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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中的页码为英文原书的页码, 与书中边栏的页码一致。

符号
\a（警报（响铃）符转义序列）
，35,118
\\（反斜杠转义序列）
，36, 118
\b（回退符转义序列）
，35, 118
\r（回车符转义序列）
，118
\"（双引号转义序列）
，35, 118
\f（换页符转义序列）
，118
\xnn（十六进制转义序列）
，119
\t（横向制表符转义序列）
，35, 41, 118
\n（换行符转义序列）
，14, 35, 118
\0（空字符）
，241, 392
\nnn（八进制转义序列）
，119
\?（问号转义序列）
，118, 133, 561
\'（单引号转义序列）
，118
\v（纵向制表符转义序列）
，118
+=（加赋值运算符）
，52
+（加法运算符）
，46
&（取地址运算符）
，207-208
[]（数组下标运算符）
，140-141, 151, 225, 227, 232, 234,
242
&=（按位与赋值运算符）
，454
&（按位与运算符）
，453-454
~（按位求反运算符）
，453-454
^=（按位异或赋值运算符）
，454
^（按位异或运算符）
，453-454
|=（按位或赋值运算符）
，454
|（按位或运算符）
，453-454
()（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
，124, 127-129, 162
,（逗号运算符）
，94-95, 178, 286
?:（条件运算符）
，72-73, 80
--（自减运算符）
，53-54, 58-59
/=（除法赋值运算符）
，52
/（除法运算符）
，46, 583-584
==（等于运算符）
，65, 79
>（大于运算符）
，64
>=（大于或等于运算符）
，64
++（自增运算符）
，53-54, 58-59, 225-227
*（间接寻址运算符）
，208-209, 225-227
<<=（左移赋值运算符）
，452
<<（左移运算符）
，452
<（小于运算符）
，64
<=（小于或等于运算符）
，64
&&（逻辑与运算符）
，65
!（逻辑非运算符）
，65

||（逻辑或运算符）
，65
*=（乘法赋值运算符）
，52
*（乘法运算符）
，46
!=（不等于运算符）
，65
#（预处理器运算符）
，282, 296, 297
##（预处理器运算符）
，282-283, 296
%=（取余赋值运算符）
，52
%（取余运算符）
，46, 58, 583-584
->（右箭头选择运算符）
，372
>>=（右移赋值运算符）
，452
>>（右移运算符）
，452
=（简单赋值运算符）
，17, 50-51
.（结构/联合成员运算符）
，332, 346
-=（减法赋值运算符）
，52
-（减法运算符）
，46
-（一元负号运算符）
，46
+（一元正号运算符）
，46
\（反斜杠）
，240
{}（大括号）
，12, 26
/**/（注释分隔符）
，14
"（双引号）
，14
...（省略号）
，487, 564
#...（预处理指令）
，10, 12, 273, 276-277
;（分号）
，14
'（单引号）
，117, 119
??c（三字符序列）
，560-561
_（下划线）
，23

A
Abnormal program termination（不正常的程序终止）
，572
Abnormal termination signal（异常终止信号）
，543, 583
abort function（abort函数）
，572, 583, 602
abs function（abs函数）
，575, 602
Absolute value（绝对值）
of a floating-point number（浮点数的绝对值）
，526
of a long integer（长整数的绝对值）
，575
of an integer（整数的绝对值）
，575
Abstract data types（抽象数据类型），423, 426-428, 448-449
encapsulating（封装）
，427-428
Abstractions（抽象）
，420
Abstract objects（抽象对象）
，422
acos function（acos函数）
，523, 602
Ada（一种计算机语言）
，8
Addition, of an integer and a pointer（整数和指针的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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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3
Addition assignment operator（+=,加法赋值运算符）
，52
Addition operator（+,加法运算符）
，46
Additive operarors（加法类运算符）
，46
Address arithmetic（地址算术运算）
，见Pointer arithmetic
Address（地址）
，205-206,392
versus pointers（地址与指针）
，216-217
using pointers as（用指针作为地址）
，462
Address operator（&, 取地址运算符）
，207-208
in calls of scanf（在scanf函数调用中的取地址运算
符）
，36, 212-213
Aggregate variables（聚合变量）
，139
Alert (bell) escape sequence（\a, 警报（响铃）符转义序列），
35, 118
Algol 60（一种计算机的算法语言）
，2, 8
Aliases（别名）
，208
Alphabetic characters,testing for（对字母字符进行测试）
，
527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testing for（对字母数字字符进行
测试）
，527
Amendment 1, to C standard（C标准的修正草案1）
，551
ANSI standard for C（C语言的ANSI标准）
，2
Arc cosine（反余弦）
，523
Arc sine（反正弦）
，523
Arc tangent（反正切）
，523
argc parameter（argc参数）
，264, 269
Argument list, variable-length（可变长度的实际参数列表），
132, 391-92, 563-566
Argument, function（函数的实际参数）
，156, 165-169, 177
array（数组实际参数），167-169, 179-180, 229-230, 234,
235
conversion of（参数的转换）
，166-167
function pointers as（函数指针作为实际参数）385-386
passed by value（按值传递）
，165
pointer（指针参数）
，211-215
structure（结构参数）
，335-336
union（联合参数）
，347
using const to protect（使用const来保护的参数）
，
214-215, 217-218
另见Parameters, function
argv parameter（argv参数）
，264, 269
Arithmetic, overflow during（算术运算期间的溢出）
，131
Arithmetic, pointer（指针算术运算）
，221-224, 233-234
Arithmetic error signal（算术运算错误信号）
，543
Arithmetic operators（算术运算符）
，45, 46-49
Array arguments（数组型实际参数）
，167-169, 179-180,
229-230, 234, 235
Array names, used as pointers（用作指针的数组名）
，
227-231, 233
Arrays（数组）
，139
combined with structures（数组与结构结合）
，337-345
constant（数组常量）
，148-149
copying（数组的复制）
，151
declarators for（用于数组的声明符）
，409
dynamically allocated（数组的动态分配）
，36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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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of（数组元素）
，139-140
initializing（数组的初始化）
，142-143, 147-148, 338-339,
412-413
multidimensional（多维数组）
，146-150
one-dimensional（一维数组）
，139-146
and pointers（数组与指针）
，224-227, 231-233, 234-235
of pointers（指针数组）
，269
of pointers to strings（指向字符串的指针数组）
，262-263
ragged（参差不齐的数组）
，262
storage of（数组的存储）
，147
of strings（字符串数组）
，261-266, 363
of structures（结构数组）
，338-339
Arrays, character（字符数组）
，267
versus character pointers（字符数组与字符指针）
，
245-246
Array subscript operator（[]）
（数组下标运算符），140-141,
151, 225, 227, 232, 242
ASCII character set（ASCII字符集）
，116, 637
asctime function（asctime函数）
，580, 603
asin function（asin函数）
，523, 603
<assert.h> header（<assert.h>头文件）
，469,
539-540
Assertions（断言）
，539-540
assert macro （assert宏）
，539-540, 603
Assignment（赋值）
，17
in a controlling expression（控制表达式中的赋值）
，268
conversion during（赋值期间的转换）
，127
overflow during（赋值的溢出）
，134
of pointers（指针的赋值）
，209-210
of structures（结构的赋值）
，332-333
of unions（联合的赋值）
，347
Assignment operators（赋值运算符）
，50-52
compound（复合赋值运算符）
，52, 58, 452, 454
simple（简单赋值运算符）
，17, 50-51, 151
Assignment suppression, in a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转
化说明中的赋值屏蔽）
，493
Associativity, operator（运算符的结合性）
，47-48
atan2 function（atan2函数）
，523, 603
atan function（atan函数）
，523, 603
atexit function（atexit函数）
，572, 604
atof function（atof函数）
，567-568, 604
atoi function（atoi函数）
，567-568, 604
atol function（atol函数）
，567-568, 604
Automatic storage duration（自动存储期限）
，185-186, 401
auto storage class（auto存储类型）
，402

B
B（一种编程语言）
，2
Backslash（\, 反斜杠）
，240
Backslash escape sequence（\\, 反斜杠转义序列）
，36,118
Backspace escape sequence（\b, 回退符转义序列）
，35, 118
Basic type（基本类型）
，109
BCPL（一种编程语言）
，2
Binary files（二进制文件）
，477-478, 508-509
Binary operators（二元运算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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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 search（二分检索）
，573-574
Bit-fields（位域）
，455
modifying（位域的修改）
，455-456
retrieving（位域的检索）
，456
storage of（位域的存储）
，459-460
in structures（结构中的位域）
，458-460
Bits（位）
clearing（位的清除）
，454-455
setting（位的设置）
，454-455
testing（位的测试）
，455
Bitwise and assignment operator（&=, 按位与赋值运算
符）
，454
Bitwise and operator（&, 按位与运算符）
，453-454
Bitwise complement operator（~, 按位求反运算符）
，
453-454
Bitwise exclusive or assignment operator（^=, 按位异或赋
值运算符）
，454
Bitwise exclusive or operator（^, 按位异或运算符）
，
453-454
Bitwise inclusive or assignment operator（|=, 按位或赋值
运算符）
，454
Bitwise inclusive or operator（|, 按位或运算符），453-454
Bitwise operators（按位运算符）
，451-457
versus logical operators（按位运算符与逻辑运算符）
，
464-465
Bitwise shift operators（按位移位运算符）
，452
Block I/O（块的输入/输出）
，503-504
Blocks（程序块）
，193-194, 401
Block scope（程序块作用域）
，186, 402, 414
Body（体）
of a function（函数体）
，156, 160-161
of a loop（循环体）
，见Loop body
Boolean values（布尔值）
，73-74
Braces（{}, 大括号）
，12, 26
Placement in compound statements（大括号放置在复合语
句中）
，79-80
break statements（break语句）
，76-77, 97-98
Broken-down times（分解时间）
，576
converting calendar times to（日历时间转换为分解时
间）
，580
converting to calendar times（分解时间转换为日历时
间）
，578-579
converting to strings（分解时间转换为字符串）
，580
bsearch function（bsearch函数）
，573-574, 605
Buffering, file（文件缓冲）
，484-486
BUFSIZ macro（BUFSIZ宏）
，486
Building programs（构建程序）
，320-325

