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et oj Contest #3题解   

A.⽐比赛   

出题⼈人NiroBC 暴暴⼒力力列列出所有可能的⽐比赛，排序后取前K⼤大。

热⼼心⽹网友晚来⻛风雪⽔水⻓长东

题⽬目上说总共有n只⼩小猫，每只⼩小猫的实⼒力力值是 ，每两只⼩小猫之间会进⾏行行⼀一场精彩度为 的⽐比赛，所以我

们可以⽤用两层 循环遍历每两只⼩小猫来将每两只⼩小猫⽐比赛的精彩度全部存⼊入 数组，再对 数组进⾏行行从

⼩小到⼤大 排序，因为 数组最后的那项是最⼤大的，因此从最后那项开始往前加，加够 个就是前 ⼤大之和

了了，即为答案。

参考代码

B.棋盘   

出题⼈人NiroBC

状压dp。

热⼼心⽹网友晚来⻛风雪⽔水⻓长东

题⽬目意思就是说通过把 变成 来将所有 变成⼀一个联通块，要求最少的变换个数。我是⽤用的暴暴⼒力力模拟，从第⼀一列列

开始遍历每⼀一列列，因为只有两⾏行行，含1的每⼀一列列⽆无⾮非就是：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只有这三种情况是需要变

化前⾯面列列的 来使 联通的，观察这三种情况，上 下 时，变换个数就是上⼀一次有 的列列号与当前列列号差值的绝对

值 (直接由上⼀一个有 的位置沿着⾏行行直线变化到当前列列)；上 下 时，就需要看上⼀一次有 的那⼀一列列的 的情况

了了，如果上⼀一次有 处和当前列列有 处是同⼀一⾏行行，说明可以直线变换过来，变换个数就是上⼀一次有 的列列号与当前

列列号差值的绝对值 ，如果不不是同⼀一⾏行行，则需要多加 （需要多变换⼀一个棋⼦子）；上 下 的情况和上⼀一种情况类

似解法。因此关键就是保存上⼀一次有 处的那列列情况，在遇到某列列有 时考虑上⾯面的情况然后累加就⾏行行了了。

参考代码

C.⼦子序列列⼦子序列列⼦子序列列...   

出题⼈人ccz181078

设 ，其中 是奇数。 若⼀一个序列列 包含 个元素，则它的每个元素出现在 个⼦子序列列

中，因此它是完美的当且仅当 是 的倍数，即 是 的

倍数。 记 表示 中，⻓长度 ，求和后对 取模得到 的⼦子序列列的个数；

表示 中，⻓长度⾄至少为 ，求和后对 取模得到 的⼦子序列列的个数。考虑⼀一个⼦子序列列是

否包含 ，可以递推求出 时的结果，总的答案就是 。 计算 是 的，⽽而

对每个 ， 共有 项，因此总的时间复杂度是 。

D.可爱的菜菜⼦子   

出题⼈人nzhtl1477

如果是单点修改，这题就是⼀一个线段树维护区间线性基的题，但这⾥里里是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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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维护原序列列的xor差分，这样每次修改的时候只需要修改两个位置的值就可以了了，不不⽤用修改⼀一个区间。
查询的时候，只需要特判边界，因为简单的线性代数知识告诉我们维护xor差分的线性基和原序列列的线性基是等
价的。

总复杂度 ，似乎存在 的四⽑毛⼦子做法。

E.说好的交换律律呢？   

出题⼈人dreamoon

最暴暴⼒力力的有了了这个式⼦子，我们已经能做到  了了！

但若只是这样，这题就不不会是  的难度。

 这个条件很难去解析，所以先试着转换这个条件：

(虽然叙述⾥里里的  号是整数除法，但从这⾥里里开始，使⽤用的除号都是精确运算。) (在这⾥里里 x % i 的运算符和  语⾔言
意思⼀一样，都代表着整数  除以整数  的余数，值为⼀一个介于  之间的数。)

叙述⾥里里的条件就是:

⾸首先，左右同乘  后得到：

左右两式减去  并取负后得到：

其中  就是 

令 

⾄至此我们推得 。

 的充要条件就是 

所以最终我们得到 。

若固定  的值，我们能推论出 。

于是本题答案为：

于是我们已经能做到  了了！

但若只是这样，这题就不不会是  的难度。

接着，我们分成  和  的情况。

 时，  的值就是 ，

可能组数为 。

可以  算出。

 时，其作法和以下经典问题类似：

给定 ，求 。

这个经典问题的解法⼤大概就是：  的可能值只有  个，且对于每个可能的  值，能得到该值的  都
是连续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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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时做举例例 对于 ，  的值分别是：(连续⼀一样的值就⽤用中括号括起来)

