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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描述课程知识，本书以一个图书借阅系统的开发作为示例。本章首先对该系
统的功能进行说明，并将整个系统的开发分为三个迭代。后续章节将在该系统的三个迭代的基
础上对各个知识点进行展开。

2.1

系统功能说明

2.1.1

系统功能要求

本书中采用的图书借阅系统旨在实现在线图书借阅功能。用户包含管理员和借阅者两类，
其中管理员用户可以对借阅者和图书进行管理，借阅者可以在线地借阅、续借和归还图书。系
统的具体要求如下。

1. 用户
（1）管理员
1）身份：系统拥有唯一的管理员。
2）操作：
● 管理借阅者：可以查询、添加、修改和删除借阅者信息。
● 管理图书：可以查询、添加、修改和删除图书信息。
● 管理个人信息：可以修改姓名和密码。
（2）借阅者
1）身份：分为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三种身份，各种身份具有不同的权限。
2）操作：
● 查询图书：根据基本信息对图书信息进行查询。
● 借阅图书 ：对选定的图书进行借阅。其中，本科生只可借阅普通图书，最多可
同时借阅 5 本 ；研究生可以借阅普通图书和珍本图书，最多可同时借阅 10 本 ；
教师可以借阅普通图书和珍本图书，最多可同时借阅 2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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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图书 ：当教师希望借阅的某种图书被借空时，可以请求图书，系统将自动
通知借阅该书时间最长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在 7 天内归还图书。
● 查看已借图书：查看本人当前借阅图书的情况。
● 续借图书 ：图书每次借阅时间为 30 天，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续借 1 次，教师
可以续借 2 次。超期的图书和被教师请求的图书不得续借。
● 归还图书：归还本人借阅的图书。
● 查看消息 ：查看图书到期提醒、提前还书通知（本科生或研究生所借图书被教
师请求归还时）、请求图书到馆通知（教师所请求的图书归还时）等。
● 管理个人信息：可以修改用户名和密码。

2. 系统的其他假定
● 每种图书可以有多本。
● 借阅者可以存在同名，密码可以被本人修改。
● 系统初始时，存在登录名为“administrator”
、密码为“123456”的管理员用户，密
码可以被修改。

3. 系统开发的其他要求
● 采用图形化界面，管理员和借阅者通过相同的界面登录。
● 用户可以远程使用系统。
● 使用文件存储相关数据，同一时间仅允许一名管理员或借阅者操作，不考虑并发
情况。
● 采用 Java 语言编程。

2.1.2

系统功能详细分析

由于要求可以远程使用系统，系统应当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两部分，客户端和服务器
端之间通过网络连接。

1. 客户端功能
1）提供统一的图形化登录界面，用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2）核实系统是否正在被使用。如果系统空闲，在身份验证后，对管理员和借阅者提供
不同的图形化操作界面。
① 管理员界面。
● 借阅者管理 ：根据借阅者编号、姓名等信息查询借阅者，查看和修改某位借
阅者的信息，添加或删除某位借阅者。
● 图书管理 ：根据图书 ISBN 查询图书信息，查询、添加、修改和删除某种图
书信息，添加或删除某本图书。
● 个人信息管理：修改姓名和密码。
② 借阅者界面。
● 图书信息查询：根据图书 ISBN 或其他信息查询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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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借阅 ：在图书信息查询结果中，如果某种图书没有借空，可以借阅其中
一本，默认借阅时间为 30 天。
● 图书请求 ：教师可以在图书借空的情况下，请求已借阅这种图书时间最长的
本科生或研究生在 7 天内归还图书。被请求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将会收到通知，
被请求的图书不得续借。
● 查看已借图书 ：查看已经借阅的图书，显示图书的基本信息、借阅日期、预
定归还日期，可以根据规定续借或还书。
● 图书续借 ：在查看已借图书的结果时，如果某本图书在预定归还日期前 7 天
内，且不存在达到续借最大次数、超期、被请求归还等情况，可以进行续借，
续借默认借阅时间为 30 天。本科生和研究生每本图书的最大续借次数为 1
次，教师每本图书的最大续借次数为 2 次。
● 图书归还：可以对某本已借图书进行归还。
● 消息查看 ：查看所收到的消息。消息类型包括所有用户借阅的图书在预定归
还日期前 7 天的提醒，本科生或研究生所借阅的图书被某位教师请求时的提
前还书通知和教师所请求的图书归还到图书馆时的图书到馆通知。
● 个人信息管理：修改信息和密码。
3）与服务器端通信。

