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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编程入门一点通 
话说我的本家孙悟空帮助唐僧到西天取到真经后，就在天上逍遥自在地当起了斗战胜

佛。斗转星移，岁月如梭。一股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悟空的家乡花果山也与时俱进，处

处配备了新式的电脑。 
如今，悟空会熟练地运行安装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各种可执行程序，利用它们来

完成特定任务。例如通过浏览器程序来上网，通过记事本程序来编辑文档，通过画图程序

来画画，通过计算器程序来进行数学运算。 
有一天，悟空正在网上东游西逛，花果山的小猴智多星跑过来，对悟空说：“孙爷

爷，我看这电脑上的程序都是给人玩的，要是您也能编写点程序出来，专门给俺们猴儿耍

耍，那该多好啊。” 
智多星的想法正合悟空的心意。悟空想：要是自己学会了编程，就可以开发出符合猴

子趣味的程序给儿孙们耍耍，等到编程功底扎实了，还可以给花果山也开发个网站呢。 
在本章，悟空小试牛刀，用 Java 语言编写了一个简单程序。本章内容主要围绕以下问

题展开： 
 为什么 Java 语言具有跨操作系统平台的特性？ 
 什么是面向对象（OO，Object Oriented）的基本思想？ 
 创建、编译和运行 Java 程序的基本过程是怎样的？ 

1.1  初识高级编程语言 

当两个人使用不同的语言，如果要相互沟通，就必须请翻译员充当沟通的桥梁，有时

甚至要经过好几个翻译员的翻译。例如，佛祖最初在印度讲的佛经采用的是梵语，后来由

唐僧翻译成中文，再后来鉴真和尚又把中文的佛经翻译成日文，传到日本。 
悟空想让电脑模仿智多星说话。如图 1-1 所示，悟空先用猴语幽默地对电脑大声喊：

“嘿，伙计，帮我在屏幕上打印一行字符串‘大家好，我是智多星’。”可是电脑置若罔

闻，它又不是猴脑，哪懂得悟空的猴语啊。悟空宽宏大量地对电脑笑笑，经过西天取经的

磨练，悟空已经改了动不动就亮出金箍棒唬人的毛病。他明白，要与对方交流，首先要熟

悉对方使用的语言，实在学不会，就得请个翻译员。 

 

图 1-1  悟空试图用猴语与电脑对话 

电脑作为硬件，只懂得由“1”和“0”排列组合成的机器指令语言。机器指令语言又



复杂又枯燥，悟空可不想学呆板的机器指令语言。幸运的是，悟空可以不必直接用机器指

令语言和电脑对话，而是请电脑中的“翻译员”─ 操作系统来进行沟通。 
下面以悟空访问 IE 浏览器程序为例，介绍操作系统如何在悟空和电脑之间充当“翻译

员”。图 1-2 演示了悟空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 IE 浏览器程序的过程。悟空只需双击

IE 浏览器程序图标，聪明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就明白了悟空的意图，它就会与电脑交互，

请求电脑运行 IE 浏览器程序。Windows 操作系统就像悟空与电脑之间的翻译员。 

 

图 1-2  悟空与 Windows 操作系统对话，让其运行 IE 浏览器程序 

从图 1-2 可以看出，大总管 Windows 操作系统八面玲珑，精通多种语言，既能与悟空

沟通，还能读懂 IE 浏览器程序中的二进制操作指令，并能把二进制操作指令翻译成机器指

令，最后用这种机器指令语言对电脑发号施令。 
悟空如果想让电脑模仿智多星说话，只需要编写一个模拟智多星说话的程序，接下来

让操作系统来运行这个程序就行了。以 Windows 操作系统为例，它的可以执行的程序（简

称可执行程序）通常都是以“.exe”作为扩展名的文件。这些可执行程序和 IE 浏览器程序

一样，包含了二进制的操作指令，这些操作指令只有 Windows 操作系统才能看得懂。 
如图 1-3 所示，模拟智多星的可执行程序中包含的是二进制的操作指令，可是悟空根

