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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属于创造型学科

信息学是寻求在限制条件下的特定思维

信息学涉及面广

引子

信息学解决问题基本方法是：

程序设计（=算法+数据结构）

计算机工具的特殊性

（人类大脑+电子机械躯体）



信息学奥赛的特点

强调算法的应用和创新

给出问题，如何运用已有算法解决？高效（时空问题）地
解决？

给出问题，没有现成算法，如何创造出新算法解决问题？

与其他学科不同，每个试题都有应用背景,从实际问题抽
象出数学模型的能力，大多数没有有效算法，需要创造。 分
段计分（多个测试点，不同规模，测评选手的应用和创造能
力）。

信息学奥赛：探索、创新（最能体现创新、最能发挥人
的思考潜能）。



如何
学习算法

和
应用算法？



学会语言
学会方法

学会计算机语言
学会基本算法

写优秀作文（应用）

解决具体问题（应用）

理解学习和应用的区别

学习是一种以归纳为主的思维训练，分为直接归纳
（问题驱动、做题/）和间接归纳（按教材学习/基于
演绎学习基础上的归纳/课堂教学），正好相反（听得
懂，不会做题）

应用是一种以演绎为主的思维训练



如何建立学习和应用的桥梁？

学习 应用

模式（规律）
分析问
题方法

解决问
题方法

提出问题

思维方法培养和学习能力培养 模式及其
应用的重
要性！



关于学习：

1、认识模式及其应用（触类旁通）

2、理解算法之间的关系（减少内容、提高学习效率，并基于此创新）

3、归纳思维的培养（多做题，感受概念和法则形成的过程，数据关系被

抽象的过程；寻找并感受理论形成的过程，学会先人的思维过程），并由此
（直接经验）促进演绎思维（概念和理论学习）的理解（再认识再提高，
按先人的思维方式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维创新）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



认识模式及其应用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模式是一种抽象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思想，
它有固定的结构和特征；

模式应用就是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同类问题
的处理中，将模式结构具体化。

（X+Y）*Z
（5+12）*10

（12+18）*2

……

与



栈、队列

二叉树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线性结构三模式：查找、插入、删除

……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回溯模式

…

…

…

…

回
溯
/
扩
展
维

穷举维

穷举维

穷举维

穷举维

……

回溯/扩展维

穷
举
维

回溯到头
(穷举完所有可
能/可能无解)

扩展到问题规模
(得到一个解)起点



回溯模式(非递归)算法特征：

初始化；
循环 当前解是合理解

是最终解
当前解输出；
输出后再构造下一个可能解（穷举Y、回溯X）

不是最终解
构造下一个可能解（扩展X）

当前解不是合理解
重新构造下一个可能解（穷举Y、回溯X）

检查当前解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

回溯/扩展维

（整数的因子分解过程）

穷举维（每个当前

因子的可能取值）

扩展到问题规模/整数

的一个因子分解数列整数本次分解

的第一个因子

回溯到头/整数不再有

分解/所有分解完成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回溯模式在整数因子分解问题中的应用



回溯到头/迷

宫没有通路

……

回溯/扩展维

（老鼠走的路线）

穷举维（每个当

前位置的8个可

能行走方向）

扩展到问题规模/老

鼠到达迷宫出口/迷

宫存在通路老鼠在迷

宫起点

老鼠所在当前位置的8个

可能行走的穷举方向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回溯模式在老鼠走迷宫问题中的应用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回溯模式在老鼠走迷宫问题中的应用

回溯模式的更多应用？？？



回溯模式(递归)算法特征：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回溯模式

回溯中的状态恢复问题:

为什么要恢复?(物理意义,直观说明)

递归模式:自动隐式恢复(不需要单独处理,简单)

非递归模式:人工显式恢复(需要单独处理,复杂)

以迷宫问题(张信PPT)\2007NOIP初赛试题为例说明!