2. 服务器端功能
1）使用本地文件分别存储所有管理员、借阅者、图书的信息。
2）对管理员、借阅者、图书的信息进行查询和修改。
3）添加或删除借阅者和图书的信息，添加图书借阅、请求记录。
4）自动生成图书到期提醒、提前还书通知、请求图书到馆通知等消息。
5）每个使用者退出登录后自动备份信息。
6）与客户端通信。

2.2

开发阶段规划与约束说明

2.2.1

开发阶段规划

根据循序渐进的教学要求，系统的开发计划分为三次迭代完成。迭代一将主要依赖类的
职责来实现图书借阅中的单一功能；迭代二将通过类之间的协作来实现图书借阅中的复杂功能；
迭代三将进一步完善功能和改善用户体验，完成整个系统的开发。

1. 迭代一：管理图书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和实现查询、添加、修改和删除图书信息以及添加、删除图书的功能。
约束说明：在实现中不使用继承。

2. 迭代二：命令行方式下单机图书借阅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和实现命令行方式下管理员和借阅者的登录和操作界面；设计和实现在单台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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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书借阅功能，包括管理借阅者、管理图书、借阅图书、续借图书、归还图书等。
约束说明：对迭代一的代码进行尽可能少的修改。

3. 迭代三：具有图形化界面和网络通信功能的图书借阅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和实现客户端的图形化界面，完成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的网络通信功能。
约束说明：对迭代二的代码进行尽可能少的修改。

2.2.2

迭代一开发需求说明

管理图书
使用者：管理员
流程：
1）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添加、修改、删除、查找、列举图书信息或添加、删除图书操作
的编号。
2）使用者根据操作输入信息：
● 如果是“添加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的各项信息，包括 ISBN、
书名、作者、出版社、年份、是否为珍本。
● 如果是“修改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 ISBN，并根据提示输入
需要修改的图书信息。
● 如果是“删除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 ISBN。
● 如果是“查找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 ISBN。
● 如果是“列举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不需要输入信息。
● 如果是“添加图书”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 ISBN。
● 如果是“删除图书”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编号。
3）系统对图书目录中的图书信息列表进行增加、修改、删除、查找图书信息或在图书信
息中的图书列表中进行添加、删除图书操作。
4）系统展示操作结果。

2.2.3

迭代二开发需求说明

1. 登录
使用者：管理员、借阅者
流程：
1）系统启动，自动进入登录界面。
2）管理员或借阅者根据提示依次输入登录名和密码。
3）系统对登录名和密码进行验证：
①如果登录名和密码均为空，退出系统。
②如果登录名和密码不同时为空：
● 如果存在相应的管理员信息，跳转到管理员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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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存在相应的借阅者信息，跳转到借阅者操作界面。
● 如果不存在相应的管理员信息且不存在相应的借阅者信息，或密码错误，提示输
入的信息错误，要求系统使用者重新输入。

2. 管理借阅者
使用者：管理员
流程：
1）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借阅者信息操作的编号。
2）使用者根据操作类型输入信息：
● 如果是“添加借阅者”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借阅者的各项信息。
● 如果是“修改借阅者”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借阅者编号，并根据提示输入需
要修改的借阅者信息。
● 如果是“删除借阅者”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借阅者编号。
● 如果是“查找借阅者”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借阅者编号。
● 如果是“列举借阅者”操作，使用者不需要输入信息。
3）系统对用户中的借阅者列表进行增加、修改、删除或查找操作。
4）系统展示操作结果。

3. 管理图书
使用者：管理员
流程：
1）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添加、修改、删除、查找、列举图书信息或添加、删除图书操作
的编号。
2）使用者根据操作输入信息：
● 如果是“添加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的各项信息。
● 如果是“修改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 ISBN，并根据提示输入
需要修改的图书信息。
● 如果是“删除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 ISBN。
● 如果是“查找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 ISBN。
● 如果是“列举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不需要输入信息。
● 如果是“添加图书”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 ISBN。
● 如果是“删除图书”操作，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编号。
3）系统在图书目录的图书信息列表中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图书信息或在图书信
息的图书列表中进行添加、删除图书操作。
4）系统展示操作结果。

