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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譯序 
 

『不熟悉 C++ 標準庫，任何人都稱不上是高生產力的 C++ 程式員。』 

這是我對每一位學生說的話。  

自 C++98 (1998) 至 C++11 (2011)，這個語言有了相當的變化。而變化尤其劇烈 — 或者你也可

以說攻城略地尤其大者 — 是其日益包山包海的標準庫（Standard Library）。如今，不但昔日閃

亮招牌如 STL 容器、演算法、迭代器…依然熠熠發光，更添加了 Tuples, Smart Pointers, Type Traits, 

Clocks and Timers, Regular Expression, Concurrency…等眾多組件。腳步一個沒跟上，很可能同儕

寫出來的程式碼，在你眼中都要逐漸模糊逐漸陌生了。 

面對陌生，我們 大的障礙在於心中的怯弱。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不要像哈姆雷

特一樣猶豫不決。面對前程，必須果敢。 

     

愈來愈多的術語，特別是組合式長術語，為翻譯帶來極大困擾。關於術語翻譯，我的態度如下： 

＊ 技術書籍（尤其高階技術書籍）之中譯，價值不在於體現全中文化閱讀。直接呈現英文術語

很多時候更能營造突出的視覺效果，進而有利閱讀，形成深刻印象。 

＊ 儘可能兼顧中英詞性平衡。例如「面對向量和 deque 兩種容器…」就不如「面對 vector 和 deque

兩種容器…」讀來順暢。 

＊ 本書讀者不可能受制於英文單字。我們要學習的是術語代表的技術，而非術語的中文名稱。 

＊ 與 C++ 關鍵字重合的術語多半不譯，例如 static, template, class…以及延伸出去的 member 

template, function template, class template…等等。 

＊ 任何術語第一次出現（或相隔一長段距離後再出現）時多半中英並陳。但由於你可能採取跳

躍式閱讀，所謂「第一次出現」或「相隔一長段距離後再次出現」也許對你意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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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L 各資料結構名稱皆不譯，例如 array, vector, list, deque, hast table, map, set, stack, queue, 

tree…。 

＊ STL 六大組件的英文術語原欲全部保留，但由於頻繁出現，對版面的中英比例形成視覺威脅，

因此採用以下譯名：container 容器，algorithm 演算法，iterator 迭代器，adapter 配接器，functor 

object 函式物件，allocator 分配器。這些術語有時中文呈現，有時英文呈現，有時中英並陳，取

決於當時語境。 

＊ 全書按英文版頁次編排，並因此得以保留原書極其詳盡的索引。索引詞條皆不譯 (因為書中

相應保留了相當份量的英文術語)。 

     

這是個知識爆炸、資訊量也爆炸的時代。網路上如山似海的資訊：文章、文件、文檔、文獻和

繁若天星的論壇、群組…，很多都是免費的（因而似乎特別有吸引力），但我們的精力和時間

才是更寶貴的東西。檢閱並且評論過許許多多 C++ 標準庫相關讀物後，面對這本結構和細節都

臻上乘的優秀教本，我強烈推薦給你。  

 

侯捷   

2014/10/20, Whit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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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我從未想過本書第一版會賣得如此長久。現在，經過 12 年的等待，出新版本的時候到了，一個

涵蓋 新 C++11 標準的新版本。  

注意，其中的意義比僅僅添加新子庫更多更大。C++ 已經改變了，其標準庫的幾乎所有典型應

用如今看起來都有那麼一點不同。這不是因為語言出現巨大變化，而是許多小改變造成的結果，

例如運用 rvalue references 和 move semantics, range-based for loops, auto，以及新的 template 特

性。因此，本書不但展現原標準庫的補充性質及新成員，書中所有例子也都從新寫過，或至少

局部改寫。儘管如此，為了支援那些仍然使用「舊」C++ 環境的程式員，本書會在遭遇 C++ 版

本差異時加以描述。 

我學習 C++11 有一段艱難的歷程。大約二年前我開始看 C++11 但並未追隨標準化的腳步，因此

確實遭遇了理解上的麻煩。但是標準委員會的人幫助我描述及表現 C++11 新特性，一如它們如

今呈現的樣貌。 

後，請注意，本書有個困擾：雖然份量上由 800 頁成長到超過 1,100 頁，我還是無法完整呈現

C++ 標準庫。標準庫中單單針對 C++11 就有大約 750 頁的描述，都是十分精鍊的文字，沒有太

多說明。基於這個原因，我必須取捨哪些性質需要描述，並決定以怎樣的細度描述之。再一次，

C++ 社群中的許多人幫助我做出決定。我的企圖集中在一般應用程式員需要的東西。若干本書

捨棄的部分被我做成一份補充篇章放在本書官網 http://www.cppstdlib.com。即便如此，

你還是會在 C++ 標準規格書中找到我未曾討論的細節。 

教學的藝術，並非體現在「呈現每一面」，而是一種「從砂礪中滔洗黃金」的藝術，從中取得

大價值。但願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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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本書 
About This Book 

1.1. 緣起 

C++ 問世不久，就成為物件導向編程領域的實質標準（de facto standard），因此正式標準化的

呼聲也就浮上檯面。一旦有了可依循的標準規格，我們才可能寫出跨越 PC 乃至大型主機各種不

同平台的程式。此外，如果能夠建立起一個標準庫（Standard Library），程式員便得以運用可移

植的通用組件（general components）和更高階的抽象性，而不必從頭創造世界。 

現在，偕同第二份標準，亦即所謂的 C++11（見 2.1 節, 第 7 頁關於 C++ standards 的詳細歷史），

我們有了一個巨大的 C++ 標準庫，其規格書的份量比起語言內核特性的規格書，兩倍有餘。 

這個標準庫帶來： 

 輸入/輸出 classes 

 String 型別，和正則表達式（regular expressions） 

 各種資料結構，例如 dynamic arrays, linked lists, binary trees, hash tables 

 各種演算法，例如眾多排序演算法（sorting algorithms） 

 多緒程（multithreading）和並行（concurrency）classes  

 支援國際化的各種 classes 

 數值型（Numeric）classes 

 豐富的通用小工具（utilities） 

然而，這個標準庫的用法並非不言自明。想要從其強大能力中受惠，你需要一本好書；不能僅

僅列出每個 classes 和其成員函式了事，還必須詳細解釋各個組件（components）的概念和重要

細節。本書正是以此為目標，首先從概念上介紹標準庫及其所有組件，然後描述實際編程所需

的細節。為了展示組件的確切用法，書中涵蓋大量實例。因此，本書不論對初學者或編程老手

都是極詳盡的 C++ 標準庫入門。搭配書中提供的資料，你應該能夠掌握 C++標準庫的完全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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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我不擔保本書所有內容都容易理解。標準庫非常靈活，但這種非比尋常的靈活性是有代

