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绪 论

1968年,Knuth在其所著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第一卷“基本算法”中较为系统地阐

述了数据的逻辑结构和存储结构及其操作,开创了数据结构的学科体系。同年,《数据结构》
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开始出现在高校计算机专业课程设置当中。使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前提

是将数据“组织”起来,数据的“组织”形式可以看作数据模型或数据“结构”。计算机处理的

数据通常可分为“数值”型和“非数值”型两种基本类型。数值型数据的数据模型多是数学公

式或数学方程;非数值型数据的数据模型主要是线性、树和图型结构。本教材将要学习的数

据结构课程主要研究非数值型数据模型以及建立在其上相应数据操作。《数据结构》是计算

机学科重要的核心专业基础课程,它是设计和实现各种应用软件的必备基础。
在本章学习中需注意以下问题:
● 数据、数据元素和数据项基本概念。
● 数据类型和抽象数据类型概念及其联系与区别。
● 数据结构概念:逻辑结构的两种基本类型,存储结构两种基本类型。
● 数据存储结构除了存储数据元素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存储数据元素之间关系。
● 算法概念与特性,如何进行算法的效率评估。
●C#预备知识。
● 数据结构原理和技术在计算机学科中的地位与意义。

1.0 本章项目引例:换硬币问题

编写不同的算法,实现用一元人民币换成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共50枚。并分析各种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1.1 数据

理解数据结构意义和作用的前提是掌握数据基本概念与相关特征。

1.1.1 数据基本概念

数据是一个“元概念”,难以给出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对于各种元概念,从实际应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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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考虑,通常都是基于其若干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的界定。从广义上来讲,数据可以看作是

对客观实体本身或其特征的一种“符号化”表示与描述,或者说,数据是反映客观实体的一个

符号集合。需要注意,不是所有符号集合都能进入计算机并由计算机进行处理。因此,从狭

义上来讲,能够进入计算机并能由计算机进行处理的符号集合才是计算机意义下的数据。
在本课程以及其他计算机领域,人们通常多是在这种狭义意义之下描述和使用数据概念。
数据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可以是数值、字符和字符串等,也可以是经过编码的图像、声
音、视频和多媒体等。实际上,数据概念本身是随着计算机发展而不断扩展和深化的概念。
在发展初期,计算机主要用于数值计算,数据主要指的就是整数、实数等数值型数据;在计算

机用于文字处理时,数据主要指的是由英文字母(包括汉字等)组成的字符串数据;随着计算

机硬件和软件技术不断发展,扩大了计算机的应用领域,诸如经过编码处理的表格、图形、图
像、声音等也都进入了计算机数据的范畴。

下面从狭义角度给出(计算机)数据的基本描述。
数据(Data)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作为信息的载体,数据是能够被计算机识别、存储和

加工处理的各种形式的总和。数据是计算机程序加工的原始材料,通常需要进行解释才能

确定其意义,即从数据中获取信息。例如“37”是数据,但是在没有特定的背景之下,人们通

常难以确定“37”是年份还是年龄,是人的摄氏体温还是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即是说,单独的

“37”只是数据,通常只有赋予其意义之后才能称为“信息”,这也可以看作是“数据”与“信息”
这两个元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1.1.2 数值型与非数值型数据

从计算机处理数据角度来看,数据可分为数值型数据和非数值型数据两种情形。
(1)数值型数据:主要包括整数、实数和复数等可以“直接计算”的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数

制转换“直接”进入计算机。计算机可以对数值型数据进行加减乘除等四则运算,主要应用

于计算方法、工程计算和商务处理等领域中的数值计算问题,例如,利用数值分析方法解代

数方程的程序的处理对象都是整数和实数。数值型数据的基本特征是数据量通常不大,数
据管理较为简单,但相应处理方法却比较复杂。研究由计算机进行数值型数据处理的原理

与技术主要包含在数值计算(计算方法)等学科当中。
(2)非数值型数据:主要包括字符、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等,这些数据需要经过各种比

较复杂的编码方式才能进入计算机,计算机系统对这些数据主要不是进行“直接计算”,而是

着眼于数据之间各种关系的存储和处理,其主要研究文字处理、多媒体管理以及更为复杂的

逻辑推理等领域当中的数据组织、管理和查找等与“直接计算”无关的课题。非数值型数据

基本特征是数据处理方法相对简单,而数据间关系的计算机存储与管理却相当复杂,涉及的

数据量也极为庞大。研究这些问题的计算机学科就是即将学习的《数据结构》。数据结构课

程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程序设计过程中计算机的操作对象(数据)的组织结构以及对这些结

构化数据操作的实现,而不是单纯的数据值的具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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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3    

1.2 数据项与数据元素

在数据结构框架内,为了更有效地描述和使用数据概念,从技术角度考虑还需要引入数

据项、数据元素和数据对象等相关概念。
(1)数据项(DataItem):数据项是计算机进行数据语义(意义)管理中不可再分割的最

小单位,具有自身独立含义。表1-1是一个教学班级同学的学籍表格,用于存储学生相关数

据,其中每一行是一个学生的数据记录,这些记录中每一个字段就是该数据记录的一个数据

项,如姓名、住址等。数据项也称为数据属性,它在数据记录中具有“原子性”,如“张宏”这个

姓名数据项不能再进行分解,否则难以得到学生某方面特征(姓名)的实际辨识。
表1-1 学生学籍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住址

101 张宏 男 湖南 1990.12 掲阳

102 李梅 女 广东 1991.5 广州

… … … … … …

  (2)数据元素(DataElements):数据元素是计算机进行数据技术处理中一个不可再进

行分割的最小单位,它在计算机程序中通常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表1-1中第2行起以后每一

行都是“学生学籍表”中的一个数据元素。数据元素也称为(数据)记录,在关系数据库中也

称为元组。数据元素可分为单数据项元素和多数据项元素两类情形。

①单数据项元素。由单个数据项组成,也称为原子型数据元素,如整数“5”,字符

“N”等。

②多数据项元素。由多个数据项组成,主要有结构型和数组型两种类型。表1-1中从

第二行开始以后的每行由学号、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年月和住址6个数据项组成,而这些

数据项具有不尽相同的类型特征,例如“学号”是整型、“姓名”是字符型和“出生年月”是日期

型等。这种由不同类型的多个数据项组成的就是结构型数据元素。如果数据元素是由相同

类型的多数据项构成,这样的数据元素就是数组,例如全班同学《数据结构》课程的期末考试

成绩数据项组成的数据元素就是一个(一维)数组。
(3)数据对象(DataObject):数据对象是“同类”的数据元素的集合,它是研究相应问题

的一个子集。例如,整数数据对象是由单项数据元素整数构成的集合N={0,±1,±2,…},

字母数据对象是由单项数据对象字符构成的集合C={'A','B',…,'Z'}。而表1-1就是同型的

多项数据项构成的数据元素———记录或元组的集合,在数据库中也称为关系表。

1.3 数据类型与抽象数据类型

数据通常需要解释其语义,而描述语义的基础是数据值,因此数据总是与“值”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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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关。对于非数值型数据来说,虽然基于计算机的数据管理着眼点不在于数据“值”的直接计

算而是数据间关系的存储与处理,但数据存储与处理却与数据“值”特性紧密相关,例如数据

值需要多大的存储空间,对特定数据值可以进行怎样的数据操作等。这主要是由于对数据

的计算机操作都需要借助于某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而任何一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都需要

根据数据值的种类来刻画程序操作对象的特征。而程序设计语言当中“数据类型”就是一个

用于刻画程序操作对象即数据值种类形态的基本概念。

1.3.1 数据类型

数据元素中每个数据项主要是通过将其作为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变量、常量或表达式而

进入计算机,因此数据项的取值需要有一个表明其“值”特性的确定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DataType):是一组性质相同的值的集合以及定义在该集合上的一组操作。

数据类型需要明显或隐含地规定计算机数据处理期间变量或表达式所有可能的取值范围和

在相应数据值上的各种操作。因此,数据类型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以下两方面信息:

① 该数据类型可能的取值范围,即值的集合;

② 该数据类型可执行的一组运算,即值的操作。
数据类型概念来源于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其本质在于给定了数据的数据类型就确定了

数据的存储方式和相应操作。例如,C或C#语言里的整型、字符型等数据类型就是数据类

型的实例,整型数据取值范围是-32767~32768,可执行加、减、乘、除和取模等一组运算;字
符型数据取值范围由ASCII码范围所确定,可以执行字符串的串接与匹配等基本操作。

