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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大师之路

序

如何成为一名 Java 程序设计的专家和大师呢？这是困扰程序员、软件工程师和资深
软件工程师的一大难题。很多毕业 5、6 年的软件工程师在有了一定的 Java 程序设计经验
和动手能力之后，往往会遇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技术瓶颈期。很多人在此期间在技术和动
手能力上几乎再也无法得到实质性提高。有的认为程序设计不过如此，发出了“还有什么
我编不了的程序呢？”的疑问；更多的人则厌倦了千篇一律、毫无趣味的程序设计工作，
转行当了项目经理。
这本书就是写给那些有了一定程序设计经验，还没有厌倦程序设计，但是不知道如
何进一步提高的人看的。作为我的目标读者，你们可能更多地是靠个人经验编写 Java 程
序。也许你们编写了很多年程序，积累了丰富的 Java 编程经验，非常熟悉 Java 语法和
J2EE 上的各种开源工具，这也是一部分人之所以骄傲的理由。但是个人经验永远也不能
与积累了几百年或上百年的数学和计算机理论相提并论。后者所提供的方法早就被证明了
是程序设计的最简单、最直接、最容易的方法。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有意识地、系统地使用
你在大学期间学习的计算机科学理论和数学知识指导程序设计（比如你不知道《编译原理》
除了对开发编译程序有用外在一般的程序设计中还有什么用），那么这本书就特别适合你。
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理论在(Java)程序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帮助你突破个人经验的桎梏，深刻理解隐藏在 Java 语法背后的奥秘。希望读完这本书之
后，你能够轻松度过上面提到的那个技术瓶颈期，真正意识到数学和计算机理论的重要作
用，从而为成为 Java 程序设计方面的专家和大师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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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兴趣才是学习的主要动力
你学习计算机科学理论（如数据结构、编译原理等）时是不是很刻苦？先别急着回
答“是”或者“不是”。请先想想学习真的必须是一件“苦”差事吗？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学习不是苦事，难道是一件乐事不成？
与你的想象相反，学习计算机科学理论的确可以成为一件很有趣味很好玩的事情。
无论学习什么，如果你不得不“刻苦”，不得不硬着头皮，结果居然还能学得好、能够学
以致用、能够自愿地钻研它，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从不认为达尔文、牛顿和爱因斯坦会
觉得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是一件苦差事，恰恰相反，他们一定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也许
我们并无雄心去获得象他们那么大的成就，但是享受学习和研究的快乐还是做得到的。
想想看，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认为打电脑游戏是一件苦差事？就连那些最反对子女打
游戏的家长，自己打起游戏来也是乐此不疲、毫不含糊的。我敢说，看我这本书的读者
99%都有过通宵打游戏的经历，99%为打游戏饿过肚子。就连我，昨天晚上在电脑上下围
棋还下到半夜两点半，被我夫人好一通数落。所以说我们打游戏的劲头真的可以用废寝忘
食、通宵达旦来形容。这股子劲头如果用来学习，你的领导、同事、老师或父母一定会感
到非常欣慰。只可惜我们通常是被迫学习的，真正对学习感兴趣的人凤毛麟角。
问题是，为什么打游戏我们就能刻苦，学习就不行了呢？原因很简单：打游戏我们
感兴趣啊。如果学习我们也能感兴趣的话——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就不会需要别人
来督促和鞭策了，我们自己就会自动地学习和钻研！至于“刻苦学习”之类其实误人子弟
的说教，对我们来说就会是一个笑话。
画匠和画家有什么差异？歌星和歌唱家的区别是什么？你想成为一个高级程序员，
还是成为一名程序设计大师？如果你刻苦学习，那么你最多能成为一个好一点的画匠、歌
星或高级程序员。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画家、歌唱家或者程序设计大师，那你必须能够
享受编程所带来的快乐！

1.2. 计算机科学理论的趣味在哪里？
这本书是写给有一定程序设计经验的 Java 软件工程师和资深软件工程师看的。你还
记得计算机科学包括哪些主要分支和科目吗？答案是：
 数据结构
 人工智能
 编译原理
 操作系统
 计算机算法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理论
 模式识别
 计算数学
 高等数学
 离散数学
当然，计算机理论远远不止这些。但是第一，目前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计算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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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就是这些了；第二，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你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有资格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是程序设计大师了。要不要兴冲冲地马上就去约见记者？且慢！学过
与掌握根本就是两回事。你学过《数据结构》是吧？那你说说你在软件公司实际开发软件
项目时，如何使用二叉树及其遍历算法的？傻眼了吧？当年你学过《数据结构》考完试之
后你就把劳什子二叉树丢到爪哇国去了。进公司搞项目开发也全凭个人经验来，反正无非
就是搜索、统计、排序，烦是烦得要死，难却难不到哪去，哪里还用得着什么二叉树！
这就是你只能开发一些普通应用，却不能开发大型应用、大规模应用，不能开发系
统软件、平台软件的原因！你不相信？你会说：“我开发的那些应用也是大规模应用，我
不也搞成了么？也没二叉树什么事！”
唉！一身叹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的那些大规模应用，在大师
（比如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只要你没有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理论做指导，你的那
些大规模应用就像大棚蔬菜上面的薄膜，大是够大的，却没有什么厚度。这么说吧：你一
定很熟悉 Tomcat 吧？你能不能照着 Tomcat 的样子也开发一个应用服务器玩玩？你肯定大
惊失色：那是 Apache 的那帮牛人搞的，我怎么能跟他们比？问题是，Apache 的那帮人固
然很牛，但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也没见头上长了一个角。他们能搞出 Tomcat 以及一大堆
叫人眼花缭乱的系统软件和平台软件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神，而是因为他们用数学和计
算机理论指导了自己的设计和编程。
如果你学会了用数学和计算机理论指导编程，而不是闭着眼睛瞎编，那么你也能搞
出 Tomcat、Eclipse、Struts、Hibernate 或 Spring 等这么复杂的系统、平台或框架出来。即
使开发一般应用，你的程序也会显得简洁、容易扩展、容易阅读、容易排错。你就会明白
程序越简洁、功能反而越强大的道理，以及为什么会有空间效率、时间效率同时提高的事
情发生。

1.3. 本书跟学习计算机理论无关
计算机理论所涉及到的科目有那么多，但是本书并不试图详细讲解这些理论的每一
个方面。这是因为一方面你的教科书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话
这本书就会有好几千页。那么您购买这本书的成本就会跟您一年的大学学费差不多。虽然
我认为花一年的学费学一点真正有用的东西比在大学里忙着追女孩要有意义得多，也有助
于您毕业以后在真正应该追女孩的时候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但问题是您购买这本书的经济
承受力和兴趣也会大大降低。
所以我只是让你体验为什么那些计算机科学理论是有趣的、好玩的，它怎么就帮你
编出别人不能或很难编出的程序。甚至我可能并不一开场就提及那些曾经让你万分讨厌的
概念（比如二叉树）或理论名词，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让你自己（记住：是你自己，而不是
我）发现或者推导出理论。当你体验到了这种快乐，发现自己也可以象福尔摩斯那样进行
推理时，你自然而然就会回头翻出教科书或者上网进行详细学习。就像你打电脑游戏一样，
根本就不需要别人督促你。

1.4. 对你的要求
首先，这本书不是写给程序设计初学者看的。它的目标读者是那些已经很会编程序，
但是想更进一步提高的人。您最好至少自学过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组成。比如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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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什么是二叉树、参数传递、堆栈和补码等。如果你还学习过编译原理、人工智能、高
级程序设计语言理论或计算机算法，那就更好了。你会获得更多的快乐。相反，对于初学
者来说，有很多理论和概念您是不清楚的。一本书如果读不顺畅的话，是很难耐心读下去
的。而“耐心”读书恰恰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
其次，这本书是用 Java 语言写例子程序的。所以你应该比较熟悉 Java 语言了。最好
有两到三年以上 Java 编程经验。能够较深刻地理解封装、继承、接口、重定义等概念。
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写给初学者看的。
第三，你本来就对程序设计有兴趣。只是不知道如何更进一步提高。更关键的是：
你目前还无法做到在程序设计过程中显示地、自然而然地、主动地应用计算机理论和数学
知识。
那是不是说这本书只适合于计算机或相关专业的人呢？不是。因为有很多非计算机
或相关专业的人编程序却很在行，甚至自学了计算机专业的课程。这些自学的人往往比专
业学生更有兴趣学习。我本人虽然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甚至硕士和博士也都是计算机软件
专业毕业，但是其实大多数课程是我自学的。这是因为我对编程太有兴趣了，当年上课的
时候我根本就等不及教师慢悠悠的讲课进度。老师在上面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我在下面已
经看到第八章了。我急于想知道科学家们又讲了什么有趣、好玩的新知识，以至于我可以
用来编出让同学们不可思议的程序。所以专业不专业什么的根本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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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顶向下的程序设计
计算机科学理论就像数学，真正需要你牢记的公理就那么几条，其他的都是定理。
什么是定理？定理就是从公理和概念直接或间接推导出来的结论。我们进行程序设计的第
一条公理就是：程序设计应该遵循自顶向下、先整体后局部的原则。下面让我们看一个求
100 阶乘的简单例子。

2.1. 100 的阶乘
我们来编第一个程序：求 100 的阶乘（即 1×2×3×...×100）的精确解。例如 2!=2，
3!=6，4!=24，……。
2.1.1. 错误的解法
也许对于一个象您这样的熟手来说，求 100 的阶乘是不是太简单了？只需从 1 到 100
连乘 100 次不就行了？您也许一分钟就可以把程序搞定，比如：
例 2.1-1

package com.training.topdown;
public class Factorial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n = 100;
int result = 1;
for(int i = 2; i <= n; i++)
result *= i;
System.out.printf("%d!=%s\n", n, result);
}
}

但是当你真正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它打印出来的结果居然是“100!=0”。哪里出了
毛病？Java 的 int 型只有 4 个字节（32 位），除 1 个符号位外 Java 能表示的最大整数只能
是 231-1，大约是 20 亿。而 13 的阶乘就已经超过 62 亿何况 100？。所以 int 型是远远不够
的。
那么用 long 型行不行？也不行。long 型占 8 个字节。最大的 long 型值是 263-1，约
900 亿亿。这个数虽然已经不小了，但是对于 100 的阶乘来说，恐怕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
因为 900 亿亿不过是 19 个十进制位。而 100 的阶乘有多少十进制位？158 个！
2.1.2. 使用 BigInteger?
对于一个象你一样的 Java 高手来说，问题还是不难解决。你可以使用 BigInteger 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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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类来代替 int，并用 BigInteger 的 multiply()函数代替 int 型的乘法运算即可。比如：
例 2.1-2

package com.training.topdown;
import java.math.BigInteger;
public class FactorialWithBigInteg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n = 100;
BigInteger result = BigInteger.ONE; // 等价于 result = 1
for(int i = 2; i <= n; i++) {
result = result.multiply(new BigInteger(Integer.toString(i))); // 等价于 result *= i
System.out.println(i + "!=" + result);
}
}
}

请比较例 2.1-1 和例 2.1-2，请特别注意例 2.1-2 中的两个注释。虽然我们把数据的类
型从 int 改为 BigInteger，但是程序的逻辑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所以我们进行软件设计
时，就应该按照算法的逻辑进行设计，至于用什么进行实现，是用 int 还是用 BigInteger
相对于设计来说是不那么重要的。也就是说“设计比实现更重要”。以后在提到 Java 的接
口和类时，我们还会讲到这一点。
显然例 2.1-2 的确能够漂亮地给出 100！的精确解。但问题是：第一，不见得每一个
人都象你一样那么熟悉 Java。也许有人不熟悉 BigInteger；第二，更重要的是，BigInteger
是一个恒类（immutable class，参见 2.1.4），即类的域（field）或者说状态永久保持不变。
所以 BigInteger 对象本身是不会保留 multiply()运算的结果的。要想得到乘法的结果，只
能在函数返回时返回一个新的 BigInteger 对象。
所以每一次 result 和 i 相乘（即调用 multiply()）都会导致 Java 虚拟机 JVM 在内存中
构造一个新的 BigInteger 对象。由于要表示大整数，BigInteger 对象是很耗内存的。更重
要的是，新的 BigInteger 对象将立刻被赋值给变量 result（即 result *= i）
，这样 result 中原
来保留的老的 BigInteger 对象就被覆盖（将被自动垃圾回收）。从而导致每一轮循环都要
进行一次内存请求和回收，不停地来回折腾。当然回收行为的真正发生时间可以推迟到
JVM 空闲的时候由 Java 自动进行，但是第一，这毕竟是 JVM 的一个负担；第二，内存请
求则是不可推迟的，必须当场得到回应。这意味着被占用的内存数量会越来越大。
2.1.3. 自己定义状态可变的大整数
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状态可变的大整数类型 MutableBig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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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含有三个主要方法：
 multiply(int num)用来把当前大整数与一个 int 型整数 num 相乘，结果将保留
在当前大整数中。所以这个函数的返回类型是 void。这与 BigInteger 的
multiply()函数不同。
 toString()用来把当前大整数转换成一个字符串从而方便打印输出。
 带一个 int 型参数的构造函数。这个参数表示这个大整数的初值。
例 2.1-3

package com.training.topdown;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 可改变状态的大整数 ***************/
public class MutableBigInt {
List<Integer> digits = new ArrayList<Integer>();
/*************** 构造函数 ***************/
public MutableBigInt(int value) {
digits.add(value);
}
/*************** 乘法函数***************/
public void multiply(int value) {
int more = 0;
for(int i = 0; i < digits.size(); i++) {
int mul = digits.get(i) * value + more;
digits.set(i, mul % 10);
more = mul / 10;
}
while(more > 0) {
digits.add(more % 10);
more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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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为字符串以方便打印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
for(int i = digits.size() - 1; i >= 0; i--)
sb.append(digits.get(i));
return sb.toString();
}
}
然后我们把例 2.1-1 中 result 的类型改为 MutableBigInt，并用 multiply()函数调用替换
“*=”运算即可。结果如下：
例 2.1-4

package com.training.topdown;
public class FactorialWithMutableBigIn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n = 100;
MutableBigInt result = new MutableBigInt(1);
for(int i = 2; i <= n; i++)
result.multiply(i);

// 乘法的结果将替换 result 中原来的大整数

System.out.printf("%d!=%s\n", n, result);
}
}
上述方法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了“*=”运算的含义。即把当
前整数与另一个整数相乘，乘得的结果还要替换掉原来被乘数。
2.1.4. 关于恒类（immutable class）
恒类的一个特点是：这样的类的属性i的值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一个推论是：恒类中
只有 getter 函数，而没有 setter 函数。换句话说，你可以获得恒类对象的属性，但是不能
改变它。恒类的属性的初值一般是由构造函数设置的。
比 如 ， Number 的 八 个 常 用 子 类 Integer 、 Float 、 Long 、 Double 、 Byte 、 Short 、
i

属性，有的教材称为实例变量或者成员变量。本书无差别地使用这三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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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Integer、BigDecimal 等都是恒类。String 和 Boolean 也是。你不可能改变这些对象内的
任何一个属性的值。Number 的另外两个子类 AtomicInteger 和 AtomicLong 不是恒类，你
可以改变其中某些属性的值。
String 也是恒类。这使得两个字符串的拼接等运算很耗时，因为我们必须用第三个
String 对象来保存运算的结果。比如设有字符串 a =“abc”和 b = “def”，则 a + b 的结果是
“abcdef”。但是这个结果既不能保存在对象 a 中，也不能保存在对象 b 中。原因是字符串
对象内虽然的确存在着一个字符数组类型的属性保存了字符串中所有字符的值，问题是你
不可能改变该属性的值从而改变字符串的内容。
一个补救的办法是使用 StringBuilder。后者提供了一堆的方法方便您在一个字符串的
前面、后面或中间插入或删除一个或若干个字符。只需最后调用 toString()方法就能把一
个 StringBuilder 对象转化为一个字符串对象。幸运的是：现在绝大多数 Java 编译器都自
动地把字符串先转化为 StringBuilder 对象，然后再执行拼接等操作。也就是说设有两个字
符串 a 和 b，则 c = a + b 被编译成：
例 2.1-5

StringBuilder sa = new StringBuilder(a);
c = sa.append(b).toString();

