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教材展示  

一、教材基本信息

本教材适合于高职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学习。教材详细讲解了面向对象及其相关方面的知识。

二、教学特色

教材内容讲解方式新颖，根据不同的知识内容，采用了灵活易懂的讲解方式，比如在讲解对象时，采用了案例和图
示相结合的讲解方式，达到了通俗易懂的效果。教材结构特别清晰，从易到难，环环相扣，很容易让学生掌握Java
面向对象知识的本质。教材内容全面，本教材讲解了Java面向对象必须要掌握的所有技术，没有内容缺失，比如在
本教材中讲解了目前市面上很多没有提及的Java面向对象技术， 比如Java反射技术，Java泛型等内容。

三、教材目录

 第1章 Intellij  idea开发工具  
1.1 Intellij  idea开发工具介绍    
1.2 intelij idea安装与使用   
1.3 Intellij  idea在java开发中代码技巧  
第2章 类与对象
2.1 面向对象概念  
2.2 类和对象    
2.3 对象的内存图解 
2.4 成员变量与局部变量   
2.5 基本数据类型和引用数据类型   
2.6 两种数据类型在方法中作为参数传递
2.6.1 基本数据类型的参数传递   
2.6.2 引用数据类型的参数传递   
2.7 习题  
第3章 类的封装    
3.1 类什么要进行封装
3.2 类的基本封装  
3.3 属性的验证赋值 
3.4 this 关键字    
3.5 构造方法    
3.5.1 构造方法介绍    
3.5.2 构造方法调用和内存图解   
3.5.3 this调用构造方法    
3.6 习题  
第4章 类的继承    
4.1 继承的概念   
4.2 继承的使用   
4.3 子父类中成员变量的特点
4.4 子父类中成员方法特点  
4.5 子父类中构造方法的特点 
4.6 习题  
第5章 抽象类与接口  
5.1 抽象类 
5.2 接口  

5.3 继承父类同时实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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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接口的多继承  
5.5 习题  
第6章 类的多态    
6.1 多态概述    
6.2 多态转型    
6.3 习题  
第7章 类的高级特性  
7.1 Static修饰符   
7.2 Final 修饰符   
7.3 代码块 
7.4 匿名对象    
7.5 内部类 
7.5.1 成员内部类 
7.5.2 方法内部类 
7.6 习题  
第8章 反射  
8.1 反射概述    
8.1.1 类的加载  
8.1.2 为什么要反射    
8.2 Class类和获取Class类对象   
8.3 Class类对象创建常用类对象 
8.4 获取和设置成员变量   
8.5 获取和使用成员方法   
8.6 习题  
第9章 异常  
9.1 异常的体系结构 
9.2 Throwable类  
9.3 异常与错误   
9.4 异常产生过程分析
9.5 捕获处理    
9.6 抛出处理    
9.7 异常的分类   
9.8 自定义异常   
9.9 异常在重写中的运用
9.10 习题 
第10章 Java 常用类   
10.1 Object类    
10.2 String类和StringBuffer类  
10.2.1 String类的初始化  
10.2.2 String类构造方法  
10.2.3 String常用操作   
10.2.4 StringBuffer类    
10.3 Date类、dateFormat类和Calendar类    
10.3.1 Data类    
10.3.2 DateFormat类  
10.3.3 SimpleDateFormat类    
10.3.4 Calendar类    
10.4 Math类和Random类  
10.4.1 Math类    
10.4.2 Random类  
10.5 包装类    
10.5.1 基本类型和包装类型与字符串之间的转换   

10.5.2 基本类型与包装类型之间的转换   



10.6 习题 
第11章 集合 
11.1 集合概念   
11.2 Collection接口   
11.2.1 List接口   
11.2.2 ArrayList 集合 
11.2.3 LinkedList集合 
11.2.4 Iterator迭代器  
11.2.5 Set接口    
11.2.6 HashSet集合    
11.2.7 TreeSet集合    
11.3 泛型 
11.3.1 泛型集合 
11.3.2 自定义泛型    
11.3.3 泛型类  
11.3.4 泛型接口 
11.3.5 泛型方法 
11.3.6 泛型上下限    
11.4 习题 
第12章 map集合  
12.1 map集合概述    
12.1.1 HashMap  
12.1.2 TreeMap  
12.2 Enumeration接口  
12.3 习题 
第13章 io流处理  
13.1 File类  
13.1.1 File类的常用构造函数和方法  
13.1.2 文件属性获取与判断    
13.1.3 文件操作 
13.2 字节流    
13.2.1 字节输出流 OutputStream   
13.2.2 字节输入流InputStream 
13.2.3 字节流的方式完成文件复制 
13.2.4 字节缓冲流
13.3 字符流    
13.3.1 字符输出流Writer  
13.3.2 字符输入流Reader  
13.3.3 字符缓冲流    
13.3.4 转换流  
13.4 对象输入输出流    
13.5 PrintStream流   
13.6 字符编码   
13.6.1 常用码表 
13.6.2 字符编码和解码  
13.6.3 字符传输 
13.7 习题 
第14章 多线程    
14.1 多线程介绍  
14.1.1 进程   
14.1.2 线程   
14.2 多线程的创建 

