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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在思考其解决方案的时候，是基于我们对程序设计的理解的，不
同的理解会引导我们构建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当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OOP）方法和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是最常见的两种方法。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
一种程序设计方法，它使用对象（object）作为程序的基本单元，将数据和对数据的操作封装
在一起，可以提高程序设计的复用性、灵活性和可扩展性。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通过众多独立的
对象相互间的合作来完成系统的功能。面向对象程序中的对象可以拥有数据、接收数据、处理
数据、输出数据 ；可以和其他对象进行通信，共同协作完成任务。而传统结构化程序设计则将
程序看作是一系列电脑指令序列的执行，这些序列具有基本的顺序、分支、条件跳转、子函数
等执行方式。这两种程序设计方法都是长久以来经过验证的合理的方法，各自有广泛的应用领
域。本章将首先从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基本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帮助大家从面向
对象的角度分析问题，构建解决方案。

3.1

类和对象的概念
类（class）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最基本的概念，

它定义了一个事物的抽象特征。通常来说，类定义了事
物的属性和对属性的操作（行为）。
举例来说，“汽车”这个类会包含汽车的基本属性，
例如汽车型号、牌照号、颜色、重量等 ；同时也会包含
汽车的行为，例如启动、加速、刹车。一个类的方法和
属性称为成员方法或成员变量。图 3-1 是一段伪代码。
这段伪代码中，我们声明了一个“汽车”类，这个
类具有汽车的基本抽象特征。汽车具有属性汽车型号、

类：汽车
开始
属性：
汽车型号
牌照号
颜色
重量
方法：
启动
加速
刹车
结束

图 3-1

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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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号、颜色、重量，功能启动、加速、刹车。请注意，类是对现实的一种模拟反映，是为了
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进行的一种抽象，它不要求绝对地反映现实物体的所有属性和功能。比如
这个类的定义中就没有汽车尺寸大小，也没有描述汽车可以坐多少人等属性，同样也没有描述
汽车可以转弯的功能。
对象（object）是类的实例。例如“汽车”定义了所有的汽车，而小王家的牌照号为“苏
A 55555”的家用轿车 wang_car 是一辆具体的汽车，它具有具体的属性，比如汽车型号为轿
车，牌照号为“苏 A 55555”，颜色为红色，重量为 1.3 吨，因此这辆汽车就是“汽车”类的一
个实例。一个具体对象的属性值被称作这个对象的“状态”。每个对象在计算机中是占有实际
的内存空间的，用以存放对象属性的值，对象是具体的。
类是对象的模板或蓝图，我们可以用一个类生成多个对象。比如我们可以用图 3-2 中的汽
车类来定义对象。
定义 wang_car 是汽车
wang_car 汽车型号：= 轿车
wang_car 牌照号：= 苏 A 55555
wang_car 颜色：= 红色
wang_car 重量：=1.3 吨

图 3-2

定义 zhang_car 是汽车
zhang_car 汽车型号：= 吉普车
zhang_car 牌照号：= 苏 A 77777
zhang_car 颜色：= 灰色
zhang_car 重量：=1.8 吨

对象定义与属性赋值

在图 3-2 中，我们用“汽车”类定义了两辆汽车，wang_car 和 zhang_car。我们无法让“汽
车”类启动、加速和刹车，但我们可以让对象 wang_car 和 zhang_car 执行具体的行为。wang_
car 和 zhang_car 具有相同的类别，都是汽车，但它们是不同的两辆车，有不同的型号和牌照号
等属性，我们用一个类可以创建出多个对象。
下面再来看一个人的例子。
图 3-3 中人类是一个类，它定义了人类的普遍抽象特征，人类具有属性五官、内脏、四
肢，具有行为吃饭、工作、睡觉。我、你、他是人类的一个实例，是对象。使用人类，可以创
建出系统中的多个人的对象。
人类
五官
我：对象（我是人类的个例）
内脏
四肢
你：对象（你也是人类的个例）
吃饭
工作
他：对象（他也是人类的个例）