数据类型是数据取值特性的刻画和相关数据操作的设定,按照数据值的不同组织形式

和特点,可将数据类型分为原子类型和复杂类型两种情形。
(1)原子类型:数据值不可进行再分解的数据类型。C或C#语言中的整型、实型、字符

型、指针型和空型等基本类型都属于原子类型,它们通常都是语言系统预先内置的数据类

型,使用过程中供用户直接调用。具有原子类型的数据元素由单个数据项组成。
(2)复杂类型:数据值可以进行分解的数据类型。主要包括前述中的数组和结构两种类

型,基本特征是相应数据元素由多个数据项组成。数组类型中所有数据项都属于同一数据

域,即具有相同数据类型,既可以是同一原子数据类型,也可以是已经定义的同一复杂数据

类型;结构数据类型中数据项通常属于不同数据域,即具有不同数据类型。如表1-1中的

“学籍记录”就是一个复杂数据类型实例,它由6个域组成,每个域又都有各自的数据类型。
在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中,复杂数据类型由用户根据需要定义,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方便性。

在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中引入数据类型概念的基本意义可以描述如下:
● 向计算机解释进入内存中数据的信息含义和操作特征;
● 将数据的计算机操作与实现的技术细节进行封装,对用户不必了解的计算机底层信

息进行屏蔽。

1.3.2 抽象数据类型

如前所述,引入数据类型目的是告知数据相关信息以便机器分配相应存储空间和调用

相关操作,以及隐藏用户不必了解的计算机底层信息,但这样会涉及不同机器的硬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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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5    

在计算机发展过程中,由于各阶段处理器不同,对于同一种数据类型数据的实现(存储)与处

理(操作)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从更高层面来看,计算机所需处理数据的相互间关系与相应

数据操作在逻辑上却不会因为机器不同而改变。例如整数之间的大小关系和整数的四则运

算操作在逻辑描述层面上对于任何机器都不会变化。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特别是广泛使

用面向对象方法思想,人们发现需要将数据中这种不依赖具体实现的一组逻辑特性提取出

来以适应更为一般的应用,这就引入了抽象数据类型概念。
抽象数据类型(AbstractDataType,ADT):基于某种应用的数据模型(结构)和定义于该

模型(结构)上的一组基本操作集合。
抽象数据类型通常由数据对象、数据关系和数据操作三个部分组成,可以用下述方式进

行描述:
ADT名称

{

数据对象———数据元素的组成定义;

数据关系———数据结构的基本描述;

数据操作———基本操作的函数声明;
}

ADT名称

ADT中各组成项目具体解释如下:

①数据元素组成:主要包括数据元素所属的数据类型(例如年龄为整型)和所在集合界

定(例如年龄为0~150的整数)。

②数据关系:即数据结构,它是基于给定数据逻辑结构之上的具体描述。

③数据操作:相关函数特别是用户自定义函数特质的声明(不包括具体程序设计语言的

实现),其基本声明格式为:
● 基本函数名称(参数列表):主要有赋值参数(为操作提供数据输入)和以“&”引导的

引用参数(提供数据输入和结果输出)。
● 初始条件:这里的参数初始条件表示操作开始之前的数据结构与参数条件,当初始条

件不满足时,停止操作执行并返回出错信息。
● 操作结果:主要用于描述操作完成之后数据结构的改变情形及其需要返回的结果,其

中当初始条件不满足时则无操作结果。
例如某用户定义在线性表list下的一组基于ADT的基本操作可以表示为:
intInsertPre(Listlist,inti,intx)

在list中的第i个位置之前插入整型元素x,并返回插入成功与否的标志。
intDeletePos(Listlist,inti)

在list中删除第i个位置上的元素,并返回删除成功与否的标志。
……

ADT本质在于只确定所定义的一组逻辑属性和建立其上的数据操作,而不涉及这些属

性在各类计算机内部的表示与实现。在ADT框架下,机器内部结构的任何变化都不会对用

户的外部使用带来影响。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ADT通常是由用户定义的具有一组基本数

据操作的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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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ADT与数据类型在严格意义上讲是属于同一范畴,但两者具有不同特征,具体如下:

①数据类型来源于程序设计语言,或多或少带有“面向机器”的痕迹;

②ADT来源于更高抽象层次,具有不依赖于具体机器、更强调相应操作和更注重动态

(数据操作可根据需要增删,操作具体含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意味,具有“面向问题(对象)”
的特征。

③数据类型和ADT都是对数据实现和数据操作的一种封装技术,但从历史发展上考

虑,ADT的抽象在于突出了数据类型的数学抽象特质。

ADT在编程过程中可以直接调用,其实质是将反映一个基本操作的本质点抽取出来,
而忽略操作本身实现的细节问题,这样既考虑了程序的安全性,又使程序更具一般性。读者

或使用者只需了解调用操作的接口,无需知晓隐藏在类型内部的处理细节。把抽象数据类

型的处理细节封装起来,有利于编码、调试和修改,也提高了程序的可读性和稳定性。

ADT的意义还在于提高软件的重用率,在于体现近代程序设计方法学中一个重要思

想,即一个“好的”软件系统实现框架需要建立在数据(结构)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体操作之

上。按照ADT模式,在软件系统中需要在其各个对立的模块内部定义数据的实现和操作细

节,而在模块之外用户只是使用抽象数据结构和抽象数据操作。这样,一种数据类型抽象程

度越好,基于该类型的软件模块重用性就会更高。

1.4 数据模型与数据结构

数据模型(DataModel)是一个描述数据、数据关系、数据语义以及一致性约束的基本概

念,其关键点在于描述数据之间相互关系以形成相应的数据结构和建立在该结构之上的数

据操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模型即数据结构。按照实际应用过程的层面需求可以将数

据模型分为概念结构模型、逻辑结构模型和物理结构模型三个层面。
● 概念结构模型:主要用来描述数据在现实应用过程中的信息化结构。
● 逻辑结构模型:描述在计算机建模过程中数据内部的逻辑结构关系。
● 物理结构模型:考虑数据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和实现过程。
由于数据概念结构模型依赖数据的实际应用背景,因此,作为一门具有较高抽象层面要

求的基础学科,数据结构课程仅讨论数据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

1.4.1 数据逻辑结构

数据结构实际上就是“数据”+“结构”。计算机所要处理的不是单个数据元素而是具有

某种共同特性的数据对象———数据元素集合。集合中数据元素并非孤立存在,数据元素相

互之间通常都会存在某种由于共同特性而产生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在抽象层面上的描述

就是数据的逻辑结构或数据结构。不同的逻辑结构是划分不同数据种类的依据。
数据结构(DataStructure):数据相互之间存在一种或多种特定关联的逻辑描述,相应的

结构模式需要能够同时反映数据元素的数据值信息和元素间的关联信息。
根据计算机应用问题的不同,所涉及数据对象的逻辑结构也会不同。例如在表1-1“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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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7    

生学籍表”中,数据元素之间可以存在按学号的递增顺序关联,这时每个数据元素之间就存

在线性关系;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中,一个上司与多个下属之间基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层次关

系;在公交线路查询中,基于错综复杂的各个公交站点的网状关系等。
通常将这些不同的逻辑结构分为集合、线性结构、树结构和图结构四种结构类型。
(1)集合:数据元素除了同属一个集合再别无任何关系。每个数据元素都和其他任何元

素无必然的逻辑关联,彼此孤立存在,如图1-1(a)所示。正是由于集合中数据元素只具有松

散的关系,在实际应用中反而为使用线性表、树或图结构描述集合提供了可能。
(2)线性结构:数据元素存在一个对一个关系,在数据结构中也称线性表(List),如前面

所提到的学生学籍表,数据记录一个接着一个形成一条线形,如图1-1(b)所示。
(3)树结构:数据元素存在一个对多个关系,具有确定明显的层次结构,如前面提到的人

事系统形成一棵倒挂的树形,如图1-1(c)所示。
(4)图结构:数据元素之间的关系比较任意,错综复杂,存在多个对多个的关系,如前面

提到的公交站点,图结构在数据结构中也可称为网状形,如图1-1(d)所示。

图1-1 四种基本逻辑数据结构

1.4.2 数据存储结构

如前所述,计算机数据是能够进入计算机并为计算机所处理的符号集合,使用计算机处

理数据的基本前提是能够将数据存放在计算机储存设备(主存储器即内存)当中。计算机数

据应当是具有值信息和关联信息的整体,而关联信息是进行相应数据操作的基本支撑;数据

存储到计算机的目的是借助机器高效实现数据的相应操作,因此,数据的计算机存储既要包

括数据本身(数据值信息),更要包括数据之间的关联(结构信息)。仅仅存储数据本身(值信

息)相对容易,就像将10000本书籍简单堆放在一个房间,但存储数据间结构信息就比较困

难,就像需要对书籍进行编目分类放置。数据存储结构本质上指的是逻辑结构(数据之间的

关系信息)在存储地址上的映像方式。逻辑结构是数据结构的抽象,存储结构是数据结构在

计算机上的实现,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数据存储结构(StorageStructure):数据值及其数据之间关联(逻辑结构)在计算机内存

中的存储方式。
在数据逻辑结构中,数据间的关联信息可以在数据的值之外单独描述,但在数据存储结

构中,数据关联信息和值信息必须统一描述与实现,也就是说,数据的关联与值信息需要同

时存储。通常将数据元素值和关联信息的整体称为数据结点,每个数据结点的存储区域称

为存储结点。在一个存储结点内,既要包含数据自身内容,更要包含数据之间的关联即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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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结构。
从数据在内存中存储分布来看,数据存储结构主要有集中式和分散式两种存储方式。
(1)集中式存储:将所涉及数据集中存放在内存中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域,通常采用顺序