本没耐心去学习这些和机器指令语言一样枯燥乏味的操作指令。 

 

图 1-3  悟空与 Windows 操作系统对话，让其运行模拟智多星的可执行程序 

幸运的是，悟空可以用高级编程语言来编程，高级编程语言与人类语言在语法上更加

接近，比较容易掌握。可是，操作系统并不懂高级编程语言，因此还必须想办法把用高级

编程语言编写出来的源程序转换为操作系统看得懂的可执行程序，这个转换的过程叫做编

译。 
如图 1-4 所示，悟空用高级编程语言编写了一个模拟智多星的源程序，接下来用现成

的编译器软件把源程序编译为可执行程序，然后让操作系统来运行这个可执行程序。 



 

图 1-4  程序的编写、编译和运行过程 

从图 1-4 可以看出，悟空要想让电脑能听从它的各种吩咐，主要的任务就是掌握

一门高级编程语言，然后用它来编写源程序。 

1.2  跨越平台无障碍，Java 语言显身手 

在本章 1.1 节讲过，操作系统看不懂用高级编程语言编写出来的源程序，但是能看得

懂编译生成的可执行程序。那么，对于同一个可执行程序文件，是不是所有的操作系统都

能看得懂呢？答案是否定的。例如， IE 浏览器只能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运行，到了

Linux 操作系统中就无法运行，这是因为 IE 浏览器的可执行程序文件中包含了只有

Windows 操作系统才能看得懂的操作指令。 
如图 1-5 所示，假如悟空想编写一个在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中都能运行的程

序，那么就需要把源程序分别编译成适合这两种操作系统的可执行程序。 

 

图 1-5  把源程序分别编译成适合 Windows 和 Linux 的可执行程序 

悟空觉得这样做还是有点麻烦，要是有一种编程语言可以跨操作系统平台就好了，这

意味着只需对用这种语言编写出来的源程序编译一次，编译出来的可执行程序能够在所有

的操作系统中运行。刚好 Java 语言就是悟空所期望的跨操作系统平台的高级编程语言。 
Java 语言为何会有跨操作系统平台的本领呢？这还得归功于 Java 虚拟机。Java 虚拟机

这名字好玄乎！Java 虚拟机看不见摸不着，到底算何方神圣？它可不是工厂里的庞大无比

的机器，其实它本身也不过是个可执行程序，这个可执行程序的任务就是运行 Java 程序。 
如图 1-6 所示，Java 虚拟机程序本身不是跨操作系统平台的，对于不同的操作系统，



有着不同的 Java 虚拟机可执行程序。不过，不管是哪个操作系统中的 Java 虚拟机，它们

的任务都是一样的，该任务就是请求底层操作系统运行 Java 程序。 

 

图 1-6  Java 程序的跨操作系统平台运行的过程 

从图 1-6 可以看出，Java 源程序是以“.java”作为扩展名的文件，编译生成的可执行

程序是以“.class”作为扩展名的文件。Java 可执行程序本身不能直接在操作系统中运行，

它必须借助 Java 虚拟机才能运行。Java 可执行程序中包含了只有 Java 虚拟机才能看得懂

的二进制字节码指令，而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都无法直接看得懂这些二进制字节码

指令。 

1.3  编写面向对象的 Java 源程序 

悟空经过一番认真学习，掌握了 Java 语言的基本语法，接着就猴急猴急地要在儿孙们

面前演示 Java 语言的神奇妙用了。有一天，悟空把智多星叫过来，故作神秘地对智多星

说：“请你如实回答我的以下问题。” 
悟空：“你属于猫类、鸡类、狗类，还是猴类啊？” 
智多星：“当然是猴类啦。” 
悟空：“你叫什么名字？” 
智多星：“智多星呀。” 
悟空：“你能做哪些事？” 
智多星：“吃饭，说话，睡觉，爬树，杂耍……” 