睡觉

图 3-3

人类和个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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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管理系统中，使用“BookInfo”这个类来定义一本图书的信息这一事物，比如
ThinkingInJava 图书。在该类中，包含了该类别的基本属性，
例如图书 ISBN、书名、作者、图书出版商、具体图书列表、
是否珍本图书等 ；同时也包含这些属性的相关操作，例如获
取图书信息、搜索图书、添加图书、删除图书等。它的伪代
码如图 3-4 所示。
我们无法让“BookInfo”类执行获取图书信息、搜索图
书、 添 加 图 书、 删 除 图 书 等 操 作， 但 我 们 可 以 让 对 象
ThinkingInJava 和 HeadFirstJava 执 行 具 体 的 行 为。ThinkingInJava 和 HeadFirstJava 具有相同的类型，都是 BookInfo，但
它们是不同的两个对象，有不同的图书信息，我们用一个类
可 以 创 建 出 多 个 对 象， 比 如 我 们 还 可 以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类：BookInfo
开始
属性：
ISBN
书名
作者
图书出版商
具体图书列表
是否珍本图书
方法：
获取图书信息
搜索图书
添加图书
删除图书
结束

图 3-4 “BookInfo”类的定义

TheJavaProgrammingLanguage 对象。
我们可以认为类是对一组相似的东西的一般归纳，而对象则是这些东西本身。
将数据和操作封装在一起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使得我们可以方便地
进行软件设计的模块化和信息隐藏。

3.2

职责的概念
所谓职责，我们可以理解为对象的功能。比如，我们有一个电话的对象，它应当具有打

电话的职责；一个电视的对象，它应当具有显示图像和播出声音的职责。
在面向对象设计中，一项重要并且困难的工作就是设计类，并为其分配职责。我们通过
对需求的分析，寻找系统所需的功能，然后通过设计确定每个类的职责。
面向对象设计中有一个著名的原则：单一职责原则（Singl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SRP）
。
单一职责原则：
就一个类而言，应该仅有一个引起它变化的原因。
如果一个类承担的职责过多，就等于把这些类的职责耦合在一起，每一个职责的变化都
会导致代码的修改。每个类应当只有单一职责，即该类只专注于做一件事和仅有一个引起它变
化的原因。当发现有两个变化会要求我们修改这个类，那么就要考虑拆分这个类了。比如我们
有一个长方形的类，如果它同时具有计算本身面积的功能和在图形用户界面上绘图的功能，这
种设计就违反了单一职责原则。
在考虑单一职责原则时，我们应当在一个类中将逻辑与数据封装在一起。把逻辑和逻辑
所处理的数据放在一起，如果有可能尽量放在一个方法中，或者退一步也应该放到同一个类
中。这样，当需要发生变化时，这种变化只会产生局部化的影响。而如果一个变化会导致多个
地方产生问题，变化的代价将迅速上升。这和结构化程序设计中以数据结构为中心的设计有所
不同。例如，有同学将一个矩形类的长、宽放在一个类中，而计算面积的职责却放在另外的程
序中，这就违反了封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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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系统必须具有的特征，或者是客户可接受的、系统必须满足的约束，也就是我们
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问题。场景是“一种人们将做什么的陈
述性描述，以及人们试图利用计算机系统和应用程序经验的陈述性描述”。场景是需求获取中
的一种重要手段。
一个场景是来自单一参与者的、具体的、关注点集中的系统单一特征的非形式化描述。
表 3-1 是图书借阅系统中一个借书场景的描述示例。在这一场景中，借阅人（一位本科生）请
求借阅，系统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响应。注意，这一场景是具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该场景描述
了单一的实例。场景不会去试图描述所有可能的借书情况。
表 3-1
场景名称
参与者实例

本科生借书场景
本科生借书

本科生、图书馆管理系统
1. 本科生需要借阅书籍，他首先登录进入借书页面
2. 本科生输入需要的书籍信息，可以包含图书 ISBN，向系统发起借阅请求
3. 系统对图书和借阅人信息进行检查，如果存在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那么系统就告知该本

事件流

科生不能借阅，并给出理由，拒绝借阅请求 ：借阅本数达到了上限、对应的图书信息不存在、对
应图书已经全部被借出、借阅的是珍本图书
4. 如果检查通过，系统就在借书记录中增加该条借阅信息，借书成功
5. 本科生退出图书馆管理系统

在需求获取中，开发者和用户将共同撰写并细化一系列场景，以达成系统应该做什么的
共同理解。
一个场景使用了用户和系统之间的一系列交互，描述了一个系统实例。它和用例（见后
文介绍）有所区别，一个用例是描述一类场景的抽象。场景和用例两者均用自然语言描述，这
一形式对用户是可以理解的。