4. 借阅图书
使用者：借阅者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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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借阅图书”对应的操作编号。
2）系统判定借阅者已借阅的图书本数是否达到其允许借阅的最大本数：
● 如果达到允许借阅的最大本数，则不允许借阅。
● 如果未达到允许借阅的最大本数，则继续以下步骤。
3）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的 ISBN 或其他信息。
4）系统根据 ISBN 或其他信息查询相应的图书种类，判定借阅者的权限是否符合：
● 如果是珍本图书且借阅者为本科生，则不允许借阅。
● 如果借阅者不是本科生或者图书不是珍本，则继续以下步骤。
5）系统判定图书是否被借空：
①如果该图书种类所对应的图书没有被借空，则进行借阅。
②如果该图书种类所对应的图书被借空，判定使用者是否为教师：
● 如果使用者不是教师，则不作处理。
● 如果使用者为教师，则系统自动通知某位借阅该种类图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在 7
天内归还图书，并提示使用者已经请求图书。
6）系统展示借阅图书的结果。

5. 续借图书
使用者：借阅者
流程：
1）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续借图书”对应的操作编号。
2）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编号。
3）系统判定使用者是否借阅了该图书：
①如果使用者未借阅该图书，则不允许续借。
②如果使用者借阅了该图书，判定该图书是否过期、被请求或达到允许续借的最大
次数：
● 如果图书过期、被请求或达到允许续借的最大次数，则不允许续借。
● 如果图书未过期、未被请求且未达到允许续借的最大次数，则允许续借。
4）系统展示续借图书的结果。

6. 归还图书
使用者：借阅者
流程：
1）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归还图书”对应的操作编号。
2）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图书编号。
3）系统判定借阅者是否借阅了该图书：
● 如果借阅者借阅了该图书，则允许归还。
● 如果借阅者未借阅该图书，则不允许归还。
4）系统展示归还图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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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看消息
使用者：借阅者
流程：
使用者登录系统后，系统自动展示消息。

8. 修改个人信息
使用者：管理员、借阅者
流程：
1）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修改个人信息”对应的操作编号。
2）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新的用户名和密码。
3）系统对使用者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修改。
4）系统展示修改个人信息的结果。

2.2.4

迭代三开发需求说明

1. 登录
使用者：管理员、借阅者
流程：
1）系统启动，自动进入登录界面。
2）客户端与服务器端通信，如果系统正在被使用则无法成功连接。
3）使用者在文本框内输入登录名和密码。
4）客户端将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发送到服务器端验证：
①如果登录名和密码均为空，退出系统，并在服务器端将系统设置为“空闲”。
②如果登录名和密码不同时为空：
● 如果存在相应的管理员信息，跳转到管理员操作界面。
● 如果存在相应的借阅者信息，跳转到借阅者操作界面。
● 如果不存在相应的管理员信息且不存在相应的借阅者信息，或密码错误，提示输
入的信息错误，要求系统使用者重新输入。

2. 管理借阅者
使用者：管理员
流程：
1）使用者根据操作类型输入信息：
● 如果是“添加借阅者”操作，使用者点击“添加”按钮，在文本框内输入借阅者的
各项信息，并点击“确定”按钮。
● 如果是“修改借阅者”操作，使用者在借阅者列举或借阅者查找结果中选中借阅
者，点击“修改”按钮，在文本框内输入需要修改的借阅者信息，并点击“确定”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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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删除借阅者”操作，使用者在借阅者列举或借阅者查找结果中选中借阅
者，点击“删除”按钮。
● 如果是“查找借阅者”操作，使用者在文本框内输入借阅者编号，点击“查找”
按钮。
● 如果是“列举借阅者”操作，使用者点击“列举”按钮。
2）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操作请求。
3）服务器端进行操作。
4）服务器端向客户端返回操作结果。
5）客户端展示操作结果。

