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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面向对象上

6 课时

内容分析

Java 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语言，认识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对于 Java 学习至关重要。
在面向对象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分别是类和对象，本课程将对类和对象的
基本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并结合程序学习如何使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开发 Java 应
用

教学目标
及基本要
求

要求学生理解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思想，掌握类的设计、对象的创建、类的封
装、构造方法的定义及其重载、this 和 static 关键字的使用以及单例设计模式，
了解垃圾回收机制、内部类和文档注释的的使用

重点及措
施

教学重点：类的定义、对象的创建、类的封装、构造方法的定义和重载、this
和 static 关键字的使用、单例设计模式

难点及措
施

教学难点：类与对象的创建和使用、构造方法重载的规则、this 关键字和 static
关键字的使用、单例设计模式

教学方式

教学采用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使用教学 PPT 讲解

第一课时
（面向对象的概念、类与对象、类的定义、对象的创建与使用）

面向对象的概念

教
学
过
程

² 什么是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是一种符合人类思维习惯的编程思想。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形
态不同的事物，这些事物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在程序中使用对象来
映射现实中的事物，使用对象的关系来描述事物之间的联系，这种思想就是
面向对象。
² 面向对象的好处
同面向过程进行比较，面向对象的好处是：
• 代码的复用性提高
• 使用者无须关心具体的实现细节
• 转变程序员的角色，更加符合人的思维习惯
² 面向对象的特征
• 封装性
• 继承性
• 多态性

类与对象的关系
² 用具体的例子引导。
例如：玩具和玩具模型的关系。

在上面的图中，玩具模型可看作是一个类，一个个玩具可看作对象。玩具
是由玩具模型创建出来的，同理，对象是根据类创建出来的，并且一个类可以
创建多个对象。
² 总结
类用于描述多个对象的共同特征，它是对象的模板。对象用于描述现实中
的个体，它是类的实例。

类的定义
² 为什么定义类
由于对象是虚拟出来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需要在程序中使用
对象，就必须找到描述对象的方式，定义一个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² 类的定义
将一系列特征相似的对象中的共同属性和方法抽象出来用一段特殊的代
码来进行描述，这段特殊的代码我们就称之为一个类。类使用 class 关键字来进
行定义，后面跟上类的名称。
² 定义一个类，并针对这个类进行讲解。
class Person {
int age;

// 定义 int 类型的变量 age

// 定义 speak() 方法
void speak() {
System.out.println("大家好，我今年" + age + "岁!");
}
}

其中，Person 是类名，age 是成员变量，speak()是成员方法。在成员方法
speak()中可以直接访问成员变量 age。

对象的创建与使用
² 对象的产生
应用程序想要完成具体的功能，仅有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根据类创建
实例对象。在 Java 程序中可以使用 new 关键字来创建对象，具体格式如下：
类名 对象名称 = new 类名();
例如，创建 Person 类的实例对象代码如下：
Person p = new Person();
其中“new Person()”用于创建 Person 类的一个实例对象，“Person p”则

是声明了一个 Person 类型的变量 p。中间的等号用于将 Person 对象在内存中的
地址赋值给变量 p，这样变量 p 便持有了对象的引用。在内存中变量 p 和对象之
间的引用关系如下图所示。
内存

Person p 0x3000

new Person()

(对象的地址)
0x3000

² 对象的使用
在创建 Person 对象后，可以通过对象的引用来访问对象所有的成员，具体
格式如下：
对象引用.对象成员
通过一段代码来演示对象的使用情况。
Person p1 = new Person();
Person p2 =new Person();
p1.age = 18;
p1.speak();
p2.speak();
执行完毕后，对象在内存中的状态如图所示。
内存

new Person()
age 18

P1

speak()
new Person()

P2

age 0
speak()

² 成员变量的初始化
当一个对象被创建时，Java 虚拟机会对其中各种类型的成员变量自动进行
初始化赋值。基本数据类型初始化值为 0，引用数据类型初始化值为 null，具体
如下表所示。