14.2.1 继承Thread类方法  



14.2.2 实现Runnable接口方法   
14.3 多线程状态与调度   
14.3.1 多线程的生命周期及状态转换
14.3.2 多线程的调度   
14.4 多线程同步与通信   
14.4.1 多线程同步    
14.4.2 多线程通信    
14.5 习题 
第15章 Jdbc
15.1 Jdbc概述 
15.2 jdbc连接操作   
15.3 jdbc增删改操作
15.3.1 Statement增删改
15.3.2 PreparedStatement增删改 
15.4 jdbc查询操作
15.5 Jdbc 工具类   
15.5.1 javaBean介绍   
15.5.2 BeanUtils工具介绍    
15.5.3 Properties集合 
15.5.4 Jdbc方法封装 
15.6 习题 
第16章 网络编程   
16.1 网络通信协议 
16.1.1 Ip地址和端口号 
16.1.2 InetAddress  
16.1.3 Tcp协议和Udp协议  
16.2 Udp数据传输    
16.2.1 DatagramPacket   
16.2.2 DatagramSocket   
16.2.3 UDP 网络程序 
16.3 Tcp数据传输    
16.3.1 ServerSocket 
16.3.2 Socket   
16.3.3 Tcp网络程序  
16.4 习题 
第17章 GUI编程  
17.1 容器组件   
17.1.1 JFrame组件 
17.1.2 JDialog组件    
17.1.3 JOptionPane(对话框) 
17.1.4 FileDialog 文件对话框 
17.1.5 JPanel 面板组件  
17.2 非容器组件
17.3 菜单组件   
17.4 布局管理器  
17.4.1 BorderLayout布局管理器    
17.4.2 FlowLayout 布局管理器
17.4.3 GridLayout布局管理器  
17.4.4 CardLayout布局管理器  
17.5 事件处理   
17.5.1 ActionListener   
17.5.2 MouseListener

17.5.3 KeyListener  



四、章节试读

 

17.6 习题 223

15.5.4 Jdbc方法封装
通过前面的知识点的学习， 现在我们来封装jdbc操作中所使用到的方法，分别有五个方法，分别是数据库连接方法
getConnection，关闭资源的方法close，增删改的executeUpdate方法，验证数据的executeVerify方法和数据查询
的executeQuery方法，为了与前面的类名不想混淆，我们将封装的类名改为JdbcUtils2，代码如下：
public class JdbcUtils2 {
   private static Properties properties=null;
    //静态代码段，当类加载时自动执行该代码段
    static {
        InputStream db = JdbcUtils2.class.getClassLoader().getResourceAsStream("db.properties");
        properties=new Properties();
        try {
            properties.load(db);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e);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url = properties.getProperty("url");
    private static String user = properties.getProperty("user");
    private static String password = properties.getProperty("password");
    private static String driverClass = properties.getProperty("driverClass");
    private static Connection conn=null;
    private  static  PreparedStatement pstmt =null;
    public  static ResultSet rs=null;
    
    /**
     * getConnection()方法，获得数据库连接方法
     * @return
     */
    public static Connection  getConnection() {
        try {
            Class.forName(driverClass);
            conn=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user, password);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e);
        }
        return conn;
    }
 
    /**
     * close方法，关闭数据库过程中的所有资源，包括数据集， PreparedStatement对象和数据库连接对象
     * @param rs   数据集
     * @param pstmt    PreparedStatement对象
     * @param conn  连接对象
     */
    public static  void  close(ResultSet rs,PreparedStatement pstmt,Connection conn){

        try {



            if(rs!=null){
                rs.close();
            }
            if(pstmt!=null){
                pstmt.close();
            }
            if(conn!=null){
                conn.close();
            }
        }catch (Exception e){
            e.printStackTrace();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e);
        }
    }
 
