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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技能竞赛是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载体，培
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团队协作能力的重要推动力[1][2]。另一方
面随着学科竞赛活动规模扩展，学校竞赛管理人员采用人
工方式管理和组织学科竞赛缺陷日期凸显。学科竞赛管理
人员无法查看指导教师辅导轨迹和学生参加竞赛辅导的
学习轨迹。竞赛信息无法覆盖到绝大部分学生信息，成为
影响竞赛苗子选拔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竞赛系统都缺乏
移动端支持，使得竞赛系统不能在学生群体中得到大范围
推广和使用[3][4][5]。因此基于 Android 的智慧竞赛 APP 设计
和开发具有现实意义。

1 智慧竞赛 APP 需求分析

智慧竞赛 APP 设计与开发延展了竞赛协同管理平台，
使随时随地参与竞赛和管理竞赛的可能成为现实。需求分
析过程中考虑到过多功能影响用户体验这一不理因素，剔
除智慧竞赛协同管理平台中部分使用频率较低的功能需
求，最终得到的智慧竞赛 APP 客户端用例图（如图 1 所示）。

智慧竞赛 APP 需求涉及到技能竞赛管理人员，指导
教师和竞赛学生三类角色。竞赛管理人员角色涉及到的用
例有发布竞赛信息，浏览教师辅导轨迹，浏览学生学习轨
迹和查看统计数据。从这个用例图中可知，整个赛事的发
布是竞赛管理人员负责。当竞赛管理人员发布赛项的同时
将向指导教师和竞赛学生推送这一赛项的推送消息。竞赛
管理人员通过浏览教师辅导轨迹这一用例具体查看每位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的具体事项，实现对教师辅导的精细化
过程管理。此外，竞赛管理人员借助浏览学生学习轨迹这
一用例查看竞赛学生参加竞赛培训，参加竞赛辅导的具体

日期和次数，实现对竞赛学生学习的动态掌控。查看统计
数据用例帮助竞赛管理人员以报表形式查看竞赛统计信
息，如年度竞赛成绩信息等。指导教师相关用例为申报竞
赛指导，发布竞赛指导资料，浏览学生学习轨迹和评价作
品。申报竞赛指导用例要求指导指导具体技能竞赛前须提
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指导学生竞赛，有利于学院和学
校指导教师统筹安排。发布竞赛指导资料用例表示指导教
师在获得指导资格后定期发布相关联赛项的各种辅导资
料，如学习视频和文档等。评价作品用例表示指导教师评
价学生提交竞赛作品。竞赛学生涉及用例主要为参加竞赛
报名，学习竞赛资料和提交竞赛作品。

2 智慧竞赛 APP 架构设计

智慧竞赛 APP 运用分层设计思想，将其分解为界面
层，功能层，中间件层和操作系统层（如图 2 所示）。分层设
计使得开发人员只关注整个结构中的其中某一层，允许用
新的实现来替换原有层次的实现，降低层与层之间的依
赖，有利于标准化和各层逻辑的复用。智慧竞赛 APP 用户
功能层提供 UI 访问的基础功能，主要有用户管理，数据查
询，视频控制与软件升级。用户功能层使用中间件层有消
息推送，数据访问代理，流媒体控制与版本控制。消息推送
中间件封装了基础层中的第三方的百度云推送服务。

数据访问代理中间件借助于基础层所提供的网络层
SOCKET 和 HTTP 协议，利用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SOAP 实
现智慧竞赛 APP 客户端与智慧竞赛协同管理平台之间数
据交换。设计中封装 Util 类实现跟 SOAP 协议相关方法。
从图 3 可知 ，Util 类 中 GetSoapXml 方 法 根 据 协 议 中 的
body 内容封装一个 soap 协议，getSoapBodyElement 方法从
完整的 soap 协议内容中解析出 soap body 内容。NetUtil 方
法中的 sendByPost 方法采用 http post 方式发送 JSon 格式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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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智慧竞赛 APP 重用性和扩展性，充分分析需求分析基础上，采用分层设计思想解耦模块。数据交互上采用轻量级