宽度优先搜索（栈）

深度优先搜索（队列）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搜索模式及应用



非递归模式

算法思想:

自己定义堆栈保存状态

关键模式点:

定义一个堆栈

初始化（一般是压栈）

循环 能走尽量走，走
之前保存状态；

不能走，出栈处
理（又可能引起
进栈）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非递归模式的应用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二叉树遍历
……



理解算法之间的关系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算法知识层次关系

基本常用方法
(数字分解、高精度运算、栈、队列、线性表、……)

基本数据结构
(排序、树、图、……)

基本算法
(穷举、贪心、分治、动态规划、……)

高级算法
(随机化、网络流、……)

新算法与算法应用
(综合应用、变形、……)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从人类认知的角度，理解人类认识问题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
运用到算法的深层理解中，寻找算法之间的规律。

算法导图
（算法内在联系）

穷举

启发式
搜索

剪枝

贪心

二叉树
非递归
遍历

深度
搜索

回溯
(二维
穷举)

分治

递推

递归

动态
规划

最小
生成树

非递归

堆栈

队列

广度
搜索

线性表

快速
排序

A*
映射

Hash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桶排序

堆排序

优化应用

二叉树
递归遍历

基本思想

直接应用

相似应用

间接应用

递归
回溯

递归
深搜

最短
路径



非递归与回溯有何联系？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非递归中当前点的所有可能走向对应回溯中
的各个点的穷举，所有点的访问过程及其形
成一个线性结构对应回溯的扩展过程，栈空
（非递归结束）对应回溯到头。

算法导图解析案例



Fib(5)

Fib(4) Fib(3)

Fib(3) Fib(2)

Fib(2) Fib(1)

Fib(1) Fib(0)

Fib(1) Fib(0)

Fib(2)

Fib(1) Fib(0)

Fib(1)

双递归 = 回溯?

算法导图解析案例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贪心与搜索优化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算法导图解析案例

贪心是搜索优化的一种



动态规划与回溯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算法导图解析案例

动态规划中当前阶段（点）的多个决策
对应于回溯中每个点的穷举值域。



背包与回溯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学习

算法导图解析案例

背包中当前物品的选用与不选用对应于
回溯中每个点的穷举值域。



建模是一种归纳思维，建模后对模型的各种算法的学
习是演绎思维！

平时学习（各种算法的学习）是演绎，而做具体题目
/考试等是演绎的应用，即演绎和归纳的相互转换！

学习时，只有不断地归纳、找出在归纳的过程中的一
些经验，才能对模型（即演绎）有更深的认识，有了
认识，就能更好地理解模型方法及其解决问题的本质。
由此本质，再如何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即如何判断题
目隐含的模型及其方法！

建模是模型的具体应用，（解决问题），要应用，就
必须首先建模（分析问题）。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关于应用：

深入理解已有算法的特点和适用场合

掌握每种算法应用的关键

面对具体问题，如何将算法运用到该问题（寻找应用问题的
暗示，对应到适当的算法）

优化（时刻注意提高算法的效率——时间、空间）

多算法的综合运用

创 造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深入理解已有算法的特点和适用场合

（确定）最优解、（非确定）最优解、次优解

穷举、回溯、
搜索、动规、
数学、贪心

穷举、回溯、
搜索、动规、
数学

贪心、回溯
+优化、搜
索+优化

静态、动态

子问题并列、重叠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深入理解已有算法的特点和适用场合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穷举：求最优解和所有最优解；时间长；多维；

回溯：求最优解和所有最优解；时间长；二维；可以优化；

搜索：深搜求（确定）最优解和可行解；时间长；可以优化；宽搜求最优解
和所有最优解；时间长；可以优化；

动规：从全局优化考虑局部优化，从全局出发，适合最优解；速度快、空间
大；每步做一个决策；

数学：适合求最优解；时间快；要有数学基础和特点；

贪心：从局部优化考虑全局优化，从局部出发，不适合求最优解，适合求可
行解和（确定）最优解；速度快、空间小；每步做一个决策；



深入理解已有算法的特点和适用场合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最小生成树：求连接各个点的最小值；

最短路径：求一点到所有点的最短路径；

拓扑排序：

连通图：

二分图：

网络流：求最大流量问题



方向

深入理解已有算法的特点和适用场合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方向

方向

递推

动态规划

贪心



深入理解已有算法的特点和适用场合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

方向

回溯

…

方向

深搜

…
方向

宽搜

回溯是深搜的一种改进，空
间节省，时间上总体稍差。

当前结点的可能状
态先全部扩展后再
选择一个进行



掌握每种算法应用的关键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回溯：穷举过程的顺序

搜索：穷举过程的顺序

贪心：策略的选择

动态规划：合适的状态刻画参数及状态描述

图论：图的V和E的抽象及图的表示



寻找应用问题的暗示，结合算法的本质和适
用范围，对应到适当的算法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复杂的问题变为简单的问题

不熟悉的问题变为熟悉的问题

基本的思路

面对具体问题，如何将算法运用到该问题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什么是动态规划?

