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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数据
环顾四周，就会发现人们安排事情的方式。早晨去商店时，你会站到线后等待付账。这
条线会让人们按先来后到的次序排队。线后的第一个人是最先得到服务的人，也是最先离开
队列的人。最终，你到达线前，结账后拿着你购买的一包物品离开商店。包里面的东西没有
特别的次序，且有些还是一样的。
你看到桌子上的一摞书或一叠纸了吗？很容易看到或拿走一摞东西最上面的一件，或者
在一摞东西上面放一件新的东西。一摞东西也是按时间顺序组织的，最后放的在最上面，最
先放的在最下面。
在桌子上，可以看到做事清单。清单中的每一项对你或重要或不重要。写这些项时，可
能是按照它们的重要性排列的，也可能是按照字母序排列的。这个次序是你定的，清单只是
写这些项的地方。
字典是单词及其定义的字母序列表。你在里面查找一个单词从而得到它的定义。如果你
的字典是纸制印刷的，则字母序的组织方式能帮助你快速找到这个单词。如果你的字典是电
子版的，则字母序的组织方式是隐含的，但它仍然能加快查找过程。
再来看看你的计算机，你的文件是放到文件夹或目录中的。每个文件夹又包含若干其他
的文件夹或文件。这种组织类型是层次的。如果将它画成图，会得到一个类似家族树或公司
内部部门图的东西。数据的这些组织方式是类似的，称为树。
最后来看看道路地图，你正用它来规划周末游。道路和城市的地图向你展示如何从一个
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通常会有几条不同的路。一条路可能更短些，另一条路可能更快些。
地图的组织方式称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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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程序也需要组织它们的数据。其组织方式类似于我们刚刚引用的例子。也就是，
程序可以使用栈、线性表、字典等。这些数据组织方式表示为抽象数据类型。抽象数据类型
（Abstract Data Type，ADT）是描述数据集（set）及数据上操作的规范说明。每个 ADT 说明
存储什么数据及对数据进行什么操作。因为 ADT 不明示如何保存数据，也不说明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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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所以我们可以脱离程序设计语言来谈论 ADT。相比之下，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是某种程序设计语言中 ADT 的一种实现。
集合（collection）是个一般术语，是指含有一组对象的 ADT。有些集合允许有重复项，
而另一些则不允许有。有些集合按特定的次序排列内容，另一些则没有次序。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ADT 包（bag），它由一个无序集合构成，其中允许有重复值。它像
是一个杂货店的袋子、一个午餐袋，或一个薯片袋。假定从薯片袋中拿出一片。你不知道薯
片何时放到袋中。你不知道袋子中是否有另外一片，它的形状与刚拿走的那片一模一样。但
你真的不在意这个。如果在意，就不会将薯片放到袋子中！
包中的内容没有次序，但有时你想让它们有次序。ADT 可以以多种方式安排项的次序。
例如，ADT 线性表（list）对项进行编号。这样，线性表有第一项、第二项，等等。虽然可以
将项添加到线性表尾，但也可以将项添加到线性表头，或者在两个项的中间。这样操作后新
加项后面的项要重新编号。另外，可以删除线性表指定位置的项。所以线性表中项的位置并
不能表明这个项是何时添加进来的。注意，线性表不决定项的放置位置，这件事由你来决定。
相反，ADT 栈（stack）和队列（queue）按时间确定项的次序。当从栈中删除项时，删
除的是最后添加的项。当从队列中删除项时，删除的是最早添加的项。所以，栈像是一摞
书。你可以拿走最上面的书，或者将另一本书放在这摞书的上面。队列像是一队人。人从队
列前头离开，站队时站到最后。
如果项可以进行比较，则有些 ADT 按排序的次序管理项。比方说，字符串可以按字母
序组织。例如，当在 ADT 有序线性表（sorted list）中添加项时，由 ADT 来确定这个项在线
性表中的位置。你不用指明这个项的位置，但在 ADT 线性表中需要指明。
ADT 字典（dictionary）含有项对，很像是字典中含有的一个单词及其定义。在这个例
子中，单词充当关键字（key），用它来查找项。有些字典对项进行排序，有些字典没有排序。
ADT 树（tree）根据层次组织项。例如，在家族树中，人与其孩子和父母相关联。ADT
二叉查找树（binary search tree）结合了层次和排序的方式来组织项，这使得项的查找更容易。
ADT 图（graph）是 ADT 树的推广，它按照项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层次来组织。例如，道
路图是一个图，展示的是城镇之间已有的道路和距离。
本书介绍如何使用并实现这些数据组织方式。本书中假定你已经了解了 Java。不过，全
书中称为 Java 插曲的一些特殊段落，集中介绍 Java 的相关方面，这些内容对读者来说可能
是全新的，包括如何处理异常。
如果需要复习一下，附录及在线补充材料对你很有用。附录 A 概述了写适用于 javadoc
注释的方法。附录 B 讨论了类和方法的基础结构，而附录 C 介绍了组成和继承的要点。4 个
在线补充材料在华章公司网站中提供（www.hzbook.com）。补充材料 1 复习了 Java 中的基本
语句，补充材料 2 介绍如何读入及写到外部文件，补充材料 3 是词汇表，补充材料 4 是学习
问题答案。可以下载这些补充材料，需要时作为参考。
紧接在后面的“序言”讨论了如何设计类、规范说明方法及写 Java 接口。使用接口及
写注释来说明方法，都是介绍 ADT 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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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章节：补充材料 1、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体现了三个设计概念：封装、继承和多态。如果不熟悉继承和多态，
请参看附录 A、B 和 C。这里我们讨论封装，这是设计类的过程中隐藏实现细节的一种方式。
我们强调，在方法实现之前规范说明它应该有什么行为是重要的，在程序中将规范说明作为
注释也是重要的。
我们介绍 Java 接口，这是将类行为的声明与其实现分开的一种方式。最后，介绍用于
标识特定解决方案所需的类的一些初级技术。

封装
如果你想学习驾驶，那么对汽车的哪些描述对你最有用？显然不是描述它的发动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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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程。当你想学习驾驶时，这样的细节不是必要的。事实上，可以以你的方式获知这些细
节。如果你想学习驾驶汽车，最有用的汽车描述是下面这样的特点：
● 如果你将脚踩在油门踏板上，汽车将开得更快。
● 如果你将脚踩在制动踏板上，汽车将慢下来并最终停止。
● 如果你将方向盘向右转，汽车将右转。
● 如果你将方向盘向左转，汽车将左转。
就像你不需要告诉想开车的人发动机是如何工作的一样，你也不需要告诉使用一款软件
的人 Java 实现的全部细节。同样，假定你为另一位程序员写了一个用在程序中的软件组件，
你应该告诉其他的程序员如何使用它，而不是与程序员分享如何写软件的细节。
封装（encapsulation）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设计原则之一。“封装”这个词听上去好像
是把东西放进胶囊，这个想象确实是正确的。封装隐藏了“胶囊”里的细节。由于这个原
因，封装常常被称为信息隐藏（information hiding）。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隐藏。在汽车
里，有些东西是可见的—像是踏板和方向盘—而其他的则藏在引擎盖下面。换句话说，
汽车是封装的，这样，隐藏了细节，只有驾车所需的控制是可见的，如图 P-1 所示。类似
地，你应该封装 Java 代码，让细节隐藏，而只有必需的控制是可见的。

图 P-1

汽车的控制装置对司机是可见的，但它的内部工作机理是隐藏的

P.2

4

序言

封装将数据和方法放到一个类中，而隐藏了使用类时不必需的实现细节。如果类的设计
良好，使用它就不需要去理解它的实现。程序员可以在不知道代码细节的情况下使用类的方
法。程序员只需要知道如何为方法提供相应的参数，让方法执行正确的动作。简单地说，程
序员不必担心类定义的内部细节。使用封装软件来写更多软件的程序员，他的任务更简单。
结果，软件生产得更快，错误也更少。
注：封装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设计原则之一，它将数据和方法放到一个类中，故而
隐藏了类实现的细节。程序员仅需要知道使用这个类的信息就足够了。设计良好的
类，即使每个方法都隐藏了，也能使用。
P.3

抽象（abstraction）是一个要求你关注什么而不是如何的过程。当设计类时，执行的是
数据抽象（data abstraction）。你关注你想做的，或关注数据，而不担心如何完成这些任务，
及如何表示数据。抽象要求你将注意力集中于哪些数据和操作是重要的。当抽象某件事时，
你要确定中心思想。例如，书的抽象就是书的简介，与之相对的是整本书。
当设计一个类时，不应该考虑任一个方法的实现，即不应该担心类的方法如何达成它的
目标。将规范说明与实现分开，能让你专心于更少的细节，所以能让你的工作更容易，出错
概率更低。详细的设计良好的规范说明，有助于让实现更易成功。
注：抽象的过程要求你关注什么而不是如何。

P.4

如果正确，封装将类定义分为两部分—接口（interface）和实现（implementation）。接
口描述程序员使用这个类时必须要了解的一切事情。它包括类的公有方法的方法头，告诉程
序员如何使用这些公有方法的注释，及类中公有定义的任何常量。接口部分应该是在你的程
序中使用这个类时只需要了解接口。注意，使用某个类的程序称为类的客户（client）。
实现部分由所有的数据域及所有方法的定义组成，包括公有、私有及保护的。虽然执行
客户程序时需要实现，但编写客户程序时应该不需要知道任何实现细节。图 P-2 说明了一个
类的封装实现及客户接口。虽然实现对客户是隐藏的，但接口却是可见的，且为客户提供了
与实现进行交互的规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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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在隐藏的实现与客户之间提供了规范的交互机制

接口和实现在 Java 类的定义中是不分开的，它们合在一起。不过你可以随同你的类创
建一个独立的 Java 接口。本序言后半部分的内容介绍如何写这样的接口，本书中还会再写
几个。
学习问题 1

接口如何区别于类的实现？

学习问题 2

考虑一个不同于汽车的例子，用来说明封装。例子中的哪些部分对应于

接口，哪些部分对应于实现？

设 计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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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说明方法
将类的目标及方法与其实现分开，对一个成功的软件项目来说至关重要。应该规范说明

P.5

每个类及方法，而不关心它的实现。写这些描述能捕捉到你最初的想法，并开发它们，从而
才能足够明确地实现它们。你写的描述应该作为注释放到程序中有用的地方。你不能在写了
程序之后为了应付老师或老板才写注释。

注释
现在来看看为类的方法而写的注释。虽然各企业有自己的注释风格，但 Java 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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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定的应该遵从的注释风格。如果程序中含有这种风格的注释，则可以执行一个称为
javadoc 的实用程序，从而得到描述类的文档。这个文档告诉未来使用这些类的人们必须要

了解的东西，但忽略了所有实现细节，包括所有的方法定义体。
程序 javadoc 提取类头、所有公有方法的头，及以特定形式写的注释。每个这样的
注释必须出现在公有类定义或公有方法头的前面，且必须以 /** 开头，以 */ 结尾。注释
中以符号 @ 开头的特定的标签（tag）标识方法的不同方面。例如，使用 @param 标识参数，
@return 标识返回值，而 @throws 表示方法抛出的异常。本序言中，在注释中会看到几个

这样的标签示例。附录 A 详述了如何书写 javadoc 注释。
现在不再进一步讨论 javadoc 注释的规则，而讨论规范说明一个方法的重要方面。首
先，你需要写一个简洁的语句来阐述方法的目的或任务。这个语句以动词开头，能让你避免
冗长的文字，而那些文字真的是不需要的。
在思考方法的目的时，应该考虑它的输入参数，如果有，要描述它们。还需要描述方法
的结果。是让它返回一个值、让它做些动作，还是让它改变参数的状态？在写这些描述时，
应该时刻牢记以下理念。

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
前置条件（precondition）是一条条件语句，它在方法执行前必须为真。除非前置条件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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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否则不应该使用方法，也不能期待方法正确执行。前置条件可以与方法参数的描述相
关。例如，计算 x 平方根的方法可以用 x ≥ 0 作为前置条件。
后置条件（postcondition）是一条语句，当前置条件满足且完全执行方法后，它为真。
对于一个值方法，后置条件将描述方法返回的值。对于一个 void 方法，后置条件描述所做
的动作及对调用对象的任何修改。一般地，后置条件描述方法调用产生的所有影响。
考虑后置条件有助于弄清楚方法的目的。注意到，从前置条件到后置条件没有提到如何
做，即我们将方法的规范说明与它的实现分离。
程序设计技巧：不能满足后置条件的方法，即使符合前置条件，也可以抛出异常。（关
于异常的讨论见 Java 插曲 2 和 Java 插曲 3。
）
职责。前置条件的职责是保证必须满足特定条件。如果是信任的客户，比如同一个类中
的另一个方法，负责在调用方法之前满足条件，则该方法不需要检查条件。另一方面，如果
该方法负责满足条件，则客户不检查它们。明确声明谁必须检查一组给定条件，既提高了检
查的概率，又避免了重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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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规范说明前一段提到的求平方根方法，可以在方法头前面写如下的注释：
/** Computes the square root of a number.
@param x A real number >= 0.
@return The square root of x.
*/

虽然我们在这个注释中将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一起写了出来，但是可以分别指明它们。
更安全的技术是让方法承担检查参数的职责。此例中，注释应该如下：
/** Computes the square root of a number.
@param x A real number.
@return The square root of x if x >= 0.
@throws ArithmeticException if x < 0.
*/

一

程序设计技巧：在方法头之前的注释中充分说明每个公有方法。对于确保方法能正确
执行而必须满足的条件，要说明是由方法还是由客户来负责进行检查。以这种方式，
既做了检查又不会重复检查。但在调试过程中，方法应该检查前置条件是否满足。
P.9

当使用继承和多态来重写超类中的方法时，子类中的方法可能会出现与超类中的方法不
一致的问题。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可以帮助程序员避免这个问题。后置条件必须适用于子类
中方法的所有版本。重写的方法可以添加到后置条件中—即它能做得更多—但不能做得
更少。不过重写的方法不能增加其前置条件。换句话说，它不能比基类中的方法要求得更多。
学习问题 3

假定类 Square 有一个数据域 side 及设置 side 值的方法 setSide。这

个方法的方法头和注释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牢记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

断言
P.10

断言（assertion）是一条关于程序逻辑的某些方法的事实语句。可以将它看作值为真的
布尔表达式，或至少在某些点应该为真。例如，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是方法开始前及结束后
关于条件的断言。如果有一个断言为假，则程序一定有错。
可以将断言作为注释放在代码中。例如，如果在方法定义的某些地方，你知道变量 sum
应该是正的，则可以写如下的注释：
// Assertion: sum > 0

这样的注释用来说明并不太明晰的某些逻辑。另外，断言为你指明调试期间需要精确检
查的代码位置。
学习问题 4

假定你有一个正整数数组。下列语句查找数组中的最大整数。下列循环

中的 if 语句之后，应该写一个什么样的断言来当作注释？
int max = 0;
for (int index = 0; index < array.length; index++)
{
if (array[index] > max)
max = array[index];
// Assertion:
} // end for
一

Java 插曲 2 讨论异常。

find the largest integer in the array. What assertion can you write as a comment after the

if
if statement
statement in
in the
the following
following loop?
loop?

int max = 0;
int max = 0;
for (int index = 0; index < array.length; index++)
for (int index = 0; index < array.length; index++)
{
{
if (array[index] > max)
if (array[index] > max)
max = array[index];
max = array[index];
// Assertion:
// Assertion:
} // end for
} // end for

断言语句（assert statement）。Java 不仅仅能让你写个注释当断言，还能使用 assert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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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
语句后添加第二个表达式来进一步说明这条错误信息。第二个表达式必
You
canexpression
clarify this
error
messagea by
adding
a its
second
expressionastoa the
assert statement.
The
second
must
represent
since
representation
is displayed
The
second
expression
must
representvalue,
a value,
since
its
representation
asstring
a string
is displayed
须表示一个值，而在错误信息中它是作为字符串显示的。例如，语句
The
second
expression
must
representthe
a value,
since its representation as a string is displayed
within
thethe
error
message.
ForFor
example,
statement
within
error
message.
example, the
statement

within the error message. For example, the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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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rt
sumsum
> 0> :0 sum;
assert
: sum;

2/2/18 12:30 AM
2/2/18 12:30 AM

assert sum > 0 : sum;

adds
thesum
value
sum
to to
thethe
error
message
in case
sum
≤ 0.
example,
thethe
error
message
might
be be
adds
the
value
sum
error
message
in
case
sum
≤ For
0. For
example,
error
message
might
sum
≤of
0of
时在错误信息中添加了
的值。比如，错误信息可能是
adds当
the value
of
sum to the error message in case sum ≤ 0. For example, the error message might b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AssertionError: −5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AssertionError: −5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AssertionError: −5

ByBy
default,
assert
statements
areare
disabled
at execution
time.
Thus,
you
cancan
leave
assert
default,
assert
statements
disabled
at execution
time.
Thus,
you
leave
assert
By
default,
assert
statements
are
disabled
at
execution
time.
Thus,
you
can
leave
assert
statements
in
your
program
after
you
have
finished
it
without
wasting
execution
time.
When
statements
in
your
program
after
you
have
finished
it
without
wasting
execution
time.
When
默认情况下，程序执行时是禁用 assert 语句的。所以程序完成后可以将 assert
语句
you
runrun
a program,
you
must
enable
assert
statements
if if
you
want
them
to to
execute.
statements
your program
after
youthe
have
finished
it without
wasting
execution
time.
When
assert
statements
you
want
them
execute.
you
ainprogram,
you
must
enable
the
留在程序中，而不会浪费运行时间。当执行一个程序时，如果想让它们执行，就必须要启用
2 2
Exactly
you
enable
them
depends
your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assert
statements
if you want
them to execute.
you
runhow
a how
program,
you
must
enableonthe
Exactly
you
enable
them
depends
on
your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assert
语句。如何启用它们依赖于编程环境。
Exactly how you enable them depends on your programming environment.2
一

assert
注：程序中的断言明示出必须为真的逻辑。在
Java
中，可以使用一条
语句写
Note:
Assertions
within
a program
identify
aspects
of of
your
logic
that
must
be be
true.
In In
Note:
Assertions
within
a program
identify
aspects
your
logic
that
must
true.

一个断言。它的格式如下：
assert
to to
make
anan
assertion.
It has
thethat
following
form:
Java,
you
cancan
useuse
anwithin
Java,
you
an
assert
statement
make
assertion.
Itlogic
has
the
following
form:In
Note:
Assertions
a statement
program
identify
aspects
of your
must be
true.

to make an; assertion.
It has the following form:
Java,assert
you
can
use
an assert statement
boolean_expression
: valued_expression
assert
boolean_expression
: valued_expression
;

The
value
of boolean_expression
thethe
optional
second
appears
in; in
thethe
error
message
that
occurs
if the
assert
:expression
valued_expression
The
value
of
optional
second
expression
appears
error
message
that
occurs
if the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为假，则可选的第二个表达式的值将出现在错误信息中。
first
expression
is
false.
first
expression
is
false.
The value of the optional second expression appears in the error message that occurs if the

first expression
is false.
assert 语句是发现程序逻辑错误的简单有效的方法。除了可用
程序设计技巧：使用
于这个目的之外，留在程序中的断言还能向修改或扩展程序的人阐明你的逻辑。记

Programming
Tip:
thethe
assert
statement
is aissimple
butbut
effective
way
to to
find
Programming
Tip:Using
Using
assert
statement
a simple
effective
way
find
assert
住，Java 会忽略
语句，除非程序的使用者指定了其他的选项。

errors
in in
your
program’s
logic.
After
serving
thisthis
purpose,
assertions
leftleft
in in
your
program
errors
your
program’s
logic.
After
serving
purpose,
assertions
your
program

Programming
Tip:
Using
the
assert
statement
is a its
simple
but effective
way Java
toJava
find
document
its its
logic
forfor
those
who
want
to to
revise
or or
expand
capability.
Remember,
document
logic
those
who
want
revise
expand
its
capability.
Remember,
assert
assert
程序设计技巧：调试时使用
语句，能使方法强制满足前置条件。但是

errors
inassert
your
program’s
logic.
After
serving
this
purpose,
assertions
left in your program
ignores
statements
unless
thethe
user
of of
your
program
specifies
otherwise.
ignores
assert
statements
unless
user
your
program
specifies
otherwise.
语句不能替代
语句。应该将
document
its logic forif
those
who want toassert
revise or语句作为程序设计的辅助手段，而不是程序
expand its capability. Remember, Java
assert statements unless the user of your program specifies otherwise.
ignores逻辑的一部分。

Programming
anan
assert
statement
during
debugging
to to
enforce
that
a method’s
Programming
Tip:UseUse
assert
statement
during
debugging
enforce
that
a method’s
Java
接口 Tip:

precondition
hashas
been
met.
However,
anan
assert
statement
is not
a substitute
forfor
anan
ifif
stateprecondition
been
met.
However,
assert
statement
is not
a substitute
state本序言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提到接口这个术语，当在你的程序中要使用某个类时，由接
ment.
You
should
use
assert
statements
as
a
programming
aid,
not
as
part
of
a
program’s
logic.
ment.
You
should
use
assert
statements
as
a
programming
aid,
not
as
part
of
a
program’s
logic.
Programming Tip: Use an assert statement during debugging to enforce that a method’s

precondition has been met. However, an assert Java
statement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an if state口告诉你必须要知道的所有东西。虽然一个
类与实现它的接口合在一起，但是也可以
ment. You should use assert statements as a programming aid, not as part of a program’s logic.
写一个单独的接口。

va Interfaces
Java
Interfac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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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接口（Java interface）是一个程序组件，它声明了一些公有方法，且能定义公有命

Earlier
in in
this
prelude,
wewe
spoke
in in
general
terms
about
thethe
interface,
which
tells
you
allall
you
Earlier
this
prelude,
spoke
general
terms
about
interface,
which
tells
you
you
P.12
P.12名常量。这样的接口应该含有说明方法的注释，以便为实现它们的程序员提供必要的信息。
Interfaces有些接口描述了类中的所有公有方法，还有一些仅说明特定的方法。
need
to to
know
to to
useuse
a particular
class
in in
your
program.
Although
a Java
class
intermixes
its its
need
know
a particular
class
your
program.
Although
a Java
class
intermixes
interface
with
its its
implementation,
you
cancan
write
a separate
interface.
interface
with
implementation,
you
write
a separate
interface.
in this prelude, we spoke in general terms about the interface, which tells you all you
P.12 Earlier
当写一个类来定义接口中声明的方法时，称这个类实现（implement）了接口。实现接口
A Java
interface
is aisprogram
component
that
declares
a number
of of
public
methods
and
A Java
interface
a program
component
that
declares
a number
public
methods
and
need
to know
to use
a particular
class
inanyour
program.
Although
a Java class
intermixes
its
cancan
define
public
named
constants.
Such
interface
should
include
comments
that
specify
define
public
named
constants.
Such
an
interface
should
include
comments
that
specify
interface
with
its
implementation,
you
can
write
a
separate
interface.
thethe
methods,
in in
order
to to
provide
a programmer
with
the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to
implement
methods,
order
provide
a programmer
with
necessary
information
implement
一
A
Java
interface
is
a
program
component
that
declares
a
number
of
public
methods
and启用
如果使用
Oracle 的
Java
Development
Kit(JDK)，则命令
可使
java
–ea
MyProgram
MyProgram
them.
Some
interfaces
describe
all
the
public
methods
in
a
class,
while
others
specify
only
them. Some interfaces describe all the public methods in a class, while others specify
only
can
define
public
named
constants.
Such
an
interface
should
include
comments
that
specify
断言。有关断言的更详细的内容，可在互联网上使用“
Java assertions”
（Java 断言）进行查找。
certain
methods.
certain
methods.
the methods,
inwrite
order
a programmer
with declared
thedeclared
necessary
information
implement
When
you
a to
class
that
defines
thethe
methods
in in
anan
interface,
weto
say
that
When
you
write
a provide
class
that
defines
methods
interface,
we
say
that
them.
Some
interfaces
describe
all
the
public
methods
in
a
class,
while
others
specify
only
thethe
class
implements
thethe
interface.
AA
class
that
implements
anan
interface
must
define
a body
class
implements
interface.
class
that
implements
interface
must
define
a body
certain
methods.
forfor
every
method
that
thethe
interface
specifies.
The
interface,
however,
might
notnot
declare
every
every
method
that
interface
specifies.
The
interface,
however,
might
declare
every
When
you write
aclass.
class
method
defined
in in
thethe
method
defined
class. that defines the methods declared in an interface, we say that

the class implements the interface. A class that implements an interface must define a body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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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Classes
Designing
Classes
的类必须定义接口中说明的每个方法的方法体。但是接口可能没有声明类中定义的每个方法。

你能写自己的接口，也能使用
Java 类库中定义的接口。当写一个
接口时，可以将
You can write your own interfaces,
and you can use those that areJava
in the
Java Class
You
can
write
your
own
interfaces,
and
you
can
use
those
that
are
in
the
Java Class
它放在它自己的文件中，即接口和实现接口的类在两个独立的文件中。
Library. When you write a Java interface, you place it in its own file. That is, the interface
and
Library.
When
you
write
a
Java
interface,
you
place
it
in
its
own
file.
That
is,
the
interface
and
the class that implements it are in two separate files.
the
class
that
implements
it
are
in
two
separate
files.
写一个接口

iting a Java Interface
P.13 Interface
iting a Java
Java 接口的开头很像是类的定义，不过要用保留字 interface 替代 class，即接口的
P.13 A Java interface begins like a class definition, except that you use the word interface instead
A
interface
begins
like a class
definition,
except
that you use the word interface instead
P.13 开头是如下语句：
class
. That is,
an interface
begins
with the
statement
of Java

of class. That is, an interface begins with the statement
public interface interface-name
public interface interface-name
rather than
而不是
rather than
public class class-name
public class class-name
The interface can contain any number of public method headers, each followed by a semicolon.
The
interface does
can contain
any number
of public method
headers,
followed
a semicolon.
接口可以含有任意多个公有方法头，每个方法头的后面是一个分号。接口不声明类的构
An interface
not declare
the constructors
for a class
and each
cannot
declarebystatic
or final
An
interface
does
not
declare
the
constructors
for
a
class
and
cannot
declare
static
or final
public
methods.
Note
that
methods
within
an
interface
are
public
by
default,
so
you
can
omit
造方法，也不能声明静态或终极方法。注意，接口中的方法默认是公有的，故在方法头中可
public
methods.
Note
that
methods
within
an
interface
are
public
by
default,
so
you
can
omit
from their headers. The interface can also define any number of public named constants.
puclic
以省略
。接口还可以定义任意多个公有命名常量。
from their
headers.
The interface can also define any number of public named constants.
Example. Imagine objects such as circles, squares, or plots of land that have both a perimeter
Example.
Imagine
objects
such
as circles,
squares,
or plots
of land
thatget
have
both athat
perimeter
and an示例。想象如圆、正方形或一块地这样的对象，它们既有周长又有面积。假定我们想
area.
Suppose
that we
want
the classes
of these
objects
to have
methods
return
and
area. Suppose
that we
want the classes
of thesethese
objects
to have
getlikely
methods
that
return
thesean
quantities.
If
various
programmers
implemented
classes,
they
would
not
name
让这种对象的类有一个返回数量值的访问方法。如果实现这些类的程序员不是同一个
these
quantities.
If various
programmers
these
they likely
would
name
or specify
these get
methods
in the sameimplemented
way. To ensure
thatclasses,
these classes
define
ournot
methods
人，则他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些方法。为确保定义这些方法的类有统一的
or aspecify
these
getwe
methods
in Java
the same
way. To
ensure
that these
define ourprovides
methodsa
in
uniform
way,
write the
interface
shown
in Listing
P-1.classes
This interface
in a uniform
way, awehandy
write summary
the Java interface
shown
Listing P-1. This
interface provides
a
格式，我们可以写一个接口，如程序清单
P-1inspecifications.
所示。这个接口为程序员提供了方法说
programmer
with
of the methods’
The programmer
should
programmer
handy summary
the methods’
specifications.
The programmer
should
be
able明的简单概要。程序员应该不必去查看实现它们的类就能使用这些方法。
to usewith
thesea methods
withoutof
looking
at the class
that implements
them.
be able to use these methods without looking at the class that implements them.