C
C（C语言）
versus C++（C语言与C++语言）
，449
Classic（经典C）
，3, 597-600
differences between C++ and（C语言和C++语言的差异），
429-431
effective use of（高效地使用C语言）
，6-7

histrory of（C语言的历史）
，1-3
obfuscated（令人困惑的C语言）
，5
philosophy of（C语言的体系）
，3-4
pitfalls（C语言的缺陷）
，6
portability of（C语言的可移植性）
，4
Standard（标准C）
，2, 597-600
standardization of（C语言的标准化）
，2-3
strengths（C语言的优势）
，4-5
syntax rules（C语言的语法规则）
，587-593
terseness of（C语言的简洁）
，27
weaknesses（C语言的弱点）
，5-6
writing large programs in（用C语言编写大规模程序）
，
448
C++（C++语言）
，3, 428-447
anonymous unions（联合）
，348
base classes（基类）
，441
versus C（C++语言与C语言）
，449
class definitions（类定义）
，432
class derivation（类派生）
，441-443
classes（类）
，431
comments（注释）
，28, 429
constructors（构造器）
，435-437
data members, of a class（数据成员）
，432
default arguments（C++语言默认的实际参数）
，429
default constructors（默认的构造函数）
，439
derivation lists （推导列表）
，442-443
derived classes（派生类）
，441
destructors（C++语言的析构器）
，435, 437-438
differences between C and（C语言和C++语言的差异）
，
429-431
dynamic binding（动态绑定）
，444-445
dynamic storage allocation（动态存储分配）
，430, 436-437
encapsulation in（封装）
，441
exception handling（异常处理）
，446-447
function overloading（函数重载）
，438-439
functions（函数）
，429
inheritance in（继承）
，441
input/output（输入/输出）
，440
instances, of a class（类的实例）
，432
member functions, of a class（类的成员函数）
，433-435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in（用C++语言进行面向对
象编程）
，441
objects（对象）
，432
operator overloading（运算符重载）
，431, 439-440
polymorphism in（多态性）
，441
private members, of a class（类的私有成员）
，432
public members, of a class（类的公共成员）
，432
reference arguments（引用参数）
，429-430
tags（标记）
，429
templates（模板）
，445-446
type names（类型名）
，429
virtual functions（虚函数）
，443-445
Calendar times（日历时间）
，576
converting broken-down times to（分解时间转换为日历
时间）
，578-579
converting to broken-down times（日历时间转换为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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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580
converting to strings（日历时间转换为字符串）
，580
determining（确定日历时间）
，577
Call, of a function（函数的调用）
，13, 156, 161-162, 565
calloc function（calloc函数）
，360, 366-367, 393, 605
Carriage-return escape sequence \r,（回车符转义序列），118
Cascaded if statements（级联的if语句）
，69-70
Case labels, in a switch statement（switch语句中的情况
标号）
，75-76
Case sensitivity（情况灵敏度）
，23
Cast expressions（强制类型转换表达式）
，127-129, 162
Cast operator ()，（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
，124, 127-129,
162
Categories, of a locale（地区的类型）
，552
cc compiler（cc编译器）
，10-11
%c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c转换说明）
，120
ceil function（ceil函数）
，525-526, 605
Ceiling（向上取整）
，525-526
CHAR_BIT macro（CHAR_BIT宏）
，521
CHAR_MAX macro（CHAR_MAX宏）
，521
CHAR_MIN macro（CHAR_MIN宏）
，521
Character case-mapping functions（字符情况匹配函数）
，
528-529
Character constants（字符常量）
，117, 119
versus string literals（字符常量与字符串字面量）
，242
for wide characters（用于宽字符的字符常量）
，557
Character escapes（字符转义）
，35-36, 118-119
Character-handling functions（字符处理函数），120,
526-529
Character I/O（字符的输入/输出）
，498-501
Characters（字符）
largest（最大字符）
，521
line-feed（回行字符）
，133
multibyte（多字节字符）
，556-557
new-line（换行字符）
，14, 133
reading（读取字符）
，120-122, 133-134, 499-500, 511-512
signed（有符号字符）
，118, 133
size of, in bits（按位算的字符长度）
，521
smallest（最小字符）
，521
unsigned（无符号字符）
，118, 133
used as array subscripts（用作数组下标的字符）
，151
used as integers（用作整数的字符）
，117, 133
white-space（空白字符）
，见White-spcae characters
wide（宽字符）
，557-558
writing（写字符）
，120-122, 498-499
Character sets（字符集）
，116-117, 556
ASCII（ASCII字符集）
，116, 637
EBCDIC（EBCDIC字符集）
，117
extended（扩展字符集）
，556
Japanese（日文字符集）
，556
Unicode（Unicode字符集）
，117, 558
Character-testing functions（字符测试函数）
，527-528
Character types（字符类型）
，116-123
char type（char类型）
，116, 132
Classic C（经典C语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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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declarations（函数声明）
，178
function definitions（函数定义）
，177
versus Standard C（经典C与标准C）
，597-600
clearerr function（clearerr函数）
，497, 510, 605
Clients, of a module（模块的客户端程序）
，420
"C" locale（"C"地区）
，553
clock_t type（clock_t类型）
，576
clock function（clock函数）
，577, 606
CLOCK_PER_SEC macro（CLOCK_PER_SEC宏）
，577
Clock ticks（时钟嘀嗒）
，576
Closing a file（关闭文件）
，480-481, 509
Cohesion, in module design（模块设计中的内聚）
，422
Comma expression（逗号表达式）
，94-95
Command-line arguments（命令行参数）
，263-266, 269,
481-482, 508
Comma operator（, , 逗号运算符）
，94-95, 178
in macro definitions（宏定义中的逗号运算符）
，286
Comments（注释）
，14-16, 27-28, 292
nested（嵌套的注释）
，28
in preprocessor directives（预处理指令中的注释）
，277
unterminated（未终止的注释）
，28
using //（采用//）
，28
Comparison functions（比较函数）
for bsearch（bsearch的比较函数）
，573, 583
for qsort（qsort的比较函数）
，386, 394-395, 583
Compilation, conditional（条件编译）
，276, 288-292, 298
Compilers（编译器）
，10
Compiling a program（编译程序）
，10-11, 320
Compound assignment operators（复合赋值运算符）
，52, 58,
452, 454
Compound statements（复合语句）
，67-68, 193-194
in macro definitions（宏定义中的复合语句）
，286
Concurrent C（并行C）
，3
Conditional compilation（条件编译）
，276, 288-292, 298
uses of（条件编译的应用）
，291-292
Conditional expressions（条件表达式）
，72-73, 80
Conditional operator（?:, 条件运算符）
，72-73, 80
Conditioning out（条件屏蔽）
，292, 298
<conio.h> header (DOS)（DOS系统中的<conio.h>）
，
511, 513
Constant arrays（常量数组）
，148-149
Constant expressions（常量表达式）
，76
evaluated by preprocessor（由预处理器计算的常量表达
式）
，297
Constants（常量）
character（字符常量）
，117, 119, 242
enumeration（枚举常量）
，351, 352
floating（浮点常量）
，115-116, 132
integer（整型常量）
，111-112
using #define to create（用#define创建的常量）
，
21-23, 278, 296
wide character（宽字符常量）
，557
另见Literals
const objects（const对象）
，407-409, 414-415
versus macros（const对象与宏）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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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type qualifier（const类型限定符）
，148, 214-215,
217-218, 229, 407-408, 414-415
Continuation（延续）
of preprocessor directives（预处理指令的延续）
，276
of string literals（字符串字面量的延续）
，240-241
continue statements （continue语句）
，98, 104-105
Control characters, testing for（对控制字符进行检验），527
Controlling expression（控制表达式）
in a do statement（在do语句中）
，89-90
in a for statement（在for语句）
，91-92
in a loop（在循环中）
，85
in a switch statement（在switch语句中）
，75
in a while statement（在while语句中）
，86-87
Conversions（转换）
，124-129
argument（参数转换）
，166-167
default argument promotions（默认实际参数提升的转
换）
，166
during assignment（赋值过程中的转换）
，127
explicit（显式转换）
，124
of function return value（函数返回值的转换）
，170
implicit（隐式转换）
，124
integral promotions（整型提升的转换）
，125, 134
promotions（提升转换）
，125
usual arithmetic（通常的算术转换）
，125-127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s（转换说明）
assignment suppression in（转换说明中的赋值抑制），493
examples of（转换说明的示例）
，34-35
flags in（转换说明中的标记）
，488
maximum field width in（转换说明中的最大字段宽度）
，
493
minimum field width in（转换说明中的最小字段宽度）
，
33, 488
precision in（转换说明中的精度）
，33, 488
in...printf format strings（在…printf类函数格式
串中）
，31-35, 487-492
in...scanf format strings（在…scanf类函数格式串
中）
，493-496
scansets in（转换说明中的扫描集合）
，494
Conversion specifiers（转换说明符）
，33-34, 489, 494
for characters（用于字符的转换说明符）
，120
for double values（用于double型值的转换说明符）
，
116
for floating-point numbers（用于浮点数的转换说明符）
，
18, 20-21, 33, 38, 132, 490-491
for integers（用于整数的转换说明符）
，18, 20, 33, 41,
131-132, 490
for long double values（用于long double型值的转
换说明符）
，116
for long integers（用于长整数的转换说明符）
，113
for pointers（用于指针的转换说明符）
，217, 491-492
for short integers（用于短整数的转换说明符）
，113
and string conversion function（转换说明符和字符串转换
函数）
，495
for strings（用于字符串的转换说明符）
，246-247,
247-248, 490-491, 494

for unsigned integers（用于无符号整数的转换说明符），
113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协调世界时, 简称
UTC）
，580, 584
cos function（cos函数）
，523, 606
cosh function（cosh函数）
，523-524, 606
Cosine（余弦）
，523
Coupling, in module design（模块设计中的耦合）
，422
C Programming Language, The（
《C程序设计语言》一书）
2
ctime function（ctime函数）
，580, 606
<ctype.h> header（<ctype.h>头）
，469, 526-529
curses library (UNIX)（UNIX系统的curses库）
，513

D
Dangling else problem（悬空else问题）
，71-72
Dangling pointers（悬空指针）
，369-370
Data pools（数据池）
，422
_DATE_macro（_DATA_宏）
，287-288
DBL_DIG macro（DBL_DIG宏）
，520
DBL_EPSILON macro（DBL_EPSILON宏）
，520
DBL_MANT_DIG macro（DBL_MANT_DIG宏）
，520
DBL_MAX_10_EXP macro（DBL_MAX_10_EXP宏）
，520
DBL_MAX_EXP macro（DBL_MAX_EXP宏）
，520
DBL_MAX macro（DBL_MAX宏）
，520
DBL_MIN_10_EXP macro（DBL_MIN_10_EXP宏）
，520
DBL_MIN_EXP macro（DBL_MIN_EXP宏）
，520
DBL_MIN macro（DBL_MIN宏）
，520
%d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d转换说明）
，18, 20, 33, 41,
490
Deallocation, of dynamically allocated storage（动态存储单
元分配）
，368-370
Decimal integer constants（十进制整型常量）
，112
Declarations（声明）
deciphering（解释声明）
，410-411
versus definitions（声明与定义）
，404
function（声明函数）
，163-165, 178-179
of pointer variables（指针变量的声明）
，206-207
of structure tags（结构标记的声明）
，334-335, 393-394
of structure variables（结构变量的声明）
，330-331,
334-335
syntax of（声明的语法）
，399-401
of union variables（联合变量的声明）
，345-346
using type definitions to simplify（使用类型定义来简化
声明）
，411-412
of variables（变量的声明）
，17
Declaration specifiers（声明说明符）
，400
Declarators（声明符）
，400, 408-412, 415
Decrement operator（--（）自减运算符）
，53-54, 58-59
Default argument promotions（默认的实际参数提升），166
default case, in a switch statement（在switch语句中
的default情况）
，76
#define directives（#define指令）
，22, 274, 277-278,
279, 408
defined preprocessor operator（defined预处理器运算