的简单对象访问协议实现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实现异步数据交互，减轻服务器响应负载，同时也提高了客户端用户体验。数据交互设

计运用观察者设计模式实现了数据响应与多个响应线程之间一对多的依赖关系，以便所有依赖于数据请求对象都能及时刷新。最后

系统设计采用百度推送方式确保消息及时性。系统测试表明上述的智慧竞赛 APP 设计合理，性能良好。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usability and scalability of the APP, we use the hierarchical design idea to decouple the modu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quirements. The lightweight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is used to implement asynchronous data interaction
between client and server, which can reduce the load of server response and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The data interaction design uses
the observer design pattern to achieve a multi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ta response and multiple response threads, so that all
data requests can be refreshed in time. Finally, the system design adopts Baidu push mode to ensure timeliness of the information. The
system test shows that the design of APP is reasonable and the performance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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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OAP 相关类

3 智慧竞赛 APP 数据交换

智慧竞赛 APP 与智慧竞赛协同管理平台之间采用
JSON 方 式 进 行 异 步 数 据 交 换。 JSON 是 一 种 基 于
ECMAScript 的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是一种完全独立
于语言的文本格式。智慧竞赛 APP 客户端中采用 http post
方式实现与服务器的交换。JSON 请求类设计采用观察者
模式（如图 4 所示），通过 SetOnResponseEventListener 方法
实现与 RequestThread 之间通信。RequestThread 负责监听
和处理具体相应请求。

4 智慧竞赛 APP 推送服务

消息推送通过定期传送用户需要的信息来减少信息
过载的一项新技术，根据用户的兴趣搜索、过滤信息，并将
其定期推给用户，帮助用户高效率地发掘有价值的信息。
常见的推送方式有轮询和持久连接方式。轮询方式中客户
端定期向服务器端发送请求，查询数据更新状态。持久连
接方式中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建立长久连接，这样就可以

实现消息的及时行和实时性。
智慧竞赛协同服务平台通过百度消息推送服务将竞

赛相关信息定期推送到智慧竞赛 APP 客户端确保消息及
时性。使用百度推送服务基本流程如下：首先开发者在百
度注册并登陆后，创建一个应用；接着利用百度提供的客
户端 android SDK 编写该应用的客户端程序，将 API Key
写入客户端程序的配置文件；然后利用百度提供的推送平
台向百度的推送服务器发送推送消息的命令，百度服务器
收到命令后向客户端推送消息。该过程也可以由开发者利
用百度提供的 PHP SDK 编写脚本完成，此时需要显式使
用 API Key 和 secret Key，根据推送需求可能还会需要
user id、channel id 以及 tag。智慧竞赛消息推送架构具体
如图 5 所示。

图 5 智慧竞赛消息推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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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基于 Android 的智慧竞赛 APP 采用分层设计思想实
现了松耦合软件设计要求。设计方案中在简单对象访问协
议基础上设计了 NetUtil 和 Util 类构造数据访问中间件，
实现了模块的重用。智慧竞赛 APP 采用百度云推送方式
快速构建了消息推送服务，采用第三方专业推送服务减少
了推送服务器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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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竞赛用例图

图 2 智慧竞赛 APP 分层设计

图 4 智慧竞赛 APP JSON 请求类图

智慧竞赛系统边界
浏览竞赛

信息

参加竞赛
报名

学习竞赛
资料

提交竞赛
作品

浏览学生
学习轨迹 发布竞赛

信息

申报竞赛
指导

评价作品
发布竞赛
辅导资料

浏览教师
辅导轨迹

查看统计
数据

uc Use Case View

竞赛学生

指导教师

竞赛管理人员

用户功能层

中间件层

基础层

ANDROID OS

用户管理 数据查询 视频控制 软件升级

版本控制流媒体控制数据访问代理消息推送

网络层 第三方 数据管理

解析 ProviderSOCKET HTTP 百度云
推送

流媒体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