P.14
P.14
P.14

LISTING
P-1P-1The接口
JavaMeasurable
interface Measurable
程序清单
LISTING P-1 The Java interface Measurable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 An
for methods
that return
1 interface
/** An interface
for methods
that return
/** An
for
that
return
the
perimeter
andmethods
area
an of
object.
2 interface
the perimeter
andofarea
an object.
perimeter and area of an object.
*/ the
3 */
*/
public
Measurable
4 interface
public interface
Measurable
public
Measurable
{
5 interface
{
{ /**
6 Gets/**
Gets
the perimeter.
the
perimeter.
/**
the
perimeter.
7 Gets
@return
The perimeter.
*/
@return
The perimeter.
*/
8 @return
publicThe
double
getPerimeter();
perimeter.
*/
public
double
getPerimeter();
9
public
double getPerimeter();
10 Gets/**
Gets
the area.
/**
the
area.
11 Gets the
@return
The */
area. */
/**
area.
@return The area.
12 @return
public double
getArea();
area.
*/
public
doubleThe
getArea();
13 } // end Measurable
public
double getArea();
} //
end Measurable
} // end Measurable

将接口定义保存在一个与接口名同名的文件中，后面加上 .java。例如，前面的接口在
store an interface
definition in a file with the same name as the interface, followed by
Measurable.java
文件 You
中。
You
store
an interface
definition
in a fileiswith
thefile
same
name as the interface,
followed by
.java
. For
example,
the previous
interface
in the
Measurable.java
.
.java. For example, the previous interface is in the file Measurable.java.
程序设计技巧：Java 接口是写注释的好地方，是用来说明每个方法的目的、参数、前
置条件及后置条件的地方。用这种方式，可以在一个文件中说明一个类，而在另一个
Programming
Tip: A Java interface is a good place to provide comments that specify
Programming
Tip: Aparameters,
Java interface
is a good place
to provide comments
each method’s
purpose,
precondition,
and postcondition.
In this that
way,specify
you can
文件中实现它。

each
method’s
purpose,
precondition,
and postcondition. In this way, you can
specify
a class in
one fileparameters,
and implement
it in another.
specify注：接口可以声明数据域，但它们必须是公有的。通常，类的数据域是私有的，故接口
a class in one file and implement it in another.
中的任何数据域表示的都应该是命名常量。所以它们应该是公有的、终极的及静态的。

Note: An interface can declare data fields, but they must be public. By convention, a class’s
Note:
Anare
interface
fields,
they must
be public.
By convention,
a class’s
data
fields
private,can
so declare
any datadata
fields
in anbut
interface
should
represent
named constants.
data
private,
so anyfinal,
data fields
in an interface should represent named constants.
Thus,fields
they are
should
be public,
and static.
Thus, they should be public, final, and static.

Java Inte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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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注：接口中声明的方法不能是静态的，也不能是终极的。但是可以在实现接口的类中
Methods declared within an interface cannot be static and cannot be final. However,
such methods can be declared as final within a class that implements the interface.
声明这样的方法。

Example. Suppose that you eventually want to define a class of people’s names. You might
示例。假定你最终想定义人名的类。最开始或许是定义如程序清单
P-2such
所示的
begin by
writing the Java interface given in Listing P-2 to specify the methods for
a Java
class. We
have
included
comments
for
only
the
first
two
methods,
to
save
space.
This
inter接口，为这个人名类说明方法。限于篇幅，我们只为最开始的两个方法添加了注释。
face provides specifications of the desired methods for an entire class. You could use it when
这个接口提供了整个类中所需方法的规范说明。当实现附录 B 中程序清单 B-1 所示的
implementing a class such as Name, as shown in Listing B-1 of Appendix B. Additionally, you
should如
beName
able to这样的类时可以使用它。另外，只看这个接口，就应该能为类写一个客户。
write a client for the class just by looking at the interface.

P.15

P.15

NameInterface
程序清单
LISTING
P-2 P-2
The 接口
Java interface
NameInterfac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 An interface
for a
of */
names. */
/** An1 interface
for a class
ofclass
names.
public interface
NameInterface
public2 interface
NameInterface
3 {
{
4 Sets /**
the
first
last names.
/**
the Sets
first
and
lastand
names.
@param firstName
string
is the desired
first name.
5 @param firstName
A stringA that
is that
the desired
first name.
6 @param lastName
@param lastName
string
is the desired
last*/name. */
A stringA that
is that
the desired
last name.
7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firstName,
String lastName);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firstName,
String lastName);
8

9 Gets /**
full name.
/**
the Gets
full the
name.
10 @return @return
string containing
theand
first
last */
names. */
A stringAcontaining
the first
lastand
names.
11
publicgetName();
String getName();
public
String
12

13
public
void setFirst(String
firstName);
public
void
setFirst(String
firstName);
14
publicgetFirst();
String getFirst();
public
String
15
16
public
17
public
18
19
public
20
21
public
22 }

public
void setLast(String
lastName);
void
setLast(String
lastName);
publicgetLast();
String getLast();
String
public
void giveLastNameTo(NameInterface
void
giveLastNameTo(NameInterface
aName); aName);

publictoString();
String toString();
String
//
end
NameInterface
} // end NameInterface

giveLastNameTo
NameInterface—而不
注意，方法
Notice
that the
data type of the的参数的数据类型是接口
parameter of the method —
giveLastNameTo is an
Name NameInterface
这样的类。我们将在段
是像
—insteadP.19
of a 的开头来谈论接口作为数据类型的话题。现在，只需
class such as Name. We will talk about interfaces as
interface—
data
types
beginning
with
Segment
P.19.
For
知道接口不应该限制实现它的类的名字。 now, simply be aware that an interface should
not restrict the name of the class or classes that might implement it.

注：命名一个接口

Note: Naming an interface

接口名，特别是
Javathose
中标准的接口名，常常以“
able ”结尾，例如
。这
Interface
names, particularly
that are standard in Java, often
end in “able,” such as
样的结尾并不总能提供一个好名字，所以也常会使用“
er ”或是“
Interface
Measurable
. That ending does not always provide a good name, so endings
such as
“er” or ”作为结
“Interface”
are
also
used.
Just
as
Java’s
exception
names
end
in
“Exception,”
we
will
尾。与 Java 的异常以“ Exception ”为结尾一样，接口常以“ Interfaceusually
”为结尾。
end our interface names with “Interface.”
Measurable

plementing an 实现一个接口
Interface
P.16

Any 实现接口的任何类，必须要在类定义的开头使用
class that implements an interface must state this at implements
the beginning 子句进行说明。例如，如
of its definition by
usingCircle
an implements clause.
For
example,
if
a
class
Circle implemented the interface
实现了接口 Measurable，它的开头就是下面这种形式的：
果类
Measurable, it would begin as follows:
public class Circle implements Measurable

PRELUDE

_SE_PRE1.indd 13

The
class
definition
each
method
in the interface.
然
后，
类then
必 须must
定 义provide
接 口 中a 声
明 的 每for
个方
法。
本 例 declared
中， 类 Circle
必 须 至In
少 this
实现方法
Designing
Classes
example,
the class Circle must implement at least the methods getPerimeter and getArea.
getPerimeter 和 getArea。
Measurable
Square，这个类的开头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写一个实现
If we wrote a class Square that的类
implemented
Measurable, the class would begin as
public class Square implements Measurable

and would define at least the methods getPerimeter and getArea. Clearly,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two methods would differ from those in the class Circle.
2/2/18 12:30 AM
Figure P-3 illustrates the files that contain Measurable, Circle, Square, and their client.

P.16

public class Square implements Measurable

and would define at least the methods getPerimeter and getArea. Clearly,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two methods would differ from those in the class Circle.
Figure P-3 illustrates the files that contain Measurable, Circle, Square, and their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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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FIGURE P-3

The files for an interface, a class that implements the interface,
and the client
且它至少应该定义方法 getPerimeter 和 getArea。显然，这两个方法的定义不同于它们

在类 Circle
The interface

中的定义。

The client

The classes

图 P-3 展示的是 Measurable、Circle、Square 及它们的客户所在的文件。
ᐎ

ி֫

图 P-3

࢞ଋ

用于接口、实现接口的类及其客户的文件

Note: Writing an interface is a way for a class designer to specify methods for another

programmer. Implementing an interface is a way for a programmer to guarantee that a
注：写接口是类的设计人员向其他程序员规范说明方法的一种方式。实现接口是程序
class has
defined certain methods.

员确保类已经定义了某些方法的一种方式。
注：不同的类或许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同一个接口。例如，可以有多个类实现接口

Note: Several classes can implement the same interface, perhaps in different ways.

Measurable
getPerimeter
，且为方法
和 getArea
写各自的版本。
For example,
many classes
can implement
the interface
Measurable
and provide their
own version of the methods getPerimeter and getArea.

示例。想象用于如圆、球体和圆柱体等不同几何形状的类。其中的每一个几何体都有

P.17

一个半径。我们可以定义下列接口，让类来实现它：
Example. Imagine classes for various geometric forms like circles, spheres, and cylinders. Each of
interface
thesepublic
forms has
a radius.Circular
We could define the following interface that our classes would implement:

P.17

{
public interface Circular
public void setRadius(double newRadius);
{
public double getRadius();
public void setRadius(double newRadius);
} // end Circular
public double getRadius();
} // end Circular

接口能知道已经定义了半径，所以为这个量声明设置方法和获取方法。但是，不能为半

This interface recognizes that a radius will exist, and so declares both set and get methods for it.
径声明数据域。实现接口的类来做这件事。
However, it cannot declare a field for the radius. The class that implements the interface will do that.
如下所示：
实现这个接口的类
A class Circle that Circle
implements
this interface could appear as follows:

695_05_SE_PRE1.indd 14

public class Circle implements Circular
{
private double radius;
public void setRadius(double newRadius)
{
radius = newRadius;
} // end setRadius
public double getRadius()
{
return radius;
} // end getRadius
public double getArea()
{
return Math.PI * radius * radius;
} // end getArea
} // end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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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double
getArea()
return
radius;
{} // end getRadius
return
Math.PI
* radius * radius;
public
double
getArea()
}{ // end getArea
} // end
Circle
return
Math.PI * radius * radius;
} //
end a
getArea
The class
defines
private data field radius, and
} // end Circle

设 计 类
11
implements the methods setRadius and
getRadius that the interface Circular declares. An interface cannot contain a data field like
The class
defines
private data field radius, and implements the methods setRadius and
radius
, since
it isaprivate.
radius，且实现了接口
Circular
setRadius
类定义了一个私有数据域
中声明的方法
getRadius
that the interface Circular
declares. An interface
cannot
contain a data
field like 和
radius
,
since
it
is
private.
getRadius。接口中不能含有像 radius 这样的数据域，因为它是私有的。
Note: A class can define more methods than are declared in the interfaces it implements. For
example, the class Circle defines the method getArea, which is not in the interface Circular.
类 中 定 义 的 方 法 个 数 可 以 超 出 它 实 现 的 接 口 中 声 明 的 方 法 个 数。 例 如， 类
Note:注：
A class can define more methods than are declared in the interfaces it implements. For
Circle
getArea
Circular
定义了方法
，它没有包含在接口
中。
example, the class
Circle defines
the method
getArea, which
is not in the
interface Circular.
P.18 Multiple interfaces. A class can implement more than one interface. If it does, you simply list
多个接口。类可以实现多个接口。如果想这样做，只需列出所有的接口名，并以逗号
all the
interface names, separated by commas. If the class is derived from another class, the
Multiple interfaces.
A classfollows
can implement
more
than one
interface.
If it extends
does, you子句的后面。
simply list
implements
clause always
the extends
clause.
Thus,
you could
write
P.18 分隔即可。如果类从另一个类派生而来，则
implements
子句永远在
all the
interface
names,
separated
commas.
If the class
is derivedCircular
from another class, the
public
class
Circle
extends by
Shape
implements
Measurable,
所以可以写：
implements clause always follows the extends clause. Thus, you could write
To remember this order, note that the reserved words extends and implements appear alphapublic class Circle extends Shape implements Measurable, Circular
betically
in the heading of the class.
To remember
thisimplements
order, noteseveral
that theinterfaces
reserved
words
extends
implements
A
class
that
must define
eachand
method
declaredappear
in thealphainterextends
和 implements
在类头中以字母序出现
要想记住这个次序，只需记着保留字
betically
in the
heading
ofheader
the class.
faces.
If the
same
method
appears in more than one interface that a class implements,
即可。
A class
that only
implements
several interfaces
must define each method declared in the interthe class
defines
one corresponding
method.
实现多个接口的类必须定义接口中声明的每个方法。如果类实现的多个接口中出现了相
faces.
If the
samederive
method
header
appears
moreone
thanbase
oneclass.
interface
a class implements,
You
cannot
a class
from
moreinthan
Thisthat
restriction
avoids the
the class defines
only oneconflicting
corresponding
method.
possibility
of inheriting
implementations.
But a Java interface contains method
同的方法头，则类中只需定义一个方法。
You cannot
a class fromAmore
one base class.
This restriction
avoids the
specifications,
notderive
implementations.
class than
can implement
these specifications
regardless
of
不能从多个基类派生一个类。这个限制避免了实现继承时可能出现的冲突。Java
接口中
possibility
of appear
inheriting
conflicting
But aseveral
Java interface
contains
method
whether
they
in one
interfaceimplementations.
or are spread among
interfaces.
By allowing
a
含有方法的规范说明，但不去实现它们。类可以实现这些规范说明，而不管它们是出现在一
specifications,
not implementations.
A class can
thesemultiple
specifications
regardless
of
class
to implement
any number of interfaces,
Javaimplement
approximates
inheritance
without
whether
they appear
in one
interface or are spread among several interfaces. 既实现了多重继
By allowing a
个接口中还是出现在多个接口中。通过允许类实现多个接口这种机制，Java
the
complications
it can
cause.
class
to
implement
any
number
of
interfaces,
Java
approximates
multiple
inheritance
without
承，又去掉了它可能引起的混乱。
the complications it can cause.
Question
5 Write
Java interface
that specifies and declares methods for a class of students.
学习问题
5 a写一个
Java 接口，规范定义学生类并声明其中的方法。

P.18

Question
65Begin
definition
of athat
classspecifies
that implements
the interface
wrote
in answer
学习问题
6 the
Question
Write
a定义一个类，实现前一个问题中你写的接口。要包含数据域、构造方法
Java
interface
and declares
methodsthat
for ayou
class
of students.
to the previous
question. Include data fields, a constructor, and at least one method definition.
及至少一个方法的定义。
Question 6 Begin the definition of a class that implements the interface that you wrote in answer
to the previous question. Include data fields, a constructor, and at least one method definition.

Interface as a接口作为数据类型
Data Type

can use a Java interface as you would a data type when
declare a variable, a data field,
P.19
当声明变量、数据域或方法的参数时，可以将
Java you
接口用作数据类型。例如，段
P.15
Interface
as a You
Data
Type

or a method’s parameter. For example, the method giveLastNameTo in Segment P.15 has a
giveLastNameTo 有一个类型为 NameInterface 的参数：
You can use
a Javatype
interface
as you would :a data type when you declare a variable, a data field,
parameter
whose
is NameInterface
P.19 中的方法
or apublic
method’s
parameter.
For example, the method
giveLastNameTo in Segment P.15 has a
void
giveLastNameTo(NameInterface
aName);
parameter whose type is NameInterface:
Any argument that you pass to this method
must be an object of a class that implements
NameInterface
传给这个方法的任何实参，必须是实现
public void giveLastNameTo(NameInterface aName);的类的对象。
NameInterface
.
aName 的类型声明为一个类（例如 Name）呢？我们想让接口独立于实现它的
Any为什么不将
argument that
you pass to this method must be an object of a class that implements
NameInterface 作为参数的类型，能保证方法
类，因为实现一个接口的类可以有多个。使用
NameInterface.

_SE_PRE1.ind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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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参具有 NameInterface 中声明的所有方法。通常，如果数据类型是接口，你能保证方法
的参数具有特定的方法，即接口中声明的那些方法。另一方面，参数只有那些方法。
要是一个类 C 的头不含有 implements NameInterface 短语，仍实现了接口中的方法，
又会如何呢？那你不能将 C 的实例作为参数传给 giveLastNameTo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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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将接口当作变量的类型，这意味着，这个变量可以引用一个对象，它有一组方法
且仅有这组方法。
注：接口类型是引用类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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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如下变量声明
NameInterface myName;

使得 myName 成为一个引用变量。现在 myName 可以指向实现 NameInterface 的任意一个
类的任意对象。故如果 Name 实现了 NameInterface，且有
myName = new Name("Coco", "Puffs");

则 myName.getFirst() 返回指向字符串 "Coco" 的引用。如果类 AnotherName 也实现了
NameInterface，且随后写了语句：
myName = new AnotherName("April", "MacIntosh");

则 myName.getFirst() 返回指向字符串 "April" 的引用。
学习问题 7

为能利用 NameInterface，需要对学习问题 5 中写的接口及实现它的类

Student 做哪些修改？

派生一个接口
P.21

一旦有了一个接口，就可以使用继承机制从它派生另一个接口。事实上，可以从多个接
口派生一个接口，虽然不能从多个类派生一个类。
当一个接口继承另一个接口时，它具有所继承接口中的所有方法。所以你可以创建一个
接口，它含有已有接口中的方法，再加上一些新方法。例如，考虑宠物的类及下列接口：
public interface Nameable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petName);
public String getName();
} // end Nameable

可以继承 Nameable 来创建接口 Callable：
public interface Callable extends Nameable
{
public void come(String petName);
} // end Callable

实现 Callable 的类必须实现方法 come、setName 和 getName。
P.22

还可以从多个接口派生一个新接口，如果愿意，甚至还可以添加更多的方法。例如，假
定除了前两个接口外还定义了下列接口：
public interface Capable
{
public void hear();
public void respond();
} // end Capable
public interface Trainable extends Callable, Capable
{
public void sit();
public void speak();
public void lieDown();
} // end Trainable

则实现 Trainable 的类必须实现方法 setName、getName、come、hear 和 respond，以及
方法 sit、speak 和 lieDown。

设 计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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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Java 接口可以从几个接口派生，虽然不能从多个类派生一个类。

学习问题8

假 定 含 有 方 法 setName 的 类 Pet， 还 没 有 实 现 段 P.21 中 的 接 口

Nameable。你能不能将 Pet 的实例当作有下列方法头的方法的参数？
void enterShow(Nameable petName)

接口内的命名常量
接口可以含有命名常量，即已初始化且声明为终极变量的公有数据域。如果你想实现几
个类共享一组通用的命名常量，则可以将常量定义在一个接口中，让类来实现接口。也可以
将常量定义在一个单独的类中而不是一个接口中。本节我们讨论这两种方式。不管选择哪种
方式，当前都只有一组常量可用。
假定有几个类必须将尺寸转换为公制。可以将换算因子定义为这些类可共享的常量。我
们将常量放到一个接口中。
常量的接口。下列接口定义了三个命名常量：

P.23

public interface ConstantsInterface
{
public static final double INCHES_PER_CENTIMETER = 0.39370079;
public static final double FEET_PER_METER = 3.2808399;
public static final double MILES_PER_KILOMETER = 0.62137119;
} // end ConstantsInterface

任何接口除了声明方法外还可以定义常量，不过上面这个接口只含有常量。
要在一个类中使用这些常量，可以在类定义中写 implements 子句。然后在整个类内可
按名使用常量。例如，考虑下面这个简单的类：
public class Demo implements ConstantsInterfac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ystem.out.println(FEET_PER_METER);
System.out.println(ConstantsInterface.MILES_PER_KILOMETER);
} // end main
} // end Demo

用接口名来限定常量是可选的。但是，如果同一个命名常量定义在一个类实现的多个接
口中，则在类中必须用接口名来限定常量。
程序设计技巧：为了保持一致性，始终用相关类或接口的名称限定常量的名称。
常量的类。为了同样的目的，可以不将常量定义在接口中，而是将其定义在类中：
public class Constants
{
private Constants()
{
} // end private default constructor
public static final double INCHES_PER_CENTIMETER = 0.39370079;
public static final double FEET_PER_METER = 3.2808399;
public static final double MILES_PER_KILOMETER = 0.62137119;
} // end Constants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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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常量中的每一个都有唯一的值，每一个都只有一个拷贝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将
它们声明为静态的。注意私有构造方法。因为类中提供了一个构造方法，所以 Java 就不提
供了。因为我们的构造方法是私有的，所以客户不能创建类的实例。
使用这个类很简单，如下例所示：
public class Demo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ystem.out.println(Constants.FEET_PER_METER);
System.out.println(Constants.MILES_PER_KILOMETER);
} // end main
} // end Demo

必须在常量名的前面加上类的名字及一个点。这可能是一个优点，读你程序的人立刻会
明白常量来自哪里。如果这样做比较麻烦，则可以定义常量的一个本地拷贝，如
final double FEET_PER_METER = Constants.FEET_PER_METER;

然后用它来替代。
设计决策：常量应该定义在接口中还是类中
程序员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似乎是不一致的。即使在 Java 类库中也含有两种形式
的例子。一般地，常量定义应该是在类内的实现细节。接口声明方法，所以属于规范
说明范畴，而不是实现范畴。将接口仅用于方法是一个合理的准则。

选择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规范说明类和实现类的话题，描述了要说明或实现的类。
如果必须从零开始设计一个应用程序，你该如何选择所需的类呢？本节介绍软件设计人员在
选择及设计类时会用到的一些技术。虽然在本书中我们会不断提到这些技术，但我们的目的
只是向你介绍这些思想，未来的课程会更深入地介绍选择和设计类的方法。
P.25

假定我们正在设计一个你学校使用的注册系统。应该从何处着手？有效的切入点应该是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系统，包括：
● 谁来使用系统？与系统交互的人类用户或软件组件称为角色（actor）。所以第一步是
列出可能的角色。对于一个注册系统来说，两个角色可能是学生和注册员。
● 每个角色对系统能做什么？脚本（scenario）是角色与系统之间进行交互的功能描述。
例如，学生能添加一门课程。这个基本脚本可以变化，从而引出其他脚本。例如，
当学生试图添加已经关闭的课程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故第二步是确定脚本。做这件
事的一种方式是将“当……时会发生什么”问题补充完整。
● 哪些脚本涉及共同目标？例如，我们刚描述的两个脚本与添加一门课程这个共同目
标有关。这样的相关脚本集合称为用例（use case）。故第三步是确定用例。
通 过 画 用 例 图（use case diagram）， 能 得 到 正 在 设 计 的 系 统 所 涉 及 的 用 例 的 总 体 图。
图 P-4 是这个简单的注册系统的用例图。每个角色 —学生和注册员—用简笔画人来表
示。盒式方框表示注册系统，方框中的椭圆是用例。如果角色和用例之间存在交互，则两者
之间用线连接起来。

设 计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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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有些用例涉及一个角色，另外一些涉及两个角色。例如，申请入学只用于学
生，注册学生只用于注册员。不过，学生和注册
ҥᐹᒇ

员都能在学生课表中添加一门课程。

ᆃᤗҍࡽ

注：用例从角色的角度描述系统，它们不
ҥࡽᅸ

一定就暗示着系统内的类。

ཧԟ̣ᤞፐ

标识类

ӮᲢ̣ᤞፐ

虽然画用例图是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一步，但

ࡽᅸ

ҥ
ನጅᤞፐᡌ

它没有标识出系统内必需的类。这可能会涉及几

Ьిܰܪ

项技术，而你或许会用到其中的一些。
一项简单的技术是描述系统，然后标识出描
述中的名词和动词。名词可能暗示着类，而动

P.26

图 P-4

注册系统的用例图

词可能暗示着类内相应的方法。鉴于自然语言不严谨，这项技术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但它很
有用。
例如，可以用一系列步骤来描述图 P-4 中的每个用例。图 P-5 给出的用例描述，是从学
生角度添加一门课程这个用例。注意，当系统没有识别出学生或所需的课程已关闭时，分别
使用替代的步骤 2a 和步骤 4a。
系统：注册
用例：添加一门课程
角色：学生
步骤：
1. 学生输入身份数据。
2. 系统确认注册资格。
a. 如果注册资格不合格，要求学生再次输入身份数据。
3. 学生从课程设置列表中选择课程的具体部分。
4. 系统确认课程的有效性。
a. 如果课程已经关闭，则允许学生返回步骤 3 或退出。
5. 系统将课程添加到学生课程表中。
6. 系统显示修改后的学生课程表。

图 P-5

添加一门课程用例的描述

这个描述能暗示出哪些类呢？查看名词，我们能确定一些类，用来表示一名学生、一门
课程、所有课程设置列表及学生课程表。动词暗示着一些动作，包括确认学生注册资格是
否合格、查看一门课程是否已经关闭，以及将一门课程添加到学生课程表中。下节将介绍的
CRC 卡，是将这些动作转为类的一种方法。

CRC 卡
索引卡是研究类的目标的一项简单技术。每个卡表示一个类。为类选择一个描述性的名
字，并将它写到卡的最上面，这是第一步。然后列出表示类的职责（responsibility）的动作。
对系统内的每个类都这样处理。最后，标识出类间的交互，即协作（collaboration）。也就是
说，在每个类的卡上写出与它有某种交互的其他类的名字。由于卡上的内容，因此将其称为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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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职责协作（Class-Responsibility-Collaboration，CRC）卡。
例如，图 P-6 所展示的 CRC 卡表示的是学生已经注册的课程的类 CourseSchedule。
注意，每张卡很小，所以只能写简单的说明。职责个数必须少，它暗示着你站在高层考虑很
小的类。卡片的尺寸能让你将其放在桌面上，当你查找协作时可以方便地移动它们。
CourseSchedule
职责
添加一门课程
删除一门课程
检查时间冲突
显示课程表
协作
课程
学生

