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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实践创新管理平台旨在为有意向参加各级学科竞赛、课外实践、创新创业活动的大学生提供一个

组队合作与信息交流的网络平台. 该管理平台也可以作为学校各实创工作室、工程训练中心等基地的线上平台, 主
要起到管理和宣传的作用. 实践创新管理平台的建设为多专业学生相互合作, 促进学科融合提供了便利, 有利于学
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实现. 平台使用 Eclipse 工具开发, 服务器使用 Tomcat, 数据库使用 MySQL, 开发语言是
Java, 并结合了 JavaScript、CSS、Servlet、JSP 等方法. 平台简单易用, 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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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e innov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aims to provide a network platform for
teamwork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fo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The management platform can also serve as an online
platform for practical studios,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ers, and other bases, mainly for management and publi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innovation management website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multi-disciplinary student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e platform is developed with Eclipse tools. Tomcat is used for server, MySQL is used for database,
and Java is used for development language. JavaScript, CSS, Servlet, JSP, and other methods are also combined. The
platform is simple and easy to use, and is very popular amo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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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是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一

获奖团队的采访等. 点击可进入动态详情. 此栏目有助

项重要举措. 国家、省市、高校每年都会针对在校大

于同学们及时了解竞赛等活动的进展, 并激发同学们

学生组织各种竞赛活动. 实践证明, 学生在竞赛活动中

加入的热情.

经过系统训练, 其就业或深造质量高, 普遍受到用人单

(3) 团队信息. 在网站首页按创建时间降序排列团

位和高校研究生导师的欢迎 . 课外实践活动、创新创

队列表. 列表的每个条目代表一个团队, 显示团队头

业活动等能够促进理论知识内化, 提高大学生理论联

像、团队名称及团队的精简介绍. 点击团队可跳转到

系实际的能力, 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团队的详情页面. 在团队的详情页面会展示团队的通

力[2,3]. 为了支撑学校举办的各级学科竞赛、课外实践

知公告、现有成员、图片集等更多信息. 团队管理员

与创新创业活动, 吉林大学实践创新平台下属的网络

还可以查看到申请加入此团队的学生信息表.

[1]

开发团队开发了大学生实践创新管理平台. 通过该平

(4) BBS 系统. 主要用于学科交流与信息共享, 登

台, 同学们可以及时掌握各种活动动态、查看各团队

录以后可以发帖, 也可以回复, 以树形图的形式展现.

资料、做团队宣传或招募队友, 遇到问题发帖求助, 达

发帖人和系统管理员都有权限删除帖子.

到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的目的.

1 功能设计
本文网站开发的初衷是为本校学生参加学科竞赛
等活动招募队友提供平台. 以“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为例, 需要多学科的同学合作完成[4]: 计算机相
关专业的学生开发出优秀的作品, 管理或经济学院的
学生辅助撰写项目策划书, 录制作品运行视频, 表达能
力强的同学负责写 PPT, 完成答辩. 有时还需要英语专
业的同学搜集外国的相关资料, 并将项目介绍翻译成
英语表达. 如果仅是熟悉的同学很难组成一支能获奖
的团队. 同时, 有参赛热情、有能力、有时间的同学因
为找不到组织, 也不了解竞赛时间、流程等而无法参
加比赛.
在学校方面, 很多高校建立了创新创业平台, 工程

2 权限分配
本文网站分配了系统管理员、团队管理员和普通
成员 3 种角色, 每种角色拥有不同的权限:
(1) 系统管理员. 拥有最高的权限, 是平台的维护
者, 可以是多个人. 系统管理员可以发布最新动态信息,
根据用户提供的资料创建新团队, 或者删除已有的违
规团队, 并具有团队管理员的所有权限.
(2) 团队管理员. 在注册该角色的同时选择归属团
队. 通过系统管理员验证后具备编辑团队详情页面的
权限, 包括团队介绍、上传团队相册、发布通知等. 当
有新人申请加入团队时, 可收到系统通知. 根据申请人
填写的信息表选择验证通过或拒绝请求. 一名团队管
理员只能管理一个团队, 但是可以做为普通成员加入
其它多个团队.
(3) 普通成员. 登录以后可以申请加入感兴趣的团

训练中心等基地,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

队. 团队管理员验证通过后自动在团队详情页面显示

力[5,6]. 但是缺少宣传途径, 导致受众面窄, 基地的使用

新成员的头像、姓名、专业信息. 普通成员可以维护

率也不高.

自己的空间, 如基本信息、个性签名和兴趣爱好等, 让

根据以上需求, 本文开发了大学生实践创新管理
网站. 目前系统分为注册登录、最新动态、团队信息
与 BBS 系统 4 个板块.

