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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Java语言快速入门  

 

 

                      授课教师：孙静 

luibesunj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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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次革命：        html语言            internet的统一 

第二次革命：        java语言                    ？？？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1.Java简介 

2.Java程序的开发（步骤、组成部件） 

3.Java 程序的应用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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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Java简介  

“java” C/C++语言 

网络服务器               pc机及客户机 

小型电子设备（PDA、手机、小家电） 

Java认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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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公司的3种Java版本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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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起源与发展  

爪哇咖啡-真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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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程序的运行  

编译器 

解释器 

Windows系统 Windows系统 Mac系统 UNIX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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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语言的特点 

●简单性                  ●面向对象     

●网络适用性           ●安全性       

●结构中立、可移植性                  

●解释性、高性能 

●多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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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程序的分类  

按使用分两类： 

●用于web的applet  

 

 

●独立运行的application  

 

JVM（ java虚拟机） 

Web页 Java  applet程序 

JVM（ java虚拟机） 

Java application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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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Java程序的开发  

● Java程序开发的工具有十多种，较流行的有： 

sun公司的JDK（目前流行版本为1.5）、broland 

公司的Jbuilder2005、microsoft公司的VJ＋＋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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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编译器 

         windows的记事本、word等  

 Java开发平台 

      java编译器、applet查看器、java解释器  

 Java程序开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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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程序的开发平台  

● java编译器： 
 

● java解释器： 
 
● applet查看器： 

将java源程序编译成可执行的程序代码 

将编译后的java字节代码解释成本地计算机代码  

显示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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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程序的开发步骤  

1.    建立源程序：使用文本编辑器，并保存为*.java； 
 

2.  编译程序：使用java开发工具，将源程序变为JVM可
执行的指令，并自动生成*.class 
 

3.  运行程序:通过JVM使application实现独立运行或在

web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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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程序的开发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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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ava 程序的应用 

  Applet程序构架： 
   /* My first Applet program in Java*/ 

   import java.applet.Applet;   

   import java.awt.Graphics; 

   public class Welcome extends Applet{ 

     public void paint(Graphics g){ 

       g.drawString(“欢迎使用Java2”, 20,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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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文件的编写：welcome.htm 

 <applet code=Welcome1.class width=300 height=120> 

</applet> 

 

我们可以在MS-DOS下键入 

appletviewer welcome.htm  

 Java 程序的应用（A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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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程序的应用（Application）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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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程序的应用（Application） 

将*.java与图象文件、
特性文件等进行打
包生成*.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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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va简介 

2.Java程序的开发（步骤、组成部件） 

3.Java 程序的应用  

 

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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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程序的开发步骤有哪几步？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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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Java 基本语法  

 

 

                      授课教师：刘玉江 

Liuyujiang@1488.com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课程引入： 

 

     
     

第2章  Java 基本语法  

 ●c语言 ● java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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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Java语言的组成要素 

 各种数据类型 

 Java的各种运算符和表达式 

 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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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ava语言组成要素 

 
 关键字 

 标识符  

 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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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关键字和标识符 

例： 
         合法的标识符： 
noname    ＄1000    Him     int    
 
        不合法的标识符： 
 1st   %name   @email   int 

表示规则：以A~Z和a~z或“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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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符 

 注释符 
①//注释内容...................... 注释单行 

②/*注释内容*/…................注释单行或多行 

 

 空白符号 

 

 普通分隔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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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类型（整型、浮点型、字符型、布尔型等） 

数组类型（一维和多维） 

复合类型（类、接口） 

 

二、  Java语言的数据类型 

byte   short   int     long 

float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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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的数据类型 

分为以下四类： 

1．整数类  byte，short，int，long 

       

 

 

表现 

形式 

八进制：以0开头由0~7的数字组成
（例：015、-071） 

十六进制：以0x或0X开头由0~9的
数字和a~z、A~Z字母组成 

（例：0x15、-0Xe71） 

十进制 整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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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浮点类  double，float 

  

●double（双精度类型）： 

               例：1.23d、12D、0.123  

 

● float（单精度类型）： 

             例：123f、123F 

64bit 

32bit 

Java的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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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尔类  boolean 

      值：true和false。 

                 

Java的数据类型 

4．字符类  char  

Unicode集（泛代码字符集16bit）； 

而c语言是ASCII集（8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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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字符串类型（符合Unicode标准） 

           

          2. null值 

 

 

补充： 

Java的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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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量（常量）与变量  

1. 直接量 

 

语法格式： 

final        float          PI＝3.142； 

2.变量 
 

  语法格式： 

  int  a=1,b=2,c,d, ... ；    

 

PI＝3.14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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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Public class V2{ 

static int i =10; 

    public static viod main(String args[]){ 

       int k=10; 

           System.out.println(“i=”+i); 

                System.out.println(“k=”+k); 

                                                         } 

                     System.out.println(“k=”+k); 

} 

变量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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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转换和混合运算  

自动类型转换  

强制类型转换  

例：int i＝10；          //i占32位 

      double j＝i； //j占64位  

 例：long i＝10； 

       int  j＝i； 

 
混合运算：  

int  j=(int)i； 

例：  int a=2;                 int a=2; 

 short b=3,c;            short b=3,c; 

       c=a+b;               c=(shor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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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算术运算符与表达式  

1、赋值运算符                 条件运算符 

例： 

int a; 

      a=2; 

a+=10;          

 

 

例：int max,a=3,b=5; 

      max=a>b?a:b; 

      system.out.println(”max=”+max); 

 

if(a>b) 

  max=a; 

else 

   ma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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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算术运算符：+、-、*、/、%、++、--   

例1：int a=1,b=2,c=3,d=4,e; 

float m=37.2,n=10,p; 

e=a*b/(d-c);  

e=d/c;                      //4/3=1 

p=m%n;                  //37.2%10=7.2 

e= i++; 

e=i--; 

 

例2：string s,s1,s2; 

      s1=”ja”; 

      s2=”va”; 

      s=s1+s2;       //计算结果s＝”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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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系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     

 >、<、==、!=、>＝、<＝                     &&、||、！、∧、&、|  

例：判断x是否属于区间（a，b）？ 

    int x=7,a=5,b=10; 

    if(x>a&&x<b) 

       system.out.println(“x在区间内“); 

          else  

             system.out.println（“x不在区间内“）;  

4、位运算符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四、数组  

●一维数组                                ●多维数组      
 

例： 

    int a[]={1,2,3,4}; 

    int b,i，j; 

    b=a[2];         //b的值为3 

    int c[]=new int[5]; 

     for(i=0;i<5;i++) 

   c[i]=i; 

 j＝a.length;  

system.out.println(” a[]中元素的个数”+j);  

例：int a[][]=new int[3][4]; 

       int m=0,n,i,j,k; 

       for(i=0;i<3;i++) 

           for(j=0;j<4;j++) 

                a[i][j]=m++; 

 

      n=a[1][2];                 //n的值为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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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语言的组成要素 

 各种数据类型 

 Java的各种运算符和表达式 

 数组 

 

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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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写出k的值： 

                         int k,x=20,y=30; 

                         k=(x>y)?y:x 

 

2．简述i＋＋与＋＋i的区别 

（从i值和整个表达式的值两方面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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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Java 语句及其控制结构  

 

 

                      授课教师：刘玉江 

Liuyujiang@14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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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引入： 

 

     
     

第3章  Java 语句及其控制结构 

 java程序 

使用功能 

框架 

 java类 

 java类n 

● ● ●  方法 
控制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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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Java程序结构 

 流控制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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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ava程序结构 

 

              Java语言的源程序代码由一个或多个编译单元组成，

一个编译单元的构成 ： 

    ①package  statement；（程序包语句，可选） 

    ②import  statement；（包引入语句） 

    ③class  declaration；（类的定义） 

    ④interface  declaration；（接口的定义，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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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程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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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语句 

1.说明性语句 

   import   java.applet.Applet;                 

2.操作性语句 

       表达式语句   c=a+b; 

       复合语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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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java流控制语句 

程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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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语句 

●循环语句 

●跳转语句 

 

 

java流控制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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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语句 

1．if—else语句 

    if（条件表达式） 

       ｛ 

        语句组1； 

        ｝  

       else   

       ｛ 

        语句组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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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语句（例3.3P41） 

if（条件表达式） 

    ｛ 

     语句组； 

    ｝ 

 
例：int a=3,b=5,max; 

      max=a; 

      if(b>a) 

      ma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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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语句 

例：int a=14,b=23,c=4,max; 

      if(a>b&&a>c) 

      max=a; 

      else  if(b>c) 

                   max=b; 

              else  

                   max=c; 

      system.out.println(“max=”+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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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witch开关语句  
    switch（表达式） 

        { 

         case   判断值1：语句块1;break; 

         case   判断值2：语句块2;break; 

         case   判断值3：语句块3;break; 

          …… 

         default：语句块n; 

        } 

 

 

选择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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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age=21; 
      switch（age<17?1:age<35?2:age<49?3:4） 

        { 

        case1：system.out.println(“少年”);break; 

        case2：system.out.println(“青年”);break; 

        case3：system.out.println(“中年”);break; 

        default： system.out.println(“老年”); 

        } 

 

 

选择语句（例3.5P44） 

0~17 18~35 36~49 

 

50以上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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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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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语句  

内容： 

             1.初始化部分 

             2.循环体部分 

             3.迭代部分 

             4.终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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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循环语句（给定次数）（例3.7P46）  

for(表达式1 ；表达式2 ；表达式3) 

        { 

         循环体语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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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循环语句  

while(条件表达式) 

       { 

        循环体语句； 

       } 

例：public class Hello{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int a=100; 

      int i=1; 

     while(a>0){ 

      a=a-i;  

      i++ ;   

     } 

     i-=1;      

     System.out.println(i+"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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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hile循环语句  

do { 

 循环体语句； 

 }while(条件表达式); 

例：public class Hello{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int a=1,sum=0; 

  do{ 

      sum+=a++;  