索
符）
，289-290, 298
Definitions（定义）
versus declarations（定义与声明）
，404
of functions（函数的定义）
，159-161, 177
of machine-dependent types（依赖机器的类型定义），460
of macros（宏的定义）
，22, 274, 276, 277-288
of structure types（结构类型的定义）
，335
of types（类型的定义）
，129-131
of variables（变量的定义）
，309-310
Deleting a file（删除文件）
，486
Dependencies, in makefiles（makefile中的依赖）
，320
Difference, between times（时间之间的差异）
，578
difftime function（difftime函数）
，578, 606
Digits, testing for（对数字进行检验）
，527
Directives, preprocessor（预处理指令）
，见Preprocessor
directives
Discriminants（判别式）
，见Tag fields
div_t type（div_t类型）
，575
div function（div函数）
，575-576, 583-584, 606-607
Division assignment operator（/=, 除法赋值运算符）
，52
Division functions（除法函数）
，575-576, 583-584
Division operator（/, 除法运算符）
，46, 583-584
Domain errors（定义域错误）
，522, 541, 636
do statements（do语句）
，89-91
in macro definitions（宏定义中的do语句）
，287
Double quote（", 双引号）
，14
Double-quote escape sequence（\”, 双引号转义序列）
，35,
118
double type（double类型）
，114, 132
Dynamic storage allocation（动态存储分配）
，359-361
for arrays（数组的）
，365-368
functions（函数的）
，360, 393
in string functions（字符串函数中的）
，362-363
for strings（字符串的）
，361-365
using calloc（使用calloc进行）
，366-367
using mcalloc（使用mcalloc进行）
，361-362, 366
using recalloc（使用recalloc进行）
，367-368

E
EBCDIC character set（EBDIC字符集合）
，117
%e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e转换说明）
，33
EDOM macro（EDOM宏）
，522, 541, 548
Elements, of an array（数组的元素）
，139-140
#elif directives（#elif指令）
，291
Ellipsis（..., 省略号）
，487, 564
else clause, in an if statement（if语句中的else分句），
68-69
#else directives（#else指令）
，291
Empty loop body（空循环体）
，102, 106
Encapsulation（封装）
，427-428
#endif directives（#endif指令）
，288-289
End of files, detecting（检测文件末尾）
，496
End-of-file indicator, for a stream（流的文件尾指示器）
，497
clearing（清除）
，497, 510
testing（检验）
，497-498,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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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umeration constants（枚举常量）
，351, 352
versus macros（枚举常量与宏）
，351
Enumerations（枚举）
，350-353
as integers（作为整数）
，352-353
using to declare tag fields（用来声明标记字段）
，353
Enumeration tags（枚举标记）
，351-352
Enumeration types（枚举类型）
，351-352
Environment strings（环境字符串）
，572-573
EOF macro（EOF宏）
，267, 511
Equality, of structures（结构的判等）
，354
Equality operators（判等运算符）
，65
applied to pointers（用于指针的）
，224
Equal-to operator（==）
（等于运算符）
，65, 79
ERANGE macro（ERANGE宏）
，522, 541-542, 548
<errno.h> header（<errno.h>头文件）
，469, 541-542,
548
errno variable（errno变量）
，522, 541-542
#error directives（#error指令）
，293-294
in header files（头文件中的#error指令）
，312
Error detection（错误检测）
using assert（用assert进行）
，539-540
using errno（用errno进行）
，541-542
using signals（用信号进行）
，542-546
Error indicator, for a stream（流的错误指示器）
，497
clearing（清除）
，497, 510
testing（检验）
，497-498
Errors（错误）
converting to messages（转换为消息）
，541-542
domain（值域）
，522, 541, 636
during I/O（输入/输出过程中的错误）
，496
during linking（链接期间的错误）
，322, 326
range（取值范围）
，522, 541, 636
when calling mathematical functions（调用算术函数时的
错误）
，522-523
Escape sequences（转义序列）
，35-36, 118-119, 240
character（字符）
，35-36, 118-119
hexadecimal（十六进制）
，119
numeric（数字）
，118-119
octal（八进制）
，119
Evaluation of expressions（表达式的计算）
，54-56
EXIT_FAILURE macro（EXIT_FAILURE宏）
，171, 572
EXIT_SUCCRESS macro（EXIT_SUCCESS宏）
，171, 572
Exit from the middle of a loop（从循环中间退出）
，96-101
exit function（exit函数）
，27, 99, 171, 572, 607
exp function（exp函数）
，524, 607
Explicit conversions（显式类型转换）
，124
Exponent, of a floating-point number（浮点数的指数）
，28,
115
Exponential functions（指数函数）
，524-525
Exponentiation（求幂）
，58
Expressions（表达式）
，17, 45
cast（强制类型转换）
，127-129, 162
comma（逗号）
，94-95
conditional（条件）
，72-73, 80
constant（常量）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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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表达式的计算）
，54-56
logical（逻辑）
，64-66
printing（打印）
，20
side effects in（表达式中的副作用）
，50
Expression statements（表达式语句）
，57, 59, 161
Extended character sets（扩展字符集合）
，556
Extended-precision floating constants（精度扩展的浮点型常
量）
，116
External linkage（外部链接）
，402, 414
External variables（外部变量）
，186-193
pros and cons of（外部变量的利与弊）
，188-189
scope of（作用域）
，187
storage duration of（存储期限）
，187
extern storage class（extern存储类），309-310, 404-405,
406

F
fabs function（fabs函数）
，526, 607
FALSE macro（FALSE宏）
，73
fclose function（fclose函数）
，480-481, 509, 607
%f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f转换说明）
，18, 20-21, 33,
132
feof function（feof函数）
，497-498, 510, 608
ferror function（ferror函数）
，497-498, 608
fflush function（fflush函数）
，484-485, 510, 512, 608
fgetc function（fgetc函数）
，499-500, 510-511, 608
fgetpos function（fgetpos函数）
，505-506, 512, 608-609
fgets function（fgets函数）
，502, 609
fields, of a structure or union（结构或联合的字段）
，见
Members
_FILE_ macro（_FILE_宏）
，288, 294
File buffers, flushing（清洗文件缓冲区）
，484-485, 510
File inclusion（文件包含）
，274, 276, 305-306, 325
FILENAME_MAX macro（FILENAME_MAX宏）
，510
Files names（文件名）
maximum length of（文件名的最大长度）
，509-510
obtained from command line（从命令行获取文件名）
，
481-482
File pointers（文件指针）
，476
File-positioning functions（文件定位函数）
，504-507, 512
File positions（文件位置）
，504
changing（改变文件位置）
，504-506
determining（确定文件位置）
，505-506
Files（文件）
attaching to streams（把文件附加到流）
，481
binary（二进制文件）
，477-478, 508-509
buffering（文件缓冲）
，484-486
closing（关闭文件）
，480-481, 509
deleting（删除文件）
，486
dividing a program into（把程序划分到文件）
，313-319
in DOS（DOS系统中的文件）
，478
header（头文件）
，305-312, 326
object（目标文件）
，320
opening（打开文件）
，479-480, 509
renaming（重命名文件）
，486

source（源文件）
，303-304, 325, 326
temporary（临时文件）
，483-484
text（文本文件）
，477-478, 508-509, 512
in UNIX（UNIX系统中的文件）
，478
File scope（文件作用域）
，187, 402
FILE type（FILE类型）
，448, 476
Flags, in a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转换说明中的标记）
，
488
<float.h> header（<float.h>头文件）
，470, 519-520
Floating constants（浮点常量）
，115-116, 132
Floating-point addition, rounding modes for（对浮点数加法
进行舍入方式）
，519
Floating-point numbers（浮点数）
，114
exponent of（浮点数的指数）
，28, 115
fraction of（浮点数的小数部分）
，28, 115
infinity（无穷浮点数）
，522
mantissa of（浮点数的尾数）
，28
not-a-number（非数字的浮点数）
，522
reading（读取浮点数）
，20-21, 38, 116, 132
sign of（浮点数的符号）
，115
writing（写浮点数）
，18, 33, 116, 132, 490-491
Floating types（浮点型）
，16, 114-116
characteristics of（浮点型的特征）
，519-520
largest values of（浮点型的最大值）
，520
limits on exponents（浮点型在指数上的限制）
，520
radix of exponent representation（浮点型指数表示的基
数）
，519
significant digits（浮点型有效数字）
，520
smallest difference between values of（浮点型数值间的最
小差异）
，520
smallest positive values of（最小的浮点型正值）
，520
float type（float类型）
，16, 28, 114, 132
Floor（向下取整）
，525-526
floor function（floor函数）
，525-526, 609
FLT_DIG macro（FILT_DIG宏）
，520
FLT_EPSILON macro（FILT_EPSILON宏）
，520
FLT_MANT_DIG macro（FILT_MANT_DIG宏）
，520
FLT_MAX_10_EXP macro（FILT_MAX_10_EXP宏）
，520
FLT_MAX_EXP macro（FILT_MAX_EXP宏）
，520
FLT_MAX macro（FILT_MAX宏）
，520
FLT_MIN_10_EXP macro（FILT_MIN_10_EXP宏）
，520
FLT_MIN_EXP macro（FILT_MIN_EXP宏）
，520
FLT_MIN macro（FILT_MIN宏）
，520
FLT_RADIX macro（FILT_RADIX宏）
，519
FLT_ROUNDS macro（FILT_ROUNDS宏）
，519
Flushing a file buffer（清洗文件缓冲区）
，484-485, 510
fmod function（fmod函数）
，526, 609
FOPEN_MAX macro（FOPEN_MAX宏）
，509
fopen function（fopen函数）
，479-80, 509, 609-610
Format strings（格式串）
，267
in calls of ...printf（在...printf类函数调用中），
31-36
in calls of ...scanf（在...scanf类函数调用中）
，
20, 36-40, 492-493
varibales as（变量作为格式串）
，510