存储结构实现。
(2)分散式存储:将所涉及数据分散存放在内存中各个零星的存储区域,通常采用链式

存储结构实现。
集中式和分散式存储都是基于一般计算机数据处理的存储,另外还有计算机数据处理

某些特定问题的存储方式,例如基于查找处理的索引存储方式和散列存储方式。

1.顺序存储结构

顺序存储(SequentialStorage)是使用一个连续的地址空间,按某个次序依次存放数据

元素,数据之间逻辑关系通过物理位置关系表示。作为一种基本存储方式,顺序存储结构通

常借助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数组进行描述与实现。数组里依次放着各个数据元素,数组里物

理上的相邻关系也体现了逻辑上的相邻关系。顺序存储能够实现随机存储,同时还具有存

储密度高等优点。

2.链式存储结构

链式存储(LinkedStorage)是使用任意可用的地址空间来存放数据元素,数据元素的逻

辑关系通过附加指针实现。这里,地址空间“任意”的含义是指计算机随机分配空闲地址,存
储的区域可以是不连续的和零星分布的。此时,存储空间根据需要实时申请,当不需要时,
也可以释放。在链式存储技术中,数据结点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指针域,用来存储数

据之间关联的信息;一个是数据域,用来存储数据本身相关信息。链式存储方式灵活,应用

广泛。

3.索引存储结构

索引存储(IndexStorage)是将数据元素分组,通过事先设计好的索引表,将各个分组内

的数据元素的地址指引到某段存储地址区间,从而方便地读取到数据元素。在索引存储技

术中,在存储数据结点信息的同时,还需要建立附加的索引表。索引表中的每一个数据项称

为索引项,其一般形式为:关键码,数据地址。其中关键码用以标识数据结点。如果每个结

点在索引表中都对应一个索引项,那么,索引项地址就确定了该结点的存储位置,此时就称

该索引表为稠密索引(DenseIndex);如果多个数据结点在索引表中都对应同一个索引项,
那么该索引项只能确定这些数据结点的起始存储位置,此时就称该索引表为稀疏索引

(SpareIndex)。索引存储着眼点不在于数据关系的存储,主要是针对数据内容的存储,面向

数据查找(检索)。

4.散列存储结构

散列存储(HashStorage)是选择一个适当的散列函数,将数据元素关键码作为自变量,
通过该函数将关键码映射到相应存储地址中去。这里,数据元素看起来是随意存储,但实际

上是通过散列函数计算得到的。散列存储的关键在于选择一个合适的散列函数和处理散列

过程中的冲突。散列存储适合高效率的检索,也是一种面向数据查找操作而非强调数据关

系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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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9    

  上述四种存储结构中,顺序存储和链式存储是基本存储结构,而索引存储和散列存储的

具体实现都需要建立在顺序或链式存储基础之上。顺序和链式存储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

根据需要组合使用。如树的子结点存储和图的邻接表存储等都是顺序存储与链式存储的某

种整合使用。需要说明的是,同一种逻辑结构往往存在多种存储结构。根据存储结构的不

同,在某个数据结构上相同的运算,其操作实现也会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数据的行为特征。
存储结构没有优劣之分,应用中需要熟悉每种存储结构的各种操作的行为特征,相互进行比

较,视需要的场合以及考虑到主要操作的要求,权衡利弊,从而选择合适的存储结构。

1.5 数据操作与算法

数据结构起源于算法设计,并随着算法设计的发展而发展,最终提炼出数据结构的内容

体系,也就是说,数据结构与算法两者密不可分。在学习每一种数据结构时都需要设计在其

上施加的操作,都需要算法的支持。只有通过对程序的编写,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数据结构

的定义和作用;而在讲解算法时,也要涉及对数据元素的组织。对于数据元素的逻辑结构和

存储结构的不同选择,还会影响算法的实际效率。数据结构和算法是支撑起程序设计的两

大支柱,相辅相成,互相依赖。

1.5.1 数据运算

计算机数据需要计算机对其进行必要的管理与处理。数据管理的基础是数据的存储,
而数据处理的技术就是数据的运算。

数据运算是在数据逻辑结构上对数据进行的操作,可以看做是在数据逻辑结构框架下

对数据进行的一种加工和再处理,加工处理的结果需要保持原来的数据逻辑结构不变,即数

据运算具有数据逻辑结构的“封闭性”。因此,数据运算不能脱离数据的逻辑结构而独立存

在。每种逻辑结构框架下定义的各种运算就构成了相应逻辑结构的一个运算集合,也就是

前述ADT的核心部件。

1.引用型与加工型运算

根据运算结果的不同,可以将运算分为引用型与加工型两种类型。
(1)引用型运算 进行引用型运算后数据的本身结构与内容没有发生改变,这主要表现

在只对数据进行某些内容的提取,例如数据查找与遍历等。
(2)加工型运算 进行加工型运算后数据本身结构与内容发生了改变,运算结果数据与

运算前数据并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对数据的销毁和更新,例如数据的插入与删除等。

2.基本运算与复杂运算

根据运算本身所在组成层次不同,可以将运算分为基本运算和复杂运算两种情形。
(1)基本运算 如果一个运算中的操作实现不依赖于其他运算,而其他运算的操作实现

却需要调用该项运算,则可称其为基本运算。每种逻辑结构都有相关的基本运算集合,例如

线性表中的查找。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10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2)复杂运算 如果一种运算可以分解为多种其他运算,则就可称其为复杂运算。例如

线性表的删除运算可以分解为查找运算和相应的删除操作。
在程序设计过程中,基本运算和复杂运算的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将复杂问题基本

化,将整体问题部分化,将未知问题已知化,有利于降低程序设计难度和提高程序设计效率。

1.5.2 算法及其基本特征

数据运算与数据逻辑结构不可分割,但逻辑结构和建立其上的运算并不能直接在计算

机上予以实现。数据运算在计算机上具体实现需要通过算法来完成。算法实际上就是相应

数据运算在计算机上的具体实现途径,由此算法与数据的存储结构密切相关。

1.算法概念与合法性

算法是指能够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程序模块,表现形式为一系列指令构成的运算序列。
计算机中的算法不同于一般操作步骤序列,需要满足一定的语法格式要求。满足相应要求

的就称为一个合法的算法,这些基本要求通常有下述五个方面。
(1)输入性:算法操作需要输入零个或多个数据元素。这个输入可以是从键盘输入,也

可以是文件读取,或者其他程序的运行结果等多种形式。
(2)有穷性:对于任何合法的数据输入,一个算法必须在执行了有穷步之后结束。同时

每一步都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3)确定性:算法中的每一个指令都必须有确切的含义,不能有二义性,在任何情况下,

算法只能处于唯一的一条执行路径之中。例如分支语句,输入了某个条件,执行语句的哪个

分支是明确的,在任何条件下,输入一样,执行的结果也必然一样。
(4)可行性:算法中描述的操作可以通过已实现的操作来完成,能够使用现有的计算机

程序语言完成执行。
(5)输出性:算法执行的结果与输入存在着某种关联。算法必须有输出,而且输出可能

是一个或多个,可以是最终结果、中间结果,甚至只是打印输出。
算法不等同于程序,算法描述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程序使之实现,可在计算机上执

行。算法不涉及使用何种高级语言,程序必须建立在某种程序设计语言之上。原则上,一个

算法与用何种语言实现无关,用任何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均可实现。

2.算法基本要求

一个算法满足了前述五个基本条件后还只能说明该算法满足了“最低”要求,是一个“合
法”的算法。计算机学科属于工科范畴,工程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强调正确性和有效性。
“合法”的算法并不能自动成为工程意义下的“合适”的或“好”的算法。一个“好”的“合法”算
法通常还需要满足下述四个方面的要求。

(1)正确性(Correction):一个算法必须是正确的,即保证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否则就不

用它来解决提出的问题,得出的结果也没有意义。
(2)可读性(Readability):一个好的算法要便于用户理解和交流。可读性好的程序便于

读者理解,也便于调试与修改,这有赖于程序设计员平时编程风格的形成和良好编程习惯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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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11   

  (3)健壮性(Robustness):也称为容错能力,即对非法的输入的抵抗能力。当输入一个

非法的数据时,能识别并提示,而不是输出一个错误结果,甚至直接瘫痪。
(4)高效性(Effectiveness):一个算法需要具有较高的实现效率。算法的效率主要指的

是算法的执行时间。一个算法,即使能得出正确结果,但是与其他能解决同样问题的算法相

比,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与问题的难度和规模不成比例,也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算法。

3.算法描述方式

算法需要使用某种方式进行有效表示或描述,通常使用一种合适的语言形式来完成此

项工作。按照选择语言的不同,通常算法描述可以分为下述三种情形。
(1)程序设计语言描述:即采用某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例如C或C#语言来描述算法。