既然恒类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不能改变内部状态、必须寻找另外的空间存贮运算结
果等等），为什么 Java 还提供恒类呢？这是因为：第一，我们可以保证恒类对象上的函数
没有副作用（Side-effect）。假设变量 a 和 b 分别指向一个 BigInteger 类型的对象，则只要
a 和 b 不变，运算 a.multiply(b)的结果也永远不变。这个性质对于一些与数学有关的对象
很重要。与之相反 System.currentTimeMillis()函数就是有副作用的，因为每次调用它返回
的结果都不一样。副作用的另一个含义是，这样的函数必然会改变某个成员变量或类变量
的值。
第二，两个相同恒类类型的对象可以共享数据结构而不会产生问题。例如字符串的
拼接操作可以这样定义：如果两个字符串 a 和 b 中的任何一个字符串（假设 a）是空字符
串，则 a+b 的结果就是 b 而不必另行构造一个与 b 相同的新字符串。注意：这样的优化并
非仅仅对 String 有效，对包括 BigInteger 在内的所有恒类类型来说共享数据结构都不会有
问题。比如 BigInteger 的 multiply(b)来说，如果 b 的值等于 1 则直接返回 this 即可。
有人可能怀疑说：“两个对象共享数据结构，线程安全方面会不会有问题？”。我非
常赞赏怀疑精神，能独立问出这样问题的人绝不会是一只菜鸟。对于恒类对象来说，其状
态是永久不变的，所以即使有多个线程同时读取同一个对象的状态，也不会有问题。
2.1.5. 通过这个例子你学到了什么？
即使是计算 100 的阶乘，算法的结构与计算 5 的阶乘的算法相比也仅仅是把 int 换成
了一个我们自己另外定义的类 MutableBigInt 而已。所以首先请把复杂性放到一边，尽量
先把程序的框架结构理清楚，而不必关心细枝末节。
在考虑程序各模块的结构和相互关系时，应该首先考虑主程序，然后再考虑被主程
序调用的其他程序。即应该遵循自顶向下、先整体后局部的顺序。在没有 MutableBigInt
时，我们可以在 main()函数中用 int 代替它，先把程序的框架搭好。然后再考虑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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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bleBigInt 中要用到哪些函数，以及每个函数的参数和返回类型。至于每个函数内部
实 现 的 细 节 应 该 留 到 编 写 MutableBigInt 类 时 再 考 虑 。 即 应 该 首 先 考 虑 函 数 的 签 名
(Signature，也称为函数头)，然后再考虑函数的实现。

2.2. 五猴分桃问题
有五只猴子上山采桃。忙活了一天以后他们采了一大堆桃子。正当他们决定分桃的
时候天黑了，他们决定第二天再来分桃子，现在各自回家休息去吧！第二天一早，第一个
猴子来了。他等了一会儿，心想：“与其等他们不到，不如我现在就分桃吧。还能省点时
间呢！”于是他把桃子分成了相等的五堆。最后发现还多出一只桃子。他想：“这多出的桃
子当然应该属于劳苦功高的我喽！”于是他吃了那只桃子，然后抱起属于自己的那一堆桃
子，走了。
过了一会第二只猴子来了。他并不知道第一只猴子来过。他等了一会不见有其他猴
来于是也把桃子分成了五堆。也发现多出一只桃子。于是他老实不客气地也吃了那只桃子，
然后抱起一堆桃子，走了。
之后第三、第四乃至第五只猴子也干了同样的事情：把剩下的桃子分成相等的五堆，
发现多了一只桃子，吃了它，抱起一堆桃子，然后拜拜。
问题是：请编写程序计算最初有几个桃子？
2.2.1. 一个容易的解法
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解法是把桃子的总数 peaches 从 1，2，3，…，开始每次加一的循
环。直到遇到第一个能被猴子分光的数。按照自顶向下的考虑顺序，这个程序的主函数应
该是这样的：
例 2.2-1

package com.training.topdown;
public class MonkeyAndPeach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peaches = 1;

// 桃子的总数

while(true) {
if(isDistributable(peaches)) { // 如果这么多桃子可以被 5 只猴子分掉
System.out.println("The number of peaches is " + peaches);
break;
}
peaches++;

// 否则桃子的数目加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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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例 2.2-1 中黑体标示的 isDistributable()函数。这个函数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编写。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主函数中引用它。自顶向下的程序设计方法就是要我们关注被调用函
数的功能，而不去关心它的实现。这里 isDistributable(peaches)函数的含义很清晰，就是判
断 peaches 个桃子能否被猴子们分掉（可见给函数取个好名字是多么重要）。如果能，就
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这样 main()函数的算法流程是不是很清晰、易懂？如此清晰简
洁的流程也为我们以后排错或增加新的功能提供了便利。
但是很多人（包括那些很会编程序的熟手）却习惯于先编写小的、次要的、被调用
的函数，然后再去编写大的、主要的、调用函数的函数。这种习惯就好比做房子先垒砖头
后搭框架一样。也许这并不妨碍你做出小磨房、小牛棚，但想做出摩天大楼、高速公路、
长江大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定要先有规划和框架，然后再关注细节。
因为我们几乎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肯定主函数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精力
集中到 isDistributable()函数上去，专门研究 n 个桃子能否被五个猴子分掉。
我们看看每个猴子是怎么办事的？无非就是吃掉了一个桃子，然后把剩下的桃子分
成了五等份还拿走了其中一等份。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桃子可能无法五等分，程序应该就在
这里返回 false。所以 isDistributable(peaches)函数可以这样编写：
例 2.2-2

…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Distributable(int peaches) {
for(int i = 0; i < 5; i++) {

//循环五次

peaches--;

//吃掉一个桃子

if(peaches % 5 != 0)

//桃子能不能 5 等分？

return false;
peaches -= peaches / 5; // 拿走五分之一
}
return true;
}
…
我们把 isDistribute 函数加入到例 2.2-1 的类 MonkeyAndPeach1 中去，然后运行这个
类就可以得到正确结果。答案是 3121。
2.2.2. 一点改进——考虑任意个猴子
如果是六个、七个、八个甚至任意多个猴子分桃呢？由于上述自顶向下的程序设计
思路非常清晰，所以我们只需要在 isDistributable()函数中增加一个参数 monkeys 用来表明
有多少个猴子即可。则代码可以很容易地改为：
例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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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Distributable(int peaches, int monkeys) {
for(int i = 0; i < monkeys; i++) {
peaches--;
if(peaches % monkeys != 0)
return false;
peaches -= peaches / monkeys;
}
return true;
}
…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良好的程序结构是如何有助于我们增加功能的。
2.2.3. 第二点改进——加大步长
由于第一个猴子是吃了一个桃子，剩下的桃子五等分的，所以桃子的个数必定是
5K+1，其中 K=1，2，3，…。所以主函数中循环变量的步长可以改为 5：
例 2.2-4

public class MonkeyAndPeach2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peaches = 1;
while (true) {
if (isDistributable(peaches, 5)) {
System.out.println(“The number of peaches is “ + peaches);
break;
}
peaches += 5;

// 步长从 1 改为 5，运行速度提高到约 5 倍

}
}
…
}
这等于程序的速度提高了约 5 倍！其中的 while 循环要执行 625 次，而上个算法要执
行 3121 次。现在你是不是觉得深入地思考一个程序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点好玩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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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逆向思维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第一个猴子开始考虑呢？我们也可以从最后一个猴子开始考虑。
假设最后一个猴子走了之后剩下的四堆桃子里每一堆有 n 个桃子，则他来之前桃子就有
5n+1 个。我们然后计算第四、第三、第二、第一个猴子来之前的桃子总数即可。我们把
这种计算用 getPeaches(currentPeaches)函数表示。其中 currentPeaches 表示最后一个猴子分
桃之前的桃子总数。返回结果是第一个猴子分桃之前的桃子总数。如果是 0，则意味着根
据当前 currentPeaches 无法计算，否则大于 0 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最初的桃子数。代码如
下：
例 2.2-5

package com.training.topdown;
public class MonkeyAndPeach3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pilePeaches = 1;
while (true) {
int peaches = getPeaches(5 * pilePeaches + 1);
if(peaches > 0) {
System.out.println("The number of peaches is " + peaches);
break;
}
pilePeaches++;
}
}
public static int getPeaches(int currentPeaches) {
for(int i = 0; i < 4; i++) {
if(currentPeaches % 4 == 0)
currentPeaches = currentPeaches / 4 * 5 + 1;
else
return 0;
}
return currentPeach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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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 while 循环仅需执行 255 次即可。
2.2.5. 数学解
这个有趣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数学解。你只需要借给这群猴子 4 个桃子，从
而保证了第一个猴子能够五等分所有的桃子。第一个猴子抱走一堆桃子后，你发现他并没
有比以前多拿桃子，你借给他们的 4 个桃子又传给了第二个猴子，…，以此类推，每个猴
子都能五等分所有的桃子。最后你再拿走借给他们的 4 个桃子。所以你出借 4 个桃子之后，
这堆桃子能够 5 次被 5 整除，所以答案就是 55×K – 4 个桃子，其中 K=1，2，3，…。最
少应该有 55 – 4 即 3121 个。这正是我们要的答案。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解决五
猴分桃问题，而是掌握自顶向下的程序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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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递归程序设计
递归函数就是指函数自己调用自己。如果一个函数直接调用了自己那这种递归就是
直接递归。如果通过其他函数间接地调用了自己那就是间接递归。有趣的是，不管是直接
递归、间接递归还是函数之间的普通调用，计算机内部都是统一处理的，甚至根本就不区
分某个函数调用是递归的还是非递归的。这个问题与函数调用和参数传递机制有关，其中
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和结论，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提到。

3.1. 递归和数学归纳法
3.1.1. 第一个例子——Hanoi 塔
递归程序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 Hanoi 塔（中文翻译为河内塔或汉诺塔）问题。这里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有三根杆子 A、B、C。A 杆上套有若干中间有孔的碟子。碟子的直径大小不一，并
且小的碟子垒在大的碟子上呈金字塔状（参见图 3.1-1）。规则允许你从任何一个杆子上取
最上面一个碟子然后移到另外任何一个杆子上，条件是这个碟子不能比它下面的那张碟子
大。游戏的目的是把所有碟子从 A 杆全部移到 C 杆上。

图 3.1-1 Hanoi 塔问题

有很多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教材都把 Hanoi 塔作为第一个递归程序的例子介绍给大
家。比如一个 C 语言的例子是：
例 3.1-1

void move(char from, char to, int dish) {
printf(“move %d from %c to %c\n”, dish, from, to);
}
void hanoi(char a, char b, char c, int n) {
if(n == 1)
move(a, c, 1);
else {
hanoi(a, c, b, n-1);
move(a, c, n);
hanoi(b, a, c,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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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遗憾的是，在我所认识的几千个同事、同学、朋友和学生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
第一眼看到这个程序时就能够独立地理解它。当然现在你可能已经觉得这个程序实在是太
简单了，但是你真地了解递归程序背后的数学原理吗？
3.1.2. 递归背后的数学原理
还记得你初中、高中时代怎么使用数学归纳法的吗？比如你用数学归纳法如何证明
前 n 个奇数的和等于 n2？即：
1+3+5+…+(2n-1) = n2
第一步，当 n=1 时，1=12 成立。
第二步归纳假设，设 n=k 时，等式成立。即
1+3+5+…+(2k-1) = k2
最后一步推导，当 n=k+1 时，等式的左边是
1+3+…+(2k-1)+(2k-1+2)
= k2+2k+1
= (k+1)2
与右边相等。所以原等式对于任意自然数 n 成立。
也就是说，数学归纳法要走三步：第一步，边界条件上的证明，即证明原问题在参
数边界上（如上例中的 n=1）成立。这一步往往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般可以直接得出结
论。第二步是归纳假设。即假设当参数更接近边界时（比如上例中 k 比 k+1 更接近 1）结
论成立。第三步推导，根据第二步的假设推导出结论也成立。
奇妙的是，递归程序设计的步骤与之一一对应也分为三步：
1) 找到参数的边界条件，计算边界条件成立时的输出。这一步往往不需要复杂的
计算，一般可以直接输出结果。
2) 递归假设。假设函数在参数更接近边界时能够得到期望的输出。程序设计难道
可以假设？是的，可以假设。这就是计算机科学的魅力。
3) 推导。根据第二步的假设计算函数的输出。
所以只要确定好函数的参数，然后按照这三步编程就能写出比较漂亮又好理解的递
归程序。
3.1.3. Hanoi 塔问题的递归解
考虑 Hanoi 塔问题。第一步，请问在什么情况下 Hanoi 塔问题最容易解决？那当然
是只有一个碟子的情况。这时只要直接把那张碟子从 A 移到 C 杆上即可。
第二步递归假设。一般地，递归假设时，参数或参数组合应该比原参数更接近于边
界。在 Hanoi 塔问题中，碟子的个数为 1 时是边界条件，所以可以假设碟子的个数是 n-1
时我们可以任意地把这 n-1 张碟子从一个杆移到另一个杆。n 是原来碟子的个数。
你可能会问，我怎么把这 n-1 张碟子从一个杆移到另一个杆呢？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这是假设的。我完全可以假设太阳是黑的，地球是方的。说到底，那只是假设而已！
第三步，推导。根据第二步的假设，我们可以把 n-1 张碟子从任意一个杆移到另一
个杆。所以我们可以把 A 杆上最下面的那张最大的碟子排除在外，先把它上面 n-1 张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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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 B 杆上。参见图 3.1-1 和图 3.1-2。

图 3.1-2 n-1 张碟子先从 A 杆移到 B 杆

接下来把最大的那张碟子从 A 杆直接移到 C 杆。参见图 3.1-3。

图 3.1-3 最大的碟子从 A 杆直接移到 C 杆

最后再把 B 杆上的 n-1 个碟子全部移到 C 杆上。参见图 3.1-4。

图 3.1-4 n-1 张碟子再从 B 杆移到 C 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 C 语言写的 hanoi 塔程序，就会有新的认识：
例 3.1-2

void hanoi(char a, char b, char c, int n) {
if(n == 1)

// 递归边界，一张碟子最好移动，直接从 a 移到 c 即可。

move(a, c, 1);
else {
hanoi(a, c, b, n-1);

// 递归假设，n-1 张碟子可以从 a 移到 b，c 是过渡。

move(a, c, n);

// 把编号为 n 的碟子从 a 直接移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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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oi(b, a, c, n-1);

// 递归假设，n-1 张碟子再从 b 移到 c，a 是过渡。

}
}
一般地，对边界条件的判断应该放在递归假设之前进行。就像数学归纳法必须首先
保证要证明的定理/公式在边界条件上成立，然后我们才能进行归纳假设。所以边界条件
的判断和处理也应该在递归假设之前进行。这是递归能够正常终止的前提。
在 Hanoi 塔例子中，对边界条件的判断就是在函数的开始处首先执行的。这种现象
在递归程序中非常普遍。

3.2. 一些有趣的递归程序
3.2.1. 字符串通配符匹配
假设“*”可以匹配 0 个或 0 个以上的字符，“?”可以匹配且仅匹配一个字符。请写
一个递归函数 match(pattern, str)判断字符串 str 是否与模式 pattern 匹配。我们按照递归程
序三部曲来考虑这个函数。
第一，边界条件。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判断 str 是否与 pattern 匹配？显然，如
果 str 是个空字符串的话，那 pattern 也必须是个空字符串两者才能匹配。反过来，如果
pattern 是 个 空 字 符 串 的 话 ， 那 它 也 只 能 和 空 字 符 串 匹 配 。 所 以 这 个 边 界 条 件 是
str.isEmpty()或 pattern.isEmpty()。
第二，递归假设。假设在 pattern 或者 str 比原来少一个字符情况下 match 函数总能正
确地判定二者是否匹配。
第三步，推导。我们可以考虑 pattern 的第一个字符，根据它是否是通配符决定是否
把 str 的第一个字符删除。由于 pattern 和 str 两者中至少有一个其头字符被删除，根据第
二步递归假设，match 函数可以判定剩下的字符相互之间是否匹配（因为这样更接近于边
界）。这样我们就能判定原 pattern 和 str 之间是否匹配。代码如下：
例 3.2-1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public class StringMatch {
public static boolean match(String pattern, String str) {
if(pattern.isEmpty()) // 边界条件之一
return str.isEmpty();
if(str.isEmpty())