更多的同学了解自己.
以上 3 种角色是用户在注册时手动选择的. 注册
新的系统管理员帐号及团队管理员帐号时所有当前系

(1) 注册登录. 学生需要输入姓名、学生证号, 并

统管理员都会收到通知, 至少一名系统管理员同意方

设定昵称、密码, 选择角色后进行注册. 凭学生证号与

可通过, 保证平台的安全性. 注册普通成员角色不需要

密码进行登录. 登录后可以报名加入自己感兴趣的团

验证.

队, 也可以在 BBS 上发帖与他人交流信息. 未登录用
户仅可浏览当前的动态及各团队的信息, 访问 BBS.
(2) 最新动态. 在网站首页上方以轮播图的形式展
示最近可以参加的活动、最近完成的竞赛现场报道及

3 系统实现
3.1 数据库实现
平台数据库使用 MySQL 实现. MySQL 是小型关
System Construction 系统建设 83

2020 年 第 29 卷 第 5 期

http://www.c-s-a.org.cn

计算机系统应用

系型数据库, 目前被广泛地应用在 Internet 上的中小型

件形式保存在工程的目录里, 移植时将这些语句在

网站中. 它将数据放在不同的表中. Java 语言通过

MySQL 的命令行终端运行一下即可在新环境下重新

[7,8]

JDBC 连接 MySQL 进行访问

创建各表. 他人维护数据库也很方便. 部分数据库模型

.

本文把建立数据库各表的语句以 xxx.sql 脚本文

图如图 1 所示.

用户
团队

PK Userid

BBS 文章
PK

Articleid

FK1

Userid
Pid
Rootid
Title
Content
Publishtime
Isleaf
Authornick

PK

Username
Userno
Nickname
Password
Role
Registertime
Verifyflag
Readflag

Teamname
Teamicon
Description
Createtime

团队成员
PK

Teamid

申请表

Memberid

FK1 Userid
FK2 Teamid
Membername
Membermajor
Membericon
Dcscription
Entertime

团队通知

PK

Resumeid

FK1
FK2

Userid
Teamid
Phonenum
Applyjob
Aoolyreason
Aoolytime
Readflag

图1

团队相册

PK

Noticeid

PK

Imageid

FK1

Teamid
Title
Content
Publishtime

FK1

Teamid
Filename
Description
Publishtime

数据库模型图

本文的 BBS 系统部分是使用递归方法实现的. 数

团队表的“teamicon”字段、团队成员的“membericon”

据库中 BBS 文章表的“pid”字段表示帖子的父亲“id”,

字段及团队相册的“filename”字段都代表图片的名字.

即本帖是对哪个帖子的回复. “pid”为 0 的帖子为根帖,

为了保证图片命名在数据库中的唯一性, 本文使用与

或者叫帖子的主题. “rootid”字段表示根帖“id”, 是冗余

当前日期和时间相关的 UUID 生成图片名, 使用的

字段, 使用的目的是提高效率. “isleaf”字段记录帖子下

java 语句如下:

有没有回复, 0 代表叶节点没有回复了, 1 是非叶节点

UUID.randomUUID(). toString();

还有回复, 同样为冗余字段.

图片存放在服务器上相应的文件夹中.

BBS 系统的帖子很多, 需要按发帖时间由新到旧

3.2 前端实现

分页展示, 假定当前展示的是第 pageNo 页, 每页展示

平台界面使用 HTML5、CSS 与 JavaScript 技术结

pageSize 条根帖, 变量类型都为 int, 那么从数据库表

合实现, 在 Andriod 和 iOS 系统的终端及电脑的浏览

bbs 中取出所有该页所需展示根帖的 sql 语句为:

器上都有良好的展示效果[9].

String sql=“select * from bbs where pid=0 order by

(1) HTML5 技术应用: HTML5 是 HTML 的第

id desc limit ” + (pageNo – 1) * pageSize + “,” +

5 次重大修改, 它在原来版本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新特

pageSize;

性, 更加适用于移动互联网. 本文在 HTML5 的 meta 标

将取出的数据存入链表, 同时检查每条数据的

签下设置“name=viewport”可以使得页面在移动端的设

“isleaf”属性, 如果不为 0 则以该数据的“id”为参数, 递

备屏幕上全屏显示. 网页中元素的宽度用百分比或数

归查找该结点下的所有回复, 并插入链表中该结点的

值设置.

后面. 为了展示更加美观, 递归函数同时传入了一个

(2) CSS 技术应用: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 层

“level”参数, 初值为 0, 递归每增加一级, “level”加 1. 展

叠样式表是设置网页上 HTML 元素属性的语言, 如控

示时在帖子前面加入“level”个缩进占位符号“--”.