    /**
     * executeUpdate方法，用户执行数据库的插入，删除和更新操作
     * @param sql  用于传入sql语句
     * @param params  用于传入参数数组
     */
    public static void  executeUpdate(String sql,Object[]  params){
        conn=getConnection();
        try {
            pstmt = conn.prepareStatement(sql);
            if(params!=null) {
                for (int i = 0; i < params.length; i++) {
                    pstmt.setObject(i + 1, params[i]);
                }
            }
            pstmt.executeUpdate();
        } catch (SQ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finally {
            close(null,pstmt,conn);
        }
    }
 
    /**
     * executeVerify方法，用于进行验证操作，比如用户登录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
     * @param sql
     * @param params
     * @return
     */
    public  static  boolean executeVerify(String sql,Object[]  params){
        conn=getConnection();
        try {
            pstmt = conn.prepareStatement(sql);
            if (params != null) {
                for (int i = 0; i < params.length; i++) {
                    pstmt.setObject(i + 1, params[i]);
                }
            }

            rs = pstmt.executeQuery();



            if(rs.next()){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catch (SQLException e){
            e.printStackTrace();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e);
        }finally {
            close(rs,pstmt,conn);
        }
    }
    /**
     * executeQuery方法，用于执行数据库的查询操作，并且返回一个对象列表，比如查询学生表，可以返回一个学
生集合。
     * @param sql   用于传入sql的查询语句
     * @param params     用于传入参数数组
     * @param classz   用于传入类名
     * @param <T>   泛型参数T
     * @return  返回对象集合
     */
    public  static <T> List<T> executeQuery(String sql,Object[] params,Class<T> classz){
        conn=getConnection();
        List<T>   lst=new ArrayList<T>();
        T t=null;
        try {
            pstmt=conn.prepareStatement(sql);
            if(params!=null) {
                for (int i = 0; i < params.length; i++) {
                    pstmt.setObject(i + 1, params[i]);
                }
            }
            rs = pstmt.executeQuery();
//            获取结果集元数据
            ResultSetMetaData metaData = rs.getMetaData();
//            获取结果集个数
            int columnCount = metaData.getColumnCount();
            while (rs.next()){
                t=classz.newInstance();
//                结果集转对象
                for(int i=0;i<columnCount;i++){
                    //获取每一列的列名
                    String columnName=metaData.getColumnName(i+1);
                    //获取对应列的值
                    Object value=rs.getObject(columnName);
                    BeanUtils.copyProperty(t,columnName,value);
                }
               lst.add(t);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finally {

            close(rs,pstmt,conn);



        }
        return  lst;
    }
}
 
采用上面的JdbcUtils2工具类，我们现在写一个测试类，来完成数据库的5种操作，分别是增删该查和验证工作。代码
如下：
public class Demo7 {
    //操作1：插入一个新的学生，学生信息为名字为“貂蝉”，年龄为26，性别为“女”
    @Test
    public void testInsert(){
        String sql="insert into student(stu_name,stu_age,stu_gender) values(?,?,?)";
        Object[]  paras={"貂蝉",23,"女"};
        JdbcUtils2.executeUpdate(sql,paras);
    }
    //操作2：删除一个学生
    @Test
    public void testDelete(){
        String sql="DELETE  FROM  Student WHERE stu_name=?";
        Object[]  paras={"马六"};
        JdbcUtils2.executeUpdate(sql,paras);
    }
    //操作3：更新一个学生信息，将名为张三的学生，年龄改为19
    @Test
    public void testUpdate(){
        String sql="UPDATE  Student SET stu_age=? WHERE stu_name=?";
        Object[]  paras={19,"张三"};
        JdbcUtils2.executeUpdate(sql,paras);
 
    }
    //操作4：验证一个学生信息，验证是否存在名字为李四的学生。
    @Test
    public void testVerify(){
        String sql="select * from student where stu_name=?";
        Object[]  paras={"李四"};
        if(JdbcUtils2.executeVerify(sql,paras)){
            System.out.println("存在");
        }else{
            System.out.println("不存在");
        }
    }
 
    //操作5：查询所有学生的信息，并将学生的信息打印出来。
    @Test
    public  void  testQuery(){
        String sql="select * from student";
        List<Student> lst = JdbcUtils2.executeQuery(sql,null, Student.class);
        for(Student student:lst){
            System.out.println(student.getStu_id()+ "\t" + student.getStu_name() + "\t" + 
student.getStu_age()+ "\t" +student.getStu_gend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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