// 边界条件之二

return pattern.isEmpty();
switch(pattern.charAt(0)) { // 根据头字符的不同分别处理

24

Java 大师之路

第三章 递归程序设计

case '?':
return match(pattern.substring(1), str.substring(1));
case '*':
return match(pattern.substring(1), str) || match(pattern, str.substring(1));
default:
return pattern.charAt(0) == str.charAt(0)
&& match(pattern.substring(1), str.substring(1));
}
}
}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字符串处理既耗时间又耗内存。我们可以在 StringMatch 中
增加一个重载的 match 函数：
例 3.2-2

private static boolean match(String pattern, int patternFrom, String str, int strFrom) {
…
}
其中 patternFrom 用来指明模式串从 pattern 的第几个字符开始；strFrom 用来指明字
符串从 str 的第几个字符开始。把这个函数用类似于例 3.2-1 那样的方法做成递归函数。然
后令 match(String pattern, String str)函数直接调用 match(pattern, 0, str, 0)即可。这样运算时
就不需要调用 String.substring()函数。完整代码如下：
例 3.2-3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public class StringMatch2 {
public static boolean match(String pattern, String str) {
return match(pattern, 0, str, 0);
}
private static boolean match(String pattern, int patternFrom, String str, int strFrom) {
if (patternFrom >= pattern.length())
return strFrom >= str.length();
if (strFrom >= str.length())
return patternFrom >= pattern.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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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pattern.charAt(patternFrom)) {
case '?':
return match(pattern, patternFrom + 1, str, strFrom + 1);
case '*':
return match(pattern, patternFrom + 1, str, strFrom)
|| match(pattern, patternFrom, str, strFrom + 1);
default:
return pattern.charAt(patternFrom) == str.charAt(strFrom)
&& match(pattern, patternFrom + 1, str, strFrom + 1);
}
}
}

3.2.2. 兔子
一对刚出生的小白兔两个月后就成熟并生下一对兔子，之后每个月都能生一对兔子。
现在给你一对刚出生的小白兔，问 n 个月后有几对兔子？
显然，递归边界是 n=0 或 1。递归假设也很好做。下面考虑推导。当 n>2 时，每个
月的兔子总数由上个月的兔子总数和本月新出生的兔子组成。而本月新出生的兔子数与两
个月前的兔子总数相同，因为那时即使是刚出生的兔子现在也成熟了。所以，本题的解就
是著名的斐波纳奇（Fibnacci）数列：
例 3.2-4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public class Rabit {
public static int getRabits(int n) {
switch(n) {
case 0:
case 1:
return 1;
default:
return getRabits(n-1) + getRabits(n-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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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递归程序中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例如为了计算 getRabits(5)就要计算 getRabit(4)
和 getRabit(3) ， 而 为 了 计 算 getRabits(4) 就 要 计 算 getRabit(3) 和 getRabit(2) ， 其 中
getRabit(3)就被重复计算了。这就导致运算速度的下降。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在计算过程
中保留中间计算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 7.1 节解决。
3.2.3. 组合和排列
3.2.3.1. 组合
从 5 个不同的小球里任取 3 个的组合有多少？这是一个典型的组合问题，答案是 C(5,
2)即 10 种。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要用数学方法求组合的解，而是要求编写一个递归函数
combination(m, n)以求得从 m 个小球里任取 n 个的组合数，其中 n ≥ m 始终成立。
我们根据递归程序三部曲来考虑这个函数。
第一，递归边界。在什么情况下，组合数可以直接求得，而不必进行递归？显然当
n=0 时，不论 m 等于多少，组合数都是 1。把 n=0 作为递归边界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
还有其他边界则也应该考虑在内。更多的边界将有助于程序在递归过程中更快地接近边界
从而有助于程序速度的提高和减少占用内存。我们考虑 n=1，这也是一种简单情况。此时
组合数等于 m，也能直接得到答案而不用递归。另外如果 n=m，则意味着把所有的小球
都选中，这样的组合数只有 1 个。
第二，递归假设。我们假设只要把 m 和 n 做更接近于边界的变化，则组合数总能求
得出来。
第三，递归推导。我们把最后一个小球 Z 拎出来单独考虑。如果最后取出来的 n 个
小球里不包含 Z，这种情况相当于从 Z 之前的 m-1 个小球里取 n 个，根据递归假设，共有
combination(m-1, n)种组合。反之，如果取出来的 n 个小球里包含 Z，这种情况相当于从 Z
之前的 m-1 个小球里取 n-1 个然后和 Z 一起组成 n 个小球的组合，根据递归假设，共有
combination(m-1, n-1)种组合。所以递归程序形如（为了可读性，我用 total 代替 m，用
select 代替 n）：
例 3.2-5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public class Combination {
public static int combination(int total, int select) {
switch(select) {
case 0:
return 1;
case 1:
return total;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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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elect == total)
return 1;
return combination(total-1, select-1) + combination(total-1, select);
}
}
}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没有学过数学，我们也知道 C(m, n) =
n)。参见例 3.2-5 的最后一个 return 语句。让我
们象中国古代科学家杨辉那样把所有组合数按 m m=0
的不同分行排列，就会得到如图 3.2-1 那样的杨 m=1
1
辉三角。根据上述公式，我们知道每个组合数都 m=2
m=3
1
等于它肩膀上的两个数的和。计算机的递归理论
m=4
1
4
和数学得到同一个结论，这是证明科学理论殊路
同归的又一个例子。

C(m-1, n-1) + C(m-1,
1
1

1
2

3

1
3

6
……

1
4

1

图 3.2-1 杨辉三角

3.2.3.2. 排列
排列和上节中的组合非常相似，不同的是 1）n=m 不能作为边界；2）第三步推导略
有不同：如果最后一个小球 Z 被选中，那它与其他 n-1 个被选中的小球之间有 n 种不同的
排列。即 Z 可以排在第 1 个小球之前、第 2 个小球之前、…、第 n-1 个小球之前、或者第
n-1 个小球之后，共 n 种情况。所以求排列数的程序是（为了可读性，用 total 代替 m，用
select 代替 n）：
例 3.2-6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public class Permutation {
public static int permutation(int total, int select) {
switch (select) {
case 0:
return 1;
case 1:
return total;
default:
int result = select * permutation(total - 1, select - 1);
if (total > select) {
result += permutation(total - 1,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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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result;
}
}
}

3.2.4. 人字形的铁路
如图 3.2-2，有一段“人”字形的铁路，火车只能从右边铁路线驶进，并且只能从左
边铁路线驶出。驶进来的火车可以停在“人”字形的上半部分（直线）铁路线上，从而让
后进来的火车先从左边铁路线驶出。当然它也可以进来之后不作停留直接驶出。假设右边
有 n 列火车，问从左边驶出的 n 列火车的排列有多少种？

图 3.2-2 “人”字形铁路问题：火车只能右边进左边出

比如假设右边有 3 列火车 A、B、C，则从左边驶出的火车的排列只有 5 种：ABC、
ACB、BAC、BCA 和 CBA。3 列火车的所有 6 种排列里唯有 CAB 是不可能的。
这一题的递归边界和假设都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推导。与 3.2.2 节的排列组合一样，
我们可以把一列火车拎出来单独考虑。只不过，在排列组合那一题中我们考虑的是最后一
个小球，而在这一题中，我们考虑的是第一列火车。假设第一列火车第 i 个驶出（i=1，
2，…，n），则排在它之前驶出的火车有 i-1 辆。这一题的巧妙之处就在于这 i-1 辆排在它
之前驶出的火车恰好在驶入时是排在第一列火车之后的 i-1 列火车。也就是说，第一列火
车要想第 i 个驶出，则紧随其后的 i-1 列火车必须先驶出，剩下的 n-i 列火车必须在它之后
驶出。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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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人”字形铁路问题：第一列火车要想第 i 个驶出，则它随后的 i-1 列火车必须先驶出

为什么？因为第一列火车要想第 i 个驶出，则它进入“人”字形铁路后就必须停在
直线铁路上直到有 i-1 列火车驶出。问题是第一列之后的火车要么不驶入，要么必然比第
一列火车先驶出，后进先出嘛！所以最后驶入的 n-i 列火车必然在第一列火车之后驶出
“人”字形铁路，否则就会导致第一列火车之前会有多于 i-1 列的火车驶出。
根据递归假设，先驶出的 i-1 列火车有多少种排列以及后驶出的 n-i 列火车有多少种
排列我们都是能计算出来的。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这是递归假设。所以递归程序就是：
例 3.2-7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public class Train {
public static int get(int trains) {
if (trains < 2)
return 1;
int result = 0;
for (int i = 1; i <= trains; i++)
result += get(i-1) * get(trains-i);
return result;
}
}
是不是不可思议的简单？这就是递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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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五升的杯子和三升的杯子倒出四升水
给你一大一小两只没有刻度的杯子，大杯子的容量是 5 升，小杯子的容量是 3 升。
你能用这两只杯子倒出 4 升水来吗？
这一题有两个参数 water1 和 water2。water1 表示大杯子中目前的水量，water2 表示
小杯子中目前的水量。water1 和 water2 的初值都是 0，表示杯子中没有水。我们首先考虑
递归边界：water1 和 water2 满足什么条件时我们可以直接给出答案而不用进行递归？显
然，water1 和 water2 只要有一个等于目标水量即 4，那么我们就有了这么多水，不用再倒
来到去了。
递归假设是只要 water1 或 water2 比原值更接近目标水量，那么我们就能判断它能否
倒出那么多水。
递归推导要分为八种情况考虑：
 如果一个杯子不满，那么我们可以给它装满水。因为有两只杯子，所以这有两种
情况；
 如果一个杯子里有水，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倒空，这也有两种情况；
 把一个杯子里的水全部倒到另一个杯子里去，前提是两个杯子中的水的总量小于
等于后者的容量从而不会让后者漫出来。这也有两种情况；
 把一个杯子里的水往另一个杯子里倒，把后者装满，同时前者还留一点水，前提
是两个杯子中的水总量大于后者的容量。这也有两种情况。
递归推导时就按照这八种情况分别考虑就可以了。
3.2.5.1. 错误的递归
我们首先给出主程序，参见例 3.2-8。主函数将调用 pourWater(c1, c2, g)子函数用以
测试用容量分别是 c1 和 c2 的两个杯子是否能够倒出 g 升水出来。pourWater()函数将用输
入的三个参数构造一个 Water 对象，通过调用该类对象的 pour()方法判断倒水是否成功。
例 3.2-8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public class Wat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ourWater(5, 3, 4);
pourWater(5, 4, 2);
pourWater(6, 9, 2);
pourWater(6, 9, 3);
}
private static void pourWater(int capacity1, int capacity2, int go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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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water = new Water(capacity1, capacity2, goal);
System.out.printf("capacity1 = %d, capacity2 = %d ==> goal: %d. Is it possible? %s!\n",
capacity1, capacity2, goal, water.pour() ? "Yes" : "No");
}
}
根据上一小节的考虑我们安排 pour()函数调用重载函数 pour(water1, water2)，其中
water1 和 water2 分别是当前两个杯子中的水量。pour(water1, water2)是一个递归程序，见
例 3.2-9。注意： Water 类中有三个成员变量保留两个杯子的容量和目标水量，因为
这三个值相对于函数 pour()的每次调用来说是不变的，这就是之所以把他们放在成员变量
中而不是作为参数进行传递的原因。
例 3.2-9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public class Wat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rivate static void pourWater(int capacity1, int capacity2, int goal) {…}
int capacity1, capacity2; // 两个杯子的容量
int goal;

// 目标水量，要倒出多少水

public Water(int capacity1, int capacity2, int goal) {
this.capacity1 = capacity1;
this.capacity2 = capacity2;
this.goal = goal;
}
public boolean pour() {
return pour(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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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boolean pour(int water1, int water2) {
if(water1 == goal || water2 == goal)
return true;
if(water1 < capacity1 && pour(capacity1, water2))
return true;
if(water2 < capacity2 && pour(water1, capacity2))
return true;
if(water1 > 0 && pour(0, water2))
return true;
if(water2 > 0 && pour(water1, 0))
return true;
int total = water1 + water2;
if(total <= capacity2) {
if(pour(0, total))
return true;
} else {
if(pour(total - capacity2, capacity2))
return true;
}
if(total <= capacity1) {
if(pour(total, 0))
return true;
} else {
if(pour(capacity1, total - capacity1))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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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归函数 pour(water1, water2)几乎是完全按照上一小节的讨论编写的，但这个解对吗？
一旦你运行这个程序你很快就会发现它抛出了 StackOverflowError。 这意味着递归没有中
止，换句话说，递归边界（water1 == goal || water2 == goal）永远无法到达。
3.2.5.2. 新参数组合一定要更接近于边界
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以例 3.2-9 中 pour(water1, water2)函数的第一个 if 为例，递
归调用 pour(capacity1, water2)中的参数组合（capacity1, water2）一定会比原参数组合
（water1, water2）更接近边界吗？显然不一定。这就是错误的根源。递归时一定要保证新
的参数组合要比原来的参数组合更接近于边界。否则参数组合就会出现从（0，0）（5，
0）（5，3）（0，3）（0，0）…的无限循环。
而如果你能保证新产生的参数组合比原参数组合更接近于边界，则上述循环是不可
能产生的。在本章前面的例子中，无论是 Hanoi 塔、字符串匹配、兔子问题、排列组合还
是“人”字形铁路问题，递归中新的参数或参数组合总是比原来的参数或参数组合更接近
于边界。比如 Hanoi 塔问题中表示碟子个数的第四个参数 n（例 3.1-2）总是在不断地减一，
因而绝对不会出现参数重复。
3.2.5.3. 保存状态法
如果你无法保证新参数组合更接近于边界，怎么办？这恰恰是人工智能所要回答的
一个重要问题，即：当状态出现重复时，我们该怎么办？从这个意义上讲，递归其实是人
工智能搜索方法的一个特例（实际是深度优先搜索的一个特例，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不同科
学理论殊路同归的性质）。我们在后面关于人工智能的章节中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参数重复，则意味着到目前为
止的递归路径其实是行不通的，注定要回到原点重新再来。所以我们可以把参数组合保存
下来，一旦递归过程中发现当前参数组合与保存的某个参数组合相同，我们就终止递归避
免出现无限循环。如果我们把参数的组合称为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个状态，则我们把这种
保存参数组合的方法称为保存状态法。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把参数 water1 和 water2 封装到类 State 中，然后在递归函数中
增加一个参数 visited 用来保存访问过的参数组合。注意，为了能够判断两个状态是否相
等，我们要重定义 State 的 hashCode()和 equals(Object)函数（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谈到）
。
这样我们的程序就被改成：
例 3.2-10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import …;
public class Wat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rivate static void pourWater(int capacity1, int capacity2, int go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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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apacity1, capacity2; // 两个杯子的容量
int goal;

// 要倒出多少水

public Water(int capacity1, int capacity2, int goal) {…}
private static final class State {
int water1, water2;
State(int water1, int water2) {
this.water1 = water1;
this.water2 = water2;
}
@Override
public int hashCode() {
return (water1 << 16) | water2;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 {
if(!(obj instanceof State))
return false;
State st = (State)obj;
return this.water1 == st.water1 && this.water2 == st.water2;
}
}
public boolean pour() {
return pour(new State(0, 0), new HashSet<State>());
}
private boolean pour(State state, Set<State> visited) {
if(state.water1 == goal || state.water2 == goal)
retur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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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visited.contains(state))
return false;

// 100
// 110

visited.add(state);
if(state.water1 < capacity1 && pour(new State(capacity1, state.water2), visited))
return true;
if(state.water2 < capacity2 && pour(new State(state.water1, capacity2), visited))
return true;
if(state.water1 > 0 && pour(new State(0, state.water2), visited))
return true;
if(state.water2 > 0 && pour(new State(state.water1, 0), visited))
return true;
int total = state.water1 + state.water2;
if(total <= capacity2) {
if(pour(new State(0, total), visited))
return true;
} else {
if(pour(new State(total - capacity2, capacity2), visited))
return true;
}
if(total <= capacity1) {
if(pour(new State(total, 0), visited))
return true;
} else {
if(pour(new State(capacity1, total - capacity1), visited))
return true;
}
visited.remove(state);

// 200

return false;

//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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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visited 集合仅用来保存当前递归路径上的状态。所以递归终止（即 return false）
之 前 应 该 把 当 前 状 态 从 集 合 中 删 除 ， 这 就 是 为 什 么 要 在 return false 之 前 执 行
visited.remove(state)的原因（参见例 3.2-10 中用//200 和//210 标记的行）。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例 3.2-10 中用//100 和//110 标记的行在 return 语句之前并没有删
除当前状态 state，而让它继续在 visited 集合中保持存在。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 state 从
visited 集合中删除，则下次如果再遇到相同的状态，程序还是会对它递归求解。这样我们
不但避免无限循环的递归，还大大加快了程序运行的速度。
上面的解法仅仅回答了我们“能不能”。如果能的话，“怎样”才能倒出那么多水呢？
以及如何用最少的次数倒出那么多水呢？我们将在后面关于搜索的章节中回答这两个问题。