3.3

UML 与简单的类图
统一建模语言（Uniﬁed Modeling Language, UML）是一组用于描述和设计软件的图形表

示法，通常用于面向对象设计领域。
在其他工程领域，比如土木建筑和机械工程，工程师通常使用图纸来进行设计，并交流
设计意图。这些图纸帮助设计师在没有大量投入之前就可以思考和交流设计，并对其进行验
证。在软件工程中，程序设计语言往往侧重细节的实现。UML 出现的本质原因是程序设计语
言无法以合适的抽象程度方便我们讨论软件设计，而开发者希望能有一种抽象程度更高的表示
方法来表达设计并进行交流。长久以来，在软件工程中出现了众多的图形化建模语言。1995
年，Grady Booch、Jim Rumbaugh、Ivar Jacobson 将当时主要的面向对象建模方法进行了统一，
于 1996 年发布了 UML，UML 从此成为软件产业的标准建模语言。
虽然 UML 成为了标准的建模语言，但是对于如何使用 UML 仍然有很大的争议。通常大
家对于 UML 的使用方法有：草稿、蓝图与程序设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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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建议将 UML 当作草稿使用，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用法。这种用法中，我们用 UML
来帮助交流和讨论设计意图。程序员粗略画出软件中的某个部分，用来和团队成员共同讨论。
在这种用法中，我们不用画出软件中的所有部分，而只是画出重要的部分，可以忽略掉程序设
计中的细节部分。因为将 UML 视为草稿，UML 图可以用非正式的表示方法，我们可以使用
白板或白纸快速地绘制 UML 图，而不一定需要遵循严格的 UML 文档规范。画图的目的是为
了交流和沟通，而不是为了完整性。
如果将 UML 视为“蓝图”，则需要保证其完整性。在有些软件工程方法中，软件设计师
会先进行软件设计，然后将设计结果绘制为详细且规范的 UML 文档。程序员会完全依照该文
档编写代码。这样，设计的结果必须足够完整，在 UML 绘制过程中做出所有的设计决定，使
得程序员不需要思考，可以很直观地写出程序。有时软件设计师和程序员是同一个人，有时软
件设计师是团队中的资深人员，由他作出整个团队所需的设计。这种做法借鉴了其他传统工程
领域，这些领域中设计师完成设计，而建造公司完成建造。
在蓝图的用法中，我们希望程序员将蓝图转化为代码的工作尽可能简单。如果在 UML 中
使得 UML 设计可以自动地转变为代码，这时我们将 UML 看成是一种编程语言来使用。在这
种情况下，开发人员画的 UML 图将可以直接编译成可编译的程序，而 UML 就变成了程序的
源代码。
UML 中包含了众多的图来表示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其中常见的 9 种图有：
● 用例图：描述系统的功能。
● 类图：描述系统的静态结构（类及其相互关系）。
● 对象图：描述系统在某个时刻的静态结构（对象及其相互关系）。
● 顺序图：按时间顺序描述系统元素间的交互。
● 协作图：按照时间和空间的顺序描述系统元素间的交互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 状态图：描述系统元素的状态条件和响应。
● 活动图：描述系统元素的活动。
● 构件图：描述系统元素的组织。
● 部署图：描述环境元素的配置并把实现系统的元素映射到配置上。
本节介绍简单类图，其他图在后继章节中进一步说明。
类图表示不同的实体（人、事物和数据）如何彼此相关；换句话说，它显示了系统的静态
结构。类图可以表示类职责的设计。
在 UML 中，类用长方形表示，长方形分成上、中、下三个区域，每个区域用不同的名字
标识，用以代表类的各个特征。上方的区域内标识类的名字，中间的区域内标识类的属性，下
方的区域内标识类的操作，这三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描述某个类。我们可以以草稿方式描述类，
如图 3-5 描述了汽车，图 3-6 描述了 BookInfo，这种描述方法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使用 UML 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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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Info
isbn
title
author
publisher
bookList

car
type
plateNumber
color
weight

isRare

start()
accelarate()
brake()

图 3-5

addBook()
removeBook()
searchBook()