图 P-6

学习问题 9

类职责协作（CRC）卡

为附录 C 中所给的类 Student 写 CRC 卡。

统一建模语言
P.28

图 P-4 中的用例图是更强大表示法的一部分，这种表示法称为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设计人员使用 UML 来说明软件系统中必需的类及它们的关系。
UML 能给出复杂系统的整体视图，比用自然语言或程序设计语言描述更有效。例如，英语
可能有二义性，Java 代码提供更多的细节。给出明确的类之间的交互图，是 UML 的强项
之一。
除了用例图之外，UML 还能提供类图，将每个类的描
述 放 在 类 似 于 CRC 卡 的 方 框 中。 方 框 内 包 含 类 名、 属 性
（attribute）
（数据域）和操作（operation）
（方法）。例如，图 P-7
所示为类 CourseSchedule 的方框。一般地，方框中省略如
构造方法、获取方法和设置方法这样的公共操作。
随着设计的推进，当你描述一个类时可以提供更多的细
节。表示域或方法的可见性时，可以在其名字前加上一个符
号，+ 用于公有的，- 用于私有的，而 # 用于保护的。还可以

CourseSchedule
courseCount
courseList
addCourse(course)
removeCourse(course)
isTimeConflict()
listSchedule()

图 P-7

组成类图的类的表示

在域、参数或返回值后加上一个冒号，然后写上它的数据类型。故在图 P-7 中可以有如下的
数据域：
−courseCount: integer
−courseList: List

而方法如下：
+addCourse(course: Course): void
+removeCourse(course: Course): void
+isTimeConflict(): boolean
+listSchedule(): void

设 计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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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Course(course: Course): void
+removeCourse(course: Course): void
+isTimeConflict(): boolean
+listSchedule(): void

在 UML 中表示接口非常类似于表示类的方式，只是要在名字前加上 <<interface>>。
段 P.14 中接口 Measurable 的表示如图 P-8 所示。
<<interface>>
Measurable

+getPerimeter(): double
+getArea(): double

图 P-8

接口 Measurable 的 UML 表示

附录 B 中给出的类 Name 的 UML 类图是什么样的？

学习问题 10

在类图中，连接了类的方框的线表示类间的关系，包括继承层次。例如，图 P-9 中的
类图表示类 UndergradStudent 和 GradStudent 都继承自 Student 类。空心箭头指向超
类。在 UML 中，超类 Student 称为 UndergradStudent 和 GradStudent 的泛化（generalization）。
如果类实现了一个接口，则从类到接口间画一条带空心箭头的虚线。例如，段 P.16 中
的类 Circle 实现了接口 Measurable。图 P-10 展示了这个关系。
Student
<<interface>>
Measurable

+getPerimeter(): double
+getArea(): double

UndergradStudent

GradStudent
Circle

+getPerimeter(): double
+getArea(): double

图 P-9

表示基类 Student 及其两个子类的类图

图 P-10

展示实现了接口 Measurable 的
类 Circle 的类图

关联（association）是两个不同类的对象间的关系。基本上，关联就是 CRC 卡称为协作
的关系。例如，类 Student、CourseSchedule 和 Course 之间存在的关系。图 P-11 展示
了 UML 如何用箭头表示这些关系。例如，类 CourseSchedule 和 Course 之间的箭头，表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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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类 CourseSchedule 的对象和类 Course 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个箭头指向 Course，表
示职责。所以，CourseSchedule 对象应该能告诉我们它包含的课程，但 Course 对象不能
告诉我们它属于哪个课程表。UML 称这种表示为可操纵性（navigability）。
CourseSchedule

Student
1

图 P-11

1

Course

*

0..10

有关联关系的部分 UML 类图

这种特殊的关联称为单向的（unidirectional），因为它的箭头指向一个方向。两端都有箭
头的线表示的关联称为双向的（bidirectional）。例如，Student 对象能找到它的课程表，而
CourseSchedule 对象能找到它所属的学生。可以假定，不带箭头的线表示的关联的可操纵

性，在设计的当前阶段尚未确定。
每个箭头的末端都是数字。在 CourseSchedule 和 Course 之间箭头的前端，如你所见
标注的是 0..10，这个符号表示每个 CourseSchedule 对象与 0 ～ 10 门课程关联。这个箭头
的另一端是星号，它的含义与记号 0.. ∞是一样的。每个 Course 对象可以与许许多多的课
程表相关联—或者一个都不关联。类图还表示了 Student 对象和 CourseSchedule 对象
之间的关系。箭头两端的记号称为关联的基数（cardinality）或多样性（multiplicity）。
学习问题 11

将图 P-9 和图 P-11 合成一个类图。然后添加类 AllCourses，它表示

本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你必须添加的新关联有哪些？

重用类
P.30

当你首次着手写程序时，很容易有这样的印象，即每个程序都是从零开始设计且编写
的。相反，大多数软件是融合了已有组件与新组件而形成的。这种机制节省了时间和经费。
另外，已有的组件已经用过很多次了，所以更易测试且更可靠。
例如，公路模拟程序可能包含一个新的公路对象来模拟新的公路设计，但它或许使用已
在其他程序中设计的汽车类来模拟汽车。当你标识出项目中所需的类时，应该看看这些类是
否已存在。能不能使用它们，或是把它们当作新类的基类？

P.31

当设计新类时，应该设法保证它们在未来容易重用。必须明确标出类的对象如何与其他
的对象进行交互。这是我们在本序言的第一段讨论过的封装原则。但封装不是唯一要遵守的
原则。设计类时还必须让对象通用，而不是专为某个程序量身定做。例如，如果程序要求所
有的模拟汽车只向前移动，你也应该让汽车类包含后退动作，其他的一些模拟可能会要求汽
车后退。
不可否认，你无法预知你的类在未来的所有用途，但你可以而且也应该避免这种依赖
性，以免限制其日后的使用。第 18 章介绍了设计类时应始终将其未来的使用牢记在心。
利用本序言讨论的原则来设计一个带接口、可重用，且有适用于 javadoc 注释的类，

设 计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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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花工夫的。设计一个满足具体问题的方案花的时间会少一些。当你或其他程序员需要重
用接口或类时，付出终有回报。如果你写组件时考虑了未来，它们的每次使用就会更快、更
容易。从长远来看，真正的软件开发人员运用这些原则是省时的，因为节省时间即节省了金
钱，所以你应该运用它们。

练习
1. 考虑段 P.15 中定义的接口 NameInterface。我们只为两个方法写了注释。为另外的每个方法写
出符合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2. 考虑段 P.16 和段 P.17 给出的类 Circle 和接口 Circular。
a. 是客户还是方法 setRadius 负责保证圆的半径是正数？
b. 为方法 setRadius 写一个前置条件和一个后置条件。
c. 为方法 setRadius 写适合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d. 修改方法 setRadius 及它的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改变回答问题 a 时提到的职责。
3. 为称为 Counter 的类写一个 CRC 卡及类图。这个类的对象用于统计，所以它将记录次数，这是一
个非负整数。包括的方法有：为给定整数设置计数器，计数器加 1，计数器减 1。另外，还有将当前
计数器作为整数返回的方法，将当前计数器作为可显示在屏幕上的字符串返回的方法 toString，
测试当前计数器是否为 0 的方法。
4. 假定想为餐馆设计软件，给出下单及结账的用例，列出可能的类的列表。挑选其中的两个类，为它
们写 CRC 卡。

项目
1. 为练习 3 设计的类 Counter 创建一个接口，包括能用于 javadoc、说明类中方法的注释。所有的
方法都不允许计数器的值为负数。
2. a. 为附录 C 的程序清单 C-3 中给出的 CollegeStudent 类写一个 Java 接口。
b. 类 CollegeStudent 实现问题 a 中所定义的接口，要做哪些修改？
3. 假定你想设计一个类，每次给它一个数。类中计算到目前为止所给数的最小值、次小值及平均值。
为这个类创建一个接口，包括说明类中方法的符合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4. 考虑分数类 Fraction。每个分数都有符号，且有整数的分子和分母。你的类应该能对两个分数进
行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运算。这些方法应该有一个分数作为参数，且应该将操作结果作为分数
返回。类还应该能查找分数的倒数、比较两个分数、确定两个分数是否相等，及将分数转换为字符
串等。
这个类应该能处理分母为零的情况。分数总应该表示为最简的形式，且类应该负责检查这个条
件。例如，如果用户试图创建一个如 4/8 这样的分数，则类应该将分数设置为 1/2。同样，所有算术
运算的结果也应该是最简的形式。注意，一个分数可能是不正确的—分子大于分母，这样的分数
应该表示为最简的形式。
设计但不实现类 Fraction。从为这个类写 CRC 卡入手。然后写一个 Java 接口，声明每个公
有方法，包括说明每个方法的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5. 写一个 Java 类 Fraction，实现前一个项目中设计的接口。从写合理的构造方法入手。设计并实
现有用的私有方法，包括说明它们的注释。
为将像 4/8 这样的分数化为最简形式，需要将分子和分母同除以它们的最大公约数。4 和 8 的
最大公约数是 4，所以当将 4/8 的分子和分母同除以 4 时，得到分数 1/2。下列递归算法找到两个正
整数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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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gcd(integerOne, integerTwo)
while (integerTwo != 0)
{
r = integerOne % integerTwo
integerOne = integerTwo
integerTwo = r
}
return integerOne

Algorithm gcd(integerOne, integerTwo)

if (integerOne % integerTwo == 0)
result = integerTwo
else
result = gcd(integerTwo, integerOne % integerTwo)
return result

如果强制让分数的分母为正数，则很容易确定分数的正确符号。但是你的实现必须处理客户可
能提供的负数分母的情况。
写一个充分展示你的类的程序。
6. 混 合 数 含 有 整 数 部 分 和 分 数 部 分。 使 用 前 一 个 项 目 中 设 计 的 类 Fraction， 为 混 合 数 设 计 类
MixedNumber。为 MixedNumber 提供类似于 Fraction 的操作，即为混合数提供设置、获取、
加法、减法、乘法及除法操作。混合数的分数部分应该是最简形式，分子应严格小于分母。
为这个类写一个 Java 接口，包括 javadoc 注释。
7. 实现前一个项目设计的类 MixedNumber。尽可能使用 Fraction 中的操作。例如，要让两个混合
数相加，将它们转为分数，使用 Fraction 类的加法操作进行相加，然后将结果分数转为混合数。
其他的算术操作使用类似的技术实现。
如果不仔细，那么混合数的符号可能是个难处理的问题。数学上规定，整数部分的符号与分数
部分的符号一致是有意义的。例如，如果有一个负数分数，混合数的 toString 方法将得到字符串
"-5 -1/2"，而不是 "-5 1/2"，这是通常所期望的。下面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大大简化计算。
混合数的符号表示为字符数据域。一旦设置了这个符号，则让整数和分数部分都为正。当创建
混合数时，如果给定的整数部分非零，则让整数部分的符号与混合数的符号一样，而忽略分数的分
子和分母的符号。但是，如果给定的整数部分为零，则让所给分数的符号与混合数的符号一致。
8. 考虑两个相同的桶。一个桶挂在天花板的钩子上，且装有液体。另一个桶是空的，且放在地板上，
正对在第一个桶的下面。突然在第一个桶的底部有一个小洞，液体从满桶流向地板上的空桶中，如
下图所示：

液体不断地流出，直到上面的桶为空时为止。
为说明这个动作的程序设计类。当程序开始执行时，它应该显示泄漏发生前两个桶的原始条
件。判断泄漏是自然发生还是用户给出信号时，例如按下回车键或是按下鼠标。如果是后者，应该
让用户将光标放在桶底，用来指出泄漏发生的位置。

设 计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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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CRC 卡及 Java 接口，包括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9. 实现前一个项目中泄漏桶程序的设计。
10. 里程表记录汽车的行驶里程。机械式里程表含有几个转盘，当车行驶时它们会转动。每个转盘显
示 0 ～ 9 的一位数字。最右侧的转盘转得最快，每行驶 1 英里 其数加 1。一旦转盘转到 9 后，下
一

一英里时它又转回 0，而它左侧转盘的值增 1。可以推广这种转盘的行为，即赋给它们的符号不仅
仅是 0 ～ 9。这种转盘计数器的示例包括：
● 一个二进制里程表，其每个转盘显示 0 或 1。
● 有三个转盘的桌面日期显示表，分别用于显示年、月和日。
● 掷骰子显示器，每个转盘显示一个骰子上的点数。
写一个用于通用转盘计数器的 Java 接口，最多有 4 个转盘。另外，写一个 Java 接口，用于表
示转盘的类。包括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11. 实现前一个项目中描述的通用转盘计数器的设计。写程序计算 4 个骰子所显示的值的和大于 12 的
概率。（和大于 12 的骰子数，除以可能的骰子总数。
）使用转盘计数器实例得到所有可能的 4 个六
面骰子。例如，如果转盘从 [1, 1, 1, 1] 开始，则转盘计数器将如下增加：[1, 1, 1, 2]、[1, 1, 1, 3]、[1,
1, 1, 4]、[1, 1, 1, 5]、[1, 1, 1, 6]、[1, 1, 2, 1]，等等。
12. 使用前两个项目描述的通用转盘计数器的设计和实现，写一个类来表示有 4 个转盘的桌面日期显
示器，每个转盘分别表示星期、月、日和年。注意，一天的星期名和日期数的变化速度是一样的，
但它们的基点数是不一样的。它们不属于同一个转盘计数器。
13.（游戏）设计并实现视频游戏中的角色类。类的数据应该含有角色的名字、身高、体重、道德和健
康。我们把一个角色的道德表示为一个实数，从 -1.0（邪恶）到 0.0（中性）再到 1.0（善良）。角
色的健康表示为一个实数，从 0.0（死亡）到 1.0（完全健康）之间。初始时，角色是完全健康的，
且有中性的道德。客户应该能初始化角色的名字、身高和体重。包括下列操作：
● heal—按照客户提供的百分比来增大角色的健康值。
● injure—按照客户提供的百分比来减小角色的健康值。
● change—基于用户提供的参数按照随机百分比改变角色的道德值。正的参数增大道德值，负
的参数减小道德值。
● toString—返回描述角色数据域当前值的一个字符串。
为规范说明的每个方法写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14.（财 务） 像 支 票 账 户、 信 用 卡 账 户 和 贷 款 账 户这样的金融账户有一些共同点。新交易 — 借和
贷—可以记入账户中，且如果它们还没有被接受，则可以被取消。账户可以被接受，并可以提
供其当前余额和所有交易。
a. 设计类 Transaction 和类 FinancialAccount。为规范说明的每个方法提供 javadoc 风
格的注释。
b. 画 UML 类图，包括类 Transaction、FinancialAccount、CreditCardAccount 和 CheckingAccount。
15.（电子商务）设计并实现在线商店中可用产品的类。每个产品有名字、类别、描述、商店 ID、制造
商 ID、价格和当前库存。初始时，产品必须有用户指定的名字、商店 ID 和价格。包括的方法有基
于用户指定的值设置产品的属性，还要提供两个方法：调整产品的当前库存以及返回描述产品数
据域当前值的一个字符串。为规范说明的每个方法提供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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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Data Structures and Abstractions with Java, Fifth Edition

包
先修章节：序言、附录 C
目标
学习完本章后，应该能够
● 描述抽象数据类型（ADT）的概念
● 描述 ADT 包
● 在 Java 程序中使用 ADT 包
本章基于序言中提出的封装和数据抽象的概念，提出了抽象数据类型的表示。或许你已
经知道，像 int 或 double 这样的数据类型（data type）是一组值及使用某种特定的程序语
言定义的这些值上的操作。相比之下，抽象数据类型（Abstract Data Type，ADT）是在概念
层面上定义的一组值及这些值上的操作的规范说明，是独立于任何程序设计语言的。数据结
构（data structure）是使用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实现的 ADT。
本章还概括了对象分组的概念。集合（collection）是将其他对象组成一组，并为它的客
户提供不同服务的 ADT。具体来说，一个典型的集合，能让客户添加、删除、获取及查询
它表示的对象。不同的集合用于不同的目的。它们的行为是抽象的，且目的因集合而不同。
虽然集合是一个抽象数据类型，但是，ADT 不一定是集合。
我们将规范说明并使用 ADT 包，以便给出集合及抽象数据类型的一个示例。为此，我
们将为包提供一个 Java 接口。仅需了解这个接口，就能将包用在 Java 程序中。不需要知道
包中的项是如何保存的，也不需要知道包的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实际上，你的程序不依赖于
这些规范说明。正如你将看到的，程序的这个重要特性就是数据抽象的全部。

什么是包
1.1

设想一个纸袋、可重复使用的布袋或者一个塑料袋子。当人们购物、打包午餐或吃土豆
片时会用到袋子。袋子里装着东西。在日常用语中，袋子是一类容器。但在 Java 中，容器
（container）是一个对象，它的类派生于标准类 Container。这样的容器用在图形程序中。
在 Java 中，不把包（bag）看作一个容器，而看作一种集合。
包与其他集合的区别是什么呢？包仅仅是包含它的项。既不能按某种方式排定项的次
序，也不能避免重复的项。大多数的行为可由其他类型的集合执行。当描述本章设计的集
合的行为时，要谨记一点，就是我们受一个实际的物理包的启发来规范说明一个抽象的概
念。例如，纸袋内装着不同大小和形状的东西，且没有特定的次序，也不考虑它的重复性。
我们的抽象包将含有无序且可能重复的对象，但我们强调，这些对象有相同或相关的数据
类型。
注：包是没有特定次序的对象的有限集合。这些对象具有相同或相关的数据类型。包
可以包含重复项。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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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行为
因为包中含有有限个对象，所以报告它含有多少个对象可能是包的行为之一：

1.2

● 得到包中当前的项的个数。
相关的行为是检测包是否为空：
● 看看包是否为空。
我们应该能添加和删除对象：

1.3

● 将一个给定对象添加到包中。
● 从包中删除一个对象。
● 如果可能，从包中删除一个特定对象。
● 从包中删除所有对象。
虽然你不想让杂货店的打包员将 6 个汤罐头扔到包中的面包和鸡蛋上面，不过添加操作
并没有指明对象要放在包中的什么位置。记住，包中的内容无序。另外，三个删除操作中的
第一个只是删除它能删除的任何对象。这个操作就像是伸手到袋子里把东西拿出来一样。而
第二个删除操作是在包中查找特定的项。如果找到，则拿出它。如果包中含有多个相等的对
象都满足你的查找条件，那么删除其中的任意一个。如果在包中找不到对象，那就不能删除
它，就是这样。最后一个删除操作只是清空包中的所有对象。
你买了多少个狗食罐头？你记得拿凤尾鱼酱了吗？袋子里有什么？可用下列操作回答这

1.4

几个问题：
● 统计包中某个特定对象的个数。
● 测试包中是否含有某个特定对象。
● 查看包中所有的对象。
现在我们的行为足够了。此时，我们将所
有的行为写在一张纸上，或写在序言中提出的
如图 1-1 所示的类职责协作（CRC）卡上。
因为包是一个抽象数据类型，所以我们仅
描述它的数据并规范说明它的操作。我们不指
明如何保存数据或如何实现它的操作。例如不
要考虑数组。首先，你需要清楚地知道包都有
哪些操作：注意力关注于什么操作可行，而不
是它们如何做的。即在程序中能使用包之前，
就需要一组详细的规范说明。实际上，甚至在

Bag
职责
得到包中当前的项数
查看包是否为空
将给定对象添加到包中
从包中删除一个未指定的对象
如果可能，从包中删除某个特定对象
从包中删除所有对象
统计某个对象在包中出现的次数
测试包是否含有某个特定对象
查看包中的所有对象
协作
包能够含有的对象的类

图 1-1

用于类 Bag 的 CRC 卡

你还没有确定程序设计语言时，就应该先规范说明包的操作。
注：因为抽象数据类型描述了独立于程序设计语言的数据组织方式，所以实现它时你
可以对程序设计语言有所选择。

规范说明一个包
在用 Java 实现包之前，必须描述它的数据，并详细说明对应于包行为的方法。我们将
命名方法，选择它们的参数，确定它们的返回值类型，并写出注释充分描述对包数据的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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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当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写出每个方法的 Java 头和注释，首先我们用伪代码来描述方法，
然后用统一建模语言（UML）进行表示。
CRC 卡中的第一个行为引出一个方法，该方法返回当前包中项的个数。对应的方法没

1.6

有参数，它返回一个整数。使用伪代码，我们有下列的规范说明：
// 䔀ఊ࠱͙ᑿݹॗᰵ⮰䶥⮰͖
getCurrentSize()

可以使用 UML 将方法表示为：
+getCurrentSize(): integer

并将这一行加到类图中。
可以使用一个布尔值方法来测试包是否为空，同样该方法没有参数。用伪代码及 UML
描述这个方法的规范说明如下：
// ຮ࠱ͦ⾦݅䔀ఊⱋ
isEmpty()

及
+isEmpty(): boolean

将这一行加到类图中。
注：因为通过查看 getCurrentSize 是否返回 0 就能检测包何时为空，所以并不真的
需要操作 isEmpty。但是它是所谓的便利方法（convenience method），所以很多集合
都提供这样一个操作。
1.7

现在想向包中添加给定的对象。可以将这个方法命名为 add，且有一个表示新项的参
数。可以写出下列伪代码：
//ᄲ䶥⌧ߌ͙࠱ݜ
add(newEntry)

我们可能想让 add 作为一个 void 方法，但是如果包满则不能将新项添加到包中。这种
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办呢？
设计决策：当不能添加新项时方法 add 将如何处理？
当 add 不能完成任务时，我们可以有下面两种选择：
● 什么也不做。我们不能添加另外的项，所以忽略这个项并且不改变包。
● 不改变包，但告诉客户添加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选择是简单的，但会让客户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规定 add 的
前置条件，即包必须不满。这样客户要负责避免将新项添加到满包中。
第二个选择更好一些，且规范说明或实现时也不太难。我们如何告诉客户添加是否成
功？标准 Java 接口 Collection 规定，如果添加没有成功则发生异常。稍后我们使
用另一种方式完成这个方法。显示一条错误信息并不是好的选择，因为所有的书面输
出应该由客户决定。因为添加操作或者成功或者不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让方法 add 返
回一个布尔值。
故，用 UML 规范说明 add 方法如下：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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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newEntry: T): boolean

其中 T 表示 newEntry 的数据类型。
学习问题 1

假定 aBag 表示一个有有限容量的空包。写伪代码，将用户提供的字符

串添加到包中，直到包满。
有 3 个动作涉及从包中删除项：删除所有的项，删除任意一个项，删除某个特定项。假

1.8

定我们用伪代码为这些方法命名并规范说明其参数，如下所示：
//䮐࠱͙⮰ᝬᰵ䶥
clear()

//䮐࠱͙̬͖᱖ᠳ⮰䶥
remove()

//ຮछ㘩喏Ϻ࠱͙䮐̬͖➥䶥
remove(anEntry)

这些方法的返回类型是什么？
方法 clear 可以是一个 void 方法：我们只想清空一个包，不获取它的任何内容。所以，
在 UML 中该方法写为：
+clear(): void

如果第一个 remove 方法从包中删除一个项，则方法可以简单地返回被删除的对象。它
的返回类型则为 T，这是包中项的数据类型。在 UML 中，我们有：
+remove(): T

现在，对于从空包中删除对象的操作，我们可以用返回 null 做出响应了。
如果包中不含有某个项，则第二个 remove 方法不能从包中删除这个项。可以让方法返
回一个布尔值，类似于 add 方法那样，用这个值来表示成功与否。或者，方法可以返回被
删对象，或者，如果不能删除这个对象则返回 null。下面用 UML 表示的规范说明，是这
个方法的两种可能的版本—我们必须二选一：
+remove(anEntry: T): boolean

或者
+remove(anEntry: T): T

如果 anEntry 等于包中的一个项，则这个方法的第一个版本将删除这个项并返回真。
即使方法没能返回被删除的项，客户也能有方法的参数 anEntry，它等于被删除的项。故我
们选择这个版本，它与标准接口 Collection 是一致的。
学习问题 2

在一个类内同时具有刚描述的 remove(anEntry) 的两个版本合法吗？

解释之。
学习问题 3

在一个类内同时具有 remove 的两个版本，一个不带参数而另一个带一

个参数，这样合法吗？解释之。
学习问题 4

给定学习问题 1 中创建的满包 aBag，写伪代码语句，删除并显示包中

所有的字符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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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动作并不改变包的内容。其中的一个动作是统计包中给定对象的出现次数。我们

1.10

先用伪代码后用 UML 规范说明它，如下所示：

// Counts the number of times a given entry appears in the bag.
//㐋䃍㐅䶥࠱͙ܦ⣜⮰⁍
getFrequencyOf(anEntry)
+getFrequencyOf(anEntry: T): integer

另一个方法测试包是否含有给定对象。使用伪代码及 UML 给出的规范说明如下：
// Tests whether the bag contains a given entry.
//≷䄁࠱᭛॒ॗᰵ㐅䶥
contains(anEntry)
+contains(anEntry: T): boolean

学习问题 5

给定学习问题 1 中创建的满包 aBag，写伪代码语句，显示 aBag 中字符

串 "Hello" 出现的次数（如果有的话）。
最后，我们想看看包的内容。不是提供显示包中项的方法，而是定义一个方法来返回保

1.11

存这些项的数组。这样，客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显示部分或全部的项。下面是最后这个方
法的规范说明：

// Returns an array of all entries in the bag.
//䔀ఊ࠱͙ᝬᰵ䶥⮰㏰
toArray()
+toArray(): T[]

当 方 法 返 回 一 个 数 组 时， 它 通 常 应

Bag

该定义一个新的数组来返回。我们还将
说明这个方法的细节。
与为包中的方法提供前面那些规范

1.12

说明时一样，我们使用 UML 符号来表示
它们。图 1-2 中显示了这些结果。
注意，CRC 卡和 UML 并没有反映所
有的细节，例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提
到过的假定和特殊情形。但是，在标出

+getCurrentSize(): integer
+isEmpty(): boolean
+add(newEntry: T): boolean
+remove(): T
+remove(anEntry: T): boolean
+clear(): void
+getFrequencyOf(anEntry: T): integer
+contains(anEntry: T): boolean
+toArray(): T[]

了这样的条件后，你应该规范说明每种

图 1-2

类 Bag 的 UML 表示

情形下方法应有的动作。应该写下你的
决策，想让方法如何动作，就像我们写在下表中的样子。然后，可以将这些非形式化的描述
放到说明方法的 Java 注释中去。
抽象数据类型：Bag
数据
● 有限个对象，不需要唯一，无序，且有相同的数据类型
● 这个集合中对象的个数
操作
伪代码
getCurrentSize()

