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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siness of sending express to houses brings great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fe, but some
schools prohibit the courier to the campus, which gives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me inconvenienc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use of JSON, Hibernate and some of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droid technology, we develop a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software—“Collecting Express”. It
realizes sending messages online, one-to-one timely communication, receiving express for each
other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software has well solved the problem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t receive the express in school conveniently. Using both Layered Structure and Hibernate in
the service side of the system is a new form. In this way, developers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amount of code and improve readability of the code, but also save the time to develop manual use
of SQL and JDBC. In addition, the Hibernate technology, JSO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used in this
paper also provide a more complete software development framework for other software develo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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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快递上门业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部分学校禁止快递进入校园，这给校园内的师生收取快递
造成了一些不便。本文通过综合使用Hibernate、JSON以及Android等开发技术开发出了一款“快递代
取”手机应用软件，实现了在线群发消息、一对一及时沟通、互相代取快递等功能，很好地解决了校园
内师生频繁出校收取快递的问题。在系统的服务器端使用分层结构结合Hibernate技术实现与数据库的
交互是一次比较新颖的形式，这样的设计构思不仅能够使服务器端减少代码量、使程序的可读性提高，
还大幅度减少了开发时人工使用SQL和JDBC处理数据的时间。同时本文所用到的Hibernate技术、JSON
等技术也为其他软件开发学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软件开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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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由于网购业务的大量增长，快递业务也随之大量增长，快递上门使购物更加方便。但有些校
园出于安全等原因禁止快递员进入校园，这给快递的收取造成了一些不便，如何解决校园快递的“最后
100 米”成为比较重要的问题。
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手机应用软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Android 是由 Google
公司开发的一种基于 Linux 内核的操作系统，可以方便开发者开发应用软件。如何利用 Android 平台开
发出一款能够方便用户快递代取的软件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设计并实现了一款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校园快递代取应用软件，令学校师生不
用到校外亲自取快递、使快递上门成为可能。该软件为用户提供了注册、登录、发单、接单等服务，同
时也为类似软件提供了一个参考架构[1]。

2. 系统设计与实现
2.1. 系统结构设计目标
系统的客户端使用 eclipse 的 IDE 作为开发工具，开发的任务主要是客户端显示界面的设计与实现、
客户端数据控制逻辑的设计与实现、客户端网络访问和客户端输入控制。
系统的服务器端使用 Myeclipse 结合 MySQL 作为开发工具，服务器端需要实现的功能包括：接收客
户端的数据请求并且将请求数据转换为服务器端的编码格式、为各个数据处理功能设计程序接口、实现
各个数据处理功能、使用 Hibernate 技术[2]简化数据库与服务器之间的相互访问。
根据系统结构和实际的需求，“快递代取”系统设计[3]的目标是：
1) 实现用户在系统中快速注册
2) 支持用户管理个人信息
3) 用户发单消息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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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现发单用户与接单用户一对一绑定
5) 客户端为用户提供服务，服务器端做业务处理
“快递代取”系统的功能分布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基于上述目的，“快递代取”系统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具体的功能如图 2 所示。

2.2. 系统功能
1) 用户注册功能
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的管理用户信息和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用户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时必须先
进行注册，用户将注册时需要将必要信息填写完整。由系统审核通过后，该用户将在本系统中拥有自己
的个人账户。只有拥有账户的用户才能够登陆本系统，使用本系统。
2) 用户登录功能
在本系统注册过的用户，可以凭借注册的用户名以及密码登录到系统中。登陆后的用户才可以使用
本系统的发单、接单等其他功能。
登录/注册