價的。標準庫中有一些陷阱和缺陷，碰到它們時我會為你指出，並提出建議，幫助你迴避問題。 

1.2. 閱讀前的必要基礎 

想讀懂本書的大部分內容，你需要先了解 C++。本書講述 C++ 標準組件，而不是語言本身。你

應該熟悉 classes（類別）、templates（模板）、繼承（inheritance）和異常處理（exception handling）

的概念，但無需熟知這個語言的所有次要細節。重要細節已描述於本書之中；次要細節對程式

庫實作者可能很重要，對程式庫使用者就不那麼重要了。 

注意，C++11 標準化進行期間，這個語言又有變化，正如它在 C++98 標準化期間仍然持續變化

一樣，所以你的相關知識很有可能不再是 新的。第 3 章提供一份簡明扼要的綜覽，為 C++11

標準庫用戶介紹至關重要的語言新特性。許多標準庫新特性用上了這些語言新特性，所以你應

該閱讀第 3 章檢閱所有 C++ 新特性。當標準庫用到語言新特性時，我也會提示你參照第 3 章。 

1.3. 本書風格與結構 

標準庫內的組件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但彼此又有著關聯，很難在描述某一部分時全然不提其

他部分。我為本書考慮了幾種不同的組織方式。一是按照 C++standard 的次序，但這並非完整介

紹 C++ 標準庫的 佳選擇。另一種方式是先縱覽所有組件，再逐章詳細介紹。第三種方式是，

依照「組件之交叉參考」程度高低，從 低者開始依次介紹。 終，我綜合了三種方式：首先

簡短介紹標準庫涉及的總體概念和通用小工具（utilities），然後分章詳述各組件，每個組件一

或數章。首當其衝的是 STL（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 標準模板庫）。STL 無疑是標準庫中

強大、 複雜、 激動人心的部分，其設計深刻影響了其他組件。接下來我講解較易理解的組

件，例如特殊容器、strings（字串）和正則表達式（regular expressions）。再來是你或許已經使

用多時的老朋友：IOStream 程式庫。然後是國際化議題，這部分對於 IOStream 程式庫有些影響。

後，我描述數值（numerics）、並行（concurrency）和分配器（allocators）等部分。 

講述每個組件時，我首先給出其目的、設計和示例，然後是一份較詳細的說明，先以多種方式

使用這個組件，繼之說明相關陷阱和易犯錯誤。 後以一個參考小節（reference section）結束，

其中有該組件的 class 和其成員函式的精確簽名式（exact signature）和定義式（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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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清單 

前面的五章總體介紹本書及 C++ 標準庫： 

 第 1 章：關於本書  介紹本書的主題和內容。 

 第 2 章：C++ 和其標準庫簡介  簡短綜覽 C++ 標準庫的歷史和其標準化脈絡，並介紹複雜

度概念（concepts of complexity）。 

 第 3 章：語言新特性  針對閱讀本書與使用標準庫的需要，提供一份語言新特性概覽。 

 第 4 章：一般性概念  描述標準庫基本概念，這對於理解及使用所有標準庫組件都是必要的。

具體地說，本章介紹了 namaspace std、表頭檔（headers）格式、錯誤和異常處理（error and 

exception handling）的一般性支援。 

 第 5 章：通用工具（Utilities）  描述供應給標準庫用戶和標準庫本身運用的數種小工具，更

明確地說，本章描述 classes pair<>, tuple<>，smart pointers，數值上限，type traits 和 type 

utilities，輔助函式，class ratio<>, clocks 和 times，以及可用的 C 函式。 
 

第 6 章至第 11 章分別從各個面向描述 STL： 

 第 6 章：STL（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 標準模板庫）  STL 提供了用於處理資料的容器和

演算法。本章逐步介紹 STL 的概念、問題、特殊編程技術，以及它們扮演的角色。 

 第 7 章：STL Containers（容器）  本章解釋 STL 容器類別的概念和能力。首先透過詳盡的

例子分別講解 arrays, vectors, deques, lists, forward lists, sets, maps 和 unordered 容器，然後介

紹它們的共通能力、差異性、特定效益和缺點，並提供若干典型範例。 

 第 8 章：STL 容器成員細論   詳列並描述所有容器的成員，包括其所提供的型別和操作函

式，做為一份手邊參考資料。 

 第 9 章：STL Iterators（迭代器）  具體介紹迭代器的分類和輔助函式，以及配接器（iterator 

adapter）如 stream iterators, reverse iterators, insert iterators 和 move iterators。 

 第 10 章：STL Function Objects 及 Lambdas   詳細講解 STL Function Objects（函式物件）

的諸多 classes 及 Lambdas，以及如何使用它們來定義容器和演算法的行為。 

 第 11 章：STL Algorithms（演算法）  羅列並描述 STL 演算法。在簡單介紹和比較這些演

算法後，藉由一或多個範例詳細解釋每個演算法。 
 

第 12 章至 14 章描述標準庫中若干「結構相對單純」的 classes： 

 第 12 章：特殊容器（Special Containers）   描述容器配接器（container adapters）queues, stacks，

及 class bitset，後者可管理任意數量的 bits 或 flags。 

 第 13 章：Strings（字串）  描述 C++ 標準庫的 string 型別（不止一種哦）。C++standard

將 strings 設計為一種「能夠處理不同字元類型」的基礎資料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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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 章：正則表達式（Regular Expressions）  描述用來處理正則表達式的介面；它們可被

用來搜尋和取代字元和子字串（substrings）。 
 

第 15 章和第 16 章的主題是 I/O 和國際化（兩者緊密相關）： 

 第 15 章：以 Stream Classes 完成輸入和輸出  涵蓋眾所周知的 IOStream 程式庫的標準化形

式。本章也講述對程式員而言可能很重要卻鮮為人知的若干細節，例如定義及整合特殊 I/O

通道。 

 第 16 章：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涵蓋「程式國際化」的概念和 classes，例如對不同

字元集（character sets）的處理，以及使用不同格式的浮點數和日期。 
 

剩餘章節涵蓋數值（numerics）、並行（concurrency）和分配器（allocators）： 

 第 17 章：數值（Numerics）  描述 C++ 標準庫中的數值組件，明確地說是隨機數（random 

numbers and distributions）、複數（complex）及若干 C 數值函式。 

 第 18 章：並行（Concurrency）  描述用以支援並行和多緒程的 C++ 標準庫特性。 

 第 19 章：分配器（Allocators）  描述 C++標準庫中不同的記憶體模型（memory model）概念。 

本書還包括一份參考書目（Bibliography）和一份索引。 

基於篇幅考量，我不得不移走那些對一般程式員不那麼適切、但實在應該被納入補充章節

（supplementary chapter）的內容，這份補充章節由本書官網 http::/www.cppstdlib.com 提供，內

容包括： 

 bitsets（簡介於 12.5 節）細部 

 Class valarray<>（扼要介紹於 17.4 節） 

 分配器（allocators）細部（簡介於第 19 章） 

 