索
Formatted I/O（格式化输入/输出）
，486-498, 566
matching failure during（格式化输入/输出期间的匹配失
败）
，496
Form-feed escape sequence（\f, 换页符转义序列）
，118
for statements（for语句）
，91-96, 104, 140
idioms（for语句的惯用法）
，92-93
omitting expressions in（在for语句中省略表达式）
，
93-94
fpos_t type（fpos_t类型）
，505
fprintf function（fprintf函数）
，487-492, 610
fputc function（fputc函数）
，498-499, 510-511, 610
fputs function（fputs函数）
，502, 610
Fractional, of a floating-point number（浮点数的小数部分），
28, 115
Fraction part, of a double value（double型值的小数部
分）
，524
fread function（fread函数）
，503-504, 512, 610-611
free function（free函数）
，369, 611
freopen function（freopen函数）
，481, 611
frexp function（frexp函数）
，524-525, 611
fscanf function（fscanf函数）
，492-498, 611-612
fseek function（fseek函数）
，504-505, 510, 512, 612
fsetpos function（fsetpos函数）
，505-506, 510, 512,
612
F (or f) suffix, on a floating constant（浮点常量上的F（或
者）f后缀）
，116
ftell function（ftell函数）
，505, 512, 612-613
Function arguments（函数的实际参数）
，见Arguments,
function）
Function body（函数体）
，156, 160-161
Function declarations（函数声明）
，163-165, 178-179
in Classic C（经典C中的函数声明）
，178
Function definitions（函数定义）
，159-61, 177
in Classic C（经典C中的函数定义）
，177
Function parameters（函数的形式参数）
，见Parameters,
function
Function pointers（函数指针）
，385-391
as arguments（作为实际参数）
，385-386
as array elements（作为数组元素）
，388-389
stored in variables（存储在变量中）
，388
Function prototypes（函数原型）
，165, 178-179
in header files（头文件中的函数原型）
，307-308
Functions（函数）
，12-13, 155
calling（函数调用）
，13, 156, 161-162, 565
declarators for（函数声明符）
，409
discarding return value of（丢弃函数的返回值），161-162
library（函数库）
，12
main（main函数）
，13, 180-181
versus parameterized macros（函数与带参数的宏）
，
280-281
recursive（函数递归）
，172-176, 181, 202
return type of（函数的返回类型）
，见Return type, of a
function）
storage class of（函数的存储类型）
，406
with variable-length argument lists（带可变长度实际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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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的函数）
，132, 391-392, 563-566
fwrite function（fwrite函数）
，503-504, 512, 613

G
Garbage（无用单元）
，369
Garbage collection（无用单元收集）
，369
gcc, 见GNU C compiler
%g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g转换说明）
，33, 490-491
getc function（getc函数）
，499-500, 510-511, 613
getchar function（getchar函数）
，121-122, 133-134,
499-500, 511, 613
getche function (DOS)（DOS系统的getche函数）
，
511-512
getch function (DOS)（DOS系统的getch函数）
，511-512
getenv function（getenv函数）
，572-573, 613-614
gets function（gets函数）
，247-248, 502, 614
Global variables（全局变量）
，见External variables
gmtime funcion（gmtime函数）
，580, 584, 614
GNU C compiler（GNU C编译器）
，8, 11
goto statements（goto语句）
，98-99, 105
Graphics, function for（图形化函数）
，513
Greater-than operator（>, 大于运算符）
，64
Greater-than-or-equal-to operator（>=, 大于或等于运算
符）
，64
Greenwich Mean Time（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584

H
Header files（头文件）
，305-312, 326
#error directives in（#error指令）
，312
function prototypes in（函数原型）
，307-308
#include directives in（#include指令）
，310-311
macro definitions in（宏定义）
，306-307
protecting against multiple inclusion（防止多次包含）
，
311-312
structure types defined in（在头文件中定义的结构类型），
355
type definitions in（头文件中的类型定义）
，306-307
variable declarations in（变量声明）
，309-310, 326
Headers, standard（标准头）
，12, 468, 472
<assert.h>, 469, 539-540
<ctype.h>, 469, 526-529
<errno.h>, 469, 541-542, 548
<float.h>, 470, 519-520
<iso646.h>, 551
<limits.h>, 111, 470, 521-522
<locale.h>, 470, 551-556
<math.h>, 470, 522-526
<setjmp.h>, 470, 546-548
<signal.h>, 470, 542-546,549
<stdarg.h>, 470, 563-566
<stddef.h>, 471-472
<stdio.h>, 471, 475-513
<stdlib.h>, 471, 567-576
<string.h>, 251, 471, 529-536
<time.h>, 471, 57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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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har.h>, 551
<wctype.h>, 551
Heap（堆）
，368
Hexadecimal digits, testing for（对十六进制数字进行检
验）
，527
Hexadecimal escape sequence（\xnn, 十六进制转义序列），
119
Hexadecimal integer constants（十六进制整型常量）
，112
Hexadecimal numbers（十六进制数）
，111-112
Holes, in structures（结构中的空洞）
，353-354
Horizontal-tab escape sequence（\t, 横向制表符转义序
列）
，35, 41, 118
HUGE_VAL macro（HUGE_VAL宏）
，522
Hyperbolic cosine（双曲余弦）
，523-524
Hyperbolic functions（双曲函数）
，523-524
Hyperbolic sine（双曲正弦）
，523-524
Hyperbolic tangent（双曲正切）
，523-524

I
%i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i转换说明）
，41
Identifiers（标识符）
，23-24
length of（标识符的长度）
，29
Idioms（惯用法）
for statements（for语句的惯用法）
，92-93
for string-handling（字符串处理的惯用法）
，257-261
IEEE floating-point standard（IEEE浮点标准）
，115, 522
#ifdef directives（#ifdef指令）
，290, 298
#if directives（#if指令）
，288-289, 298
#ifndef directives（#ifndef指令）
，290, 298
if statements（if语句）
，66-74
cascaded（级联的if语句）
，69-70
dangling else problem（if语句悬空else问题）
，71-72
else clauses in（if语句中的else子句）
，68-69
Illegal instruction signal（非法指令信号）
，543
Implementation, of a module（模块的实现）
，420
Implementation-defined（由实现定义）
，47
Implicit conversions（隐式类型转换）
，124
#include directives（#include指令），274, 305-306, 325
in header files（头文件中的#include指令）
，310-311
Include files（包含文件）
，见Header files
Incomplete structure declarations（不完整的结构声明）
，
393-394
Increment operator（++, 自增运算符）
，53-54, 58-59,
225-227
Indentation（缩进）
，26, 29
in compound statements（复合语句中的缩进）
，79-80
in switch statements（switch语句中的缩进）
，81-82
Indexing（索引）
，见Subscripting, array）
Indirection operator（*, 间接寻址运算符）
，208-209,
225-227
Infinite loops（无限循环）
，87, 94, 104
Infinity（无穷、无限）
，522
Information hiding（信息隐藏）
，423-426
Initializers（初始化符）
，19-20, 412-413
array（数组）
，142-143, 147-148, 338-339, 412-413

for automatic variables（自动变量的）
，412-413
for pointer variables（指针变量的）
，412
for static variables（静态变量的）
，412
string（字符串）
，243-245
structure（结构）
，331-332, 336, 412-413
union（联合）
，347, 412-413
Initial shift state, of a state-dependent encoding（依赖状态编
码的初始移位状态）
，557
Input/output（输入/输出）
，475-513
block（块输入/输出）
，503-504
character（字符输入/输出）
，498-501
end-of-file during（输入/输出期间的文件尾）
，496
errors during（输入/输出期间的错误）
，496
formatted（格式化输入/输出）
，486-498, 566
line（行输入/输出）
，501-502
pointer（指针输入/输出）
，217
string（字符串输入/输出）
，14, 246-249, 267, 501-502
Input redirection（输入重定向）
，477
INT_MAX macro（INT_MAX宏）
，521
INT_MIN macro（INT_MIN宏）
，521
Integer arithmetic functions（整数算术运算函数），575-576
Integer constants（整型常量）
，111-112
Integer part, of a double value（double型数值的整数部
分）
，524
Integers（整数）
long（长整数）
，110
reading（读取整数）
，20, 38, 41, 112-113
short（短整数）
，110
sign bit of（整数的符号位）
，109
signed（有符号整数）
，109-110
unsigned（无符号整数）
，109-110
writing（写整数）
，18, 33, 41, 112-113, 131-132, 490
Integer types（整型）
，16, 109-114
largest values of（整型最大值）
，521
smallest values of（整型最小值）
，521
Integeral promotions（整型提升）
，125, 134
Integral types（整值类型）
，118
sizes of（整值类型的大小）
，521-522
Interface, of a module（模块的接口）
，420
Internal linkage（内部链接）
，402
International features（国际化特性）
localization（本地化）
，551-556
multibyte characters（多字节字符）
，556-557
trigraph sequences（三字符序列）
，560-561
wide characters（宽字符）
，557-558
International Obfuscated C Code Contest（国际最难以理解
的C语言代码竞赛）
，5
Interrupt signal（中断信号）
，543
int type（int类型）
，16, 110
Invalid storage access signal（无效的存储访问信号）
，543
Invocation, macro（宏调用）
，279
_IOFBF macro（_IOFBF宏）
，485
_IOLBF macro（_IOLBF宏）
，485
_IONBF macro（_IONBF宏）
，485
isalnum function（isalnum函数）
，527, 614

索
isalpha function（isalpha函数）
，527, 614-615
iscntrl function（iscntrl函数）
，527, 615
isdigit function（isdigit函数）
，527, 615
isgraph function（isgraph函数）
，527, 615
islower function（islower函数）
，527, 615
<iso646.h> header（<iso646.h>头文件）
，551
ISO standard for C（C语言的ISO标准）
，2
isprint function（isprint函数）
，527, 615
ispunct function（ispunct函数）
，527, 616
isspace function（isspace函数）
，527, 616
isupper function（isupper函数）
，527, 616
isxdigit function（isxdigit函数）
，527, 616
Iteration, of a loop（循环的重复）
，85
Iteration statements（循环语句）
，63, 85

J
Japanese character sets（日文字符集合）
，556
jmp_buf type（jmp_buf类型）
，547, 549
Jumps, nonlocal（非局部跳转）
，546-548
Jump statements（跳转语句）
，63

K
K&R（Kernighan and Ritchie两个作者的缩写）
，2
Kanji characters（日文中的汉字字符）
，556
Keywords（关键字）
，24