汽车类图草稿表示

图 3-6

图书信息类草稿表示

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出比较规范的类图表示，图 3-7 给出了图书类别类的类图 ；图 3-8 给
出了图书借阅系统用户类的类图。
BookInfo
isbn : String
title : String
author : String
publisher : String
booklist : Arraylist<Book>
isRare : boolean
addBook(book : book) : Message
removeBook(book : String) : Message
searchBook(book : String) : Book

图 3-7

3.4

User
admin : Administrator
borrowerList : ArrayList<Borrower>
adminLogin(id : String, password : String) : boolean
addBorrower(id : String, name : String, type : int, password : String) : Message
modifyBorrower(name: String, type: int, password: String): Message
removeBorrower(name: String): Message
searchBorrower(id: String): Message
listBorrower(): ArrayList<Borrower>
modifyAdminPassword(newPassword : String) : void
modifyBorrowerPassword(id : String, password : String) : void

BookInfo 类图

图 3-8

User 类图

使用 Java 语言编写简单类

3.4.1

Java 简介

本书将使用 Java（www.java.com）作为编程语言介绍个人级工程化软件开发，偏重面向对
象编程方法。
Java 技术主要分成几个部分 ：Java 语言、Java 运行环境、类库，通常提到 Java 时并不区
分指的是哪个部分。
Java 作为一种程序设计语言，最初由 James Gosling 在 Sun 公司（现在已经并入 Oracle 公
司）时发明，第一个版本在 1995 年发布。Java 是一个面向对象、跨平台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Sun 公司认为 ：
“Java 编程语言是个简单、面向对象、分布式、解释性、健壮、安全与系统无
关、可移植、高性能、多线程和动态的语言”。本书将会介绍 Java 的语法，并使用 Java 语言描
述面向对象编程和个人级的软件工程技术。
Java 运行环境（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是在任何平台上运行 Java 编写的程序
都需要用到的软件。Java 不同于一般的编译语言和解释语言，它首先将源代码编译成字节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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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code）
，然后依赖各种不同平台上的 Java 虚拟机（Java Virtual Machine, JVM）来解释执行
字节码，从而实现了“一次编译，到处执行”的跨平台特性。JRE 中包括了 JVM，同时还包
含了 Java 类库（核心库文件、综合库文件、用户界面库文件）以及其他一些插件和文档。
Java 有非常多的类库，其中最重要的是 JDK（Java Development Kit），是 Sun 公司针对
Java 开发人员发布的免费软件开发工具包。本书中将介绍一些 JDK 中类库的使用。Java 还
有非常多的第三方类库、框架，提供了各种功能来辅助我们进行软件开发，例如 ：Struts、
Spring、Hibernate 等。在进行应用程序开发时，选择合适的类库可以大大简化开发，类库是
Java 技术的重要组成成分。

3.4.2

安装 Java 开发环境

开发 Java 程序首先需要安装 Java 软件开发包，下面我们以 Windows 操作系统为例介绍其
安装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随着操作系统的不同以及 Oracle 公司的更改而发生改变。

1. 下载 JDK
因为我们需要开发 Java 程序，需要下载 JDK，而不是 JRE（它们的下载和安装方法不同），
可以从网址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下载，请根据自
己的操作系统平台选择下载版本。

2. 安装 JDK
在命令行下输入以下命令：
java –version

如果出现以下类似的结果，则表明安装成功。其中，1.6.0_25 为 JDK 的版本号，会随安
装版本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java version "1.6.0_25"
Java(TM) SE Runtime Environment, Standard Edition (build 1.6.0_25-b06)
Java HotSpot(TM) Client VM (build 20.0-b11, mixed mode, sharing)

3. 配置环境变量
1）新增系统变量 JAVA_HOME，变量值为 JDK 的安装路径，例如：
C:\Program Files\Java\jdk1.6.0_25

2）新增或修改系统变量 PATH，变量值或增加内容为：
%JAVA_HOME%\bin;

3）新增系统变量 CLASSPATH，变量值为：
.;%JAVA_HOME%\lib;%JAVA_HOME%\lib\dt.jar;%JAVA_HOME%\lib\tools.jar;