1.4. 如何閱讀本書 

本書既是導引式的使用指南，也是 C++ 標準庫的結構性參考手冊。C++ 標準庫的各個組件在相

當程度上彼此獨立，所以讀完 2~5 章後你可以任意跳讀其他各章。不過切記，6~11 章講述的是

同一組東西，欲理解 STL 應該從導入性的第 6 章開始。 

如果你是一位想認識 C++ 標準庫總體概念及其所有面向的程式員，你可以直率地從頭到尾閱讀

全書，但應該跳過每章 後的參考小節（reference sections）。如果你想運用 C++ 標準庫的某些

組件來編寫程式，那麼，找出那個組件的 佳方式是運用索引 — 我已試圖做出無所不包的

廣泛索引，應該廣泛到足以節省你的搜尋時間。 

在我的經驗中，學習新東西的 佳辦法就是看範例。為此，你會在本書發現許多範例。它們也

許只是寥寥數行程式碼，也可能是完整程式。如果是後者，你會在其第一行註解中發現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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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本書官網：http://www.cppstdlib.com 找到這些檔案。 

1.5. 目前發展情勢 

本書撰寫期間，C++11 standard 完成了。請記住，有些編譯器可能尚還無法與之相容。這種情況

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獲得巨大改善。但現在，你可能會發現，本書所談的東西在你的系統上並

非一定有相同表現，或許得稍做修改才能在你的環境中正常運作。 

1.6. 範例程式碼及額外資訊 

你可以從我的網站 http://www.cppstdlib.com 上獲得所有範例程式碼、本書和 C++ 標準庫

的更多資訊。你也可以在網際網路上找到許多相關資訊，詳見本書參考書目（bibliography）。 

1.7. 回應  

歡迎對本書提出任何回應，不論褒貶。我已盡力而為，但我畢竟是凡人；在截稿時間點我必須

停下筆來停止焦慮。所以，你可能會找出一些錯誤，或前後不一的地方，或是可以描述得更好

的地方。你的回應使我有機會完善後繼的新版本。 

與我聯繫的 佳方式是透過電子郵件。然而為了避免招致垃圾郵件，我不打算在這裡放上我的

電郵地址（我不得不放棄我在第一版中公開的郵箱，因為每天湧入數以千計的垃圾郵件）。我

的電郵地址公佈於本書官網 http://www.cppstdlib.com。 

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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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及標準庫簡介 
Introduction to C++ and the Standard Library 

本章中，我將討論 C++ 的歷史及其不同版本，並介紹 Big-O 標記法，此法被用來具體顯示標準

庫各項操作的效能（performance）和可擴展性（scalability）。 

2.1. C++ Standards 的歷史 

C++ 標準化始於 1989，由國際標準化組織（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進行。ISO 其實是一大群國家標準組織，成員機構包括美國的 ANSI。至今這項工作已經完成了

四個里程碑，那就是遍及全世界不同平台上的各種 C++ standards： 

1. C++98，於 1998 批准，是第一份 C++ 標準規格。官方名稱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rogramming Languages — C++，文件編號 ISO/IEC 14882:1998。 

2. C++03，這是個所謂「技術勘誤」（technical corrigendum,“TC”），內含不甚嚴重的 C++98

臭蟲修正。文件編號 ISO/IEC 14882:2003。不論 C++98 或 C++03 都被視為「第一份 C++ 標

準規格」。 

3. TR1，內含大幅度的標準庫擴充。官方名稱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rogramming 

Languages — Technical Report on C++ Library Extensions，文件編號 ISO/IEC TR 19768: 

2007。它所涵蓋的擴充全被包覆於 namespace std::tr1 內。 

4. C++11，批准於 2011，是第二份 C++ 標準。C++11 內含語言和標準庫兩方面皆十分重大

的改善和強化，而 TR1 所做的擴充亦被納入成為 namespace std 的一部分。官方名稱又一

次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rogramming Languages — C++，但它有一個新的文件編

號 ISO/IEC 1488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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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涵蓋 C++11，此一標準長時間被稱為“C++0x”，帶著一種「將於 2009 前完成1」的大眾期

待。所以，不論 C++11 或 C++0x，其實是同一份東西，本書一律稱之為 C++11。 

基於某些平台和環境尚未支援完整 C++11（包括其語言特性和標準庫），我會在談到某個特性

或行為時，提及它們是否只出現於 C++11。 

2.1.1. C++11 Standard 常見疑問 

哪裡可以獲得這份標準？ 

近期的一份免費的 C++11 Stardards 草案，文件名稱是 N3242（見 [C++Std2011Draft]）。這份

草案應該足夠滿足大多數用戶和程式員，但如果你需要真正的標準規格書，必須付費給 ISO 或

某個國屬機構。 

為什麼這份標準的制定花了這麼長時間？ 

也許你會驚訝，為什麼兩次 C++ 標準化過程之間竟花費了 10 年甚至更久，而且它仍然未臻完

美。請注意，這些標準規格是許許多多個人和公司的努力成果，這些努力包括提出改善和擴充

建議，彼此討論，等待實現，加以測試，解決「因為所有特性彼此交叉影響」而引發的每一個

問題。這裡面沒有任何人是 C++ 標準化的全職工作者。這一份標準並不是哪家公司撥出巨大預

算和時間成本的研究成果。標準化機構沒有（或幾乎沒有）付給那些為了開發標準規格而工作

的人任何酬勞。所以，如果他們所處的公司對 C++ 標準化漠不關心，那麼他們就只能以興趣為

全部動力了。感天謝地，許多義工不但有時間也有錢糧，可以全然義務地付出。大約 50~100 個

人常態性聚會，每年三次，每次一星期，討論所有主題，然後在一整年的其他時間以 email 完成

工作。這導致你得到的東西並非完美，或具備完全一致的設計。整個成果是：實質堪用，但並

非完美（世上也不曾有過完美的東西）。 

標準庫的描述佔第一份標準規格書大約 50%篇幅，在第二份標準規格書中昇高至大約 65%。就

C++11 而言，探討標準庫的頁數從大約 350 頁上揚至大約 750 頁。 

請注意，這份標準有著各式各樣的源頭，事實上，任何公司或國家，或甚至個人，都有可能提

出新特性和新擴充，那些提案必須被整個標準化組織接受。理論上沒有任何東西的設計是從頭

做起的。2 因此整個成果的同質性（homogeneous）並不是很高。你會在不同的組件中發現不同

的設計原理。例如 string class 和 STL 之間就有以下差異（STL 是一個針對資料結構和演算法而

完成的框架）： 

 String classes 被設計為一個安全而便利的組件。因此它們提供一份幾乎足以自我說明的介

面，並檢查許多可能發生的差錯。 

                                                             

