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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for mobile teaching system, an auxiliary teaching system of Data
Structure based on Android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e system realizes the dynamic demonstration of algorithm execution using animation technology and XML drawing technology, and
can demonstrate different animation effec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itial data, which is more
novel and smooth than traditional Flash animation. The system is installed on the mobile phone
and is easy to be carried, thus making up for the limitation of learning time and place of the assistant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PC termin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tudents can learn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time and place, and truly learn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so
as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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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满足学生对于移动教学系统的需求，设计与实现了基于Android的数据结构教学辅助系统。该系统
利用动画技术和XML绘图技术实现了算法执行的动态演示，并可以根据不同的初始数据演示不同的动画
效果，比传统的Flash动画更加新颖流畅。该系统安装于手机上使用，便于随身携带，从而弥补了基于
PC端设计和开发的辅助教学系统受时间和场所限制的缺点。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时间和地点自主
的学习，真正做到随时随地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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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程序设计的重要理论技术基础，它不仅是计算机学科的核心课程，而且是其他理
工科专业的热门选修课[1]。数据结构主要介绍了与计算机程序设计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基本的存储结
构、逻辑结构以及一些经典的算法，对于编程初学者来说极其重要。但由于数据结构的内容较为抽象，
传统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缺乏动态性和直观性，教师在授课时又不可能把每一个步骤都画图讲解，使得学
生难以形象地理解相关知识点，学习效果欠佳。基于此需求，国内外出现了一些数据结构算法演示系统，
旨在以动画的形式向学生展示算法的内部执行过程，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知识点，如文献[2] [3] [4] [5]。但
这些系统大都采用 Flash 动画进行演示，且都是基于 PC 端设计的，导致学生的学习场所和时间受到了很
大限制。随着高校大学生移动终端设备持有率的大幅上升，急需一款基于移动端的数据结构教学辅助系
统[6]，以满足学生随时随地的需求。
本文基于 Android 动画技术设计与实现了数据结构教学辅助系统。该系统以动画同步结合代码的形
式直观地展现了算法动态执行的过程，并可以根据不同的初始数据演示不同的动画效果，比传统的 Flash
动画更加新颖流畅。该系统安装于手机上便可随身携带，不仅可以辅助老师进行课堂演示，而且还可以
让学生摆脱 PC 机的场所限制，真正做到随时随地的学习，从而提高了学习效率。

2. Android 系统简要介绍
Android 是一种基于 Linux 的自由及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主要使用于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和平板
电脑，由 Google 公司和开放手机联盟领导及开发。该平台由操作系统、中间件、用户界面和应用软件组成。
如文献[7]所述，安卓操作系统是开源的，其开源的初衷便是希望通过该措施整合所有的手机硬件提供商以
及手机生产厂商，让安卓系统能运行于任何不同类型的硬件上。如果要让一个 app (应用程序)能够在各种不
同的平台设备上运行，开发语言就必须跨平台，通过跨平台屏蔽底层硬件的差异，而不必让程序员为了考
虑底层硬件的不同写出不同的代码。因此，谷歌选择了 java 语言作为安卓系统的开发语言。
本文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数据结构教学辅助系统，适用于 17 及以上 API 的 Android 操
作系统，软件界面设计风格遵循 Material Design [8]设计风格，软件编写语言为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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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结构教学辅助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3.1. 系统结构
系统是基于 Android 设计和开发的，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初始数据以及对算法在执行过程中的控制
来达到不同的演示效果。系统以触摸按钮作为驱动方式，每一个按钮对应一个操作，系统将一直处于按
钮选择与动作执行的交互状态，直至用户退出程序。整个系统的控制流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rame of system control
图 1. 系统控制流程图

系统共需要设计章节选择(一级目录)、算法选择(二级目录)、算法演示这三个主要界面。对于部分需
要输入初始数据的算法，可利用弹窗功能与用户进行交互，获取用户输入的初始数据。

3.2. 系统界面
系统是基于 Material Design [9]的界面设计与实现。Activity 自带的标题栏 Action Bar。由于设计原因
只能限制于活动的顶部，从而不能实现 Material Design 的效果，故本系统一用 Tool Bar 控件来替代原有
的 Action Bar。在时下热门的手机 APP 中，滑动菜单已然成为新的潮流，受到不少开发人员的追捧。在
系统中，一级目录作为系统主界面，除了显示算法章节以外必然还需要包含其他的程序功能，比如系统
设置、用户指南、程序退出等等，用滑动菜单来收录效果颇佳。界面效果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Directory home screen (left) and sliding menu (right)
图 2. 目录主屏幕(左)与滑动菜单(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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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动画演示界面设计与实现
系统的动画演示界面顶部为标题栏，显示当前正在显示的算法的名称。左侧为动画演示区和动画操
作按钮区，演示区的动画元素为自定义的 View，按钮区从左往右四个按钮的功能依次为产生随机数据、
连续播放动画演示、单步播放动画演示、恢复数据初始状态；右上侧为伪代码显示区，高亮显示当前正
在执行的代码，每一行代码为一个 Text View 控件；右下侧为算法变量显示区，动态追踪变量的值，每
一个变量为一个 Text View 控件。演示界面的效果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Animation demonstration interface
图 3. 动画演示界面

算法在演示过程中的逻辑控制包含连续播放、单步播放、更新数据和重置数据这四个基本操作，其
流程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Operational control flow chart figure
图 4. 操作控制流程图

3.4. 更新数据
本系统采用随机数的方法来产生初始数据，每一个演示算法都有一个随机数产生函数，根据不同算
法的演示需要，其内容会有所不同。更新数据的控制实现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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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Updates the data control process (D stands for destroy)
图 5. 更新数据控制流程(D 代表 Destroy)

4. 数据结构教学辅助系统实践运用情况
为了满足学生对移动学习的需求，解决数据结构课程内容多，学时少，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学生
自主学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开发了基于 Android 的数据结构教学辅助系统，构成了一个“自主学
习和协作学习”的课外数据结构教学环境。该系统便于学生利用生活中的间歇及零碎时间进行移动学习，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数据结构教学辅助系统已应用于暨南大学的本科生课程，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与拓展，深受学生
和老师的欢迎。我们对学生做了问卷调查(78 份问卷)，满意程度为 93%以上。学生普遍认为该辅助教学
系统，可以下载在手机上使用，不需要花费任何通讯费用，即使没有 WiFi 或没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学
生也能利用手机复习数据结构的问题，非常方便实用。
实践表明，基于 Android 的数据结构教学辅助系统很好地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和随时随地学习的需
要，使数据结构辅助教学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5. 结束语
系统以屏幕绘制与 Android 属性动画为技术基础，设计出的动画效果丰富多彩，实现的算法涵盖了
数据结构教学中的线性表、栈、队列、二叉树、图、查找以及排序等，符合国内各大高校学生的学习需
求。未来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推广到全国各大院校，供有需要的学生使用，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和学习兴趣，满足学生移动学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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