社区

发单区

未接单

发单历史

订单详情

订单详情

个人信息

接单区

发单

接单历史
订单详情

接单
Figure 1. Software function distribution
图 1. 软件功能分布图

Figure 2. Details of client and server of “Collecting Express” System
图 2. “快递代取”系统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具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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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修改资料功能
为了方便用户能够管理自己的基本信息，系统提供用户资料修改功能。该功能能够让用户修改自己
的一部分个人信息并保存到后台服务器中。用户使用用户资料修改功能不能修改个人财富等系统控制的
信息，以此保证用户使用本软件的公平性。
4) 发单功能
发单功能是本系统的核心功能之一。每当用户需要别人帮忙代取快递时，用户可以点击发单按钮，
填写所取快递的基本信息并将该任务发送到社区，等待其他人承接该任务。
5) 接单功能
接单功能也是本系统的核心功能。用户在空闲时或者去取自己快递时，可以在社区中查找自己能够
帮别人代取的快递，承接该用户的订单，以此方法来获取虚拟金币(在用户需要别人代取快递时需要支付
给接单者虚拟金币以此作为答谢)。
6) 查看接、发单历史记录功能
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查看自己曾经帮别人代取快递或者要求别人帮忙代取快递的详细记录，以便用
户更好的了解自己的账户使用状况。
虚拟金币的设置保证了用户使用本软件的公平性。每一个用户可以通过帮别人代取快递而达到不用
自己每次都要到校外取快递的目的。

2.3. 系统模块与实现
2.3.1. 客户端
系统客户端是与用户直接接触的，因此在设计用户端软件功能结构时要站在用户的角度要充分考虑
用户体验。决定用户体验的两个重要因素分别是界面布局和软件运行流畅性。保证前者的关键在于在设
计软件功能时保证功能之间的层次关系清晰明了，而保证后者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合的开发技术。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得到系统客户端的功能结构如图 3 所示。
2.3.2. 服务器端
系统的服务器端承担了系统中近 70%的逻辑运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服务器端虽不需要向外界显
示任何信息，但其能否正常运行却是系统能否向外界显示正确信息的关键。服务器端的设计使用分层结
构设计思想，保证层与层之间留有固定的接口，这样即可以将各层的逻辑分开设计，减少编写代码的复
杂度，又方便日后技术发展后对服务器端的优化。
服务器端的功能结构如图 4 所示。

2.4. 关键技术与算法
2.4.1. 客户端关键技术与算法
客户端针对每个界面功能的不同，都对应着不同的逻辑控制代码。另外，网络数据传输使用 TCP/IP
协议，在数据进入传输控制层之前使用 JSON 对其进行封装，当数据离开传输控制层之后解析封装的
JSON，得到传输的具体数据。客户端逻辑控制程序使用模块化设计思想，减少控制逻辑之间的耦合度。
客户端逻辑控制部分全部基于以下几个技术开发的，下面主要对开发技术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1) 线程的使用[4] [5]：
在 Android 开发平台下，为了保障主进程的安全性，客户端的主进程是不允许直接访问网络的，所
以每当客户端有访问网络的需求时，必须开启一个新的线程服务进而访问网络，向服务器发送服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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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structure of client side
图 3. 客户端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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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structure of server side
图 4. 服务器端功能结构图

在客户端发送的请求中，所有的程序变量和 JavaBean 都使用 JSON.toJSONString 方法，封装成 JSON
[6]对象后才向网络发送。当服务器接收到客户端的请求后，首先解析 JSON 对象，根据解析后的数据执
行相应的服务并向客户端返回字节流，客户端在请求不超时的前提下读取字节流并使用 utf-8 编码标准将
字节流转换为字符串，进而转换成客户端程序中的变量。
用户数据在客户端的流向如图 5 所示。
2) SharePreference 的使用：
SharePreference 是简单的持久化设置，它将所要共享的数据保存在一个 xml 文件中，这样其他的界
面就可以通过程序的上下文获取该变量。
SharePreference 的工作原理如图 6 所示。
客户端的某一个界面若想将本界面的某个变量共享到其他界面，该变量需调用 SharePreference 方法，
这样该界面会作为根界面，
其他界面可以根据上下文 Context 对象 getSharePrefere 方法得到共享变量的值。
3) Bundle 的使用：
Bundle 用非持久化的方法将数据信息传递到另一个上下文中。例如在本系统中，用户查看完自己的
个人信息之后可以随时修改，这时就需要将前一界面的数据放到修改界面，此时使用 Bundle 最为合适。
4) 界面与程序之间数据的传递：
界面与程序之间数据的传递包含两个方向的传递[7]。
第一是界面向程序传递数据。用户在客户端界面输入的数据需要进行合法性验证、类型转换才可以
在控制逻辑程序上下文中使用。在本系统中，对用户输入合法性的验证是使用正则表达式对输入数据进
行检验。如果输入数据不符合正则表达式规定的标准则不允许改数据进入控制逻辑的上下文，用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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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Data flow at client side
图 5. 客户端数据流向图

