str.PadLeft(5,'e ' );

Console.WriteLine(str1);  //结果为eeeea

stringstr2=str.PadRight(5,'e ' );

Console.WriteLine(str2);  //结果为ae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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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任务实施

【问题分析】
首先,要求学生输入自己的姓名,然后打印出问题;接下来把学生输入的答案进行处理,将

处理后的结果和标准答案进行比较;最后将分数输出到屏幕上。
【程序代码】

usingSystem;

using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System.Linq;

usingSystem.Text;

namespaceWordTest
{

  classProgram
  {

    staticvoidMain(string[]args)

    {

      stringname;//保存学生姓名

      intgrade=0;//整形变量,用来保存成绩

      stringanswer;//保存学生输入的答案

      string[]temp=newstring[10];

      string[]answers=newstring[10];//标准答案

      answers[0]="apple";

      answers[1]="red";

      answers[2]="bike";

      answers[3]="door";

      answers[4]="dog";

      answers[5]="bag";

      answers[6]="paper";

      answers[7]="water";

      answers[8]="sky";

      answers[9]="box";

      Console.WriteLine("请输入你的姓名");

      name=Console.ReadLine();

      Console.Write("你好,"+name+",下面开始考试! 请写出下列中文含义对应的英文单词。");

      Console.WriteLine("答案之间请用逗号间隔。");

      Console.WriteLine("苹果,红色,自行车,门,狗,书包,纸,水,天空,盒子,学校");

      answer=Console.ReadLine();

      temp=answer.Split(' ,' );//将学生输入的答案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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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inti=0;i<10;i++)

      {

        if(temp[i]==answers[i])

          grade++;

      }

      Console.WriteLine("恭喜你! 一共答对了"+grade+"个单词!");

    }

  }
}

【运行结果】(图4-2)

图4-2 程序运行结果

4.5 技术拓展

StringBuilder类位于System.Text命名空间下,使用StringBuilder类每次重新生成新字

符串时不是再生成一个新实例,而是直接在原来字符串占用的内存空间上进行处理,而且它可

以动态的地分配占用的内存空间大小。因此,在字符串处理操作比较多的情况下,使用

StringBuilder类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性能。
主要StringBuilder类的方法如表4-3所示。
表4-3 StringBuilder类的常用方法

属性/方法 说明

Append() 给当前字符串添加一个字符串

AppendFormat() 添加特定格式的字符串

Insert() 在当前字符串中插入一个子字符串

Remove() 从当前字符串中删除字符

Replace()
在当前字符串中,用某个字符替换另一个字符,

或者用当前字符串的一个子字符串替换另一个字符串

ToString() 把当前字符串转换为System.String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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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不能把StringBuilder转换为String。如果要把StringBuilder的内容输出为String,
应该使用ToString()方法。

StringBuilder类不像String类那样有很多方法,StringBuilder类能够完成的工作仅限于替

换、添加和删除字符串的文本。但是从上面的实例可以看出,如果在程序中涉及多次替换文本,
用StringBuilder可以提高性能。

默认情况下,编译器会自动为StringBuilder类型的字符串分配一定的内存容量,也可以在

程序中直接修改其占用的字节数。
下面通过一个小例子说明StringBuilder类的用法。

usingSystem;

usingSystem.Text;

using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namespaceStringBuilderExample
{

  classProgram

  {

    publicstaticvoidMain()

    {

      StringBuilderstr=newStringBuilder();

      Console.WriteLine("字符串是:"{0}",长度:{1}",str,str.Length);

      Console.WriteLine("内存容量分配:{0}",str.Capacity);

      str=newStringBuilder("teststring.");

      Console.WriteLine("字符串是:"{0}",长度:{1}",str,str.Length);

      Console.WriteLine("内存容量分配:{0}",str.Capacity);

      str.Append("appendanotherstring.");

      Console.WriteLine("字符串是:"{0}",长度:{1}",str,str.Length);

      Console.WriteLine("内存容量分配:{0}",str.Capacity);

      str=newStringBuilder("teststring.",5);

      Console.WriteLine("字符串是:"{0}",长度:{1}",str,str.Length);

      Console.WriteLine("内存容量分配:{0}",str.Capacity);

      str=newStringBuilder("teststring.",40);

      Console.WriteLine("字符串是:"{0}",长度:{1}",str,str.Length);

      Console.WriteLine("内存容量分配:{0}",str.Capacity);

      Console.ReadLine();

    }

  }
}

输出结果为:
字符串是:"",长度:0。

内存容量分配:16。

字符串是:"teststring.",长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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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容量分配:16。

字符串是:"teststring.appendanotherstring.",长度:34。

内存容量分配:34。

字符串是:"teststring.",长度:12。

内存容量分配:20。

字符串是:"teststring.",长度:12。

内存容量分配:40。

在这个例子中,创建一个新实例时,其长度为0,内存分配16个字符的容量,然后又创建了

一个长度为12的字符串,内存分配仍然是16个字符的容量,但是在添加了一个字符串使总长

度为34(超过16个字符的容量)以后,内存会自动根据新字符串的大小重新为其分配容量。
接着程序指定了一个长度为12的字符串,并为其分配5个字符的空间,显然不能保存12

个字符,于是系统就成倍地增加指定的容量,从5变成10,仍然不够,再从10变为20,结果给长

度为12的字符串分配了20个字符的空间。
最后程序中又给长度为12的字符串指定了40个字符的空间,系统检测到40比12大,于

是就按照指定的空间进行分配。
因此,是否指定字符串的容量,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4.6 本章小结

学完本章后,我们了解以下内容:
(1)字符串是引用类型数据。声明一个字符串实际上是声明了一个在内存中的引用。对字

符串修改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字符串丢弃,再重新创建一个字符串。原来丢弃掉的字符

串会被系统自动回收。
(2)String类提供了很多常用的方法来方便地操作字符串,包括字符串的拆分、连接、查

找等。
(3)当对字符串的修改操作频繁时,应该考虑用StringBuilder类。

4.7 强化练习

一、选择题

1.在C#中,表示一个字符串的变量应使用以下哪条语句定义 。

A.CStringstr; B.stringstr;

C.Dimstrasstring D.char*str;

2.下面的代码,运行后输出的结果为 。
stringstr="abcdedgdh";

Console.WriteLine(str.IndexOf('d ' ));

A.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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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D.7
3.C#中,新建一个字符串变量str,并将字符串”Tom 'sLivingRoom”保存到串中,则应该

使用下列 条语句。

A.stringstr=“Tom\ 'sLivingRoom”;

B.stringstr=“Tom 'sLivingRoom”;

C.stringstr(“Tom 'sLivingRoom”);

D.stringstr(“Tom”sLivingRoom”);
二、问答题

1.查看你电脑的IP地址,编写程序,提取出IP地址的各个组成部分。如输入IP地址为

“192.168.1.2”,输出为“192 168 1 2”。

2.编写一个控制台应用程序,接收一个长度大于3的字符串,完成下列功能:
(1)输出字符串的长度。
(2)输出字符串中第一个出现字母a的位置。
(3)在字符串的第3个字符后面插入子串“hello”,输出新字符串。
(4)将字符串“hello”替换为“me”,输出新字符串。
(5)以字符“m”为分隔符,将字符串分离,并输出分离后的字符串。

东
软
电
子
出
版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