      } while(sum<100); 

      a-=1; 

      System.out.println(a+"    "+sum); 

       } 

       }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跳转语句  

1.break语句 

2.continue语句 

3.return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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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语句 

         int age=21; 
      switch（age<17?1:age<35?2:age<49?3:4） 

        { 

        case1：system.out.println(“少年”);break; 

        case2：system.out.println(“青年”);break; 

        case3：system.out.println(“中年”);break; 

        default： system.out.println(“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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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标号的break语句 

public class Hello{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java.io.IOException{ 

                   char ch[][]=new char[4][4];         

System.out.println("输入16个字母，输入b跳出"); 

        lab1: 

           for(int i=0;i<4;i++) 

             for(int j=0;j<4;j++){ 

              ch[i][j]=(char)System.in.read(); 

          if(ch[i][j]=='b') 

            break lab1; 

    System.out.println("跳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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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语句 

例：求100~200之间的素数 
      system.out.println(“100~200之间的素数”); 

        lab1:   

           for(int i=101;i<200;i+=2) { 

             for(int j=2;j<=15;j++) 

               if(i%j= =0) 

                  continue lab1; 

               system.out.printl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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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语句 

例：算出r=20的圆面积 

       class S1{ 

        final double PI=3.142;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double r1=20; 

           system.out.println(“面积”+area(r1)); 

          } 

            static double area(double r){ 

                Return (PI*r*r);  

                 } 

               }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课堂小结  

 Java程序结构 

 流控制语句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作业 

课后题56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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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面向对象编程  

 

 

                      授课教师：刘玉江 

Liuyujiang@14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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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面向对象编程的基本概念 

 类的创建 

 对象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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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向对象（OOP） 

 
类                     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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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P的基本成分 

对象（状态和方法） 

消息（传递数据和操作） 

方法（对数据的操作） 

类（某种对象的集合） 

类的继承 

Java中OOP的核心：构造类和编写类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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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开发人员需面对的问题 

用户 

开发过程 
前期：设计模块的合理性、复杂性 

中期：相互作用、修改、扩充 

后期：排除错误、缺陷、改进 

更改设计及使用要求 

OOP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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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 

面向过程 面向对象 

解决问题的步骤 对象的实例化 

几乎没有代码重用 对象很少改变 

缺乏统一的接口 有公共接口 

界面实现困难 有系统类的支持 

小规模解决方案 大规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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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编程的基本概念 

对象 

类 

对象 

消息 系统Object 

对象 

类 

对象 

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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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P例子 

（例4.1P60）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wt.event.*; 

import java.applet.Applet; 

 

public class Max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 

  Label label1=new Label("和"); 

   TextField field1=new TextField(6); 

   TextField field2=new TextField(6); 

   TextField field3=new TextField(6); 

   Button button1=new Button("max");    

 public void init(){ 

     add(field1); 

     add(label1); 

     add(field2); 

     add(button1); 

     add(field3);      

     button1.addActionListener(this);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int 
a=Integer.parseInt(field1.getText()),b=Integer.p
arseInt(field2.getText()),max; 

     max=a; 

     if(a<b) 

     max=b; 

     field3.setText(Integer.toString(ma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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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P例子 

<html> 

<applet code="Max.class" 
height=200 width=400> 

</applet> 

</html> 

运行applet程序： 

保存为max.html 

输入命令：appletviewer ma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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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的创建： 
[修饰符]  class  类名  [extends  父类]  [implements  接口名] 

{ 

   类成员变量声明 

   类方法声明 

} 

        类的修饰符用来说明类
的特殊性质。 

        分为三种： 

访问控制符：public 公共类 

抽象类说明符：abstract 

最终类说明符：f inal 

        接口名跟在
implements关键字后面，

用来说明当前类中实现
了哪个接口定义的功能
和方法。 

         

二、类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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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的创建(例4.3_4.4) 

public class Class2 extends Applets{ 

  MyBox b1=new MyBox( ); 

  MyBox b2=new MyBox( 170, 20, 60, 60); 

  

  public void paint( Graphics g){ 

….. 

b1.draw(g); 

….. 

b2.draw(g); 

  } 

} 

 

class MyBox{ 

  private int x, y, width, height; 

  MyBox( ){…} 

  MyBox(int xPos, int yPos, int w, 

int h){…} 

  public void setPosition(int xPos, 

int yPos){…} 

  public void setsize(int w, int 

h){…} 

  public int getX(){…} 

  public int getY(){…} 

  public void draw( Graphic g){ 

   g.drawRect(x, y, width, height);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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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象的创建 

（1）声明对象 
 格式： <类名> <对象名> 例中:MyBox b1； 

 
 （2） 实例化和初始化 
格式 ： <对象名>＝new <类名>([参数列表])例中:b1=new MyBox( ); 
       

创建对象的格式： 

 

 <类名> <对象名>＝new <类名>([参数列表]) 

例中: MyBox b1=new MyBox( ); 

对象创建的步骤: 

初始化 
由系统赋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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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方法： 

 定义：该方法的名称与类名相同，没有返回类
型。用于初始化对象。 

 

 构造方法的参数： 

 

 方法重载：在一个类中定义多个名字相同，参
数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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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使用和清除 

<对象名>.<变量或方法名>  例：

a1.draw(g); 

对象的使用： 

MyBox a1=new MyBox(20,20,200,400); 

……                 //对象的操作 

a1=null; 

对象的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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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P的概念、过程 

    创建类和对象 

    对象的操作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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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取大值（两个数）         2、求由1加到n的和 

 

 

 

作业：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第5章 类的继承性和多态性 

授课教师：刘玉江 

Email:liuyujiang@dl.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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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引入： 

 

 上一章学习了面向对象的编程（OOP） 

 

 

 本章讨论OOP关键技术：继承和多态 

     类                       对象(包括变量和方法) 
实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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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 

 

1、继承和复用的概念 

2、父类和子类（super和this） 

3、多态性是如何扩充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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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性是软件复用的一种形式。 
 
目的：是为了在创建新类时，可以保留现有类的属性和

方法，并能新增，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减
少java程序中的重复代码。 

一、类的继承性 

继承性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的最主要
的特点，是其他语言（如面向过程语言）
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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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现实世界的遗传关系类似 

父类和子类 

孩子 父亲 
继承 

        父类的属性和方法 新类 现有类 
继承 

继承的内容： 

        父亲的外貌和性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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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继承的方法 

Java类的继承关系图： 
实现继承的方法： 

class     <子类名>   extends    <父类名> 

例： 

1.import  java.applet.Applet; 

   public  class cari1 extends  Applet{ } 

2.class     B   extends    A{ } 

3.public  class car   extends  object {    } 

object 

B类 A类 C类 

B1类 B2类 

B11类 

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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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新类B 
变量：i    , j    ,     k 

方法：显示i, j ；显示k ； 显示（i+j+k）                                    

 

class B extends A{ 

int k; 

void showk(){System.out.println("k:"+k);} 

void sum(){System.out.println("i+j+k:"+(i+j+k));} 

} 

 

public class M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A father =new A(); 

B son=new B(); 

father.i=10;father.j=20; 

father.showij(); 

son.i=7;son.j=8;son.k=9; 

son.showij(); 

son.showk(); 

son.sum(); 

} 

} 

i and j:10 20 

i and j:7 8 

k:9 

i+j+k:24 

private int i;    int j; 

变量：i, j 

方法：显示i, j 

现有类A 

class A{ 

int i,j; 

void showij(){System.out.println("i and j:"+i+"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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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员变量的隐藏 

隐藏：是指在子类中重新定义的父类的同名变量 

class A{ 

int i,j; 

void showij(){System.out.println("i and j:"+i+" "+j);} 

} 

 

class B extends A{ 

int k; 

void showk(){System.out.println("k:"+k);} 

void sum(){System.out.println("i+j+k:"+(i+j+k));} 

} 

 

public class M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A father =new A(); 

B son=new B(); 

father.i=10;father.j=20; 

father.showij(); 

son.i=7;son.j=8;son.k=9; 

son.showij(); 

son.showk(); 

son.sum(); 

} 

} 

int i,j; 

i and j:10 20 

i and j:0 0 

k:9 

i+j+k:24 

i and j:10 20 

i and j:7 8 

k:9 

i+j+k: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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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员方法的覆盖 

覆盖：是指在子类中重新定义的父类的同名方法 

class A{ 

int i,j; 

void showij(){System.out.println("i and j:"+i+" "+j);} 

} 

 

class B extends A{ 

int k; 

void showk(){System.out.println("k:"+k);} 

void sum(){System.out.println("i+j+k:"+(i+j+k));} 

} 

 

public class M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A father =new A(); 

B son=new B(); 

father.i=10;father.j=20; 

father.showij(); 

son.i=7;son.j=8;son.k=9; 

son.showij(); 

son.showk(); 

son.sum(); 

} 

} 
void showij(){System.out.println 

(“覆盖了父类的成员方法”);} 

final 

i and j:10 20 

覆盖了父类的成员方法 

k:9 

i+j+k:24 

i and j:10 20 

i and j:7 8 

k:9 

i+j+k: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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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uper（父类 ）和this（子类） 

⑴在需要给从父类继承的成员方法添加功能时，要使用supper 

class A{ 

int i,j; 

void showij(){System.out.println("i and j:"+i+" "+j);} 

} 

 

class B extends A{ 

int k; 

void showk(){System.out.println("k:"+k);} 

void sum(){System.out.println("i+j+k:"+(i+j+k));} 

} 

 

public class M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A father =new A(); 

B son=new B(); 

father.i=10;father.j=20; 

father.showij(); 

son.i=7;son.j=8;son.k=9; 

son.showij(); 

son.showk(); 

son.sum(); 

} 

} 

void showij(){ 

super.showij(); 