制网页布局、颜色、背景、宽度、高度、文字字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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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网页更加美观. 在.html 文件中引入“uiStyle.css”文件

理客户端请求并做出响应, 它实现了 Sun 公司定义的

的语句如下:

Servlet 接口. Web 服务器收到一个 http 请求后, 会将请

<link href=“uiStyle.css” rel=“stylesheet” type=

求移交给 Servlet 容器. Servlet 容器首先对所请求的
URL 进行解析并根据 web.xml 配置文件找到相应的处

“text/css”>
这样就可以同步.css 文件定义的风格到该 HTML

理 Servlet, 同时将 request 和 response 对象传递给它.

页面了. 当.css 文件中定义的样式改变时, 它控制的所

Servlet 通过 request 对象可知道客户端的请求者、请

有.html 文件样式都会发生改变, 达到网站页面风格的

求信息以及其它信息. Servlet 在处理完请求后会把所

统一.

有需要返回的信息放入 response 对象中并返回到客户

(3) JavaScript 技术应用: JavaScript 脚本编写的程

端. 例如, 下载图片时, 如果需要下载的图片名称为

序可以直接写入 Web 页面并由调用它的浏览器来解

“icon”, 实现该功能的 Servlet 为 ImageServlet, 使用

释执行, 作用是在客户端完成一些基本的交互, 提高客

get 方式获取图片并显示的 HTML 语句为:

户端的响应时间. 本文网站应用了 JavaScript 程序对即

<img src=“ImageServlet?filename=icon”>

将提交到服务器的数据作验证, 如学生证号是否合法,

在 ImageServlet 中 doGet 函数的函数体为:

表单必填项是否完整等. 另外鼠标经过图片时显示可

response.setContentType(“text/html;charset=utf-8”);

操作按钮等浏览器操作也是用 JavaScript 来实现的.

response.setContentType(“image/jpeg”);

3.3 服务端实现

response.setCharacterEncoding(“UTF-8”);

本文网站是用 Eclipse 工具开发的, 开发语言是

String f=request.getParameter(“filename”);

Java, 项目部署在 Tomcat 服务器上, 使用了动态网页

FileInputStream fis=new FileInputStream(ROOTPATH+f);

开发技术 JSP 和 Servlet.

OutputStream os=response.getOutputStream();

(1) Eclipse 工具和 JDK(Java Development Kit):
Eclipse 是 Java 的集成开发环境

[10]

try{

. Eclipse 可以从

int count=0;

Eclipse 官网直接下载并安装. Eclipse 安装后还需要安

byte[] buffer=new byte[1024*1024];

装并配置 JDK. JDK 是整个 Java 的核心, 包括了 Java

while((count=fis.read(buffer))!=-1)

运行环境、Java 工具和 Java 基础类库.

os.write(buffer,0,count);

(2) Tomcat 服务器: Apache Tomcat 是一个免费开
源的 Web 应用服务器, 属于轻量级应用服务器, 在中

os.flush;
}catch(IOException e){

小型系统和并发访问不是很多的场合下被普遍使用,
是开发和调试 JSP 程序的首选

[11]

. 在 Eclipse 工具的

e.printStackTrace();
}finally{

“Windows”菜单下, 选择“Preferences”进入偏好设置页

if(os!=null) os.close();

面, 可以将 Tomcat 所在的本地目录加入服务器运行环

if(fis!=null) fis.close();

境中. 创建一个“Dynamic Web Project”类型工程, 在

}

Eclipse 中点击运行按钮, 可以自动启动 Tomcat, 并将

其中, request 和 response 为 doGet 函数的参数,

项目部署到 Tomcat, 这时就能够在浏览器中以 http 方

ROOTPATH 为 String 类型常量, 表示图片存放在服务

式访问工程下的 JSP 或者 HTML 文件了.

器中的路径. 另外, 本文还定义了上传图片、表单提交

(3) JSP 全称是 Java Server Pages, 主要是在
HTML 网页中利用<% %>来插入 Java 代码. JSP 具有
衔接作用, 既可以做页面和数据的展示, 又可以进行业
务逻辑处理. JSP 在服务器端最后也是通过转化为
Servlet 执行的. 本文开发的网站中 JSP 文件主要负责
页面显示, Servlet 文件主要负责业务逻辑控制.
(4) Servlet: Servlet 是一个 Java 应用程序, 用来处

等 Servlet.
3.4 关键技术
为了使本文网站更加简洁、美观、易用, 开发时
对很多技术细节进行了处理. 以下举 3 例进行说明:
(1) 图片上传: HTML 默认的文件上传按钮比较单
调, 与网站风格不搭配, 而且选择本地图片后只显示图
片的路径, 不能实现图片的预览. 本文网站重新设计了
System Construction 系统建设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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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上传按钮样式, 并实现了图片的预览效果. 首先用

它 tab 下的视图隐藏, 即“display”属性设为“none”, 同时

“span”标签做出一个没有功能的上传按钮, 然后在此按

对选中 tab 的文字样式和下面的小箭头位置进行修改.