3. 管理图书
使用者：管理员
流程：
1）使用者根据操作类型输入信息：
● 如果是“添加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点击“添加”按钮，在文本框内输入图 书的
各项信息，并点击“确定”按钮。
● 如果是“修改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在图书信息列举或图书信息查找结果中选中
图书，点击“修改”按钮，在文本框内输入需要修改的图书信息，并点击“确定”
按钮。
● 如果是“删除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在图书信息列举或图书信息查找结果中选中
图书，点击“删除”按钮。
● 如果是“查找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在文本框内输入图书 ISBN，点击“查找”
按钮。
● 如果是“列举图书信息”操作，使用者点击“列举”按钮。
● 如果是“添加图书”操作，使用者在图书信息中点击“添加图书”按钮。
● 如果是“删除图书”操作，使用者在图书信息中点击“删除图书”按钮，在文本框
内输入图书编号，并点击“确定”按钮。
2）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操作请求。
3）服务器端进行操作。
4）服务器端向客户端返回操作结果。
5）客户端展示操作结果。

4. 借阅图书
使用者：借阅者
流程：
1）使用者点击“借阅图书”按钮，进入“借阅图书”界面。
2）使用者输入需要借阅图书的 ISBN 或其他信息，点击“借阅”按钮。
3）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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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器端判定使用者已借阅的图书本数是否达到其允许借阅的最大本数：
● 如果达到允许借阅的最大本数，则无法借阅。
● 如果未达到允许借阅的最大本数，则继续以下步骤。
5）服务器端判定借阅者的权限是否符合和图书是否被借空：
①如果借阅者不符合权限，则无法借阅。
②如果借阅者符合权限：
● 如果图书未被借空，则借阅图书。
● 如果图书被借空且借阅者为教师，则自动请求图书并显示请求结果。
● 如果图书被借空且借阅者不为教师，则无法借阅。
6）服务器端向客户端返回借阅图书的结果。
7）客户端向使用者显示借阅图书的结果。

5. 续借图书
使用者：借阅者
流程：
1）使用者点击“续借图书”按钮，进入“续借图书”界面。
2）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请求，并根据服务器端的返回结果，列举使用者已借阅的
图书。
3）使用者在已借图书列表中选中需要续借的图书，点击“续借”按钮。
4）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续借图书的请求。
5）服务器端判定该图书是否被请求或续借次数是否达到了允许续借的最大次数：
● 如果图书被请求或续借次数达到了允许的最大次数，则无法续借。
● 如果图书未被请求且续借次数未达到允许的最大次数，则续借图书。
6）服务器端向客户端返回续借图书的结果。
7）客户端向使用者显示续借图书的结果。

6. 归还图书
使用者：借阅者
流程：
1）使用者进入“归还图书”界面。
2）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请求，并根据服务器端的返回结果，列举使用者已借阅的
图书。
3）使用者在查看已借图书结果中，选中需要归还的图书，并点击“归还”按钮。
4）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归还图书的请求。
5）服务器端向客户端返回归还图书的结果。
6）客户端向使用者显示归还图书的结果。

7. 查看消息
使用者：借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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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1）使用者进入“查看消息”界面。
2）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获取信息的请求。
3）服务器端返回与使用者相关的消息。
4）客户端展示消息。

8. 修改个人信息
使用者：管理员、借阅者
流程：
1）使用者进入“修改个人信息”界面。
2）使用者根据提示输入新的用户名和密码。
3）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修改个人信息的请求。
4）服务器端进行修改个人信息操作，并返回结果。
5）客户端展示修改个人信息的结果。

2.3

项目实践示例说明
为了检验对知识的掌握和培养动手能力，本书以一个学生成绩管理系统为项目背景，在

每个章节根据所学知识推荐了相应的实践内容，供读者对照计算系统示例巩固学习成果。

2.3.1

系统功能要求

该学生成绩管理系统旨在实现在线的学生成绩管理功能。用户分为管理员、教师、学生
三类。系统的要求如下。

1. 用户
（1）管理员
1）身份：系统拥有唯一的管理员。
2）操作：
● 管理教师：可以查询、添加、修改和删除教师信息。
● 管理学生：可以查询、添加、修改和删除学生信息。
● 管理课程：可以查询、添加、修改和删除课程信息。
● 管理个人信息：可以修改姓名和密码。
（2）教师
1）身份：系统可供多位教师使用。
2）操作：
● 管理选课学生：可以对自己开设的课程进行查询、添加、删除和列举选课学生。
● 管理成绩：对每位选课学生在该课程的成绩进行查询、添加和删除。
● 处理成绩核查申请：查看学生核查课程成绩的请求，并返回核查成绩结果。
● 管理个人信息：可以修改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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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
1）身份：系统可供多位学生使用，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
2）操作：
● 查看成绩：可以查看自己选中课程的成绩。
● 申请核查成绩 ：可以针对有疑问的课程成绩向任课教师发送核查请求，并查看
任课教师的确认信息。
● 管理个人信息：可以修改用户名和密码。