L
L_tmpnam macro（L_tmpnam宏）
，484
Labels（标号）
case（情况标号）
，75-76
statement（标号语句）
，98-99
labs function（labs函数）
，575, 616
Layout, of programs（程序的布局）
，25-27, 29
LC_ALL macro（LC_ALL宏）
，553
LC_COLLATE macro（LC_COLLATE宏）
，552
LC_CTYPE macro（LC_CTYPE宏）
，552
LC_MONETARY macro（LC_MONETARY宏）
，552
LC_NUMERIC macro（LC_NUMERIC宏）
，552
LC_TIME macro（LC_TIME宏）
，552
lconv structure（lconv结构）
，554-556
LDBL_DIG macro（LDBL_DIG宏）
，520
LDBL_EPSILON macro（LDBL_EPSILON宏）
，520
LDBL_MANT_DIG macro（LDBL_MANT_DIG宏）
，520
LDBL_MAX_10_EXP macro（LDBL_MAX_10_EXP宏）
，
520
LDBL_MAX_EXP macro（LDBL_MAX_EXP宏）
，520
LDBL_MAX macro（LDBL_MAX宏）
，520
LDBL_MIN_10_EXP macro（LDBL_MIN_10_EXP宏）
，
520
LDBL_MIN_EXP macro（LDBL_MIN_EXP宏）
，520
LDBL_MIN macro（LDBL_MIN宏）
，520
ldexp function（ldep函数）
，525, 616-617
ldiv_t type（ldiv_t类型）
，576
ldiv function（ldiv_t函数）
，576, 583-584,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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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associativity（左结合性）
，47
Left-shift assignment operator（<<=）
（左移赋值运算符）
，
452
Left-shift operator（<<）
（左移运算符）
，452
Less-than operator（<）
（小于运算符）
，64
Less-than-or-equal-to operator（<=）
（小于或等于运算符），
64
Libraries（库）
，422
Library, standard（标准库）
，448-449, 467-469
character handling（字符处理）
，469, 526-529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types（浮点类型的特征）
，470,
519-520
common definitions（通用定义）
，471-472
date and time（日期和时间）
，471, 576-582
diagnostics（诊断）
，469, 539-540
errors（错误）
，469, 541-542, 548
general utilities（实用工具）
，471, 567-576
headers（头）
，Headers, standard
input/output（输入/输出）
，471, 475-513
localization（本地化）
，470, 551-556
mathematics（数学）
，470, 522-526
nonlocal jumps（非局部跳转）
，470, 546-548
overview of（概述）
，469-471
restrictions on names in（对名字的限制）
，468
signal handling（信号处理）
，470, 542-546, 549
sizes of integral types（整型长度标准库）
，470, 521-522
string handling（字符串处理）
，251-257, 471, 529-536
variable arguments（可变实际参数标准库），470,
563-566
Library functions（库函数）
，12
hidden by macros（由宏隐藏的库函数）
，468-469
<limits.h> header（<limits.h>头），111, 470, 521-522
_LINE_ macro（_LINE_宏）
，288, 294
#line directives（#line指令）
，294-295
Line-feed character（回行符）
，133
Line I/O（行输入/输出）
，501-502
Linkage（链接）
，402
external（外部链接）
，414
internal（内部链接）
，402
versus scope（链接与作用域）
，414
Linked lists（链表）
，370-383
deleting nodes from（从链表中删除节点）
，376-578
inserting nodes into（向链表中插入节点）
，373-375
ordered（有序链表）
，378-379
searching（搜索链表）
，375-376
Linkers（链接器）
，10
Linking a program（链接程序）
，10-11, 320, 326
errors during（链接程序期间的错误）
，322, 326
lint, 6, 8, 28
Literals（字面量）
string（字符串字面量）
，14, 239-242, 266
wide string（宽字符串字面量）
，557
另见Constants
<locale.h> header（<locale.h>头）
，470, 551-556
localeconv function（localeconv函数），553-556,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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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e-dependent string comparison（依赖区域的字符串比
较）
，532
Locales（地区）
，551-552
"C"（"C"区域）
，553
categories of（区域的类型）
，552
changing（改变区域）
，552-553
native（本地区域）
，553
and numeric formatting（区域和数值格式化）
，553-556
Localization（本地化）
，551-556
localtime function（localtime函数）
，580, 617
Local variables（局部变量）
，185-186
scope of（作用域）
，186
storage duration of（存储期限）
，185-186
Logarithmic functions（对数函数）
，524
log function（log函数）
，524, 617
log10 function（log10函数）
，524, 617
Logical and operator（&&，逻辑与运算符）
，65
Logical expressions（逻辑表达式）
，64-66
Logical negation operator（！
，逻辑非运算符）
，65
Logical operators（逻辑运算符）
，45, 65-66
versus bitwise operators（逻辑运算符与按位运算符）
，
464-465
and short-circuit evaluation（逻辑运算符和短路求值）
，
66
Logical or operator（||, 逻辑或运算符）
，65
LONG_MAX macro（LONG_MAX宏）
，521
LONG_MIN macro（LONG_MIN宏）
，521
long double type（long double类型）
，114
Long integer constants（长整型常量）
，112
Long integers（长整数）
，110
long int type（long int类型）
，110
longjmp function（longjmp函数）
，546-547, 550, 618
Loop body（循环体）
，85
in a do statement（do语句中的循环体）
，89-90
empty（空循环体）
，102, 106
in a for statement（for语句中的循环体）
，91-92
in a while statement（while语句中的循环体）
，86-87
Loops（循环）
，85
with exit in the middle（中间退出的循环）
，96-101
infinite（无限循环）
，87, 94, 104
Lower-case letters（小写字母）
converting to（转换成小写字母）
，528
testing for（测试）
，527
L prefix, on a character constant or string literal（字符常量或
字符串字面量上的L前缀）
，557
L (or l) suffix（L（或l）后缀）
on a floating constant（浮点常量上的）
，116
on an integer constant（整型常量上的）
，112
Lvalues（左值）
，51, 58, 332, 372

M
Machine-dependent types（依赖机器的类型）
，460
Macro definitions（宏定义）
，22, 274, 276, 277-288
comma operators in（宏定义中的逗号运算符）
，286
compound statements in（宏定义中的复合语句）
，286

do statements in（宏定义中的do语句）
，287
in header files（头文件中的宏定义）
，306-307
parentheses in（宏定义中的圆括号）
，22, 285-286
outside programs（程序外的宏定义）
，324-325
versus type definitions（宏定义与类型定义）
，134
Macro parameters（宏参数）
，279
Macros（宏）
versus const objects（宏与const对象）
，408
versus enumeration constants（宏与枚举常量）
，351
general properties of（宏的通用特性）
，283-285
invoking（调用宏）
，279
parameterized（带参数的宏）
，279-282
predefined（预定义的宏）
；见Predefined macros
redefining（重定义宏）
，284
rescanning during replacement of（宏替换过程中的重浏
览）
，284, 297
scope of（宏的作用域）
，284
simple（简单宏）
，277-279
undefining（未定义的宏）
，284
used as type names（用作类型名）
，134
used to hide functions（用于隐藏函数）
，468-469
uses of（宏的应用）
，278-279, 280, 281
main function（main函数）
，13, 180-181
return type of（main函数的返回类型）
，13, 170, 181
Makefiles（makefile文件）
，320-322
dependencies in（makefile文件中的相关性）
，320
target files in（makefile文件中的目标文件）
，321
make utility（make实用工具）
，322
malloc function（malloc函数）
，360, 361-362, 366, 618
Mantissa, of a floating-point number（浮点数的尾数）
，28
Matching failure, during formatted input（格式化输入期间
的匹配失败）
，496
<math.h> header（<math.h>头）
，470, 522-526
Mathematical functions（数学函数）
，522-526
Matrices（矩阵, 见Multidimensional arrays
Maximum field width, in a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转换说
明中最大字段宽度）
，493
MB_CUR_MAX macro（MB_CUR_MAX宏）
，557
MB_LEN_MAX macro（MB_LEN_MAX宏）
，521, 557
mblen function（mblen函数）
，558, 618
mbstowcs function（mbstowcs函数），559-560, 618-619
mbtowc function（mbtowc函数）
，559, 619
Members（成员）
alignment of（成员的校准）
，353
offsets of（成员的偏移量）
，472
scope of（成员的作用域）
，331
selection of（成员的选择）
，332, 346
of a structure（结构的成员）
，329
of a union（联合的成员）
，345-346
memchr function（memchr函数）
，533, 619
memcmp function（memcmp函数）
，531-532, 619
memcpy function（memcpy函数），151-152, 530, 536,
619
memmove function（memmove函数）
，530, 536, 620
Memory, initializing（初始化内存）
，536

索
Memory allocation functions（内存分配函数）
，360, 393
Memory leak（内存泄漏）
，369
memset function（memset函数）
，536, 620
Minimum field width, in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转换说明
中最小字段宽度）
，33, 488
mktime function（mktime函数）
，578-579, 620
Mode string, in call of fopen（fopen调用中的模式字符
串）
，479-480, 509
modf function（modf函数）
，524, 620
Modula-2（一种计算机语言）
，8
Modules（模块）
，420-423
advantages of（优势）
，420-22
clients of（客户端）
，420
cohension of（内聚性）
，422
coupling of（耦合）
，422
implementation of（实现）
，420
interface of（接口）
，420
manitainability of（可维护性）
，421
reusability of（可复用性）
，421
stack example（栈示例）
，423-426
Module types（模块类型）
，422-423
abstract data types（抽象数据类型）
，423, 426-428,
448-449
abstract objects（抽象对象）
，422
data pools（数据池）
，422
libraries（库）
，422
Multibyte character functions（多字节字符函数），558-559
Multibyte characters（多字节字符）
，556-557
converting to wide characters（转换成宽字符）
，559
determining length of（确定多字节字符的长度）
，558
maximum number of bytes in（最大字节数）
，557
number of bytes in（字节数）
，521
state-dependent encoding of（依赖状态编码）
，557
versus wide characters（与宽位字符）
，562
Multibyte string functions（多字节字符串函数）
，559-560
Multibyte strings（多字节字符串）
，559-560
Multidimensional arrays（多维数组）
，146-150
and pointers（多维数组和指针）
，231-233, 235
Multiplication assignment operator（*=, 乘法赋值运算符），
52
Multiplication operator（*, 乘法运算符）
，46
Multiplicative operators（乘法类运算符）
，46

N
Name spaces（名字空间）
，331, 406
NAN（非数字）
，522
Native locale（本地）
，553
%n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n转换说明）
，492
NDEBUG macro（NDEBUG宏）
，540
Nearest integer functions（就近取整函数）
，525-526
New-line character（换行符）
，14, 133
New-line excape sequence（\n, 换行符转义序列）
，
14,35,118
Nodes, in a linked list（链表中的结点）
，370
creating（创建）
，37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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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ing（声明）
，370-371
deleting（删除）
，376-378
inserting（插入）
，373-375
Nonlocal jumps（非局部跳转）
，546-548
Not-a-number（非数）
，522
Not-equal-to operator（！=, 不等于运算符）
，65
Null character（\0, 空字符）
，241, 392
Null directives（空指令）
，295-96
NULL macro（NULL宏）
，361, 391-392, 472, 565
Null pointer assignment（空指针赋值）
，392-393
Null pointers（空指针）
，264, 360-361, 391-393
Null statements（空语句）
，102-103, 105-106
Numeric escapes（数字转义）
，118-119