Figure 6. The principle of SharePreference
图 6. SharePreference 方法原理图

重新输入。对于类型装换，逻辑控制程序可以通过 FindViewById 方法获取经过正则表达式检验合格的数
据，再使用 toString()等方法将其转换为程序变量。
第二是程序将数据写到界面上。相比界面向程序传递数据，由于逻辑控制程序中的数据一定是合法
的，所以程序向界面传递数据并不需要检验数据的合法性，因此只需要调用 Adapter 即可将程序变量显
示在界面上。
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是判断即将写入程序的变量是否合法的一个方法，使用正则表达式对输入
信息进行合法性检验充分保障了系统的安全性。
图 7 是数据在界面与程序之间的转换关系。
2.4.2. 服务器端关键技术与算法
软件系统的服务器端使用分层结构设计，过滤器层、servlet 层、数据库访问层、SessionFactory 层分
别有自己的任务，每层都是调用下层的方法，向上层提供服务，提高层内部的内聚，减少层之间的耦合，
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最终实现服务器端的整体功能。
下面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依次介绍各主要层。
1) SessionFactory 层：
SessionFactory 是初始化 Hibernate 时调用的，在与数据库建立连接时，它充当了数据代理的角色，
并且他还负责创建每一个 Session 对象。在框架技术中，SessionFactory 已经是封装比较完善的一个类，
在本系统中直接使用了 Hibernate [8] [9]中自带的 SessionFactory 类。SessionFactory 层数是服务器端分层
结构的最底层，它封装了对数据库具体操作的行为，只为数据库操作层提供一组接口，方便数据库操作
层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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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Regular Expression
图 7. 正则表达式运行流程图

2) 数据库操作层：
数据库操作层调用 SessionFactory 层的接口向 servlet 层提供服务。
数据库操作层的构成如图 8 所示。
其主要由两大模块组成，第一个模块是对用户数据的操作，第二个模块是对快递信息的操作。这两
个模块都继承了 BaseHibernateDAO 这个函数来实现对数据库的基本操作(包括增加数据、查询数据、修
改数据、更新数据等)。
两个模块中每个模块都有接口和接口的实现两类 class 文件，接口是向上层提供服务的，上层函数调
用接口实现某一功能时不需要知道这些接口是如何实现的，而接口的实现则是实现该功能的具体逻辑以
及对下层接口的调用。
3) Servlet 层(单元测试)：
Servlet 层主要的功能是：①接收前面客户端发出的请求；②调用相应的数据库操作层的接口来向客
户端提供服务；③将数据库操作层返回的数据发送回前面用户端。
Servlet 层是服务器端接收并处理客户端业务请求的核心控制层，它只调用下层(数据库操作层)为它
提供的接口，不向上层(过滤器层)提供接口服务。解析和封装 JSON 数据在本层中是主要任务，但值得注
意的是，在本层解析数据前一定要先经过过滤器层将数据转化为 utf-8 的编码格式才能正确的对数据进行
解析。这也是服务器端最高层，过滤器层必要性的体现。
本系统中 servlet 层的具体逻辑如图 9 所示。
单元测试：单元测试是测试后台服务器端代码时使用的虚拟前端请求，在真实的使用环境中和前后
端统一综合测试时不用修改代码，不影响系统运行。
4) 过滤器层：
过滤器层主要是使前面的客户端与后面的服务器端之间使用统一的编码格式，以此解决中文乱码的
问题。本系统中，约定客户端与服务器端都是用 utf-8 的编码格式，所以当服务器端接收到客户端发来的
数据请求后，过滤器层会通过与客户端之间的沟通将数据格式变为 utf-8 的编码格式。