在命令行下输入以下命令：
javac -version

如果出现以下类似的结果，则表明环境变量配置成功。
javac 1.6.0_25

3.4.3

编写一个 Java 程序 HelloWorld

下面描述使用 JDK 编写一个“HelloWorld”程序的过程。
1）请使用一个文本编辑器（可以使用 Windows 自带的“记事本”程序），编写一个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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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在编辑器中键入图 3-9 所示的命令。
public class HelloWorld{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System.out.println("Hello world!");
System.out.println(" 我的第一个 Java 程序 ");
}
}

图 3-9

HelloWorld 程序

2）将这个文本文件保存到一个目录下，比如“D:\Java”，并命名为 HelloWorld.java。请注
意，Java 要求文件名必须和类名一致，包括大小写也必须一致，并以 java 为后缀名，表明这
是一个 java 源代码文件。
3）编译和运行。请在 Windows 命令行下键入以下命令：
d:
cd Java
javac HelloWorld.java
java HelloWorld

可以在显示器上得到如下结果：
Hello World!
我的第一个 Java 程序

其中，javac 命令是 JDK 中的编译 Java 源代码的命令，它将 HelloWorld.java 源文件编译
成 HelloWorld.class 文件，我们如果列出 Java 目录下的文件，可以找到它。HelloWorld.class 是
一个字节码文件，由 JVM 执行，是不可读的。
Java 命令是 JDK 中执行 Java 程序的命令，它在参数文件中寻找其中的 main() 方法作为程
序执行的入口点，开始执行程序。
我们对这个程序进行一个简单的解释，细节将在以后的章节中描述。
1）第一行，public class HelloWorld, public 表示这个程序可以被其他程序调用 ；class 表示
定义的文件是一个类（class）；HelloWorld 是这个类的名字，在保存文件时文件名一定要与这
个类的名字相同，并加上“.java”作为后缀名。
2）第二行，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这是 Java 规定的固定用法，main 表示这
是 Java 程序的入口，编译器通过找到 main 方法来进入程序。
3）第三、四行，“System.out.println("Hello world");”这句话表示向系统显示（一般是显示
器）输出其参数并换行，输出的内容是 " " 中间包含的内容，本行最后的“;”表示本段代码的
结束，我们可以替换“”中的内容，则输出会改名。System.out.println() 方法可以不包含任何
参数，如果直接使用“System.out.println();”
，则系统会自动换行。
另外，请注意其中的两对 {}，{} 总是成对出现的，用来表明一个模块的范围 ；每个语句
都是以“;”结束的，缺少“;”系统会给出编译错误。

3.4.4

编写一个类 Car

我们给出一个略微复杂一些的例子，本章中 Car（汽车）类的代码如图 3-10 所示。

第3章

类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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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Car {
private String type;
private String plate;
private String color;
private float weight;
public void start () {
System.out.println("Car start");
}
public void accelerate () {
System.out.println("Car accelerate");
}
public void brake() {
System.out.println("Car brak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Car car = new Car();
car.start();
car.accelerate();
car.brake();
}
}

图 3-10

类 Car

这个类中，除了 HelloWorld 中出现的内容外，增加了以下内容：
1）类的属性：
“private String type;”
、“private String plate;”等。
2）类的行为，表示为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start () {
System.out.println("Car start");

}
3）创建一个对象（“Car car = new Car();”
）并可以使用对象的功能（“car.start();”）等。
如果我们执行这个类，则可以在显示器上得到以下结果：
Car start
Car accelerate
Car brake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在 Java 中如何编写一个类，并运行 Java 程序，当中
有很多细节将在后续章节中给出详细解释。

3.5

项目实践

1．参照学生成绩管理系统的要求，思考本系统中可能会存在哪些类和对象，以及每个类具有
什么样的职责。
2．使用草稿的方式，画出管理员类、教师类和学生类的类图。
3．编写学生成绩管理系统中要求审核成绩的场景。
4．按照本章的定义，写一个“人类”的类。尝试自己安装 JDK，并编译执行自己写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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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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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习题

1．什么是类？什么是对象？
2．理解 UML 使用方式：草稿、蓝图、编程语言。
3．使用伪代码，给高校辅导员确定一些属性和方法，并给出简单类图。
4．使用伪代码，给高校大学生确定一些属性和方法，并给出简单类图。
5．给出一个在网络书店中购买一本图书的场景说明。
6．给出一个在微博上发表消息的场景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