System.out.println( 

“添加了新的成员方法”);} 

i and j:10 20 

i and j:7 8 

添加新了的成员方法 

k:9 

i+j+k:24 

i and j:10 20 

i and j:7 8 

k:9 

i+j+k: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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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在子类隐藏了父类的变量时，要用this区分该同名变量的归属 

class A{ 

int i,j; 

void showij(){System.out.println("i and j:"+i+" "+j);} 

} 

 

class B extends A{ 

int k; 

void showk(){System.out.println("k:"+k);} 

void sum(){System.out.println("i+j+k:"+(i+j+k));} 

} 

 

public class M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A father =new A(); 

B son=new B(); 

father.i=10;father.j=20; 

father.showij(); 

son.i=7;son.j=8;son.k=9; 

son.showij(); 

son.showk(); 

son.sum(); 

} 

} 

int i,j; 

i and j:10 20 

i and j:0 0 

k:9 

i+j+k:24 

i and j:10 20 

i and j:7 8 

k:9 

i+j+k:24 

void zh(){super.i=this.i;  

super.j=this.j;} 

son.zh();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⑶super()和this() 

super()可以用来调用父类的构造方法 

this()可以用来调用子类的构造方法 

注意： 

      1、构造方法与类同名，因此继承构造方法是没有意义的； 

      2、super()和this()只能在当前子类中使用 

作用是调用构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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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继承性是发生在多个类中； 

●类的多态性是发生在一个类中，它体现在方法的重载上 

    包括：构造方法的重载和成员方法的重载 

 

目的：将功能相近的方法用同一名字表示，使程序使用起    

来更方便。 

 

如何区分：用参数表的个数、类型和顺序来区分相同名字而
功能不同的方法 

二、类的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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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员方法的重载 

class Intsort（）{ 

public String sort(int a,int b){ 

   if(a>b)return a+” ”+b; 

   else return b+” ”+a;} 

 

public String sort(int a,int b,int c){ 

   int swap; 

 if(a<b){swap=a;a=b;b=swap;} 

 if(a<c){swap=a;a=c;c=swap;} 

 if(b<c){swap=b;b=c;c=swap;} 

      return a+” ”+b+” ”+c;} 

} 

public class M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Intsort s =new Intsort(); 

int a=30,b=12,c=40; 

System.out.println(“俩个数排序:"+s.sort(a,b)); 

System.out.println(“三个数排序:"+s.sort(a,b,c)); 

} 

} 

俩个数排序:30 12 

三个数排序: 40 30 12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构造方法的重载 

class Student{ int No; String Name; 

float Math1,English,Computer; 

 

 Student(int sno, String sname){ 

     No=sno;  Name=sname;} 

 Student(int sno, String sname, float smath,  

float senglish, float scomputer){ 

     No=sno;   Name=sname; 

     Math1=smath; English=senglish; 

     Computer=scomputer; 

  } 

  int getNo(){   return No;  } 

  String getname(){  return Name;  } 

  float getsum(){return Math1+English+Computer; } 

  } 

 

public class TestStuden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Student s1=new Student(10001,"张三");  

Student s2=new Student(10002, 

“李四",88f,65.2f,77f); 

 System.out.println(“ 考 生 信 息 ” ＋
s1.getNo()＋s1.getName); 

 System.out.println(“考完学生信息”＋ 
s1.getNo() ＋s2.getname());  

 System.out.println(“ 考 生 总
分”+s2.getsum()); 

}  } 

This(sno,sname); 

考生信息10001张三 

考完学生信息10002李四 
考生总分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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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0    5－7题 

要求：在程序中标出 

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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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包、接口和异常 

授课教师：刘玉江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提问： 

 

1.继承的目的是什么？ 

 

 

第6章 包、接口和异常 

2.成员方法的覆盖指什么？ 

3.成员变量的隐藏指什么？ 

4.在类的多态性中，如何区分同名且功能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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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 

 

1、包（相似功能的类或常用类的集合） 

2、了解系统包结构和各部分功能 

 

第6章 包、接口和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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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允许把多个类收集在一起成为一组，称作包（package）。 

 

目的：组织类的存放位置 

一、包（类的容器，由类和接口组成） 

包 文件夹 

类 文件 

例： 

比喻：windows文件存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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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和文件夹 

P1 

P2 

包 

F:\cx\文档\123.txt 

使用时： 

java.applet.Applet 

java.applet.* 

具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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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 

Class1_1 … Class1_n         interface1 

Class2_1 … Class2_n         interface2 

                                    …… 

包的组成： 

包由类和接口组成： 

例： 

package p1; 

class A{……} 

class B implements C{……} 

interface C{……}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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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va系统包 

由 java 系 统 提 供 ， 又 称 API （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特点：系统包以“java.”开头，有固定的功能，用户不能
修改，只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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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常用包 

API包 功       能 

java.applet 提供通用Applet的支持，是所有Applet的基类 

java.awt 组建标准GUI，包含了众多的图形组件、方法和和事件 

java.lang 包含java语言的核心类库 

java.net 实现java网络功能的类库 

java.io 标准输入输出类 

java.security 支持java程序安全性 

java.util 提供各种使用工具类 

Java API文档中详细介绍了这部分内容 

下载地址：java.sun.com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包的引用 

（1）导入包语句 

与变量使用前一样，包在使用前也有声明（引入）。 

例：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lang;（默认，可省） 

 （2）包的路径（见下页） 

设置系统环境变量： 

Classpath值：● ;   c:\j2sdk1.4.1\lib;   f:\P1 

用户当前 

运行目录 

系统类库 

API目录 
用户自定
义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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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的路径（classpath） 

P1 

P2 

包 

F:\cx\txt\123.txt 

Windows文件和Java类在使用时的对比： 

java.applet.Applet 

java.applet.* 

具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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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定义包 

（1）创建自定义包：package     <自定义包名>； 

注意：该语句写在程序第一行，每个程序只能有一句，若没有包
语句则为默认包 

（2）设置包路径(classpath) 

程序编译后，你可以像引用系统类那样来引用自定义类。 

（3）包引用格式：import <包名>； 
如 没 有 包 引 用 语 句 , 则 为 引 用 默 认 包                    

（import  java.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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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package P1;                                                   // ①程序包语句 

          import java.awt.*;                                 // ②包引入语句 
           

          public class Class1 implements A{   // ③类定义 

               ……    }  

         class  Class2 { …… }                         // ③类定义 
 

          interface A {… … }                                // ④接口的定义       

               

 package P2;      

import P1.*; 

 

class Class3{  ……  } 

 

保存为Class1.java 

保存为Class3.java 

保存路径为f:\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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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调试过程： 

1、保存： f:\cx\Class1.java 

2、编译：javac   –d   ●   Class1.java 

编译结果： ㈠f:\cx\P1       

 ㈡①Class1.class    ②Class2.class    ③A.class 

3、运行：java P1.Class1 

f:\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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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定义包 

（4）创建包等级： 

package  P1[.P2][.P3]; 

例：package P1.P2;      

 

       class Class1{  

          ……   

          } 
 

1、保存： f:\cx\Class1.java 

2、编译：javac –d . Class1.java 

编译结果：㈠ f:\cx\P1\P2 

                    ㈡ f:\cx\P1\P2\Class1.class 

3、运行：java P1.P2.Cla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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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包的组成（7个常用包）以及各部
分功能？ 

 

 

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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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1．包由        和         组成？  

 

 

第6章 包、接口和异常(2) 

2．程序：       package p1； 

                  public class A{  } 

                  class B{  } 

   调试过程： 

(1)保存： 文件名为                                        

(2)编译：javac –d . A.java编译结果是什么? 

(3)运行：java A.class对不对？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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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 

 

1、接口; 

2、异常的定义，产生异常的原因； 

3、异常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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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程序中把一些常用的常量和方法（无方法体）放在一起，提供
给包中所有类使用，称作接口。 

 

目的：实现多重继承 

一 、接口 

1、系统类接口 

 

2、自定义接口 

public class Max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 

interface  N1{…} 

class c1 implements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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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awt.*;import java.awt.event.*;import java.applet.Applet; 

public class M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MouseListener,MouseMotionListener{ 

  int x1,y1,x2,y2;    

   public void init(){addMouseListener(this);     addMouseMotionListener(this);} 

public void paint(Graphics g){g.drawLine(x1,y1,x2,y2); 

g.drawString("x1:"+x1+" y1:"+y1+" x2:"+x2+" y2:"+y2,50,50);} 

    public void mousePressed(MouseEvent e){ x1=e.getX();y1=e.getY();} 

public void mouseClicked(MouseEvent e){}public void mouseExit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Entered(MouseEvent e){}public void mouseReleas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Dragged(MouseEvent e){x2=e.getX();y2=e.getY();repaint();} 

public void mouseMoved(MouseEvent e){}       } 

例：P110  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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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定义接口 

（1）创建格式：[修饰符]  interface  N1{…} 

例6.4_1： 

 

interface N1{ 

       int year=2006;                       //year默认为static final常量 

       int age();                   //无方法体，在使用时需加入方法体 

       void  output(); 

  } 

 

（2）接口继承： 

单继承和多继承 

static final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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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M implements N1{ 

  String xm;int sr;   

  M(String a,int b){xm=a;sr=b;} 

  public int age(){return year-sr;} 

 public void output(){ 

System.out.println(xm+"的年龄为："+this.age());}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a[]){ 

   M a=new M("张弛",1988); 

   a.output(); 

            } } 

例：6.4_2  引用和6.4_1中的接口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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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口的单继承 

例：interface A{void F1();} 

 

        interface B extends A{ 

           void F2();} 

 

        class M1 implements B{                      //引用接口B 

             void F1(){…} 

             void F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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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interface A{void F1();} 

        interface C{void F3();} 

        interface B extends A,C{ 

           void F2();} 

 

        class M1 implements B{                      //引用接口B 

             void F1(){…} 

             void F2(){…} 

             void F3(){…} 

               }          

2、接口的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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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异常(Exception)又称为例外，是程序运行时出现的错误。 

 

目的：为处理运行错误，java引入了异常和异常类。  

二、异常 

例1： 

public  class  Test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int  a=4，b=0 ； 