3.3. 递归程序非递归化
所谓递归程序的非递归化是指用非递归（如循环、条件语句）的方法实现递归思想。
至少有以下几个理由促使我们讨论递归程序的非递归化：第一，递归的奥秘是什么，计算
机内部是如何实现递归的？第二，递归往往以牺牲时间和空间效率为代价换取程序的简洁
和高可读性，但有时您可能需要优先考虑时空效率，这时非递归方法往往比递归方法有效；
第三，并不是所有的程序设计语言都支持递归，比如 Fortran77 就不支持。如何用这样的
语言开发递归思想的程序？另外，你不想知道 Fortran 77 不支持递归的根本原因吗？
别担心你不懂 Fortran 77，它的语法与一般高级语言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更重要的是，
Fortran 77 不支持递归有着深刻的原因，而与其语法没有关系。
3.3.1. 函数调用的实质
3.3.1.1. 函数返回时应该返回到下一行
设有函数 main()调用 m1()，m1()调用 m2()，参见图 3.3-1。
函数调用：main()  m1()  m2()
main()
10:
…
20:
…
30:
…
40:
Call m1(a, b)
50:
…
60:
…
70
…

m1()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
…
Call m2(x)
…
…
Return

m2()
210:
220:
230:
240:
250

…
…
…
…
Return

图 3.3-1 main()调用 m1()，m1()调用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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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箭头指明程序运行的流程。比如 main()函数执行到第 40 行时，遇到 Call 语句，
计算机就跳转到 m1()的第一行即 110 行继续执行。m1()函数执行到第 130 行时，遇到 Call
语句又跳转到 m2()的第一行即 210 行继续执行。在 m2()中执行到 250 行的 Return 语句时，
计算机又跳转到 m1()中“Call m2(x)”的那一句的下一行即 140 行执行。执行到 160 行又
遇到 Return 语句，则跳转到 main()函数中“Call m1(a,b)”的下一行即第 50 行继续执行。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第一个结论：函数调用完毕之后应该返回到调用语句的下一行
继续执行。
3.3.1.2. 用堆栈来保存返回地址
请看上节的函数调用示例：main()  m1()  m2()。函数 m1()比 m2()先调用，但是
却后返回。函数调用总有这个性质：先调用的函数总是后返回。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
后调用的函数先返回。为了能够让计算机从一系列被调用的函数中正确返回（或者说正确
地找到返回地址），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保存每次函数调用的返回地址呢？既然是
先调用的后返回，则堆栈就是最合适不过的数据结构。
函数调用：main()  m1()  m2()

10:
20:
30:
40:
50:
60:
70

main()
…
…
…
Call m1(a, b)
…
…
…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
○
4
○

m1()
…
…
Call m2(x)
…
…
Return

2
○
3
○

210:
220:
230:
240:
250

m2()
…
…
…
…
Return

运行堆栈的变化情况：

1 push(50)
○

3 pop()
○
140 被弹出

2 push(140)
○

50

140
50

4 pop()
○
50 被弹出

140
50

50

图 3.3-2 用堆栈保存返回地址

图 3.3-2 显示了堆栈是如何被用来保存返回地址的（这个堆栈常常被称为运行堆栈）。
1 步
图中计算机每次遇到“Call”语句，都把下一句的地址作为返回地址压入堆栈（见第○
2 步）
和第○
。每次遇到“Return”语句，都从当前堆栈的栈顶弹出一个数据作为返回地址，
然后转到该返回地址所指定的位置处继续运行。比如计算机运行到 m2()函数的第 250 行
3 步）
时遇到“Return”语句，堆栈发生一次 pop 操作（见第○
，计算机根据弹出的返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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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140”转到第 140 行（位于 m1()函数内）运行，从而实现了从被调用函数 m2()向调用
函数 m1()的返回。同样道理，计算机运行到 m1()函数第 160 行时遇到“Return”语句，
4 步）
堆栈再次发生 pop 操作（见第○
，使计算机从 m1()返回到 main()函数的第 50 行继续
运行。
3.3.1.3. 运行堆栈还用来保存参数
运行堆栈绝不仅仅用来保存返回地址，它还可以被用来保存函数调用时的参数。
函数调用：main()  m1(a, b)  m2(x)
main()
10: …
20: …
30: …
40: Call m1(a, b)
50: …
60: …
70 …

m1()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
○
4
○

…
…
Call m2(x)
…
…
Return

2
○
3
○

m2()
210:
220:
230:
240:
250

…
…
…
…
Return

运行堆栈的变化情况
1 push(50);
○
push(b);
push(a);

x

a
b
50

2 push(140);
○
140
push(x);
a

b
50

3 pop();
○
pop();

a
b
50

4 pop();
○
pop();
pop();

图 3.3-3 用运行堆栈保存返回地址和参数

图 3.3-3 显示了用运行堆栈保存返回地址和参数时，运行堆栈在函数调用和返回时的
变化情况。与
图 3.3-2 相比，两者有以下不同。
 图 3.3-3 遇到“Call”语句时，应该先向运行堆栈压入返回地址，然后压入参数。
设有 n 个参数，则应该执行 n+1 次 push 操作。
 图 3.3-3 遇到“Return”语句时，应该首先把参数全部弹出，设有 n 个参数，则运
行堆栈应该执行 n 次 push 操作。然后追加执行一次 pop 操作以便弹出返回地址，
并根据返回地址决定计算机应该跳转到哪里继续执行。
3.3.1.4. 返回地址入栈的次序
一般地，返回地址应该比参数先入栈，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栈顶直接计算参数的位
置了。如果返回地址比参数后入栈，则该返回地址位于栈顶位置。那么计算参数地址的时
候就需要首先减去返回地址所占据的空间。这会影响到函数调用的效率。
在特别情况下， 比如 3.3.1.5 小节和 3.3.1.7 小节为了实现可变参数，返回地址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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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入栈。
3.3.1.5. 参数入栈的次序与可变参数
如果仔细观察图 3.3-3，你会发现对同一次函数调用来说，其参数入栈的次序似乎是
相反的：第一个参数最后入栈，最后一个参数第一个入栈。也就是说，参数按从右往左逆
序入栈。这对吗？
试想如果第一个参数先入栈，则在它的上方压着第二个参数，在第二个参数的上方
压着第三个参数，…，以此类推。最后一个参数则位于当前栈顶（参见图 3.3-4）。也就是
说，堆栈的栈顶指针指向的并非是第一个参数，而是最后一个参数！也就是说顺序入栈的
参数是按逆序搜索的。
如果仅仅是不得不按逆序搜索参数的
话，也许不足以说服你接受参数应该逆序
而不是顺序入栈的策略。但是对于像 C 语
最后一个参数
…
言的可变参数这样的机制来说，参数逆序
第二个参数
入栈则是不得不接受的选择。Why？这是
栈顶指针
第一个参数
因为所谓可变参数就是参数的个数和类型
…
不确定，如果参数按顺序入栈，则我们如
何确定第一个参数的位置？别忘了它被不
图 3.3-4 参数顺序入栈
确定数量和类型的其他参数压在最下面呢。
如果参数逆序入栈的话，则栈顶指针指向
的就是第一个参数，其位置是确定的。有了第一个参数，我们就可以确定其他参数的位置。
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用：
1) 可以根据第一个参数中的信息确定所有其他参数的类型和长度从而计算出它们的
位置（就象 C 语言著名的 printf()函数所做的那样）。或者
2) 也可以事先约定好参数的类型，比如第一个参数是 int 型，第二个是 float 型，…，
从而保证我们能够计算出所有参数的位置。
所以参数逆序入栈不但为我们顺序搜寻参数带来便利，更重要的是，它是实现可变
参数的关键。
3.3.1.6. Java 的可变参数是另一回事
值得注意的是，Java 也提供了可变参数机制，但是这与 C/C++的可变参数完全不是
一回事。Java 可变参数的实质是数组。即所有可变的参数其实是放在一个数组中的。比如
设有可变参数函数：
void m(int a, String… b) {…}
则这个函数的申明类似（但不等价）于：
void m(int a, String[] b) {…}
在 m()函数内部引用 b 时，b 也就是一个 String 数组类型，比如可以通过 b.length 获
得数组的长度即可变参数的个数。调用 m()函数时，
m(20, “abc”, “def”, “gh”);
等价于：
m(20, new String[]{“abc”, “def”, “gh”});
事实上，上述两种调用方式都是 Java 允许的。所以 Java 可变参数的实质是：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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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函数调用时少写一些像“new String[]{…}”这样的代码。
那么为什么又说上述两种方式虽然类似但并不等价呢？原因在于可变参数必须是最
后一个参数，即“…”只能放在最后一个参数类型之后。并且一个参数列表中最多只能有
一个可变参数。而数组参数没有这个限制，随便第几个参数都可以是数组参数，而且可以
有任意多个数组参数。
我想，勤奋好学的你一定会打破沙锅问（文）到底：为什么只能是最后一个参数是
可变参数？为什么不能有多个可变参数？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设有函数：
m(int… a, int b)
则 Java 编译器在遇到形如“m(12, 8, 56);”的函数调用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因为编
译器从左往右扫描参数列表时，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把前几个整数（“12”？或者“12, 8”？
或则“12, 8, 56”？）合并成一个数组。因为别忘了，我们假设可变参数之后是可以有其
他参数的。也许你会说那当然是把“12, 8”两个参数合并成一个数组喽，“56”赋值给参
数 b！但是遗憾的是，你的这个策略实际上是从右往左扫描参数列表，这不符合编译器的
习惯。
但是如果我们约定可变参数只能是最后一个参数，并且其他参数不能是可变参数。
则函数调用时，编译器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哪些参数应该合并成一个数组。假设 m()函数的
定义是：
m(String a, float b, int… c)
则函数调用“m(“abc”, 12.04, 8, 56);”中前两个参数必然与参数 a、b 分别对应，剩下
的参数“8,56”就应该合并成一个数组，然后与 c 对应。这些信息在编译器从左往右扫描
整个参数列表时很容易获得。
3.3.1.7. 控制运行堆栈的代码应该放在哪里？
运行堆栈上的操作主要有
main()  m1(a, b)
两个：push()和 pop()。现在的
问题是，这些操作的代码应该
main()
m1()
放在哪里执行呢？
10:
…
110:
…
20:
push(60)
120: …
如果是解释执行的语言
30:
push(b)
130: …
（Java 就是解释执行的），那么
40:
push(a)
140: …
解释器可以执行这样的操作。
50:
Call m1()
150: pop()
函数本身以及调用函数的语句
60:
…
160: pop()
都不必关心它们。但是对于像
70:
170
goto pop()
C 语言这样直接编译成本地代
调用端
被调用函数
码（Native Codes）的语言来说，
编译结果中必须包含对运行堆
图 3.3-5 pop()操作位于被调用函数内
栈的控制。
push()操作只能放在函数的调用端（参见图 3.3-5）而不能放在被调用函数内部，因
为被调用函数不可能知道应该往堆栈中压入哪些参数。
而 pop()操作可以放在以下两个地方之一：
 被调用函数的最后（参见图 3.3-5）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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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端（参见图 3.3-6）。
请注意，在上述两种方法里，返回地址分别是在所有参数之前和之后入栈的（为什
么？）。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吗？如果 pop()操作位于调用端，这意味着
每一个调用端都要有一组 pop 操
main()  m1(a, b)
作。如果被调用函数是一个经常
被调用的函数，那么就会有许多
main()
m1()
地方存在这种 pop()操作。
10: …
110:
…
相反，如果 pop()操作位于
20: push(b)
120: …
被调用函数内部，那么无论一个
30: push(a)
130: …
函数被调用了多少次，调用端都
40: push(60)
140: …
50: Call m1()
150: …
不必执行 pop()操作。
60:
pop()
160: …
既然这样，那 pop()操作位
70: pop()
170
goto pop()
于调用端还有什么意义呢？其意
80: ...
义就是：实现了可变参数。参数
调用端
被调用函数
可变，意味着调用端压入运行堆
栈的参数个数不确定，这样我们
图 3.3-6 pop()操作位于调用端
就不能指望被调用函数能够事先
预测有多少参数入栈。于是就只能由调用端来执行 pop()操作，因为调用端显然明确地知
道有多少参数入栈。
所以总结起来，要实现可变参数，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参数必须逆序入栈；
2) 返回地址必须在参数之后入栈；
3) 出栈操作必须在调用端执行。
3.3.1.8. “cdecl”和“pascal”申明
正是由于上述差异，Visual C++中约定，一个函数如果用“cdecl”申明，这意味着其
参数以传统的“C 语言方式”出入栈，即参数从右往左逆序入栈并且由调用端弹出。这样
做是为了保证可变参数的实现。如果用“pascal” 申明，这意味着其参数以“Pascal 语言
方式”出入栈（Pascal 语言不允许可变参数），即参数从左往右顺序入栈并且由被调用函
数负责弹出。作为一个高级程序员，你应该明白其中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缺点，知道该在什
么情况下选用哪种申明。
3.3.1.9. 运行堆栈常用来保存哪些数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运行堆栈常用来保存返回地址和参数。另外，函数的局部
变量和临时变量也需要保存到运行堆栈中。所谓临时变量是指计算机内部为了计算程序的
运行结果而临时设置的变量。比如为了计算 a+b+c，计算机首先计算 a+b 的结果，并把结
果保存到一个临时变量里面，然后计算这个临时变量与 c 的和。
另外，对于 Pascal 语言来说，为了使程序员能够在函数和过程内定义子函数或子过
程，运行堆栈还要保存 Display 表。不明白什么是 Display 表的读者可以略过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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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递归调用与一般函数调用
以上分析都是对一般函数调用来说的。但是这个分析对递归调用来说同样成立。如
果一个函数内部递归调用自己，那么与一般函数调用一样，递归调用时也是压入返回地址
和参数，然后跳转到被调用函数的第一行即可。唯一不同的是，递归调用所要跳转的目的
地就是当前调用函数的第一行。所谓递归无非就是调用函数和被调用函数是同一个函数罢
了。
所以计算机内部其实并不区分递归还是非递归，更不区分直接递归和间接递归。只
要遇到函数调用，就向运行堆栈中压入返回地址和参数，然后跳转到被调用函数的第一行
就可以了！
原来递归和一般函数调用并没有多大
差异，它们背后的实质居然完全相同。像
这样不同的概念和理论殊路同归，最后归
结为同样实质的现象在计算机理论和数学
中比比皆是，这也是我们学习它们的最大
趣味来源之一。
现在为了证实我们的理论（即递归调
用与非递归调用实质相同），我们考察二叉
树的非递归中序遍历算法。
3.3.3. 非递归中序遍历

中序：DBEAFCG

图 3.3-7 给出了一棵二叉树及其对应
图 3.3-7 二叉树的中序遍历
的中序。二叉树中序遍历的递归算法非常
简单也很容易理解，参见例 3.3-2。例 3.3-1 则给出了二叉树中的结点 BianryNode 的定义。
例 3.3-1 BinaryNode 的定义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public interface BinaryNode {
Object getValue();
BinaryNode getLeft();
BinaryNode getRight();
}

例 3.3-2 二叉树中序遍历的递归算法

package com.training.recursion;
import java.util.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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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class BinaryVisitor {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if (node != null) {
visitRIM_recursively(node.getLeft());
visit(node.getValue());
visitRIM_recursively(node.getRight());
}
}
public abstract void visit(Object value);
}
现在我们试图按照上节的理论把例 3.3-2 中的递归算法改写成一个非递归算法。当然，
很多教材已经给出了二叉树中序遍历的非递归算法的例子，比如例 3.3-3 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的目的是：把例 3.3-2 中的递归函数 visitRIM_recursively()的代码进行变换，最后得
到一个与例 3.3-3 中非递归函数 visitRIM_unrecursively()的代码一模一样的程序！
例 3.3-3 二叉树中序遍历的非递归算法

public void visitRIM_un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Stack<BinaryNode> stack = new Stack<BinaryNode>();
while (true) {
while (node != null) {
stack.push(node);
node = node.getLeft();
}
if (stack.isEmpty())
return;
node = stack.pop();
visit(node.getValue());
node = node.getRigh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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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递归程序非递归化示例
3.3.4.1. 第一步：给代码的每一个行加行号
这一步的结果参见例 3.3-4。加行号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后面引用指定的行。
例 3.3-4 给递归函数的每一行一个编号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10:

if (node != null) {

20:

visitRIM_recursively(node.getLeft());

30:

visit(node.getValue());

40:

visitRIM_recursively(node.getRight());

50:

}

60: }
70:
3.3.4.2. 第二步：使用 Stack, push(), pop()和 goto 替换递归调用
这一步的结果参见例 3.3-5。注意，原递归函数中没有用到局部变量，而临时变量虽
然有用到，但是在高级语言编程中不必考虑。所以运行堆栈中只需压入返回地址和唯一的
参数即可。
例 3.3-5 用 push(), pop()和 goto 替换递归调用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10:
20:

