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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 

主要内容 

• 字符串基本概念 

•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 

– 字符串的顺序存储 

– 字符串类 class String 的存储结构 

• 字符串运算的算法实现 

– 字符串运算的实现 

– String 类的实现 

• 字符串的模式匹配 

– 朴素算法 

– KMP 快速模式匹配 

主要内容 



3 

目录页 

张铭《数据结构与算法》 

第四章 

字符串 

字符串的顺序存储 

• 对串长变化不大的字符串，有三种处理方案 

1. 用 S[0] 作为记录串长的存储单元 (Pascal)   

– 缺点：限制了串的最大长度不能超过256 

2. 为存储串的长度，另辟一个存储的地方 

– 缺点：串的最大长度一般是静态给定的，不是动态申请
数组空间 

3. 用一个特殊的末尾标记 ‘\0’  (C/C++)  

– 例如：C/C++ 语言的 string 函数库 （＃include 

<string.h>）采用这一存储结构 

– ‘\0’ 的 ASCII 字符表中编号为 0，等价于常量 NULL、
数字 0、常量 false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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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类的存储结构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private:   // 具体实现的字符串存储结构 

char *str; // 字符串的数据表示 

int size;  // 串的当前长度  

例如， 

String s1 = "Hello"; 

private: 

 char  *str; 

 int  size;   // 值为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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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运算的算法实现 

• 串长函数 

– int strlen(char  *s); 

• 串复制 

– char *strcpy(char  *s1, char*s2); 

• 串拼接   

– char *strcat(char  *s1, char  *s2); 

• 串比较   

– int  strcmp(char *s1, char *s2);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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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运算的实现 

// 求字符串的长度 

int strlen(char d[ ]) { 

   int i = 0; 

   while (d[i] != ‘\0’) 

        i++; 

   return i; 

}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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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运算的实现 

// 字符串的复制 

char *strcpy(char *d, char *s) {  

    int i = 0; 

    while (s[i] != '\0')   { 

       d[i] = s[i];   i++; 

    } 

    d[i] = '\0'; 

    return d; 

}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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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运算的实现 

// 字符串的比较  

int strcmp(const char *s1, const char *s2) { 

    int i = 0; 

    while (s2[i] != '\0'  &&  s1[i] != '\0' ) { 

        if (s1[i] > s2[i]) 

            return 1; 

        else if (s1[i] < s2[i]) 

            return -1; 

        i++; 

    } 

    if (s1[i] == '\0' && s2[i] != '\0') 

        return -1; 

    else if s2[i] == '\0' && s1[i] != '\0') 

        return 1; 

    return 0; 

}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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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简便的算法 

int strcmp_1(char *s1, char *s2) { 

    int i; 

    for (i = 0; s1[i] == s2[i]; ++i ) {     

        if(s1[i] == '\0' && s2[i] == ‘\0') 

            return 0;            // 两个字符串相等 

    }  

    // 不等, 比较第一个不同的字符 

    return (s1[i]-s2[i]) / abs(s1[i]-s2[i]);   

}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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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运算的实现 

// 构造函数(constructor) 

String::String(char *s)  { 

     // 先要确定新创字符串实际需要的存储空间，s的类型为(char *)， 

     // 作为新创字符串的初值。确定s的长度，用标准字符串函数  

 // strlen(s)计算长度 

     size = strlen(s) ;   

     

     // 然后，在动态存储区域开辟一块空间，用于存储初值s，把结束 

     // 字符也包括进来 

     str ＝ new  char [size＋1]; 

     // 开辟空间不成功时，运行异常，退出 

     assert(str != NULL);  

 

    // 用标准字符串函数strcpy，将s完全复制到指针str所指的存储空间 

    strcpy(str, s); 

}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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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串运算的实现 

// 析构函数 

String::~String() { 

   // 必须释放动态存储空间 

   delete [] str; 

}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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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串运算的实现 

// 赋值函数 

String  String::operator= (String&  s) {    

   // 参数 s 将被赋值到本串。  

   // 若本串的串长和s的串长不同，则应该释放本串的 

   //str存储空间，并开辟新的空间 

   if (size != s.size)  { 

      delete [] str ;    // 释放原存储空间 

      str = new char [s.size+1]; 

      // 若开辟动态存储空间失败，则退出正常运行 

      assert(str != NULL)； 

      size = s.size; 

   } 

   strcpy(str , s.str ); 

   // 返回本实例，作为String类的一个实例 

   return  *this; 

}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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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String抽取子串 

• s2 = s1.Substr(6, 5) ; 

4.2 字符串的存储结构和实现 

 

s1 

private: 

      char   *str; 

 int   size;   // 值为11 

…… 

s2 
private: 

      char   *str; 

 int   size;   // 值为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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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4.3 字符串的模式匹配 

 

• 设 S1, S2 为串，请给出使 S1+S2 == S2+S1 成立的所
有可能的条件（其中 + 为连接运算） 

• 设计一个算法来实现字符串逆序存储，要求不另设串存
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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