    System．out．println(a)； 

    System．out．println(a／b)；     

System．out．println(b)； 

}} 

4 

java.lang.ArithmeticException: / by zero 

 at Test1.main(Test1.java:5)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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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序错误分类： 

编译错误：程序存在语法问题，由系统负责检测和报告。 

运行错误：致命性错误（只能编程解决或靠其它程序在运
行时解决）和异常。 

 

2．异常发生的3种原因： 

 

（1）JVM检测到非常的执行状态； 

（2）java程序中throw语句被执行； 

（3）异步异常发生 

 

错误的分类和异常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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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常处理  

1．系统异常类层次结构  

Throwable类 （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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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rror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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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utimeException类 (P116) 

3） Exception类(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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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public  class  Test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ArithmenticException{ 

      int  a=4，b=0 ； 

    System．out．println(a)； 

    System．out．println(a／b)；          

    System．out．println(b)； }} 

例3：public  class  Test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ArithmenticException e=new ArithmenticException();  //创建异常对象e 

      int  a=4，b=0 ； 

    System．out．println(a)； 

    if(b= =o) throw e;                    //抛出异常对象e 

    System．out．println(a／b)；        //该语句不被执行   

    System．out．println(b)；         //该语句不被执行 

                     }}  

2．异常处理机制 

内容：抛出异常和捕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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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public class Cl{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d=0 ,a； 

  try{System．out．println("抛出异常之前")； 

  a=5／d；                                  //在此抛出异常对象 

  System．out．println(a )；  //该语句不被执行} 

catch(ArithmeticException e) { //这是处理算术异常的语句 

        System．out．println("捕获的异常类型是"+e)； 

    } 

System．out．println(“程序执行完毕！” )；//该语句可以执

行 

      }}  

2．异常处理机制（P118） 

内容：抛出异常和捕捉异常  

finally： 

    如果对方法中发生的各种异常有统一处理，可将完
成统一处理的程序段放在finally块中。 

finally{对各种异常进行统一处理的程序段} 

                                      //无条件执行  

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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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出异常之前 

程序执行完毕 

java.lang.ArithmeticException: / by 

zero 

 at C1.main(C1.java:5)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抛出异常之前 

捕 获 的 异 常 类 型 是
java.lang.ArithmeticException: / by 

zero 

程序执行完毕！ 

抛出异常之前 

java.lang.ArithmeticException: / by 

zero 

 at C1.main(C1.java:5)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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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public class Cl{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d=1,a[]={1}; 

  try{System.out.println("抛出异常之前d="+d); 

    a[d]=5/d;    }            //在此抛出异常对象 

 

catch(ArithmeticException e) {          //捕获算术异常① 

    System.out.println(“发生算术异常");    } 

 

catch(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e) { //捕获数组下标越界异常② 

    System.out.println(“发生数组下标越界异常");    } 
 

      }}  

处理多种异常（例6.9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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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public class C2{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System.out.println("平时分满分20"); 

    try {System.out.println("扣分"+kf(1));} 

    catch (Exception e){System.out.println(“扣分是负值”); 

             System.out.println("发生的异常为："+e);} 

  } 

   static int kf(int n) throws C3{ 

   C3 d=new C3(); 

     if(n<0)throw d;              //抛出C3异常 

    return 20-n; } 

    }    

     

    class C3 extends Exception{  //自定义的异常类 

    C3(){super("扣分是负值");} 

    } 

  

3.自定义异常类(必须是Throwable类或Exception类的子类)  

 

运行结果： 

平时分满分20 

扣分19 

平时分满分20 

扣分是负值 

发生的异常为：
C3: 扣分是负
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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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接口A，并在A中定义常量a＝1(整
型),b=1.3(双精度型）；定义无返回值的方法
M1（）。 

作 业： 

 

2、写出异常处理语句的通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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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常用系统类 

授课教师：刘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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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回顾： 

   interface A{void F1();} 

   interface B{void F2();} 

   interface C extends A,B{void F3();} 

public class C1 implements C{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void F3(){System.out.println(“实现了方法F3”);} 

}} 

以上程序对吗？为什么？ 

提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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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test(){ 

try{F1();System.out.println(“情况1”);} 

catch (Arr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情况2”);} 

catch (Arithmetic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情况3”);} 

finally{System.out.println(“程序出错”);}} 

（1）F1()正常运行程序结果是什么？ 

（2）F1()产生被0除错误程序结果是什么？ 

提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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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Applet类的特点与生命周期 

 

       2.字符串类String和String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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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Java中，有两种类型的程序(区别)： 

 

            1.应用程序（Application） 

 

            2.小应用程序（Applet） 

一、Applet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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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pplet类 

1.java Applet程序的典型结构： 

public class 类名 extend Applet{ 

public void init(){…}       //初始化方法只执行一次 

public void start(){…}    //开始运行 

 public void stop(){…}    //停止运行 

public void paint(){…}   //画出 

public void destroy(){…} //清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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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ublic void init（） 

   当Applet被第一次加载时，该方法会被自动调用。 
   该方法中进行初始：创建对象，把图形或字体载入

内存，处理param参数等。  

（2）public void start（） 

     调用init 方法之后，start方法会被自动调用；当
用户刷新包含Applet的页面或者从其它页面返回包含
Applet的页面时，start方法也会被自动调用。 

      注意： 
      start方法可多次调用，init方法只调用一次。所以，

可以把只调用一次的代码放在init方法中，而不能放
在start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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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ublic void stop（） 

     该方法在用户离开包含Applet的页面时会
被自动调用。stop方法可以多次调用。 

   停止一些耗费系统资源的活动，如播放动画等。如
果在Applet中没有动画、音乐文件播放，那么通常可
以不使用这个方法。 

（4）public void destroy（） 

    当用户正常关闭浏览器时，浏览器会调用
destroy方法。该方法用于回收系统资源，如回收
图形用户界面的系统资源、关闭连接等。 

    Applet类提供的四个方法init、start、stop和
destroy分别对应了Applet的初始化、启动、暂停直
到消亡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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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ublic void paint（） 

     该方法来自java.awt包，可以被多次调用，用于在图形界面
上显示文字、线条、图形等。 

      使用时必须要引入java.awt.Graphics类。 

 

     例：public void paint(Graphics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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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说明了Applet的生命周期和对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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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方法： 

Java.applet.Applet 

public void init() public void destroy() 

public void start() public void stop() 

public void paint(Graphics g) 

注意：paint()虽不在生命周期内,但它的作用相当
于applet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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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applet.Applet； 

import java.awt.Graphics； 

public class L1 extends Applet{ 

  StringBuffer b＝new StringBuffer()； 

  public void init(){addWords(”初始化…”)；} 

  public void start(){addWords(”开始…”)；} 

  public void stop(){addWords(”停止…”)；} 

public void destroy(){addWords(”清除…”)；} 

 

void addWords(String s){ 

    System.out.println(s)； 

    b.append(s)； 

    repaint()；} 

    public void paint(Graphics g){ 

    g.drawstring(b.toString(),5,15)；} 

      } 

举例说明Applet程序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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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html: 

<html> 

<applet code="L1.class" height=200 width=400> 

</applet>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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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pplet标签属性： 

目的：将Applet程序嵌入web页中。语法格式如下：  

  <applet  code＝字节码文件名  width＝宽度  height＝高度 

    [codebase＝字节码文件路径] 

    [alt＝可替换的文本内容] 

    [name＝对象名] 

    [align＝对齐方式] 

    [vspace＝垂直间隔] 

    [hspace＝水平间隔]> 

    [<param  name＝参数名 value＝参数值>] 

    [alternateHTML] 

  </a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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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Applet传递参数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pplet.*;     

public  class  Test extends  Applet { 

String  t;  int  x,y; 

  public void init() { 

  t=getParameter("text");    //获得html文件中的text参数   

  x=Integer.parseInt(getParameter("xpos"));   //xpos参数 

  y=Integer.parseInt(getParameter("ypos"));}  //ypos参数 

public  void  paint(Graphics  g)   

{  if(t!=null)  g.drawString(t,x,y);} 

} 

<html> 

<applet  code=Test.class  width=300  height=200> 

<param name=text value=欢迎访问本网站> 

<param name=xpos value=40> 

<param name=ypos value=50> 

</applet>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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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符串类（以对象的形式存在） 

位于java.lang中分两类：String和StringBuffer 

1.String类：构造方法： 

String s1＝new String()；    //创建一个空String对象 

String s2＝new String(“abc”)；  //以字符串为参数创建String对象 

String s3＝new String(b3)；  //以StringBuffer对象为参数创建String对象 

String s4＝new String(c)；    //以字符数组c为参数创建String对象 

String s5＝new String(c，2，4)；  //数组c部分取出创建String对象 

StringBuffer  b3＝new StringBuffer("abcdef")；  

char c[]＝{"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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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类常用方法1： 

1.求长度：i=s1.length();       //s1为“abc123” 

2.连接：s=s1.concat(“de”). concat(“fg”) ;  

3.截取：s=s1.subString(2) ；     //s为c123 

          s=s1.subString(2,4) ；  //s为c12 

          s=s1.charAt(2) ；         //s为c 

4.比较：equals(返回true和false)  

       b= s1.equals(“Abc123”) ； b= s1.equalsIgnoreCase(“abc123”) ； 

            compareTo(返回整型数) b= s1. compareTo(“Abc123”) ； //b=32 

                   b= s1. compareToIgnoreCase(“abc123”) ；//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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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拷贝：s=s1.copyValueOf(c);       //s为“ABCDEF” 

               s=s1.copyValueOf(c,2,4);       //s为“CDEF” 

6.大小写转换：s=s1.toUpperCase() ; s=s1.toLowerCase() ;  

7.检索：(返回整型数，表示位置） 

i=s1.indexOf(‘C’);                   i=s1.lastIndexOf(“DE”);  