30:

Stack stack = ... ;

// 定义运行堆栈

stack.push(70);

// 压入主程序返回地址 70

stack.push(node);

// 压入参数 node

if (node != null) {
node = node.getLeft();

// 模拟 visitRIM_recursively(node.getLeft());

stack.push(30);

// 压入返回地址“30”

stack.push(node);

// 压入参数 node

goto 10;

// 跳到函数的第一句

visit(node.ge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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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 node.getRight();

// 模拟 visitRIM_recursively(node.getRight());

stack.push(60);

// 压入返回地址“60”

stack.push(node);

// 压入参数 node

goto 10;

// 跳到函数的第一句

50:

}

60:

stack.pop();

// 弹出唯一的参数

switch(stack.pop()) {

// 弹出返回地址，并根据该地址进行跳转

case 30:
node = stack.top().node;
goto 30;
case 60:
node = stack.top().node;
goto 60;
case 70:
return;
}
}
70:

3.3.4.3. 第三步：用 while 替换 if 和 goto
if 打头、goto 结尾的一组语句可以用一个 while 循环代替。结果参见例 3.3-6。
例 3.3-6 用 while 替换 if 和 goto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Stack stack = ... ;
stack.push(70);
stack.push(node);
10:
20:

while(node != null) {

// if 被 while 替换

node = node.getLeft();
stack.push(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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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push(node);
goto 10;
30:

visit(node.getValue());

40:

node = node.getRight();
stack.push(60);
stack.push(node);
goto 10;

50:

}

60:

stack.pop();

// 删除 goto

switch(stack.pop()) {
case 30:
node = stack.top().node;
goto 30;
case 60:
node = stack.top().node;
goto 60;
case 70:
return;
}
}
70:

3.3.4.4. 第四步：用 while 循环处理返回地址“60”
请看例 3.3-6 中函数结尾的 switch 语句，当返回地址是“60”时，实际执行的是一个
循环。我们就用一个 while 循环处理这个“60”，结果参见例 3.3-7。
例 3.3-7 用 while 循环处理返回地址 60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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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 stack = ... ;
stack.push(70);
stack.push(node);
10:

while(node != null) {

20:

node = node.getLeft();
stack.push(30);
stack.push(node);
goto 10;

30:

visit(node.getValue());

40:

node = node.getRight();

41:

stack.push(60);

42:

stack.push(node);

50:

}

60:

stack.pop();

原来代码
switch(stack.pop()) {
case 30:

addr = stack.pop();

node = stack.top().node;

while(addr == 60)

goto 30;
case 60:

addr = stack.pop();

node = stack.top().node;

if(addr == 70)

goto 60;

return;

case 70:

node = stack.top();

return;

goto 30;
}

}

70:

3.3.4.5. 第五步：消除最后的 goto 30 语句
方法是把例 3.3-7 中第 30、40、41、42 行的代码统统移到后面并加上一个“goto 10”
语句。结果参见例 3.3-8。
例 3.3-8 消除最后的 goto 30 语句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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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 stack = ... ;
stack.push(70);
stack.push(node);
10:

while(node != null) {

20:

node = node.getLeft();
stack.push(30);
stack.push(node);
goto 10;

50:

}

60:

stack.pop();
addr = stack.pop();
while(addr == 60)
addr = stack.pop();
if(addr == 70)
return;
node = stack.top();
goto 30;

// 删除“goto 30”

30:

visit(node.getValue());

// 第 30 行移到这里

40:

node = node.getRight();

// 第 40、41、42 行移到这里

41:

stack.push(60);

42:

stack.push(node);
goto 10;

// 最后还要加一个 goto 语句

}
70:

3.3.4.6. 第六步：删除 goto 10
第一个“goto 10”语句完全多余，可以直接删除。第二个“goto 10”语句可以用一
个“while(true)”死循环代替。结果参见例 3.3-9。
例 3.3-9 删除 goto 10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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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Stack stack = ... ;
stack.push(70);
stack.push(node);
10:

while(true) {

// 用以取代第 43 行 goto 语句的死循环

while(node != null) {
20:

node = node.getLeft();
stack.push(30);
stack.push(node);
goto 10;

50:

}

60:

stack.pop();

// 这个 goto 语句完全多余

addr = stack.pop();
while(addr == 60)
addr = stack.pop();
if(addr == 70)
return;
node = stack.top();
30:

visit(node.getValue());

40:

node = node.getRight();
stack.push(60);
stack.push(node);

43:

goto 10;

// 这个 goto 语句可以用第 10 行的 while(true)代替

}
}
70:

3.3.4.7. 第七步：用“30”取代返回地址“70”
如果运行堆栈中的当前返回地址是“70”时，把这个地址弹出堆栈之后，堆栈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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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为空。所以我们可以用判断堆栈是否为空的办法取代判断返回地址是否是“70”。这样
做的好处是返回地址从原来的三个变为两个：“30”和“60”。结果参见例 3.3-10。
例 3.3-10 用“30”取代返回地址“70”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Stack stack = ... ;
stack.push(30);

// 原来压入的返回地址“70”用“30”代替

stack.push(node);
10:

while(true) {
while(node != null) {

20:

node = node.getLeft();
stack.push(30);
stack.push(node);

50:

}

60:

stack.pop();
addr = stack.pop();

62:

while(addr == 60)

63:

addr = stack.pop();

64:

if(stack.isEmpty())

//用判断堆栈是否为空取代对返回地址“70”的判断

return;
node = stack.top();
30:

visit(node.getValue());

40:

node = node.getRight();
stack.push(60);
stack.push(node);
}
}

70:
注意，原来压入的返回地址“70”就可以用“30”代替。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
用“60”代替呢？请注意例 3.3-10 中的第 62、 63 和 64 行，在判断堆栈是否为空之前，
如果返回地址（即 addr）是“60”，则需要执行一个循环，所以用“60”是不合适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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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能选择“30”。
3.3.4.8. 第八步：提前执行弹出操作
请看例 3.3-11 第 63 行，返回地址是“60”时，堆栈总会执行一个 pop()操作而不会
执行其他操作。所以我们可以在压入“60”之前就执行这个 pop()操作，从而为堆栈节省
空间。然后“60”也就不必压入堆栈了。由于返回地址只剩下唯一的“30”了，所以改为
压入“30”。
例 3.3-11 提前执行弹出操作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Stack stack = ... ;
stack.push(30);
stack.push(node);
10:

while(true) {
while(node != null) {

20:

node = node.getLeft();
stack.push(30);
stack.push(node);

50:

}

60:

stack.pop();
addr = stack.pop();

62:

while(addr == 60)

63:

addr = stack.pop();

64:

// 返回地址是“60”时总是导致堆栈的一个弹出操作

if(stack.isEmpty())
return;
node = stack.top();

30:

visit(node.getValue());

40:

node = node.getRight();
stack.pop();

// 我们可以在压入“60”之前执行弹出操作

stack.push(30);

// 然后压入唯一的地址“30”而不是“60”

stack.push(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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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3.3.4.9. 第九步：删除与返回地址“60”有关的操作
由于堆栈中的地址不可能是“60”，所以所有与之有关的语句都可以删除了。结果参
见例 3.3-12。
例 3.3-12 删除与返回地址“60”有关的操作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Stack stack = ... ;
stack.push(30);
stack.push(node);
10:

while(true) {
while(node != null) {

20:

node = node.getLeft();
stack.push(30);
stack.push(node);

50:

}

60:

stack.pop();
addr = stack.pop();

62:
63:
64:

while(addr == 60)

// 与返回地址“60”有关的操作都可以删除

addr = stack.pop();
if(stack.isEmpty())
return;
node = stack.top();

30:

visit(node.getValue());

40:

node = node.getRight();
stack.pop();
stack.push(30);
stack.push(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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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

3.3.4.10. 第十步：返回地址“30”也不需要了
没有“好”也就无所谓“坏”，没有“阴”也就无所谓“阳”。一个事物如果没有对
立面的话，那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作为唯一的返回地址， “30”本身也不再被需要。
我们删除所有压入返回地址“30”的操作，结果参见例 3.3-13。
例 3.3-13 返回地址“30”不必压入堆栈了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Stack stack = ... ;
stack.push(30);

// 唯一的返回地址不必压入堆栈

stack.push(node);
10:

while(true) {
while(node != null) {

20:

node = node.getLeft();
stack.push(30);

// 唯一的返回地址不必压入堆栈

stack.push(node);
50:

}

60:

stack.pop();
stack.pop();

// 堆栈中已经没有返回地址了

if(stack.isEmpty())
return;
node = stack.top();
30:

visit(node.getValue());

40:

node = node.getRight();
stack.pop();
stack.push(30);

// 唯一的返回地址不必压入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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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push(node);
}
}
70:

3.3.4.11. 第十一步：消除 node 与 stack 栈顶的重复
请看例 3.3-13，你会发现变量 node 和堆栈 stack 的栈顶元素是重复的。这就提示了
我们可以删除这个栈顶元素从而为堆栈再节省一个单位空间，结果参见例 3.3-14。
例 3.3-14 node 不必入栈

public void visitRIM_recursively(BinaryNode node) {
Stack<BinaryNode> stack = new Stack<BinaryNode>() ;
stack.push(node);
10:

// node 不必入栈

while(true) {
while(node != null) {

20:

stack.push(node);

// 当前 node 入栈

node = node.getLeft();

// node 指向另一个元素，该元素原来要入栈的，
// 现在不必了

50:

}

60:

stack.pop();

// 当前参数已经不在栈顶了

if(stack.isEmpty())
return;
63:

node = stack.pop();

30:

visit(node.getValue());

40:

node = node.getRight();

// 当前参数只须保存在 node 中而不是栈顶

stack.pop();

// 当前参数已经不在栈顶了

stack.push(node);

// node 不必压入堆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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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比较例 3.3-14 与例 3.3-3，你会发现两个例子中的代码完全一致。这就是计算机理论
的魅力。

3.4. 哑元与不可递归性
3.4.1. 什么是哑元
哑元（Dummy）是 Fortran 77 所特有的一个概念。它看起来非常类似于参数。比如，
参数有形式参数（简称形参）和实际参数（简称实参），形参是被调用函数内部用来引用
实参的，实参是调用端实际传给被调用函数的参数。对应的，哑元是被调用函数（或子过
程，以下无差别的使用这两个概念）内部用来引用实元的，实元是调用端实际与哑元相结
合的数据。“参数传递”的概念在 Fortran 77 中被“哑实结合”所代替。
既然如此，科学家们为什么要搞出两套概念呢？有鉴于 Fortran 77 诞生得非常早，干
脆取消“形参”、“实参”、“参数传递”等概念，都叫做“哑元”、“实元”、“哑实结合”算
了！也免得那么多的莘莘学子们牺牲了那么多的脑细胞还没搞懂什么是参数传递 。
当然，科学家们是不会故意为同一个概念取
两个名字的。虽然我给我太太取了十几个名字比
m()函数
10: x
如哈内、达令等等，那是我对她的爱称，名称越
头 20: y
多表示我越爱她。但是如果科学家们对科学概念
部
30: 返回地址
也取多个名字，那就会给公众交流带来很大障碍。
40: m()函数开始
所以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一个概念只有一个名字
函 50: …
数
是最科学的。
体 60: …
所以哑元和参数仅仅是表面相同，他们其实
70: Return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参数是放
在运行堆栈里面的。哑元呢？呵呵，哑元与堆栈 图 3.4-1 哑元、返回地址和函数体一样，都是放
在内存中相对固定的位置处
毫不相干，它和返回地址一起就放在内存中固定
的位置处，一般地它们和函数的代码（编译后的结果）放在一起。比如函数 m(x, y)有两
个参数 x 和 y，则编译后 x 和 y 就放在 m 函数体的头部或尾部（参见图 3.4-1）
。当然，局
部变量和临时变量也和哑元一样放在内存中相对固定位置处，图 3.4-1 忽略了它们。
以图 3.4-1 为例，所谓“哑实结合”就是在函数调用 m(12, 25)时，把实元 12、25 和
返回地址分别放入内存 10 号、20 号和 30 号位置处。那这与参数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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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hanoi(char a, char b, char c, int n) {
if(n == 1)
move(a, c, 1);
else {
hanoi(a, c, b, n-1);
move(a, c, n);
hanoi(b, a, c, n-1);
}
}

跳到第一次递归调用之后
‘A’
‘B’
‘C’
3
跳到第一次递归调用之后
‘A’
‘C’
‘B’
4
跳出 hanoi 函数
‘A’
‘B’
‘C’
5
运行堆栈

返回地址
参数 a
参数 b
参数 c
参数 n
返回地址
参数 a
参数 b
参数 c
参数 n
返回地址
参数 a
参数 b
参数 c
参数 n

图 3.4-2 运行堆栈 3 次递归调用 hanoi()函数后的状态

3.4.2. 哑元与参数的差别
哑元与参数的最大差异是：哑元永远只有一个备份。这就象函数的函数体在内存中
不可能有两个备份一样。但是参数是独立于函数体存在于运行堆栈中的，对同一个函数
m(x, y)来说，它的参数 x 和 y 在运行堆栈中可以有多个备份。
以递归函数 hanoi(a, b, c, n)为例（参见例 3.1-2），假设主程序调用 hanoi(‘A’, ‘B’, ‘C’,
5)。则 3 次递归调用以后，运行堆栈的状态如图 3.4-2 所示。运行堆栈中出现了 3 个返回
地址，3 个参数 a、参数 b 和参数 c。
正是由于每次递归调用时计算机都会向运行堆栈压入参数，从而保证了每次递归调
用的参数不会同上一次递归调用的参数相混淆。而哑元保存在内存中相对固定的位置，同
一个哑元在内存中只有一个备份，因而对同一个哑元赋值将导致该哑元的旧值被覆盖。所
以哑元的存在将导致被递归调用的函数的参数混乱，因而 Fortran 77 约定函数的递归调用
是不允许的，连间接递归都不行！
那么哑元就没有优势了吗？哑元以不允许递归为代价换来的好处是：哑元存在于内
存相对固定的地方，而参数是放在堆栈里的，所以哑元的定位比较直接，而参数的定位必
须计算
运行堆栈的栈顶指针 + 参数相对于栈顶的偏移
所以参数的定位要多计算一次加法（或减法，取决于堆栈开口是向下还是向上）。所
以 Fortran 77 程序相对于其它使用参数的高级语言速度要快。由于科学计算往往计算量巨
大，对程序的运行速度要求较高，因而 Fortran 77 是高级语言中特别适合编写科学计算程
序的语言。而递归提高了程序的简洁性和可读性，但是运行速度就受到了一定限制。
所以后来的 Fortran 语言对 Fortran 77 进行了改进，允许程序员选择使用参数或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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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高级程序员，你应该明白两者的差异以及各自的优缺点，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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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的进制
计算机中常用的进制是二进制，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是十进制。您可能会觉得很
奇怪：进制虽然重要但并不很复杂和困难，它有必要成为一本专门面向高级程序员的教材
中单独的一章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猜姓名。

4.1. 猜姓名问题
90 年代初的一天我在上海浦东的一条马路边闲逛。忽然看见有一群人聚在一起看算
命。那个算命先生的身前铺有七张纸，每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有五、六十个姓氏。他说他
是个神算子，只要告诉他哪几张纸上有你的姓，他就知道你姓什么。
有这等怪事？旁边有人不信，拿起纸来试了试。结果百发百中，我们的神算子先生
每次都能准确猜出对方的姓。自然大家对他的神术也就比较相信了，有不少人掏钱请他算
了命。
当然这位神算子是个大骗子，你能独立看出他的骗术在哪里吗？
4.1.1. 神算子的秘密
秘密就在那七张纸上。因为你必须首先告诉人家你的姓出现在那几张纸上，那么这
七张纸的排列组合可以表示多少姓氏？这不难计算，答案是 27-1 即 127 个姓氏。所以把
百家姓中的每个姓用七位的二进制进行编码，然后根据 0 或 1 决定相应的姓氏是否要写到
对应的纸上即可。比如百家姓中前八个姓的编码如下：
表 4.1-1 姓氏的二进制编码及其所属纸张

1．
2．
3．
4．
5．
6．
7．
8．

姓氏 Page7 Page6 Page5 Page4 Page3 Page2 Page1
0
0
0
0
0
0
1
赵
0
0
0
0
0
1
0
钱
0
0
0
0
0
1
1
孙
0
0
0
0
1
0
0
李
0
0
0
0
1
0
1
周
0
0
0
0
1
1
0
吴
0
0
0
0
1
1
1
郑
0
0
0
1
0
0
0
王