当前
阶段i

多个规划(决策)
当前最优决策

当前非最优决策

i向着目标阶段不断改变(动态)

规划方向

目标
阶段

初始
阶段

求得的一个最优解当前阶段的决策仅受前一阶段决策的
影响,并决定下一个阶段的决策

动态规划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动态规划解题思路及其重点

1、寻找阶段

2、刻画阶段的状态(最优解的结构)

3、实现状态转移方程(递归定义最优解的值)

4、按自底向上的方式或自顶向下记忆化的方式计
算最优解的值,并记录求解的途径

5、按照求解途径给出求解的过程

重点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如何寻找阶段、刻画状态、实现状态转移方程？

寻找阶段：按时间顺序或空间顺序等自然顺序展开寻找规划方向，一
般应具有有序性。规划方向轴上可以存在一个个阶段。

刻画状态：阶段号一定是状态的一个参数，其他参数根据变化的约束
条件给出；参数的选择应该有利于设置边界条件；参数应该包含多有
约束条件；状态的值为当前解。状态也可以根据具体问题的要求做一
次全面操作,看看操作后与操作前那些量发生变化了,这些变化的参数量
和阶段号一起构成状态结构。

阶段号：逻辑上一维，物理上可以多维（根据问题性质，比如涉及两
个对象的处理/最长公共子序列，平面坐标记录/矩阵中两条路径等等）

实现状态转移方程：将问题规模按规划方向（各阶段）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规模较小的递归式，另一部分是常数项（可以没有）。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当前
阶段i

规划方向

目标
阶段

初始
阶段

较小规模
的递归式

寻找状态转移方程时的两个部分划分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例1 NOIP2001普及组T4 装箱问题

有一个箱子容量为V(正整数，0≤V≤20000)，同时有n个物品

（ 0＜V≤30 ），每个物品的体积值为正整数。要求从n个

物品中，选取若干个装入箱内，使箱子的剩余空间最小。

输入：1行整数，第一个数表示箱子的容量，第2个数表示有n

个物品，后面n个数分别表示这n个物品各自的体积。

输出：1个整数，表示箱子剩余空间。

穷举，穷举+优化（体积排序）？



寻找阶段：以物品号i为阶段

实现状态转移方程：

h(i,k)= h(i-1,k-v[i] or h(i-1,k)，
h(i,0)=true,h(1,i)=true

k从V开始递减,判断h(n,k)是否为真,第一个符合
要求的k即为剩余空间最小时所消耗的体积。

刻画状态： h（i，k）

阶段号必须
容量参数

值为解的描述（能否选i号产
品恰好装满容量k的空间）

第i个物品

选第i号物品
不选第i号物品

较小规模
的递归式

K

的
变
化

i

第一符合
要求的K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例2  NOIP2001提高组T3 统计单词个数

给出一个长度不超过200、由小写英文字母组成的字母串（必须保证该字母
串以每行20个字母方式输入）。要求将此字母串分成k份（ 1＜k≤40 ）， ，
且每份中所包含的单词个数之和最大。每份中包含的单词可以部分重叠。当
选用一个单词后，其第一个字母不能再用。例如：字母串“this”中可包含
“this”和“is”，选用“this”后就不能再包含“t”了。单词范围在给出的一个不
超过6个单词的字典中。要求输出最大的单词个数。
输入：第1行一个正整数n （ 0＜k≤5 ）， 表示有n组测试数据；每组的第一
行有两个正整数p，k，p表示字母串的行数，k表示分为k份；接下来p行，每
行均有20个字母；接着有一个正整数s （ 1 ≤ k≤6 ） ，表示字典中的单词个
数；接下来s行，每行均有一个单词。
输出：每行1个整数，分别对应每组测试数据的相应结果。



寻找阶段：以字母串长度l（相当于第几个字母）为阶段

实现状态转移方程：

f[l,k]= max{f[l-i,k-1]+g[l-i+1,i]}， 1≤i≤l-1 ，f[l，
1]=g[1，l]

