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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J2EE的高校教务管理系统分析与设计
关洪芬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系，广东 罗定 527200）

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高校的不断扩展，利用网络和信息化手段实现教务管理的现代化、及时化、规范化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目前高校教务管理系统的特点和发展现状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J2EE技术的高校教务管理系统
实施方案，并对相关技术进行研究与分析。本系统采用J2EE+SQL Server 2008数据库+B/S的开发模式，并引入SSH框
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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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the Colleg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Based on J2EE
( Electronic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Luoding Polytechnic ,Luoding 527200,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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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it appear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take the advantage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the modernization,prompt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lleg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this thesis puts forward an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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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J2EE technology,and carries 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relevant technology.The J2EE+SQL
Server 2008 Database + B/S development mode is adopted in this system,and SSH framework technology is also introduced.

1 引言 (Introduction)

rj
g

Keywords: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J2EE;database

2.1 J2EE框架
J2EE和.NET是当前流行的两种开发技术，相对而言，
J2EE平台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开发难度较低，且在安全性、

排教学事务。在这个系统里面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信息，

可移植性上存在明显的优势。J2EE是由Sun公司提出的一种

对学生而言，可以反映学生在整个求学过程中的所有学习和

中间件技术，主要用来实现在设计和实施多层分布式公司级

生活信息；对教师而言，可以反映教师的教学安排及个人信

应用系统时将编码进行简化和规范化。由于J2EE具备较强的

息；对教务工作人员而言，可以整体上了解学校的教务管理

移植性以及平台无关性，提高了系统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可

情况和其他最新动态等信息，这个系统即是现代的教务管理

维护性[1]。用J2EE的分层体系结构来搭建教务信息管理系统，

系统。教务管理系统的开发及投入使用，不仅对信息的采集

开发的源码也都基于J2EE的模型，同时具备以上特点，适用

和分析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还要使提取到的信息在整个学校

Java语言语法的规范。基于上述原因，决定教务管理系统在

中进行共享与整合，并且要管理和分配整个学校的资源。这

基于J2EE平台进行实现。

样不仅方便了教师和学生，还能为学校的管理人员在做决策

2.2 SSH框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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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管理系统软件主要是将学生、教师、教务人员等
的相关信息集中在一个平台进行统一管理，以便从整体上安

时提供参考和依据，同时，这个系统也强化了学校为学生的

使用J2EE平台进行教务管理系统设开发，主要是在后台

服务功能，提高了学校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减小了学校教

使用JAVA技术，前台则利用JSP技术。但由于早期页面表现

务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同时缩减了其基础的重复劳动工作，

层需要使用JAVA代码来控制业务逻辑的走向，这种模式会

提高了管理效率。

给后期维护带来巨大的困难。在开发过程中，教务管理系统

科学化，现代化的教务管理系统有助于高校规范化、标

使用SSH框架来避免以上系统缺陷的发生。SSH框架的优势

准化的进行教务、教学信息及资源的综合管理，整合信息资

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有着不同的体现，三者之间起着相辅相成

源，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管理效率。

的作用。

2 开发技术(Development technology)
本系统采用J2EE+SQL Server 2008数据库+B/S的开发
模式，并引入SSH框架技术。

SSH框架包括Struts框架、Spring框架，以及Hibernate
框架。在开发过程中，在Struts框架的作用下，可以抽离JSP
页面中的代码，实现流程的跳转与控制；Spring框架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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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降低系统中各层次之间的依赖性，实现各层之间的低耦

同时系统还可以进行数据备份，回滚修改内容，实现反悔修

合；而Hibernate框架则利于提高系统的数据处理能力。使用

改功能。

SSH框架技术可以能够缩短系统的开发时间，有效降低系统
[2-4]

开发设计成本，降低了耦合度，系统的可扩张性增强

(3)数据的安全性

。

数据的安全均进行二级安全保障。第一级：根据不同用

3 需求分析(Requirement analysis)

户类别设置用户权限。第二级：采用密码登录，通过密码控

3.1 功能需求分析

制功能对用户进行深一层的保护。

教务管理系统的设计目标是为了提高学校工作效率，
减轻工作压力，满足高校日常教学任务，对各类教学信息进

4 系统总体设计(Overall design of system)
4.1 系统架构总体设计
由于本教务管理系统中很多最终数据需要通过Web进行

类：授课信息、学生信息、选课信息、课程信息、学籍信

发布，所以本系统在校园网的基础上，利用Web服务器发布

息、成绩信息等。通过对系统使用人员的调研，教务管理系

系统。教务管理系统内相关数据通过Web服务器发布到网站

统功能模块设计如图1所示

提供浏览，系统客户对服务器的任何请求均使用表单认证。

m

行合理调配管理使用。一般来说，高校教务信息主要包括几

co

本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总体设计，采用了多层软件构架，基
于校园网/互联网，为学生、教师及教务管理人员提供高效的
网络化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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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管理系统开发的主要目的是为提供基于网络的教务
管理系统，提供方便快捷的管理查询功能，实现自动化、信
息化，减少大量重复性的繁琐的工作[7]。根据功能需求分析，
本系统师生管理、教学管理、成绩管理、课程管理等几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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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功能模块涵括了教务工作的大部分功能。
我们可以把教务管理系统分为五层，首先是基于校园网

环境、操作系统等设置上的基础层、面向业务对象的业务逻
辑层、进行信息交换及统一认证授权的信息整合层、体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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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功能结构图

Fig.1 Function structure chart

能架构的门户服务层以及面向用户的用户层。通过这五层之
间的架构关系，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本教务管理系统的主

口，分别有部门、教师、学生三种身份。本系统主要是针对

要功能模块。也可以明了系统是在校园网的基础上，利用门

四大行政部门、教务员、教师、学生四种使用群体设计，其

户服务层作为对内和对外的窗口，通过浏览器向用户展示信

中教务员在教师的类别下登录。

息，提供服务，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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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管理系统根据使用对象的不同提供了不同的系统入

在学院日常管理中，教务处等部门主要功能是实现师生
信息及教学资源的管理与维护；教师则通过系统实现教学任
务查询、成绩录入、课程管理等功能；学生主要实现网上选
课、成绩查询、教学评价等功能。在互联网的基础上，通过
教务管理系统这个平台，最终实现整个高校管理的自动化、
网络化和规范化，达到最大限度的优化和整合教学资源[5]。

3.2 性能需求分析
(1)多用户、多任务系统
系统用户群庞大，访问量高，系统和服务器要能承受较
大的访问压力。必须稳定可靠，不能经常出现死机现象，要
实现在网络环境下，各类用户可以从各自的客户端根据自身

图2 系统总体架构图

的权限从服务器端的数据中进行录入数据、修改数据、删除

Fig.2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diagram

[6]

数据、信息共享等相关操作 。
(2)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4.2 数据库设计
本系统选择SQL Server 2008数据库存储教务管理系统的

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可以通过限制录入数据类型和取

数据信息基于几个因素：首先SQL Server数据库具备强大的

值范围来保证。所以，系统数据的录入采用表格方式进行。

数据处理能力，可很好的满足教务管理需求。SQL Server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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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测试(Syste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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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Framework for Comparing Automatic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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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上传照片、获取消息等操作，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并发访问延迟测试结果

[J].2016,15(7):70-77.

Tab.1 Concurrent access delay test result

操作项目

系统是否出现延迟

功能任务是否完成

报名端登录

请求无延迟

完成

填报个人信息

请求无延迟

完成

填报论文著作信息

请求无延迟

完成

上传报名照片

发生延迟

延迟后完成

查看消息

请求无延迟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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