2. 系统的其他假定
● 系统可以支持多门课程。每门课程拥有唯一的任课教师，可以在不同年份多次开设。
● 系统初始时，存在登录名为“administrator”的管理员用户。
● 所有用户的初始密码均为“123456”，密码可以被本人修改。
● 教师、学生通过登录名来辨识身份，允许拥有相同的用户名。

3. 系统开发的其他要求
● 采用图形化界面，所有用户通过相同的界面登录。
● 用户可以远程使用系统。
● 使用文件存储相关数据，同一时间仅允许一名用户操作，不考虑并发情况。
● 采用 Java 语言编程。

2.3.2

开发阶段规划

为了与课程讲授内容配套，实践项目也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完成。

1. 迭代一：管理教师和学生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和实现查询、添加、修改和删除教师、学生用户的功能。
约束说明：在实现中不使用继承。

2. 迭代二：命令行方式下单机学生成绩管理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和实现命令行方式的管理员、教师和学生的登录和操作界面；设计和实现在单台计算
机上实现本科生和研究生成绩管理的功能。
约束说明：对迭代一的代码进行尽可能少的修改。

3. 迭代三：具有图形化界面和网络通信功能的学生成绩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和实现客户端的图形化界面，完成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的网络通信功能。
约束说明：对迭代二的代码进行尽可能少的修改。

2.3.3

迭代一开发要求

迭代一需要完成以下内容：
● 管理教师 ：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教师信息操作的编号。
当添加或修改教师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教师的各项信息 ；当删除或查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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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教师的登录名 ；当列举教师信息时，管理员不需要输入
信息。系统根据输入对教师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操作，并展示操
作结果。
● 管理学生 ：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学生信息操作的编号。
当添加或修改学生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学生的各项信息 ；当删除或查找学生
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学生的登录名 ；当列举学生信息时，管理员不需要输入
信息。系统根据输入对学生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操作，并展示操
作结果。

2.3.4

迭代二开发要求

迭代二需要完成以下内容：
● 登录 ：系统启动后自动进入登录界面，提示用户依次输入登录名和密码，并对登录名
和密码进行验证。如果登录成功，则根据用户类型跳转到相应的操作界面 ；如果登录
失败，则提示输入的信息错误，并要求用户重新输入。
● 管理个人信息 ：用户根据提示输入新的用户名、密码，系统修改用户名和密码，并提
示个人信息修改结果。
● 管理教师 ：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教师信息操作的编号。
当添加或修改教师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教师的各项信息 ；当删除或查找教师
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教师的登录名 ；当列举教师信息时，管理员不需要输入
信息。系统根据输入对教师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操作，并展示操
作结果。
● 管理学生 ：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学生信息操作的编号。
当添加或修改学生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学生的各项信息 ；当删除或查找学生
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学生的登录名 ；当列举学生信息时，管理员不需要输入
信息。系统根据输入对学生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操作，并展示操
作结果。
● 管理课程 ：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添加、修改、删除、查找、列举课程信息或添加、删除
课程操作的编号。当添加或修改课程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课程的各项信息 ；当
删除或查找课程信息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课程的登录名 ；当列举课程信息时，管理
员不需要输入信息 ；当添加课程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课程信息编号和开课年份 ；当
删除课程时，管理员根据提示输入课程信息编号。系统根据输入对课程信息进行添加、
修改、删除、查找、列举操作或对课程进行添加、删除操作，并展示操作结果。
● 管理选课学生 ：教师根据提示输入添加、删除、查找或列举选课学生操作的编号。当
添加或删除选课学生时，教师根据提示输入课程编号和学生的登录名 ；当查找选课学
生时，教师输入学生的登录名 ；当列举选课学生时，教师输入课程编号。系统根据输
入对选课学生进行增加、删除、查找或列举操作，并展示操作结果。
● 管理成绩 ：教师根据提示输入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成绩操作的编号。当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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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删除或查找成绩时，教师根据提示输入课程编号和学生的登录名 ；当修改成绩时，
教师根据提示输入课程编号、学生的登录名和修改后的成绩 ；当列举成绩时，教师根
据提示输入课程编号。系统根据输入对成绩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举操作，
并展示操作结果。
● 查看成绩 ：学生根据提示输入查看成绩操作的编号。系统展示该学生所有修读课程的
成绩。
● 申请核查成绩 ：学生根据提示输入申请核查成绩操作的编号，并进一步根据提示输入
课程编号。系统自动向教师发送核查成绩申请。
● 处理成绩核查申请 ：教师根据提示输入处理成绩核查申请操作的编号。教师在核查成
绩后，根据提示输出处理结果，包括“成绩无误”、“成绩已修改”等。系统自动将处
理结果发送给申请核查的学生。