1 這裡的 x 常被拿來開玩笑，說它終於成為了一個十六進位的 b。 

2 你也許會奇怪，為什麼標準化過程中不從頭設計一個全新程式庫。要知道，標準化的主要目的不是

為了發明新東西或發展出某些東西，而是為了讓既有的東西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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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L 被設計為「將不同的資料結構與演算法結合起來，產出 佳效能」。因此 STL 並不非常

便利，也不檢查許多邏輯錯誤。為了獲得威力強大的 STL 框架所帶來的好處和效能，你必須

知道其所使用的概念，並且謹慎地套用它們。 

上述兩個組件都是標準庫的一部分。它們之間存在一些和諧，但依然遵循各自的基礎哲學。 

儘管如此，C++11 的另一個目標是簡化事情。為此 C++11 引進了許多提案，用以解決各種問題

與不一致性，以及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找出的其他瑕疵。舉個例子，數值和物件（values and objects）

的初始化在 C++11 中有了和諧性。另外，多少有點殘破的 smart pointer class auto_ptr 現在已

被多個改良後的 smart pointer classes 取代，後者在 Boost 中已臻成熟。Boost 是個網站，特別強

調自由、同僚互審（peer-reviewed）、可移植、帶源碼的 C++ 程式庫（見 [Boost]），主要目的

是為了在任何議題被引入新標準或另一份技術勘誤（TR）之前，先獲得實戰經驗。 

這是最後一份 C++ Standard 嗎？ 

C++11 不是終點。人們對於其中的新特性已經又有了臭蟲修正、額外需求，以及各種提案。因

此，或快或慢也許又會出現另一份帶著臭蟲修正和不一致性報告的「技術勘誤」（TR），那也

許會是“TR2”或甚至第 3 次標準。 

2.1.2. C++98 和 C++11 的相容性 

C++11 的設計目標之一是，對 C++98 保持回溯相容。在 C++98 或 C++03 中可被編譯的每一樣東

西，應該也都能在 C++11 中通過編譯。然而還是有些例外，例如變數名稱無論如何也不可以和

新導入的關鍵字相同。如果你的程式碼參雜著 C++ 各版本的身影，但你希望從 C++11 帶來的改

善中獲利，那麼，可以的話，試著使用預定義好的巨集 __cplusplus。對 C++11 而言，當編

譯一個 C++ 轉譯單元（translation unit，也就是 C++ 源碼檔）時以下定義是有效的： 

#define __cplusplus 201103L 

與此對比，在 C++98 和 C++03 中則是： 

#define __cplusplus 199711L 

然而請注意，有時候，編譯器廠商提供的值與上述不同。 

注意，回溯相容僅適用於源碼，不保證二進制相容（binary compatibility），因為那會導致問題，

特別是當一個原有操作（existing operation）取得一個新式返回型別（new return type），因為「基

於返回型別而形成的重載（overloading）」是不被允許的（這適用於某些 STL 演算法及 STL 容

器的某些成員函式）。所以請以 C++11 編譯器重新編譯 C++98 程式的每一份源碼，包括用到的

所有程式庫 — 通常都會成功。若以 C++11 編譯器產生的二進制碼連結（linking）C++98 編譯

器產生的二進制碼，則有可能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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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複雜度與 Big-O 標記  

C++ 標準庫的某些部分，特別是 STL，需要認真考慮演算法和成員函式的效能，因此需要動用

「複雜度」（complexity）概念。計算機科學家使用特殊符號來表現演算法的相對複雜度，如此

便可以很快依據演算法的運行時間加以分類，進行演算法之間的定性比較。這種衡量稱為 Big-O

標記（notation）。 

Big-O 標記係將一個演算法的運行時間以輸入量 n 的函數表示。例如，當運行時間隨元素個數成

線性增長時（亦即如果元素個數呈倍數增長，運行時間亦呈倍數增長），複雜度為 O(n)﹔如果

運行時間與輸入量無關，複雜度為 O(1)。表 2.1 列出典型的複雜度和其 Big-O 標記。  

 

種類  標記  意義 

常數  O(1)  運行時間與元素個數無關。 

對數  O(log(n))  運行時間隨元素個數的增加呈對數增長。 

線性  O(n)  運行時間隨元素個數的增加呈線性增長。 

n-log-n  O(n*log(n))  運行時間隨元素個數的增加呈「線性與對數的乘積」增長。 

二次  O(n2)  運行時間隨元素個數的增加呈平方增長。 

表 2.1  五種典型的複雜度 

請注意，Big-O 標記隱藏（忽略）了指數較小的因子（例如常數因子），這一點十分關鍵。更明

確地說，它不關心演算法到底耗用多長時間。根據這種量測法則，任何兩個線性演算法被視為

具有相同的接受度。甚至可能發生一種情況：帶有巨大常數的線性演算法竟比帶有小常數的指

數演算法受歡迎（譯註：因為 Big-O 標記無法顯現真實的運算時間）。這是對 Big-O 標記法的

一種合理批評。記住，這只是某種量度規則；它所顯示的 佳（ 低）複雜度演算法，不一定

就是真正的 佳（ 快）演算法。 

表 2.2 列出所有複雜度分類，並以某些元素個數說明運行時間隨元素個數增長的程度。一如你所

看到，元素較少時，運行時間的差別很小，此時 Big-O 標記所隱藏的常數因子可能會帶來很大

影響。當元素個數愈多，運行時間差別愈大，常數因子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當你考慮複雜度

時，請記住，輸入量必須夠大才有意義。 

C++ 標準手冊中提到的某些複雜度被稱為 amortized（分期攤還；折舊成本），意思是長期而言

大量操作將如上述描述般進行，但單一操作可能花費比平均值更長的時間。舉個例子，如果你

為一個 dynamic array 追加元素，運行時間將取決於 array 是否尚有備用記憶體。如果記憶體足夠，

就屬於常數複雜度，因為在尾端加入一個新元素總是花費相同時間。但如果備用記憶體不足，

那麼就是線性複雜度，因為你必須分配足夠的記憶體並搬動（複製）它們，實際耗用時間取決

於當時的元素個數。記憶體重新分配動作並不常發生（譯註：STL 的 dynamic array 容器會以某

種設計哲學來保持備用記憶體），所以任何「長度充份」的序列（sequence），元素附加動作幾

乎可說是常數複雜度。這種複雜度我們便稱為 amortized（分期攤還）常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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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度 元素數目 