3. 测试
3.1. 测试环境介绍
硬件环境：
1) 服务器端：
处理器：Intel(R) Core(TM) i5-3230M CPU @2.60GHz
已安装内存：4.00GB (3.87GB 可用)
系统类型：64 位操作系统，基于 x64 的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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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Interface of data base
图 8. 数据库操作层接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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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The structure of Servlet
图 9. Servlet 层逻辑结构图

2) 客户端：
本系统是一个不对称系统，系统只有一个服务器，但需要向多个客户端提供服务。为了能够尽量模
拟系统使用时的真实环境，在本次测试过程中使用了三台客户端测试机。客户端三台测试机的基本参数
如表 1 所示。
软件环境：
①服务器端：系统的服务器端 MyEclipse2014 和 TomCat6.0 软件与 MySQL5.5 数据库同时安装在同
一台 PC 机上。
②客户端：针对系统投入运行时会安装在不同版本的 Android 系统中，所以本次测试采用的三台测
试机安装的 Android 版本也不同。具体的信息如表 2 所示。

3.2. 网络拓扑结构介绍
测试环境的网络拓扑结构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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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of testing machine
表 1. 测试机基本参数表
测试机 1

测试机 2

测试机 3

处理器

四核 最高 2.45 GHz

型号 SM-G7508Q

四核 2.2 GHz

运行内存

3.00 GB

8.00 GB

2.00 GB

内核版本

3.4.0-g0c665cd-00565-gb33376c

3.10.28-5643967dpi@SWHE0723#1Wed
Aug 19 22:38:01 KST 2015

3.14.37-x86_64-gd2ab6e2

Table 2. Android version of testing machine
表 2. 测试机 Android 版本表
Android 版本
测试机 1

Android 6.0.1MMB29M

测试机 2

Android 4.4.4

测试机 3

Android LMY471

Figure 10. Network topology structure of testing environment
图 10. 测试环境网络拓扑结构图

3.3. 测试策略
测试时，将服务器端部署到服务器端硬件上，打开 Tomcat 服务器。客户端采用三个硬件版本不同的
测试机，将客户端软件分别安装到三台测试机上，分别进行测试。
测试过程中，要验证：
1) 客户端能否正确向服务器端发送数据。
2) 服务器端能否正确接收并解析客户端发来的数据。
3) 服务器端能否执行正确的算法，调用适合的方法解决客户端的请求。
4) 服务器端与数据库能否正常通信。
5) 客户端能否正确接收并解析服务器端的数据。
6) 当多个客户端同时访问服务器端时，服务器端的承受能力是否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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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esting result
表 3. 测试情况表
功能

登录

注册

发单

接单

修改个人信息

查看发单历史

查看接单历史

测试机 1

V

V

V

V

V

V

V

测试机 2

V

V

V

V

V

V

V

测试机 3

V

V

V

V

V

V

V

3.4. 测试结果
3.4.1. 功能验证
在保证服务器与测试机处于同一网络，并且网络畅通的情况下，测试结果如表 3 所示。
通过分析表 3 的测试结果，3 台测试机均运行正常、后台服务器运行正常，系统设计的所有功能全
部实现。
3.4.2. 性能分析
测试过程中，同时使用三台客户端测试机登陆不同的账户，服务器端响应正常并且向客户端传回了
正确的数据。

4. 结语
本文系统实现了在 Android 手机客户端上的用户登录、注册、发订单、接订单、查看订单历史、修
改个人基本信息等功能；数据传输过程中实现了使用 JSON 格式的字符串进行传输；后台服务器实现了
使用 Hibernate 技术中的 SessionFactory 等类简化数据库连接与映射；MySQL 数据库表的设计实现了三范
式的标准。经过不同类型、不同型号的多种手机测试，软件运行良好[10]。相较于同类型系统，本系统主
要优点是：使用方便，用户可以在群发的订单信息中直接与发单人建立一对一的对话；服务周到，系统
几乎满足了所有师生对于代取快递的需求，包括用户信息与快递信息的共享、订单信息的更新等；维护
简单，本系统的数据库相对其他系统而言小很多，软件运行后非常方便管理人员管理与维护数据库。此
外，本文对“快递代取”的介绍涵盖了手机软件开发过程中所需的常用技术，为同类手机软件开发者提
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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