8.转换为数组： 

byte[] getBytes()    //按系统默认字符集编码转换为字节数组 

byte[] getBytes(String enc)  //其中enc为字符集编码 

char[] toCharArray()    //转换为字符数 

例：c=s1.toCharArray(); 

char c[]＝{"A","B","C","D","E","F"}； 

s1=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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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换为字符串(静态的方法) 

char c[]＝{"A","B","C","D","E","F"}； 

System.out.println( String.valueOf(12D) )；   

System.out.println( String.valueOf(3<2) )；   

System.out.println( String.valueOf(c,1,3) )     

输出结果为： 

12.0 

false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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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方法： 

StringBuffer提供的常用方法与String相似，最主要的方法有两组： 

append方法                                                                     insert方法 

2.StringBuffer类 

构造方法： 

b1＝new StringBuffer()；    //创建一个空StringBuffer对象 

b2＝new StringBuffer(10)；  //创建长度为10的空StringBuffer对象 

b3＝new StringBuffer("abc")；//以字符串为参数创建StringBuffer对象 

char c[]＝{"A","B","C","D","E","F"}；  

StringBuffer b=new StringBuffer()； 

b.append(100)； 

b.append(c);              //100ABCDEF 

b.append(“ ”); 

b.append(c，2，3); //100ABCDEF CDE 

StringBuffer b=new StringBuffer()； 

b.insert(0,100)；       //100 

b.insert(3,”AB”)；       //100AB 

b.insert(4,2.5F)；       //100A2.5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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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方法 

下面几个方法对程序员来说是经常用到的。 

public StringBuffer delete(int start，int end)    //删除子串 

public StringBuffer deleteCharAt(int index)    //删除指定位置上的字符 

public StringBuffer replace(int start，int end，String str)     //替换子串 

StringBuffer reverse()                              //翻转字符串 

例： b＝new StringBuffer(“abcdef”)；  

b=b.delete(1，2);            //b为adef 

b= b.deleteCharAt(3) ;     // b为abcef 

b= b.replace(0，2，”ABC”);  //b为ABCdef 

b=b.reverse();                    // b为fed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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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简述Applet类的声明周期。 

 

2.StringBuffer类有那些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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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常用系统类(3-4节) 

授课教师：刘玉江 

Email: liuyujiang@dl.net.cn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Java Applet程序生命周期的4个方法是什么? 

哪2个方法可多次运行？如何引发？ 

提问1： 

说出下列语句的含义： 

public class C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String b=new String(“abcdef”); 

int i=b.length(); 

char a[]=b.toCharArray();} 

} 

 

提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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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和Apple之间传递参数   
       

M1.java： 

  public void init()     

  {t=getParameter("text");  

x=Integer.parseInt(getParameter("xpos"));    

  y=Integer.parseInt(getParameter("ypos"));}   

<html> 

<applet  code=            width=300  

height=200> 

<param name=           value=好好学习！> 

<param name=          value=40> 

<param name=          value=50> 

</applet> 

</html> 

提问3： 

（1）完成html文件 

（2）说出程序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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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引入： 

 

1、Applet类 

 

2、字符串类（String和String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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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输入输出流类 

 

    2.其它常用系统类： 

  Math类、日期类、Random类、 Vector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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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类：输入流和输出流              

一、输入输出流类 

1、定义：数据流是指一组有序的、有起点和终点的字节集合。 

2、应用范围：文件、网络连接、内存和标准输入输出等。 

3、目的：将不同类型的输入、输出源抽象为流（stream），
用统一接口来表示，从而使程序简单明了。  

文件 

程序 

终端 

文件 

程序 

网络端点 

数据流 

起
点 

终
点  

网络端点 

文件,字符串 

存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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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流（buffered stream） 

作用：用于提高输入/输出处理的效率 
 

 

 

1、只有缓冲区满时,系统才会将数据送到输出流； 

 

2、Java在输出数据流中,当对方尚未将数据取走时,程序就会被阻塞.
有时也可以人为地将尚未填满的缓冲区中的数据送出。 

数 

据 

流 

1字节 输 

出 

流 

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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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节流：数据流以字节为单位进行（8位二进制） 

从InputStream和OutputStream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类。
这类流以字节(byte)为基本处理单位。 

Java输入输出类库(java.io) 

       ◇ InputStream、OutputStream 

  ◇ FileInputStream、FileOutputStream 

  ◇ PipedInputStream、PipedOutputStream 

  ◇ ByteArrayInputStream、ByteArrayOutputStream 

  ◇ FilterInputStream、FilterOutputStream 

  ◇ DataInputStream、DataOutputStream 

  ◇ BufferedInputStream、BufferedOutput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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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符流：数据流以字符为单位进行（Unicode） 

从Reader和Writer派生出的一系列类，这类流以16位的
Unicode码表示的字符为基本处理单位。 

Java输入输出类库(java.io) 

 

 

  ◇ Reader、Writer 

  ◇ InputStreamReader、OutputStreamWriter 

  ◇ FileReader、FileWriter 

  ◇ CharArrayReader、CharArrayWriter 

  ◇ PipedReader、PipedWriter 

  ◇ FilterReader、FilterWriter 

  ◇ BufferedReader、BufferedWriter 

  ◇ StringReader、String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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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象流(这类流以对象为基本处理单位) 

 

  ◇ ObjectInputStream、ObjectOutputStream 

 

 4．其它 

 

  ◇ 文件处理： 

  File、RandomAccessFile； 

 

  ◇ 接口 

  DataInput、DataOutput、ObjectInput、Object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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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标准数据流 

定义：数据流的起点和终点是标准输入输出设备。 

1、标准输入(System.in): 

    public abstract int read()  

    public int read(byte[] b)                  //读入字节数组b     

    public int read(byte[] b,int i,int j)  //从i位置读入j个字节数组元素 

2、标准输出(System.out): 

    public void print(“字符串”+变量)            //输出后不换行 

    public void println(“字符串”+变量)        //输出后换行 

    public void write(byte[] b,int i,int j)       //从i位置输出j个字节数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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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io.*; 

public class T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int ch; 

System.out.println("请输入一个字符："); 

ch=System.in.read(); 

System.out.println((char)ch);} 

} 

例1：从键盘输入一个字符，并把它输出到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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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io.*; 

public class T2{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byte ch[]=new byte[40]; 

System.out.println("输入不超过40个字符，回车结束："); 

int i=System.in.read(ch); 

System.out.println("保存在缓冲区的元素个数"+i); 

for(int j=0;j<i;j++)System.out.print("  "+ch[j]); 

System.out.println(); 

System.out.write(ch,0,i);} 

} 

例2：从键盘输入字符，并把它输出到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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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的应用： 

Java文件类： 

File：一般文件类，按顺序访问； 

RoandomAccessFile：随机文件类，随机方式访问。 

例3：将t1.txt中内容添加到t2.tx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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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import java.io.*; 

public class T3{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FileReader in=new FileReader("t1.txt"); 

BufferedReader bin=new BufferedReader(in); 

FileWriter out=new FileWriter("t2.txt",true); 

String s1; 

while((s1=bin.readLine())!=null){ 

System.out.println(s1); 

out.write(s1+"\n");} 

in.close(); 

out.cl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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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它常用类 

Math、Data、Calendar、DateFormat、Random、Vector 

1、数学函数类: 

包含基本的数学运算函数。 

例4：double d1=Math.sin(Math.toRadians(3.0)); 

          double d2=Math.log(Math.E); 

          int r=Math.round(33.6f); 

          long j=Math.round(Math.PI) 

执行结果：d1-------0.499999 

                    d2-------1.0 

                    r---------34 

                    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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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期类: 

包含Data、Calendar、DateFormat 类。 

创建和获取 

日期 

获取和设置 

日期 

创建 

日期格式化器 

3、随机数类： 

构造方法： Random（）      //使用系统时间作为种子数 

   Random（long seed）        //使用指定种子数 

包含nextBoolean()、nextInt()、nextDouble()等方法。 

例5：boolean b=r1. nextBoolean()      

        int i=nextInt(100)                      //产生大于0小于100的随机数 

        double d1= r1.nextDouble()    //产生0～1之间的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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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向量类: 

目的：解决了数组长度不可变的问题。 

import java.util.*; 

public class T4{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 

Vector v=new Vector(1,1); 

v.addElement(a[0]); 

v.addElement(a[1]); 

v.insertElementAt("abcdef",1); 

int i=v.size(),j=v.capacity(); 

System.out.print("v的元素:"); 

for(int n=0;n<i;n++)System.out.print(" 

"+v.elementAt(n)); 

System.out.println(); 

System.out.println("v的元素个数"+i+" 向量长度
"+j); 

v.removeAllElements(); 

System.out.println("v的元素个数"+v.size()+" 向
量长度"+v.capacity()); 

}} 

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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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lass类和Runtime类 

目的：获得运行时的信息。 

package p1; 

public class T5{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 

T5 t1=new T5(); 

System.out.println("本类名
="+t1.getClass().getName()); 

System.out.println("父类名
="+t1.getClass().getSuperclass().getName()); 

System.out.println("包名
="+t1.getClass().getPackage().getName()); 

System.out.println("操作系统
="+System.getProperty("os.name")); 

System.out.println("java版本
="+System.getProperty("java.vm.version")); 

System.out.println("内存总量
="+Runtime.getRuntime().totalMemory()); 

System.out.println("剩余内存
="+Runtime.getRuntime().freeMemory()); 

}} 

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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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用if语句编写程序，实现以下功能：从键盘输入
数字1显示good，输入其他键时显示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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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图形用户界面G 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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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1、Math类提供的常量和函数都是static类型，引用时直接通过类

名就可引用。例如：引用π的方法是什么？并说明static类型

与非静态类型的区别？   

 

2、System.out.print() 

     System.out.println() 

     System.out.write(ch,0,5) 

     说出上述语句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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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图形用户界面 

        2 、各种GUI组件       

        3、组件布局管理  

(Graphic User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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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形用户界面（GUI） 
 
 
图形用户界面： 
图形用户界面是用户与计算机之间交互的图形化操作界面。包括：

组件的创建、布局管理和事件处理 

 