悟空接下来得意地对智多星说：“我要把你搬到电脑里。”智多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孙爷爷啊，您神通广大，能把金箍棒变成针眼般大小，再把它塞到耳朵里。莫非您也要

把孩儿变成芝麻般大小，再把孩儿塞到这电脑里？”悟空哈哈大笑：“你想歪啦。我要在

电脑里创建一个虚拟的智多星，它也能像你一样说话。”智多星兴奋得跳了起来：“太好

了，孩儿以前在电脑里看电视剧《西游记》，看到有您、唐僧和猪八戒等，还有白骨精呢，

唯独没有我。这回我终于也能在电脑里露个脸了。” 

1.3.1  定义 Monkey 类 

悟空打开文本编辑器（例如 Windows 中的记事本程序），用 Java 语言编写了一个如例

程 1-1 所示的 Java 源程序，文件名为 Monkey.java。 



例程 1-1  Monkey.java 

public class Monkey{  //定义代表花果山猴类的 Monkey类 

  String name; //定义名字属性 

  

  public Monkey(){}  //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public Monkey(String name){  //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this.name=name;  //设置 Monkey对象的 name属性 

  } 

 

  public void speak(){  //定义模拟猴子说话的 speak()方法 

    //猴子给大家打招呼 

    System.out.println("大家好，我是"+name); 

  } 

} 

在这个 Monkey.java 文件中定义了一个 Monkey 类，它代表花果山上的猴类。

Monkey.java 文件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 

（1）类的声明语句： 

public class Monkey{……}  

以上代码指明类的名字为“Monkey”，public 修饰符意味着这个类可以被公开访问。

类的主体内容都位于大扩号“{}”内。 

 

在本书中，“声明”和“定义”有着相同的含义。例如，“声明

Monkey 类”和“定义 Monkey 类”的意思相同；“声明 name 变量”和

“定义 name 变量”的意思也相同。 

（2）类的属性（也称为成员变量）的声明语句： 

String name;   

所有的猴子都有名字，用 Monkey 类的 name 属性来表示。name 属性为 String 字符串

类型。 
（3）方法的声明语句和方法主体： 

public void speak(){   

  System.out.println("大家好，我是"+name); 

} 

所有的猴子都具有说话的行为，Monkey 类的 speak()方法就用来模拟猴子说话的行

为。speak()方法的大括号中的内容称为方法主体，以上方法主体中程序代码的作用是打印

“大家好，我是 XXX”。 

 

Java 语言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Monkey”和“monkey”是两个不

同的名字。如果读者要重新编写 monkey 类的源代码，要注意不要混淆代

码中字符的大小写。 

Monkey.java 文件中以“//”开头的文字代表注释，它不是程序代码，而是用于解释说

明程序代码，从而便于编程人员理解程序代码。对于 Monkey.java 文件中 public 和 static 等

修饰符，暂且不用细究它们的用途。到目前为止，读者只要大致了解 Monkey 类主要由

name 属性和 speak()方法构成就行了。 



1.3.2  创建 Monkey 对象 

在上一节，悟空已经定义了一个 Monkey 类。这个 Monkey 类是所有猴子的模板，每

个猴子都是 Monkey 类的一个实例，例如猴子智多星就是 Monkey 类的一个具体实例。

Monkey 类具有 name 属性和 speak()方法，那么依照 Monkey 类模板生成的所有 Monkey 实

例也会具有 name 属性和 speak()方法。例如猴子智多星的 name 属性的值为“智多星”，

speak()方法的作用是打印字符串“大家好，我是智多星。” 
类的实例也叫做对象，对象是对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实体的模拟。以下 Java 程序代码创

建了一个代表智多星的 Monkey 对象： 

//定义一个 Monkey类型的引用变量 m 

Monkey m; 

//创建一个代表智多星的 Monkey对象，并且使引用变量 m引用这个对象 

m=new Monkey("智多星");  