如果上表中某个单元的值是 1，则其横向对应的姓氏就应该写到纵向对应的纸上。
比如第一张纸（Page1）上就应该写“赵”、“孙” 、“周” 、“郑”等姓氏。“吴”就应该
写到第二（Page2）和第三张（Page3）纸上。
现在你就可以表演神算子了。比如有人告诉你说他的姓氏出现在第一和第三张纸上。
这意味着他的姓氏的编码是 0000101，即第 5 个姓，所以他姓周！
4.1.2. 神算子程序
现在我们编一个程序模拟神算子猜名字的过程。这个程序一旦成功，大家就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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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骗钱了。如有收获务必记住给本书作者方博士分一半红。如被警察或城管抓住则与本人
毫无关系！
这个程序首先要用一个数据结构表示各种姓氏。结合 Java 的实际情况，我们用一个
字符串数组 names 来存储姓氏的拼音。姓氏在这个字符串数组中的下标就是它的编码。
问题是，下标是从 0 开始计数的，而我们只能从 1 开始编码，0 是不能用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1)在进行下标和编码之间的转换时进行加 1 或减 1 操
作；2)在 names 数组的 0 下标处插入一个无用姓氏比如 null。你认为哪个方法更好？
第一个方法以牺牲速度换空间。第二个方法相反，以多用一个单位空间换来下标和
编码之间的直接对应。他们之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差别：前者的代码要比后者复杂。这样
一分析，你知道该使用哪个办法了吧？
根据自顶向下的程序设计原则，我们首先考虑主程序。主程序首先调用 getPages()函
数以获得神算子的那些写满姓氏的纸张。然后循环执行 playGame()玩这个游戏直到不想
玩为止。主程序形如：
例 4.1-1

package com.training.numeralSystem;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Scanner;
public class GuessNam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names = {null, "Zhao", "Qian", "Sun", "Li",
"Zhou", "Wu", "Zheng", "Wang", "Feng", "Chen", "Chu",
"Wei"};
String pages[] = getPages(names);
Scanner scanner = new Scanner(System.in);
do {
playGame(names, pages);
System.out.println("Play again(Y/N)?");
}while(!"N".equalsIgnoreCase(scanner.nextLine()));
}
}
接下来我们的精力就可以分别集中在 getPages()和 playNextGame()两个子函数上。
4.1.2.1. getPages()函数
getPages()函数的目的是根据输入的所有姓氏计算要准备多少张纸，以及每张纸上应
该写哪些姓氏。可以这样考虑：把姓氏的二进制编码从右到左分别称为第 0 位、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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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位，…。参见图 4.1-1。然后把要生成的纸张按第 0 张、第 1 张、第 2 张…的次序排
序，依序考虑。

图 4.1-1 姓氏二进制编码的每一位

对于第 i 张(i=0, 1, 2, …)纸，凡是二进制编码的第 i 位是 1 的姓氏都应该加入到这张
纸中。如果没有一个姓氏加入到某张纸中，则意味着这张纸是多余的。所以 getPages()函
数可以这样编写：
例 4.1-2

package com.training.numeralSystem;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Scanner;
public class GuessNam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Pages(String[] names) {
ArrayList<String> result = new ArrayList<String>();
int index = 0;
String page = getPage(names, 0);
while(page != null) {
result.add(page);
page = getPage(names, ++index);
}
return result.toArray(new String[result.size()]);
}
}
再实现 getPage(names, index)函数，即把二进制编码第 i 位是 1 的姓氏都应该加入到
一张纸中，然后返回这张纸。如果没有一个姓氏加入，则返回 null：
例 4.1-3

package com.training.numera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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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
public class GuessNam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Pages(String names) {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Page(String name[], int index) {
String result = "";
int mask = 1 << index;
for(int i = 1; i < name.length; i++) {
if((i & mask) > 0)
result += " " + name[i];
}
return result.isEmpty() ? null : result;
}
}

4.1.2.2. playGame()函数
playGame(pages)子函数的目的是带领用户玩一次游戏。函数将在命令行上循环首先
显示神算子的每一张纸，询问用户这张纸上是否有他的姓氏，记录并计算用户的输入。这
样考虑未必是最优的，可能你更乐意通过一个 GUI 界面跟用户交互。我的目的仅仅是让
你体验用自顶向下的方法如何理清你自己头脑中程序设计的思路：
例 4.1-4

package com.training.numeralSystem;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Scanner;
public class GuessNam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Pages(String[] names) {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Page(String name[], int inde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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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atic void playGame(String[] names, String pages[]) {
int result = 0;
int power = 1;
Scanner scanner = new Scanner(System.in);
for(int i = 0; i < pages.length; i++) {
System.out.println(pages[i]);
System.out.println("Is your family name in this line (Y/N)?");
String input = scanner.nextLine();
if("Y".equalsIgnoreCase(input))
result += power;
else if(!"N".equalsIgnoreCase(input))
return;
power <<= 1;
}
System.out.println(0 < result && result < names.length ? "Your family name is " +
names[result] : "Your input is error.");
}
}

4.1.3. 通用的神算子程序
在前面程序中，为了保证汉字的输入和显示正常，我们用拼音来表示汉字。所以我
们需要用一个字符串数组 String[]来存储所有姓氏的拼音。但有时我们可能希望直接使用
汉字，从而可以用类似于“\u000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样的字符串来存储姓氏。
这样我们就需要编写一个通用的程序以便剥离姓氏等具体业务信息，而把精力集中
在编码的计算和转换上。以下是这个通用程序的核心代码：
例 4.1-5

package com.training.numeralSystem;
import java.util.Linked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public class BinarySystem {
public static List<Integer> getNumbersSpecifiedDigitOn(int max, int digit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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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Integer> result = new LinkedList<Integer>();
int mask = 1 << digitIndex;
for(int num = 1; num <= max; num++) {
if((num & mask) > 0)
result.add(num);
}
return result.isEmpty() ? null : result;
}
}
其中 getNumbersSpecifiedDigitOn(max, digitIndex)返回一个 1 到 max 之间的整数列表，
其中每个整数的第 digitIndex 位为 1。至于如何改造 GuessName 以便使用这个通用函数留
待读者考虑。

4.2. 100 瓶药水
有 100 瓶药水，其中有且仅有一瓶是变质的，但外表看不出来。现在有一台非常灵
敏但很昂贵的机器可以检测出药水中的微量变质成分。请设计一个方案用最少的次数就可
以检测出哪瓶药水是变质的。
4.2.1. 相同的解法
这一题与上一节中的“猜姓名”的解法完全相同。即把每瓶药水从 1 到 100 编码。
凡编码二进制的第 i 位（i=0，1，2，…）是 1 的，从这瓶药水中取一滴参与第 i 次检测。
每次检测的药水由从相应的药水瓶中取出的若干滴混合而成。检测时若发现被检测的混合
药水变质就记一个二进制“1”，否则记“0”。最后把所有的 0、1 凑在一起构成一个二进
制码，它的值是多少就意味着第几瓶药水是变质的。
显然，一共只需要 7 次检测就可以确定变质的药水是哪一瓶。由于方法相同，这里
不再给出程序。
4.2.2. 二分法
如果你认为上述二进制编码法理解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困难，那么二分法不但从另一
个角度解释了二进制编码法，而且更容易理解：把所有药水分为两组，每组 50 瓶。从第
一组的 50 瓶药水中各取一滴混合起来然后做第一次检测，如果变质，则意味着变质药水
在第一组，否则就在第二组 50 瓶中。把确定存在变质药水的 50 瓶药水再分为两组，每组
25 瓶，重复上述检测。同样仅需要经过 7 次检测也可以确定变质的药水是哪一瓶。
二分法的实质是把一个数（100）不断的除以 2 的过程。它实质上与二进制编码法是
等价的。科学在这里又巧妙地表演了一次“殊路同归”。

4.3. 十二个小球问题
有 12 个外形一模一样的小球和一架天平。有且仅有一个小球的重量与其他小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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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重些也可能轻些，但外表看不出来。其他小球则重量完全一样。现在要求你用天平仅
称三次，就能把那个与众不同的小球找出来还要知道它是轻的还是重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这道题，那么请不要认为这道题很容易。实际上它在我遇到的
所有智力题中几乎是最难的。我大概是 1990 年第一次遇到这道题，至今近 20 年了，从没
有遇到一个人独立解决这道题！当然如果你尝试之后觉得它太难你可以很容易从网上或本
书下面说明中获得答案。
4.3.1. 人工解
把 12 个小球分成 3 组，每组 4 个。先用天平称第一组和第二组。第一组在左，第二
组在右。这时会有三种情况：
1) 左边重右边轻，参见图 4.3-1。这意味着坏球如果是重球的话一定在第一组中，
如果是轻球的话一定在第二组中。

图 4.3-1 第一次称量第一种情况：左边重右边轻

现在从第二组中任意取出 3 个放到一边（注意，这 3 个球中存在可能的轻球），
留下 1 个仍然在右边托盘上。再从左边第一组中任取出 3 个放到天平右边托盘
上。再从第三组中取 3 个好球放在天平左边托盘上，进行第二次称量。参见图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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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在第一种情况下移动小球

图 4.3-3 第一种情况下的第二次称量

图 4.3-3 显示天平第二次称。这时又有三种可能：
 天平平衡。这意味着放到旁边去的 3 个第二组的球中必有一个坏球，
而且还一定是个轻球。从中任取两个放到天平两端作第三次称量：若
平衡，则确定唯一剩下的那个第二组的球是坏的轻球；或不平衡则轻
的那端是坏球。
 左边轻右边重，即与图 4.3-1 相反。这意味着刚才从左边移到右边的 3
个第一组的球中有坏球并且是个重球。从中任取两个放到天平两端作
第三次称量：若平衡，则确定唯一剩下的那个第一组的球是坏的重球；
或不平衡则重的那端是坏球。
 左边重右边轻，即与图 4.3-1 相同。这意味着如果坏球是个重球的话那
它一定是左边托盘里唯一剩下的那个第一组的球；如果坏球是个轻球
的话那它一定是右边托盘里唯一剩下的那个第二组的球。我们拿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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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跟一个好球称一称就行了。
第一次称时如果左边轻右边重，这种情况跟图 4.3-1 所示的情况是对称的。按
照上文的讨论我们只需再称两次就必然可以找到那个坏球还知道轻重。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第一次称时两边平衡。那坏球一定在第三组中。我们从中任
取 3 个 和 1 个 好 球 一 起 如 图 4.3-4 所 示 那 样 进 行 第 二 次 称 量 。

图 4.3-4 第一次称量平衡时的第二次称量

这样就有三种情况：
 平衡。则唯一剩下的那个第三组的球是坏球，我们再用天平把它和一
个好球称一下就知道它是轻的还是重的。
 左边重右边轻。这意味着如果坏球是个重球的话，那它就是左边托盘
里唯一的那个第三组的球；如果坏球是个轻球的话，那它一定是右边
托盘里两个球之一。我们把右边的两个球放到天平的两端作第三次称
量：如果平衡，则图 4.3-4 中左边唯一一个第三组的球是坏球，并且是
个重球；如果不平衡，则轻的那端是坏球。
 左边轻右边重。这种情况跟上面情况是对称的，把上面文字中“轻”、
“重”两个字交换即可说明这种情况。
4.3.2. 计算机解
如果我跟你说 12 个小球问题可以编一个程序来解，而且这个程序并不复杂，你相信
吗？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巨大魅力就在于她能让计算机做出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包括解这
个用人脑要想破头的 12 小球问题。
为什么人类习惯使用十进制呢？因为人的两只手恰好有十个手指头，计数方便。如
果外星人有八个手指头，那我敢肯定他们常用的是八进制。不信你就逮一个外星人给我看
看？计算机为什么要用二进制呢？因为绝大多数电子元器件的状态有两种：接通或关闭、
电流高或低、磁性有或无。如果外星人的元器件的状态主要有三种的话我相信他们的计算
机会使用三进制。
所以二进制也好，十进制也好，八进制也好，甚至三进制也好，本身并无孰优孰劣。
计数的能力也是相同的（如果你愿意甚至用一进制也行。在后面章节中我就会提到一进
制）。差别仅在于用起来是否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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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12 个小球问题。这个问题中有两个事物：小球和天平。小球没有状态，即使有
它的状态也不会改变。天平呢？不多不少，正好有三个状态：左边低右边高、左边高右边
低或者平衡。这就意味着可以用三进制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4.3.2.1. 小球的三进制编码
参照“猜姓名”和“100 瓶药水”两题（分别参见 4.1 节 4.2 节），我们可以为每个小
球编一个 3 位的三进制编码。在“100 瓶药水”问题里，二进制编码的每一位代表一次检
测。7 个二进制位就代表 7 次检测。那么这一题中小球的三进制编码的每一位可以代表天
平的一次称量。
问题是：二进制编码的“0”和“1”表示相应的药水是否参加相应的检测，小球三
进制编码“0”、“1”和“2”又是什么含义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对天平的状态进行编码：
1：表示左边低右边高，天平的样子像字符“／”。
2：表示左边高右边低，天平的样子像字符“\”。
0：表示天平平衡。
由于要进行三次称量，所以小球的编码应该是 3 位的三进制。从右往左分别表示第
一、第二和第三次称量。如果某一位是“0”就表示小球不参加这次称量，“1”则表示把
它放到天平的左边，“2”表示把它放到天平的右边。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1”表
示把小球放到天平的右边“2”表示放到天平的左边？先别急于回答这个问题，看了下面
的解释之后你就会明白这两种方法是对称的、等价的。
我们不妨给第 1 个小球编码“001”，那么第 2、第 3 个小球的编码是不是“002”和
“010”？注意：我们用的是三进制，只有 0、1 和 2 三个数字可用，“010”就是十进制的
3。“002”其实不能用作第 2 个小球的编码。因为“001”的含义是第 1 个小球仅参加第一
次称量并且放在天平的左边。假设第 1 个小球的确是个坏球，那它有可能重也有可能轻。
如果重，则天平左边低右边高，天平的状态的确是 “1”。但如果它轻呢？则天平左边高
右边低，状态就是 “2”了。所以“002”只能也被用作第 1 个小球的编码，只不过“001”
表示它是重球，“002”表示它是轻球。
依此类推，并按顺序对小球编码，结果见表 4.3-1。注意：编码时应该按照对称原则
对小球分轻重两种情况进行编码。比如如果某小球的重球编码是“102”，则它的轻球编码
就是“201”。即把“1”变成“2”，“2”变成“1”。“0”则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同一个小
球在同一次称量中由于轻重的不同将使天平分别呈现左低右高（“1”）或左高右低（“2”）
状态。另外，编码时并不一定非要按顺序进行，你完全可以任意选取 3 位三进制给当前小
球编码。只要满足上述对称原则另外不要出现重复就行了。
表 4.3-1 十二小球的初步三进制编码

小球十进制编号
1
2
3
4
5
6

重
001
010
011
012
100
101

轻
002
020
022
021
200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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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02
110
111
112
120
121

201
220
222
221
210
212

编完码后，你会发现有两个码“122”和“211”没有被用到。事实上，除了“000”
以外，3 位的三进制有 33-1 即 26 个，其中 24 个被 12 个小球用来编码，必然有两个多余。
4.3.2.2. 调整编码
虽然我们已经编码完毕，但现在这个编码还不能用。为什么呢？请统计一下所有小
球的重球编码的最低位，你会发现有 5 个“1”，3 个“2”和 4 个“0”。由于“1”和“2”
的个数不相等，这表示第一次称量时左边有 5 个球，右边有 3 个球。这种称量当然是不合
理的，因为此时无论天平呈现任何状态都不能传递给我们有用的信息。我们必须在天平两
边放上相同数量的小球时称量才是有价值的。
因为每个小球有两个编码，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交换某些小球的轻重编码，使得
每一位上出现的“1”和“2”的个数相等。比如交换 1 号小球的轻重编码“001”和“002”
就可以使所有小球最低位的“1”和“2”个数相等。
这件事情做起来比较麻烦，因为交换不但影响当前位的编码也会改变其他位的编码
除非它是“0”。当你交换某些编码从而令最低位的“1”“2”个数相等后，再去调整中间
位时，就会影响最低位，从而令最低位不满足要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其他办法，那我们
甚至可能需要另外编写一个具有搜索和回溯功能的计算机程序帮我们做编码交换。
幸运的是我们有聪明的头脑，可以分析一下表 4.3-1 的重球编码（分析轻球编码也是
一样的，因为两者是对称的、等价的），从而大大简化对编码交换的考虑。首先统计一下
每一位中“1”和“2”的个数，得表 4.3-2。这个表告诉我们：最高位要把四个“1”换成
“2”，中间位要把两个“1” 换成“2”，最低位要把一个“1” 换成“2”。
表 4.3-2 重球编码每一位的“1”、“2”统计