O
Object code（目标代码）
，10
Object files（目标文件）
，320
Objective C（一种计算机语言）
，3
Objects, abstract（抽象对象）
，422
Objects, referenced by pointers（由指针引用的对象）
，207
%o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o转换说明）
，113, 131-132
Octal escape sequence（\nnn, 八进制转义序列）
，119
Octal integer constants（八进制整型常量）
，112
Octal numbers（八进制数）
，111-12
offsetof macro（offsetof宏）
，472
One-dimensional arrays（一维数组）
，139-146
Opening a file（打开文件）
，479-80, 509
Operators（运算符）
addition（加法）
，46
addition assignment（加法赋值）
，52
additive（加法类运算符）
，46
address（取地址）
，207-208
arithmetic（算术运算符）
，45, 46-49
array subscript（数组下标），140-141, 151, 225, 227, 232,
234, 242
assignment（赋值）
，50-52
associativity of（结合性）
，47-48
binary（二元运算符）
，46
bitwise（接位运算符）
，451-457
bitwise and（按位与）
，453-454
bitwise and assignment（按位与赋值）
，454
bitwise complement（按位求反）
，453-454
bitwise exclusive or（按位异或）
，453-454
bitwise exclusive or assignment （按位异或赋值）
，454
bitwise inclusive or（按位异或）
，453-454
bitwise inclusive or assignment （按位或赋值）
，454
bitwise shift（按位移位）
，452
cast（强制类型转换）
，124, 127-29, 162
comma（逗号）
，94-95, 178
compound assignment（复合赋值运算符）
，52, 58, 452,
454
conditional（条件运算符）
，72-73, 80
decrement（自减运算符）
，53-54, 58-59
division（除法）
，46, 583-584
division assignment（除法赋值）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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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ity（判等运算符）
，65
equal to（等于）
，65, 79
greater than（大于）
，64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大于或等于）
，64
increment（自增）
，53-54, 58-59, 225-227
indirection（间接寻址）
，208-209, 225-227
left shift（左移）
，452
left-shift assignment（左移赋值）
，452
less than（小于）
，64
less than or equal to（小于或等于）
，64
logical（逻辑）
，45, 65-66
logical and（逻辑与）
，65
logical negation（逻辑非）
，65
logical or（逻辑或）
，65
multiplication（乘法）
，46
multiplication assignment（乘法赋值）
，52
multiplicative（乘法类运算符）
，46
not equal to（不等于）
，65
postfix（后缀）
，53
precedence of（优先级）
，47-48
prefix（前缀）
，53
preprocessor,（预处理器, 见Preprocessor operators
relational（关系）
，45, 64
remainder（取余）
，46, 58, 583-584
remainder assignment（取余赋值）
，52
right arrow selection（右箭头选择）
，372
right shift（右移）
，452
right-shift assignment（右移赋值）
，452
simple assignment（简单赋值）
，17, 50-51
sizeof, 123-123, 144-145, 168, 366
structure/union member（结构/联合成员）
，332, 346
subtraction（减法）
，46
subtraction assignment（减法赋值）
，52
table of（运算符表）
，595
ternary（三元运算符）
，72
unary（一元运算符）
，46
unary minus（一元负号）
，46
unary plus（一元正号）
，46
Ordered lists（有序表）
，378-379
Organizing programs（组织程序）
，195-202
Output redirection（输出重定向）
，477
Overflow（溢出）
during arithmetic（算术运算期间）
，131
during assignment（赋值运算期间）
，134

P
Parameterized macros（带参数的宏）
，279-292
versus functions（带参数的宏与函数）
，280-281
uses of（用法）
，280, 281
Parameters, function（函数的形式参数）
，156, 160, 177
scope of（作用域）
，186
storage class of（存储类型）
，406
storage duration of（存储期限）
，186
See also Arguments, function
Parameters, macro（宏的参数）
，279

Parentheses（(), 圆括号）
in function calls（函数调用中的圆括号）
，161
in macro definitions（宏定义中的圆括号）
，22, 285-286
Pascal（一种计算机语言）
，8
%p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p转换说明）
，217, 491-492
perror function（perror函数）
，541-542, 621
Pointer arithmetic（指针的算术运算）
，221-224, 233-234
Pointers（指针）
versus addresses（指针与地址）
，216-217
from array names（来自数组名的指针）
，227-231, 233
and arrays（指针和数组）
，224-227, 231-233, 234-235
arrays of（指针数组）
，269
assignment of（指针的赋值）
，209-210
comparison of（指针的比较）
，224
dangling（悬空指针）
，369-370
declarators for（指针声明符）
，409
as function arguments（作为函数实际参数）
，211-215
to functions（指向函数的指针）
，385-391
and multidimensional arrays（指针和多维数组）
，231-233,
235
null（空指针）
，264, 360-361, 391-393
to pointers（指向指针的指针）
，384-385
returned by functions（由函数返回的指针）
，215-216
using as addresses（用作地址）
，462
using as array names（用作数组名）
，230-231
void *（void *指针）
，360, 393
writing（写指针）
，217
Pointers, character, versus character arrays（字符指针与字符
数组）
，245-246
Pointer variables（指针变量）
，205-207
initializing（初始化指针）
，412
Postfix operators（后缀运算符）53
Power functions（幂函数）
，525
pow function（pow函数）
，525, 621
#pragma directives（#pragma指令）
，295
Precedence, operator（运算符的优先级）
，47-48
Precision, in a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转换说明中的精
度）
，33, 488
Predefined macros（预定义的宏）
，287-288
_DATE_, 287-288
_FILE_, 288, 294
_LINE_, 288, 294
_STDC_, 287, 292
_TIME_, 287-288
Prefix operators（前缀运算符）
，53
Preprocessing tokens（预处理号记）
，298
Preprocessor（预处理器）
，10, 273
behavior of（预处理器的行为）
，273-276
Preprocessor directives（预处理指令），10, 12, 273, 276-277
comments in（预处理指令中的注释）
，277
continuation of（预处理指令的继续）
，276
#define（#define预处理指令）
，22, 274, 277-278,
279, 408
#elif, 291
#else, 291

索
#endif, 288-289
#error, 293-294
#if, 288-289, 298
#ifdef, 290, 298
#ifndef, 290, 298
#include, 274, 305-306, 325
#line, 294-295
null（空预处理指令）
，295-296
placement of（预处理指令的放置）
，277
#pragma, 295
#undef, 284
white space in（预处理指令中的空白）
，276
Preprocessor operators（预处理器运算符）
#, 282, 296, 297
##, 282-83, 296
defined, 289-90, 298
printf function（printf函数）
，14, 18, 31-36, 120,
246-247, 267, 487-492, 621
confusing with scanf function（printf函数与scanf
函数的混淆）
，39-40
examples of use（使用printf函数的示例）
，34-35,
490-492
Printing characters, testing for（测试显示字符）
，527
Procedures（过程）
，见Functions
Processor time, determining（确定处理器时间）
，577
Program design（程序设计）
abstraction in（抽象）
，420
information hiding（信息隐藏）
，423-426
modules（模块）
，420-423
Program parameters（程序参数）
，见Command-line
arguments
Programs（程序）
building（构建程序）
，320-325
compiling（编译程序）
，10-11, 320
dividing into files（把程序划分成文件）
，313-319
general form of（程序的通用格式）
，11-14
layout of（程序的布局）
，25-27, 29
linking（链接程序）
，10-11, 320, 326
organizing（组织程序）
，195-202
rebuilding（重新构建程序）
，322-324
simple（简单程序）
，9-11
Programs, example（程序示例）
balancing a checkbook（账目簿结算）
，99-101
calculating a broker’s commission（计算股票经纪人的佣
金）
，70-71
calculating the number of digits in an integer（计算整数中
数字的位数）
，90-91
checking a number for repeated digits（检查数中重复出现
的数字）
，143-144
checking planet names（核对行星的名字）
，265-266
checking whether a file can be opened（检查是否可以打
开文件）
，482-483
classifying a poker hand（给一手牌分类）
，196-202
computing a UPC check digit（计算通用产品代码的校验
位）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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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ng averages（计算平均值）
，156-157
computing interest（计算利息）
，145-146
computing the dimensional weight of a box（计算箱子的
空间重量）
，18-19
computing the dimensional weight of a box (revisited)（计
算箱子的空间重量（改进版）
）
，21
computing the value of stock holdings（计算持有的股票
的价值）
，40-41
converting from Fahrenheit to Celsius（华氏温度向摄氏
温度的转换）
，22-23
copying a file（复制文件）
，500-501
dealing a hand of cards（发牌）
，149-150
determining air mileage（确定航空里程）
，574-575
determining the length of a message（确定消息的长度）
，
122-123
displaying the date and time（显示日期和时间）
，580-582
finding the largest and smallest elements in an array（找出
数组中的最大元素和最小元素）
，213-214
guessing a number（猜数）
，189-192
maintaining a parts database（维护零件数据库）
，339-345
maintaining a parts database (revisited)（维护零件数据库
（改进版）
）
，379-383
modifying a file of part records（修改零件记录文件）
，
506-507
printing a countdown（显示倒数计数）
，157-158
printing a date in legal form（显示法定格式的日期）
，
77-79
printing a one-month reminder list（显示一个月的提示列
表）
，255-257
printing a one-month reminder list (revisited)（显示一个月
的提示列表（改进版）
）
，364-365
printing a pun（显示双关语）
，9-10
printing a pun (revisited)（显示双关语（改进版）
）
，
158-159
printing a table of squares（显示平方值的表格）
，88
printing a table of squares (revisited)（打印平方值的表格
（改进版）
）
，95-96
Quicksort（快速排序）
，175-176
reversing a series of numbers（数字串反向）
，142
reversing a series of numbers (revisited)（数字串反向（改
进版）
）
，228
summing a series of numbers（数列求和）
，88-89
summing a series of numbers (revisited)（数列求和（改进
版）
）
，113-114
tabulating the trigonometric functions（列三角函数表）
，
389-391
testing setjmp/longjmp（测试setjmp/longjmp）
，
547-548
testing signals（测试信号）
，545-546
testing the case-mapping functions（测试大小写转换函
数）
，529
testing the character-testing functions（测试字符测试函
数）
，527-528
testing the pseudo-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functions
（测试伪随机序列生成函数）
，571

456

索

引

testing the string conversion functions（测试字符串转换
函数）
，568-70
testing whether a number is prime（判定素数）
，162-163
text formatting（文本格式化）
，313-319
toggling the Num Lock key（设置Num Lodc键）
，463
using printf to format numbers（用printf函数打印
格式化数）
，34-35
XOR encryption（XOR加密技术）
，456-457
Program termination（程序终止）
，27, 170-171, 180, 572
Promotions（提升）
，125
default argument（默认实际参数提升）
，166
integral（整型提升）
，125, 134
Prototypes, function（函数原型）
，165, 178-179
Pseudo-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functions（伪随机序列
生成函数）
，570-571
ptrdiff_t type（ptrdiff_t类型）
，471
Punctuation characters, testing for（对标点字符进行测试），
527
putc function（putc函数）
，498-99, 510-511, 621
putchar function（putchar函数）
，121, 498-499, 622
puts function（puts函数）
，247, 501-502, 622

Q
qsort function（qsort函数）
，386-388, 394-395, 574, 622
Question-mark escape sequence（\?, 问号转义序列）
，118,
133, 561
Quicksort algorithm（快速排序算法）
，173-175