以上程序的第二行代码通过 new 语句创建了一个 Monkey 对象，并且使引用变量 m 引

用这个对象。本书第 4 章的 4.4.3 节（用 new 关键字创建对象）进一步介绍了 new 语句的

作用。如图 1-7 所示，当程序运行时，这个用 new 语句创建的 Monkey 对象位于电脑的内

存中，它占用了一定的内存空间。变量 m 引用这个 Monkey 对象： 

 

图 1-7  变量 m 引用内存中的 Monkey 对象 

 

内存用来存放电脑在执行程序时所处理的数据。例如电脑执行

“100+200”的数学运算时，数据 100、200，以及运算结果 300 都会先后

存放在内存中。当程序运行结束，与该程序相关的数据就会被全部清

除，从而及时释放这些数据占用的内存空间。Java 作为面向对象的编程

语言，所处理的数据主要以对象及其属性等形式存在。当 Java 程序运行

时，对象存在于内存中。 

new 语句会调用 Monkey 类的构造方法，“new Monkey("智多星")”语句调用 Monkey
类的带参数的 Monkey(String name)构造方法，该构造方法把参数“智多星”赋值给

Monkey 对象的 name 属性： 

public Monkey(String name){  //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this.name=name;  //设置 Monkey对象的 name属性 

} 

Monkey 类还有一个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public Monkey(){}  //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以下程序通过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创建 Monkey 对象： 

m=new Monkey();  //通过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创建 Monkey对象 

m.name="智多星"; //设置 Monkey对象的 name属性 

Monkey 对象创建好以后，就可以调用它的方法。以下程序代码调用 Monkey 对象的

speak()方法，来模拟智多星说话： 

m.speak(); 



由于变量 m 引用代表智多星的 Monkey 对象，因此“m.speak()”就会调用代表智多星

的 Monkey 对象的 speak()方法。 
以下程序代码创建了两个 Monkey 对象，分别代表猴子智多星和猴子小不点，然后再

分别调用它们的 speak()方法： 

Monkey m1=new Monkey("智多星"); 

Monkey m2=new Monkey("小不点"); 

m1.speak(); //智多星说话：大家好，我是智多星 

m2.speak(); //小不点说话：大家好，我是小不点 

以上程序在内存中创建了如图 1-8 所示的两个 Monkey 对象，它们都依据 Monkey 类模

板生成，分别具有不同的 name 属性。引用变量 m1 和 m2 分别引用这两个 Monkey 对象。 

 

图 1-8  依据 Monkey 类模板创建两个 Monkey 对象 

1.3.3  程序入口 main()方法 

Java 源程序中包含了许多代码，当程序运行时，到底从哪一行代码开始运行呢？Java
语言规定，以 main()方法作为程序的入口点。所有的 Java 程序都是从 main()方法开始运行

的。悟空在 Monkey 类的末尾增加了一个作为程序入口的 main()方法：  

public class Monkey{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Monkey m=new Monkey("智多星");  //创建代表智多星的 Monkey对象 

    m.speak();  //智多星说话 

  } 

} 

以上 args 是 main()方法的参数，它属于 String 数组类型（String[]），第 17 章的 17.3 节

（创建数组对象）顺带介绍了这个方法参数的用法。 
作为程序入口的 main()方法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必须使用 public 修饰符。 
 必须使用 static 修饰符。 
 必须有一个 String 数组类型的参数。 
 返回类型为 void。void 表示方法没有返回值。 



在类中可以通过重载的方式提供多个不作为应用程序入口的 main()方法。关于方法重

载的概念参见本书第 7 章的 7.2 节（方法重载）。例如在以下例程 1-2 的 Tester 类中声明了

多个 main()方法。 

例程 1-2  Tester.java 

public class Tester { 

  /** 程序入口 main方法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非程序入口 main方法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 {……} 
  private int main(int arg) {……} 
} 

例程 1-2 的 Tester 类中包含三个 main()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作为程序入口的方法，其

他两个方法是合法的普通方法，但不能作为程序入口。 

 