種類 標記 1 2 5 10 50 100 1,000 10,000 

常數 O(1) 1 1 1 1 1 1 1 1 

對數 O(log(n)) 1 2 3 4 6 7 10 13 

線性 O(n) 1 2 5 10 50 100 1,000 10,000 

n-log-n O(n*log(n)) 1 4 15 40 300 700 10,000 130,000 

二次方 O(n2) 1 4 25 100 2,500 10,000 1,000,000 100,000,000 

表 2.2  運行時間、複雜度、元素個數  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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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新特性 
New Language Features 

C++ 語言內核與標準庫，二者的標準化通常平行進行。這麼一來，標準庫可受益於語言的強化，

而語言可受益於標準庫實作過程中獲得的經驗。這導致 C++ 標準庫往往會用上若干「很可能在

前一版標準中並不存在」的語言特性。 

因此也可以說，C++11 不是一個和 C++98/C++03 相同的語言，而 C++98/C++03 也和標準化之前

的 C++ 不同。如果你沒有跟上演化，你可能會對標準庫使用的語言新特性感到震驚。本章給你

一份扼要的 C++11 語言新特性概觀，這些特性對於設計、了解、應用 C+11 標準庫很重要。 

本章末段涵蓋若干在 C++11 之前已存在但一直沒有被廣泛認知的語言特性。 

當我撰寫本書時（2010 和 2011 期間），並非所有編譯器都能夠提供 C++11 的所有語言新特性。

我盼望這種情況能夠很快獲得改善，因為畢竟所有 C++ 主流編譯器廠商都參與了標準化過程。

不過，在某段時間內，你或許會因為你所使用的程式庫而受到侷限。我將在整本書中以註腳提

及任何典型且重要的侷限。 

3.1. C++11 語言新特性 

3.1.1. 微小但重要的語法提示 

首先我要介紹 C++11 的兩個新特性，它們雖然微小，對你每天的編程卻十分重要。 

Template 表達式內的空格 

「在兩個 template 表達式的閉符之間放一個空格」的要求已經過時了： 

vector<list<int> >; // OK in each C++ version 
vector<list<int>>; // OK since C++11 

上述兩種型式都有可能出現於全書的任何程式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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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ptr 和 std::nullptr_t 

C++11 允許你使用 nullptr 取代 0 或 NULL，用來表示一個 pointer（指標）指向所謂的 no value

（此不同於擁有一個不確定值）。這個新特性特別能夠幫助你在「null pointer 被解釋為一個整數

值」時避免誤解。例如：  

void f(int); 
void f(void*); 
 
f(0);  // calls f(int) 
f(NULL); // calls f(int) if NULL is 0, ambiguous otherwise 
f(nullptr); // calls f(void*) 

nullptr 是個新關鍵字。它被自動轉換為各種 pointer 型別，但不會被轉換為任何整數型別。它

擁有型別 std::nullptr_t，定義於 <cstddef>（5.8.1 節, 161 頁），所以你現在甚至可以重

載函式令它們接受 null pointer。注意，std::nullptr_t 被視為一個基礎型別（5.4.2 節, 127 頁）。 

3.1.2. 以 auto 完成型別自動推導 

C++11 允許你宣告一個變數或物件（object）而不需指明其型別，只需說它是 auto。1 例如： 

auto i = 42; // i has type int 
double f(); 
auto d = f(); // d has type double 

以 auto 宣告的變數，其型別會根據其初值被自動推導出來，因此一定需要一個初值設定動作： 

auto i;   // ERROR: can’t deduce the type of i 

可為它加上額外的資格修飾，例如： 

static auto vat = 0.19; 

如果型別很長或表達式很複雜，auto 特別有用，例如： 

vector<string> v; 
... 
auto pos = v.begin();  // pos has type vector<string>::iterator 
 
auto l = [] (int x) -> bool {  // l has the type of a lambda 

... ,   // taking an int and returning a bool 
 }; 

上述末尾那個奇怪的東西是個物件，表示一個 lambda，請看 3.1.10 節, 28 頁。 

                                                             

1 注意，auto 是 C 語言的一個舊關鍵字。和 static 一樣用來宣告某變數為區域性（local）。但它

從未被真正用過，因為「不指明某物為 static」也就隱喻地宣告了它是個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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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一致性初始化（Uniform Initialization）與初值列（Initializer Lists） 

在 C++11 之前，程式員，特別是初學者，很容易被這個問題混淆：如何初始化一個變數或物件。

初始化可因為小括號、大括號，或賦值運算子（assignment operators）的出現而發生。C++11 導

入了「一致性初始化」（uniform initialization）概念，意思是面對任何初始化動作，你可以使用

相同語法，也就是使用大括號。以下皆成立： 

int values[] { 1, 2, 3 }; 
std::vector<int> v { 2, 3, 5, 7, 11, 13, 17 }; 
std::vector<std::string> cities { 
     "Berlin", "New York", "London", "Braunschweig", "Cairo", "Cologne" 
}; 
std::complex<double> c{4.0,3.0};   // equivalent to c(4.0,3.0) 

初值列（initializer list）會強迫造成所謂 value initialization，意思是即使某個 local 變數屬於某種

基礎型別（那通常會有不明確的初值）也會被初始化為 zero（或 nullptr — 如果它是個 pointer

的話）： 

int i;  // i has undefined value 
int j{}; // j is initialized by 0 
int* p;  // p has undefined value 
int* q{}; // q is initialized by nullptr 

然而請注意，窄化（narrowing）— 也就是精度降低或造成數值變動 — 對大括號而言是不可成

立的。例如： 

int x1(5.3);  // OK, but OUCH: x1 becomes 5 
int x2 = 5.3;  // OK, but OUCH: x2 becomes 5 
int x3{5.0};  // ERROR: narrowing 
int x4 = {5.3};  // ERROR: narrowing 
char c1{7};   // OK: even though 7 is an int, this is not narrowing 
char c2{99999};  // ERROR: narrowing (if 99999 doesn’t fit into a char) 
std::vector<int> v1 { 1, 2, 4, 5 };    // OK 
std::vector<int> v2 { 1, 2.3, 4, 5.6 };   // ERROR: narrowing doubles to ints 
 

如你所見，為了檢查是否窄化，甚至當下所用值（current values）也可能被考慮，如果它在編譯

期可到手的話。正如 Bjarne Stroustrup 在 [Stroustrup:FAQ] 對此例的說明：『判定是否窄化轉換

時，C++11 用以避免許多不相容性的作法是，倚賴初值設定（initializers）的實際值（actual values，

如上例的 7）而不只是倚賴型別。如果一個值可被標的型別（target type）精確表述，其間的轉

換就不算窄化。浮點數轉換至整數，永遠是一種窄化 — 即使是 7.0 轉為 7。』 

為了支持「用戶自定義型別之初值列」（initializer lists for user-defined types）概念，C++11 提供

class template std::initializer_list<>，用來支援以一系列值（a list of values）進行初始化，

或在「你想要處理一系列值（a list of values）」的任何地點進行初始化。例如： 



3 語言新特性 

The C++ Standard Library  2/e 

16

void print (std::initializer_list<int> vals) 
{ 

for (auto p=vals.begin(); p!=vals.end(); ++p) {  // process a list of values 
std::cout << *p << "\n"; 