程序设计语言具有高效、灵活和精炼等突出特点,类型丰富,语句严谨,描述的算法结构化程

度较高,可在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能够使给定问题在有限时间内被机械性地求解。但使用这

种描述方式需要具有一定计算机专业素养,有一定难度,同时也不够直观,通常需要借助注

释来提高算法可读性。
(2)自然语言描述:即采用自然语言,同时添加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基本控制语句,例

如while、for和if等。这种描述方法的特点是简单易懂,无需熟悉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但不

够严谨,难以确切描述某些较为复杂的算法。
(3)类语言描述:也称为伪语言或伪码,是一种介于程序设计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的算

法描述形式,其特征是突出算法设计的主体部分而有意忽略其中某些过于严格的语法细节。
类语言也称为伪码,它不能直接在计算机上运行,但却比自然语言更贴近于程序设计语言,
能够比较容易地转换为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算法,同时比较简洁、易于编写、容易阅读,
多用于教学和交流。

另外,算法还可以使用适当的图形描述,例如流程图等,其特点是更为直观简单,易于分

析与研究算法。作为一种算法描述辅助手段,图形描述可以比较容易地转化为上述三种语

言描述。

1.5.3 算法设计与分析

如何评价一个算法的效率,数据结构或存储结构会对算法产生怎样的影响,可先通过一

个具体实例进行分析。
例1-1 输出数据集合中的第i个元素。采用线性结构,元素类型为整型。
情况1:用数组a[]组织数据。执行输出第i个元素的指令为:
printf("%d",a[i]);//C语言描述

Console.WriteLine(a[i]);//C#语言描述

情况2:用单链表head组织数据。执行输出第i个元素的指令为:
//C语言描述

p=head;

for(k=0;k<i;k++)

  p=p->next;

printf("%d",p->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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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C#语言描述

p=head;

for(k=0;k<i;k++)

  p=p.next;

Console.WriteLine(p.data);

显然,完成同一个问题,采用不同的存储结构,实现算法也不相同,执行时间产生差异。
面对一个问题的提出,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和存储结构至关重要。而选择的前提应该是对

每种数据结构以及该数据结构采用不同存储结构时的操作规则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解掌握,
进而互相比较,权衡利弊,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编写一个高效率算法的前提。

评价一个算法的效率主要看完成整个算法需要花费多少机器资源,机器资源指的是完

成某求解问题规模为n的算法所需要的时间和执行算法过程中需要占用的空间,记为S(n)
和T(n),分别称为空间复杂度和时间复杂度。

1.时间复杂度

完成一个算法的时间大致等于其所有语句执行时间的总和。语句的执行时间与具体执

行机器的软、硬件环境密切相关,为了将时间复杂度和具体执行的机器分离开来,人们往往

将完成一个语句时间视为单位时间1,那么只需讨论完成算法所需执行语句的次数即可。
例1-2 计算下列程序片段的时间复杂度。
01 x=0;

02 y=0;

03 for(i=0;i<n;i++)

04  {x=x+i;

05   y=x+i;

06  }

以上程序片段中,语句01和语句02各执行一次,这里花费的单位时间为2;语句04和语

句05是语句03for语句的循环体,for语句的循环次数为n,所以语句03花费的单位时间是

2n。整个程序片段花费的时间T(n)=2+2n。
不过,对于机器而言,完成一个语句的单位时间是微不足道的,在计算时间复杂度时,只关

心完成问题规模n的算法时间的数量级,记为O(n)。问题规模n指的是输入量。数据元素个数

为n,则规模为n。数量级则只关心n的最高次幂而忽略其他低次项和系数,如表示算法时间的

式中包含了n2+n,当n足够大时,对计算机而言,n要比n2 小得多,以致可以忽略不计。而2n2

和n2也没有质的区别。所以,例1-2的时间复杂度为T(n)=2+2n=O(n)。即我们讨论的时

间复杂度其实是关于问题规模n的一个数量级即可,不必细化到具体执行了几个语句。
例1-3 计算下列程序片段的时间复杂度。
01 x=0;

02 for(i=0;i<n;i++)

03  for(j=0;j<n;j++)

04    {x=x+i;

05     y=x+i;

06    }

以上程序片段中,语句01执行1次,语句04、05是语句03的循环体,执行2n次,语句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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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13   

是语句02的循环体,执行2n2次,所以时间复杂度T(n)=1+2n2=O(n2)。这个例子告诉我

们,计算时间复杂度大可不必每个语句分析执行次数,只需关注程序操作的主体,即时间主

要花费在哪些语句上,应该是循环语句,关心循环次数。循环体里有几个语句,会体现在系

数上,循环体外的语句总的时间是O(1),就算认真考虑了,最终也会忽略不计的。
例1-4 计算下列程序片段的时间复杂度。
01 for(i=0;i<n;i++)

02  for(j=0;j<i;j++)

03    x=x+i;

以上程序片段中,语句02的循环次数依赖于语句01的循环变量的值,当i=0时,语句02
执行0次;当i=1时,语句02执行1次,……,当i=n-1时,语句02执行n-1次。所以时间

复杂度T(n)=0+1+2+…+(n-1)=n2/2-n/2=O(n2)。在这个例子中,内循环次数与

外循环循环变量有关,循环变量与问题规模n有关,所以,内循环次数归根到底还是与n有

关。这样考虑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必细细计算语句的执行次数,也可以得出执行次数关于n
的数量级。况且,并非每个循环语句都可以清楚容易地计算出具体的执行次数,只要认准数

量级即可。
如考察下列程序片段的时间复杂度。
01 for(i=0;i<n;i++)

02  for(j=0;j<i;j++)

03    for(k=0;k<j;k++)

04      x=x+i;

以上程序片段,时间复杂度为O(n3)。
一般数据结构中常见的时间复杂度的数量级有7个:O(1)常数型、O(n)线性型、O(n2)

平方型、O(n3)立方型、O(2n)指数型、O(log2n)对数型、O(nlog2n)二维型等。当n足够大

时,时间复杂度的增长趋势可以做如下排序:

O(1)<O(log2n)<O(n)<O(nlog2n)<O(n2)<O(n3)<O(2n)
在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中,要选择时间复杂度增长趋势较小的算法。

2.空间复杂度

一般情况下,一个程序在机器上执行时,除了需要存储算法本身和输入/输出数据占用

的空间外,还需要一些对数据进行操作的辅助空间。如两个变量交换,就需要一个变量作为

寄存其中一个变量的中转站,这个变量所占的空间就是辅助空间。
空间复杂度指完成整个算法过程中需要占用的辅助空间,通常是将一个简单变量占用

的空间视为单位空间1,然后分析空间大小与问题规模n形成的函数,同样只关心数量级,用

O 记号标记。如两个简单变量交换值的程序的空间复杂度S(n)=O(1)。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往往是相互制约的,在保证算法时间效率的同时往往

要以牺牲空间为代价。由于计算机硬件的发展速度远高于软件发展速度,我们常常以时间

复杂度作为衡量一个算法优劣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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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语言预备知识

1.6.1 接口

1.接口的定义

接口(Interface)定义为一个约定,实现接口的类或结构必须遵守该约定。简单地说,接
口是类之间交互时遵守的一个协议。最初接触“类与类之间通过接口交互”这个概念时,误
以为接口就是类公开的方法,类之间通过类的方法进行交互。其实接口是独立于类的一个

定义,定义了类之间交互的标准。
在程序设计过程中,如果将一个对象看作多个类型会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对象的类型描

述了它的能力和行为。比如,设计一个SortedList类型来保存一个有序对象集合。只要对象

的类型具有支持将它和其他类型的对象比较的能力,便可将任何继承自System.Object类型的

对象添加到SortedList中。也就是说,希望SortedList接受的类型继承自某个假想的System.
Comparable类型。但是,许多现存的类型并不是继承自System.Comparable类型。这样,便
不能将这些类型的对象添加到SortedList中,SortedList类型也将变得不是很有用。

在理想情况下,一方面希望SortedList中对象的类型能够继承自现存的System.Object
类型,另一方面,又可以将SortedList中对象的类型看作是从System.Comparable类型继承

而来。这种将一个对象看成多个类型的能力通常称作多继承(MultipleInheritance)。通用

语言运行时(CLR)支持单实现继承和多接口继承。
关于接口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接口只包含成员定义,不包含成员的实现。接口不会继

承自任何的System.Object派生类型。接口仅仅是一个包含着一组虚方法的抽象类型。成

员的实现需要在继承的类或者结构中实现。接口的成员包括静态方法、索引器、常数、事件

以及静态构造器等,不包含任何实例字段或实例构造器,所以,不能实例化一个接口。
实现接口的类必须严格按其定义来实现接口的每个成员。接口本身一旦被发布就不能

再更改,对已发布的接口进行更改会破坏现有的代码。根据约定,接口类型的名称要加一个

大写的字母I前缀。接口定义允许使用修饰符,例如public、protected、internal以及private
等,这和类与结构的定义一样。当然,大部分情况下使用public。