GUI组件： 
是图形用户界面的基本元素，组件类是不可再分割的组件。 

 

容器： 
容器类可用来安放其他组件或容器，用来组织、管理和表示其他组

件。 (例：Applet、Panel、Frame等） 

 

java.awt包和javax.Swing包中提供了图形用户界面设计使用的类和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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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container） 

图形用户界面（GUI） 
文本框 标签 按钮 

GUI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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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处理的一般步骤: 

创建组件new 加入 组件add 

响应 action 
 

处理动作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Swing 与AWT的不同之处 

1、AWT是由JDK 1 .0和JDK 1.1平台提供的 

2、Swing所有组件都以J开头: Jbutton  ,  Jpanel  

       AWT：                                 Button   ,  Panel 

3、Swing 使用的包: Javax.Swing 

      AWT:                   Java.awt 

4、Swing 组件全部是由纯Java编写的，功能强大 

 按钮和标签可以显示图像或图片 

 可修改组件的边界 

 组件不一定是长方形 

 改变组件的外观或行为可以通过调用其方法或创建其子类 

 信息交换技术使读者很容易的从Swing组件中获得信息 

 允许定义用户的界面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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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I组件 

1）标签 

     作用：显示单行字符串。 

 

包括：标签、按钮、选项框、复选框和选项按钮、列表框、文本框和
文本区等。 

构造方法：Label（）、 Label（”abc”）、 

Label（”123”,Label.RIGHT） 

常用方法： 

label1.getAlignment（）//返回对齐方式 

label1. getText（）   //返回当前显示文字 

label1. setAlignment（Label.LEFT）  

label1. setText（”ABC”）//设置显示字符 

 

LEFT 

CENTER 

RIGHT 
2）按钮 

     
 
构造方法： 

Button（） Button （”abc”） 

 

常用方法： 

button 1.getLabel（）返回按钮文字 

 

button 1.setLabel（ABC）设置按钮文字 

 

button1.getActionCommand( )取得按钮指令 

 

button1.setActionCommand( “”abc) 

设置按钮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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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public class Ln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 

  Label label1=new Label("你按下了:"); 

  Label label2=new Label("        "); 

  Button button1=new Button("按钮1"); 

  Button button2=new Button("按钮2");  

  Button button3=new Button("按钮3"); 

   public void init(){ 

add(button1);add(button2);add(button3); 

      add(label1);add(label2); 

      button1.addActionListener(this); 

      button2.addActionListener(this); 

      button3.addActionListener(this);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 

ActionEvent e){ 

     String s1=e.getActionCommand(); 

      if(s1=="按钮1")label2.setText(s1); 

      if(s1=="按钮2")label2.setText(s1); 

      if(s1=="按钮3")label2.setText(s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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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I组件 

3）选项框 

      
 

构造方法：Choice（） 

常用方法： 

c.addItem（”项目1”）         //添加选项 

c. countItem（）                  //返回选项个数 

c.getItem（i）                        //返回i位置的选项 

c. getSelectlndex()        //返回被选中的选项的下标值 

c.getSelectItem()          //返回被选中的选项 

c.select(i)                       //选择i 位置的选项。 

c.select(“项目1”)           //选择指定的选项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4）复选框和选项按钮 

     
 
区别：复选框可以进行多项选择； 

 

           选项按钮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项。 

5）文本框和文本区 

     
 

区别：文本框只能接受单行的文本信息； 

 

          文本区用来接受大段的文本内容。 

功能：接受键盘输入的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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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import java.awt.*;import java.awt.event.*; 

import java.applet.Applet; 

public class zh extends Applet{ 

  String s[]={"烤鸡腿","炸鸡翅","牛排"}; 

  Label l1=new Label("菜品"); 

  Label l2=new Label("主食"); 

  Label l3=new Label("你认为最好吃的是："); 

  Label l4=new Label("顾客意见"); 

  Checkbox cb1=new Checkbox("色拉"); 

  Checkbox cb2=new Checkbox("汉堡"); 

  CheckboxGroup g=new CheckboxGroup(); 

  Checkbox cb3=new Checkbox("色拉",g,false); 

  Checkbox cb4=new Checkbox("汉堡",g,false); 

  Choice c=new Choice(); 

   

   

public void init(){ 

add(l1);for(int a=0;a<3;a++)c.addItem(s[a]); 

add(c); 

add(l2);add(cb1);add(cb2); 

add(l3);add(cb3);add(cb4); 

add(l4);TextArea t=new TextArea("没意见",3,10);  

add(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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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列表框举例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pplet.Applet; 

    public class l1 extends Applet{ 

    List list2=new List(6,true); 

    public void init(){ 

add(new Label("这是一个列表框的例子")); 

 list2.add("北京大学"); 

    list2.add("清华大学"); 

    list2.add("吉林大学"); 

    list2.add("复旦大学"); 

     

    list2.add("南开大学"); 

    list2.add("天津大学");  

    list2.add("南京大学"); 

    add(1is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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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件布局管理 

目的：在含有组件比较多的容器中，将各组件 

           摆放整齐。 

 

分类： 

         1、顺序布局（FlowLayout） 

         2、边界布局（BorderLayout） 

         3、卡片布局（CardLayout） 

         4、网格布局（GridLayout） 

         5、面板类布局（Panel ） 

 

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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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中 

北 

西 东 

2、BorderLayout类 

功能:Applet分成五个区 

1）创建    

setLayout(new BorderLayout()); 

2）将其他组件加入 

add(“East”, new Button(“东”); 

add(“South”, new Button(“南”); 

add(“West”, new Button(“西”); 

add(“North”, new Button(“北”); 

add(“Center”, new Butto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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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中 

北 

西 东 

3、卡片类 

 

南 

 

中 

北 

西 东 

南 

 

中 

北 

西 东 

4、网格布局 

GridLayout mylayout = new GridLayout(3,3,10,10)； 

setLayout(); 

rows cols 

hspace v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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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板布局 
功能:可以容纳其他对象,安排合理布局 

列表 按钮 菜单 

container 

另一个窗口 

窗口，对话框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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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on1 button2 

button4 button3 

 

 创建面板: 

   Panel myPanel=new Panel(); 

   add(myPanel); 

 将面板作为容器: 

    mypanel.add(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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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 

        
                        1、教材186页8－3。 

 

                        2、组件布局管理分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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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处理 

授课教师：刘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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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1、 GUI处理的一般步骤是什么（分4步）？ 

2、组件布局管理分几类？ 

     java程序Applet和Panel缺省布局为哪一类？ 

     Window、Frame、Dialog缺省布局为哪一类？ 

1、顺序布局（FlowLayout） 

2、边界布局（BorderLayout） 

3、卡片布局（CardLayout） 

4、网格布局（GridLayout） 

5、面板类布局（Pan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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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Java的事件处理机制 

 

 2.对各种具体事件的处理 

（包括鼠标事件、键盘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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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处理  

1.  事件处理原理  

事件:是描述发生了什么的对象。如果用户在用户界面执行
了一个动作，这将导致一个事件的发生。 

事件源:事件是由事件源产生的，事件的产生者称为事件源。
例如，在Button组件上点击鼠标会产生以这个Button为源的一
个事件：ActionEvent。  

当事件源产生了一个事件以后，事件源就会发送通知给相
应的事件监听器，监听器对象根据事件对象内的信息，决定如
何响应这个事件。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AWT将事件分为两类： 

1）语义（Semantic）事件 
ActionEvent：对应按钮点击、菜单选择、列表框选择、在文本域中

按回车键等。 

AdjustmentEvent：用户调整滚动条。 

ItemEvent：用户从一组选择框或者列表项中进行选择。 

TextEvent：文本域或者文本框中的内容发生改变。 

 

2）低级（Low-Level）事件 
ComponentEvent：组件大小改变、移动、显示或者隐藏。 

KeyEvent：键盘上的一个键被按下或者释放。 

MouseEvent：鼠标按键被按下、释放、鼠标移动或者拖动。 

FocusEvent：组件获得焦点或者失去焦点。 

WindowEvent：窗口被激活、屏蔽、最小化、最大化或关闭。 

ContainerEvent：添加或者删除一个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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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件处理的过程：(P177) 

Frame 

Button 

事件源： 

单击鼠标 

ActionEvent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监听器 

引入接口： 

ActionListener 

点击 

选项按钮 

CheckBox 

ItemEvent 

ItemListener 

itemStateChanged(ItemEvent e) 

进入系统事件队列 

判断是否有监听器 
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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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现事件处理的步骤(P179) 

   1)引入系统事件类包 

   2)定义类实现事件监听器接口 

   3)将产生事件的组件注册为事件监听器 

   4) 实现处理事件接口的抽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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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立处理事件的类，需要说明类实现事件监听器接口，
说明格式如下： 

    public  class  类名  implements  监听器接口名列表 

 

例如，ActionListener是动作事件监听器接口，定义如下： 

package java.awt.event;    import java.util.EventListener; 

 

public interface ActionListener extends EventListener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如果名为Myclass的类要处理动作事件，就要定义Myclass

类实现ActionListener接口。 

 

2)．定义类实现事件监听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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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希望组件产生事件时能够得到响应，应将产生事件的组
件注册为事件监听器，注册的语句如下： 

    组件名．addXXXListener(实现事件监听器接口的类对象)； 

    XXX代表事件类型。 

 

例如，假设Myclass是实现ActionListener接口的类。将Myclass

类对象注册为事件监听器，对应语句如下： 

    组件名．addActionListener(new Myclass())； 

 
也可以使用关键字this。 
例如，组件名．addActionListener(this)。 

3)．将产生事件的组件注册为事件监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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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事件监听器接口的类中为抽象方法编写代码。 

 

例 如 ， 在 Myclass 类 中 为 ActionListener 接 口 的
actionPerformed()方法编写语句。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填写处理动作事件的语句} 

4)．实现处理事件接口的抽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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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按钮类为例说明相应的事件处理过程： 
Button button1 = new Button(”提交”); 

button1.addActionListener(this);  //在init()中实现 

监听器对象this必须实现相应的接口，来响应事件： 

public class C1 implements ActionListener 

{ ... 