R
Ragged arrays（参差不齐的数组）
，262
raise function（raise函数）
，545, 622
RAND_MAX macro（RAND_MAX宏）
，570
rand function（rand函数）
，570, 623
Range errors（取值范围错误）
，522, 541, 636
realloc function（realloc函数）
，360, 367-368, 623
Rebuilding programs（重新构建程序）
，322-324
Records（记录）
，见Structures
Recursive functions（递归函数）
，172-176, 181, 202
Redirection, stream（流重定向）
，314, 477, 508
Referenced type（引用类型）
，207
register storage class（register存储类型）
，405-406
Relational operators（关系运算符）
，45, 64
applied to pointers（用于指针）
，224
Remainder assignment operator（%=, 取余赋值运算符）
，52
Remainder functions（取余函数）
，526
Remainder operator（%, 取余运算符）
，46, 58, 583-584
remove function（remove函数）
，486, 623
rename function（rename函数）
，486, 623
Renaming a file（重命名文件）
，486
return statements（return语句）
，13, 27, 169-170, 171,
180
Return type, of a function（函数返回类型）
，156, 159-160
default（默认）
，159
pointer（指针）
，215-216
structure（结构）
，335-336

union（联合）
，347
void, 157, 160
Return type, of main（main函数返回类型）
，13, 170, 181
rewind function（rewind函数）
，505, 510, 623-624
Right arrow selection operator（->, 右箭头选择运算符）
，
372
Right associativity（右结合性）
，48
Right-shift assignment operator（>>=, 右移赋值运算符）
，452
Right-shift operator（>>, 右移运算符）
，452
Ritchie, Dennis, 1-2
Row-major order, for storing multidimensional arrays（主序
存储多维数组）
，147
Rvalues（右值）见Expressions

S
Scalar variables（标量变量）
，139
scanf function（scanf函数）
，20-21, 36-41, 41-42,
120-122, 133-134, 247-248, 267, 492-498, 624
examples of use（使用scanf函数的示例）
，495-496
using to skip characters（用scanf函数来跳过字符），
512
Scansets, in a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转换说明中的扫描
集合）
，494
SCHAR_MAX macro（SCHAR_MAX宏）
，521
SCHAR_MIN macro（SCHAR_MIN宏）
，521
%s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s转换说明）
，246, 247-248,
490-491
Scope（作用域）
，194-195, 202, 402
block（块作用域）
，186, 402, 414
of external variables（外部变量的作用域）
，187
file（文件作用域）
，187, 402
of function parameters（函数形式参数的作用域）
，186
versus linkage（作用域与链接）
，414
of local variables（局部变量的作用域）
，186
of macros（宏的作用域）
，284
of members（成员的作用域）
，331
of typedef names（typedef名的作用域）
，134
of variables in a block（块中变量的作用域）
，193
Screen control, functions for（用于屏幕控制的函数）
，513
Searching and sorting utilities（搜索和排序实用工具）
，
573-575
SEEK_CUR macro（SEEK_CUR宏）
，504-505
SEEK_END macro（SEEK_END宏）
，504-505
SEEK_SET macro（SEEK_SET宏）
，504-505
Selection statements（选择语句）
，63
Semicolon（;, 分号）
，14
setbuf function（setbuf函数）
，485-486, 624
<setjmp.h> header（<setjmp.h>头文件）
，470,
546-548
setjmp macro（setjmp宏）
，546-547, 549-550, 624
setlocale function（setlocale函数）
，552-553, 561,
624-625
setvbuf function（setvbuf函数）
，485-486, 625
Short-circuit evaluation of logical expressions（逻辑表达式
的短路求值）
，66

索
Short integers（短整数）
，110
short int type（short int类型）
，110
short type specifier（short类型说明符）
，110
SHRT_MAX macro（SHRT_MAX宏）
，521
SHRT_MIN macro（SHRT_MIN宏）
，521
Side effects（副作用）
，50
in array subscripts（数组下标中的副作用）
，58, 141
in comma expressions（逗号表达式中的副作用）
，94
in macro parameters（宏参数中的副作用）
，281
sig_atomic_t type（sig_atomic_t类型）
，549
SIG_DFL macro（SIG_DFL宏）
，544
SIG_ERR macro（SIG_ERR宏）
，544
SIG_IGN macro（SIG_IGN宏）
，544
SIGABRT macro（SIGABRT宏）
，543, 583
SIGFPE macro（SIGFPE宏）
，543,548
SIGILL macro（SIGILL宏）
，543
SIGINT macro（SIGINT宏）
，543
Sign, of a floating-point number（浮点数的符号）
，115
<signal.h> header（<signal.h>头文件）
，470,
542-546, 549
signal function（signal函数）
，543-544, 549, 625
Signal handlers（信号处理函数）
，543-544, 549, 550
Predefined（预定义的）
，544-545
Signals（信号）
，542
installing a handler for（为信号安装处理函数）
，543-544
macros for（信号的宏）
，543, 548
raising（产生信号）
，545
Sign bit, of an integer（整数的符号位）
，109
signed char type（signed char类型）
，118
Signed integers（有符号整数）
，109-110
Signed types（有符号类型）
character（有符号字符类型）
，118, 133
integer（有符号整数类型）
，110
signed type specifier（signed type说明符）
，110, 118
SIGSEGV macro（SIGSEGV宏）
，543, 548
SIGTERM macro（SIGTERM宏）
，543
Simple assignment operator（=, 简单赋值运算符）
，17,
50-51, 151
Simple macros（简单宏）
，277-279
uses of（简单宏的应用）
，278-279
Sine（正弦）
，523
sin function（sin函数）
，523, 625
Single-precision floating constants（单精度浮点常量），116
Single quote（', 单引号）
，117, 119
Single-quote escape sequence（\', 单引号转义序列）
，118
sinh function（sinh函数）
，523-524, 625-626
size_t type（size_t类型）
，471
sizeof operator（sizeof运算符），123-124, 144-145, 168,
366
Sorting（排序）
，574
Source files（源文件）
，303-304, 325, 326
sprintf function（sprintf函数）
，255-256, 507, 582-583,
626
sqrt function（sqrt函数）
，525, 626
Square root（平方根）
，525
srand function（srand函数）
，570,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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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anf function（sscanf函数）
，507-508, 626
Stacks（栈）
，187-188
Standard C（标准C）
，2
versus Classic C（标准C与经典C）
，597-600
Standard error stream（标准错误流）
，476-477
Standard headers（标准头文件）
，见Headers, Standard
Standard input stream（标准输入流）
，476-477
Standard library（标准库, 见Library, standard）
Standard output stream（标准输出流）
，476-477
Standard streams（标准流）
，476-477, 508
State-dependent encoding, of multibyte characters（多字节字
符的依赖状态编码）
，557
Statement labels（语句标号）
，98-99
Statements（语句）
，13-14
block（语句块）
，193-194
break（break语句）
，76-77, 97-98
compound（复合语句）
，67-68, 193-194
continue（continue语句）
，98, 104-105
do（do语句）
，89-91
expression（表达式语句）
，57, 59, 161
for, 91-96, 104, 140
goto, 98-99, 105
if, 66-74
iteration（循环语句）
，63, 85
jump（跳转语句）
，63
null（空语句）
，102-103, 105-106
return, 13, 27, 169-170, 171, 180
selection（选择语句）
，63
switch, 74-79, 80-82
while, 85-89, 103-104
static storage class（static存储类型）
，186, 403-404,
406, 423
Static storage duration（静态存储期限）
，186, 187, 202, 402
<stdarg.h> header（<stdarg.h>头文件）
，470,
563-566
_STDC_ macro（_STDC_宏）
，287, 292
<stddef.h> header（<stddef.h>头文件）
，471-472
stderr stream（stderr流）
，476-477
stdin stream（stdin流）
，476-477
<stdio.h> header（<stdio.h>头）
，471, 475-513
<stdlib.h> header（<stdlib.h>头）
，471, 567-576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与环境的通信）
，
572-573
integer arithmetic functions（整数算术运算函数）
，
575-576
pseudo-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functions（伪随机序
列生成函数）
，570-571
searching and sorting utilities（搜索和排序实用工具）
，
573-575
string conversion functions（字符串转换函数），567-570,
582
stdout stream（stdout流）
，476-477
Storage（存储）
of arrays（数组的存储）
，147
of bit-fields in a structure（结构中位域的存储），4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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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loating-point numbers（浮点数的存储）
，115
of string literals（字符串字面量的存储）
，241
of structures（结构的存储）
，353-354
of unions（联合的存储）
，346
Storage, deallocating（释放存储单元）
，368-370
Storage allocation, dynamic（动态存储分配）
，见Dynamic
storage allocation
Storage classes（存储类型）
，400, 401-407
auto, 402
extern, 309-310, 404-405, 406
for function parameters（函数形式参数的存储类型）
，406
for functions（函数的存储类型）
，406
register, 405-406
static，186, 403-404, 406, 423
summary of（小结）
，407
Storage duration（存储期限）
，401-402
automatic（自动存储期限）
，185-186, 401
of external variables（外部变量的）
，187
of function parameters（函数形参的）
，186
of local variables（局部变量的）
，185-186, 202
static（静态存储期限）
，186, 187, 202, 402
of variables in a block（程序块中变量的）
，193
strcat function（strcat函数）
，253, 259-261, 268-269,
531, 627
strchr function（strchr函数）
，533, 627
strcmp function（strcmp函数）
，253-254, 268, 531-532,
627
strcoll function（strcoll函数）
，532, 627
strcpy function（strcpy函数）
，252, 530, 536, 627
strcspn function（strcspn函数）
，534, 628
Streams（流）
，476-478
attaching to files（为流附加文件流）
，481
changing buffering of（改变流的缓冲）
，485-486
end-of-file indicator for（流的文件末尾指示器）
，497
error indicator for（流的错误指示器）
，497
file position associated with（与流相关的文件位置）
，504
redirecting（重定向流）
，314, 477, 508
standard（标准流）
，476-477, 508
using strings as（用字符串作为流）
，507-508
strerror function（strerror函数），536, 541-542, 628
strftime function（strftime函数）
，580, 628
<string.h> header（<string.h>头文件）
，251, 471,
529-536
String conversion functions（字符串转换函数）
，567-570, 582
and conversion specifiers（字符串转换函数和转换说明
符）
，495
String-handling functions（字符串处理函数）
，251-257,
529-536
dynamic storage allocation in（动态存储分配）
，362-363
String idioms（字符串惯用法）
，257-261
copying a string（复制字符串）
，259-261
searching for the end of a string（搜索串尾）
，257-259
Stringization, 见# preprocessor operator）
String literals（字符串）
，14, 239-242, 266
versus character constants（与字符常量）
，242