2.接口与抽象类

抽象类(AbstractClass)和接口在定义与功能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程序中选择使用

抽象类还是接口需要比较抽象类和接口之间的具体差别。
抽象类是一种不能实例化而必须从中继承的类,抽象类可以提供实现,也可以不提供实

现。子类只能从一个抽象类继承。抽象类主要用于关系密切的对象。如果要设计大的功能

单元或创建组件的多个版本,则使用抽象类。
接口是完全抽象的成员集合,不提供实现。类或者结构可以继承多个接口。接口最适

合为不相关的类提供通用功能。如果要设计小而简练的功能块,则使用接口。接口一旦创

建就不能更改,如果需要接口的新版本,必须创建一个全新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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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口的实现

接口的实现分为隐式实现(ImplicitImplementation)和显式实现(ExplicitImplementation)。
如果类或者结构要实现的是单个接口,可以使用隐式实现,如果类或者结构继承了多个接

口,那么接口中相同名称成员就要显式实现。显式实现是通过使用接口的完全限定名来实

现接口成员的。

1.6.2 泛型编程

泛型的主要思想就是将算法与数据结构完全分离开来,使得一次定义的算法能够作用

于多种数据结构,从而实现高度可重用的开发。通过泛型可以定义类型安全的数据结构,而
没有必要使用实际的数据类型。这将显著提高性能并得到更高质量的代码,因为可以重用

数据处理算法,而没有必要复制类型特定的代码。
1.泛型的概念

通过泛型可以定义类型安全的并且对性能或工作效率无损害的类。泛型类的定义如

下:publicclassclassName<T>,它在普通类的定义后面增加了一个类型参数T,该参数用

一对分隔符“<>”括起来。类型参数表示对数据类型的抽象,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替换标

记或者是一个占位符。它在类的定义代码中的每次出现都表示一个非特定的数据类型。
和普通类一样,泛型类可以拥有各种成员,包括非静态和静态的字段、方法、构造器、索

引函数、委托和事件等。在泛型类的成员中可以自由地使用类型参数来指代数据类型,包括

用来定义字段类型和方法成员的返回类型。传递给方法成员的参数类型,以及在方法成员

的执行代码中定义局部变量的类型。类型参数在作为传递给方法的参数使用时,既可以作

为一般参数,也可以作为引用参数和输出参数,甚至可以是数组参数。
2.泛型的实现

表面上,C#泛型的语法看起来与C++模板类似,但是编译器实现和支持它们的方式

存在重要差异。与C++模板相比,C#泛型可以提供增强的安全性,但是在功能方面也受

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在一些C++编译器中,在通过特定类型使用模板类之前,编译器甚至

不会编译模板代码。当确实指定了类型时,编译器会以内联方式插入代码,并且将每个出现

一般类型参数的地方替换为指定的类型。此外,每当使用特定类型时,编译器都会插入特定

于该类型的代码,而不管是否已经在应用程序中的其他某个位置为模板类指定了该类型。

C++链接器负责解决该问题,并且并不总是有效。这可能会导致代码膨胀,从而增加加载

时间和内存足迹。
泛型在IL(中间语言)和CLR本身中具有本机支持。在编译泛型C#代码时,首先编译

器会将其编译为IL,就像其他任何类型一样。但是,IL只包含实际特定类型的参数或占位

符,并有专用的IL指令支持泛型操作。泛型代码的元数据中包含泛型信息。
真正的泛型实例化工作以“on-demand”的方式,发生在JIT编译时。当进行JIT编译时,

JIT编译器用指定的类型实参来替换泛型IL代码元数据中的T,进行泛型类型的实例化。这

会向JIT编译器提供类型特定的IL元数据定义,就好像从未涉及泛型一样。这样,JIT编译器

就可以确保方法参数的正确性,实施类型安全检查,甚至执行类型特定的IntelliSense。
3.泛型的优点

泛型使代码可以重用,类型和内部数据可以在不导致代码膨胀的情况下更改,而不管是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16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值类型还是引用类型。可以一次性地开发、测试和部署代码,通过任何类型(包括将来的类

型)来重用它,并且全部具有编译器支持和类型安全。因为泛型代码不会强行对值类型进行

装箱和取消装箱,或者对引用类型进行向下强制类型转换,所以性能得到显著提高。对于值

类型,性能通常会提高200%;对于引用类型,在访问该类型时,可以预期性能最多提高

100%(当然,整个应用程序的性能可能会提高,也可能不会提高)。

4.泛型类与泛型接口

泛型类封装了不针对任何特定数据类型的操作。泛型类常用于容器类,如链表、哈希

表、栈、队列、树等。这些类中的操作,如对容器添加、删除元素,不论所存储的数据是何种类

型,都执行几乎同样的操作。
对大多数情况,推荐使用.NETFramework类库System.Collections.Generic中所提供

的容器类。有关使用这些类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基础类库中的泛型。通常,从一个已有的具

体类来创建泛型类,并每次把一个类型改为类型参数,直至达到一般性和可用性的最佳

平衡。
泛型接口是比普通接口更为抽象的数据类型。不论是为泛型容器类,还是表示容器中元

素的泛型类,定义接口是很有用的。把泛型接口与泛型类结合使用是更好的用法,比如用

IComparable<T>而非IComparable,以避免值类型上的装箱和拆箱操作。.NETFramework类

库定义了几个新的泛型接口,以配合System.Collections.Generic中新容器类的使用。

1.7 数据结构的地位与内容体系

1.7.1 数据结构的地位

数据结构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计算机科学的核心课程。
(1)《数据结构》课程可看作是众多计算机前修基础课程的汇集处与深化者。

①《数据结构》研究数据的集合、线性表、树和图等组织形式和数据之间的关系,从而成

为“离散数学”课程基本内容的深化与扩展。

②《数据结构》研究各种算法的设计与实现,为《程序设计语言》等课程完成了一般性的

理论与方法指导,是对程序设计语言的重要补充和扩展,成为程序设计常用方法与技巧在更

高层面上和更广阔语境中总结与升华。

③《数据结构》研究算法的时间与空间复杂性,在具体算法设计的平台上展开了《计算概

论》等课程中算法可行性和算法复杂度的基本理念和原理,同时也在实际操作环境下展开了

对《概率统计》课程相关原理与方法的进一步的理解掌握与实战训练。
(2)《数据结构》也是计算机专业《操作系统》《编译原理》《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图

形图像处理》许多重要应用课程的基础。
以《数据库技术》课程为例,《数据结构》中研究的树型和图型数据结构就是层次数据库

与网状数据库中相应数据模型的基本结构;数据库中对于数据静态查询与动态更新的集成

处理也可看作是抽象数据类型的一个重要应用与实现;数据结构中的查找、索引、排序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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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等原理和方法更是新一代数据库(如XML数据管理、移动对象数据管理和多媒体数据管

理等)必备的技术基础与操作框架。因此,数据结构已经成为各类计算机常规应用与新型应

用的承载平台和技术提供源。
数据结构与计算机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如图1-2所示。

图1-2 数据结构与其他课程关系图

通过学习数据结构所培养起来的对知识内容的理解,技术方法的掌握,思维方式的习

惯,都对后续课程的理解和掌握有影响,对学习者的软件设计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程序设计语言》课程是数据结构的先行课,但一味地在程序设计语言中

钻研,没有通过数据结构原理的指导和技术的训练,想在软件设计方面提高程序设计能力通

常是不现实的。数据结构对每种抽象数据类型的定义、设计、实现展开深入的讨论,从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计算机学生的专业素养。

1.7.2 教材内容组织
本教材为“数据结构与算法”的基础教程,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模块共10章。
(1)模块1:概论部分,这是整个课程的基本概述和引言,由第1章绪论组成。
该章是对整个课程学习内容的整体说明,其中包括数据和数据结构基本概念的描述,算

法与算法分析的基本原理等。本章对于全教材的学习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对学习内容的整

体框架和内容关联有所了解,才可能对具体内容有较好的理解与掌握。这些整体性或全局

性问题应当包括:数据结构课程研究什么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如何,这些问题

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和递进关系,这些问题与已经学过的计算机专业内容有何联系,对于后

续计算机专业课程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等。
(2)模块2:基础部分,这是本课程的主干与核心,由第2章至第7章组成,其主体内容按

照数据逻辑结构递进展开。
第2章至第3章讨论线性表及其基本特例。第2章讨论一般线性表及其建立在基本存

储结构上的数据运算与实现。第3章讨论两种更新受限的线性表,即堆栈和队列。所谓更

新受限,就是不能对线性表中任意数据进行插入和删除操作,堆栈只能在线性表的表尾即栈

顶进行插入与删除,队列只能在表尾即队尾进行插入,在表头即队头进行删除。堆栈和队列

是线性表两种最基本使用方式,需要深刻理解和熟练应用。
第4章讨论三种组成特殊的线性表,即数组、字符串和广义表。数组可以看作是所有组

成数据元素都具有同一数据类型的线性表,字符串或串是所有组成元素都是字符的线性表,
广义表可以看作是其中元素还是线性表的线性表。在《数据结构》课程中,数组不仅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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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立研究意义,更是数据顺序存储的描述工具与基础;字符串具有与一般线性表情形很不相同