在本书中，“合法”与“非法”是专有名词。“合法”是指程序代码

正确，可以通过编译；“非法”是指程序代码有语法错误，无法通过编

译。 

1.4  编译和运行 Java 程序 

现在，悟空已经创建了 Monkey.java 源程序。接下来，悟空要把它编译为 Monkey.class
类文件，然后再拜托 Java 虚拟机来运行这个 Monkey 类。如图 1-9 所示，编译 Java 源程序

需要有专门的 Java 编译器程序，运行 Java 程序需要有 Java 虚拟机程序。那么 Java 编译器

程序和 Java 虚拟机程序在哪里呢？答案是：在 JDK 里面。 

 

图 1-9  编译和运行 Java 程序 

1.4.1  JDK 简介 

JDK 是 Java Development Kit（Java 开发工具包）的缩写，由 Oracle 公司提供。它为

Java 程序提供了基本的开发和运行环境。JDK 还可以称为 JavaSE（ Java Standard 
Edition，Java 标准开发环境）。JDK 的官方下载地址为：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 

为了便于读者下载到与本书配套的 JDK 软件，在本书的技术支持网站 JavaThinker.net
上也提供了该软件的下载：http://www.javathinker.net/download.jsp。 

JDK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Java 虚拟机程序：负责解析和运行 Java 程序。在各种操作系统平台上都有相应的

Java 虚拟机程序。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该程序对应的文件为：JDK 的安装根



目录\bin\java.exe。 
 Java 编译器程序：负责编译 Java 源程序。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该程序对应

的文件为：JDK 的安装根目录\bin\javac.exe。 
 JDK 类库：提供了编写 Java 程序所需要的最基础的 Java 类以及各种实用类。

java.lang、java.io、java.util、java.awt 和 javax.swing 包中的类都位于 JDK 类库

中。关于 Java 包的概念参见第 2 章的 2.5 节（包声明语句）。 

假定 JDK 安装到本地后的根目录为 C:\jdk，在 C:\jdk\bin 目录下有一个 java.exe 和

javac.exe 文件，它们分别为 Java 虚拟机程序和 Java 编译器程序。 
为了便于在 DOS 命令行下直接运行 Java 虚拟机程序和 Java 编译器程序，可以把

C:\jdk\bin 目录添加到操作系统的 Path 系统环境变量中。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选择

【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系统】→【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接下来就

可以编辑 Path 系统环境变量了，参见图 1-10。 

 

图 1-10  在操作系统的 Path 系统变量中添加 C:\jdk\bin 目录 

1.4.2  本范例的目录结构 

本章范例位于 chapter01 目录下，读者可以把 chapter01 目录拷贝到本地硬盘的 C:\目录

下。为了便于管理 Java 源文件以及 Java 类文件，悟空决定把所有的 Java 源文件放在 src 子

目录下，把编译生成的所有的 Java 类文件放在 classes 目录下，参见图 1-11。 



 

图 1-11  本范例的目录结构 

1.4.3  编译 Java 源程序 

JDK 中的 javac.exe 为 Java 编译器程序，可以在 DOS 控制台中运行该 Java 编译器程

序。如图 1-12 所示，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选择【开始】→【运行】，然后输入“cmd”
命令，就会打开一个 DOS 控制台。在 DOS 命令行中，在同一行输入以下用于运行

javac.exe 程序的命令： 

javac -sourcepath C:\chapter01\src  

      -d C:\chapter01\classes   

      C:\chapter01\src\Monkey.java 

以上 javac 命令包含以下内容： 
 -sourcepath 选项：用于设定 Java 源文件所在的目录，此处为 C:\chapter01\src 目

录。-sourcepath 选项的默认值为 DOS 命令行的当前目录。 
 -d 选项：用于指定编译生成的 Java 类文件的存放目录，此处为

C:\chapter01\classes 目录。-d 选项的默认值为 DOS 命令行的当前目录。 
 待编译的 Java 源文件：此处为 C:\chapter01\src\Monkey.java 文件。 