刻画状态： f（l，k）

阶段号必须
分段参数

值为解的描述（前l个字母分成k份
所得到的最多单词数目）

第l个字母（当前字母串长度为l）

考虑前l-i

个字母串
考虑后i个字
母串为1份

g[p，i]表示字母串的第p个字母开始的i个字母组成的字母串中所能形成的单词数。

g[p-1，i‘+1]=g[p，i’]+1，p-1+wlen[p-1]-1≤p+i‘-1或g[p，i’]，p-1+wlen[p-1]-1>p+i‘-1

较小规模
的递归式

常数项

i

的
变
化

l

最大值时
的i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例3 NOIP2003普及组T2 数字游戏

在你面前有一圈整数(共n个)，你要按顺序将其分为m个部分，各个部分内的
数字相加，所得的m个结果对10取模后再相乘，最终得到一个数k。要求所得
的k最大或最小。

输入：第1行两个整数n（1≤n≤50）和m （1≤n≤9） 。以下n行每行有一个整
数，其绝对值不大于104 ，按顺序给出圈中的数字，首尾相接。

输出：有2行，每行一个非负整数。第1行是得到的最小值，第2行是得到的最
大值。



寻找阶段：以整数号i（第几个整数）为阶段

实现状态转移方程：

Opt(j,i)=max(min){((sum[i]-sum[k])mod 10+10）mod 10 ×Opt(j-1,k)}

j-1≤k≤i-1

Sum[j]表示前j个整数的和，Opt[j，i]表示前i个数分成j个部分所得到的最值。

刻画状态： Opt（j，i）

阶段号必须份数参数

值为解的描述（前i个数分成
j份所得到的最大值）

第i个整数

选第i号物品 选第i号物品

较小规模
的递归式 常数项

K

的
变
化

i

最值时的
K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例4 NOIP2003 普及组T3 栈
一个操作数序列1，2，……，n，栈A的深度为n。

将一个数从操作数序列的头部移到栈的头部，或将
一个数从栈的头部移到输出序列的尾部。使用这两
种操作，由输入序列得到一系列输出序列。求可能
得到的输出序列的总个数。
输入：一个整数n（1≤n≤18）
输出：只有1行，可能得到的输出序列的总个数。



寻找阶段：以操作数序列中含有的数的个数i为阶段

实现状态转移方程：

Opt(i,j)= Opt(i-1,j+1)+Opt(i,j-1)

Opt（0，j）=0

刻画状态： Opt（i，j）

阶段号必须 栈中数据
个数参数

值为解的描述（操作数序列
有i个数，栈中有j个数时可
得到的输出序列总个数）

还有i个数

进栈 出栈

较小规模
的递归式

j

的
变
化

i

综合时的j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例5 NOIP2003提高组T3 加分二叉树

一个有n个结点的二叉树tree的中序遍历（1，2，……，n），其中1，2，……，
n 为结点的编号，每个结点都有一个分数（均为正整数），记第j个结点的分数为
dj，tree及它的每个子树都有一个加分，任一棵子树subtree（也包含tree本身）
的加分计算方法是：subtree的左子树的加分× subtree的右子树的加分+ subtree

的根的分数；若某个子树为空，则其加分为1，叶子的加分就是叶结点本身的分
数，不考虑它的空子树。求一棵符合中序遍历（1，2，……，n）且加分最高的
二叉树，要求输出：tree的最高加分和tree的前序遍历。
输入：第1行一个整数n（n<30），n为结点的个数
第2行为n个用空格隔开的整数，为每个结点的分数（每个分数均小于100）
输出：第1行一个整数，为最高加分（结果不会超过4000000000）
第2行为n个用空格隔开的整数，为该树的前序遍历



寻找阶段：以操作数序列中数的编号i为阶段

实现状态转移方程：

Opt[i,j]= max {Opt[i,k-1] ×Opt[k+1,j]+d[k]}

i≤k ≤ j，opt[i，i-1]=1

刻画状态： Opt（i，j）

阶段号必须 长度（第j

个数）参数

值为解的描述（操作数序列
从第i个数到第j个数所所得
到的最大分数）

第i个数

左子树 右子树 子树根

较小规模
的递归式 常数项

K

的
变
化

i

最大值时的K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例6 NOIP2007  普及组T3 守望者逃离



寻找阶段：以时间t为阶段

实现状态转移方程：

d[m,t+1]= max {d[m,t]+17，d[m-4，t]，d[m+10，t]+60}

t1≤t ≤tn

刻画状态： d（m，t）

阶段号必须
魔法值参数

（约束变化量）

值为解的描述（时刻t魔法
值为m时的最大逃离距离）

t时刻

正常逃离 不走恢复魔法 闪逃

较小规模
的递归式 常数项

几
种
逃
法
的
变
化

t

最大值时的逃法

开始
时刻

逃离
时刻

离出口距离
离出口距离

魔法值用
完时刻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例7 NOIP2007 提高组T3 取数游戏