的特性和运算,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而广义表可以看作是线性表的一种嵌套形式,由递归

方式进行定义。
第5章讨论最基本的非线性结构———二叉树。二叉树在数据结构研究和应用中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也是《数据结构》课程中核心内容。
第6章讨论非线性结构———树与森林,这可以在一定意义下看作是二叉树的拓展。实

际应用中很多问题不能归结为线性表结构,而树是一种最为基本的非线性结构。从数据结

点的前驱与后继角度来看,树可以看作是线性表的拓广,又是更为复杂的非线性结构———图

的基础。
第7章讨论更为复杂的非线性结构———图。现实世界中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图,特别

是带权值的图(网图或网络)描述,同时由于树也是一种特殊的图型结构,通过图的学习可以

进一步加深对树的理解与把握。
(3)模块3:高级部分,讨论基于集合结构上的数据查找和排序,由第8章至第9章组成。
第8章至第9章讨论一般数据集合上基本数据管理与操作。这里,讨论着重点不是数

据结点之间关系的存储与处理,而是着眼于数据内容的查找与组织。其中,第8章讨论数据

集合中特定数据的查找,包括基于线性表查找、基于二叉树查找、基于多路树查找(索引查

找)和基于散列查找等内容;第9章讨论数据集合元素之间的排序。排序对于计算机数据的

处理非常基本,它不仅可以揭示数据中蕴含的组织结构,同时也可以大大提高相关数据操

作,例如查找的效率。
本教材基本内容的组织体系结构如图1-3所示。

图1-3 教材内容组织体系

1.7.3 课程学习建议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专业中的一门综合性专业基础课,也是一门介于数学、计算机硬件

和计算机软件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它对于学习者的计算机思维(逻辑思维和形式化思维)
和计算机能力(算法设计能力与编程实现能力)塑造与训练都至关重要。

由于本课程承上启下,综合程度较高,原理分析与算法实现相互融合,基本知识点与关

键细节彼此纠缠,学习过程中会感到头绪繁多、内容复杂,难点突出,不易理解,对于初学者

而言可能会出现不少困难。对此,在学习之初就需要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主动树立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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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19   

而上的信念,积极发挥不畏艰辛的毅力。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充分认识课程在整个计算

机学科中的基本地位和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通常都不易获取,正如

动画片《西游记》中所唱“西天取经不容易,容易干不出大业绩”。只要发奋努力,克服困难,
学习完本课程再进行回顾时,就会逐步体会到付出努力和心血完全是物有所值!

按照建构主义思想,学习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传承接受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学习者

结合其自身原有知识与经验构建新知识体系的过程。这对于本课程学习也十分有益。数据

结构是众多前修课程补充、发展和升华,这实际上也为课程学习做出了相关的铺垫,在学习

过程中需要自觉地加以充分利用,注重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点进行横向(与各类相关课程)
联系以拓宽眼界视野,进行纵向(自身的知识框架与学习经验)对比以增加“亲和”凝聚,通过

原有学习经验和知识构成作为新知识的引入背景和理解实例。结合自身知识框架,始终以

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抽象化原理为学习对象。对于课程中的基本知识模块,遵循提出问题(为
什么出现和怎样出现)、分析问题(与已有问题的关联与处理问题的思路模式)、解决问题(操
作过程中关键步骤和闪光细节)和总结问题(与其他类似方法比较评估、进一步延伸拓展的

可能)的求解过程,使得抽象困难的学习过程与自身的经验知识产生关联,逐步形成一种来

自内省的学习驱动力和自觉主动性。
《数据结构》课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使用一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作为基本描述工具,

因此,需要处理好本课程与程序设计课程之间关系。如果将本课程仅仅看作是程序设计语

言课程的一种拓展,那无疑是不够合适的,否则就不需要开设《数据结构》课程;但如果弱化

其中算法基于程序语言的实现技术与技巧,那就和《离散数学》等课程没有本质上区别。因

此,在理解基本算法提出的背景、展开的思路、实现的关键环节和性能的评估拓展前提之下,
强化算法的程序设计语言实现学习与训练就十分必要。在课程学习中,实质意义上的困难

可能不完全存在于对算法的认识与理解,更突出的可能还在于算法原理到程序语言的转换。
数据结构与算法密切相关,重要算法的理解与掌握对于编程语言方面实现训练具有很强的

依赖性。因此,也许将能够编程实现的层面上把握算法看作是学习《数据结构》课程的最终

要求是有益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不妨将本课程学习看作是进行复杂的算法分析设计和程序

实现的训练过程。仅是学习课程内容中若干知识点显然不够,还需培养应用知识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形成良好的算法设计思想、方法技术和编程风格,进行构造性思维,发散性思维

的训练,强化程序抽象能力和数据抽象能力。
学习过程中许多内容都比较抽象,此时需要强化“一般知识”到“直观验证”的训练。在

接受理论知识点的同时,不是只单纯进行单边的抽象学习,还要结合教材上的相关图示来解

析知识点,描绘数据变化过程。另外,学习者也要自己动手多画,画准确,画具体,这种抽象

和直观的双边形式对于课程中重点的理解、难点的消解和基本技巧的掌握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同时也是一般素质培养训练的重要内容。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数据结构电子

课件和辅助演示系统,其中各种形式的动画演示过程对于学习帮助尤为明显。另外,由于课

程特点,重视相应的课程实验,加强动手操作能力,也可以看作从抽象到直观结合上掌握课

程内容的基本环节。实施经常性的验证实验,强化基本性的设计实验,注重整体性的综合实

验,在亲自动手动脑操作实验过程中把握原理的精髓、感受算法的精妙和体会成功的喜悦,
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与激情,立志做一位优秀的计算机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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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当然,学习的成功从根本上是来自辛勤的努力,明确的学习目的,热爱课程学习的激情,
再加上一路挥洒的劳作汗水,一定会换来丰硕的学习成果。

本章小结

(1)理解和掌握数据及其相关概念是《数据结构》课程的基本要求。数据是没有严格意

义下定义的元概念,通常是根据其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的界定。计算机数据是能够进入计

算机并能为计算机所管理与处理的符号集合,其中的符号集合是客观事物或其特征的表示

与描述。从技术处理角度考虑,计算机数据可以分为数值型数据与非数值型数据两种情形。
研究数值型数据计算机处理的学科是数学领域中的《计算方法》课程;研究非数值型数据计

算机处理的学科是计算机领域中的《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和其他相关课程。数值型数据着

眼于数据数值计算方法的实现,非数值型数据着眼于数据之间关联的表述、存储与处理。本

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就是非数值型数据。
(2)计算机数据具有语义与技术处理两个层面。在实际应用中不能再进行分割的最小

语义单位就称为数据项,例如数据记录当中的字段;在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能再进行分割的

最小技术单位就称为数据元素,相同类型数据元素集合就称为一个数据对象。
数据概念描述及其相关概念关联如图1-4所示。

图1-4 数据及其相关概念

(3)数据的使用是和数据取值密切关联。数据取值的范围和建立在取值范围之上的一

组运算就构成了数据所属的数据类型。早期数据类型的实现依赖于不同机器,但由于无论

怎样的机器,数据的定义与操作的数学描述与属性总不会改变,因此引入了抽象数据类型的

重要概念。抽象数据类型就是建立的一个数学模型和其上的一组操作。抽象数据类型与数

据类型在本质上属于同一范畴,但在使用上,抽象数据类型更注重数据描述的抽象数学化和

数据操作的动态性。抽象数据类型由数据对象、数据关系和数据操作三大部分组成。
(4)数据结构就是数据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与抽象,是数据数学模型的关键组成部分。

数据结构分为数据的逻辑结构与存储结构。数据逻辑结构主要包括集合、线性表、树和图四

种情形,数据的存储结构主要包括面向一般计算机数据处理的顺序存储与链式存储结构,还
包括面向内容查询的索引存储和散列存储结构。

数据各种基本结构及其关联如图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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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21   

图1-5 数据结构及相关概念

(5)计算机管理数据的基础是数据存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基础是算法。如同讨论数据

存储结构首先需要研究数据逻辑结构一样,讨论基于存储结构上的数据算法需要首先研究

基于逻辑结构上的数据运算。数据运算是建立在数据逻辑结构上的数据处理,而算法是数

据运算在相应存储结构上的技术实现。算法描述可以通过程序设计语言、伪代码和自然语

言三种常用方式进行描述。算法分析主要是实现算法时间开销与空间开销的分析。
数据运算与算法及相关概念如图1-6所示。

图1-6 数据运算与算法及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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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线性表