2.3.5

迭代三开发要求

迭代三需要完成以下内容：
● 登录 ：系统启动后自动进入登录界面，客户端与服务器端通信，如果系统正在被使用
则无法成功连接。用户在文本框内输入登录名和密码，客户端将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
发送到服务器端验证。如果登录成功，则根据用户类型跳转到相应的操作界面 ；如果
登录失败，则在弹出窗口内提示登录信息错误，并将输入的登录名和密码清空。
● 管理个人信息 ：用户点击“修改个人信息”按钮，进入修改个人信息界面。用户在文
本框内输入新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修改后的个人信息。服务器
端向客户端返回个人信息修改结果。客户端向用户展示个人信息修改结果。
● 管理教师 ：管理员点击“管理教师”按钮，进入管理教师界面，并点击“添加教师信
息”、“修改教师信息”、“删除教师信息”、“查找教师信息”或“列举教师信息”按钮。
当点击“添加教师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教师的各项信息；当点击“修
改教师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修改后的各项教师信息 ；当点击“删除
教师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教师的登录名 ；当点击“查找教师信息”
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教师的登录名 ；当点击“列举教师信息”按钮时，管
理员不需要输入信息。完成上述操作后，管理员点击“确定”按钮，客户端将操作请
求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根据操作请求对教师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
或列举操作，并向客户端发送操作结果。客户端展示操作结果。
● 管理学生 ：管理员点击“管理学生”按钮，进入管理学生界面，并点击“添加学生信
息”、“修改学生信息”、“删除学生信息”、“查找学生信息”或“列举学生信息”按钮。
当点击“添加学生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学生的各项信息；当点击“修
改学生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修改后的各项学生信息 ；当点击“删除
学生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学生的登录名 ；当点击“查找学生信息”
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学生的登录名 ；当点击“列举学生信息”按钮时，管
理员不需要输入信息。完成上述操作后，管理员点击“确定”按钮，客户端将操作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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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根据操作请求对学生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
或列举操作，并向客户端发送操作结果。客户端展示操作结果。
● 管理课程 ：管理员点击“管理课程”按钮，进入管理课程界面，并点击“添加课程信
息”、“修改课程信息”、“删除课程信息”、“查找课程信息”、“列举课程信息”、“添加
课程”或“删除课程”按钮。当点击“添加课程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
入课程的各项信息 ；当点击“修改课程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修改后
的各项课程信息 ；当点击“删除课程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的登
录名 ；当点击“查找课程信息”按钮时，管理员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的登录名 ；当点
击“列举课程信息”按钮时，管理员不需要输入信息 ；当点击“添加课程”按钮时，
管理员输入课程信息编号和开课年份 ；当点击“删除课程”按钮时，管理员输入课程
信息编号和开课年份。完成上述操作后，管理员点击“确定”按钮，客户端将操作请
求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根据操作请求对课程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
列举操作或对课程进行添加、删除操作，并向客户端发送操作结果。客户端展示操作
结果。
● 管理选课学生：教师点击“管理选课学生”按钮，进入管理选课学生界面，并点击“添
加选课学生”、“删除选课学生”、“查找选课学生”或“列举选课学生”按钮。当点击
“添加选课学生”按钮时，教师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编号和选课学生的登录名 ；当点击
“删除选课学生”按钮时，教师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编号和选课学生的登录名 ；当点击
“查找选课学生”按钮时，教师在文本框内输入选课学生的登录名 ；当点击“列举选
课学生”按钮时，教师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编号。完成上述操作后，教师点击“确定”
按钮，客户端将操作请求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根据操作请求对选课学生进行添
加、删除、查找或列举操作，并向客户端发送操作结果。客户端展示操作结果。
● 管理成绩：教师点击“管理成绩”按钮，进入管理成绩界面，并点击“添加成绩”、“修
改成绩”、“删除成绩”、“查找成绩”或“列举成绩”按钮。当点击“添加成绩”按钮
时，教师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编号和学生的登录名 ；当点击“修改成绩”按钮时，教
师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编号、学生的登录名和修改后的成绩 ；当点击“删除成绩”按
钮时，教师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编号和学生的登录名 ；当点击“查找成绩”按钮时，
教师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编号和学生的登录名 ；当点击“列举成绩”按钮时，教师在
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编号。完成上述操作后，教师点击“确定”按钮，客户端将操作请
求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根据操作请求对成绩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查找或列
举操作，并向客户端发送操作结果。客户端展示操作结果。
● 查看成绩 ：学生点击“查看成绩”按钮，进入查看成绩界面。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
操作请求。服务器端向客户端返回该学生所有修读课程的成绩。客户端展示该学生所
有修读课程的成绩。
● 申请核查成绩 ：学生点击“申请核查成绩”按钮，进入申请核查成绩界面。学生点击
“新建申请”按钮，在文本框内输入课程编号。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操作请求，服务
器端添加成绩核查申请，并返回操作结果。客户端显示添加的成绩核查申请。对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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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成绩核查申请，处理结果显示在申请下方。
● 处理成绩核查申请 ：教师点击“处理成绩核查申请”按钮，进入处理成绩核查申请界
面。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操作请求。服务器端返回所有待处理的成绩核查申请。客
户端显示所有待处理的成绩核查申请。教师在核查成绩后，在客户端选择处理结果，
如“成绩无误”、“成绩已修改”等。客户端将处理结果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添
加处理结果，并返回操作结果。客户端删除已处理的成绩核查申请。