² 对象的生命周期

每个创建的对象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对象只能在其有效的生命周期被
使用。当没有任何变量引用这个对象时，它将成为垃圾对象，不能再被使用。
对象变成垃圾的第一种情况：

对象变成垃圾的第二种情况：

第二课时
（类的设计、类的封装、构造方法的定义和重载、this 关键字）

类的设计
在 Java 中，对象是通过类创建出来的。因此，在程序设计时，最重要的
就是类的设计。例如，要在程序中描述一个学校所有学生的信息，可以先设
计一个学生类（Student），在这个类中定义两个属性 name、age 分别表示学
生的姓名和年龄，定义一个方法 introduce()表示学生做自我介绍，具体代码
如下：
public class Student {
String name;
int age;
public void introduce() {
// 方法中打印属性 name 和 age 的值
System.out.println("大家好，我叫" + name + ",我今年" + age + "岁!");
}
}

类的封装
² 为什么要封装类
根据上述定义好的 Student 类创建对象，并访问对象成员，如下所示：
public class Example03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udent stu = new Student(); // 创建学生对象

stu.name = "李芳";
stu.age = -30;
stu.introduce();

// 为对象的 name 属性赋值
// 为对象的 age 属性赋值
// 调用对象的方法

}
}
程序的运行结果如下：

当把程序中的年龄赋值为一个负数-30 时，虽然程序不会报错，但在现实
生活中明显是不合理的。为了解决年龄不能为负数的问题，在设计一个类时，
应该对成员变量的访问作出一些限定，不允许外界随意访问。这就需要实现类
的封装。
² 什么是类的封装
所谓类的封装是指在定义一个类时，将类中的属性私有化，即使用
private 关键字来修饰，私有属性只能在它所在类中被访问，为了能让外界访
问私有属性，需要提供一些使用 public 修饰的公有方法，其中包括用于获取
属性值的 getXxx 方法和设置属性值的 setXxx 方法。

构造方法的定义
² 为什么需要构造方法
实例化一个类的对象后，如果要为这个对象中的属性赋值，则必须要通
过直接访问对象的属性或调用 setXxx 方法的方式才可以。如果需要在实例
化对象的同时就为这个对象的属性进行赋值，可以通过构造方法来实现。
² 构造方法的定义
• 函数的名称与类相同
• 没有返回值类型声明
• 不能在方法中使用 return 语句返回一个值
注意：没有返回值类型声明不等同于“void”，void 也是一种返回值类型声
明，那就是没有返回值。

构造方法的重载
与普通方法一样，构造方法也可以重载，在一个类中可以定义多个构造
方法，只要每个构造方法的参数类型或参数个数不同即可。

构造方法的一些细节
•
每一个类都至少有一个构造函数，如果在定义类时，没有显式地声明
任何构造函数，系统会自动为这个类创建一个无参的构造函数，里面没有
任何代码。
•
在定义构造方法时，如果没有特殊需要，都应该使用 public 关键字修
饰。

this 关键字
² this 关键字的作用

可以解决成员变量与局部变量名称冲突的问题。
² this 关键字的三种用法
• 通过 this 关键字可以明确地去访问一个类的成员变量
• 通过 this 关键字调用成员方法。
• 构造方法是在实例化对象时被 Java 虚拟机自动调用的，在程序中
不能像调用其它方法一样去调用构造方法，但可以在一个构造方
法中使用“this([参数 1,参数 2…])”的形式来调用其它的构造方
法。
² 使用 this 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 只能在构造方法中使用 this 调用其它的构造方法，不能在成员方
法中使用。
• 在构造方法中，使用 this 调用构造方法的语句必须位于第一行，
且只能出现一次。
• 不能在一个类的两个构造方法中使用 this 互相调用。