以上 javac 命令将对 C:\chapter01\src\ Monkey.java 源文件进行编译。先对该文件进行

Java 语法检查，如果发现错误，就停止编译，并返回错误信息。如果 Monkey.java 源文件

中无语法错误，就会生成 Monkey.class 文件，并把它存放在 C:\chapter01\classes 目录下。 

 

图 1-12   在 Windows 中用“cmd”命令打开一个 DOS 控制台 

如果 DOS 控制台无法识别 javac 命令，那么说明事先没有把 C:\jdk\bin 目录添加到

Path 系统环境变量中。此时，必须在 DOS 命令行中显式指定 javac 命令所在的目录： 

C:\jdk\bin\javac -sourcepath C:\chapter01\src  

-d C:\chapter01\classes  C:\chapter01\src\Monkey.java 

此外，也可以在 DOS 命令行设置当前的 path 环境变量，这个 path 环境变量只对当前

打开的 DOS 控制台有效。在 DOS 控制台输入以下命令即可： 

set path=C:\jdk\bin;%path% 



1.4.4  运行 Java 程序 

本章 1.2 节已经讲过，Java 程序必须依靠 Java 虚拟机才能运行，而 JDK 中的 java.exe
程序就是 Java 虚拟机程序。在 DOS 命令行下，输入以下用于运行 java.exe 程序的命令： 

java –classpath C:\chapter01\classes  Monkey 

以上 java 命令包含以下内容： 
 -classpath 选项：用来设置 classpath，该选项的默认值为当前路径。在运行 Java 程

序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设置 classpath，classpath 代表 Java 类的根路径，Java
虚拟机会从 classpath 中寻找所需 Java 类的.class 文件。在本例中，classpath 选项

的值为 C:\chapter01\classes。 
 待运行的 Java 类：此处为 Monkey 类。 

以上 java 命令将会启动 Java 虚拟机，Java 虚拟机会从 C:\chapter01\classes 目录下找到

Monkey.class 类文件，然后运行 Monkey 类，执行它的如下 main()方法：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创建代表智多星的 Monkey对象 

  Monkey m=new Monkey("智多星");  

  //智多星说话  

  m.speak();   

} 

悟空把智多星叫过来，指着如图 1-13 所示的程序运行结果，对智多星说：“你看，电

脑里的那个虚拟智多星在学你说话呢。”智多星对悟空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道“孙爷爷，

没想到这愣头电脑也能轻而易举地变化出我的化身，这和爷爷您身上的猴毛有异曲同工之

妙啊。” 

 

图 1-13  运行 Monkey 类的打印结果 

不过，调皮的智多星很快就意识到，电脑里的虚拟智多星看不见摸不着，要是有个模

样就更好玩了。在本书第 22 章的 22.5 节（创建动画），悟空将运用 GUI 编程，创建一个有

模有样的虚拟智多星，来满足智多星的心愿。 
悟空觉得每次用 java 命令运行 Monkey 类时，都要通过-classpath 选项来设置

classpath，有点麻烦。因此他运用“set classpath”命令在当前 DOS 控制台先设置了

classpath，接下来再使用 java 命令时，就不用再设置 classpath 了： 

C:\> set classpath=C:\chapter01\classes 

C:\> java Monkey 

以上“set classpath”命令只对当前 DOS 控制台有效。如果重新打开了一个 DOS 控制

台，还需重新执行该命令。 

1.4.5  创建用于编译和运行 Java 程序的批处理文件 

每次编译或运行 Java 程序时，都要在 DOS 命令行中输入很长的 javac 或 java 命令，

悟空觉得太麻烦，就编写了一个适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批处理文件 build.bat，它的内



