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math.ecnu.edu.cn/~jypan 5

上机作业

11) 蒙特卡洛（Monte Carlo）投点法计算定积分 的近似值

程序取名 hw04_11.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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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一个简单大区域：要求覆

盖阴影部分，且容易计算面积；

† 往这个大区域中随机投点（假

定投 N 个点），统计落在阴影

部分的点的个数（设为 M 个）

† 计算阴影部分面积的近似值

𝑆𝑆 =
𝑀𝑀
𝑁𝑁

× 大区域的面积

�
0

𝜋𝜋
2

sin 𝑥𝑥 d𝑥𝑥



1

第六讲 上机作业（一）

2) 找出前 100 个素数，存放在数组 p 中，并分别使用下列方式在屏幕上输出 p，每行

输出 10 个。（程序取名 hw06_02.cpp）
方式一：数组名+下标运算；

方式二：数组名+指针运算；

方式三：指针+指针运算

1)  编写函数，交换两个双精度变量的值，分别用引用和指针实现。

函数分别为 swap_ref和 swap_pointer，并在主函数中定义两个双精度变量，

从键盘接受输入，并将交换后的值在屏幕上输出。（程序取名 hw06_01.cpp）

void swap_ref(double & ra, double & rb);
void swap_pointer(double * pa, double *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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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作业
3)  编写函数，计算两个矩阵的乘积 Z=X*Y，其中 X∈Rm×p，Y∈Rp×n， Z∈Rm×n。

要求对任意正整数 m，p，n 都能实现矩阵相乘，在主函数中以 m=3, n=4, p=2 为例，
生成两个随机矩阵X，Y，元素为 0 到 9 之间的正整数，计算 Z，并将输出。

(程序取名 hw06_03.cpp）

void matrix_prod(double * px, double * py, double * pz,
int m, int p, int n);

提示：这里 px, py, pz分别指向 X[0][0], Y[0][0]和 Z[0][0]

4) 给定两个一维数组 a和 b，其中 a 中的数据是无序的，而 b 中的数据按升序排列
试统计 a的所有元素中，大于 b的第 k个元素且小于第 k+1个元素的数据个数。
其中

a=[98,12,34,71,43,54,28,33,65,56],  b=[10,30,50,80,100]
要求将结果存放在数组 c中，其中 c[k]表示数组 a中大于 b[k]而小于b[k+1]
的元素个数。（程序取名 hw06_04.cpp）

5) 有 17 人围成一圈，编号1～17，从1号开始报数，报到3的倍数的人离开，一直数

下去，直到最后只剩一人，求此人编号。程序取名 hw06_05.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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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上机作业（二）

6) 二进制转十进制。编写函数，将一个用字符串表示的二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数，

如“10001”所对应的十进制数为17，在主函数中用“1100110011001100”测试。

（程序取名 hw06_06.cpp）

int bin2dec(const char * const str);

提示：将一个字符转化成数字，可借助字符加减运算（推荐）或字符串函数

7) 字符易位破译。 编写函数，测试两个字符串是否字符异位相等，即两个字符串中

包含的字母是相同的，但次序可以不同，如“silent”和“listen”是字符异位相等，但

“baac”与“abcc”不是。（程序取名 hw06_07.cpp）

bool isAnagram(const char * const str1, 
const char * const str2);

提示：可以先对字符串进行排序，然后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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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作业

8) 编写函数，实现两个有序（升序）数组的快速合并，使得合并后的数组仍然有序，

并在主函数测试，取 x=[3,5,8,11,23,39], y=[1,5,12,13,18,41,58,68]

（程序取名 hw06_08.cpp）

void vec_merge(int * px, int m, int * py, int n, int * pz);

（注：m 和 n 分别是数组 x 和 y 的长度，合并后存放在 z 中）

9) （可选题）

编写函数，实现矩阵乘积的 Strassen 算法，在主函数中生成两个 n 阶随机整数矩

阵进行测试，比较与普通矩阵乘积的计算效率（消耗的时间），分别取：

n = 210，212，214。（程序取名 hw06_09.cpp）

void matrix_prod_strassen(double * px, double * py, double * pz, in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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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作业（文件操作）

2) 从课程主页上下载二进制数据文件 data72.dat，从文件中读取前60个元素（双精

度），构成一个 30X2的矩阵 A。然后将其按矩阵形式写入到一个文本文件

out72.txt 中。（程序取名 hw07_02.cpp ）

1) 生成一个 6X6的矩阵 A，其元素为 [0,1] 之间的双精度数。

(a) 将其按矩阵形式写入到一个文本文件 out71.txt 中；

(b) 将其写入到一个二进制文件 data71.dat 中；

(c) 从二进制文件 data71.dat 中读取前12个数据（双精度），

构成一个 2X6的矩阵 B，并将 B 按行输出。

（程序取名 hw07_01.c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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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上机作业

1) 编写函数，实现插入排序。在主函数中生成 15 个小于100的随机正整数，

存放在向量 x 中，然后调用排序函数对 x 进行排序，并输出排序前后的 x。
（程序取名：hw08_01.cpp）

void sort_insert(int * px, int n)

2) 将排序方法改为 Shell 排序。（程序取名：hw08_02.cpp）

void sort_shell(int * px, int n)

3) 将排序方法改为优化后的冒泡排序。（程序取名：hw08_03.cpp）

void sort_bubble(int * px, int n)

4) 将排序方法改为快速排序。（程序取名：hw08_04.cpp）

void sort_quick(int * px, int left, in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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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作业

5) 折半插入排序

插入排序主要过程是依次将新元素插入到前面已排好序的序列中。在寻

找插入点时，我们采用的是按顺序依次进行比较。为了减少比较次数，

我们可以采用折半查找的方法：设待插入元素为 a[k]，待插入区域为

[low, high]，记 m=(low+high)/2，如果 a[k]<a[m]，则新的待插入

区间为 [low, m-1]（即令 high=m-1），否则为 [m+1, high]（即令

low=m+1）。依此类推，直到 low<=high不成立，此时 high+1就是插

入点。

编写函数，实现折半插入排序，并在主函数中以 x 为例，调用排序函数

对 x 进行排序，并输出排序前后的 x。（程序取名：hw08_05.cpp）

void sort_insert_binary (int* px, in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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