2.4

项目实践

根据上述描述，完成以下实践内容：
1．编写系统功能详细分析，包括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功能。
2．根据开发阶段规划和三个迭代的开发要求，编写各个迭代的系统开发需求说明。
3．使用 PSP 时间记录模板，记录本部分项目实践时间。如果有可能，建议使用电子表格
（Excel）记录，方便将来统计。

S

oftware Engineering
and Computing (VolumeⅠ)
第二部分

类职责的设计与实现

本部分围绕使用工程化方法设计和实现一个基本的类展开，介绍类的基本概念和相应语
法实现，同时给出一些相应的工程化实践。

迭代一

程序设计
语言实现

类的成员变量 ；类的成员方法 ；
类的封装 ；Java 简单类库使用。
（第 4、5、6、7 章）

面向对象
软件工程

类和对象的基本概念 ；类的职
责；基本 UML。（第 3 章）

计算系统
示例

简单图书管理系统（单个类的
设计与实现为主）。（第 4、5、6、
7 章）

软件开发
活动

编码规范；代码管理；版本控制；
调试。（第 4、5、6、7、8 章）

软件工程
工具

IDE；版本控制工具。（第 8 章）

本部分共包括 6 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 3 章类和对象 ：让读者理解类和对象的概念 ；理解类的职责 ；了解基本 UML 知识 ；
了解如何用 Java 语言编写一个简单的类。
第 4 章类的状态实现——成员变量 ：从规范地对成员变量命名开始，介绍如何声明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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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类职责的设计与实现

类型的成员变量，对其进行赋值、算术、关系、布尔、类型转换等操作，以及不同类型的成
员变量的可见范围和在内存中的生存周期。
第 5 章类的行为实现——成员方法 ：从方法的概念和声明开始，讲解向方法传递参数的
机制和在方法体内通过控制语句来实现特定的功能，并对方法重载、函数的副作用进行介绍。
第 6 章类的封装 ：介绍类的封装性，并介绍如何通过类或对象访问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
以及对访问权限进行控制，然后讲解如何通过访问控制在实现封装中应用，最后介绍如何初
始化和清理对象。
第 7 章 Java 简单类库的使用：介绍如何使用简单的 Java 类库来对程序进行改进，包括使
用 Arrays 类来操作数组、使用 String 类来替代字符数组操作字符串、容器的概念和最常用的
ArrayList 以及各种形式的输入 / 输出。
第 8 章软件工程工具与调试 ：让读者了解集成开发环境，学习代码管理和版本控制，掌
握基本调试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