容如下： 

set currpath=.\ 

if "%OS%" == "Windows_NT" set currpath=%~dp0% 

 

set src=%currpath%src 

set dest=%currpath%classes 

set classpath=%dest% 

 

javac  -sourcepath %src%  -d %dest% %src%\Monkey.java 

java -classpath %classpath% Monkey 

以上 build.bat 批处理文件包含了 javac 命令和 java 命令。build.bat 批处理文件位于

chapter01 根目录下。只要运行这个批处理文件，就会编译并运行 Monkey 类。本书后面章

节的范例中都提供了 build.bat 批处理文件。如果要编译特定目录下的所有 Java 源文件，可

以采用以下方式： 

javac  -sourcepath %src%  -d %dest% %src%\*.java 

1.5  用 JDeveloper 软件来开发 Java 应用 

在开发实际 Java 应用时，一个应用中会包含很多 Java 类，其中有一个类是启动类。

运行整个应用，会从这个启动类的程序入口 main()方法开始运行。为了便于管理、编译和

调试 Java 应用，可以采用专业的 Java 开发工具来开发 Java 应用。本章会介绍 JDeveloper
开发工具的用法。在第 2 章的 2.13 节（用 Eclipse 来编译和运行本章范例），还会介绍目前

广泛使用的 Eclipse 开发工具的用法。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其中的一个来作为 Java
开发工具。 

JDeveloper 是一个小巧轻便的免费 Java 开发工具，很适合 Java 初学者使用。

JDeveloper 由 Oracle 公司开发，可以在它的官方网站（www.oracle.com）上下载该软件。

此外，在本书的技术支持网站 JavaThinker.net 上也提供了该软件的下载：

http://www.javathinker.net/download.jsp。 
JDeveloper 建立在 JDK 基础上，因此，在安装 JDeveloper 之前，要确保已经安装了

JDK。下载了 JDeveloper 软件后，把压缩文件解压到本地机器，然后运行其中的

jdeveloper.exe 可执行程序，就打开了 JDeveloper 软件。在首次打开该软件时，需要在弹出

的提示窗口中设置本地机器上的 JDK 的安装根目录。JDeveloper 会利用 JDK 来编译和运行

Java 程序。 
JDeveloper 把一个 Java 应用（Application）看作由一个或多个项目（Project）组成，

每个项目中包含了一组相关的 Java 类。 
下面介绍用 JDeveloper 来编译和运行本章范例程序的步骤。 
（1）在 C:\目录下创建 myapp 目录，再把 chapter01 目录拷贝到 C:\myapp 目录下。 
（2）在 JDeveloper 中选择【Application】→【New】菜单，创建一个新的应用。把应

用的名字设为“myapp”，把应用的根目录设为“C:\myapp”，参见图 1-14。 



 

图 1-14  设置应用的名字和根目录 

（3）在图 1-14 中选择“Project Name”栏目，把项目的名字设为“chapter01”，把项

目的根目录设为“C:\myapp\chapter01”，参见图 1-15。 

 

图 1-15  设置项目的名字和根目录 

（4）在图 1-15 中选择“Project Java Settings”栏目，把项目的默认包（Default 
Package）设为“”，把 Java 源文件路径（Java Source Path）设为

“C:\myapp\chapter01\src”，把 Java 类文件路径（Output Directory）设为

“C:\myapp\chapter01\classes” ，参见图 1-16。这样设置好以后，JDeveloper 会把编译生

成的类文件都存放在“C:\myapp\chapter01\classes”目录下。 

 

图 1-16  设置项目的一些属性 

（5）在 JDeveloper 中选择【Build】→【Make chapter01.jpr】菜单，对 chapter01 项目

进行编译。 
（6）在 JDeveloper 中选择【Run】→【Run chapter01.jpr】菜单，运行 chapter01 项

目。在弹出的窗口中把启动类设置为“C:\myapp\chapter01\classes\Monkey.class”，参见图

1-17。运行 Monkey 类，会得到如图 1-18 所示的打印结果。 



 

图 1-17  把 Monkey.class 设为启动类 

 

图 1-18  运行 Monkey 类的打印结果 

1.6  小结 

本章涉及的 Java 知识点总结如下： 

 程序的运行原理 
编程人员用高级编程语言编写出源程序，把它编译为可执行程序，然后在操作系统中

运行可执行程序。 

 Java 语言的跨平台特性 
同一个 Java 程序可以在多个操作系统中运行。例如 Monkey.class 类既可以在 Windows
中运行，也可以在 Linux 中运行。Java 语言的跨平台特性主要归功于 Java 虚拟机。 