线性表是一种简单且常用的数据结构,也是其他数据逻辑结构的基础。线性表的特点

是元素之间满足以前驱和后继表示的线性关系。本章以及随后章节分别介绍的栈、队列、数
组和串、广义表等都也都属于这种结构。本章主要学习线性表的概念、ADT表示、顺序存储

和链式存储结构,以及分别在这两种存储结构下的各种操作的实现。
在学习本章内容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 线性(表)结构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 线性表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在此结构下各种基本操作实现。
● 线性表的链式存储结构及在此结构下各种基本操作实现。
● 分析比较线性表两种存储结构的特点,优点和缺点。
● 带头结点的单链表及相关概念,循环链表的循环条件,具有对称结构的双向链表和静

态链表。

2.0 本章项目引例:约瑟夫生者死者游戏

约瑟夫生者死者游戏:30个旅客同乘一条船,因为严重超载,加上风大浪高,危险万分。
因此船长告诉乘客,只有将全船一半的旅客投入海中,其余人才能幸免于难。无奈,大家只

得同意这种办法,并议定30个人围成一圈,由第一个人开始,依次报数,数到第9人,便把他

投入大海中,然后从他的下一个人数起,数到第9人,再将他投入大海,如此循环,直到剩下

15个乘客为止。问哪些位置是将被扔下大海的位置。

2.1 线性表概念

线性表是将给定数据集合中数据元素一个接着一个依次排列而得到的一种数据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排列并不表示线性表中元素具有通常意义下的顺序结构。线性表中

元素的依次是一种操作次序,没有一般语义下的顺序含义,例如,在售票窗口的排队就是一

种线性表,但其中队伍的次序只由先来后到确定,仅此而已,没有其他常规意义下的顺序含

义,例如按照个子高矮,年龄大小,学历高低等。理解这一点对于第9章的学习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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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线性表 23   

2.1.1 线性表逻辑结构

线性表(List)是由具有相同数据类型的有限个数据元素组成的一个序列。线性表中元

素个数称为该线性表的长度。长度为零的线性表称为空表。长度为n(n≥0)的线性表通常

表示为:L=(a0,a1,a2,…,an-1)
线性表实际上是将一组数据元素一个接着一个次序排列而得到的一种逻辑结构,如图

2-1所示。

图2-1 线性表的逻辑结构

对于线性表L=(a0,a1,a2,…,an-1)来说,数据元素ai在L中的逻辑次序位于ai+1之前,
故称ai是ai+1的直接前驱(元素);所有逻辑次序在ai+1之前元素都称为ai+1的前驱(元素)。

ai 在线性表里的逻辑次序紧跟在ai-1之后,故称ai 是ai-1的直接后继(元素);所有逻辑次序

在ai 之后的元素都称为ai 的后继(元素),如图2-2所示。为方便叙述,除特殊声明外,后续

所提前驱(元素)和后继(元素)均指直接前驱(元素)和直接后继(元素)。

图2-2 数据元素ai 的前驱与后继

从线性表逻辑结构可知,一个非空线性表有如下特征:
● 存在唯一一个没有前驱的数据元素,称其为线性表的表头(元素);
● 存在唯一一个没有后继的数据元素,称其为线性表的表尾(元素);
● 除表头和表尾元素之外,其余每个数据元素都有且仅有一个前驱和后继;
● 线性表长度是其基本的逻辑参数,在算法中用于判定线性表的表满和表空情形。
由此可知,线性表是其中数据元素之间仅仅至多具有单一前驱和后继关系的一种逻辑

结构,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数据结构,也是其他数据逻辑结构的基础,其中涉及的单链表更是

本课程中会反复出现的基本技术。
同一个线性表中数据元素需要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在不同应用场合,数据元素表可

以是原子类型(整型、实型、字符型或布尔型等),也可以是复杂类型(结构或数组)等。

2.1.2 线性表的ADT描述

抽象数据类型ADT核心是确定了数据元素的一组基本操作,这些操作都是定义在相应

逻辑结构之上,与数据元素的数据类型和存储结构无关。设有线性表List(简写为L),其中

数据元素类型为DataType,List的ADT定义可以描述如下:

ADTListis
{数据对象:D={ai|ai∈DataType,i=0,1,2,…,n-1,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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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数据关系:R={<ai-1,ai>|ai-1,ai∈D,i=1,2,…,n-1}
基本操作:
(1)ListCreatList()

创建并返回一个空线性表。
(2)ClearList(ListL)

清空线性表L中的元素。
(3)intLengthList(ListL)

返回线性表L中的元素个数。
(4)intInsertPre(ListL,inti,DataTypex)

在线性表L中的第i个位置之前插入值为x 的元素,并返回插入成功与否的标志。
(5)intInsertPost(ListL,inti,DataTypex)

在线性表L中的第i个位置之后插入值为x 的元素,并返回插入成功与否的标志。
(6)intDeletePos(ListL,inti)

在线性表L中的删除第i个位置上的元素,并返回删除成功与否的标志。
(7)intSearch(ListL,DataTypex)

在线性表L中的查找值为x的元素,并返回查找成功与否的标志。
(8)Display(ListL)

输出线性表L中的元素。
}ADTList
在C#语言描述中,我们以接口的形式表示线性表,接口中的方法成员表示基本操作。

并且为了使线性表对任何数据类型都适用,数据元素的类型使用泛型的类型参数。在实际

创建线性表时,元素的实际类型可以使用应用程序中任何方便的数据类型来代替,比如用简

单的整型或者用户自定义的更复杂的类型来代替。
线性表的接口如下所示:
publicinterfaceIlinarList<T> {

intGetLength();     //求长度

voidClear();      //清空操作

boolIsEmpty();     //判断线性表是否为空

voidAppend(Tx);  //将值为x的新元素添加到表的末尾

voidInsert(Tx,inti); //在线性表第i个位置插入值为x的新元素

TDelete(inti);     //删除序号为i的数据元素

TGetElem(inti);    //返回线性表中第i个数据元素

intLocate(Tvalue);   //在线性表中查找值为value的数据元素

}

线性表提供的操作比较灵活,用户根据不同场合需要而定义的ADT可能会有所不同,
提供的接口也允许不尽一致。

ADT定义了一组最基本的操作,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操作可由若干基本操作构成。例如

需要删除一个值为x的数据元素,可先使用查找值为x的元素位置的操作,然后再调用删除

指定位置的操作,其他合并、复制、拆分等操作均可通过调用基本操作的组合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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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表ADT定义的各种操作都基于线性表的逻辑结构,这些操作的具体实现与线性表

采用何种存储结构相关。

2.2 线性表的顺序存储

线性表各种基本操作实现与存储结构有关。本节讨论线性表在顺序存储结构下的特征

和基本操作的具体实现。

2.2.1 顺序存储结构

线性表的顺序存储结构就是用一组地址连续的存储单元依次存放线性表中各个元素。
采用顺序结构存储的线性表通常称为顺序表。由于线性表中所有数据元素都具有相同的数

据类型,所以通常采用数组实现顺序表。线性表中数据元素“前驱”和“后继”逻辑关系通过

顺序表的“连续”和“依次”技术存储到计算机当中。从直观上来看,“连续”就是存储的数据

之间不能留有空的存储单元;“依次”就是数据元素的逻辑顺序和物理存储单元中存储结点

地址顺序相同,即数据元素逻辑上的相邻关系也就是物理上的相邻关系。在表现形式上,线
性表中数据元素序号集合和相应数据标号集合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需要指出,在C
或C#语言中,数组标号是由0开始的,因此,线性表中第i号数据元素应当存储在数组中的

第i-1号位置。
如图2-3所示,Loc(a0)到Loc(a0)+(MAXNUM)*length-1代表了一段连续的地址

空间,最多可存放MAXNUM个数据元素。当前线性表中有n(n≤MAXNUM-1)个元素,
从低地址标号到高地址标号依次存放a0,a1,…,an-1 等n个元素。

图2-3 线性表顺序存储结构

线性表中所有数据元素具有相同数据类型,因此可假设每个数据元素占用的存储空间

为length个单元,线性表的初始地址(基地址)为Loc(a0),Loc(ai)代表第i个元素的地址,
则成立:

Loc(a1)=Loc(a0)+length
Loc(a2)=Loc(a1)+length=Loc(a0)+2*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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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Loc(a3)=Loc(a2)+length=Loc(a0)+3*length
……
由此可得出线性表第i个元素地址的求址公式为:

Loc(ai)=Loc(a0)+i*length
其中,Loc(a0)为初始地址,length为每个元素占用的空间。

由上述可知,顺序表中数据元素存储地址是相应线性表中元素序号的一个线性函数,在
顺序表中数据存储的起始位置也就是基位置确定之后,查找任意数据元素的存储位置的计

算开销都是相同的,通常称具有这种查找特征的存储方式为随机存取存储结构。
为了创建顺序表,需要先定义相关数据类型———顺序表类型。
算法2-1 定义顺序表数据类型。
//C语言描述定义如下:
00  structSeqList
01  {