concatenation of（拼接）
，240-241
containing wide characters（含有宽字符）
，557
continuing（延续字符串字面量）
，240-241
escape sequences in（字符串字面量中的转义序列）
，240
length of（字符串字面量的长度）
，266
modifying（修改字符串字面量）
，242, 266
operations on（字符串字面量上的操作）
，241-242
storage of（字符串字面量的存储）
，241
Strings（字符串）
accessing characters in（访问字符串中的字符）
，249-250
arrays of（字符串数组）
，261-266, 263
comparing（比较）
，251, 253-254, 531-532
computing length of（计算字符串的长度）
，254-255, 536
concatenating（连接）
，253, 531
converting numbers to（把数转化为字符串）
，582
converting to numbers（把字符串转化为数）
，567-570,
582
copying（复制）
，251, 252, 530, 536
dynamically allocated（动态分配）
，361-365
multibyte（多字节）
，559-560
reading（读）
，247-248, 502
reading character by character（逐个字符读）
，248-249
reading input from（从字符串中读取输入）
，507-508
searching（搜索）
，533-535
termination of（字符串的终止）
，243, 267
wide（宽字符串）
，560
writing（写字符串）
，14, 246-247, 267, 501-502
writing output into（把输出写入字符串）
，507
String variables（字符串变量）
，243-246
initializing（初始化）
，243-245
strlen function（strlen函数）
，254-255, 257-259,
268-269, 536, 628
strncat function（strncat函数）
，531, 628-629
strncmp function（strncmp函数）
，531-532, 629
strncpy function（strncpy函数）
，530, 536, 629
Stroustrup, Bjarne（C++语言发明人）
，3
strpbrk function（strpbrk函数）
，533-534, 629
strrchr function（strrchr函数）
，533, 629
strspn function（strspn函数）
，534, 536, 630
strstr function（strstr函数）
，534, 630
strtod function（strtod函数）
，567-568, 630
strtok function（strtok函数）
，534-535, 630
strtol function（strtol函数）
，567-568, 631
strtoul function（stroul函数）
，567-568, 631
Structure/union member operator（., 结构/联合成员运算
符）
，332, 346
Structures（结构）
，139, 329
arrays of（结构数组）
，338-339
assignment of（结构的赋值）
，332-333
bit-fields in（结构中的位域）
，458-460
combined with arrays（结构与数组结合）
，337-345
equality of（结构的相等）
，354
as function arguments（结构作为函数的实际参数）
，
335-336
holes in（结构中的空洞）
，353-354

索
incomplete declarations of（结构的不完整声明），
393-394
members of（结构的成员）
，329
nested（嵌套的结构）
，337
operations on（结构上的操作）
，332-333
returned by functions（由函数返回的结构）
，335-336
size of（结构的长度）
，353-354
storage of（结构的存储）
，353-354
with union members（带联合成员的结构）
，348
Structure tags（结构标记）
，334-335, 354, 371, 393-394
Structure types（结构类型）
，333-336, 354
defined in header files（在头文件中定义的结构类型）
，
355
Structure variables（结构变量）
，329-333
compatibility of（兼容性）
，355
declaring（声明）
，330-331, 334-335
initializing（初始化）
，331-332, 336, 412-413
strxfrm function（strxfrm函数）
，532, 631
Subroutines（子程序）
，见Functions
Subscripting, array（数组下标）
，140-141
另见Array subscript operator
Subtraction（减法）
of an integer from a pointer（指针与整数的减法）
，223
of two pointers（两个指针的减法）
，223-224
Subtraction assginment operator（-=, 减法赋值运算符）
，
52
Subtraction operator（-, 减法运算符）
，46
switch statements（switch语句）
，74-79, 80-82
system function（system函数）
，573, 632

T
Tag fields（标记字段）
，349-350, 353
Tags（标记）
enumeration（枚举标记）
，351-352
structure（结构标记）
，334-335, 354, 371, 393-394
union（联合标记）
，347
tan function（tan函数）
，523, 632
Tangent（正切）
，523
tanh function（tanh函数）
，523-524, 632
Target files, in makefiles（makefile文件中的目标文件），
321
Temporary files（临时文件）
，483-484
creating（创建临时文件）
，483
creating names for（为临时文件创建名字）
，483-484
maximum number of（临时文件的最大数量）
，484
Termination, of a program（程序的终止），27, 170-171, 180,
572
Termination request signal（终止请求信号）
，543
Ternary operators（三元运算符）
，72
Text files（文本文件）
，477-478, 508-509, 512
Thompson, Ken（C语言发明人之一）
，1-2
<time.h> header（<time.h>头）
，471, 576-582
time conversion functions（时间转换函数）
，579-580
time manipulation functions（时间处理函数）
，577-579
_TIME_ macro（_TIME_宏）
，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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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_t type（time_t类型）
，576
Time conversion functions（时间转换函数）
，579-580
Time differences（时差）
，578
time function（time函数）
，577, 632
Time manipulation functions（时间处理函数）
，577-579
Times（时间）
，576
broken-down（分解时间）
，576
calendar（日历时间）
，576
TMP_MAX macro（TMP_MAX宏）
，484
tmpfile function（tmpfile函数）
，483, 632
tmpnam function（tmpnam函数）
，483-484, 633
tm structure（tm结构）
，576
Token-passing（记号传递）
，见## Preprocessor operator
Tokens（记号）
，25-27
Preprocessing（预处理记号）
，298
tolower function（tolower函数）
，528, 633
toupper function（toupper函数）
，528, 633
Trigonometric functions（三角函数）
，523
Trigraph sequences（??c, 三字符序列）
，560-561
TRUE macro（TRUE宏）
，73
Type conversions（类型转换）
，见Conversions
Type definitions（类型定义）
，129-131
in header files（头文件中的类型定义）
，306-307
versus macro definitions（类型定义与宏定义）
，134
using to simplify declarations（用于简化声明）
，411-412
typedef names, scope of（typedef名的作用域）
，134
typedef specifier（typedef说明符）
，335, 352, 354
Type qualifiers（类型限定符）
，400, 407-408
const（const类型限定符）
，148, 214-215, 217-218, 229,
407-408, 414-415
volatile（volatile类型限定符）
，464, 549
Types（类型）
，16
basic（基本类型）
，109
character（字符类型）
，116-123
enumeration（枚举类型）
，351-352
floating（浮点类型）
，16, 114-116
integer（整型）
，16, 109-114
integral（整值类型）
，118
machine-dependent（依赖机器的类型）
，460
signed（有符号类型）
，110, 118, 133
structure（结构类型）
，333-336, 354
union（联合类型）
，347
unsigned（无符号类型）
，110, 118, 133
using #define to rename（用#define重命名的类型），
279
Type specifiers（类型说明符）
，400
char, 116, 132
double, 114, 132
float, 16, 28, 114, 132
int, 16, 110
long, 110
short, 110
signed, 110, 118
unsigned, 110, 118
void, 157, 15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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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AR_MAX macro（UCHAR_MAX宏）
，521
%u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u转换说明）
，113
UINT_MAX macro（UINT_MAX宏）
，521
ULONG_MAX macro（ULONG_MAX宏）
，521
Unary minus operator（-, 一元负号运算符）
，46
Unary operators（一元运算符）
，46
Unary plus operator（+, 一元正号运算符）
，46
#undef directives（#undef指令）
，284
Underscore（_, 下划线）
，23
ungetc function（ungetc函数）
，500, 510, 633
Unicode character set（Unicode字符集）
，117, 558
Uninitialized variables（未初始化的变量）
，413
Unions（联合）
，345-350
adding tag fields to（为联合添加标记字段）
，349-350, 353
assignment of（赋值）
，347
as function arguments（作为函数实际参数）
，347
members of（联合的成员）
，345-346
as members of structures（作为结构的成员）
，348
returned by functions（由函数返回的联合）
，347
storage of（联合的存储）
，346
using to build mixed data structures（用来构造混合的数
据结构）
，348-349
using to provide multiple views of data（用来提供数据的
多个视角）
，461-462
using to save space（用来节省空间）
，347-348
Union tags（联合标记）
，347
Union types（联合类型）
，347
Union variables（联合变量）
，345-346
initializing（初始化）
，347, 412-413
UNIX operating system（UNIX操作系统）
，1-2
unsigned char type（unsigned char类型）
，118
Unsigned integer constants（无符号整型常量）
，112
Unsigned integers（无符号整数）
，109-110
unsigned int type（unsigned int类型）
，110
unsigned long int type（unsigned long int类型），
110
unsigned short int type（unsigned short int类
型）
，110
Unsigned types（无符号类型）
character（无符号字符类型）
，118, 133
integer（无符号整数类型）
，110
unsigned type specifier（unsigned类型说明符）
，110,
118
Upper-case letters（大写字母）
converting to（转换成大写字母）
，528
testing for（测试大写字母）
，527
USHRT_MAX macro（USHRT_MAX宏）
，521
Usual arithmetic conversions（通用的算术转换）
，125-127
U (or u) suffix, on an integer constant（在整型常量上的U（或
者u）后缀）
，112
UTC (Coodrdinated Universal Time)（协调世界时, 简称
UTC）
，580,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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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_arg marco（va_arg宏）
，563-565, 634
va_end marco（va_end宏）
，563-565, 634
va_list type（va_list类型）
，563-565
va_start marco（va_start宏）
，563-565, 634
Variable declarations（变量声明）
，17
in header files（头文件中的变量声明）
，309-310, 326
Variable definitions（变量定义）
，309-310
Variable-length argument lists（可变长度实际参数列表）
，
132, 391-392, 563-566
Variables（变量）
，16-20
aggregate（聚合变量）
，139
auto（auto变量）
，402
default value of（变量的默认值）
，413
extern（extern变量）
，404-405
external（外部变量）
，186-193
global（全局变量）
，见External variables
initializers for（变量初始化式）
，见Initializers
linkage of（变量的链接）
，402
local（局部变量）
，185-186
pointer（指针变量）
，205-207
register（register变量）
，405-406
scalar（标量变量）
，139
scope of（变量的作用域）
，186, 187, 193, 402
static（static变量）
，403-404
storage duraion of（变量的存储期限）
，193, 202, 401-402
string（字符串变量）
，243-246
structure（结构变量）
，329-333
uninitialized（未初始化的变量）
，413
union（联合变量）
，345-346
Vertical-tab escape sequence（\v, 纵向制表符转义序列）
，
118
vfprintf function（vfprintf函数）
，487, 566, 634
void
in a cast expression（强制转换表达式中的void）
，162
function return type（函数返回类型）
，157, 160
in a parameter list（形式参数列表中的void）
，159
void * type（void *类型）
，360, 393
volatile type qualifier（volatile类型限定符）
，
464,549
vprintf function（vprintf函数）
，487, 566, 634-635
vsprintf function（vsprintf函数）
，508, 566, 635

W
<wchar.h> header（<wchar.h>头）
，551
wchar_t type（wchar_t类型）
，471, 557
wcstombs function（wcstombs函数）
，560, 635
wctomb function（wctomb函数）
，559, 635
<wctype.h> header（<wctype.h>头）
，551
while statements（while语句）
，85-89, 103-104
White Book（白皮书）
，2
White-space characters（空白字符）
，37
in preprocessor directives（预处理指令中的）
，276
in ...scanf format strings（...scanf类函数格式串
中的）
，37, 493
testing for（对空白字符的测试）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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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 character constants（宽字符常量）
，557
Wide characters（宽字符）
，557-58
converting to multibyte characters（宽字符转换成多字节字
符）
，559
versus multibyte characters（宽字符与多字节字符）
，562
Wide string literals（宽字符串字面量）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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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conversion specification（%x转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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