[2,2,2,2,2,2,2,2,2,2,2,2,2,2,2,2,2],

并且能够计算出，当  时，  的可能值的上界为： ，于是我们就能⽤用下列列代码  算出所有数的
答案。

现在我们要⽤用相同概念计算本问题的答案。

这⾥里里不不妨假设  (  不不等于  的情况请⾃自⼰己微调算式吧)。

本题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是：

我们这次同样对于不不同的  的值来分开枚举，当  时，我们要再把  根据不不同的  值做枚

举，当  和  的值固定时，可能的  值也是连续的！

例例如  时，把  的数对 ( , ) 写下来就是 : (当  整除  时，下表记 

。)

 
 

 
 

 
 

如上，  时，总共有  个区间。

虽然这个时候  的值和区间数⽐比例例看起来差很⼩小，但实际上，当  时，区间数为 ，数量量很少的，

有数学办法能证明，区间数量量为  (最后⾯面会补充)。

对于⼀一组 ( , )，上界可以如下⽅方式计算：

#include<bits/stdc++.h>

long long f(long long n){

    long long i=1,ret=0;

    while(i<=n){

        long long v=n/i;

        long long nxt_i=x/v; //nxt_i = 最⼤大的 x 满⾜足 n/x 和 n/i ⼀一样

        ret+=(nxt_i+1-i)*v;

        i=nxt_i+1;

    }

    return ret;

}

int main(){

    long long n;

    scanf("%lld",&n);

    solve(n);

    return 0;

}



令 ( ) 的值等于 ，同时  也等于 ，于是可发现，当  为定值时，  的值随  值递增

⽽而递增。于是上界就是满⾜足  的最⼤大的 。

所以上界会是 。

最后是要描述下区间数量量的复杂度证明，这是本题最难的部分了了，相信很多⼈人都和出题者本⼈人⼀一样，代码先写再

说，复杂度的证明就先搁着(实际上此证明试验题者给出的...，⽐比出题者出题时约略略证出的复杂度还优秀，orz
ccz181078)。

证明如下：

再提示⼤大家⼀一些变数的定义⼀一次：假定  的值分别是 。

先假定有⼀一个常数 。

对于相同⼀一个  ⽽而⾔言，

 值  的组数最多有  组。

 值  时，

1. 由于 

2. 由于 ，

综合和 1.2.，我们有 ，所以  的可能数量量⾄至多约有 。

最后我们取 ，那么可证明区间数量量不不超过 

最后按不不同的  值做加总能得到区间数的复杂度为：

F.毒瘤的菜菜⼦子   

出题⼈人nzhtl1477

第⼗十四分块

我们考虑莫队维护

每次把区间 拓拓展到 的时候需要维护 和 这段区间的贡献

这⾥里里利利⽤用莫队⼆二次离线的 ：

莫队就可以抽象为 次转移，每次查询⼀一个序列列中的位置对⼀一个区间 的贡献

这个贡献是可以差分的， 也就是说把每次转移的 对区间 的贡献差分为 对前 的贡献减

去对前 的贡献

然后通过这个差分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把 次的修改降低到了了 次修改,因为前 只会拓拓展 次

于是我们每次可以较⾼高复杂度拓拓展前 和，因为插⼊入次数变成了了 次

然后这⾥里里我们离线莫队的转移的时候可以做到线性空间，因为每次莫队是从⼀一个区间转移到另⼀一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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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下pre[i]为i的前 区间的答案， 为i的后 区间的答案

考虑把区间 拓拓展到区间 :

区间的答案为红⾊色部分的贡献， 区间的答案为红⾊色部分加上绿⾊色部分的贡献， 的前 贡献为所

有的贡献， 的前 贡献为红⾊色的贡献与前两个蓝⾊色的贡献

于是我们可以把绿⾊色的贡献，也就是两次询问的差量量差分为 对 的贡

献

然后我们再差分⼀一下 对 的贡献为 对 的贡献减去 对 的贡

献，这⾥里里每个位置开个 4存⼀一下就可以了了

于是我们达成了了 的空间复杂读将莫队给⼆二次离线

现在考虑怎么算这个贡献，我们要⾼高效计算区间 对 的贡献时

先把贡献拆开变成： 中x的倍数个数， 中 的约数个数

中 的倍数个数：每次前 加⼊入⼀一个数 的时候，我们把 的约数位置所对应的数组 的位置都 然

后查询的时候直接查 即可得到 倍数个数

中 的约数个数：这⾥里里考虑对 的约数进⾏行行⼀一次根号分治

对于所有 ⼤大于 的约数，我们拓拓展前 的时候维护，即每次把 的倍数位置所对应的数组 的位置都

然后查询的时候直接查 即可得到 大于 的约数个数

对于所有 ⼩小于 的约数，我们考虑每次直接枚举区间 中 的出现次数

这⾥里里可以⽤用 的 做到 单次，线性空间

于是我们得到了了⼀一个总时间复杂度 ，空间 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