寻找阶段：以一行中剩余数据的第一个数据列位置i为
阶段

实现状态转移方程：
Score[i,len]= max {Score[i+1,len-1]+a[i]*2m-len+1， Score[i,len-1]

+a[i+len-1]*2m-len+1}
i≤len ≤m， 0≤i ≤m-1，m为列数，各行独立相加，上述运算涉及
多精度问题

刻画状态： Score（i，len）

阶段号必须 剩余长度

（约束变化参数）

值为解的描述（剩余长度为
len、第一个数据的列号为i

时的最大得分）

某次取数后剩余数据的第一个的
列号i（相当于取第几个数）

取一行左边一个 取一行右边一个

较小规模
的递归式 常数项

左
右
的
变
化

i

最大值时的左或右



动态规划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从上述样例看出：

如果状态转移方程中没有常数项，则每个阶段决策时，
一般都是穷举状态结构中的除阶段号外的其他变量参
数，取获得最优值的变量参数取值！

如果状态转移方程中含有常数项，则每个阶段决策时，
一般都是穷举该阶段中各种可能的计算方法，然后取
获得最优值的计算方法！而计算方法中一般要有一个
变化量参数，该变化量也是状态结构中除阶段号外的
其他变量参数。也就是说，此时相当于在没有常数项
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种计算方法的选择决策！一般出现
max或min，而不是直接递推出来。



图论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图论算法特点：点和边，在此基础上的算法。

图论如何建模？1）找状态（点）；2）找状态
之间的联系（边）。始终抓住点、边和权三个
要素。

各算法特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图论专项

如何寻找点和边？

状态（点）的确定：连续性合并问题（以块为点）
（机器人问题、数列问题）；以边为点（曲线瓷砖）；
以状态为点（羊、人、狼、白菜过河问题）；

状态之间的联系（边）的确定：块——块之间（机器
人问题、数列问题）；边——边之间（曲线瓷砖）；
状态——状态之间（羊、人、狼、白菜过河问题）；

无向/有向；无权/有权；



图论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确定图以后，再对应到各算法

各算法的特点和适用性：

最小生成树（最小全连通）、最短路径（最小代
价/合理布局）、拓扑排序（顺序安排）、连通性

（多个组织）、关键路径、二分图匹配（合理方
案）、网络流（最大流量）等经典算法！



图论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隐式图问题

有些应用问题表面上与图论没有关系，但通过

分析问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态，以及它们之间
的变迁关系，可以依据这些建立相应的图论模型，
进而通过图论算法求解！



图论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寻找点和边、对应到算法

例1



图论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寻找点和边、对应到算法

例2



图论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寻找点和边、对应到算法

例3



图论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寻找点和边、对应到算法

例4



图论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寻找点和边、对应到算法

例5



搜索及优化专项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优化（时刻注意提高算法的效率（时间、空间）

解值、解方案、解值和解方案

优化、编程技巧、算法等价
变换（递归到非递归）、算
法选择（排序问题）

时间

空间

本质是时间，空间除了考虑存储外，也是为
了时间，图灵机本质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关于时刻注意提高算法的效率（时间、空间）

动态规划中的空间问题

求最长公共子序列
A = a0，a1，…，am-1
B = b0，b1，…，bn-1
Z = z0，z1，…，zk-1

If am-1=bn-1则zk-1=am-1=bn-1且z0，z1，…，zk-2是a0，a1，…，
am-2和b0，b1，…，bn-2的一个最长公共子序列
If am-1!=bn-1则若zk-1!=am-1蕴涵z0，z1，…，zk-1是a0，
a1，…，am-2和b0，b1，…，bn-1的一个最长公共子序列
If am-1!=bn-1则若zk-1!=bn-1蕴涵z0，z1，…，zk-1是a0，
a1，…，am-1和b0，b1，…，bn-2的一个最长公共子序列



求A和B的最长公共子序列问题变为如下问题:

1、If am-1=bn-1则进一步求解一个子问题，即求a0，
a1，…，am-2和b0，b1，…，bn-2的一个最长公共子序列;
2、If am-1!=bn-1则进一步求解两个子问题，即求a0，
a1，…，am-2和b0，b1，…，bn-1的一个最长公共子序列，以
及求
a0，a1，…，am-1和b0，b1，…，bn-2的一个最长公共子序
列，然后取两者中的较长者作为A和B的最长公共子序列

关于时刻注意提高算法的效率（时间、空间）



C[i][j]为A和B的最长公共子序列的长度；则

C[i][j]=0， IF i=0，或j=0
C[i][j]= C[i-1][j-1]+1 ， IF i，J>0，且A[i-1]=B[j-1]
C[i][j]=max(C[i][j-1]，C[i-1][j])， IF i，J>0，且
A[i-1]!=B[j-1]
C[m][n]即为结果

1、不求最长的公共子序列，只求长度？

2、求最长公共子序列时，二维能否变为一维？

关于时刻注意提高算法的效率（时间、 空间）



关于时刻注意提高算法的效率（时间、 空间）

快速排序中的时间问题

本身的时间复杂度很好（nlog2n），但对初始数据的
排列有一定的敏感性。比如，对于长度10000的线性
表，如果最初的数据分布是：

1<=I<=5000, LIST[i]=I;

5001<=i<=10000,LIST[i]=10001-I

则速度非常慢,甚至递归的堆栈可能会溢出.

因为,每次固定选取某个位置上的元素作为分界变量
值,那么总能够找到使算法效率降低的特殊输入数据.
引入随机化选择一个参照物,可以保持快速排序有稳
定的时间高效率.



经典数据结构中的优化（各种结构的正确选择）

常见数据结构
常见操作的平均复杂度 应用举冽

查找 插入 删除 遍历 排序

线
性
结
构

有序数组 log2n n n n nlog2n 宽度优先
搜索无序数组 n 1 n n nlog2n

链表 n 1 1 <=n nlog2n 多项式计算

图
结
构

邻接矩阵 1 1 1 n2 / 单源最短
路径

Dijkstra算
法

稀疏矩阵 n2 1 1 N2/3 /

邻接链表 n 1 1 <<N2 /

树
结
构

排序二叉树 log2n 1 log2n n / /

关于时刻注意提高算法的效率（时间、 空间）



高效数据结构

最大堆:

查找最小元素:O(1)

插入:O(log2n)

删除: O(log2n)

遍历: O(n)(对数组的遍历比对链表的遍历要更快一些)

适用于查找最大值(最小值)的操作. 比如Dijkstra算法.

关于时刻注意提高算法的效率（时间、 空间）



高效数据结构

散列:

查找最小元素:O(α )

插入:O(1)

删除: O(1)

遍历: 不支持(遍历整个线性表消耗巨大时间)

关于时刻注意提高算法的效率（时间、 空间）



多算法的综合运用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综合运用已有算法，解决实际问题

1、小方法组合（排序、素数、最大最小等作为基本辅助算法）

2、全局贪心，局部最优

3、全局最优，局部贪心

4、树型动态规划

5、线段树

6、……

基本策略：

变形、组合



例1



例2   



创 造

基于模式与应用的算法学习方法——应用



如何创造新算法？

创造的基础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已有算法，创造出新的算法。



如何创造？



谢谢！

请享受程序设计中的美感！



2001 试题五 四色问题（任何平面区域图均可用四种颜色着色，相邻区域不同色）

int back (int *ip, int color[])

{int c=4; 

while(c==4)

{if (*ip<=0) return 0;  --(*ip); c= ____(1)____; color[*ip] = -1;}

return c;

}

int colorOK(int i, int c, int adj[][N], int color[ ])

{ int j;

for (j=0; j<i; j++) if (____(2)____) return 0; 

return 1; }

int select (int i, int c, int adj[][N], int color[ ])

{int k; 

for (k=c; k<=4; k++) if (colorOK(____(3)____)) return k;

return 0; }



int coloring (int adj[ ][N])

{int color[N], i, c, cnt;

for (i=0; i<N; i++) color[i] = -1;

i=c=0; cnt=0;

while(1)

{if ((c=____(4)____ ==0)

{c=back (&i, color);

if(c==0) return cnt;}

else  { ___(5)____; i++; 

if(i==N){output (color); ++cnt; 

c=back(&i,color);}

else c=0;