UML
+getCurrentSize(): integer

描述
任务：报告包中当前的对象个数
输入：无
输出：包中当前的对象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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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续）
UML

伪代码

描述

isEmpty()

+isEmpty(): boolean

任务：查看包是否为空
输入：无
输出：根据包是否为空返回真或假

add(newEntry)

+add(newEntry: T): boolean

任务：将给定的对象添加到包中
输入：newEntry 是一个对象
输出：根据添加是否成功返回真或假
任务：如果可能，删除包中一个未指定的项
输入：无
输出：如果删除成功则返回被删除的对象，
否则返回 null

remove()

+remove(): T

remove(anEntry)

+remove(anEntry: T): boolean

任务：如果可能，删除包中一个指定的对象
输入：anEntry 是一个对象
输出：根据删除是否成功返回真或假

clear()

+clear(): void

任务：从包中删除所有对象
输入：无
输出：无

getFrequencyOf (anEntry)

+getFrequencyOf(anEntry: T):
integer

任务：统计包中一个对象出现的次数
输入：anEntry 是一个对象
输出：包中 anEntry 出现的次数

contains(anEntry)

任务：测试包是否含有某个特定对象
输入：anEntry 是一个对象
+contains(anEntry: T): boolean
输出：根据 anEntry 是否出现在包中返回
真或假

toArray()

+toArray(): T[]

任务：获取包中所有的对象
输入：无
输出：当前包中项的新数组

设计决策：当出现特殊条件时应该怎样办？
作为类的设计者，必须要针对如何处理特殊条件给出相关的决策，并将这些决策包含
在规范说明中。ADT 包的文档应该反映前面讨论过的这些决策和细节。
一般可以用几种方式声明特殊情形。你的方法可能采用下列对策：
● 假定无效的情形不会发生。这个假定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幼稚。方法可以声明一种
假设，即前置条件，这是客户必须遵守的限制条件。然后由客户检查在方法调用
前这个前置条件是否满足。例如，方法 remove 的前置条件可能是包不能为空。注
意到，客户可以使用 ADT 包的其他方法，例如 isEmpty 和 getCurrentSize 来
辅助完成这个任务。只要客户遵守限制，无效的情形就不会发生。
● 忽略无效情形。当给了无效数据时，方法可能简单到什么也不做。但是什么都不
做会让客户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
● 猜测客户的意图。与前一个选择一样，这个选择可能为客户带来麻烦。
● 返回一个表示问题的值。例如，如果客户试图从空包中 remove（删除）一项时，
remove 方法可以返回 null。返回的值必须是不在包中的值。

● 返回一个布尔值，表示操作的成功或失败。
● 抛出一个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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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抛出异常通常是 Java 方法运行期间处理遇到的特殊事件的理想方法。方法可以
简单地报告问题而不用决定要做什么。异常能让每个客户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形按需处
理。Java 插曲 2 将介绍异常的基本机制。
注：ADT 规范说明的初稿常常忽视或忽略你确实需要考虑的情形。你可能为了简化
初稿而有意忽略这些。一旦写好了规范说明中的大部分内容，就可以关注这些细节，
而让规范说明更完善。

一个接口
1.13

随着规范说明越来越详细，也越发影响到你对程序设计语言的选择。最终，你可能为包
的方法写下 Java 的方法头，并将它们组织为一个 Java 接口，让实现 ADT 的类来使用。程
序清单 1-1 中的 Java 接口含有 ADT 包的方法及描述它们行为的详细注释。回想一下，类接
口中不含有数据域、构造方法、私有方法或保护方法。
现在，包中的项将是同一个类的对象。例如，我们可以有字符串的包。为能容纳类类
型的项，包的方法中使用泛型（generic data type）T 来表示每个项。必须在接口名的后面
写 <T>，来说明标识符 T 的含义。一旦客户程序中选择了实际的数据类型，编译程序将在 T
出现的所有地方使用那个数据类型。本章后面的 Java 插曲 1 将讨论如何使用泛型，从而为
ADT 中涉及的数据提供类型的灵活性。
当检查接口时，要留意前一段中提到的处理特殊情形时所做的决策。具体来说，对于
add、remove 及 contains 方法，它们每一个都要返回一个值。因为我们的程序设计语言是

Java，所以要注意，有一个 remove 方法返回一个指向项的引用，而不是项本身。
虽然不一定要在实现类之前写接口，但这样做能让你以简洁的方式记下你的规范说明。
然后可以将接口中的代码用在具体类的概要设计中。有了接口还能为包提供数据类型，这个
类型不依赖于特定的类定义。接下来的两章将开发包类的两种不同实现。针对接口所写的代
码，能让我们更易于将包的一种实现替换为另一种。
程序清单 1-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用于包类的 Java 接口

/**
An interface that describes the operations of a bag of objects.
@author Frank M. Carrano, Timothy M. Henry
*/
public interface BagInterface<T>
{
/** Gets the current number of entries in this bag.
@return The integer number of entries currently in the bag. */
public int getCurrentSize();
/** Sees whether this bag is empty.
@return True if the bag is empty, or false if not. */
public boolean isEmpty();
/** Adds a new entry
@param newEntry
@return True if
public boolean add(T

to this bag.
The object to be added as a new entry.
the addition i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not. */
newEntry);

/** Removes one unspecified entry from this bag, if possible.
@return Either the removed entry, if the removal
was successful, or null. */
public T remove();
/** Removes one occurrence of a given entry from this bag, if possible.
@param anEntry The entry to be removed.
@return True if the removal wa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not. */
public boolean remove(T anEntry);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public boolean isEmpty();
/** Adds a new entry
@param newEntry
@return True if
public boolean add(T

to this bag.
The object to be added as a new entry.
the addition i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not. */
包
new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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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ves one unspecified entry from this bag, if possible.
@return Either the removed entry, if the removal
was successful, or null. */
public T remove();
/** Removes one occurrence of a given entry from this bag, if possible.
@param anEntry The entry to be removed.
@return True if the removal wa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not. */
public boolean remove(T anEntry);
/** Removes all entries from this bag. */
public void clear();
/** Counts the number of times a given entry appears in this bag.
@param anEntry The entry to be counted.
@return The number of times anEntry appears in the bag. */
public int getFrequencyOf(T anEntry);
/** Tests whether this bag contains a given entry.
@param anEntry The entry to find.
@return True if the bag contains anEntry, or false if not. */
public boolean contains(T anEntry);
/** Retrieves all entries that are in this bag.
@return A newly allocated array of all the entries in the bag.
Note: If the bag is empty, the returned array is empty. */
public T[] toArray();
} // end BagInterface

规范说明一个 ADT 并且为它的操作写了 Java 接口后，应该写几个使用 ADT 的 Java 语
句。虽然还不能执行这些语句—毕竟我们没写实现 BagInterface 的类，但可以用它们来
确认或修改方法的设计决策及相关文档。这种方式下，可以检查规范说明的适应性及对它的
理解。现在修改 ADT 的设计或文档，好过等到写完实现后再修改。认真做这件事的额外好
处是，过后可以使用这些相同的 Java 语句来测试你的实现。
学习问题 6

给定学习问题 1 中创建的包 aBag，写 Java 语句，显示 aBag 中所有的

字符串。不要改变 aBag 的内容。
程序设计技巧：在实现一个类之前写测试程序
写 Java 语句来测试一个类的方法，将有助于你完全理解方法的规范说明。显然，在
能正确实现方法之前必须要理解它。如果你还是类的设计者，那么用一用这个类可能
有助于你对设计或对文档进行理想的修改。如果在实现类之前做这些修改，会节省时
间。因为早晚都要写一个程序来测试你的实现，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来写而获益，而
非要放到以后再写呢？
注：虽然我们说过，包中的项属于同一个类，但这些项也可能属于因继承关系而相关
的类。例如，假定 Bag 是实现接口 BagInterface 的类。如果我们写下面的语句创
建类 C 对象的包：
BagInterface<C> aBag = new Bag<>();

则 aBag 中可以包含类 C 的对象及 C 的任何子类的对象。
下节看看使用包的两个例子。后面，可以用这些示例来测试你的实现。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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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DT 包
1.15

设想我们雇一名程序员使用 Java 语言实现 ADT 包，给定到目前为止已有的接口和规范
说明。如果假定这些规范说明已经足够清楚，能让程序员完成相关的实现，那么我们可以将
ADT 的这些操作用在程序中，而不需要知道实现的细节。即我们不需要知道程序员如何实
现这个包，也能使用这个包。我们只需知道 ADT 包做什么就可以了。本节假定，已经有了
一个 Java 类 Bag，它实现了程序清单 1-1 给出的 Java 接口 BagInterface。下面使用简单
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使用 Bag。
在程序清单 1-2 的第 13 行，注意到一旦我们选择了包中对象的数据类型—本例中是
Item，这个数据类型就包含在接口名后面的尖括号中。还要注意到类名后面是空的尖括号。

包中的所有项必须是这个数据类型或是这个数据类型的子类型。编译程序强制我们遵守这条
约定。如果是基本数据类型，则可以将对应的包装类的实例放到包中。例如，不是使用基本
数据类型 int 的实例，而是使用包装类 Integer 的实例。
1.16

示例：在线购物。当在线购物时，你挑选的商品保存在购物车或购物袋内，直到你准
备去结账为止。实现购物网站的程序可以使用类 Bag 来维护购物车。毕竟，你挑选的
待购物品的次序是不重要的。程序清单 1-2 显示这样一个程序的简单示例。
程序清单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在线购物中购物袋的维护程序

/**
A class that maintains a shopping cart for an online store.
@author Frank M. Carrano, Timothy M. Henry
*/
public class OnlineShopp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tem[] items = {new Item("Bird feeder", 2050),
new Item("Squirrel guard", 1547),
new Item("Bird bath", 4499),
new Item("Sunflower seeds", 1295)};
BagInterface<Item> shoppingCart = new Bag<>();
int totalCost = 0;
// Statements that add selected items to the shopping cart:
for (int index = 0; index < items.length; index++)
{
Item nextItem = items[index]; // Simulate getting item from shopper
shoppingCart.add(nextItem);
totalCost = totalCost + nextItem.getPrice();
} // end for
// Simulate checkout
while (!shoppingCart.isEmpty())
System.out.println(shoppingCart.remove());
System.out.println("Total cost: " + "\t$" + totalCost / 100 + "." +
totalCost % 100);
} // end main
} // end OnlineShopper

䒿ܦ
Sunflower seeds
Bird bath
Squirrel guard
Bird feeder
Total cost:

$12.95
$44.99
$15.47
$20.50
$93.91

27
28
29
30
31

System.out.println("Total cost: " + "\t$" + totalCost / 100 + "." +
totalCost % 100);
} // end main
} // end OnlineShopper

包

䒿ܦ
Sunflower seeds
Bird bath
Squirrel guard
Bird feeder
Total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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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
$44.99
$15.47
$20.50
$93.91

为使示例简单，我们创建 Item 对象的数组来表示购物者挑选的商品。可在本书的在线
资源中找到类 Item，它定义了用来描述商品及价格的数据域，还定义了访问这些域的访问
方法及 toString 方法。
初始时，我们使用 Bag 的默认构造方法创建 Item 对象的空包。注意到，shoppingCart
的 数 据 类 型 是 BagInterface<Item>。 这 个 声 明 要 求 shoppingCart 仅 能 调 用 声 明 在
BagInterface 中的方法。另外，我们可以用实现 BagInterface 的其他类来替换 Bag，而

不需要修改程序中随后的语句。
要注意将挑选的商品添加到包中的循环，以及结账时一次删除一个的循环。
学习问题 7

在前面的例子中，在结账过程中执行 while 循环，直到包空时为止。可

以用什么样的 for 语句来替换这个 while 语句？只根据 shoppingCart 的存在与否
来写，而不判定数组 items。
示例：扑满。你或许有一个扑满、存钱罐，或其他某个容器来存放你剩下的硬币。扑
满装硬币，但并不组织它们。而扑满里肯定有重复的硬币。扑满像是一个包，但更简
单，因为它仅有 3 个操作：可以将一个硬币添加到扑满中，从扑满中删除一个硬币
（摇晃扑满，所以没办法控制哪个硬币掉下来），或看看扑满是否为空。
假 定 你 有 表 示 硬 币 的 类 Coin， 我 们 可 以 创 建 程 序 清 单 1-3 中 给 出 的 类 PiggyBank。
PiggyBank 对 象 将 其 硬 币 保 存 在 包 中， 即 保 存 在 实 现 了 接 口 BagInterface 的 类 的 实 例

中。PiggyBank 的 add、remove 和 isEmpty 方法分别调用包的方法来得到各自的结果。类
PiggyBank 是适配器类的一个示例。关于适配器类详见附录 C。

程序清单 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扑满的类

/**
A class that implements a piggy bank by using a bag.
@author Frank M. Carrano, Timothy M. Henry
*/
public class PiggyBank
{
private BagInterface<Coin> coins;
public PiggyBank()
{
coins = new Bag<>();
} // end default constructor
public boolean add(Coin aCoin)
{
return coins.add(aCoin);
} // end add
public Coin remove()
{
return coins.remove();
} // end remove
public boolean isEmpty()
{
return coins.isEmpty();
} // end isEmpty
} // end Piggy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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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coins.add(aCoin);
} // end add
public Coin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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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coins.remove();
} // end remove
public boolean isEmpty()
{
return coins.isEmpty();
} // end isEmpty
} // end PiggyBank

程序清单 1-4 提供了类 PiggyBank 的主要示例。程序将一些硬币添加到扑满中，然后
再删除所有的。因为程序没有记录添加到扑满中的硬币，所以没办法控制删除哪个硬币。虽
然输出的内容表示从扑满中拿走硬币的次序与它们放到扑满中的次序刚好相反，但这个次序
依赖于包的实现。我们在下一章将考虑这些实现。
注意到，除了 main 方法外，程序定义了另外一个方法 addCoin。因为 main 是静态的
且调用 addCoin，所以 addCoin 也必须是静态的。方法 addCoin 接收的参数是一个 Coin
对象和一个 PiggyBank 对象。然后方法将硬币添加到扑满中。
程序清单 1-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类 PiggyBank 的示例

/**
A class that demonstrates the class PiggyBank.
@author Frank M. Carrano, Timothy M. Henry
*/
public class PiggyBankExampl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iggyBank myBank = new PiggyBank();
addCoin(new
addCoin(new
addCoin(new
addCoin(new

Coin(1, 2010), myBank);
Coin(5, 2011), myBank);
Coin(10, 2000), myBank);
Coin(25, 2012), myBank);

System.out.println("Removing all the coins:");
int amountRemoved = 0;
while (!myBank.isEmpty())
{
Coin removedCoin = myBank.remove();
System.out.println("Removed a " + removedCoin.getCoinName() + ".");
amountRemoved = amountRemoved + removedCoin.getValue();
} // end while
System.out.println("All done. Removed " + amountRemoved + " cents.");
} // end main
private static void addCoin(Coin aCoin, PiggyBank aBank)
{
if (aBank.add(aCoin))
System.out.println("Added a " + aCoin.getCoinName() + ".");
else
System.out.println("Tried to add a " + aCoin.getCoinName() +
", but couldn't");
} // end addCoin
} // end PiggyBankExample

䒿ܦ
Added a PENNY.
Added a NICKEL.
Added a DIME.
Added a QUARTER.
Removing all the coins:
Removed a QUARTER.
Removed a DIME.
Removed a NICKEL.
Removed a PENNY.
All done. Removed 41 cents.

35
36

} // end addCoin
} // end PiggyBankExample

䒿ܦ
Added a PENNY.
Added a NICKEL.
Added a D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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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a QUARTER.
Removing all the coins:
Removed
Removed
Removed
Removed

a
a
a
a

QUARTER.
DIME.
NICKEL.
PENNY.

All done. Removed 41 cents.

注：方法可以改变作为参数传给它的对象的状态
传给方法 addCoin 的有两个参数：一个硬币和一个扑满。这两个参数都是 main 方
法中已存在的对象的引用。方法 addCoin 将这些引用的备份保存在参数中，你应该
记得，它们的行为像是局部变量。虽然 addCoin 不能改变引用，因为它们已存在于
main 方法中，但它能改变所指对象的状态。具体来说，它通过向扑满中添加硬币从

而改变了扑满，即 PiggyBank 对象。记住，这个扑满只局部于 main，而在 addCoin
的外面。
注：在后续章节中一旦实现了包类，你就能实际运行前一个程序清单中给出的程序了。
你只需要将类名 Bag 替换为后续章节中示例使用的一个类名即可。
注：javadoc 标签 @author。附录 A 的段 A.8 提到，javadoc 标签 @author 应该出
现在所有类及接口中，用来指明编写这段代码的程序员的名字。尽管在我们为你提供
的在线源代码中会出现很多这个标签，但在本书后续的章节中我们并不使用它，为的
是节省版面。不过，你应该在你的程序作业中使用它。
学习问题 8

考虑程序清单 1-4 中的程序。在创建类 PiggyBank 的实例 myBank 后，

假定将几个未知硬币加到 myBank 中。写代码，从扑满中删除硬币，直到或是删除一
分钱硬币，或是扑满为空时为止。

像使用自动贩卖机一样使用 ADT
设想你站在一台自动贩卖机前，如图 1-3 所示，然后从贩卖机中买些东西！
当站在自动贩卖机前时，你会看到它的界面。插

ᒴ⍠ÿÿ
ᰵϬʹ͙ᘻ⮰喢

入一张信用卡 / 借记卡，并按下实际的按钮或触摸屏
按钮就能购物了。下面是对自动贩卖机的观察结果：
● 你仅能执行机器的界面提供给你的规定任务。
● 你必须理解这些任务，即你必须知道买一瓶
汽水应该怎么办。
● 你不能访问机器内部，因为锁着的外壳封装
了它。
● 即使你不知道内部将发生什么，照样可以使
用机器。
● 如果有人用改进版替换了机器内部的机制但
没改变界面，你仍能用同样的方式使用机器。

图 1-3

一台自动贩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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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动贩卖机的用户一样，你就像是本章前面见过的 ADT 包的客户。刚刚说的对自动
贩卖机用户的观察，类似于下面对包的客户的观察：
● 客户仅能执行 ADT 包规范说明的操作。这些操作常常声明在一个 Java 接口内。
● 客 户 必 须 遵 守 ADT 包 提 供 的 操 作 规 范。 即 客 户 的 程 序 员 必 须 理 解 如 何 使 用 这 些
操作。
● 客户不使用 ADT 操作就不能访问包内的数据。封装原理将数据表示隐藏在 ADT 的
内部。
● 客户可以使用包，即使程序员不知道数据是如何存储的。
● 如果有人改变了包操作的实现，只要界面没有改变，客户仍能用同样的方式使用包。
1.20

在前一节的示例中，每个包都是实现 ADT 包的类的一个实例。即每个包是一个对象，
它的行为是 ADT 包的操作。你可以把每个这样的对象看作我们刚描述的自动贩卖机。每个
对象封装了包的数据和操作，就像是自动贩卖机封装了它的产品（汽水）和输送系统一样。
有些 ADT 操作有输入，类似于你插入自动贩卖机中的借记卡。有些 ADT 操作有输出，
类似于自动贩卖机上提供的罐装汽水、消息及提示灯。
现在设想你是自动贩卖机面板或界面的设计人员。机器能做什么，及在使用机器时人应
该做什么？考虑在机器内如何保存及输送罐装汽水，对你是否有帮助？我们强调，你应该忽
略这些侧面，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人如何使用机器上，即你要关注界面的设计。忽略无关
细节能使你的任务更简单，并提高设计质量。
回忆一下，作为设计原则，抽象要求你关注于什么而不是如何。当你设计一个 ADT，
并最终设计一个类时，使用数据抽象将关注焦点集中在你想对数据做什么，而不是担心如何
完成这些任务。在本章的开头，当设计 ADT 包时我们练习了数据抽象。当我们挑选包应该
含有的方法时，没有考虑如何表示包。相反我们集中考虑每个方法应该做什么。
最后，我们写了一个 Java 接口，其中详细地规范说明了各个方法。然后在仍然不知道
它的实现细节的情况下，可以编写一个使用包的客户程序。如果有人为我们写了包的实现，
则我们的程序大概能正确执行。如果其他人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实现版本，则我们不需要修改
已经写好的客户程序仍能继续使用。客户的这个特征是抽象的主要优势。

ADT 集合
1.21

集合（set）是一类特殊的包，它不允许有重复项。每当对数据集中的一个项仅需处理一
次时，可以使用集合。例如，编译程序必须找到程序中的标识符，并确保每个标识符仅定义
了一次。它将遇到的每个标识符添加到一个集合中。如果本次添加不成功，则编译程序就会
发现之前创建过的一个标识符。
为了规范说明这个 ADT，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包的接口。包中的大多数操作与 ADT 集
合 中 的 操 作 一 样； 但 是， 我 们 需 要 修 改 add 和 remove 的 规 范 说 明。 而 且 我 们 真 的 不 需
要 getFrequencyOf 操作，因为对于集合，它总是返回 0 或 1。虽然这个结果会告诉我们
集合中是否含有给定的项，但我们可以替换使用 contains 方法。程序清单 1-5 含有 ADT
集合的接口。不带注释的那几个方法与程序清单 1-1 中为 BagInterface 给出的规范说明
一样。

包

程序清单 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35

集合类的 Java 接口

/** An interface that describes the operations of a set of objects. */
public interface SetInterface<T>
{
public int getCurrentSize();
public boolean isEmpty();
/** Adds a new entry to this set, avoiding duplicates.
@param newEntry The object to be added as a new entry.
@return True if the addition i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the item already is in the set. */
public boolean add(T newEntry);
/** Removes a specific entry from this set, if possible.
@param anEntry The entry to be removed.
@return True if the removal wa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not. */
public boolean remove(T anEntry);
public T remove();
public void clear();
public boolean contains(T anEntry);
public T[] toArray();
} // end SetInterface

Java 类库：接口 Set
正如我们在附录 B 的结尾处提到的，Java 类库中包含了类和接口，这是 Java 程序员理
所当然会使用的。我们时不时会介绍 Java 类库中与当前的讨论相关的一些成员。Java 集合
框架（Java Collections Framework）是这个库的一个子库，为我们提供了表示及处理集合的
统一方式。我们将要说明的 Java 类库中的许多类和接口，都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不过我
们通常不会提到这个事实。
最后，我们介绍标准接口 Set，它属于 Java 类库中的包 java.util。遵循这个接口规
范说明的集合，不含有由相等的 x 和 y 组成的对象对，即对象相等是指 x.equals(y) 为真。
声明在接口 Set 中的下列方法头类似于 SetInterface 中的方法。我们标出了 Set 中
方法与 SetInterface 中对应方法的不同之处。
public boolean add(T newEntry)
public boolean remove(Object anEntry)
public void clear()
public boolean contains(Object anEntry)
public boolean isEmpty()
public int size()
public Object[] toArray()

接口 Set 和 SetInterface 中都声明了若干对方所没有的方法。

本章小结
● 抽象数据类型（ADT）是数据集和数据上操作的规范说明。这个规范说明不指明如何
保存数据或如何实现操作，它独立于任何一种程序设计语言。
● 当使用数据抽象来设计一个 ADT 时，要集中在想对数据做什么上，而不用担心如何
完成这些任务，即忽略如何表示数据及如何操纵数据的细节。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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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设计语言中 ADT 的表示封装了数据和操作。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具体的数据表
示及方法实现都对客户隐藏。
● 集合（collection）是保存一组其他对象的对象。
● 包是无特定次序的项的有限集合。
● 客户仅能使用 ADT 包中定义的操作来控制或访问包的项。
● 当向包中添加对象时，不能指示项在包中的位置。
● 可以从包中按给定值删除一个对象，或删除一个未指定对象。还可以从包中删除所
有的对象。
● 包可以报告它是否含有给定的对象，还可以报告给定对象在包中出现的次数。
● 包可以告诉你它当前含有的对象个数，能提供保存这些对象的数组。
● 集合（set）是一个不含有重复项的包。
● 对要讨论的类，要在实现它们之前使用像 CRC 卡和 UML 表示这样的工具仔细规范
说明类中的方法。
● 设计了 ADT 初稿后，通过写一些使用 ADT 的伪代码，确认你理解了操作及它们的
设计。
● 应该规范说明遇到特殊情况时方法应该采取的动作。
● 组织 ADT 规范说明的一种方式是写一个 Java 接口。
● 在定义类之前写一个测试它的程序，看看你是否完全理解并满意类中方法的规范
说明。
程序设计技巧
● 在实现一个类之前写一个测试程序。写 Java 语句来测试一个类的方法，将有助于你
完全理解方法的规范说明。显然，在能正确实现方法之前必须要理解它。如果你还
是类的设计者，那么用一用这个类可能有助于你对设计或对文档进行理想的修改。
如果在实现类之前做这些修改，会节省时间。因为早晚都要写一个程序来测试你的
实现，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来写而获益，而非要放到以后再写呢？

练习
1. 给 出 程 序 清 单 1-3 中 类 PiggyBank 的 每 个 方 法 的 规 范 说 明， 说 明 方 法 的 目 的， 描 述 方 法 的 参
数，写前置条件、后置条件和方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个用于这些方法的 Java 接口，其中包括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2. 假 定 groceryBag 是 一 个 包， 保 存 着 表 示 不 同 杂 货 名 字 的 10 个 字 符 串。 写 Java 语 句， 统 计
groceryBag 中 "soup" 出现的次数并全部删除。不要从包中删除任何其他的字符串。报告包中
出现的 "soup" 的个数。groceryBag 中也有可能不含有 "soup"。
3. 给定如练习 2 中所描述的 groceryBag，对 groceryBag 进行操作 groceryBag.toArray()，
会有什么结果？
4. 给定如练习 2 中所描述的 groceryBag，写 Java 语句，创建这个包中保存的不同字符串的数组。
即如果 "soup" 在 groceryBag 中出现 3 次，则它在数组中仅应该出现一次。数组创建完成后，
groceryBag 的内容应该不变。
5. 两个集合的并（union）是将它们的内容合并到一个新集合中。在用于 ADT 包的 BagInterface 接
口中添加一个方法 union，它返回由接收调用方法的包和方法参数的包的并得到的一个新包。包含
对方法进行充分规范说明的足够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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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两个包的并可能含有重复项。例如，如果对象 x 在一个包中出现 5 次，在另一个包中出
现 2 次，则这两个包的并中 x 有 7 次。具体来说，假定 bag1 和 bag2 都是 Bag 对象，这里，Bag
实现了 BagInterface；bag1 中含有 String 对象 a、b 和 c；而 bag2 中含有 String 对象 b、
b、d 和 e。则执行语句
BagInterface<String> everything = bag1.union(bag2);