第三课时
（垃圾回收、静态变量、静态方法、静态代码块、单例模式）

垃圾回收机制
对象在没有任何引用时，它将成为垃圾。垃圾对象是不会被马上回收的，
只有 JVM 检测到内存中的垃圾堆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回收。如果我们不希
望等到这个时候回收，可以使用 System.gc()来人工回收垃圾。当一个对象在
内存中被释放时，它的 finalize()方法会被自动调用。

static 关键字
static 关键字可以修饰类的成员，如成员变量、成员方法以及代码块等

静态变量
² 定义
被 static 修饰的变量称为静态变量。
² 引用方式
静态变量可以使用“类名.变量名”的方式访问
² 特点
静态变量在类加载的时候就完成了初始化，它可以被所有实例所共享。
² 注意的问题
static 关键字只能用于修饰成员变量，不能用于修饰局部变量。

静态方法
² 定义
被 static 修饰的方法称为静态方法。
² 引用方式
静态方法可以使用“类名.方法名”的方式访问。
² 注意的问题
• 静态方法内部不能直接访问外部非静态的成员。
• 在静态方法内部，只能通过创建该类的对象来访问外部的非 static 的方

法。
• 在静态方法中，不能使用 this 关键字。

静态代码块
² 定义
被 static 修饰的代码块称为静态代码块。
² 特点
静态代码块在类加载的时候就执行了，它一般用于初始化类的成员变量。

单例模式
² 什么是设计模式
针对某一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们在程序中称之为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是在大量的实践中总结和理论化之后优选的代码结构、编程风格、
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设计模式就像是经典的棋谱，不同的棋局，我们用
不同的棋谱，免得我们自己再去思考和摸索。
² 单例设计模式的定义
所谓类的单例设计模式，就是采取一定的方法保证在整个软件系统中，某
个类只能存在一个对象实例，并且该类只提供一个取得其对象实例的方法。
² 单例设计模式的特征
• 将构造方法私有化。
• 对外提供一个公有的 get 方法，让别人通过此方法来获得实例。
• 由于不能创建对象，所以 get 方法必须静态，这样别人才能使用“类
名.方法名”的方式访问。
• 需要提供一个静态变量记住一个实例，并且将该实例返回。
• 该实例应该私有，禁止外界进行修改。
² 单例模式的示例代码
下面是一个实现了单例设计模式的程序。
class Single {
// 自己创建一个对象
private static Single INSTANCE = new Single();
private Single() {}
// 私有化构造方法
// 提供返回该对象的静态方法
public static Single getInstance() {
return INSTANCE;
}
}

第四课时
（成员内部类、静态内部类、方法内部类、Java 的帮助文档）

成员内部类
² 定义
在类中定义的类称为成员内部类。在 Java 中，允许在一个类的内部定
义类，这样的类称作内部类
² 引用方式

外部类名.内部类名 变量名 = new 外部类名().new 内部类名();
² 成员内部类特点
内部类可以直接访问外部类的成员，而外部类不能直接访问内部类的
成员。

静态内部类
² 定义
被 static 修饰的内部类称为静态内部类。
² 引用方式
外部类名.内部类名 变量名 = new 外部类名.内部类名();
² 注意的问题
• 非静态的内部类中不能声明静态的成员
• static 修饰的内部类中可以定义非 static 修饰的成员
• static 修饰的内部类中不能访问外部非 static 的成员

方法内部类
² 定义
在成员方法中定义的类称为方法内部类。
² 引用方式
内部类名 变量名 = new 内部类名();
² 注意的问题
• 方法内部类只能在当前方法中使用
• 方法内部类不能访问方法中定义的局部变量，除非这个局部变量
被声明为 final