public void init() 

{  ... 

   button1.addActionListener(this);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vent) 

 {   相应的响应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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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鼠标事件  

 MouseListener接口 ： 
mousePressed(MouseEvent  e)：鼠标键被按下时调用； 

mouseReleased (MouseEvent  e) ：鼠标键被释放时调用； 

mouseClicked (MouseEvent  e) ：合并上述两个事件为一次鼠标点击事件； 

mouseEntered(MouseEvent  e) ：鼠标进入事件； 

mouseExited(MouseEvent  e) ：鼠标离开事件。 

getX()和getY()方法：得到鼠标点击时x和y坐标。 

getClickCount()方法：可以区别单击操作和双击操作。 

 

 MouseMotionListener接口 ： 
mouseMoved (MouseEvent  e) ：鼠标移动； 

mouseDragged (MouseEvent  e) ：用户拖动鼠标。  

二、对各种具体事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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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import java.applet.Applet;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wt.event.*; 

public class Mouse1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MouseListener{ 

int x,y;TextField t1=new TextField(12); 

public void init(){ add(t1); addMouseListener(this);} 

public void mousePressed(MouseEvent e){ 

x=e.getX();y=e.getY(); 

t1.setText("坐标值："+Integer.toString(x)+","+Integer.toString(y)); 

} 

public void mouseClick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Enter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Releas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Exited(MouseEvent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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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适配器类：（裁减器）  

MouseAdapter: 

 

public abstract class MouseAdapter implements 
MouseListener { 

    public void mouseClicked(MouseEvent e) {} 

    public void mousePressed(MouseEvent e) {} 

    public void mouseReleased(MouseEvent e) {} 

    public void mouseEntered(MouseEvent e) {} 

    public void mouseExited(MouseEvent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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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适 

配 

器 

类 

应 

用 

：  

例：import java.applet.Applet;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wt.event.*; 

public class Mouse1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MouseListener{ 

int x,y;TextField t1=new TextField(12); 

public void init(){ add(t1); addMouseListener(this);} 

 

 

 

 

 

 

 

 

 

} 

public void mouseClick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Enter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Releas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Exit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Pressed(MouseEvent e){ 

x=e.getX();y=e.getY(); 

t1.setText("坐标值：
"+Integer.toString(x)+","+Integer.toStrin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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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适 

配 

器 

类 

应 

用 

：  

例：import java.applet.Applet;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wt.event.*; 

public class Mouse1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MouseListener{ 

int x,y;TextField t1=new TextField(12); 

public void init(){ add(t1); addMouseListener(this);} 

 

 

 

 

 

 

 

 

 

} 

public void mouseClick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Enter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Releas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Exited(MouseEvent e){} 

public void mousePressed(MouseEvent e){ 

x=e.getX();y=e.getY(); 

t1.setText("坐标值：
"+Integer.toString(x)+","+Integer.toString(y));} 

new MouseAdap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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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适 

配 

器 

类 

应 

用 

：  

import java.io.*; 

public class C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String s; 

    InputStreamReader ir; 

    BufferedReader in; 

    ir=new InputStreamReader(System.in); 

    //建立与系统标准输入之间的输入流联系 

    in=new BufferedReader(ir); 

    try{ 

    do{s=in.readLine();             //从键盘读入一行字符串 

    if(s!=null){ 

    System.out.println("Read："+s); //将读取的数据输出 

} 

    }while(s!=null);                //判断是否读完数据 

   }catch(Exception e){}; 

}} 

 

 BufferedReader in=new BufferedReader( 

new InputStreamReader(Syste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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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键盘事件  

KeyListener接口中有三个方法： 
public void keyPressed(KeyEvent e) 

public void keyReleased(KeyEvent e) 

public void keyTyped(KeyEvent e) 

Java对于用户按键的处理过程： 

当前键盘状态为小写状态，要输入一个大写字母“A”，我

们的操作过程为：先按住Shift键不放，再按下A键，然后松开。
整个过程Java会产生五个事件： 

按下Shift键：为VK_SHIFT调用keyPressed方法； 

按下A键：为VK_A调用keyPressed方法； 

键入字符“A”：为字符“A”调用keyTyped方法； 

松开A键：为VK_A调用keyReleased方法； 

松开Shift键：为VK_SHIFT调用keyReleased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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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import java.applet.Applet;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wt.event.*; 

 

public class Key1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KeyListener{ 

String a=""; 

public void init(){ addKeyListener(this);requestFocus();} 

public void keyPressed(KeyEvent ke){showStatus(“按下");} 

public void keyReleased(KeyEvent ke){showStatus(“抬起");} 

public void keyTyped(KeyEvent ke){ 

a+=ke.getKeyChar();repaint();} 

 

public void paint(Graphics g){ 

g.drawString(a,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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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 

        
 1、MouseListener接口和MouseMotionListener接口 

都定义了哪些抽象方法，每个方法处理什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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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多线程机制 

授课教师：刘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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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1、 Swing组件与AWT组件相比有哪些优点？  

优点： 

1、可以显示文本标题和图像标题； 

2、组件数目更多，功能更全； 

3、有改变组件外观的方法，使外观更加漂亮； 

4、使用时不直接加入顶层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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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seListener接口 ： 

mousePressed(MouseEvent  e) 

mouseReleased (MouseEvent  e)  

mouseClicked (MouseEvent  e)  

mouseEntered(MouseEvent  e) 

mouseExited(MouseEvent  e)  

 

MouseMotionListener接口 ： 

mouseMoved (MouseEvent  e) 

mouseDragged (MouseEvent  e)  

2、处理鼠标事件有2个接口：MouseListener接口和
MouseMotionListener接口这两个接口中包含有哪几种事件
处理方法？说出各种方法在鼠标发生了什么操作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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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多线程的概念 

 

 2．编写多线程程序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一、多线程的概念 

Java引入多线程机制的目的： 

将程序任务分解成多个并行的子任务，来加速程序的运行，
提高cpu的利用效率。 

例如： 

    在网络编程中，为了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可以单独设
置一组线程来进行数据传输；而再设置其它线程来实现与
用户的交互功能。 

 

    在页面中显示动画时，可分别设置线程来进行延时和
准备要显示图像这2方面功能，使动画效果更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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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程和线程  

   

一个线程是一个程序内部的顺序控制流。 

  1) 进程：每个进程都有独立的代码和数据空间（进程上
下文） ，进程切换的开销大。  

  2) 线程：轻量的进程，同一类线程共享代码和数据空间，
每个线程有独立的运行栈和程序计数器（PC），线程切换
的开销小。  

  3) 多进程：在操作系统中，能同时运行多个任务程序。  

  4) 多线程：在同一应用程序中，有多个顺序流同时执行。  

单进程  单线程 单进程  多线程

多进程  多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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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程的生命周期  

异常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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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状态(new Thread) 

 执行下列语句时，线程就处于创建状态： 

Thread myThread = new MyThreadClass( ); 
  当一个线程处于创建状态时，它仅仅是一个空的线程对
象，系统不为它分配资源。 
 
  2）可运行状态( Runnable ) 

  Thread myThread = new MyThreadClass( ); 
      myThread.start( ); 
  当一个线程处于可运行状态时，系统为这个线程分配了
它需的系统资源，安排其运行并调用线程运行方法，这样就
使得该线程处于可运行( Runnable )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
一状态并不是运行中状态（Running ），因为线程也许实际
上并未真正运行。由于很多计算机都是单处理器的，所以要
在同一时刻运行所有的处于可运行状态的线程是不可能的，
Java的运行系统必须实现调度来保证这些线程共享处理器。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3）挂起状态（Not Runnable） 
  进入挂起状态的原因有如下几条： 
  1 .调用了sleep（）方法; 
  2 .调用了suspend（）方法; 
  3 .为等候一个条件变量，线程调用wait（）方法; 
  4 .输入输出流中发生线程阻塞; 
  挂起状态也称为阻塞状态（Blocked）。因为某种原因（输入/输出、
等待消息或其它阻塞情况），系统不能执行线程的状态。这时即使处理器
空闲，也不能执行该线程。 
 
   4）死亡状态（Dead） 
  线程的终止一般可通过两种方法实现：自然撤消（线程执行完）或是
被停止（调用stop()方法）。目前不推荐通过调用stop()来终止线程的执
行，而是让线程执行完。 

注意：java系统会为每个程序自动分配一个线程，称为主线程，
例如：java  Application程序中的main（）。因此，要加载其
它线程就要使用Thread类或Runnable接口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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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写多线程程序  
        java的线程是通过java.lang.Thread类来实现的。当
我们生成一个Thread类的对象之后,一个新的线程就产生
了。  实现线程体（run方法）的方法： 

（1）定义一个线程类，它继承线程类Thread并重
写其中的方法 run（），这时在初始化这个类的实例
时，目标target可为null，表示由这个实例对来执行线
程体。由于Java只支持单重继承，用这种方法定义的

类不能再继承其它父类。 
 

（2）提供一个实现接口Runnable的类作为一个线
程的目标对象，在初始化一个Thread类或者Thread

子类的线程对象时，把目标对象传递给这个线程实例，
由该目标对象提供线程体 run（）。这时，实现接口
Runnable的类仍然可以继承其它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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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多线程程序的格式 

根据实现线程体的方法来看，创建多线程
程序的格式有2种： 

 

1）通过继承Thread类创建线程 

 

class mythread1 extends Thread 

  { public void run(){….}    } 

  class mythread2 extends Thread 

  { public void run(){….}    } 

在主类中实例化各线程类,并启动线程 

   public class demo extends Applet 

   { public void init() 

     { mythread t1=new mythread1(); 

        mythread t2=new mythread2(); 

        t1.start(); t2.start();}    } 

 