后，包 everything 中含有字符串 a、b、b、b、c、d 和 e。注意，并操作不影响 bag1 和 bag2
的内容。
6. 两个集合的交（intersection）是由在两个集合中都出现的项组成的新集合。即它含有重叠部分的项。
在用于 ADT 包的 BagInterface 接口中添加一个方法 intersection，它返回由接收调用方法
的包和方法参数的包的交得到的一个新包。包含对方法进行充分规范说明的足够的注释。
注意，两个包的交可能含有重复项。例如，如果对象 x 在一个包中出现 5 次，在另一个包中出
现 2 次，则这两个包的交中 x 有 2 次。具体来说，假定 bag1 和 bag2 都是 Bag 对象，这里，Bag
实现了 BagInterface；bag1 含有 String 对象 a、b 和 c；而 bag2 中含有 String 对象 b、b、
d 和 e。执行语句
BagInterface<String> commonItems = bag1.intersection(bag2);

后，包 commonItems 中仅含有字符串 b。如果 b 在 bag1 中出现 2 次，则 commonItems 中将含
有 2 个 b，因为 bag2 也含有 2 个 b。注意，intersection 操作不影响 bag1 和 bag2 的内容。
7. 两个集合的差（difference）是在一个集合中删除第二个集合中也出现的项后剩余的项组成的新集合。
在用于 ADT 包的 BagInterface 接口中添加一个方法 difference，它返回由接收调用方法的
包和方法参数的包的差得到的一个新包。包含对方法进行充分规范说明的足够的注释。
注意，两个包的差可能含有重复项。例如，如果对象 x 在一个包中出现 5 次，在另一个包中出
现 2 次，则这两个包的差中 x 有 3 次。具体来说，假定 bag1 和 bag2 都是 Bag 对象，这里，Bag
实现了 BagInterface；bag1 含有 String 对象 a、b 和 c；而 bag2 中含有 String 对象 b、b、
d 和 e。执行语句
BagInterface leftOver1 = bag1.difference(bag2);

后，包 leftOver1 中含有字符串 a 和 c。执行语句
BagInterface leftOver2 = bag2.difference(bag1);

后，包 leftOver2 中含有字符串 b、d 和 e。注意，difference 不影响 bag1 和 bag2 的内容。
8. 写代码完成下列任务：考虑两个能含有字符串的包。一个包名是 letters，含有几个单字符的字
符串。另一个包是空包，名为 vowels。每次从 letters 中删除一个字符串。如果字符串中含有
一个元音，则将它放到包 vowels 中；否则，丢弃这个串。在检查完 letters 中的所有字符串后，
报告包 vowels 中元音的个数，及包中每个元音出现的次数。
9. 写代码完成下列任务：考虑 3 个能含有字符串的包。一个包名是 letters，含有几个单字符的
字符串。另一个包名为 vowels，含有 5 个字符串，每一个是一个元音。第三个包是空包，名为
consonants。每次从 letters 中删除一个字符串。检查该字符串是否在包 vowels 中出现。如
果是，则丢弃这个串。否则将它放到包 consonants 中。在检查完 letters 中的所有字符串后，
报告包 consonants 中辅音的个数及包中每个辅音出现的次数。

项目
1. 如段 1.21 中所述，一个集合是一个不允许有重复值的特殊包。假定类 Set<T> 实现了 SetInterface<T>。给定一个空集合，它是 Set<String> 的对象，且给定类 Bag<String> 的一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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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含有几个字符串，写客户语句，从给定的包创建一个集合。
2. 假定桌上有一摞书。每本书太大太重，你只能拿走这摞书中最上面的一本。不能从其他书下拿走一
本。类似地，你不能在其他书的下面增加一本。增加书时，只能在这摞书的最上面放一本。
如果仅用书名表示一本书，设计一个类，用来记录桌上摞着的书。规范说明每个方法，说明方
法的目的，描述它的参数，写方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个用于书堆方法的 Java 接口。在代码中包
含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3. 环（ring）是项的集合，它有一个指向当前项的引用。操作—估且称之为 advance—将引用移
向集合中的下一项。当引用到达最后一项时，下一次 advance 操作将引用移回第一项。环还有其
他的操作，包括得到当前项、添加一项及删除一项。操作中项添加的位置及删除哪一个项这样的细
节由你来决定。
设计一个 ADT 来表示对象的环。规范说明每个方法，说明方法的目的，描述它的参数，写方
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个用于环方法的 Java 接口。在代码中要包含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4. 一个扑克牌盒（shoe）中放有若干整副牌。盒中的这些牌可以混洗，然后一次打出一张。也可以计
算盒中纸牌的张数。
当一把牌打完，应该将所有的纸牌放回盒中并洗牌。有些纸牌游戏要求，当牌盒变空时，弃
牌堆中的牌要放回盒中。然后重洗盒中的牌。本例中，不是所有的牌都在盒中；有些牌在玩家手中
拿着。
设计一个 ADT 盒，假定你已有类 PlayingCard，这个你也应该规范说明。不需要一副牌的
ADT，因为一副牌就是牌数为 1 的一盒牌。
规范说明每个 ADT 操作，说明方法的目的，描述它的参数，写方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个
用于盒的方法的 Java 接口。在代码中包含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5. 安装空调的一次投标包括公司名、设备描述、设计性能、设备价格及安装费用。
设计表示任意投标的一个 ADT。然后设计另外一个 ADT，表示投标集合。第二个 ADT 应该包
含根据价格和性能查找投标的方法。还要注意，一个公司能投多个标，每个标有不同的设备。
规范说明每个 ADT 操作，说明方法的目的，描述它的参数，写方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个
用于投标方法的 Java 接口。在代码中包含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6. 一个矩阵是数值的一个矩形数组。可以将两个矩阵相加或相乘得到第三个矩阵。可以用矩阵乘上一
个数量，可以转置矩阵。设计一个表示有这些操作的矩阵的 ADT。
规范说明每个 ADT 操作，说明方法的目的，描述它的参数，写方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个
用于矩阵的 Java 接口。在代码中包含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7. 练习 5、练习 6 和练习 7 要求你规范说明返回两个包的并、交及差的 ADT 包中的方法。独立于包的
实现，仅使用 ADT 包操作来定义这些方法。
8. 假定一排汽车在停车场的出口排队。排在最前面的汽车停在收费亭那里。汽车只能在队尾排到当前
队列的最后一辆车之后。栅栏及狭窄的空间，使得汽车不能插队。
设计一个 ADT，用来记录排队的汽车。规范说明每个操作，说明方法的目的，描述它的参数，
写方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个用于排队方法的 Java 接口。在代码中包含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9.（游戏）洞穴系统是一组相互连接的地下隧道。两个或三个隧道相交形成一个洞穴。设计一个用于洞
穴和洞穴系统的 ADT。考古学家应该能向洞穴系统中添加一个新发现的洞穴，并用隧道将两个洞穴
连通起来。不允许有重复的洞穴—基于 GPS 坐标。考古学家还应该能列出给定洞穴系统中的洞
穴。规范说明每个 ADT 操作，说明方法的目的，描述它的参数，写方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个
用于洞穴方法的 Java 接口及一个用于洞穴系统方法的 Java 接口。在代码中包含 javadoc 风格的
注释。
10.（财务）财务账户，如支票账户、信用卡账户和贷款账户都有一些共性。包括购买、支付、退货和
额外的利息费用的操作。账户可以提供其当前的交易及余额，并将其数据与月结单进行对账。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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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计一个交易 ADT 和一个财务账户 ADT。财务账户中的数据应该包括顾客名、账户号及账户余
额。规范说明每个 ADT 操作，说明方法的目的，描述它的参数，写方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
个用于交易方法的 Java 接口及一个用于财务账户方法的 Java 接口。在代码中包含 javadoc 风
格的注释。
b. 画 一 个 包 括 Transaction、FinancialAccount、CreditCardAccount 及 CheckingAccount 在内的 UML 类图。
11.（电子商务）当在线购物时，你选择商品并放到购物车中。购物车中允许有重复的商品，正如你可
以购买多个相同的商品一样。如果你改变主意不想买了，你还可以从购物车中删除一件商品。购
物车可以展示当前的商品，包括其价格和商品总价。设计商品 ADT 和购物车 ADT。规范说明每
个 ADT 操作，说明方法的目的，描述它的参数，写方法头的伪代码。然后写一个用于商品方法的
Java 接口及一个用于购物车方法的 Java 接口。在代码中包含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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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型
先修章节：序言
本书的内容涉及其实例含有数据集的类的设计及创建。任一集合中的数据项都有相同

或相关 —通过继承 —的数据类型。例如，可能有一个字符串集合、Name 对象的集合、
Student 对象的集合，等等。在 Java 中不是为每个这样的集合写一个不同的类，而是允许

在类或接口的定义中，用一个占位符替代实际的类类型。基于泛型（generic）的特性，这样
做是可行的。通过使用泛型，可以定义一个类，其对象的数据类型由类的客户在以后来确
定。这项技术对于学习数据结构很重要，本插曲将告诉你现在要知道的内容。

泛型数据类型
J1.1

泛型能让你在类或接口的定义中写一个占位符，以替代实际的类类型。占位符是泛型数
据类型（generic data type），也可以简称为泛型（generic type）或类型参数（type parameter）。
当定义一个其实例保存不同的数据集合的类时，不需要给出这些集合中对象的具体数据类
型。而是使用泛型数据类型替代实际的数据类型，定义一个泛型类（generic class），由客户
来选择集合中对象的数据类型。
正如附录 C 所提到的，对象 Object 是所有其他类的最终的祖先。给定指向任意类型对
象的一个引用，可以将这个引用赋给 Object 类型的变量。虽然能够尝试将 Object 用作泛
型类，但不应该这样做。而是应该使用泛型数据类型来表示任意的类类型。
假定有对象数组 A。如果 A 的数据类型声明为 Object[]，就可以将对象，比方说字符
串放到数组中。但是，没有办法阻止你将几个其他类的对象与字符串一起放到数组中。听上
去这或许挺吸引人的，但使用这样的数组可能会有问题。例如，如果从数组中删除一个对
象，你不知道它的动态类型是什么。它是字符串还是某个其他类型的对象？不过，可以用方
法来获知对象的动态类型，所以这样的数组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相反，由泛型变量指向的项组成的数组或任何其他的组，可能仅含有因继承而相关的类
的对象。所以，使用泛型，可以限制集合中项的类型。这个限制很正常，因为它使得这些集
合易于使用。

接口中的泛型
J1.2

示例。数学中，有序对（ordered pair）是一对值 a 和 b，表示为 (a,b)。我们说，(a,b) 中
的值是有序的，因为 (a,b) 不等于 (b,a)，除非 a 等于 b。例如，二维空间中的一个点由它的
x 坐标和 y 坐标来表示，即有序对 (x,y)。
假定有相同类类型的对象对。如果每个对本身是一个对象，则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接
口，来描述这样的对的行为，并在它的定义中使用泛型。例如，程序清单 JI1-1 定义了接口
Pairable，它规范说明了这些对。Pairable 对象含有同一泛型 T 的两个对象。

泛

程序清单 JI1-1
1
2
3
4
5
6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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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Pairable

public interface Pairable<T>
{
public T getFirst();
public T getSecond();
public void changeOrder();
} // end Pairable

实现这个接口的类的开头可以是下列语句：

J1.3

public class OrderedPair<T> implements Pairable<T>

这个例子中，在 implements 子句中传给接口的数据类型是为本类声明的泛型 T。一般
来说，可以将实际类的名字传给 implements 子句中出现的接口。在 Java 插曲 5 中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例子。
注：为了在定义接口或类时建立泛型，可以在类头的接口名或类名的后面，写一个用
尖括号括起来的标识符—例如 T。标识符 T 可以是任何的标识符，但通常是单个大
写字母。它表示接口或类的定义中的一个引用类型—不是基本类型。

泛型类
程序清单 JI1-2 展示了前一段开始讨论的类 OrderedPair。这个类假定，对象对中对象
出现的次序是有关系的。符号 <T> 接在类头的名字标识符之后。在定义中，T 表示两个私有
数据域的数据类型、构造方法的两个参数的数据类型、方法 getFirst 和 getSecond 的返
回值类型，方法 changeOrder 中局部变量 temp 的数据类型。
程序清单 JI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类 OrderedPair

/**
A class of ordered pairs of objects having the same data type.
*/
public class OrderedPair<T> implements Pairable<T>
{
private T first, second;
public OrderedPair(T firstItem, T secondItem) // NOTE: no <T> after
{
// constructor name
first = firstItem;
second = secondItem;
} // end constructor
/** Returns the first object in this pair. */
public T getFirst()
{
return first;
} // end getFirst
/** Returns the second object in this pair. */
public T getSecond()
{
return second;
} // end getSecond
/** Returns a string representation of this pair. */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 + first + ", " + second + ")";
} // end toString
/** Interchanges the objects in this pair. */
public void changeOrder()
{

J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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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Returns the second object in this pair. */
public T getSecond()
{
return second;
Java }插曲
1 getSecond
// end
/** Returns a string representation of this pair. */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 + first + ", " + second + ")";
} // end toString
/** Interchanges the objects in this pair. */
public void changeOrder()
{
T temp = first;
first = second;
second = temp;
} // changeOrder
} // end OrderedPair

注：在类名字 <T> 的定义中，T 是泛型类型参数，
● <T> 出现在类头的名字标识符之后
● <T> 没有出现在定义的构造方法名的后面
● T—不是 <T>—可以是数据域、方法参数及局部变量的数据类型，它可以是方
法的返回值类型
J1.5

示例：创建 OrderedPair 对象。例如，要创建 String 对象的有序对，可以写如下
的语句：
OrderedPair<String> fruit = new OrderedPair<>("apple", "banana");

现在，OrderedPair 定义中作为数据类型出现的 T，都将使用 String 来替代。
程序设计技巧：在 Java 7 之前，前面这条 Java 语句都需要写两遍数据类型 String，
如下所示：
OrderedPair<String> aPair = new OrderedPair<String>("apple", "banana");

现在这种形式也是可以的。
下列语句是如何使用对象 fruit 的示例：
System.out.println(fruit);
fruit.changeOrder();
System.out.println(fruit);
String firstFruit = fruit.getFirst();
System.out.println(firstFruit + " has length " + firstFruit.length());

这些语句得到的输出是：
(apple, banana)
(banana, apple)
banana has length 6

说明一下，有序对 fruit 有 OrderedPair 类中的方法 changeOrder 和 getFirst。另
外，getFirst 返回的对象是 String 对象，它有方法 length。
还要说明的是，有些是非法的。不能将不是字符串的对象对赋给 fruit 对象：
fruit = new OrderedPair<Integer>(1, 2); // ERROR! Incompatible types

问题在于不能将 OrderedPair<Integer> 转换为 OrderedPair<String>。但是可以创
建 Integer 对象的对，如下所示：

泛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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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edPair<Integer> intPair = new OrderedPair<>(1, 2);
System.out.println(intPair);
intPair.changeOrder();
System.out.println(intPair);

输出不出所料：
(1, 2)
(2, 1)

现 在 考 虑 附 录 B 的 程 序 清 单 B-1 中 给 出 的 类 Name。 如 果 变 量 namePair 具 有 类 型
OrderedPair<Name>，则能创建 Name 类或是使用继承派生于 Name 的任何类的对象的对。

例如，如果类 FormalName 派生于 Name，且增加了一个头衔，如 Mr.（先生）或 Ms.（女士），
则 namePair 可以含有 Name 和 FormalName 的对象。
注：在泛型类 name<class-type> 的客户中，
● 如下形式的表达式
new

name <class-type >(...)

创 建 了 类 的 对 象。 从 Java 7 版 本 起， 如 果 这 个 表 达 式 赋 给 一 个 数 据 类 型 是
name<class-type> 的变量，则可以省略表达式中的 class-type。即可以写如下的语句：
name <class-type >

var = new

name <>(...)

● 类对象的数据类型是 name<class-type>，而不是 name。
学习问题 1

像 String 或 Name 这样的类必须定义哪些方法，才能让 OrderedPair

的方法 toString 正常工作？
学习问题 2

考虑程序清单 JI1-2 中所给的类 OrderedPair。假定我们没有使用泛型，

而是省略 <T>，将私有域、方法参数及局部变量的数据类型声明为 Object 而不是 T。
这些修改对类的使用有什么影响？
学习问题 3

你能使用程序清单 JI1-2 中定义的类 OrderedPair，让两个不同及不相

关的数据类型的对象配对吗？为什么？
学习问题 4

使用附录 B 的程序清单 B-1 中定义的类 Name，写语句，将两名学生组

成实验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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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组实现包
先修章节：序言、第 1 章
目标
学习完本章后，应该能够
● 使用定长数组或可动态扩展的数组实现 ADT 包
● 讨论提出的两种实现方案的优缺点
读者已经见过了几个示例，展示了如何在程序中使用 ADT 包。本章提出两种不同的方
法—每个都涉及数组—在 Java 中实现一个包。当使用数组来组织数据时，这样的实现
称为基于数组的（array based）。下一章将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我们先使用普通的 Java 数组来表示包中的项。就这种实现方式来说，包可能变为满的，
就好像食品杂货袋子也会满一样。然后，我们提出另外一种不受这个问题困扰的实现方式。
对于第二种实现，当你用完了数组中的所有空间时，可以将数据移到一个更大的数组中。
其效果是，有一个明显扩大了的数组来满足你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永远也不满
的包。

使用定长数组实现 ADT 包
我们的任务是定义在前一章写接口 BagInterface 时规范说明的方法。从使用模拟来描
述如何用定长数组保存包中的项入手。为此，我们展示 add 和 remove 方法是如何工作的。
随后，给出相应的包的 Java 实现。

模拟
2.1

假定教室（称为教室 A）在固定位置上有 40 把椅子。如果一门课程限制为 30 名学生，
则会有 10 把椅子空闲且浪费。如果我们取消选课限制，则即使还有另外 20 名学生想上这个
课，也仅能多容纳 10 名学生。
数组就像是这间教室，每把椅子像是一个数组位置。假定我们把教室内的 40 把椅子从
0 开始顺序编号，如图 2-1 所示。尽管在一间典型的教室内椅子按行放置，但我们忽略这个
细节，将椅子看成一维数组。

2.2

增加一名新学生。假定老师要求到达的学生坐到已连续编号的椅子上。这样，第一名到
达教室的学生坐在 0 号椅子上，第二名学生坐在 1 号椅子上，以此类推。老师提出的坐在已
连续编号椅子上的要求是随意给出的，这只是他的习惯。读者会看到，我们将以类似的方式
填充包项的数组。
假定教室 A 中的 30 名学生坐在 0 ～ 29 连续编号的椅子上，且有新学生想加入这些学
生中。因为教室内有 40 把椅子，所以可占用编号为 30 的椅子。可以简单地把新学生分配
到编号 30 的椅子上。当所有 40 把椅子都占满时，教室内不能再容纳更多的学生了。教室
满了。

使用数组实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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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位置放有椅子的教室

删除某名学生。现在假定教室 A 中 5 号椅子上的学生要逃课。5 号椅子在房间内固定的

2.3

位置上，会空出来。但如果我们仍想让学生坐在连续编号的椅子上，则需要一名学生移到 5
号椅子上。因为学生没有特定的次序，如果坐在最高编号椅子上的学生移到 5 号椅子上，则
其他人就不需要再移动了。例如，如果教室内 30 名学生坐在 0 ～ 29 号椅子上，则坐在 29
号椅子上的学生应该移到 5 号椅子上。29 号椅子将空闲出来。
学习问题 1

刚描述的为让空闲的椅子不再空闲而移动学生的方式有什么优点？

学习问题 2

让空闲下来的椅子空着有什么优点？

学习问题 3

如果学生想逃课，哪个学生逃课不会迫使其他的人换椅子？

一组核心方法
使用 Java 语言基于数组实现的 ADT 包吸收了教室示例中展现出的一些想法。由此得到
了类 ArrayBag，它实现了第 1 章程序清单 1-1 中见到过的接口 BagInterface。接口内的
每个公有方法对应于 ADT 包的一个操作。回忆一下，接口为包中的对象定义了泛型 T。我
们在 ArrayBag 的定义中也用到了这个相同的泛型。
类 ArrayBag 的定义可能相当难懂。类确实有不少的方法。对于这样的类，你不应该定
义整个类，然后试图去测试它。而是应该先确定一组核心方法（core method），实现并测试
这些方法，然后再继续定义类中的其他部分。将其他方法的定义留待稍后解决，可以集中注
意力并简化你的任务。但哪些方法应该属于这组核心方法呢？一般地，这样的方法应该是为
达成类的重要目的的，且能进行适当的测试。有时称一组核心方法为核心组（core group）。
当处理包这样的集合时，在集合创建之前尚不能测试大多数的方法。所以，将对象添加
到集合中就是一个基本操作。如果方法 add 没能正确工作，那么测试像 remove 这样的方法
将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包的 add 方法是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核心方法组的一部分。
为测试 add 是否能正确工作，需要一个能让我们看到包内容的方法。方法 toArray 可
用于这个目的，所以它是一个核心方法。构造方法也是基本的方法，也在核心组内。同样，
核心方法可能调用的其他方法也是核心组的一部分。例如，因为我们不能将项添加到满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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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以方法 add 通过调用私有方法 isArrayFull 来发现一个满数组。
2.5

核心方法。我们已经确定了下列核心方法属于类 ArrayBag 的初稿部分：
Ჰ䕌∁
public boolean add(T newEntry)
public T[] toArray()
private boolean isArrayFull()

有了这些核心方法，我们就能构造一个包、向其中添加对象及查看结果。在这些核心方
法能正确工作之前，我们先不实现其他的方法。
注：像 add 和 remove 这样能改变集合底层结构的方法，可能是与实现方式关系最密
切的方法。一般地，这类方法的定义应该先于类中的其他方法。但因为在 add 正确之
前我们不能测试 remove，所以我们将 remove 的实现延后到 add 完成且进行充分测
试之后再进行。
程序设计技巧：当定义一个类时，实现并测试一组核心方法。从向对象集合中添加对
象的方法或与实现方式关系最密切的方法入手。

实现核心方法
2.6

数据域。在定义任何核心方法之前，需要考虑类的数据域。因为包要保存一组对象，所
以有一个域是这些对象的数组。数组的长度定义了包的容量。可以让客户指定这个容量，我
们也可以提供一个默认容量。另外，我们想记录当前包中项的个数。所以可以为我们的类定
义如下的数据域：
private final T[] bag;
private int numberOfEntries;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DEFAULT_CAPACITY = 25;

将它们加到前一章图 1-2 中类的 UML 表
示中。得到的表示如图 2-2 所示。
程序设计技巧：终极数组
通 过 声 明 数 组 bag 是 类 ArrayBag 的
一 个 终 极 数 据 成 员， 可 知 变 量 bag
中 的 引 用 不 能 再 改 变。 虽 然 以 这 种
方 式 声 明 数 组 是 一 个 好 的 做 法， 但
要 知 道 数 组 中 各 数 组 元 素 bag[0]，
bag[1]，…的值还是可以改变的。这

样的改变是需要的，但必须保证客户
仅能使用 ADT 包的操作来做这些改变，
故我们必须阻止客户得到 bag 中指向
数组的引用。这种情况会让数组的内

ArrayBag
-bag: T[]
-numberOfEntries: integer
-DEFAULT_CAPACITY: integer
+getCurrentSize(): integer
+isEmpty(): boolean
+add(newEntry: T): boolean
+remove(): T
+remove(anEntry: T): boolean
+clear(): void
+getFrequencyOf(anEntry: T): integer
+contains(anEntry: T): boolean
+toArray(): T[]
–isArrayFull(): boolean

图 2-2

类 ArrayBag 的 UML 表示，包括类的
数据域

容易受恶意毁坏。当在段 2.12 中定义方法 toArray 时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2.7

关于构造方法。这个类的构造方法必须创建数组 bag。注意到，前一段中声明数据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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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 时没有创建数组。在构造方法中忘记创建数组是常见错误。为创建数组，构造方法必须

指定数组的长度，这是包的容量。因为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空包，所以构造方法中还应该将
域 numberOfEntries 初始化为 0。
决定在数组 bag 的声明中使用泛型，影响到我们在构造方法中如何分配这个数组。如下
的语句
bag = new T[capacity]; // SYNTAX ERROR

在语法上是不正确的。当分配数组时不能使用泛型。相反，我们可以分配对象是 Object 类
型的数组，如下所示：
new Object[capacity];

但是当试图将这个数组赋给数据域 bag 时问题就出现了。语句
bag = new Object[capacity]; // SYNTAX ERROR: incompatible types

会出现语法错误，因为不能将 Object[] 类型的数组赋给 T[] 类型的数组，即两个数组的类
型不兼容。
转型是必需的，但也会带来自己的问题。语句
bag = (T[])new Object[capacity];

会出现编译警告
ArrayBag.java uses unchecked or unsafe operations.
Note: Recompile with -Xlint:unchecked for details.