Java 帮助文档
² 文档注释的格式
文档注释以“/**”开始，以“*/”标志结束。
² 生成文档的命令
javadoc -d . -version -author Person.java
² 文档注释中某些特殊的标记说明
@author：用于对类的说明，表示这个程序的作者
@version：用于对类说明，表示这个程序的开发版本号
@param：用于对方法的说明，表示方法上定义的参数以及参数对应的说明
@return：用于对方法的说明，表示方法的返回值代表的意义
² JDK 帮助文档的分类
• Oracle 公司官方发布的 HTML 格式的 JDK 帮助文档，可以从 Oracle
公司的官方网站 http://www.oracle.com 下载。
• Java 爱好者根据官方文档制作而成的 CHM 格式的 JDK 帮助文档，它具
有独特的搜索功能和不同的语言版本，被许多开发者所钟爱。

第五课时
上机练习（总结，测试题）
1、 总结本章内容
2、 通过题库发放相关测试题，检查学生掌握情况。

上机练习主要针对本章中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以及在程序中容易出错
的内容进行练习，通过上机练习可以考察同学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对代码的
熟练程度。
上机一：（考察知识点为类的定义）
请按照以下要求设计一个 Student 类。
要求如下：
1） Student 类中定义两个成员变量 name 和 age，分别表示学生的姓名和年
龄，其中，变量 name 是 String 类型，初始值为“张三”，变量 age 是 int
类型，初始值为 19。
2） Student 类中定义一个成员方法 speak()，表示学生说话的行为，在方法中
访问 name 和 age 两个成员变量，输出学生的姓名和年龄。
上机二：（考察知识点为类的封装）

请按照以下要求设计一个 Student 类。
要求如下：
1） 针对上机一中的 Student 类进行修改，使用封装的方式，将 name 属性和
age 属性使用 private 关键字修饰为私有属性，并对外提供公有的
getName()、setName(String n)、getAge()和 setAge(int a)方法。
2） 在 setAge(int a)方法中对传入的参数进行检查，如果传入的参数为负数，
则输出“设置的年龄不合法”，如果不为负数，则输出设置的 age 值。
3） 定义一个测试类，在 main()方法中创建 Student 对象，并调用对象的
setName(String n)和 setAge(int a)方法来设置的 name 属性和 age 属性值，
然后并调用 speak()方法输出相应信息。
上机三：（考察知识点为构造方法重载）

请按照以下要求设计一个 Student 类。
要求如下：
1） 在 Student 类中定义三个重载的构造方法，一是无参的构造方法，二是接
收一个 String 类型的构造方法，该方法用于为 name 属性赋值，三是接
收两个参数的构造方法，该方法用于为 name、age 属性赋值。
2） 定义一个测试类，在 mian()方法中创建三个 Student 对象，并在创建对象
时为 name、age 属性赋值。

第六课时
上机练习（测试题）
上机一：（考察知识点为单例模式）

请按照以下要求设计一个单例模式的 Singleton 类。
要求如下：
1） 为了确保外界不能创建该类的实例对象，需要将该类的构造方法设置私
有，即使用 private 关键字修饰。
2） 由于外界不能创建实例对象，我们只有在定义的类中创建该类的实例对
象，并且需要定义一个静态变量 INSTANCE 引用此实例对象，为了让外
界不能通过 Singleton.INSTANCE 的方式访问该变量，还需要将该变量使
用 private 关键字修饰。

3） 为了让外界使用 INSTANCE 实例对象，还需提供一个静态方法将这个实
例对象返回。
上机二：（考察知识点为方法内部类）

请按照以下要求设计一个 Outer 类。
要求如下：
1） 定义一个外部类 Outer，并在该类中定义一个静态内部类 Inner。
2） 在内部类中定义一个静态变量 staticField 和一个静态方法 staticMethod()，
并将该变量的值设置为"静态内部类的静态变量"，在该方法中输出"静态
内部类的静态方法"。
3） 定义一个测试类，在 main()方法中输出 staticField 的值，并且调用静态方
法 staticMethod()。
思考题和
习题
教
学
后
记

见教材第三章后的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