} 
} 
 
print ({12,3,5,7,11,13,17});   // pass a list of values to print() 
 

當「指明引數個數」和「指明一個初值列」的建構式（ctors）同時存在，帶有初值列的那個版本

出線： 

class P 
{ 

public: 
P(int,int); 
P(std::initializer_list<int>); 

}; 
 
P p(77,5);  // calls P::P(int,int) 
P q{77,5};  // calls P::P(initializer_list) 
P r{77,5,42}; // calls P::P(initializer_list) 
P s = {77,5}; // calls P::P(initializer_list) 

如果上述「帶有一個初值列」的建構式不存在，那麼接受兩個 ints 的那個建構式會被喚起用以

初始化 q 和 s，而 r 的初始化將無效。 

由於初值列的關係，explicit 之於「接受一個以上引數」的建構式也變得關係重大。如今你可

以令「多數值自動型別轉換」不再起作用，即使初始化以 = 語法進行： 

class P 
{ 
public: 
P(int a, int b) { 
... 

} 
explicit P(int a, int b, int c) { 
... 

} 
}; 
 
P x(77,5);   // OK 
P y{77,5};   // OK 
P z {77,5,42};  // OK 
P v = {77,5};  // OK (implicit type conversion allowed) 
P w = {77,5,42};    // ERROR due to explicit (no implicit type conversion a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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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fp(const P&); 
 
fp({47,11}); // OK, implicit conversion of {47,11} into P 
fp({47,11,3}); // ERROR due to explicit 
fp(P{47,11}); // OK, explicit conversion of {47,11} into P 
fp(P{47,11,3}); // OK, explicit conversion of {47,11,3} into P 

同樣地，explicit 建構式如果接受的是個初值列，會失去「初值列帶有零個、一個或多個初值」

的隱式轉換能力。 

3.1.4. Range-Based for 迴圈 

C++11 導入一種嶄新的 for 迴圈形式，可以逐一迭代某個給定的區間、陣列、群集（range, array, 

or collection）內的每一個元素。其他編程語言可能稱此為 foreach 迴圈。其一般性語法是： 

for ( decl : coll ) { 
statement 

} 

其中 decl 是給定之 coll 群集中的每個元素的宣告；針對這些元素，給定的 statement 會被

喚起。例如下面針對傳入的初值列中的每個元素，呼叫給定的語句，於是在標準輸出裝置 cout

輸出元素值： 

for ( int i : { 2, 3, 5, 7, 9, 13, 17, 19 } ) { 
std::cout << i << std::endl; 

} 

如果要將 vector vec 的每個元素 elem 乘以 3，可以這麼做： 

std::vector<double> vec; 
... 
for ( auto& elem : vec ) { 

elem *= 3; 
} 

這裡「宣告 elem 為一個 reference」很重要，若不這麼做，for 迴圈中的語句會作用在元素的一

份 local copy 身上（當然或許有時候你想要這樣）。這意味，為了避免喚起每個元素的 copy 建

構式和解構式，你通常應該宣告當前元素（current element）為一個 const reference。於是一個用

來「列印某群集內所有元素」的泛型函式應該寫成這樣： 

template <typename T> 
void printElements (const T& coll) 
{ 

for (const auto& elem : coll) { 
std::cout << elem << std::end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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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這種所謂 range-based for 語句等同於： 

{ 
for (auto _pos=coll.begin(); _pos != coll.end(); ++_pos ) { 

const auto& elem = *_pos; 
std::cout << elem << std::endl; 

} 
} 

一般而言，一個 range-based for 迴圈被這樣宣告 

for ( decl : coll ) { 
statement 

} 

如果 coll 提供成員函式 begin()和 end()，那麼便等同於： 

{ 
for (auto _pos=coll.begin(), _end=coll.end(); _pos!=_end; ++_pos ) { 

decl = *_pos; 
statement 

} 
} 

或者如果不滿足上述條件，那麼也等同於以下使用一個全域性 begin()和 end()且兩者都接受

coll 為引數： 

{ 
for (auto _pos=begin(coll), _end=end(coll); _pos!=_end; ++_pos ) { 

decl = *_pos; 
statement 

} 
} 
 

因此，你甚至可針對初值列（initializer lists）使用 range-based for 迴圈，因為 class template 

std::initializer_list<> 提供成員函式 begin()和 end()。 

此外還有一條規則，允許你使用尋常的、大小已知的 C-style arrays，例如： 

int array[] = { 1, 2, 3, 4, 5 }; 
 
long sum=0;  // process sum of all elements 
for (int x : array) { 

sum += x; 
} 
 
for (auto elem : { sum, sum*2, sum*4 } ) { // print some multiples of sum 

std::cout << elem << std::end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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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帶來以下輸出： 

15 
30 
60 

當元素在 for 迴圈中被初始化為 decl，不得有任何顯式型別轉換（explicit type conversions）。

因此下面的程式碼無法通過編譯： 

class C 
{ 

public: 
explicit C(const std::string& s);   // explicit(!) type conversion from strings 
... 

}; 
 
std::vector<std::string> vs; 
for (const C& elem : vs) { // ERROR, no conversion from string to C defined 

std::cout << elem << std::endl; 
} 

3.1.5. Move 語意和 Rvalue References 

C++11 的一個 重要特性就是，支持 move semantics（搬遷語意）。這項特性更進一步進入了

C++ 主要設計目標內，用以避免非必要複件（copies）和暫時物件（temporaries）。 

這項新特性十分複雜，我建議面對它時選一份更詳細的讀物。這裡我試圖給你一份簡明扼要的

介紹和摘要。2 考慮以下程式碼： 

void createAndInsert (std::set<X>& coll) 
{ 

X x;   // create an object of type X 
... 
coll.insert(x);   // insert it into the passed collection 

} 

在這裡我們將新物件插入群集（collection）中，後者提供一個成員函式可為傳入的元素建立一份

內部複件（internal copy）： 

namespace std { 
template <typename T, ...> class set { 
public: 
...   insert (const T& v);  // copy value of v 

                                                             

2 這份簡介乃奠基於 [Abrahams:RValues] 並獲得 Dave Abrahams 的友善許可，以及 [Becker:RValues]
並獲得 Thomas Becker 的友善許可，以及來自 Daniel Krügler, Dietmar Kühl 和 Jens Maurer 的若干電子

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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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這樣的行為是有用的，因為群集（collection）提供 value semantics 及安插「暫時物件」（temporary 

objects）或「安插後會被使用或被改動的物件」的能力： 

X x; 
coll.insert(x);  // inserts copy of x 
... 
coll.insert(x+x);    // inserts copy of temporary rvalue 
... 
coll.insert(x);  // inserts copy of x (although x is not used any longer) 