如果再次编译这个类，且使用选项 -Xlint，则会有更详细的信息，信息的开头如下：

一

ArrayBag.java:24: warning: [unchecked] unchecked cast
bag = (T[])new Object[capacity]
^
required: T[]
found:
Object[]
where T is a type-variable:
T extends Object declared in class ArrayBag

编译程序想让你来保证将数组中每个项从类型 Object 转型为泛型 T 都是安全的。因为
数组刚刚分配，它含有的是 null 项，所以转型是安全的，故我们在有问题的语句之前写如
下的注释可让编译程序忽略这个警告：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这条给编译程序的命令仅能放在方法定义或变量声明之前。因为赋值语句
bag = (T[])new Object[capacity];

没有声明 bag— bag 已经声明过了—故我们将它修改如下：
// The cast is safe because the new array contains null entries.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T[] tempBag = (T[])new Object[capacity]; // Unchecked cast
bag = tempBag;

一

24 是出现问题的语句的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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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禁止编译警告
要禁止编译程序给出的未检查转型警告，可以在标记的语句之前写如下的语句：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注意，这条命令仅能放在方法定义或变量声明之前。应该包含一条注释，对你禁止编
译程序的警告做出解释。
2.8

构造方法。让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包 ArrayBag。在完成了类头和数据域之
后，定义了构造方法。程序清单 2-1 中的初始化（第二个）构造方法，根据其参数，即所需
要的容量，执行了前一段中展示的步骤。
默认的构造方法使用默认的容量作为参数去调用初始化构造方法。回忆可知，一个构造
方法可以使用关键字 this 作为方法名，调用同一类中的另一个构造方法。

2.9

在完成构造方法后，可以为公有方法添加注释和头了，从 BagInterface 中将这些内容
复制过来即可。然后在这些方法头后写空方法。程序清单 2-1 是做了这些步骤之后的结果。
下一个任务是实现这 3 个核心方法。
程序清单 2-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类 ArrayBag 的框架

/**
A class of bags whose entries are stored in a fixed-size array.
*/
public final class ArrayBag<T> implements BagInterface<T>
{
private final T[] bag;
private int numberOfEntries;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DEFAULT_CAPACITY = 25;
/** Creates an empty bag whose initial capacity is 25. */
public ArrayBag()
{
this(DEFAULT_CAPACITY);
} // end default constructor
/** Creates an empty bag having a given initial capacity.
@param desiredCapacity The integer capacity desired. */
public ArrayBag(int desiredCapacity)
{
// The cast is safe because the new array contains null entries.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T[] tempBag = (T[])new Object[desiredCapacity]; // Unchecked cast
bag = tempBag;
numberOfEntries = 0;
} // end constructor
/** Adds a new entry
@param newEntry
@return True if
public boolean add(T
{
< Body to be defined
} // end add

to this bag.
The object to be added as a new entry.
the addition i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not. */
newEntry)
>

/** Retrieves all entries that are in this bag.
@return A newly allocated array of all the entries in the bag. */
public T[] toArray()
{
< Body to be defined >
} // end toArray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

< Body to be defined >
} // end add
/** Retrieves all entries that are in this bag.
使用数组实现包
@return A newly allocated array of all the entries
in the bag. */
public T[] toArray()
{
< Body to be defined >
} // end to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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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s true if the ArrayBag is full, or false if not.
private boolean isArrayFull()
{
< Body to be defined >
} // end isArrayFull
< Similar partial definitions are here for the remaining methods declared in BagInterface. >
. . .
} // end ArrayBag

程序设计技巧：当定义实现接口的类时，从接口中进行复制来添加类中公有方法的注
释和头。这种方式有助于你在实现时检查每个方法的规范说明。另外，之后维护代码
的人也容易访问这些规范说明。
设计决策：当数组 bag 中含有部分数据时，包的项应该放在数组的哪些元素中？
当向数组中添加第一个项时，一般将它放在数组的第一个元素中，即下标为 0 的元
素。不过这样做也不是必需的，特别是对于实现集合的数组来说。例如，有些集合的
实现受益于忽略下标为 0 的数组元素，而将下标 1 作为数组的第一个元素。有时你可
能会想先使用数组尾端，然后再使用数组的前面。对于一个包，我们没有理由不按常
理做，所以包中的对象将从数组的下标 0 处开始存放。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包的对象是否应该保存在数组连续的元素中？要求 add 方法
将对象连续放到数组 bag 中肯定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个问题呢？这真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吗？关于已规划的实现方案，必须确定下来某些事实或断言，
以使每个方法的动作不会对其他方法不利。例如，方法 toArray 必须“知道”add 方
法将包的项放在哪里。我们现在的决策会影响到从包中删除一项时将发生什么。方法
remove 需要保证数组项保存在连续的元素中吗？它必须这样做，因为至少到现在，

我们仍强调包项要保存在连续的数组元素中。
方法 add。如果包满了，则不能添加任何东西。这种情形下，方法 add 应该返回假。否
则，仅需在数组 bag 最后项的后面添加 newEntry，语句如下：
bag[numberOfEntries] = newEntry;

如果向空包中添加，则 numberOfEntries 将是 0，应该给 bag[0] 赋值。如果包中含
有一个项，则添加的项应该赋给 bag[1]，以此类推。每次向包中添加项后，要增大计数器
numberOfEntries 的值。这些步骤如图 2-3 所示，且由下面的 add 方法的定义来完成。
/** Adds a new entry to this bag.
@param newEntry The object to be added as a new entry.
@return True if the addition i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not. */
public boolean add(T newEntry)
{
boolean result = true;
if (isArrayFull())
{
result = false;
}
else
{ // Assertion: result is true here
bag[numberOfEntries] = newEntry;
numberOfEntries++;
} // end if

2.10

@return

True if the addition i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not. */

public boolean add(T newEntry)
{
boolean result = true;
if (isArray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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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 false;
}
else
{ // Assertion: result is true here
bag[numberOfEntries] = newEntry;
numberOfEntries++;
} // end if
return result;
} // end add
numberOfEntries

bag
ArrayBag<String> myBag =
new ArrayBag<String>;

0
0

1

2

3

4

5

Doug
myBag.add("Doug");

1
0

1

2

3

4

5

Doug

Tia

0

1

2

3

4

5

Doug

Tia

Seiji

0

1

2

3

4

5

Doug

Tia

Seiji

Jazmin

myBag.add("Tia");

2

myBag.add("Seiji");

3

myBag.add("Jazmin");

4
0

1

2

3

4

Doug

Tia

Seiji

Jazmin

Carlos

5

0

1

2

3

4

5

Doug

Tia

Seiji

Jazmin

Carlos

Sofia

0

1

2

3

4

5

myBag.add("Carlos");

5

␍

图 2-3

6

向表示包的数组中添加项，包的容量是 6，直到它满时为止

注意，我们调用了方法 isArrayFull，就好像它已经定义过了一样。之前我们没有把
isArrayFull 作为核心方法，现在使用它表明了它应该在核心组内。

注：包中的项没有特定的次序。所以，方法 add 可以将新项放到数组 bag 中最方便
的元素位置。前面那个 add 的定义中，元素紧接在已用的最后元素之后。
注：通常，讨论中提到数组时就好像它真的含有对象一样。实际中，Java 数组含有指
向对象的引用，如图 2-3 中的数组一样。
2.11

方法 isArrayFull。当包中含有的对象数与数组 bag 能容纳的量相等时包就满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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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OfEntries 等于数组容量时即发生了这种情形。所以，isArrayFull 有下列简单的

定义：
// Returns true if the bag is full, or false if not.
private boolean isArrayFull()
{
return numberOfEntries >= bag.length;
} // end isArrayFull

方法 toArray。初始核心组内的最后一个方法 toArray 是获取包中的项，并将它们返
回到客户新分配的数组内。这个新数组的长度可以与包中项的个数 — numberOfEntries
的值—相等，而不是与数组 bag 的长度相等。但是，在分配数组时遇到了定义构造方法
时遇到过的同样问题，所以采用与构造方法相同的处理步骤。
在 toArray 创建新数组后，使用简单的循环可以将数组 bag 中的引用复制到这个新数
组中，然后返回这个数组。所以 toArray 的定义如下所示。
/** Retrieves all entries that are in this bag.
@return A newly allocated array of all the entries in the bag. */
public T[] toArray()
{
// The cast is safe because the new array contains null entries.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T[] result = (T[])new Object[numberOfEntries]; // Unchecked cast
for (int index = 0; index < numberOfEntries; index++)
{
result[index] = bag[index];
} // end for
return result;
} // end toArray

设计决策：方法 toArray 应该返回数组 bag 而不是拷贝吗？
假定我们如下定义 toArray：
public T[] toArray()
{
return bag;
} // end toArray

这个简单定义肯定能将包元素所在的数组返回给客户。例如，如果 myBag 是字符串
的包，则语句
String[] bagArray = myBag.toArray();

能得到指向数组的引用，数组中含有 myBag 中的项。客户可以使用变量 bagArray 来
显示 myBag 的内容。
但是，引用 bagArray 指向的是数组 bag 自身，即 bagArray 是对象 myBag 内私有实
例变量 bag 的别名，所以它能让客户直接访问这个私有数据。故客户不用调用类的公
有方法就能修改包的内容。例如，如果 myBag 是图 2-3 中所示的满包，语句
bagArray[1] = null;

将把项 Tia 改为 null。如果本意是想从包中删除 Tia，虽然这个方法听上去很好，但
这样做可能会破坏包的完整性。具体来说，数组 bag 中的项可能不再是连续的，且包
中的项数也会出错。

2.12

52

第2章

安全说明：方法不应该返回指向类中私有数据域的引用，而是应该返回指向数据域拷
贝的引用。
注：使用泛型，可以限制集合中项的数据类型，这是因为：
● 数据类型声明为 Object 的变量可以是指向任何类类型对象的引用，但是有泛型数
据类型的变量仅能指向指定类类型的对象。
● 由 Object 类型的变量指向的项的集合，可以含有各种无关类的对象，但由泛型变
量指向的项的集合，只能含有由继承而相关的类的对象。
学习问题 4

在段 2.12 给出的 toArray 方法中，一般来讲，numberOfEntries 的值

等于 bag.length 吗？
学习问题 5

假定 toArray 方法让新数组 result 与数组 bag 等长。客户如何得到返

回的数组中的项数？
学习问题 6

假定 toArray 方法返回数组 bag 而不是返回像 result 这样的新数组。

如果 myBag 是含 5 个项的包，则下列语句对数组 bag 和域 numberOfEntries 的影响
是什么？
Object[] bagArray = myBag.toArray();
bagArray[0] = null;

学习问题 7

如果你调用方法 Arrays.copyOf，则方法 toArray 的方法体中可以含

有一个 return 语句。修改方法 toArray。

让实现安全
2.13

鉴于当今黑客及对重要软件系统未经授权入侵的现实情况，程序员必须在代码中添加
安全措施，以使程序对使用者是安全的。虽然 Java 为你管理内存、检查数组下标的合法性，
且是类型安全的，但一个错误会使你的代码易受攻击。实现 ADT 时应该时刻铭记安全性，
尽管在已有的代码中增加安全机制可能是困难的。
注：你可以在程序中检查可能出现的错误来练习编写故障安全程序设计（fail-safe
programming）。安全程序设计（safe and secure programming）通过验证输入给方法的
数据和参数的合法性，消除方法的副作用，对客户和使用者的行为不做任何假设，从
而扩展了有安全机制程序的概念。
安全说明：保护 ADT 实现的完整性
当实现一个 ADT 时，必须问自己的两个问题是：
● 如果构造方法没有完全执行可能会发生什么？例如，构造方法可能在完成初始化之
前抛出一个异常或错误。但是入侵者可能会捕获异常或错误，并试着使用部分初始
化的对象。
● 如果客户试图创建一个其容量超出给定范围的包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 如果这两个行为可能导致问题，那么我们必须阻止或是解决问题，正如接下来你将
看到的。

2.14

对 于 类 ArrayBag， 我 们 想 防 范 前 面 安 全 说 明 中 所 描 述 的 两 种 情 形。 现 在 开 始 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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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Bag 的不完整的实现，在类中增加下列两个数据域以使代码更安全：
private boolean integrityOK;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MAX_CAPACITY = 10000;

这两个修改都涉及构造方法。因为默认构造方法调用带参数的构造方法，所以仅修改后
者就足够了。为确保客户不能创建太大的包，构造方法应该相对于 MAX_CAPACITY 值检查客
户所需的包的容量。如果需要的容量太大，则构造方法可以抛出一个异常。
如果所需的容量处在允许范围内，则 ArrayBag 的构造方法为什么还不能正确完成呢？
因为内存不足可能导致分配数组失败。这样一个事件会导致错误 OutOfMemoryError。一般
地，客户将这个错误看作致命事件。黑客可能捕获这个错误，就像你捕获异常一样，并试图
使用部分初始化的对象。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类的每个重要方法在执行其操作之前都可以
检查域 integrityOK 的状态。这种方式下，畸形对象就不会再有动作。对于正确初始化的
对象，构造方法将把域 integrityOK 置为真。
下面是修改后的构造方法。
public ArrayBag(int desiredCapacity)
{
integrityOK = false;
if (desiredCapacity <= MAX_CAPACITY)
{
// The cast is safe because the new array contains null entries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T[] tempBag = (T[])new Object[desiredCapacity]; // Unchecked cast
bag = tempBag;
numberOfEntries = 0;
// Last action
integrityOK = true;
}
else
throw new IllegalStateException("Attempt to create a bag whose " +
"capacity exceeds allowed maximum.");
} // end constructor

注意，构造方法在成功完成其他任务后，最后一个动作是将 integrityOK 赋值为真。
还注意到，IllegalStateException 是标准运行时异常。Java 插曲 2 将解释如何抛出一个
异常。
下面来看看如何使用 integrityOK。
在数组 bag 已成功分配的基础上，ArrayBag 中的任何公有方法在继续执行之前，都应
该确保数据域 integrityOK 的值为真。如果 integrityOK 为假，则这样的方法可以抛出一
个异常。例如，可以修改方法 add，如下所示。
public boolean add(T newEntry)
{
if (integrityOK)
{
boolean result = true;
if (isArrayFull())
{
result = false;
}
else
{ // Assertion: result is true here
bag[numberOfEntries] = newEntry;
numberOfEntries++;
} // end if
return result;
}
else
throw new SecurityException("ArrayBag object is corrupt.");
} // end add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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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 false;
}
else
{ // Assertion: result is true here
bag[numberOfEntries] = newEntry;
第2章
numberOfEntries++;
} // end if
return result;
}
else
throw new SecurityException("ArrayBag object is corrupt.");
} // end add

注： 异 常 SecurityException 和 IllegalStateException 都 是 包 java.lang 中
的标准运行时异常。因此，不需要 import 语句。
因为我们在多个方法中都要检查 integrityOK，所以为了避免代码重复，可以定义下
列私有方法。
// Throws an exception if this object is not initialized.
private void checkIntegrity()
{
if (!integrityOK)
throw new SecurityException("ArrayBag object is corrupt.");
} // end checkIntegrity

则方法 add 修改如下：
public boolean add(T newEntry)
{
checkIntegrity();
boolean result = true;
if (isArrayFull())
{
result = false;
}
else
{ // Assertion: result is true here
bag[numberOfEntries] = newEntry;
numberOfEntries++;
} // end if
return result;
} // end add

应该以相同的方式修改核心方法 toArray，因为它调用了 ArrayBag 的数据域 bag。
安全说明：你所熟知的编写 Java 代码时的某些常用准则，实际上提升了代码的安全
性。这些准则是：
● 将类的大多数数据域声明为私有的，如果不是全部。任何公有数据域都应该是静态
和终极的，且有常量值。
● 避免那些掩盖代码安全性的所谓聪明的逻辑。
● 避免重复代码。相反，将这样的代码封装为一个可供其他方法调用的私有方法。
● 当构造方法调用一个方法时，确保这个方法不能被重写。
安 全 说 明： 终 极 类。 注 意 到， 我 们 将 ArrayBag 声 明 为 一 个 终 极 类。 因 此， 从
ArrayBag 不能派生出其他的类，即 ArrayBag 不能是另一个类的超类或基类。终极

类比非终极类更安全，因为程序员不能使用继承来改变它的行为。稍后我们将细化这
个做法，定义终极方法而不是整个终极类。

测试核心方法
2.16

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定义了 3 个核心方法，可以测试它们了。但是 BagInterfac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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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方法怎么办呢？因为 ArrayBag—程序清单 2-1 中给出的—实现了 BagInterface，
所以 Java 语法检查程序将查看这个接口中声明的每个方法的定义。我们要不要等到完成它
们的定义后才开始测试？绝对不要！在你写方法的同时就进行测试，会让你尽早发现逻辑错
误。不过，不是写完 BagInterface 中每个方法的完整实现，而是对可暂时忽略的方法给出
它们的不完整定义。
一个不完整定义的方法称为存根（stub）。存根仅仅是用来应付语法检查器的。例如，对
于返回一个值的每个方法，添加一个 return 语句让其返回一个哑值，就可以避免语法错
误。返回布尔值的方法可以返回假。返回对象的方法可以返回 null。另一方面，void 方法
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空方法体。
例如，方法 remove 最终返回被删除的项，所以它的存根必须含有一个 return 语句，
如下所示。
public T remove()
{
return null; // STUB
} // end remove

void 方法 clear 的存根应该是
public void clear()
{
// STUB
} // end clear

注意，如果你想在测试程序中调用存根，则存根应该显示一条信息来报告它被调用过。
程序设计技巧：不要等到完全实现 ADT 后才测试它。写了存根（这是所需方法的不
完整定义）后，就可以尽早开始测试。
测试程序。程序清单 2-2 所示的程序专门用来测试这一阶段所开发的类 ArrayBag 的
一

核心方法 add 和 toArray。初始时，main 方法使用默认构造方法创建一个空包。因为这个
包的容量是 25，所以如果你添加少于 25 个项，数组不应该满。故每次添加后，add 方法都
应该返回真。实际上，程序描述性的输出信息指明被测的方法是正确的。
随后在 main 方法中，我们考虑容量为 7 的包，然后向它添加 7 个字符串。这一次，如
果试图进行第 8 次添加，add 方法应该返回假。同样，程序描述性的输出信息表明方法是正
确的。
程序清单 2-2

一

测试 ArrayBag 类的核心方法的程序

1 /**
2
A test of the constructors and the methods add and toArray,
3
as defined i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class ArrayBag.
4 */
5 public class ArrayBagDemo1
6 {
7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8
{
9
// Adding to an initially empty bag with sufficient capacity
10
System.out.println("Testing an initially empty bag with" +
11
" sufficient capacity:");
12
BagInterface<String> aBag = new ArrayBag<>();
13
String[] contentsOfBag1 = {"A", "A", "B", "A", "C", "A"};
14
testAdd(aBag,
contentsOfBag1);
注意，类 ArrayBag
的这个版本已在本书的在线网站中提供，名为
ArrayBag1。
15
16
// Filling an initially empty bag to capacity
17
System.out.println("\nTesting an initially empty bag that " +
18
" will be filled to capacity:");
19
aBag = new ArrayBag<>(7);
20
String[] contentsOfBag2 = {"A", "B", "A", "C", "B", "C", "D",
21
"another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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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as defined i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class ArrayBag.
*/
public class ArrayBagDemo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第 2 {章
// Adding to an initially empty bag with sufficient capacity
System.out.println("Testing an initially empty bag with" +
" sufficient capacity:");
BagInterface<String> aBag = new ArrayBag<>();
String[] contentsOfBag1 = {"A", "A", "B", "A", "C", "A"};
testAdd(aBag, contentsOfBag1);
// Filling an initially empty bag to capacity
System.out.println("\nTesting an initially empty bag that " +
" will be filled to capacity:");
aBag = new ArrayBag<>(7);
String[] contentsOfBag2 = {"A", "B", "A", "C", "B", "C", "D",
"another string"};
testAdd(aBag, contentsOfBag2);
} // end main
// Tests the method add.
private static void testAdd(BagInterface<String> aBag,
String[] content)
{
System.out.print("Adding the following strings to the bag:");
for (int index = 0; index < content.length; index++)
{
if (aBag.add(content[index]))
System.out.print(content[index] + " ");
else
System.out.print("\nUnable to add " + content[index] +
" to the bag.");
} // end for
System.out.println();
displayBag(aBag);
} // end testAdd
// Tests the method toArray while displaying the bag.
private static void displayBag(BagInterface<String> aBag)
{
System.out.println("The bag contains the following string(s):");
Object[] bagArray = aBag.toArray();
for (int index = 0; index < bagArray.length; index++)
{
System.out.print(bagArray[index] + " ");
} // end for
System.out.println();
} // end displayBag
} // end ArrayBagDemo1

䒿ܦ
Testing an initially empty bag with sufficient capacity:
Adding the following strings to the bag: A A B A C A
The bag contains the following string(s):
A A B A C A
Testing an initially empty bag that will be filled to capacity:
Adding the following strings to the bag: A B A C B C D
Unable to add another string to the bag.
The bag contains the following string(s):
A B A C B C D

程序设计技巧：方法的全面测试还应该包括实参取其对应参数合理范围内外的值的
情况。
2.18

注意到，除了 main 方法外，ArrayBagDemo1 还有两个其他的方法。因为 main 是静态
的，且调用这两个方法，所以它们也必须是静态的。方法 testAdd 的参数接收一个包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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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符串数组。该方法使用循环将数组中的每个字符串添加到包中。它还测试了 add 方法
的返回值。最后，方法 displayBag 的参数是一个包，并使用包的方法 toArray 来访问它
的内容。一旦我们有一个包项的数组，这个简单的循环就可以显示它们。
学习问题 8

在 ArrayBagDemo1 的 main 方法中执行下列语句的结果是什么？

ArrayBag<String> aBag = new ArrayBag<>();
displayBag(aBag);

实现更多的方法
现在可以向包中添加对象了，着手来实现其余的方法，可以从最简单的方法入手。直到
我们明白如何查找一个包时再来定义 remove 方法。
方 法 isEmpty 和 getCurrentSize。 方 法 isEmpty 和 getCurrentSize 的 定 义 很 简

2.19

单，正如你所见的：
public boolean isEmpty()
{
return numberOfEntries == 0;
} // end isEmpty
public int getCurrentSize()
{
return numberOfEntries;
} // end getCurrentSize

安全说明：方法应该何时调用 checkIntegrity ？
方 法 isEmpty 和 getCurrentSize 没 有 调 用 checkIntegrity。 虽 然 它 们 能 调 用，
但我们不想因不必要的安全检查而使客户的性能降低。这两个方法都涉及了数据域
numberOfEntries。即使构造方法没有完成它的初始化，因此还没有将这个域设置

为 0，Java 也会使用默认值将它初始化为 0。所以，任何已进行部分初始化的包都是
空的。对于 ArrayBag，访问数组 bag 的方法都应该确保它已存在。
注：有些方法的定义非常简单，几乎和类的早期版本中用来定义它们的存根是一样的。
包方法 isEmpty 和 getCurrentSize 就是这样的情况。虽然这两个方法不含在第一
批核心方法中，不过它们本来是可以在的。即我们可以更早地定义它们，而不是为它
们写存根。
方法 getFrequencyOf。为计算给定对象在包中出现的次数，我们统计对象在数组 bag
中出现的次数。使用 for 循环，循环处理从 0 到 numberOfEntries-1 的下标，将给定对象
与数组中的每个对象进行比较。每次发现相等时，计数器加 1。循环结束时，只要返回计数
器的值就可以了。注意，比较对象时必须使用方法 equals，而不是使用相等操作符 ==。故
必须写语句
anEntry.equals(bag[index]) // Compares values

而不是写语句
anEntry == bag[index] // WRONG! Compares locations (addresses)

我们假定对象所属的类中定义了自己的 equals 方法。

2.20

58

第2章

这个方法定义如下。
public int getFrequencyOf(T anEntry)
{
checkIntegrity();
int counter = 0;
for (int index = 0; index < numberOfEntries; index++)
{
if (anEntry.equals(bag[index]))
{
counter++;
} // end if
} // end for
return counter;
} // end getFrequencyOf
2.21

方法 contains。要查看包中是否含有给定的对象，可以再次查找数组 bag。这里需要
的循环类似于方法 getFrequencyOf 中使用的，但是一旦发现要找项的第一次出现，循环
就应该立刻停止。描述这个逻辑的伪代码如下：
while (⇍ឪݜanEntry喏̀䔄ᰵ㺭ᷬᴑ⮰㏰)㉌ٯ
{
if (anEntry ふκ̷̬͖㏰䶥)
㏰͙ឪݜanEntry
}

这个循环的终止条件有两个：已经在数组中找到 anEntry，或是已经查找了整个数组但
没成功。
然后来定义方法 contains。
public boolean contains(T anEntry)
{
checkIntegrity();
boolean found = false;
int index = 0;
while (!found && (index < numberOfEntries))
{
if (anEntry.equals(bag[index]))
{
found = true;
}
else
index++;
} // end while
return found;
} // end contains

注：两种循环
为计算数组中项出现的次数，方法 getFrequencyOf 使用一个循环来遍访数组的所有
项。事实上，循环体执行了 numberOfEntries 次。相反，为表示一个给定项是否出
现在一个数组中，方法 contains 中的循环，一经找到要找的项就立即结束。这个循
环的循环体执行的次数为 1 ～ numberOfEntries。你应该能轻松地写出执行确定次
数或可变次数的循环。
学习问题 9

方法 contains 可以调用 getFrequencyOf 而不是执行一个循环。即你

可以像下面这样定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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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oolean contains(T anEntry)
{
return getFrequencyOf(anEntry) > 0;
} // end contains

这个定义与前一段中给出的定义相比，优缺点各是什么？
测试附加的这些方法。在为类 ArrayBag 定义了附加方法的同时，应该测试它们。本书

2.22

的在线网站提供的程序 ArrayBagDemo2，仅关注于这些附加的方法。不过，你应该逐步地
形成一个测试程序，为的是它能测试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定义的所有方法。类 ArrayBag 到目
前为止的版本，可以在在线网站名为 ArrayBag2 的源代码中找到。

删除项的方法
我们推迟到现在才来定义从包中删除项的 3 个方法，因为三者中的一个有些困难，它涉
及的查找机制很像是我们在 contains 中所用到的。我们从更易定义的另外两个方法入手。
方法 clear。方法 clear 从包中删除所有的项，一次删除一个。下面这个 clear 的定

2.23

义调用方法 remove，直到包为空时结束。
/** Removes all entries from this bag. */
public void clear()
{
while (!isEmpty())
remove();
} // end clear

每次循环中要删除哪个项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们调用的是删除一个未指定项的 remove
方法。另外，不保存方法返回的这个项。
因为 remove 方法要访问数组 bag，它应该调用 checkIntegrity，以确保包是存在的。
所以 clear 不需要显式地调用它。
注：我们可以根据尚未定义的方法 remove 来定义方法 clear。但是，在定义 remove
之前，我们不能完全测试 clear。
学习问题 10

修改方法 clear 的定义，让它不调用 isEmpty。

提示：while 语句应该有一个空循环体。
学习问题 11

用下列语句

numberOfEntries = 0;

替换段 2.23 所示的 clear 中的循环，有什么缺点？
删除未指定的项。只要包不空，不带参数的 remove 方法从包中删除一个未指定的项。
回忆程序清单 1-1 所示的接口中给出的方法的规范说明，该方法返回被它删除的项：
/** Removes one unspecified entry from this bag, if possible.
@return Either the removed entry, if the removal was successful,
or null otherwise. */
public T remove()

如果方法执行前包是空的，则返回 null。
从包中删除一个项，涉及从数组中删除它。虽然我们能访问数组 bag 中的任何项，但最
后一项是最容易删除的。为此，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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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最后一项，以便它能被返回
● 将项的数组元素设置为 null
● numberOfEntries 减 1
numberOfEntries 减 1，就会忽视最后一项，意味着它已被高效地删除了，即使我们

没有将它在数组中的位置设置为 null。但是不要跳过这一步。
将前面的步骤转为 Java 程序，得到如下的方法：
public T remove()
{
checkIntegrity();
T result = null;
if (numberOfEntries > 0)
{
result = bag[numberOfEntries − 1];
bag[numberOfEntries − 1] = null;
numberOfEntries––;
} // end if
return result;
} // end remove

安全说明：将数组元素 bag[numberOfEntries - 1] 设置为 null，将被删除对象标
记为可进行垃圾回收，并防止恶意代码来访问它。
安全说明：在正确计数后更新计数器。在前面的代码中，删除数组最后一项后才将
numberOfEntries 减 1，哪怕表达式 numberOfEntries - 1 共计算了 3 次。虽然下

面的改进可以避免这个重复，但时间上微不足道的节省，不值得要冒太早减小计数器
所带来的不安全风险：
numberOfEntries--;
result = bag[numberOfEntries];
bag[numberOfEntries] = null;