02  int MAXNUM;  /* 顺序表中可以存放元素的容量 */

03  int n;      /* 实际存放线性表中元素的个数,n≤MAXNUM-1 */

04  DataType*element; /*element[0],element[1],…,element[n-1]存放线性表中的元素 */

05  };

06  typedef structSeqList *PSeqList;

算法分析 上述算法中需要注意下述几点:

① 算法定义了一个结构数据类型SeqList,SeqList由 MAXNUM、n和*element等三

个数据项组成。同时又定义了一个指针数据类型*PSeqList用于指向顺序表SeqList。由

于数据地址和数据对象的相互唯一对应性,指针型变量和结构型变量实际上是同义语,也就

是说是等价的。这种对同一类型使用不同的名称以此来说明类型相同而作用不同的变量是

C语言的一个重要特色,由此即可将类型赋予了适当的语义,从而提高了算法可读性和灵

活性。

② 上述算法中的DataType代表数据元素类型,可以是如int、char等简单类型,也可以

是如struct等复杂的数据类型,不失一般性,采用DataType统一表示。在以后章节中也是

如此。

③ 算法中出现了 MAXNUM和n两个变量,其中 MAXNUM表示数组开辟的空间,也
即数组的容量,则线性表中最多可以有 MAXNUM个元素。n是线性表元素的个数,也是数

组中实际存放元素的个数,数组中实际存放元素的下标区间为0~n-1。

④ 如果定义palist是一个PSeqList类型的指针变量,由上述PSeqList类型概念可以

知道:

palist->MAXNUM表示顺序表中可以存放元素的最大个数,即容量;

palist->n表示顺序表中实际存放元素的个数;

palist->element[0],…,palist->element[palist->n-1]表示顺序表中存放的各个

元素。
//C#语言描述定义如下:
1  publicclassSeqList<T> :IlinarLi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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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privateintmaxsize;//顺序表的容量

4  privateT[]data;//数组,用于存储顺序表中的数据元素

5  privateintlast;//指示顺序表最后一个元素的位置

6  //索引器

7  publicTthis[intindex]

8  {

9    get
10   {returndata[index];}

11   set

12   {data[index]=value;}

13  }

14  //最后一个数据元素位置属性

15  publicintLast
16  {

17   get
18   {returnlast;}

19  }

20  //容量属性

21  publicintMaxsize
22  {

23   get
24  {returnmaxsize;}

25   set
26  {maxsize=value;}

27  }

28  //构造器

29  publicSeqList(intsize)

30  {

31   data=newT[size];

32   maxsize=size;

33   last= -1;

34  }

35  //求顺序表的长度

36  publicintGetLength()

37  {

38   returnlast+1;

39  }

40  //清空顺序表

41  publicvoidClear()

42  {

43   last= -1;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28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44  }

45  //判断顺序表是否为空

46  publicboolIsEmpty()

47  {

48   if(last== -1)

49   {returntrue;}

50   else

51   {returnfalse;}

52  }

53  //判断顺序表是否为满

54  publicboolIsFull()

55  {

56  if(last==maxsize-1)

57  {returntrue;}

58  else
59   {returnfalse;}

60  }

61  //在顺序表的末尾添加新元素

62  publicvoidAppend(Titem)

63  {

64   if(IsFull())

65  {

66   Console.WriteLine("Listisfull");

67   return;

68  }

69   data[++last]=item;

70  }

71  ………

72  }

算法分析 上述算法中需要注意下述几点:

① 把顺序表看作是一个泛类,类名叫SeqList<T>。“Seq”是英文单词“Sequence”的
前三个字母。SeqList<T>类实现了接口IlinarList<T>。

②用数组来存储顺序表中的元素,在SeqList<T>类中用字段data来表示。由于经常

需要在顺序表中插入或删除数据元素,所以要求顺序表的表长是可变的。

③数组的容量需要设计得特别大,可以用System.Array的Length属性来表示。但为

了说明顺序表的最大长度(顺序表的容量),在SeqList<T>类中用字段 maxsize来表示。

maxsize的值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这通过SeqList<T>类中构造器的参数size来实现。

④顺序表中的元素由data[0]开始依次顺序存放,由于顺序表中的实际元素个数一般达

不到maxsize,因此,在SeqList<T>类中需要一个字段last表示顺序表中最后一个数据元

素在数组中的位置。如果顺序表中有数据元素时,last的变化范围是0~maxsize-1;如果

顺序表为空,则l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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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了顺序表数据类型之后,就可创建(初始化)一个空的顺序表。
算法2-2 创建空顺序表。
//C语言描述定义如下:
00  PSeqListcreateNullList_seq(intm)  /* 创建新的顺序表 */
01  {PSeqListpalist;
02    palist= (PSeqList)malloc(sizeof(structSeqList));
03    if(palist! =NULL)
04      {
05        palist->element= (DataType*)malloc(sizeof(DataType)*m);
06        if(palist->element)
07        {
08          palist->MAXNUM=m;
09          palist->n=0;    /* 空表长度为0*/
10          return  palist;
11        }
12        elsefreepalist;
13      }
14    printf("Outofspace!! \n");        /* 存储分配失败 */
15    returnNULL;
16  }
算法分析 上述算法创建的顺序表如图2-4所示。整个算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02行是第一部分,为顺序表也就是顺序表的标识palist分派存储空间,即图2-4中虚

线部分。
第05行是第二部分,为顺序表中定义的数组element分派存储空间。
第06~11行是第三部分,为PSeqlist结构类型中的 MAXNUM和n分派初值。

图2-4 创建顺序表

//C#语言描述定义如下:
00  publicSeqList(intsize){

01 data=newT[size];//为顺序表中定义的数组分派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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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数据结构与算法(C&C#语言描述)

02  capacity=size; //设定顺序表的存储容量

03 last= -1;    //指定当前顺序表最后元素的位置-1,即空表

04  }

可通过:
SeqList<int>mylist=newSeqList<int>(10);

定义mylist为一个SeqList<T>类型的对象变量,mylist的容量为10。

2.2.2 基于顺序存储基本操作

由于数组中元素地址可以统一由公式(2-1)求得,即可以实现随机存取,也就是说可以

通过C语言中的palist->element[i]或者C#语言中的data[i]来读取线性表的 第i个元素,
因此,读取任一元素时间开销都相同。以下讨论顺序表的基本操作,并假设数据元素的类型

都为整型。

1.插入给定数据元素

在C语言描述中设有顺序表PSeqListpalist,待插入数据元素为x,将x插入到palist中

的第i个元素之前。
在C#语言描述中设有顺序表mylist,待插入数据元素为x,将x插入到mylist中的第i

个元素位置上。
顺序表在x插入前后的情况如图2-5所示。

图2-5 顺序表插入元素

算法2-3 在第i个位置前插入元素x。
//C语言描述如下:
00  intInsertPre(PSeqListpalist,inti,DataTypex)

01   {

02   intj;

03   if((i<0)||(i>palist->n))    /* 判断输入的位置i是否合法 */

04     {

05      printf("插入位置i不合法!");

06      return(0);      /* 返回插入失败的标志 */

07     }

08   if(palist->n==palist->MAXNUM)

09     {

10     printf("表已满,无法插入!");

11     retur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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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13   for(j=n-1;j>=i;j--)  /*i位置以及之后所有元素后移一位 */

14     palist->element[j+1]=palist->element[j];

15   palist->element[i]=x;  /* 将x放入第i个位置 */

16   palist->n=palist->n+1;  /* 顺序表元素个数加1*/

17   return(1);        /* 返回插入成功的标志 */

18   }

//C#语言描述如下

1  publicvoidInsert(Tx,inti)

2  {

3    if(IsFull())

4  {

5   Console.WriteLine("Listisfull");

6       return;

7  }

8  if(i<1||i>last+2)//插入位置不合法

9  {

10  Console.WriteLine("Positioniserror!");

11       return;

12  }

13  if(i==last+2)

14  {  
15      data[last+1]=x;    
16  }

17  else

18  {

19     for(intj=last;j>=i-1;--j)

20  {

21      data[j+1]=data[j];  //i位置以及之后所有元素后移一位

22  }

23       data[i-1]=x;    //将x放入第i个数据元素的位置

24  }

25      ++last;              //顺序表元素个数加1
26  }

算法分析 上述算法中程序首先要做合法性的判断,i的合法范围是0-n,当i=n时,
表示元素要插入的位置下标是n,即插入到最后一个元素后面。

由于顺序表中元素的逻辑顺序必须和物理顺序保持一致,在第i个元素前插入x 之前,
要先把第i个位置空出来。空出来的办法是将第i个元素以及其后的所有元素均后移一位,
一共要移动(n-i)个元素。注意移动的时候要从最后一个元素开始,以免元素被冲掉。负

责移动元素的for语句,循环变量j的初值是n-1也即last,当i=n时,不会执行到for语句的

循环体,直接将x放入第i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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