最高位 中间位 最低位
8
6
5
“1”的个数
0
2
3
“2”的个数

最高位是“1”的编码有八个：“100”、“101”、“102”、“110”、“111”、“112”、“120”
和“121”。其中 “110”、“111”和“112”的中间位也是“1”。而这三个编码中又有
“110”和“111”的最低位本别是“0”和“1”。所以把这两个编码与相应的轻球编码相
交换可保证中间位和最低位满足要求。
现在最高位还剩 2 个“1”需要转换成“2”。从最高位是“1”的五个剩余编码中找
出中间位是“0”的，即“100”、“101”和“102”。再从中找出两个最低位不是“0”的编
码，答案是“101”和“102”。显然把这两个编码与相应的轻球编码相交换可保证最高位
满足要求同时又不影响中间位和最低位的“1”、“2”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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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把“101”、 “102”、“110”和“111”与相应的轻球编码相交换，
新编码见表 4.3-3。其中黑体字表示轻重编码进行了交换。
表 4.3-3 调整后的三进制编码（红色表示交换的编码）

小球十进制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重
001
010
011
012
100
202
201
220
222
112
120
121

轻
002
020
022
021
200
101
102
110
111
221
210
212

由于编码的对称性和可交换性，我们最初用“1”还是用“2”表示天平左低右高其
实是无所谓的。
4.3.2.3. 开始称天平
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我们终于有了表 4.3-3 所示的码表，现在我们就可以确定每次称
量要在天平的左右两边各放哪些球，参见表 4.3-4。注意其中的数值是小球的十进制编号。
表 4.3-4 每次称量左右两边要放哪些小球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左边
1、3、7、12
2、3、4、10
5、10、11、12

右边
4、6、9、10
8、9、11、12
6、7、8、9

写完表 4.3-4 后，我请我太太默选一个小球当作坏球，并明确它是轻的还是重的。然
后根据表 4.3-4 确定天平每次的状态。她告诉我：第一次左边低，第二次平，第三次左边
低。于是我就得到编码“101”，然后查表 4.3-3 得知这个坏球是 6 号球，并且是个轻球。
于是我太太夸我真聪明并给了我一个香吻。
4.3.2.4. 程序
在编写程序之前，我们需要用一个数据结构保留表 4.3-3 中的编码。为了使程序简单
易懂，我们用一个三位数组 CODES 做这件事。注意：编码“001”在 CODES 数组中应该
保存为{1，0，0}，因为数组的低位在左边，而编码的低位在右边。根据这样的考虑得到
主程序如下：
例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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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m.training.numeralSystem;
import java.util.Scanner;
public class TwelveBalls {
private static int CODES[][][] = {
{{1, 0, 0}, {2, 0, 0}}, {{0, 1, 0}, {0, 2, 0}}, {{1, 1, 0}, {2, 2, 0}}, {{2, 1, 0}, {1, 2,
0}},
{{0, 0, 1}, {0, 0, 2}}, {{2, 0, 2}, {1, 0, 1}}, {{1, 0, 2}, {2, 0, 1}}, {{0, 2, 2}, {0, 1,
1}},
{{2, 2, 2}, {1, 1, 1}}, {{2, 1, 1}, {1, 2, 2}}, {{0, 2, 1}, {0, 1, 2}}, {{1, 2, 1}, {2, 1,
2}}};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ystem.out.println("There are 12 balls which indices are 1, 2, ..., 12 respectively.");
System.out.println("Please assume one ball is heavier or lighter than the others.");
System.out.println("I can use a balance only 3 times to tell you which ball the bad
one is.\n");
int[] code = new int[3];
for(int i = 0; i < 3; i++) {
while(true) {
showBalance(i);
try {
code[i] = getUserInput();
System.out.println("your input is '" + code[i] + "'.");
break;
} catch(NumberFormat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 error input: please input 0, 1, 2, or exit");
}
}
}
tellBadBall(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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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程序中调用了三个子函数：1）showBalance(i)，显示第 i 次（i=0，1，2）用天平
进行称量时，两端各放哪些小球；2）getUserInput()，顾名思义用来获得用户的三次输入。
用户输入数字 0、1、2 分别对应天平的平衡、左低右高和左高右低三种状态（参见 4.3.2.1
小节）；3）tellBadBall(code)，根据用户输入的 code 数组判断哪个小球是坏球以及是轻还
是重。
由于有这三个子函数对实现细节的屏蔽，主函数非常容易理解和排错。然后我们就
可以把精力集中到这三个子函数上。它们的实现见例 4.3-2。
例 4.3-2

package com.training.numeralSystem;
import java.util.Scanner;
public class TwelveBalls {
private static int CODES[][][]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rivate static void showBalance(int index) {
String left = "", right = "";
for(int i = 0; i < CODES.length; i++) {
switch(CODES[i][0][index]) {
case 1:
left += " " + (i+1);
break;
case 2:
right +=" " + (i+1);
}
}
System.out.println("------------------------ " + (index+1) + " -------------------------");
System.out.println("Left side of balance: " + left + ", right side: " + right);
}
private static int getUserInput() {
System.out.println("Please tell me the state of the balance");
System.out.println("

0 --- the balance is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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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out.println("

1 --- the left side is heavier than the right side");

System.out.println("

2 --- the right side is heavier than the left side");

System.out.println("

exit --- exit the game");

System.out.println("Your input (0, 1, 2, or exit):");
String input = new Scanner(System.in).nextLine();
if("exit".equalsIgnoreCase(input))
System.exit(0);
int result = Integer.parseInt(input);
if(result < 0 || result > 2)
throw new NumberFormatException();
return result;
}
private static void tellBadBall(int[] code) {
for(int i = 0; i < CODES.length; i++)
weight:

for(int weight = 0; weight < 2; weight++) {
for(int digit = 0; digit < 3; digit++)
if(CODES[i][weight][digit] != code[digit])
continue weight;
System.out.print("I know the bad ball is " + (i+1));
System.out.print(", and it is a " + (weight==0? "heavy" : "light") + " ball");
System.out.println(", am I a great genius?");
return;

}
System.out.println("!!! Your input is incorrect.");
}
}

4.4. 囚犯问题
一天，有一群囚犯即将被投入监狱。警官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做最后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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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每个人将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每间牢房都没有窗户、牢门紧闭、墙壁厚
实、与其他牢房相距很远。你们在牢房里不可能通过敲墙、喊叫、敲门、做手势等等等等
你所能想得到的任何一种方法与其他犯人联系。一句话，你们在牢房里甚至整个监狱里与
世隔绝……
“每天我都会随机地抽一个犯人出来放风，一天一个，无论刮风下雨。
“放风的地方除了一盏电灯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你在去放风的路上、放风时以及回
牢房途中都不可能被其他犯人看到。你也看不到其他任何犯人，当然你也不可能留下任何
信息比如在地上刻个字啊、高声喊叫啊、袭击警察啊……统统不可能，除了那盏电灯……
“那盏电灯的开关是你在放风过程中唯一可以触摸的东西。你可以打开它，也可以
关掉它。但你只能做这两件事之一，你别指望在灯上留下什么记号或者把灯泡敲碎。你也
别指望关掉电灯以后灯泡上的热量可以维持到第二天。第二天的犯人除了能看见这盏灯是
亮的还是熄的之外什么信息也得不到。
“电灯的能源不成问题，灯泡的质量不用耽心。你如果把灯打开，除非有人把它关
掉否则它就永远照下去直到地球毁灭的那一天。
“除非你犯规，否则我和任何警察除了每天随机抽一个犯人放风外不会与你有任何
联系，你也别指望贿赂我们。
“好了，规则讲完了，现在给你们十分钟。你们商量一个办法，使得有犯人某一天
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每个犯人都至少被放过一次风。如果你们找到了这个办法并且没有错
误我现在就把你们全部释放。如果找不到或者出错，嘿嘿嘿嘿……”
现在假设你是这群可怜的囚犯之一，你能找到这个方法吗？
4.4.1. 用一进制解决问题
这一题用一进制可以解。什么是一进制？远古人类的结绳记事就是一进制。问你有
多少只羊？你在石壁上刻下 3 个点，别人就知道了：你有三只羊。一进制的麻烦就在于如
果你有 100 只羊，那么你就必须刻下 100 个点。刻下这么多点不但很累人，而且容易出错
（因为你必须把点和羊一一对应，这样很容易出错）。所以即使是今天，地球上原始森林
中那些还只能结绳记事的部落对于超过 10 的数一概以“很多”表示。
对于囚犯这一题，可以事先指定一个囚犯当计数员。计数员是这样工作的：当他被
选中出去放风时，他先看看那盏灯是不是亮的。如果是亮的，就把它关掉，然后在心里把
计数加 1。这个数用来记录到目前为止有多少囚犯至少被放过一次风，初值是 1。一旦这
个数等于囚犯总数，则意味着所有囚犯都至少被放过一次风，问题就能解决。如果灯是灭
的就什么也不做。
其他囚犯怎么做呢？如果他被选中放风，同样要看看那盏灯亮不亮。如果是灭的，
就把它打开。如果是亮的，则不管它，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如果这个囚犯不是第一次出来放风，并且以前他打开过电灯，则即使灯是灭的也不
打开它。为什么呢？因为打开灯其实是为了通知计数员：我出来放风了，给我记个数吧。
所以一旦他打开电灯，则他早晚会被计数员计数。他以后即使再次被放风，也不用打开电
灯了以避免误导计数员。
所以打开和关闭电灯就好比在绳子上打一个结，计数员的职责就是数这个结有多少。
这样用一进制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有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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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用程序模拟解的过程
我们可以用一个 boolean 数组 open[]保存每个囚犯的开灯情况，初值为 false。如果他
开过灯，记 true。开过灯的人不能再次开灯。用随机数发生器 rand 来决定每次谁出来放
风。这里约定第一个人（下标为 0）是计数员，如果计数员被选中放风，当灯是亮的时候
就关掉它并对计数器 count 加 1；如果其他囚犯被选中放风，则当灯是灭的并且自己从来
没有开过灯时就把等打开。另外我们还布置了一个 boolean 数组 free[]用来确定某个囚犯
是否被放过风，以便验证我们的算法是否正确。boolean 型变量 light 用来确定当前灯的状
态，初值为 false，即关闭。综上所述，程序如下：
例 4.4-1

package com.training.numeralSystem;
import java.util.Random;
public class Prisoner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free(100);
free(200);
}
private static void free(int prisoners) {
boolean open[] = new boolean[prisoners];
boolean light = false;
int count = 1;
Random rand = new Random();
boolean free[] = new boolean[prisoners];
while(count < prisoners) {
int prisonIndex = rand.nextInt(prisoners);
if(prisonIndex == 0) {
if(light) {
count++;
light = false;
}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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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ight || open[prisonIndex])) {
open[prisonIndex] = true;
light = true;
}
}
free[prisonIndex] = true;
}
for(boolean f : free)
if(!f) {
System.out.println("Fail!");
return;
}
System.out.println("Succ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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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继承、接口和代理
继承、接口是 Java 语言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初学者对继承、接口有许多错误认识。
两者之间以及代理（即 Proxy）与接口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一章我们就来专门谈
谈继承、接口和代理。

5.1. 动态定连
5.1.1. 什么是动态定连
动态定连的含义是程序员在代码中调用一个函数，但是真正要调用的是哪个函数是
在运行时才确定的，而不是在编辑代码、编译或者连接的时候确定。比如你调用一个接口
的函数时，实际上该函数是抽象的，并没有函数体，你的程序在运行时真正调用的是接口
的实现类中实现该函数的函数。同样的情况在子类重定义父类的成员函数（ member
function）i时也会发生。

对象 obj1

类 C1

域表
class

函数表
m1
m2

对象 obj2
域表
class

C1 的代码：
函数
C1.m1
…
函数
C1.m2
…

C2 是 C1
的子类

C2 的代码：

类 C1
对象 obj3
域表
class

函数表
m1
m2

class C1 {
void m1() {
…
}
void m2() {
…
}
}

函数
C2.m2
…

class C2 extends C1
{
@Override
void m2() {
…
}
}

图 5.1-1 函数的动态定连

5.1.2. 动态定连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 Java 语言乃至 C++等面向对象语言是如何实现动态定连的呢？Java 的做法是在

i

有的教材称为实例函数（instance function），两个概念仅仅名字不同，含义是等价的。

77

Java 大师之路

第五章 继承、接口和代理

运行时为每个对象中安排了一个名为“class”的域或者属性i，该属性指明这个对象的类
是哪个类。然后在每个类中安排一个函数对照表（简称函数表）。该表把该类的每个函数
映射到函数的真正位置（比如哪个类，函数名叫什么，参数表如何等等）。
图 5.1-1 显示了一个 Java 程序运行时内存的一个快照，旁边给出了对应的 Java 类代
码。其中 C2 是 C1 的子类，方法 m2()在 C2 中被重定义。对象 obj1、obj2 是 C1 类型，
obj3 是 C2 类型。那么当我们调用 obj3.m2()方法时，JVM 首先找到 obj3 的类 C2，从函数
表中找到 m2()的定义，然后把控制转到 C2.m2()函数体继续运行即可。如果调用 obj3.m1()
方法，控制会转到 C1.m1()函数体继续运行。
所以每当一个类继承另一个类时，父类的函数表的内容会被拷贝到子类函数表中。
方法重定义（override）的真正含义是用当前函数体的真正位置替换掉函数表中从父类那
里拷贝来的相应项。由于 C2 函数表的 m1 没有被覆盖，所以调用 obj3.m1()方法时调用的
是 C1.m1()的函数体；而 m2 被覆盖了，所以调用 obj3.m2()时，实际调用的是 C2.m2()的
数体，而与 C1.m2()函数没有关系。
事实上，即使你从类的内部调用一个函数时，Java 仍然遵循的是上述搜索机制。比
如假设图 5.1-1 中方法 C1.m1()的函数体里有对 m2()的调用。则调用 obj3.m1()时，即使实
际调用的是 C1.m1()，其函数体调用的也是 C2.m2()。而调用 obj1.m1()或 obj2.m1()时，实
际调用的仍然是 C1.m1()，但是它的函数体调用的却是 C1.m2()。Java 就是通过这样巧妙
的机制实现了动态定连。
5.1.3. C++是如何实现动态
定连的

对象 obj1
域表

函数表
m1
m2

函数
C1::m1

C++ 实 现 动 态 定 连 的
机制与 Java 相似。但是由
于 C++没有中间代码，没
函数
有一个类似于 Java 的 JVM
C1::m2
对象 obj2
那样的解释器 在程序运行
时帮助你维护所有的类，
域表
函数表
所以 C++的函数表并没有
m1
放在类中，而是直接放在
m2
对象中，就象成员变量一
样。参见图 5.1-2。
对象 obj3
函数
C++ 这 样 做 的 劣 势 是
C2::m2
每一个同类型的对象中都
域表
函数表
有一个相同的函数表。 优
m1
class
势是方法调用时，可以通
m2
过对象函数表函数的三
级跳找到函数，而 Java 要
图 5.1-2 C++的动态定连
经过四级跳：对象类函
数表函数。这也是 Java 对象比 C++对象更节省空间所必然要付出的时间上的代价。
i

参见 Object.getClass()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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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抽象函数不能是静态（static）的
我们都知道 Java 接口和抽象类中都可以定义抽象函数i。但是不论在哪里定义，抽象
函数都不能用 static 修饰。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学习上面几节关于动态定连的实现机制，我们发现：动态定连是一个与个体对
象紧密相关的概念。在 Java 中，动态定连是通过对象找到类，通过类找到函数表，通过
函数表找到函数的真正位置。所以脱离对象，动态定连是不成立的。
而静态函数ii是可以脱离对象直接运行的，只需在函数调用时指明是哪个类即可。所
以在静态函数的调用中动态地查找另一个类的函数表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抽象函数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因为抽象函数本身并没有函数体，直接调用它是
没有意义的。JVM 肯定要在运行时把对一个抽象函数的调用动态定连到真正实现它的函
数上。