然而，對於 後兩次 x 安插動作，更好的是指出「被傳入值（也就是 x+x 的和以及 x）不再被

呼叫者使用」，如此一來 coll 內部就無需為它建立一份 copy 且「以某種方式 move 其內容進入

新建元素中」。當 x 的複製成本高昂的時候 — 例如它是個巨大的 strings 群集 — 這會帶來巨

大的效能提高。 

自 C++11 起，上述行為成為可能，然而程式員必須自行指明「move 是可行的，除非被安插的那

個暫時物件還會被使用」。雖然編譯器自身也有可能找出這個情況（在某些淺薄無奇的情況下），

允許程式員執行這項工作畢竟可使這個特性被用於邏輯上任何適當之處。先前的程式碼只需簡

單改成這樣： 

X x; 
coll.insert(x);    // inserts copy of x (OK, x is still used) 
... 
coll.insert(x+x);      // moves (or copies) contents of temporary rvalue 
... 
coll.insert(std::move(x));    // moves (or copies) contents of x into coll 

有了宣告於 <utility> 的 std::move()，x 可被 moved 而不再被 copied。然而 std::move()

自身並不做任何 moving 工作，它只是將其引數轉成一個所謂的 rvalue reference，那是一種被宣

告為 X&& 的型別。這種新型別主張 rvalues（不具名的暫時物件只能出現於賦值操作的右側）可

被改動內容。這份契約的含義是，這是個不再被需要的（暫時）物件，所以你可以「偷」其內

容和/或其資源。 

現在，我們讓群集（collection）提供一個 insert()重載版本，用以處理這些 rvalue references： 

namespace std { 
template <typename T, ...> class set { 
public: 
...  insert (const T& x);   // for lvalues: copies the value 
...  insert (T&& x);   // for rvalues: moves the valu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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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優化這個針對 rvalue references 的重載版本，令它「偷取」x 內容。為了這麼做，需要

type of x 的幫助，因為只有 type of x 擁有接近本質的機會和權利。舉個例子，你可以運用 internal 

arrays 和 pointers of x 來初始化被安插的元素。如果 class x 本身是個複雜型別，原本你必須為它

逐一複製元素，現在這麼做則會帶來巨大的效能改善。欲初始化新的內部元素，我們只需呼叫

class X 提供的一個所謂 move 建構式，它「偷取」傳入的引數值，初始化一個新元素。所有複雜

型別都應該提供這樣一個特殊建構式 — C++ 標準庫也提供了 — 用來將一個既有元素的內容

搬遷（moves）到新元素中： 

class X { 
public: 
X (const X& lvalue);    // copy constructor 
X (X&& rvalue);   // move constructor 
... 

}; 

舉個例子，strings 的 move 建構式只是將既有的內部字元陣列（existing internal character array）

賦予（assigns）新物件，而非建立一個新 array 然後複製所有元素。同樣情況也實施於所有群集

classes 中：不再為所有元素建立一份複件，只需將內部記憶體（internal memory）賦予新物件就

行。如果 move 建構式不存在，copy 建構式就會被用上。 

另外，你必須確保對於被傳物件（其 value 被偷取）的任何改動 — 特別是解構 — 都不至於衝

擊新物件（如今擁有 value）的狀態。因此，你往往必須清除被傳入的引數的內容，例如將 nullptr

賦值給「指涉了容器元素」的成員函式。 

將「move semantics 被喚起」的物件的內容清除掉，嚴格說來並非必要，但不這麼做的話會造

成整個機制幾乎失去用途。事實上，一般而言，C++ 標準庫的 classes 保證，在一次 move 之後，

物件處於有效但不確定的狀態。也就是說你可以在 move 之後對它賦予新值，但當前值是不確定

的。STL 容器則保證，被搬移內容者，搬移後其值成空。 

同樣的任何 nontrivial class 都該同時提供一個 copy assignment 和一個 move assignment 運算子： 

class X { 
public: 
X& operator= (const X& lvalue);   // copy assignment operator 
X& operator= (X&& rvalue);   // move assignment operator 
... 

}; 

對於 strings 和群集，上述運算子可以簡單置換（swapping）內部內容和資源就好。然而你也應

該清除 *this 的內容，因為這個物件可能持有資源如 locks，那麼 好很快釋放它們。再強調一

次，move semantics 並不要求你那麼做，但這是 C++標準庫容器所提供的一種優越品質。 

後，請注意兩個相關議題：(1) rvalue 和 lvalue references 的重載規則 (2) 返回 rvalu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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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alue 和 Lvalue References 的重載規則 

rvalues 和 lvalues 的重載規則（overloading rules）如下：3 

 如果你只實作 
void foo(X&); 

而沒有實作 void foo(X&&)，行為如同 C++98：foo()可因 lvalues 但不能因 rvalues 被喚起。 

 如果你實作 
void foo(const X&); 

而沒有實作 void foo(X&&)，行為如同 C++98：foo()可因 lvalues 也可因 rvalues 被喚起。 

 如果你實作 
void foo(X&); 
void foo(X&&); 

或 

void foo(const  X&); 
void foo(X&&); 

你可以區分「為 rvalues 服務」和「為 lvalues 服務」。「為 rvalues 服務」的版本被允許且應

該提供 move 語意。也就是說它可以偷取引數的內部狀態和資源。 

 如果你實作 
void foo(X&&); 

但沒有實作 void foo(X&)也沒有實作 void foo(const X&)，foo()可因 rvalues 被喚起，

但當你嘗試以 lvalue 喚起它，會觸發編譯錯誤。因此，這裡只提供 move 語意。這項能力被

程式庫中諸如 unique pointers（5.2.5 節, 98 頁）, file streams（15.9.2 節, 795 頁）或 string streams

（15.10.2 節, 806 頁）所用。 

以上意味，如果 class 未提供 move 語意，只提供慣常的 copy 建構式和 copy assignment 運算子，

rvalue references 可以喚起它們。因此，std::move()意味「呼叫 move 語意（若有提供的話），

否則呼叫 copy 語意」。 

返回 Rvalue References 

你不需要也不應該 move()返回值。C++ Standards 指出，以下程式碼：4 

X foo () 
{ 

X x; 
... 