}

}

}

合法解（当前临时解）

回溯结束

输出后构造新解

初始化临时解

找到最终解，并输出

非法解，重新调整（回溯）

扩展临时解

回溯方向X：color数组的下标
穷尽方向Y：color数组中某个当前元素color[i]的
4种颜色穷尽，以及后面的各个元素的颜色穷尽



1 color[*ip]

2 adj[i][j] != 0 && color[j] == c

3 i, k, adj, color

4 select(i, c+1, adj, color)

5    color[i] = c

选下一个合法颜色

用合法颜色着色

穷尽4种颜色来选下一个合法颜色

不相邻，并且不是当前色

取回溯后的当前区域颜色



d

b

p

• •••••••••••

0 63 4

0    1    2    3    4    5    6    7    8                              k-3  k-2 k-1

t = d[0]+d[3]+d[4]+d[6] 

t = total ???

if (t == total) output d[0]~d[b[p-1]] ;

if (t < total) d[7]~d[k-1] 穷尽

if (t > total or t 中最后一个数是d[k-1]，
但 t != total) 回溯

1998 试题七 整数数组d中前n个元素序列之和等于total



int sum(int total, int d[],int n)

{int s, p, t, b[N], none=1;

b[0]=0; t=d[0]; p=1;

do { if (t==total)

{ /* 找到了一个解，把当前解输出 */

printf("%4d-%d",total, d[b[0]]);

for(s=1; s < p; s++)

printf(+%d",d[b[s]]);

printf("\n");

none =0; /* 置找到过解的标志 */

}

else

{ for(s=__(1)__; s< n &&__(2) __ >total;s++);

if (s< n&& t +d[s] <=total)

{ b[ __(3)__] =s; t+=d[s]; continue; }

}

??? t -=d[b[p-1]]; /* 回溯 */

??? if (p>1&& ___(4)__) { p--; t-=__(5)__; }

if (p==1&&__(6)__) break; /* 回溯到底，退出找解循环 */

??? t+=d[__(7)__]; /* 回溯后，调整 */

} while(1);

return !none; /* 返回找到过解答的标志 */

}

回溯方向X：d数组的下标，在b[ ]中
穷尽方向Y：d数组中从某个当前元素
向后的各个数的穷尽

初始化相关变量

有解

无解时构造下一个解

无法构造时回溯

回溯结束

回溯后构造新解



1   b[p-1]+1

2   t+d[s] 

3 p++ 

4 b[p-1]==n-1 

5 d[b[p-1]] 

6   b[p-1]==n-1 or  

b[0]==n-1

7   ++b[p-1] 

尝试下一个数，当前数位于d数组的b[p-1]下标处

当前和加上新尝试的一个数，用于判别是否合
法，即<= total

新尝试的一个数合法，则将该数的下标存到b数
组中,即b数组扩展一个,当前位置是p,同时指向下
一个位置

新尝试一个数时,发现当前的数已经是最后一个,

不能再尝试

回溯时,应该从当前累加和t中减掉当前的这个数.

当前的这个数的下标存放在b[p-1]中,该数是
d[b[p-1]]

回溯时发现当前数已经是最后一个数,不能再穷尽。
按理应该回溯，但回溯也已经到达0。相当于Y方
向不能穷尽，X方向也已经到头。

尝试当前数据（即d数组中的第b[p-1]个数据）的
下一个数据。



int knap(int s, int n)

{ KNAPTP stack[100],x;     int top,k,rep;

x.s = s; x.n = n; x.job = 0; top = 1; stack[top] = x; k=0;

while (____(3)_____)

{ x = stack[top]; rep = 1;

while(!k && rep)

{if (x.s==0) k=1;

else if (x.s<0 || x.n <= 0) rep =0;

else { x.s = ___(4)___; x.job = 1; ___(5)___ =x;}

}

if (!k)

{ rep = 1;  while(top>=1 && rep )

{ x= stack[top--]; 

if (x.job==1) {x.s +=w[x.n+1]; x.job=2;stack[++top]=x; ___(6)___;}

}

} }

if (k) {while(top>=1){x=stack[top--]; if (x.job==1) printf(“%d\t”,w[x.n+1];} }

return k;

}

初始化

能走尽量走，
走之前进栈

不能走退栈处理，
又可能进栈

非递归模式

？？与二叉树后序遍历非递归模式的相似性（job标志的作用，背包问题
中当前物品考虑与不考虑正好与后序遍历中控制左右两种情况控制类似）

2002 试题五 背包问题（n件物品放入背包正好等于包能容纳的重量）



3 top >= 1 && !k or 相关语义

4 x.s-w[x.n--]