钮的相同位置加入一个透明度为 0 的“input”标签, 令

(3) 网页 cookie: cookie 是网站为了辨别用户身

其“type=file”, 实现真正的本地文件选择的功能. 在

份、进行 section 跟踪而储存在用户本地终端上的数

JSP 文件中对选择文件事件进行监听, 当用户选择图片

据. 每个 cookie 都是一个键值对. 本文网站定义了两

后, 立即在相关区域显示出来, 至此实现了图片的预览

类 cookie, 分别用于存储滚动条位置和团队详情页面

效果. 当用户确认上传带图片的表单时, 将此表单再转

被选中的 tab 序号, 达到用户进入二级页面浏览后再返

交给专门负责上传图片的 Servlet 处理. 本网站在实现

回时页面与进入之前完全相同的效果, 给用户良好的

上传图片到服务器及显示本地图片时引入了 Apache

体验. 在 JSP 文件的页面退出事件回调函数“window.

开源组织的“commons-fileupload-1.3.3.jar”和

onbeforeunload()”中设置 cookie, 在页面加载事件函数

“commons-io-2.6.jar”两个 jar 包, 简化了文件上传和下

“window.onload()”中取出 cookie 并应用它们来设置页

载操作.

面显示位置. 将表示滚动条位置的键“scrollPos”设置为

(2) tab 选项卡: 导航条 tab 在网页中非常常见, 可
以实现页面视图的切换, 常见的 tab 切换类型有: 鼠标

变量“y”并存储在 cookie 中的 JavaScript 语句为:
document.cookie=“scrollPos=”+y;

滑过切换、点击切换、延迟切换以及自动切换. 本文
网站在团队详情页面加入了点击 tab 进行视图切换的

4 平台效果

效果. 实现时应用了 HTML 的无序列表标签“ul”和列

为了展示网站的运行效果, 本文在一台苹果 XR

表项目定义标签“li”. 在每个“li”内再利用标签“a”将

型号手机的 safari 浏览器上登录网站, 截取了一部分

“onclick”事件绑定到自定义的 JS 函数“showSection()”,

界面, 具体包括: 注册、网站首页、团队详情与

参数为所点击 tab 的序号. 在此函数里实现选中 tab 下

BBS 首页. 登录使用帐号为系统管理员“王宏”, 如图 2

的视图显示功能, 即将视图的“display”属性设为空, 其

所示.

图2

吉林大学实践创新管理平台

从图 2 可以看到, 本文网站设计以深绿色为主, 更

由于网站仅面向本校的师生, 且出于安全考虑,

具理性色彩, 突出了网站正规正式并值得信赖的特征,

当前只对校园网用户开放了使用权限, 校园网外无法

也展现了大学生积极向上, 蓬勃发展的精神面貌. 网站

访问本网站. 项目部署在一台本地服务器上, 服务器的

清晰简洁, 功能连贯, 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对网站的认

配置为: 8 核 CPU, 8 GB 内存, 1 TB 硬盘, Windows

可度.

Server 2008 企业版 64 位操作系统. 网站使用的域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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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云平台上购买的. 同时在阿里云平台上购买了
SSL 证书, 以便于部分浏览器通过 https 安全协议访问本

计算机系统应用

索与实践.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7, 34(8): 7–10.
3 尹立苹. 构建实践创新平台与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探

索.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8, 35(7): 34–37.

网站[12].

4 陆国栋, 陈临强, 何钦铭, 等. 高校学科竞赛评估: 思路、方

法和探索. 中国高教研究, 2018, (2): 63–68, 74.

5 结论与展望

5 陈玲, 徐晓燕, 林杭. 工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综合实践平

吉林大学实践创新平台主要服务于本科生课外实
践. 经过几个学期的发展与完善, 培养出多个转入实践
运营的项目团队. 大学生实践创新管理平台本身也是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作品之一, 由实践创新平台下
属的网络开发团队建设并维护. 本文对网站架构及开
发中使用的技术进行了介绍. 在当前广受关注的“互联
网+”背景下, 管理网站的应用为实践创新平台提供了
快捷、高效的宣传渠道, 也为学生之间交流信息提供
了良好平台. 根据运营需要, 后续会加入“实创档案”功
能, 将优秀项目成果、优秀项目答辩过程视频等在网
站上展示出来, 以供后期有计划参与大学生实践创新
项目的学生进行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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