                                                             

3 感謝 Thomas Becker 提供這個用詞。 

4 感謝 Dave Abrahams 提供這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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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x; 
} 

保證有下列行為： 

 如果 X 有一個可取用的 copy 或 move 建構式，編譯器可以選擇略去其中的 copy 版本。這也

就是所謂的 return value optimization ((N)RVO)，這個特性甚至在 C++11 之前就獲得了大多數

編譯器的支持。 

 否則，如果 X 有一個 move 建構式，x 就被 moved（搬移）。 

 否則，如果 X 有一個 copy 建構式，x 就被 copied（拷貝）。 

 否則，吐出一個編譯期錯誤（compile-time error）。 

也請注意，如果返回的是個 local nonstatic 物件，那麼返回其 rvalue reference 是不對的： 

X&& foo () 
{ 

X x; 
... 
return x;  // ERROR: returns reference to nonexisting object 

} 

是的，rvalue reference 也是個 reference，如果返回它而它指涉（referring to）local 物件，意味你

返回一個 reference 卻指涉一個不再存在的物件。是否對它使用 std::move()倒是無關宏旨。 

3.1.6. 新式的字串字面常數（String Literals） 

自 C++11 起，你可以定義 raw string 和 multibyte/wide-character 等等字串字面常數。 

Raw String Literals 

Raw string 允許我們定義字元序列（character sequence），作法是確切寫下其內容使其成為一個

raw character sequence。於是你可以省下很多用來妝飾特殊字元的 escapes 符號。 

Raw string 以 R"( 開頭，以 )" 結尾，可以內含 line breaks。例如一個用來表示「二個倒斜線和

一個 n」的尋常字面常數可定義如下： 

"\\\\n" 

也可定義它為一個 raw string literal 如下： 

R"(\\n)" 

如果要在 raw string 內寫出 )"，可使用定義符號（delimiter）。因此，一個 raw string 的完整語

法是 R"delim (...) delim"，其中 delim 是個字元序列（character sequence）， 多 16 個基本字元，

不可含倒斜線（backslash）、空格（whitespaces）和小括號（paren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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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下面的 raw string literal 

R"nc(a\ 
  b\nc()" 
 )nc"; 

等同於以下的尋常 string literal： 

"a\\\n  b\\nc()\"\n " 

這樣的 string 內含一個 a，一個倒斜線，一個新行字元（newline），若干空格（spaces），一個

b，一個倒斜線，一個 n，一個 c，一對小括號，一個雙引號，一個新行字元及若干空格。定義

正則表達式（regular expressions）時 raw string literals 特別有用，詳見第 14 章。 

編碼的（Encoding）String Literals 

只要使用編碼字首（encoding prefix），你就可以為 string literals 定義一個特殊的字元編碼（character 

encoding）。下面這些編碼字首都預先定義好了： 

 u8 定義一個 UTF-8 編碼。UTF-8 string literal 以 UTF-8 編定的某個給定字元起首，字元型別

為 const char。 

 u 定義一個 string literal，帶著型別為 char16_t 的字元。 

 U 定義一個 string literal，帶著型別為 char32_t 的字元。 

 L 定義一個 wide string literal，帶著型別為 wchar_t 的字元。 

例如： 

L"hello"   // defines ‘‘hello’’ as wchar_t string literal 

Raw string 一開始那個 R 的前面還可以置放一個編碼字首。 

第 16 章詳細介紹如何使用不同的編碼（encodings）完成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3.1.7. 關鍵字 noexcept 

C++11 提供關鍵字 noexcept，用來指明某個函式無法 — 或不打算— 拋擲異常。例如： 

void foo () noexcept; 

言明foo()不打算拋擲異常。若有異常未在foo()內被處理 — 亦即如果foo()拋擲異常 — 程

式會被中止，然後 std::terminate()被喚起並預設呼叫 std::abort()（5.8.2 節, 162 頁）。 

noexcept瞄準空異常明細（empty exception specifications）所顯現的許多問題。以下引自 [N3051: 

DeprExcSpec]（感謝 Doug Gregor 的友善許可）： 

 執行期檢驗（Runtime checking）：C++ 異常明細乃是被檢驗於執行期而非編譯期，

所以它無法對程式員保證每個異常都被處理。執行期失敗的處理（喚起 std:: 

unexpected()）為時已晚，無濟於事。 

 執行期開銷（Runtime overhead）：執行期檢驗會令編譯器產出額外代碼且妨礙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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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用於泛型碼中（Unusable in generic code）：泛型碼往往不可能知道哪一類異常

可能被「操作 template 引數」的函式拋出，所以我們無法寫出正確的異常明細。 

現實中只有二種形式的「異常拋擲保證」是有用的：一是操作可能拋出異常（任何異常），

一是操作絕不會拋出任何異常。前者以完全省略異常明細來表現，後者可被表現為

throw()但基於效率考量很少如此。 

由於 noexcept 不需要 stack unwinding，程式員於今可以表現「絕不拋擲」而不需要額外開銷。

這造成了自 C++11 起不再鼓勵使用異常明細。 

你甚至可以指明在某種條件下函式不拋異常。例如，對於任意型別 Type，全域性的 swap()通

常被定義如下： 

void swap (Type& x, Type& y) noexcept(noexcept(x.swap(y))) 
{ 

x.swap(y); 
} 

此處，在 noexcept(...)中你可以指定一個 boolean 條件，若符合就不拋擲異常。換句話說「指

明 noexcept 而不帶條件」其實是 noexcept(true)的一個輕簡表示。 

本例的條件是 noexcept(x.swap(y))，用到的 noexcept 運算子會在「小括號內的表達式不可

拋擲異常」時導出 true。因此這個全域性 swap()也就是表明，如果第一引數所呼叫的成員函

式 swap()不拋擲異常，它就不會拋擲異常。 

再舉一個例子，「接受 value paris 為引數」的 move assignment 運算子宣告如下： 

pair& operator= (pair&& p) 
noexcept(is_nothrow_move_assignable<T1>::value && 

  is_nothrow_move_assignable<T2>::value); 

這裡用到了 is_nothrow_move_assignable type trait，後者用來檢查，針對被傳入的型別，是

否可能存在一個不拋擲異常的 move assignment 運算子（5.4.2 節, 127 頁）。 

據 [N3279:LibNoexcept] 所載，noexcept 以下列保守方式被導入程式庫中： 

 每一個庫函式...它們...不可拋擲異常 且未指明任何不明確（未定義）行為 — 例如因先決條

件被打破而造成 — 應被標示為無條件的 noexcept。 

 如果程式庫提供的 swap 函式，move 建構式，或 move assignment 運算子...可藉由 noexcept

運算子證明不拋擲異常，就應該被標示為帶條件的 noexcept。任何其他函式都不該使用帶

條件的 noexcept。 

 程式庫的任何解構式都不該拋擲異常。它必須使用隱式供應的（nonthrowing）異常明細。 

 程式庫函式如果被設計用來與 C code 相容... 可被標示為一個無條件的 noexcept。 

注意，noexcept 很慎重地不實施於任何帶先決條件（若違反會導致不明確行為）的 C++ 函式。

因此程式庫得以提供一個「安全模式」，在函式被誤用時拋出「先決條件違反」異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