不可否认，在这种情形下，数组和计数器不同步的情况还是有可能的。不管怎样，如
果逻辑更复杂，则数组处理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异常。这个中断将会导致已更新的计数
器不准确。
学习问题 12

为什么方法 remove 将从数组 bag 中删除的项替换为 null ？

学习问题 13

前一个 remove 方法删除数组 bag 中的最后一项。删除另外的项为什

么会更难完成？
2.25

删除指定的项。从包中删除项的第 3 个方法将涉及删除指定的项—称为 anEntry。如
果项在包中出现多次，则仅删除它的一次出现。没有指定要删除哪次出现。我们只删除查找
anEntry 时遇到的首次出现。正如我们在第 1 章段 1.9 中所讨论的，方法将根据在包中是否

找到这个项而返回真或假。
假 定 包 不 空， 则 查 找 数 组 bag 的 过 程 很 像 是 段 2.21 中 contains 方 法 所 做 的。 如 果
anEntry 等于 bag[index]，则记下 index 的值。图 2-4 展示成功查找后的数组。

现在需要删除 bag[index] 中的项。如果只写
bag[index] =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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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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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z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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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4

5

bag[index]

成功查找字符串 "Tia" 后的数组 bag

则只删除了 bag[index] 中指向项的引用，但数组中会留下空隙。即包的内容不再占据连
续的数组位置，如图 2-5a 所示。我们可以移动随后的项来去掉这个空隙，如图 2-5b 所示，
并将指向最后一项的重复引用替换为 null，如图 2-5c 所示。但不一定非要用这个费时的
方法。
bag[index]
Doug

Seiji

Jazmin

Carlos

Sofia

null

a)

b)
Doug

Seiji

Jazmin

Carlos

Sofia

0

1

2

3

4

c)

null
Doug

图 2-5

5

Seiji

Jazmin

Carlos

Sofia

a）将 bag[index] 中的项置为 null 后数组 bag 中的空隙；b）移动随后的项去掉空
隙后的数组；c）将指向最后一项的重复引用替换为 null 后

记住，我们不需要维护包中项的具体次序。所以删除一项后，不是移动数组项，而
是 用 数 组 中 最 后 一 项 替 换 被 删 除 的 项， 如 下 所 示。 找 到 bag[index] 中 的 anEntry 后，
如 图 2-6a 所 示， 将 bag[numberOfEntries − 1] 中 的 项 拷 贝 到 bag[index] 中（图
2-6b）。然后将 bag[numberOfEntries − 1] 中的项替换为 null，如图 2-6c 所示，最后
numberOfEntries 减 1。

删除指定项的伪代码。现在将前面的讨论用伪代码写出来，对指定的项 anEntry，从含
有它的包中删除：
㏰bag͙ឪݜanEntry喞ճႯܦ⣜bag[index]ะ
bag[index] = bag[numberOfEntries – 1]
bag[numberOfEntries – 1] = null
䃍ஔnumberOfEntriesۻ1
return true

这段伪代码假定包中含有 anEntry。
在伪代码中添加一些细节，以适应 anEntry 不在包中的情形，伪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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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ᴑឪanEntry
if(anEntry࠱͙̀ܦ⣜bag[index]ะ)
{
bag[index] = bag[numberOfEntries – 1]
bag[numberOfEntries – 1] = null
䃍ஔnumberOfEntriesۻ1
return true
}
else
return false
Doug

Tia

Seiji

Jazmin

Carlos

Seiji

Jazmin

Carlos

Sofia

a）
bag[index]

b）
Doug

Sofi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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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
Doug

Sofia

图 2-6

避免删除一项时数组中的空隙

Seiji

Jazmin

Carlos

避免重复工作。很容易将这段伪代码翻译为 Java 方法 remove。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
了，就会发现新方法和在段 2.24 中写过的 remove 方法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实际上，如果
anEntry 出现在 bag[numberOfEntries − 1] 处，则这两个 remove 方法将有完全相同的

效果。为避免这样的重复劳动，两个 remove 方法可以调用一个私有方法来完成删除操作。
可以说明如下的一个方法：
// Removes and returns the entry at a given array index.
// If no such entry exists, returns null.

private T removeEntry(int givenIndex)

因为这是一个私有方法，类内的其他方法可以给它传一个下标作为参数，故仍能让这个
下标—实现细节—对类的客户隐藏。
在 实 现 这 个 私 有 方 法 之 前， 让 我 们 看 看 是 否 可 以 用 它 来 修 改 段 2.24 中 的 remove 方
法。因为方法删除并返回数组 bag 的最后一项，即 bag[numberOfEntries − 1]，故它
的 定 义 中 可 以 调 用 removeEntry(numberOfEntries − 1)。 继 续 我 们 的 工 作， 就 如 同
removeEntry 已经定义且测试过了，可以如下定义 remove：
/** Removes one unspecified entry from this bag, if possible.
@return Either the removed entry, if the removal was successful,
or null otherwise */
public T remove()
{
checkIntegrity();
T result = removeEntry(numberOfEntries – 1);
return result;
} // end remove

这个定义看上去不错。我们来实现第二个 remove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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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 remove 方法。第一个 remove 方法不查找要删除的项，因为它删除数组中的最

2.28

后一项。但第二个 remove 方法必须执行查找操作。现在先不考虑在数组中查找一个项的细
节，我们将这个任务委派给另一个私有方法来完成，它的规范说明如下所示。
// Locates a given entry within the array bag.
// Returns the index of the entry, if located, or −1 otherwise.
private int getIndexOf(T anEntry)

假定这个私有方法已经定义并且测试过了，我们在第二个 remove 方法中调用它，如下
所示。
/** Removes one occurrence of a given entry from this bag.
@param anEntry The entry to be removed.
@return True if the removal was successful, or false if not. */
public boolean remove(T anEntry)
{
checkIntegrity();
int index = getIndexOf(anEntry);
T result = removeEntry(index);
return anEntry.equals(result);
} // end remove

注意到，removeEntry 返回它删除的项，或是 null。这正是第一个 remove 方法所需
要的，但第二个 remove 方法必须返回一个布尔值。所以，在第二个方法中，我们必须将想
删除的项与 removeEntry 的返回值进行比较，来得到所希望的布尔值。
学习问题 14

remove 的前一个定义中的 return 语句能写成下面这样吗？

a. return result.equals(anEntry);
b. return result != null;

学 习 问 题 15

考 虑 包 aBag， 它 是 类 ArrayBag 的 一 个 实 例。ArrayBag 中 的 数 组

bag 含 有 aBag 中 的 项。 如 果 数 组 中 含 有 字 符 串 "A"，"A"，"B"，"A"，"C"， 为 什

么 aBag.remove(“B”) 将 数 组 的 内 容 改 变 为 "A"，"A"，"C"，"A"，null， 而 不 是
"A"， "A"，"A"，"C"，null，或是 "A"，"A"，null，"A"，"C" ？

私有方法 removeEntry 的定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段 2.26 中为从包中删除指定项而写
的伪代码。私有方法 removeEntry 假定，项的查找已经完成，所以可以忽略伪代码中的第
一步。不管怎样，伪代码的其他部分给出了删除一个项的基本逻辑。可以修改伪代码，如下
所示。
// Removes and returns the entry at a given index within the array bag.
// If no such entry exists, returns null.
if(࠱̹⾦̀㐅⮰̷ᴳ̹᭛䉋)
{
result = bag[givenIndex]
bag[givenIndex] = bag[numberOfEntries – 1]
bag[numberOfEntries – 1] = null
䃍ஔnumberOfEntriesۻ1
return result
}
else
return null

前一段给出的方法 remove 的定义，将 getIndexOf 返回的整数传给了 removeEntry。
因 为 getIndexOf 可 能 返 回 -1， 故 removeEntry 也 必 须 对 这 样 的 参 数 值 进 行 查 找。 所
以 如 果 包 不 空 — 即 如 果 numberOfEntries 大 于 0— 且 givenIndex 大 于 等 于 0，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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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Entry 删 除 位 于 givenIndex 的 数 组 项， 用 最 后 一 项 来 替 换 它， 并 让 numberOfEntries 减 1。然后方法返回删除的项。但是，如果包是空的，则方法返回 null。

方法的代码如下。
// Removes and returns the entry at a given index within the array bag.
// If no such entry exists, returns null.
// Preconditions: 0 <= givenIndex < numberOfEntries;
//
checkIntegrity has been called.
private T removeEntry(int givenIndex)
{
T result = null;
if (!isEmpty() && (givenIndex >= 0))
{
result = bag[givenIndex];
// Entry to remove
bag[givenIndex] = bag[numberOfEntries – 1]; // Replace it with last entry
bag[numberOfEntries – 1] = null;
// Remove last entry
numberOfEntries––;
} // end if
return result;
} // end removeEntry
2.30

找到要删除的项。现在需要考虑如何找到要从包中删除的项，这样才可以将它的下标传
给 removeEntry。方法 contains 执行的查找，与 remove 的定义中用来查找 anEntry 的
机制是一样的。遗憾的是，contains 返回真或假；它不返回在数组中找到的项的下标。所
以在定义这个方法时不能简单地调用那个方法。
设计决策：方法 contains 应该返回找到项的下标吗？
我们应该修改 contains 的定义，让它返回一个下标而不是一个布尔值吗？不应该。
作为一个公有方法，contains 不应该提供给客户这样的实现细节。客户不应该期望
包的项放在数组中，因为它们没有特定的次序。不应该改变 contains 的规范说明，
而是应该遵循最初的规划，定义一个私有方法来查找一个项并返回它的下标。

2.31

getIndexOf 的定义。getIndexOf 的定义与 contains 的定义很像，我们回忆段 2.21

中它的循环是这样的：
boolean found = false;
int index = 0;
while (!found && (index < numberOfEntries))
{
if (anEntry.equals(bag[index]))
{
found = true;
}
else
index++;
} // end while

这个循环的结构适用于方法 getIndexOf，但当找到项时必须保存 index 的值。方法将
返回这个下标而不是一个布尔值。
为修改前面这个循环，将其用在 getIndexOf 中，我们定义了一个整数变量 where，来
记录当 anEntry 等于 bag[index] 时 index 的值。所以 getIndexOf 的定义是这样的：
// Locates a given entry within the array bag.
// Returns the index of the entry, if located, or −1 otherwise.
// Precondition: checkIntegrity has been called.
private int getIndexOf(T anEntry)
{
int where = −1;
boolean found = false;
int index = 0;
while (!found && (index < numberOfEntries))
{
if (anEntry.equals(bag[index]))

// Locates a given entry within the array bag.
使用数组实现包
// Returns the index of the entry, if located, or −1 otherwise.
// Precondition: checkIntegrity has been called.
private int getIndexOf(T anEntry)
{
int where = −1;
boolean found = false;
int index = 0;
while (!found && (index < numberOfEntries))
{
if (anEntry.equals(bag[index]))
{
found = true;
where = index;
}
else
index++;
} // end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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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rtion: If where > −1, anEntry is in the array bag, and it
// equals bag[where]; otherwise, anEntry is not in the array
return where;
} // end getIndexOf

方法 getIndexOf 返回 where 的值。注意到，我们将 where 初始化为 -1，这是没找到
anEntry 时返回的值。

学 习 问 题 16

就 在 方 法 getIndexOf 的 return 语 句 之 前， 能 添 加 什 么 assert 语

句，来表示方法能够返回的可能值？
学习问题 17

修改方法 getIndexOf 的定义，让它不使用布尔值。

旁白：正向思考
与 方 法 contains 不 一 样， 方 法 getIndexOf 将 布 尔 变 量 found 仅 用 来 控 制 循 环，
而不是作为一个返回值。所以我们可以修改逻辑，以避免非操作符 ! 的使用。
我们使用变量 stillLooking 来替代 found，将它初始化为真。然后可以将布尔表
达式 !found，替换为 stillLooking，如你在下面方法 getIndexOf 的定义中所见：
// Locates a given entry within the array bag.
// Returns the index of the entry, if located, or −1 otherwise.
private int getIndexOf(T anEntry)
{
int where = −1;
boolean stillLooking = true;
int index = 0;
while (stillLooking && (index < numberOfEntries))
{
if (anEntry.equals(bag[index]))
{
stillLooking = false;
where = index;
}
else
index++;
} // end while
return where;
} // end getIndexOf

如果在数组中找到 anEntry，则 stillLooking 将置为假以结束循环。有些程序员
倾向于正向思考，如这个版本中的这样，而另外一些人觉得 !found 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66

2.32

第2章

方法 contains 定义的修改。完成 remove 和它调用的私有方法的定义后，就知道方法
contains 可以调用私有方法 getIndexOf，得到比段 2.21 所给的更简单的定义。回忆一下，

如 果 anEntry 在 包 中， 则 表 达 式 getIndexOf(anEntry) 返 回 0 ～ numberOfEntries-1
之 间 的 一 个 整 数， 否 则 返 回 -1。 即 如 果 anEntry 在 包 中， 则 getIndexOf(anEntry) 大
于 -1。所以可以定义 contains 如下：
public boolean contains(T anEntry)
{
checkIntegrity();
return getIndexOf(anEntry) > −1;
} // end contains

因为已经修改了 contains 的定义，所以应该再次测试它。为此，我们还要测试私有方
法 getIndexOf。
注：contains 方法和第二个 remove 方法都必须执行类似的对项的查找。将查找功
能单独放在方法 contains 和 remove 都能调用的一个私有方法内，使得我们的代码
更易调试及维护。这个策略等同于，将删除操作定义在两个 remove 方法都调用的私
有方法 removeEntry 中时所使用的策略。
设计决策：什么方法应该调用 checkIntegrity ？
类 ArrayBag 的 关 键 点 是 数 组 bag 的 分 配。 你 已 经 看 到， 像 add 这 样 的 依 赖 于 这
个 数 组 的 方 法， 都 是 先 调 用 checkIntegrity， 以 确 保 构 造 方 法 已 经 完 全 初 始 化
了 ArrayBag 对 象， 包 括 数 组 的 分 配。 我 们 可 以 坚 持， 在 直 接 涉 及 数 组 bag 的 每
个方法中调用 checkIntegrity，不过我们选择更加灵活的做法。例如，私有方法
getIndexOf 和 removeEntry 直接访问 bag，但它们不调用 checkIntegrity。为什

么？删除给定项的 remove 方法调用 getIndexOf 和 removeEntry。如果这两个私有
方法都调用了 checkIntegrity，则它被公有方法调用两次。所以，对于这个具体实
现来说，我们在公有方法中调用 checkIntegrity，并为两个私有方法添加一个前置
条件，来说明 checkIntegrity 必须要先调用。因为它们是私有方法，这样的前置条
件只给我们这些实现者和维护者使用。一旦做了这个抉择，其他的 remove 方法和方
法 contains 都必须调用 checkIntegrity，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只调用这两个私有方
法中的一个。
注意，私有方法 getIndexOf 和 removeEntry 都执行一个已定义好的任务。它们不
再为第二个任务—检查初始化—负责。
程序设计技巧：即使可能已经有了方法的正确定义，但如果你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实现，
不要犹豫地去修改它。肯定要再次测试方法！
2.33

测试。我们的 ArrayBag 类基本上完成了。可以使用前面测试过 remove 和 clear 的测
试方法—我们假定它们是正确的。从一个不满的包开始，在线程序 ArrayBagDemo3 删除
包中的项直到它为空时为止。它还包括了从满包开始的类似的测试。最后，应该将前面的测
试整合起来再次运行它们。本书在线网站的源代码中，测试程序是 ArrayBagDemo，完整的
类是 Array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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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变长数组实现 ADT 包
一个数组有固定的大小，在数组创建前，这个大小或者由程序员选择，或者由用户选

2.34

择。定长数组像是一间教室。如果教室含有 40 把椅子但只有 30 名学生，则我们会浪费 10
把椅子。如果 40 名学生上课，则教室是满的，且不能再容纳其他任何人。类似地，如果没
用到数组中的所有位置，则浪费了空间。如果需要更多的，则运气不佳。
所以，使用定长数组实现 ADT 包，限制了包的大小。当数组满了，因此也是包满了，
则后续的 add 方法的调用都返回假。有些应用可以使用有有限容量的包或其他的集合。但
对于其他应用，我们需要集合的大小不受约束地变大。现在介绍一组项如何能想要多大就要
多大—在计算机内存的限度内—但仍在一个数组内。

变长数组
策略。当教室满了，能容纳更多学生的一种办法是移到一间更大的教室内。用类似的

2.35

方式，当数组满了，可以将它的内容移到一个更大的数组中。这个过程称为数组的变长
（resizing）。图 2-7 显示两个数组：一个是有 5 个连续内存位置的原数组，另一个数组—两
倍于原数组大小—在计算机的另一块内存中。如果将数据从原来的小数组中拷贝到新的大
数组的开头部分，得到的结果像是扩展了原数组一样。这种机制的唯一不足是新数组的名
字：你想让它与原数组同名。马上就会看到如何完成这个工作。
࣋㏰
ᰠ๓⮰㏰

图 2-7

变长数组将它的内容拷贝到更大的第二个数组中

细 节。 假 定 已 有 myArray 指 向 的 数 组， 如 图 2-8a 所 示。 我 们 先 定 义 一 个 别 名

2.36

oldArray，它也指向这个数组，如图 2-8b 所示。下一步是创建一个比原数组更大的新数

组，让 myArray 指向这个新数组。如图 2-8c 所示，一般地，新数组要两倍于原数组的大
小。最后一步是将原数组的内容拷贝到新数组中（图 2-8d），然后丢弃原数组（图 2-8e）。下
列伪代码概括了这些步骤：
oldArray = myArray
myArray =ڢ䪫Ꮢ᭛2 *oldArray.length⮰㏰
ᄲ࣋㏰oldArray͙⮰䶥ᠣ䉉ݜ㏰myArray͙
oldArray = null // Discard old array

注：当数组不再被引用时，它占用的内存在垃圾回收时被收回，就像是对其他对象的
处理一样。
代码。将前一个伪代码转为 Java 时，使用 Java 类库中的方法 Arrays.copyOf (sourceArray, newLength) 能帮忙做很多事情。例如，对如下的简单整数数组进行操作：
int[] myArray = {10, 20, 30, 40, 50};

此时，myArray 指向一个数组，如图 2-9a 所示。接下来，调用 Arrays.copyOf：
myArray = Arrays.copyOf(myArray, 2 * myArray.length);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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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myArray

b）ᠳऽस̬㏰
⮰͖͐ᑁ⩔
myArray

oldArray

c） ࣋㏰ऄ䛻⣜
ᠳऽ⮰ᰠ๓⮰
myArray
㏰

oldArray

d）࣋㏰͙⮰䶥ᠣ
䉉ݜ㏰͙

myArray

oldArray

e） ͎ᐯ࣋㏰
myArray

oldArray

图 2-8

数组变长

变量 myArray 中的引用被赋给这个方法的第一个参数 sourceArray，如图 2-9b 所示。
接下来，方法创建一个新的更大的数组，并将参数数组中的项拷贝给它（图 2-9c）。最后，
方法返回指向新数组的一个引用（图 2-9d），我们将这个引用赋给 myArray（图 2-9e）。
a)

myArray

10

20

30

40

50
∁Arrays.copyOf

b)

sourceArray

c)

newArray

10

20

30

40

50

0

0

0

0

0

d)
e)

图 2-9

myArray

语 句 myArray = Arrays.copyOf(myArray, 2 * myArray.length); 的 效
果 a）参数数组；b）指向参数数组的引用；c）获得参数数组内容的新的更大的数组；
d）指向新数组的返回值；e）返回值被赋给参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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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意到，图 2-9 中的数组含有整数。这些整数是基本类型值，且依图这样占据数
组中的位置。与之相对的，例如图 2-6 中的数组，保存的是指向对象的引用而不是对
象本身。
数组变长或许没有第一眼看上去这样有吸引力。每次扩展数组大小时，必须拷贝它的内

2.38

容。如果每次仅需一个额外空间而让数组增大一个元素，则这个过程将耗时过大。例如，如果
含 50 个元素的数组满了，为了容纳另一个项，需要将数组拷贝到有 51 个元素的数组中。再添
加一个项时又会要求你将含 51 个元素的数组拷贝到含 52 个元素的数组中，以此类推。每次添
加都会导致数组的拷贝。如果在原含 50 个项的数组中添加 100 项，则要拷贝 100 次数组。
另一种做法，将数组扩展 m 个元素，将拷贝开销分摊在 m 次添加上而不是集中在一次
上。每次当数组满时倍增它的大小，这是一种典型的方法。
例如，当在含 50 个项的满数组中添加一个项时，在进行添加前先将 50 个元素的数组拷
贝到 100 个元素的数组中。然后接下来的 49 次添加都可快速完成而不需要拷贝数组。所以
数组拷贝只需一次。
程序设计技巧：当增大数组时，将它的项拷贝到更大的数组中。应该充分地扩展数组，
以减少拷贝开销的影响。常用的办法是倍增数组大小。
注：“变长数组”的说法实际上是用词不当，因为数组的长度不会改变。变长数组的
过程是创建了一个含有原数组项的全新的数组。给新数组与原数组一样的名字—换
句话说，指向新数组的引用赋给了保存指向原数组引用的变量。然后丢弃原数组。
注：引入一个类
若一个类用到了 Java 类库中的类，则它的定义前必须有 import 语句。例如，要使用
类 Arrays，应该将下面的语句写在你的类定义和描述性注释之前：
import java.util.Arrays;

有些程序员将这条语句中的 Arrays 替换为星号，为的是在他们的程序中可以使用包
java.util 中的所有类。

学习问题 18

考虑下列语句定义的字符串数组：

String[] text = {"cat", "dog", "bird", "snake"};

为数组 text 增大 5 个元素的容量且不改变当前内容的 Java 语句是什么？
学习问题 19

考虑字符串数组 text。如果放到这个数组中的字符串个数小于它的长

度（容量），你如何减少数组长度而不改变它的当前内容？假定字符串个数保存在变量
size 中。

包的新实现
方法。可以通过变长数组来修改 ADT 包的前一个实现，这样包的容量仅由计算机可用
的内存量来限定。如果查看程序清单 2-1 中 ArrayBag 类的框架，会明白我们需要修改什
么。下面详细说明这些任务：
● 将类名修改为 ResizableArrayBag，这样我们就能区分两个实现了。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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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数组 bag 的声明中删除标识符 final，以使它能变大小。
● 修改构造方法的名字以匹配新的类名。
● 修改方法 add 的定义，让它总能容纳新项。方法永远不会返回假，因为包永远不会满。
类的其他部分将保持不变。修改方法 add 是这个列表中唯一的实质性工作。
方法 add。下面是方法 add 的定义，与段 2.15 结尾处的一样：
public boolean add(T newEntry)
{
checkIntegrity();
boolean result = true;
if (isArrayFull())
{
result = false;
}
else
{ // Assertion: result is true here
bag[numberOfEntries] = newEntry;
numberOfEntries++;
} // end if
return result;
} // end add

因为包永远不会满，故 add 应该永远返回真。为达到这个目标，当 isArrayFull 返回
真时我们倍增数组 bag 的大小，而不是将 result 设置为假。为了变长数组，我们将定义并
调用另一个私有方法 doubleCapacity，其规范说明如下：
// Doubles the size of the array bag.
private void doubleCapacity()

假定我们已经定义了这个私有方法，则可以修改 add 方法，如下所示：
/** Adds a new entry to this bag.
@param newEntry The object to be added as a new entry.
@return True. */
public boolean add(T newEntry)
{
checkIntegrity();
if (isArrayFull())
{
doubleCapacity();
} // end if
bag[numberOfEntries] = newEntry;
numberOfEntries++;
return true;
} // end add
2.41

私有方法 doubleCapacity。使用之前在段 2.37 中描述过的技术来变长数组。因为我
们增大了包的容量，所以必须检查新的容量不会超出 MAX_CAPACITY。在构造方法中也做同
样的检查，但不是重复这段代码，而是定义让构造方法和 doubleCapacity 都能调用的另
一个私有方法，来强制限制包的容量：
// Throws an exception if the client requests a capacity that is too large.
private void checkCapacity(int capacity)
{
if (capacity > MAX_CAPACITY)
throw new IllegalStateException("Attempt to create a bag whose " +
"capacity exeeds allowed " +
"maximum of " + MAX_CAPACITY);
} // end checkCapacity

方法 doubleCapacity 现在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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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s the size of the array bag.
// Precondition: checkIntegrity has been called.
private void doubleCapacity()
{
int newLength = 2 * bag.length;
checkCapacity(newLength);
bag = Arrays.copyOf(bag, newLength);
} // end doubleCapacity

类 ResizableArrayBag。新的类可从本书的在线网站上获得。你应该研究那些细节。

2.42

设计决策：你可能想知道，我们在定义类 ResizableArrayBag 时，对如下的这些问
题，是如何决策的：
● 为什么方法 add 是一个布尔方法而不是一个 void 方法？它永远返回真！
● 为什么我们要定义私有方法 doubleCapacity ？只有 add 这一个方法调用它！
类实现了接口 BagInterface，所以当定义 add 时我们遵从它的规范说明。结果，有
两种不同的实现，ArrayBag 和 ResizableArrayBag，同一个客户中这两种实现可能
都会用到。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反映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实现 add，当数组
满时首先要变长数组。不是在方法 add 内分神来执行这个任务，而是选择规范说明一
个私有方法来扩展数组。不可否认，事实证明这个私有方法的定义很短。现在我们可
以将私有方法的方法体集成到 add 中，但我们没有迫不得已的理由这样做。另外，保
留私有方法，我们坚持的是一个方法应该执行一个动作的哲学理念。
学习问题 20

可以添加到类 ResizableArrayBag 中，使用给定数组的内容来初始化

包的构造方法是什么？
学习问题 21

在前一个问题中描述的构造方法的定义中，有必要将参数数组中的项

拷贝到数组 bag 中吗？或是一个简单的赋值语句（bag = contents）就足够了？
学习问题 22

使用数组来组织数据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

测试类。测试 ResizableArrayBag 类的程序可以创建一个包，它的初始容量很小—

2.43

例如 3。选择这个数能让我们很容易测试包增大其容量的能力。例如，当添加第 4 个项时，
包的容量要倍增到 6。第 7 次添加时，容量再次倍增，这次是增到 12。可以从本书的在线网
站上获得这个程序，程序名为 ResizableArrayBagDemo。
程序设计技巧：实现了声明 ADT 操作的单一接口的类，应该将定义在接口中的方法
声明为自己的公有方法。但是，类还可以定义私有方法和保护方法。