5   Stack[++top]

6   rep = 0

可以继续扩展前进

所谓前进，是指去掉第n个物品（x.n--)，
剩余物品中应该所选的重量之和等于
x.s-w[x.n]。向递归终点前进，即考虑当
前物品

前进前将当前状态保存到堆栈

对已经考虑过的当前物品，现在看不
考虑它的情况（相当于当前物品穷尽）



int knap(int s, int n)

{ KNAPTP stack[100],x;

int top,k,rep;

x.s = s; x.n = n; x.job = 0; top = 1; stack[top] = x; k=0;

while (____(3)_____)

{ x = stack[top]; rep = 1;

while(!k && rep)

{if (x.s==0) k=1;

else if (x.s<0 || x.n <= 0) rep =0;

else { x.s = ___(4)___; x.job = 1; ___(5)___ =x;}

}

if (!k)

{ rep = 1;  while(top>=1 && rep )

{ x= stack[top--]; 

if (x.job==1) {x.s +=w[x.n+1]; x.job=2;stack[++top]=x; ___(6)___;}

}

}

}

if (k) {while(top>=1){x=stack[top--]; if (x.job==1) printf(“%d\t”,w[x.n+1];} }

return k;

}

初始化临时解

找到最终解，并输出

回溯模式？？

非法解，重新调整（回溯）

扩展临时解



回溯方向X：堆栈数组的下标，或者n个物品序
号的增减（本题从第n个物品向第一个物品方
向扩展为正向）
穷尽方向Y：堆栈数组中考虑某个当前物品的

选与不选两种情况，以及由它向后的各个物品
的穷尽

本题是只求一个解，不是求所有的解。背包问
题本身的思路是对于一个物品应该考虑 选与不
选两种情况。



3 top >= 1 && !k or 相关语义

4 x.s-w[x.n--]

5   Stack[++top]

6   rep = 0

是合法临时解，不是最
终解，继续扩展该临时
解

扩展时，因当前物品（第x.n个)已经考
虑，所以向第x.n个的前一个扩展，即第
x.n--个。因此在剩余物品中应该所选的
重量之和等于x.s-w[x.n]。

将新扩展的第x.n--个物品编号及相关
状态登记到堆栈中。

对已经考虑过的当前物品，现在看不
考虑它的情况（相当于当前物品穷尽）



#define N 1024

#define M 10

int  b[N+M+1];

int equal(int k, int j, int m)

{int i;  for( i=0; i<m; i++) if (b[k+i] ____(1)____) return 0;

return 1; }

int exchange(int k, int m, int v)

{while (b[k+m-1] == v) { b[k+m-1] = !v;_____(2)______; }

______(3)_____ = v; return k;  }

init (int v)   {int k; for(k=0;k<N+M-1;k++) b[k] = v; }

main()

{int m,v,k,n,j;

printf(“Enter m(1<m<10),v(v=0,v=1)\n”);

scanf(“%d%d”,&m,&v);

n = 0x01 <<m; init(v); k=0;

while (___(4)____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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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equal(k,j,m){k=exchange(k,m,v); j=____(5)_____;}

for(k=0;k<n;k++)  printf(“%d\n”,b[k]);

}

1995 试题七 背0、1串的组合穷尽环问题 回溯、循环三步、
串比较、二进制

初始化临时解

找到最终解，并输出

非法解，重新调整（回溯）

扩展临时解

回溯方向X：b数组的
下标，即01串的位数
穷尽方向Y：b数组中
当前位的穷尽（0或1），

以及从当前位向后的各
个位的0、1穷尽



1 !=b[j+i]

2 k--; or –k; or k-=1; or 

k=k-1

3 b[k+m-1]

4 k++

5    -1

字符串比较

回溯一位

构造下一个新临时解。二进制每位只有0和1穷尽，并
且 01111的下一个应该是 10000

扩展一位，相当于扩展临时解。也可考虑循环三步

新临时解构造后，应该检查合法性，必须使得字符串（新
临时解中每个串）都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比较，即使得循环
控制变量j=0。



二叉树垂直输出与层次遍历
快速排序、八皇后问题与前序遍历
汉诺塔与中序遍历
二叉链表生成与后序遍历
迷宫与图的深度优先遍历
上述非递归算法与二叉树遍历非递归方法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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