2）通过Runnable接口创建线程 

 

public class C1 extends Applet  

        implements Runnable 

   {  … 

public void ru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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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线程程序的实例  
例1：考察线程的运行 

public class Thread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gs[]){ 

testThread t2=new testThread("thead2"); 

t1.start(); 

t2.start();}} 

 class testThread extends Thread{ 

public testThread(String str){super(str);} 

public void run(){ 

for(int i=0;i<3;i++){ 

System.out.println(getName()+"在运行"); 

try{sleep(1000); 

System.out.println(getName()+"在休眠");} 

catch(Interrupted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getName()+"已结束"); 

}}  

程序运行结果： 

 

thead1在运行 

thead2在运行 

thead1在休眠 

thead1在运行 

thead2在休眠 

thead2在运行 

thead1在休眠 

thead1在运行 

thead2在休眠 

thead2在运行 

thead1在休眠 

thead1已结束 

thead2在休眠 

thead2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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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一）编写单线程程序：点击按钮“计数”时在文本框中
显示1－49的计数，点击按钮“退出”时程序退出。 

  在单线程程序中，正在计数的过程中你想退出程序是不
可能的（点击按钮“退出”时，必须等到计数完成才能退出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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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过程： 
1）按钮“计数”程序如下（其它程序代码由Jbuilder自动完成

）： 

void button1_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 

//循环50次，每次递增1。 

            for (int i = 0; i < 50; i++) 

                { try { 

             textField1.setText(Integer.toString(i)); 

//暂时停止当前线程50毫秒。 

             Thread.sleep(50); 

                        } 

                        catch (InterruptedException f){  } 

                }  } 

 

2）按钮“退出”程序：System.exi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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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一）编写单线程程序：点击按钮“计数”时在文本框中
显示1－49的计数，点击按钮“退出”时程序退出。 

（二）编写多线程程序：如果要在计数过程中停止程序，
就必须在添加一个任务（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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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源程序中加入用于记数的 
线程类CounterSubTask。 

class CounterSubTask extends Thread 

{ 

        private TextField textField; 

public CounterSubTask(TextField argTextField) 

        { 

                textField = argTextField; 

        } 

//以前的计数方法放入线程中的run方法中。 

        public void run() 

        { 

//循环50次，每次递增1。 

                for (int i = 0; i < 50; i++) 

                {try{ 

                 textField.setText(Integer.toString(i)); 

//暂时停止当前线程50毫秒。 

                  Thread.sleep(50); 

                        } 

           catch (InterruptedException f){ } 

                } } 

        } 

2) 按钮“计数”程序如下： 

//创建记数线程对象。 

CounterSubTask cst = new  

CounterSubTask(textField1); 

 

//通过调用线程的start方法启动 
线程，start方法会自动执行run 

方法。 

 cst.start(); 

 

 

 

 

 
3) 按钮“退出”程序：     
  System.exi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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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 

        
写出创建多线程程序的2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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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多线程机制2 

授课教师：刘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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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提问： 

1、 Java引入多线程机制的目的是什么？ 

 
2、   进程和线程有什么关系？ 

 
3、 java的多线程机制中，java系统会为每个程序自

动分配一个线程，称为      ， 

例如：java  Application程序中的             。  

4、  创建多线程程序的格式有哪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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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线程的优先级 

 

 2．各个线程之间的调度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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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程的优先级 

如果不考虑线程的优先级（也可以说优先级别相同）： 

那么线程的运行是依据“先进先出”原则。  

“先进先出
”原则 

线程n 

…… 

线程1 

CPU 线程1 

“先进先出”原则：先进入就绪队列排队的线程优先获得处理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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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程的优先级 
 优先级：是指某个线程进入可执行状态拥有的进入CPU中运行的权力级别。 

 线程优先级越高，那么它被CPU运行的可能性越大，具有优先运行的权力
就越大。 

  
1.线程在创建时，继承了父类的优先级。 
 

默认为“NORM_PRIORITY”（值为5）。  

2.java系统的优先级值1～10，Thread定义了3个常数： 
 

（1）“MAX_PRIORITY”：最大优先级（值为10）； 

（2）“MIN_PRIORITY”：最小优先级（值为1）； 

（3）“NORM_PRIORITY”：默认优先级（值为5）；  

说明：优先级值可通过getPriority（）得到，并可以通过set Priority（）来设置线
程的优先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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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先级设置实例  

例1：优先级使用情况。 

class T2 extends Thread{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2[] t=new T2[4]; 

  for(int i=0;i<4;i++)t[i]=new T2();  

  for(int i=0;i<4;i++)t[i].start(); 

  t[1].setPriority(MIN_PRIORITY); t[3].setPriority(MAX_PRIORITY); 

  } 

  public void run(){ 

   for(int i=0;i<1000000;i++);             

//执行100万次循环，循环体为空 

  System.out.println(getName()+"该线程的优先级是"+getPriority()+"已执行完毕"); 

  }} 

程序运行结果： 

 

Thread-3该线程的优先级是10已执行完毕 

Thread-0该线程的优先级是5已执行完毕 

Thread-2该线程的优先级是5已执行完毕 

Thread-1该线程的优先级是1已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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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程的调度与控制  

目的：控制java程序中的各个线程，使它们合理的运行，
提高程序执行效率（可以运用“运筹学”的方法）。  

我们用日常做饭的例子来说明怎样才能合理运行各个线程： 

做一顿晚饭要完成的工作： 

 （1）主食：米饭 

 （2）菜肴：炖鸡、炒鸡蛋、炒肉片、拌黄瓜 

 （3）汤：冬瓜汤 

具体步骤： 

米饭——洗菜——炖鸡——拌黄瓜——冬瓜汤——炒鸡蛋—

—炒肉片 

ok！这样，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在同一时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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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程类的方法：  

静态方法（static）：CurrentThread（）      //返回正在运行的线程对象名 

                                     sleep（int n）                //当前线程休眠n毫秒  

实例方法： 

（1）启动线程：t1.start（） 

（2）挂起和重新启动线程：suspend（）  //挂起线程 

                                     resume（）   //重新激活线程 

（3）停止一个线程：stop（） 

（4）线程休眠：sleep（） 

（5）连接线程： 

在t2线程中运行了t1.join（）；  //中止t1线程，等待t2线程完成后再运行t1 

（6）暂停线程：t1.yield（）      //无其它线程运行时，在运行t1 

（7）中断线程：t1.interrupt（）//t1中断后，可以使用t1.start（）来重新启
动 

（8）监视线程状态：boolean f=t1.isAlive（）；  //若f值为true表示t1处于激
活状态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线程的同步机制  

前面讲的例子都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线程都有自己的数据和方法，不
必与其它线程交换数据和共享方法。 

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各个线程之间需要共享数据和资源。这样，就会
产生了问题： 

例如：某一线程t1产生10个数，由另一个线程t2将它们一个一个打印出来，
如果不进行线程同步，那么会产生2种我们不希望的结果：t1产生数的速
度太快，t2不能把它们打印出来；t1产生数的速度太慢，t2没有数可以打
印。 

这种问题就称为“共享数据不同步”。 

*线程同步机制： 

将使用共享数据的方法定义为同步化（synchronized）方法。由

synchronized修饰的方法只能同时被一个线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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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线程的同步机制 解决方法 

Java中的同步化（synchronized）方法。 

引入wait ()和notifyAll()方法用来协调读取的关系（它们都只能在同步方
法中调用）。 

* wait()的作用是让当前线程等待。 

* notifyAll()的作用是唤醒正在等待同一个监视器中的线程。  

线程t1 共享数据 

write read 

监 

视 

器 

产生10个数 逐一打印 

线程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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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线程同步机制”具体应用实例：  

问题说明： 

在银行存款业务中，假设小明的帐户中有10000元。某天，小明的妈妈存
入5000元到该帐户内；恰好同一时间，小明也在另一银行存入2000元到
该帐户内。如果没有使用“线程同步机制”那么会产生2种结果： 

（1）银行帐户内余额为15000元；  （2）银行帐户内余额为12000元。 

这对于小明都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通过“线程同步机制”来解决该问
题。  

取得存款数据 

10000元 

取得存款数据 

10000元 

返 

回 

数 

据 

库 

数据库的存款数据 

15000元 

数据库的存款数据 

12000元 

返 

回 

数 

据 

库 
小明妈妈

操作 
小明操作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例2：import java.applet.*;import java.awt.*; 
 
public class Syc1 extends Applet{ bank1 ba; save1 s1,s2; Thread t1,t2;  
public void init(){ ba=new bank1(10000); 
 s1=new save1 (ba,5000);s2=new save1 (ba,2000); 
 t1=new Thread(s1); t2=new Thread(s2);} 
 public void start(){System.out.println(“目前帐户余额：”+ba.check()); 

t1.start();t2.start();} } 
 
 class save1 implements Runnable{   //定义存钱操作类 
 bank1 ba;long money; 
 save1(bank1 b,long s){ba=b;money=s;} 
 public void run(){ ba.save(money); 
 System.out.println("存入："+money+"，余额为："+ba.check());} } 
 
 class bank1{                     //定义银行帐户类 
 private long money1; 
 public bank1(long m){money1=m;} 
 public synchronized long save(long s){   //同步化存钱方法 
 System.out.println("开始存入："+s); long m=money1; 
 try{Thread.sleep(3000);}           //模拟存钱用时 
 catch(InterruptedException e){} 
 m+=s;   money1=m;  return money1;} 
 public long check(){ return money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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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果： 

在没有将存钱方法同步化之前                               已经将存钱方法同步化 

  

  

  

  

  

  

 
 

结果分析： 

通过将方法同步化之后，该方法在同一时间内只能被一个线程使用。 

  

 

目前帐户余额：10000 

开始存入：5000 

开始存入：2000 

存入：5000，余额为：15000 

存入：2000，余额为：12000 

 

目前帐户余额：10000 

开始存入：5000 

开始存入：2000 

存入：5000，余额为：15000 

存入：2000，余额为：17000 

 

将存钱方法同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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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 

        
1、“先进先出”原则指什么？ 

 

2、优先级的值可通过什么方法得到； 

   并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设置线程的优先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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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