使用数组实现 ADT 包的优缺点
本章讨论了 ADT 包使用数组保存包项的两种实现方式。数组易于使用，且如果知道任
意的元素下标，则能对它立即进行访问。因为我们知道数组中最后一项的下标，所以删除它
是简单且快速的。类似地，在数组尾添加一项也同样简单和快速。另一方面，删除某一项
时，如果它位于其他两项的中间，则需要避免在数组中留有空隙。为此，用数组的最后一项
来替换被删除的项。这只增加一点点的执行时间，因为时间都花在了所需项的寻找上。本书
后面我们将详细讨论这样的查找机制。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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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长数组限制了包的容量，这通常是不利因素。变长数组能动态增大数组的大小，
但需要拷贝数据。你应该知道，我们拷贝的数组项都是引用，所以不会占据太多空间，移动
时也不会占用很多时间。Java 之外的有些语言在数组中保存数据本身。这样的情形下，移动
大量的复杂对象可能会相当耗时。
注：当使用数组来实现 ADT 包时，
● 向包中添加项是快速的。
● 删除未指定的项是快速的。
● 删除某个项时需要时间来找到这个项。
● 增大数组的大小需要时间来拷贝它的项。

本章小结
● 可以使用一个 Java 数组来实现 ADT 包，这相对简单，但其他的实现方式也是可能的。
● 在数组最后一项的后面添加一个项，不会影响已有项的位置。类似地，从数组中删
除最后一项也不会影响已有项的位置。
● 因为包不维护项的次序，故删除一个项不需要将后续的所有数组项前移一个位置。
相反，可以用数组中最后一项来替换你想删除的项，然后将最后一项替换为 null。
● 当你预料到要设计的类很长且复杂时，在其他方法之前标出并实现这个类的重要或
核心方法，是一个好用的策略。对于其余的方法先使用存根。
● 在开发的每个阶段都要测试类，特别是在添加了重要的方法后。
● 使用定长数组可能导致包满了。
● 变长数组，看起来好像是数组能改变大小。为此，分配一个新数组，从原数组中将
项拷贝到新数组中，使用原来的变量指向新数组。
● 变长数组能让你实现集合，其内容个数仅受计算机内存大小的限制。
● 你应该练习编写安全的程序。例如，ADT 包的实现中，在使用之前要检查包是否完
全初始化，并检查它的容量不会超出给定的限度。

程序设计技巧
● 当定义一个类时，实现并测试一组核心方法。从向对象集合中添加对象的方法，或
与实现方式关系最密切的方法入手。
● 方法不应该返回指向类中私有数据域的引用，而是应该返回指向数据域拷贝的引用。
● 不要等到完全实现 ADT 后才测试它。写存根，这是所需方法的不完整定义，可以尽
早开始测试。
● 即使可能已经有了方法的正确定义，但如果你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实现，不要犹豫地
去修改它。肯定要再次测试方法！
● 当增大数组时，将它的项拷贝到更大的数组中。应该充分地扩展数组，以减少拷贝
开销的影响。常用的办法是倍增数组大小。
● 实现了声明 ADT 操作的单一接口的类，应该将定义在接口中的方法声明为自己的公
有方法。但是，类还可以定义私有方法和保护方法。

使用数组实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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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 为什么类 ArrayBag 中的方法 getIndexOf 和 removeEntry 是私有方法而不是公有方法？
2. 为 ADT 包实现方法 replace，用一个给定对象替换当前包中指定的对象，并返回原对象。
3. 修改段 2.23 中给出的方法 clear 的定义，让其更有效率，且仅调用 checkIntegrity 方法。
4. 修改段 2.27 中给出的方法 remove 的定义，让其从包中删除一个随机项。这个修改会影响到类
ArrayBag 中的其他方法吗？
5. 为类 ArrayBag 定义方法 removeEvery，从包中删除给定项的所有出现。
6. 类 ArrayBag 的实例有固定大小，而 ResizableArrayBag 的实例则不是。给出当包的大小是
a. 定长的
b. 变长的
合适示例。
7. 假定想定义类 PileOfBooks，实现第 1 章项目 2 中描述的接口。包是表示一摞书的合理集合吗？
解释之。
8. 考虑段 2.39 到段 2.43 中讨论的类 ResizableArrayBag 的实例 myBag。假定 myBag 的初始容量
是 10。在
a. 向 myBag 中添加了 145 个项后
b. 向 myBag 中再添加 20 个项后
数组 bag 的长度分别是多少？
9. 考虑接受类 ArrayBag 的实例作为参数的一个方法，方法返回类 ResizableArrayBag 的一个实
例，实例中所含的项与参数所给的包的项相同。分别基于下列情况定义这个方法：
a. 在类 ArrayBag 内。
b. 在类 ResizableArrayBag 内。
c. 在类 ArrayBag 和 ResizableArrayBag 的客户内。
10. 假 定 包 中 含 有 Comparable 对 象， 例 如 字 符 串。 一 个 Comparable 对 象 属 于 实 现 了 标 准 接 口
Comparable<T> 的一个类，所以有方法 compareTo。为类 ArrayBag 实现下列方法：
● 返回包中最小对象的方法 getMin。
● 返回包中最大对象的方法 getMax。
● 删除并返回包中最小对象的方法 removeMin。
● 删除并返回包中最大对象的方法 removeMax。
11. 假定包含有 Comparable 对象，如前一个练习中所描述的那样。为类 ArrayBag 定义一个方法，
返回由小于某个给定项的项组成的新包。方法的头可以如下所示：
public BagInterface<T> getAllLessThan(Comparable<T> anObject)

确保你的方法不会影响到原包的状态。
12. 为类 ArrayBag 定义 equals 方法，当两个包的内容相同时返回真。注意到，两个相等的包应含
有相同个数的项，每个项出现在每个包中的个数应相等。每个数组中项的次序是无关的。
13. 类 ResizableArrayBag 有一个数组，当向包中添加对象时其大小在增大。修改这个类，使得当
从包中删除对象时，它的数组还可以缩小。完成这个任务需要两个新的私有方法，如下所示：
● 第一个新方法检查是否应该减小数组的大小：
private boolean isTooBig()

如果包中的项数小于数组大小的一半且数组的大小大于 20 时，该方法返回真。
● 第二个新方法创建一个新数组，其大小是当前数组大小的 3/4，然后将包中的对象拷贝到新数组中：
private void reduceArray()

74

第2章

实现这两个方法，然后使用它们来定义两个 remove 方法。
14. 考虑前一个练习中描述的两个私有方法。
a. 方法 isTooBig 需要数组的大小大于 20。如果落下这个要求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b. 方法 reduceArray 与方法 doubleCapacity 并不类似，它没有让数组的大小减小一半。如
果数组的大小减到一半而不是 3/4 时，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15. 为类 ResizableArrayBag 定义第 1 章练习 5 描述的方法 union。
16. 为类 ResizableArrayBag 定义第 1 章练习 6 描述的方法 intersection。
17. 为类 ResizableArrayBag 定义第 1 章练习 7 描述的方法 difference。
18. 写一个 Java 游戏程序。从梅花纸牌 Ace,Two,Three,……,Jack,Queen 和 King 中随机选择 6 张纸牌。
将这 6 张牌放到包中。一次一个人，每个游戏玩家都来猜测包中有哪张牌。如果猜测正确，则可
以从包中删除这张牌，并将它还到玩家手中。当包为空时，手中牌数最多的玩家获胜。

项目
1. 设计并实现单人猜谜游戏，选择 n 个 1 ～ m 之间的随机整数，要求用户来猜它们。同一个整数可能
被选中多次。例如，游戏可能选中 1 ～ 10 之间的以下 4 个整数：4,6,1,6。用户和游戏之间的交互可
能是：
䒿ڑҌ⡈≷⮰1̚10ͷ䬠㷗䔵͙⮰͖᪠喞
>1 2 3 4

Ҍ⮰⡈≷ᰵ2͖᭛⮰喏ڹ⡈Ƞ
>2 4 6 8

Ҍ⮰⡈≷ᰵ2͖᭛⮰喏ڹ⡈Ƞ
>1 4 6 6

善ڹ⣕̬⁍喢̹Ƞ
ڹ㻭善

设计作为 ADT 的游戏。使用包来保存游戏选择的整数。整数 m 和 n 由客户指定。
2. 定 义 表 示 一 个 集 合 的 类 ArraySet， 并 实 现 第 1 章 段 1.21 中 描 述 的 接 口。 在 实 现 中 使 用 类
ResizableArrayBag。然后写一个程序，充分展示你的实现。
3. 重复前一个项目，使用变长数组而不是使用类 ResizableArrayBag。
4. 定义类 PileOfBooks，实现第 1 章项目 2 中描述的接口。实现中使用变长数组。然后写一个程
序，充分展示你的实现。
5. 定义类 Ring，实现第 1 章项目 3 描述的接口。实现中使用变长数组。然后写一个程序，充分展示
你的实现。
6. 定义类 LineOfCars，实现第 1 章项目 8 描述的接口。实现时使用变长数组。然后写一个程序，充
分展示你的实现。
7. 可以使用一个集合或一个包来创建拼写检查器。集合或包用作字典，且含有一组正确拼写的单词。
要检查一个单词的拼写是否正确，可以看它是否含在字典中。使用这种方法创建拼写检查器用来检
查外部文件中保存的单词。为简化任务，限制字典的规模。
8. 重做前一个创建拼写检查器的项目，不过将要检查拼写的单词放到包中。字典（含有拼写正确的单
词的集合或包），及要检查的单词的包之间的差，是拼写错误的单词的包。
9.（游戏）考虑第 1 章项目 9 中设计的洞穴系统。使用 ArrayBag 的实例保存 Cave 对象，从而实现
类 CaveSystem。写一个测试这个类的程序。
10.（财 务） 设 计 并 实 现 类 CreditCardAccount， 它 是 第 1 章 项 目 10b 中 描 述 的 FinancialAccount 类的子类。初始化操作中使用客户提供的值来设置数据。
11.（电子商务）考虑第 1 章项目 11 中描述的购物车。使用 ArrayBag 的实例保存挑选的要购买的商
品，从而实现类 ShoppingCart。写一个测试这个类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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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章节：补充材料 1、附录 B、附录 C.
异常（exception）是方法执行期间发生的不常见的情况或事件，由此会中断程序的执行。
有些异常表示代码中的错误。修正这些错误可以避免异常，且不需要再担心它们。事实上，
最终的代码没有迹象表明可能会发生异常。况且，如果代码完全正确，异常就不会发生。
从另一方面来说，程序员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有意让异常发生。事实上，写 Java 类库代
码的程序员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你细读这个类库的文档，会看到某些方法执行期间可能发生
的异常的名字。我们必须了解异常，这样才可以使用这些方法。当这样的异常发生时我们应
该怎么办？是否应该在自己的程序中有意引发一个异常？如果是，如何来做？这是本插曲将
回答的一些问题。当我们讨论 ADT 操作失败时，这些知识尤其重要。

基础
当在方法内发生异常时，方法创建一个异常对象，并将它传给 Java 运行时系统。我们

J2.1

说方法抛出（throw）了一个异常。被抛出的异常是发给程序其他部分的一个信号，表示某些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根据异常类的类型，以及作为对象的异常通过其方法告诉我们的信息，
代码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响应处理。当发现并响应异常时，就是处理（handle）了异常。
异常属于不同的类，不过所有这些类都是标准类 Throwable 的后代。Throwable 在
Java 类库中，不需要 import 语句就可以使用。异常分为以下三组：
● 受检异常，它必须被处理
● 运行时异常，它不需要处理
● 错误，它不需要处理
受检异常（checked exception）是程序执行期间发生的严重事件的后果。例如，如果程
序从磁盘读入数据，而系统找不到含有数据的文件，将会发生受检异常。这个异常所属类的
类名是 FileNotFoundException。用户提供给程序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文件名。写得好的
程序应该提前预见到这个事件，可能要求使用者再次输入文件名，以便能从中恢复正常。这
个名字，与 Java 类库中所有异常类的名字一样，是用来描述异常原因的。通常的做法是使
用类名来描述异常。例如，可能会说发生了一个 FileNotFoundException 异常。受检异常
的所有类都是类 Exception 的子类，Exception 是 Throwable 的后代。
注：Java 类库中的受检异常
Java 类库中的下列类表示一些受检异常，你或许会遇到它们：
ClassNotFoundException
FileNotFoundException
IOException
NoSuchMethodException
WriteAbortedException

J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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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异常（runtime exception）通常是程序中逻辑错误的结果。例如，数组下标越界
导致 ArrayIndexOutOfBounds 类的异常。被 0 除导致 ArithmeticException 异常。虽然
可以添加代码来处理运行时异常，但通常只需要修正程序中的错误。运行时异常的所有类都
是类 RuntimeException 的子类，后者是 Exception 的后代。
注：Java 类库中的运行时异常
Java 类库中的下列类表示一些运行时异常，你或许会遇到它们：
ArithmeticException
Arra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ClassCastException
EmptyStackException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IllegalStateException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NoSuchElementException
NullPointerException
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

J2.4

错误（error）是标准类 Error 或其后代类的一个对象。将这样的类都称为错误类（error
class）。注意到 Error 是 Throwable 的后代。一般地，错误是指发生了不正确的情况，如
运行时内存不足。如果程序用到的内存超出了限度，则必须修改程序以使内存的使用更有效
率，改变配置让 Java 能访问更多的内存，或是为计算机购买更多的内存。这些情况都太严
重了，一般程序很难处理。所以，即使处理错误是合法的，一般地也不需要处理它们。

J2.5

图 JI2-1 展示了一些异常和错误类的层次关系。运行时异常，比如 ArithmeticException， 是 RuntimeException 的 后 代。 受 检 异 常， 例 如 IOException， 是 Exception 的 后

代， 但 不 是 RuntimeException 的 后 代。 序 言 的 段 P.9 中 定 义 的 断 言 错 误， 是 类 AssertionError 的一个对象，Error 是 AssertionError 的父类。在第 7 章中讨论递归时，将提到

栈溢出错误。这个错误属于类 StackOverflowError。StackOverflowError 和 OutOfMemoryError 都 派 生 于 抽 象 类 VirtualMachineError，Error 也 是 VirtualMachineError 的 父

类。到目前为止，首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知道 StackOverflowError、OutOfMemoryError 和
AssertionError 的祖先类是 Error 类而不是 Exception 类，不过所有的异常和错误都派生

于 Throwable。
注：异常层次
受检异常、运行时异常和错误的类—共同称为异常类（exception class）—都是标准
类 Throwable 的后代。运行时异常的所有类都派生于 RuntimeException，而它又派
生 于 Exception。 受 检 异 常 是 派 生 于 Exception 的 类 的 对 象， 但 它 不 是 RuntimeException 的后代。运行时异常和错误称为未检异常（unchecked exception）。

注：很多异常类都在包 java.lang 中，所以不需要引入。但有些异常类在另外的包中，
它们必须要引入。例如，当在程序中使用类 IOException 时，必须使用引入语句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我们会在补充材料 2 中遇到这个异常。

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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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rtionError

OutOfMemoryError

一些标准异常和错误类的层次关系

处理异常
当可能发生受检异常时，必须处理它。对于可能引发受检异常的方法，有两种选择：在
方法内处理异常，或是告诉方法的客户来处理。

延缓处理：throws 子句
假定一个方法返回从磁盘读入的字符串。现在先不用担心这个方法如何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将在补充材料 2 中学习如何写这样的程序。不过要知道，从磁盘读入时可能会发生错
误。这件事有时会产生一个 IOException 异常。因为 IOException 是受检异常，所以它必
须被处理。我们可以在方法体内处理异常。但有时，程序员不能肯定异常发生时怎样做对客
户才是最好的。是应该终止执行，还是进行其他的处理更有意义？当不能肯定要采取哪个动
作时，可以让方法的客户来处理异常。只要异常能在某个地方被处理，你就不需要在方法内
来处理它。
一个可能导致受检异常但又不处理它的方法，就必须在方法头声明这件事。例如，如果
方法 readString 可能抛出一个 IOException 异常但不处理它，则它的方法头应该是如下
这样的：
public String readString(. . .) throws IOException

做标记的部分称为 throws 子句（throws clause）。它表明方法 readString 不用负责
处理执行期间可能发生的 IOException 类型的异常。但如果另一个方法调用 readString
方法，则那个方法必须处理异常。调用方法可以自己处理 IOException，也可以在它的方
法头中包含一个 throws 子句，从而告诉它的客户来处理异常。最终，抛出的每个受检异常
都应该在程序的某个地方被处理。

J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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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 throws 子句中列出多个用逗号分开的受检异常。
语法：throws 子句
方法头可以含有一个 throws 子句，其中列出方法可能抛出但不处理的异常。子句的语
法如下：
throws exception-list

exception-list 中的异常名用逗号分隔。它们的次序不重要。
注：如果方法可能抛出一个受检异常，则或者在方法头写 throws 子句声明它，或者
在方法内处理它。不这样做会导致语法错误。
如果方法可能抛出未检异常，则可以在 throws 子句中声明它，或是处理它，但也可
以什么都不做。
注：javadoc 标签 @throws
对于方法可能抛出的每个异常，在方法头之前的 javadoc 注释中，应该用单独的一
行来说明。每个这样的行都要以标签 @throws 开头，且它们应该按异常名的字典序
排列。所有受检异常都必须被说明。
运行时异常可说明也可不说明，且一般不说明。但是，设计人员可以说明客户或许有
理由很想处理的那些运行时异常。事实上，你会在 Java 类库中遇到一些被说明的运
行时异常。但要知道，你使用的方法或许会导致一个未说明的运行时异常。如果你决
定要说明运行时异常，则这些说明不应该依赖于方法的定义方式。所以，标出方法可
能抛出的异常，应该作为设计及规范说明的部分，而不是实现的部分。
注：如果方法抛出一个异常但没有处理，则方法结束执行
如果方法抛出一个异常但没有处理它，则将结束方法的执行。但如果是客户处理异
常，无论是方法的客户，还是客户的客户，程序都继续执行。对于一个受检异常，记
住，如果方法不处理它，则必须在 throws 子句中声明它。
程序设计技巧：当定义一个可能抛出受检异常的方法时，如果不能提供对异常的合理
响应，则要在方法头写一个 throws 子句将异常传给方法的客户。避免在 throws 子
句中使用 Exception，因为这样做，不会给其他程序员提供关于调用方法的任何有用
信息。相反，要尽可能地指明异常。

现在处理：try-catch 块
J2.7

要处理异常，必须先标出可能导致异常的 Java 语句。还必须决定要寻找哪个异常。方
法的文档及 throws 子句会告诉我们可能发生哪些受检异常。这就是我们要处理的异常。
处理异常的代码含有两段。第一段 try 块（try block）含有可能抛出异常的语句。第二
段含有一个或多个 catch 块。每个 catch 块（catch block）含有处理或捕获（catch）某种
类型异常的代码。所以，因为调用方法 readString 而处理 IOException 的代码可能有如
下的形式：

异

try
{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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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ڢЂ⮰Џⴭ>

anObject.readString(. . .); // Might throw an IOException

<ᰠๆڢЂ⮰Џⴭ>

}
catch (IOException e)
{

<৹Ꮐᐮ፤⮰Џⴭ喏छ㘩ॗᰵ̷䲎䔅㵸>

System.out.println(e.getMessage());
}

try 块中的语句的运行，与没有这个块时是一样的。如果没发生异常，则 try 块全部执

J2.8

行，然后执行 catch 块后面的语句。但如果在 try 块内发生了 IOException，则执行立即
转到 catch 块。现在已经捕获了异常。
catch 块 的 语 法 类 似 于 一 个 方 法 定 义。 标 识 符 e 称 为 catch 块 参 数（catch block

parameter）；它表示 catch 块将处理的 IOException 的对象。虽然 catch 块不是方法定义，
但在 try 块内抛出一个异常，就像是调用一个 catch 块，其中参数 e 表示一个实际的异常。
作为一个对象，每个异常都有存取方法 getMessage，它返回抛出异常时创建的描述字
符串。通过显示这个字符串，可以告诉程序员所发生异常的性质。
执行完 catch 块后，执行它后面的语句。但如果问题是严重的，最好的响应是中断程

J2.9

序吗？ catch 块可以调用 exit 方法来终止程序，如下所示：
System.exit(−1);

作为参数赋给 System.exit 的数 -1，表示程序的异常结束。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严重
问题，故我们有意中断程序。
注：如果没有处理受检异常，或在 throws 子句中声明它，则编译程序会有提示。方
法的有些异常可以在方法的定义中来处理，而有些可以在它的 throws 子句中声明。
一般地，不处理或声明运行时（未检）异常，因为它们表示程序的一个错误。当抛出
这样的异常时会中断程序的执行。
注：其参数是 C 类型的 catch 块，可以捕获类 C 或 C 的任何后代类的异常。

多个 catch 块
一 个 try 块 中 的 语 句， 可 能 抛 出 不 同 类 型 异 常 中 的 任 意 一 个。 例 如， 假 定 段 J2.7

J2.10

的 try 块 中 的 代 码 能 抛 出 多 个 类 型 的 受 检 异 常。 在 这 个 try 块 后 的 catch 块 能 捕 获
IOException 类的异常，及从 IOException 类派生的任意类的异常。要捕获其他类型的异

常，可以在 try 块后写多个 catch 块。当抛出一个异常时，catch 块出现的次序是有意义
的。执行进入其参数与异常的类型相匹配的第一个 catch 块—按照出现的次序。
不 好 的 catch 块 次 序。 例 如， 下 列 catch 块 次 序 不 好， 因 为 用 于 FileNotFoundException 的 catch 块永远不会被执行：
catch
{
. .
}
catch
{
. .
}

(IOException e)
.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J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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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Exception

e)

{

. . .
}
catch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 . .
}

按 照 这 个 次 序， 任 何 I/O 异 常 都 将 被 第 一 个 catch 块 所 捕 获。 因 为 FileNotFoundException 派生于 IOException，所以 FileNotFoundException 异常是 IOException 异

常的一种，将与第一个 catch 块的参数相匹配。幸运的是，编译程序可能会对这个次序给
出警告信息。
J2.12

好的 catch 块次序。正确的次序是，将更具体的异常放在其祖先类的前面，如下所示：
catch
{
. .
}
catch
{
. .
}

(FileNotFoundException e)
.
(IOException e) // Handle all other IOExceptions
.

程序设计技巧：因为受检异常和运行时异常的类都以 Exception 为祖先，故避免在
catch 块中使用 Exception。而是尽可能地捕获具体的异常，且先捕获最具体的。

语法：try-catch 块的语法如下：
try
{

<छ㘩ᑁࣽᐮ፤⮰䄙ऑ>

}
catch (exceptionType e)
{

<৹Ꮐᐮ፤⮰Џⴭ喏छ㘩ॗᰵ̷䲎䔅㵸喝>

System.out.println(e.getMessage());

}

<ڢЂछ㘩⮰catchಃ>

程序设计技巧：如果可能，避免嵌套的 try-catch 块
虽然在 try 块或 catch 块中再嵌套 try-catch 块是合法的，但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这
样做。先看看能不能用不同的逻辑来组织代码以避免嵌套。如果不行，将内层块移到
一个新方法中，然后在外层块中调用这个新方法。
如果必须嵌套 try-catch 块，则可以遵循以下指南。当 catch 块出现在另一个 catch
块中时，它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标识符表示各自的参数。如果计划在 try 块内嵌套 trycatch 块，若外层 catch 块更适合处理相关的异常，则可以忽略内层的 catch 块。这

种情形中，内层 try 块抛出的异常被与外层 try 块对应的 catch 块捕获。

抛出异常
虽然处理异常的能力十分有用，但知道如何抛出异常也很重要。本节来看看如何抛出异
常。应该仅当你不能使用合理的方式来解决不正常或意外事件的情形下，才在方法内抛出异常。
J2.13

throw 语句。方法执行 throw 语句则有意抛出一个异常。一般的形式是
throw exception_object ;

程序员通常不是使用一条单独的语句来创建异常对象，而是在 throw 语句中创建对象，

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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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面这个例子所示：
throw new IOException();

这个语句创建类 IOException 的一个新对象并抛出它。与应该尽可能地捕获具体异常
一样，抛出异常时也应该尽可能地具体。
虽然可以调用异常类的默认构造方法，比如在前一个例子中所做的那样，不过我们也能
提供带字符串参数的构造方法。得到的对象的数据域中将含有该字符串，且在处理异常的
catch 块中可以使用这个对象和这个字符串。然后 catch 块可使用异常的方法 getMessage

来获取这个字符串，如之前所见。默认构造方法为这个字符串提供的是默认值。
语法：throw 语句有下列语法：
throw exception_object ;

其中 exception_object 是异常类的一个实例，一般地通过调用类的下列两个构造方法
之一来创建：
new class_name()

或
new class_name(message)

在捕获异常的代码段中，通过异常的方法 getMessage，可以使用默认构造方法提供
的字符串，或是字符串 message。
设计决策：如果发生了不常见的情况，我该抛出异常吗？
● 如果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解决不常见的情况，则可能会使用判定语句而不是抛出
一个异常。
● 如果对不正常情况的几种解决办法都是可行的，且你想让客户来选择，则应该抛
出一个受检异常。
● 如果程序员因不正确地使用你的方法而使得代码出错了，则你可以抛出一个运行时
异常。但是，不应该仅是简单地为了不让客户去处理它，就抛出一个运行时异常。
程序设计技巧：如果方法含有一个抛出异常的 throw 语句，则在方法头添加一个
throws 子句，而不是在方法体内捕获异常。一般地，抛出异常及捕获异常应该在不

同的方法内。
程序设计技巧：不要弄混关键字 throw 和 throws
在方法头中用 Java 保留字 throws 来声明这个方法可能抛出的异常。在方法体内用保
留字 throw 实际抛出一个异常。
设计决策：当在循环体内发生异常时，是应该将 try-catch 块放在循环内，还是将
整个循环放在 try 块内？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有些程序员在最接近抛出异常的代码中处理它，即他们将
try-catch 块放到循环中。另一些程序员追求最整洁的代码，故将循环放到后接一个

或多个 catch 块的 try 块中。当然，评判代码的样式是一个主观的事情。下面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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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准则供你参考：
● 如果你想在异常发生后循环还是有效的，则将 try-catch 块放到循环体内。
● 如果你想在异常发生时结束循环，则将循环放到后接一个或多个 catch 块的 try 块中。
J2.14

示例。虽然刚刚给出的两种选择在运行时间上没有明显的差别，但结果是不同的。例
如，考虑下面含有 try-catch 块的循环：
int i = 0;
while (i < 20)
{
try
{
if (i == 10)
throw new Exception();
else if (i % 2 == 0)
System.out.print1n(i + " is even.");
}
catch(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Exception: " + i + " is too large.");
}
i++;
} // end while

输出是
0 is even.
2 is even.
4 is even.
6 is even.
8 is even.
Exception: 10 is too large.
12 is even.
14 is even.
16 is even.
18 is even.

假定我们将循环放到 try 中，如下所示：
int i = 0;
try
{
while (i < 20)
{
if (i == 10)
throw new Exception();
else if (i % 2 == 0)
System.out.print1n(i + " is even.");
i++;
} // end while
}
catch(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Exception: " + i + " is too large.");
}

现在的输出是
0 is even.
2 is even.
4 is even.
6 is even.
8 is even.
Exception: 10 is too lar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