 Java 虚拟机的主要功能 
Java 虚拟机的主要功能是运行 Java 程序。Java 虚拟机本身也是可执行程序，在不同的

操作系统中，Java 虚拟机本身的实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不过，不管是在哪个操作系统

中，Java 虚拟机都会按照同样的方式来解析和运行 Java 程序。 

 JDK 的组成 
JDK 主要由 Java 虚拟机程序（对应 java.exe）、Java 编译器程序（对应 javac.exe）和

JDK 类库组成。JDK 类库提供了最基础的 Java 类以及各种实用类。 

 Java 语言的面向对象的基本思想 
程序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进行 Java 编程时，按照如下思维过程来模拟现实世界： 
（1）首先识别出待模拟的实体，比如猴子智多星就是待模拟的实体。 
（2）从待模拟的实体中抽象出所属的类，比如智多星属于猴类（Monkey）。 
（3）根据应用需求，分析实体所属的类具有的属性和行为，比如猴类有名字属性和说

话行为。 
（4）创建一个 Monkey 类，它的 name 属性表示猴类的名字属性，它的 speak()方法模

拟猴类的说话行为。 
（5）智多星属于 Monkey 类的一个实例，即一个 Monkey 对象。Java 语言用 new 语句



来创建具体的 Monkey 对象。每一个 Monkey 对象都会拥有 name 属性和 speak()方法。 

 Java 程序的入口 main()方法 
所有的 Java 程序都是从 main()方法开始运行的。作为程序入口的 main()方法采用

public 和 static 修饰符，必须有一个 String 数组类型的参数，返回类型为 void。 

 Java 程序的创建、编译和运行过程 
编程人员先用 Java 语言编写源程序，源程序是以“.java”为扩展名的 Java 源文件。接

下来用 Java 编译器（对应 JDK 中的 javac.exe 程序）来编译 Java 源程序，编译生成以

“.class”为扩展名的 Java 类文件。最后用 Java 虚拟机（对应 JDK 中的 java.exe 程

序）来运行 Java 类，从该 Java 类中作为程序入口的 main()方法开始执行。 

1.7  编程实战：八戒用餐怀感恩 

且说猪八戒西天取经得道后，变得文雅很多。吃饭时不会再迫不及待地风卷云残，而

是先恭敬地唱颂感恩歌：“粒米杯汤盘中蔬，得来不易历艰辛，细嚼慢品用心尝，感谢天

下众生恩”。八戒的儿孙们也是如此用餐。 

 

本书每一章都提供了编程实战题。建议读者首先尝试自己独立完成

题目。当遇到困难时，再参考书中给出的“编程提示”。这样会更有助于

快速提高您的实际编程能力。 

请参照本章的 Monkey 范例，依葫芦画瓢编写一个代表猪的 Pig 类，猪有名字，还有

文雅用餐的行为。再在 Pig 类的程序入口 main()方法中创建一个名叫“猪八戒”的猪对

象，并请它用餐。编译并运行这个程序。 

编程提示 

猪文雅用餐的行为可以用一个 eat()方法来实现，以下例程 1-3 是 Pig 类的源程序。 

例程 1-3  Pig.java 

public class Pig{  //定义代表猪的 Pig类 

  String name; //定义名字属性 

   

  public Pig(){}  //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public Pig(String name){  //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this.name=name;  //设置 Pig对象的 name属性 

  } 

 

  public void eat(){  //定义模拟猪用餐的 eat()方法 

    //唱感恩歌 

    System.out.println("粒米杯汤盘中蔬，得来不易历艰辛，" 

                     +"细嚼慢品用心尝，感谢天下众生恩");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ig pig=new Pig("猪八戒");  //创建代表猪八戒的 Pig对象 

    pig.eat();  //猪八戒用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