5.2. 为什么 Java 不支持多继承
5.2.1. 不支持多继承并非仅仅是个语法规定
绝大多数教材都把 Java 不支持多继承说成是 Java 为了避免混乱和麻烦而发布的一个
语法规定。作为对比，这些教材中极少数较为优秀的还以 C++为例说明多继承使用起来
是多么的混乱。
请大家告诉我你看到这种说法之后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是不是“如果 Java 的作者乐
意的话，让 Java 支持多继承也不是不可能的”？
上述教材的说法不能解释这样一种现象：Java 中还有一些其他机制，这些机制给程
序员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甚至 Java 本身都建议一般不要使用，但 Java 仍然提供了这样
的机制。
比如可变参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使程序员在给函数的可
变参数设定实参时少写类似于“newABC[]{…}”这样的创建数组的语句，其中 ABC 是对
应可变形式参数的类型。其实数组仍然要创建，只不过编译器代你做了这件事情罢了。由
于可变参数涉及到数组的创建，即使一个实参也没有，空数组（即 length==0）也要被创
建出来，所以 Java 建议你一般不要使用可变参数，你可以用 Java 的重载机制部分地代替
它的功能。
而多继承却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机制。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在很多情况下，多
继承的确能给程序员带来很多便利。退一万步讲，即使多继承的确带来了诸多混乱，鉴于
它在某些情况下的强大功能，Java 大可提供这个机制然后建议大家一般不要使用。这样不
是更好吗？为什么为了一个莫须有的“混乱”就因噎废食地废除了这么有用的机制？难道
C++的作者就很笨吗？
所以科学家们在 Java 中废除多继承绝不是什么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
5.2.2. 分布式开发与多继承
Java 是一种网络语言，这不仅指 Java 是在网络环境中运行的语言，还表示 Java 支持
i

事实上，接口中即使不加 abstract 修饰符，函数也被认为是抽象的。
有的教材称为类函数，本书中无差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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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开发人员分头或分时开发 Java 程序。这是 Java 语言与 C、C++这样的
单机程序设计语言最根本的不同。两者之间所有其他差异都是实质上从这个差异派生出来
的。
5.2.3. Java 语言必须提供中间代码
否则，当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工程师把他们的代码集成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软件时，
就会出现问题。假设其中一位工程师张三想改一改他的代码，那么就会像 C、C++一样，
所有的代码都要重新编译、连接一遍。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中间代码，则所有的代码就是最终的本地代码。回想一下你在
《计算机组成》中是怎么学习汇编语言的，你会发现这种代码是直接存取堆栈、寄存器、
内存的。当张三改变他的类时，其他代码并不清楚他的类中各属性的次序、类型、存在性
是否发生了改变，则其他代码在访问张三的类时就会发生混乱。
所以本地代码不可能成为网络程序设计语言编译器的选择。所以 Java 不得不采用中
间代码。
更何况，Java 语言编译后的结果是要能够在异构（简单地说就是不同操作系统）环
境中运行的。客观上也要求有中间语言的存在。
5.2.4. Java 语言不支持多继承

C1

C2

+field1

+field1

我们不妨假设 Java 语言支持多继承，这时
Java 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当一个类从多个父类中
继承多个同名的域（field）时，该类的子类不知
道这个名字到底该跟哪个父类中的域绑定。
S
如图 5.2-1 所示，假设类 S 是 C1 和 C2 的子
类。C1 和 C2 中各有一个名字都叫 field1 的域。
我们不用关心 field1 的类型，现在的问题是 S 继
承 C1 和 C2 后，就会把两个 field1 都继承过来，
图 5.2-1 类 C1、C2 是 S 的父类，各有一个
名字都叫 field1 的域，则 S 中一旦引用
从而产生混乱：S 中引用 field1 时指的是 C1.field1
field1 就会产生歧义
呢，还是 C2.field1？
可能你会说，我们可以这样约定：在指定 S
的父类时，给每个父类以一个次序（比如从左往右），然后看 field1 在哪个父类中第一个
出现，则 field1 就与这个父类中的同名域绑定。实际上 C++就是这么规定的。也就是说假
设 S 是这样指定父类的：
class S extends C1, C2 {…}
我们看到，C1 排在 C2 之前，则 S 中凡引用 field1 的地方引用的都是 C1.field1。反过来如
果
class S extends C2, C1 {…}
则 S 中凡引用 field1 的地方引用的都是 C2.field1。
这个规定本身不会有问题，否则 C++早就被淘汰了。可是由于 Java 与 C++的本质差
异，这个规定在 Java 中行不通。这是因为 C1、C2 和 S 可以是三个不同的人或小组分别
开发。C1、C2 的开发者可以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且都不知道 S 的存在。所以任何一个
开发者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代码然后重新发布 C1 或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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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假设 C1 的作者删除了 field1，会发生什么呢？当 S 的作者收到新版本的 C1 以
后，他可能会这样想：虽然 C1.field1 不存在了，但是 C2 中不是还有一个 field1 么？S 的
源代码也不用改变了，就让 field1 引用 C2.field1 好了！S 的作者的如意算盘是：反正源代
码也没有改，编译结果还不是一样的？可惜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第一次编译之后，S
中的 field1 就与 C1.field1 绑定，即使 C1 的代码后来了发生改变，这种绑定也不会自动解
除。要想改变这种绑定，必须对 C1 的源代码进行重编译。
而这恰恰是 Java 语言不能容忍的。想想看，假如每一次 JDK 版本的更新都需要你把
你的所有 Java 源代码都重新编译一遍，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Java 还能成为分布式
开发语言吗？
所以 Java 不支持多继承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是支持分布式开发的语言，它不希望一
个模块或类的改变就导致所有模块和类的重编译。而 C++能支持多继承的原因是：C++本
来就约定任何一段代码发生改变后整个程序的所有源代码都要重新编译。
这里我们有几个推论：第一， C++程序的各个模块的整合是基于源代码的；第二，
C++不支持类似于 Java 的 Open Source 那样的第三方开发机制除非有人愿意公开他的 C++
源代码。

5.3. 接口中不能定义成员变量、类变量和函数体
许多人认为 Java 只能实现单继承是个遗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Java 提出了接口
（interface）的概念并允许接口可以多实现，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继承的功能。但是
极少有人能够意识到 Java 为了支持多实现，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接口
中不能定义成员变量（有的教材称为实例变量）和类变量（有的教材称为静态变量），函
数也不能定义函数体。
5.3.1. 接口中不能有成员变量和类变量却可以有类常数
接口是允许多实现（或者说多继承）的。如果接口中可以定义成员变量和类变量，
则接口的多继承过程中就会产生图 5.2-1 中同样的问题。所以接口中要么不定义变量，要
定义的话也只能定义类常数。
你可能会问：类常数也会产生图 5.2-1 中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却行得通呢？你的判断
绝对正确，即类常数的确会产生同样的问题。Java 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巧妙的约定：如果一
个类常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父接口中有定义，则除非接口的实现类不去引用这个类常数，
否则编译时就认为这个类常数有歧义，从而报错。也就是说，Java 允许你在多个接口中定
义同名的类常数，但是你在同一个实现类中却不可以引用这个类常数（当然在每个接口各
自单独的实现类中引用这个常数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采用“一旦引用就报错”的策略允许在接口中定义成员变量
和类变量。因为变量是不能没有初值的，非基本类型变量的初值甚至需要调用用户的代码
才能设置。而接口中除了对常数设置初值外是不能有代码的。也就是说，变量的初值在接
口中根本就没有办法设置。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实现类中设置变量的初值呢？也不行。因为本小节的开头就说
明了，实现类不可以引用接口中的变量。
因而接口中不能有类变量和成员变量。即使采用“一旦引用就报错”的妥协策略也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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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为什么接口中的函数没有同样问题？
在接口中定义变量i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为
A
什么在接口中申明函数却没有问题呢？这是因为 Java 允
+field1
许在同一个类中可以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名变量。
如图 5.3-1，我们在父类 A 中定义了一个变量 field1，
这个变量就会被子类 B 继承。而 B 中也可以定义一个名
字也叫 field1 的变量。这两个变量可以在 B 中同时存在。
B
只不过当 B 引用 field1 时总是指离它最近的 field1，也就
+field1
是 B.field1 而不是 A.field1。
Java 语言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 A 中可能有个方
法比如说 m()在引用 A.field1。当这个方法被 B 继承以后，
我们可以调用 B.m()方法。此时被引用的仍然是 A.field1， 图 5.3-1 类 B 是 A 的子类，它们都
有一个名字叫 field1 的域
而与 B.field1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同样的情况对方法却不成立。参见图 5.3-2，当
子类 B 也定义 m()方法时，这个方法被认为是对父类 A 中的 m()方法的重定义或者说覆盖
（Override）
。所以 B 中不会出现两个 m()方法。这是变量和方法的继承机制的最大不同。
由于这个不同，接口中就可以申明方法。当两个接
口中申明了同样的方法时，实现类会认为这两个方法相
A
互覆盖，是一个方法而不是两个。实现类只需要为这一
+m()
个方法提供函数体即可，不会存在两个方法或两个函数
ii
体，因而不会产生类似于图 5.2-1 的歧义问题 。
5.3.3. 同名变量或常数
直接在同一个类/接口中定义同名变量/常数当然是不
B
允许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引用其中的第二个变量/
+m()
常数。但是如果在父类/接口中定义一个变量/常数，然后
在子类中定义一个同名变量/常数却是允许的 iii 。参见图
5.3-1，那么在类 B 乃至 B 的子孙类中引用 field1 为什么 图 5.3-2 类 B 是 A 的子类，它们都
就不会产生类似于图 5.2-1 的歧义问题呢？
有 m()方法
原因就在于 B 的 field1 的定义遮挡了其父类对 field1
的定义。所以 B 乃至 B 的子孙类中凡引用 field1 的地方都是指 B.field1。所以没有歧义。
而图 5.2-1 的两个父类 C1 和 C2 在继承体系中处于同一层次，不存在一个类的定义能遮挡
对方的可能。当这两个父类分别由两个人开发而这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存在时尤其如此。
可能有读者会说，我们假设 B.field1 与 A.field1 的类型相同，并且希望删除 B.field1
以便 B 的子孙类中 field1 都去绑定 A.field1。这样不也会产生 5.2.4 节中同样的“代码没有
改变却需要重新编译”的问题吗？但是即使 B.field1 被删除了，B 也从 A 继承了 field1 域，
所以对于 B 的子孙类来说，field1 被绑定到 B.field1 也是没有逻辑错误的。
i

以下除非特别声明，否则变量这一概念就是指成员变量或类变量，而不含函数体中的局部变量。
函数体是不能相互覆盖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接口中的函数不能定义函数体。
iii
即使两个变量的类型不同也行。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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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名变量或常数可以在同一个类中事实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于查找变量/常数
来说子类比父类优先，并且子类继承了父类的所有域。

5.4. 接口中的函数只能是公开（public）的
5.4.1. 静态定连和动态定连
我们都知道 Java 接口中的函数都是公开的，不能用 protected 或 private 修饰。如果缺
省存取修饰符的话，编译器也会自动为函数加上 public 修饰。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任何一个成员方法 m()都是以两种方式之一进行调用的。第一种是通过 this 或
super 关键字调用，比如 this.m()或 super.m()。这种方式是静态定连的一种。因为方法所关
联的对象就是当前对象，是确定无疑的，则被调用的方法体也是确定无疑的，在编译时刻
就能确定下来i。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一个对象变量进行调用。比如：
class T1 extends Type {
void m() {
Type var = …
var.m();
}
…
}
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为动态定连（参见 5.1 节）。这是因为虽然 var 变量被声明为 Type
类型，但是它的真正类型有可能是 Type 的子类或实现类。也就是说，var 的类型是不确定
的，m()的函数体在哪里要依据 var 的真正类型在运行时刻而不是编译时刻才能确定下来。
5.4.2. protected 的真正含义
搞清楚了上述关于静态定连和动态定连的含义，我们会明白 protected 的真正含义：
用 protected 修饰的方法可以被当前类、与当前类处于同一个包中的其他类、以及外包中
的子类调用；其中外包中的子类只能以静态定连的方式调用这个方法。
前一句话大家好理解，这是绝大多数教材对 protected 的定义。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即使是子类，也不能通过变量引用的方式调用父类中用 protected 修饰的任何方
法。道理不复杂，以上面例子为例，假设
1) 当前类是 T1；
2) var 的真正类型是 T2；
3) T1、T2 都是 Type 的子类；
4) T1 与 Type 不在同一个包中；
5) T2 对 m()方法进行了重定义，并且与父类 Type 一样，用 protected 对 m()进行了
修饰。
这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注意 var.m()这个调用，当前类 T1 居然可以调用 T2 中用
protected 修饰的 m()方法！这就是问题！所以以动态定连的方式调用父类中用 protected 修
饰的方法是不允许的。

i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很容易地发现私有方法、静态方法都是静态定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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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接口中的方法法只能是公开的
假设接口中的方法 m()可以用 protected 修饰，则根据上一节的论述，m()在外包中就
只能通过静态定连的方式调用。问题是 m()是没有函数体，静态定连到这个函数上的任何
调用都是没有意义的。外包中如果真地出现 this.m()或 super.m()这样的调用，那也都被静
态定连到 m()在当前类或者某个父类中的实现上而非接口中的 m()本身。接口中的任何方
法必须而且也只能通过动态定连的方式调用。所以如果接口中允许用 protected 修饰一个
方法，那么该方法在外包中既不能动态定连地调用也不能静态定连地调用，换句话说，完
全不能调用。在本包中呢？这个问题等一会再谈。
接口中的方法 m()同样也不可以用 private 修饰。这个道理简单，因为 private 修饰的
函数对子类（对接口来说就是实现类）来说都是不可见的，实现类如何去实现一个它不知
到的方法？
那么用缺省修饰 m()方法？此时 m()方法所在的接口 I 必然是私有的而不是公开的i。
这是因为如果 I 是公开的，意味着外包中可以定义对它的实现。问题是 m()方法在外包中
是不可见的，那么外包中的实现类怎么可能去实现一个它看不见的方法？所以 I 必然是私
有的。既然如此用 public 修饰 m()与缺省修饰它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为了减少使用者的
记忆负担，Java 就非常合理地约定接口中的方法只能用 public 修饰。
回过头再看接口中用 protected 修饰的方法在本包中的使用。由于这样的接口在外包
中根本就没法使用，所以这个接口完全没有必要做成公开的。而私有的接口中，用 public、
protected 或缺省修饰一个方法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所以 Java 被迫约定：任何接口中的
方法都必须是公开的，即使没有用修饰符，Java 编译器也自动地为它加上 public 修饰。
所以我们有一个推论，用 protecte、private 和缺省修饰符修饰抽象类中的抽象函数也
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大多数 Java 编译器允许你这么干。因此当你定义一个抽象类中的抽
象函数时，请第一时间给它加上 public abstract 修饰符，谢谢。

5.5. 外部接口和类可以是受保护的吗？
我 们 可 以 用 protected 修 饰 一 个 成 员 变 量 、 类 变 量 或 方 法 等 ， 我 们 可 不 可 以 用
protected 修饰一个接口或者类本身？ 回答是没有必要。因为 proteced 的含义是只有本包
或子类可见。所以如果用 protected 修饰一个类或接口 A，则 A 只能在外包中的子类或本
包中使用。
在本包中，用 protected 修饰 A 的结果与缺省修饰它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只用
看在外包中的子类 B 中使用 A 的情形。此时 B 是 A 的子类，所以 A 对 B 来说必然是可见
的。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古怪的情形：不管你想在哪个包中定义哪个类，如果你希望它是 A
的子类的话，那么你就能看到 A，即使 A 是用 protected 修饰的，即使你后来改变了主意
选择了另外的父类！这里我们看到 protected 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限制的作用。所以用
protected 修饰 A 是没有意义的。
用 private 修饰 A 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 private 的含义是只有当前类可见。一个类
不能被其他类引用，不能成为其他类的父类，不能被 JVM 调用其包括 main()在内的任何
静态函数，这样的类根本就毫无用处。
所以类和接口只能用 public 或缺省修饰。缺省修饰的类被简称为私有类，但你一定
i

接口只能是私有的或公开的，参见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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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此处的私有并非 private 的意思，而是本包中可见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内部类或内部接口却可以用 protected 或 private 修饰。此时修饰符的
作用是限定被修饰的内部类或内部接口在同一个宿主类或者其子类中的可见性。由于多了
宿主类这一环节，所以 protected 和 private 修饰符可以被使用。

5.6. 接口的实现
5.6.1. 接口中不能定义函数体
接口中可以申明函数头，但是不可以为其定义函数体。因为相同的函数头可以相互
覆盖，但是函数体是不可以相互覆盖的，编译器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两个函数体是否等价
i
。我们从图 5.2-1 中（把其中的 field1 替换成一个函数）已经知道这样会产生歧义。所以
接口中不能定义函数体。
可是为什么当一个类实现了两个接口，而这两个接口申明了相同的函数头却不会出
问题呢？因为：
 相同的函数头在同一个实现类里面被合并为一个函数头，因为不存在歧义；
 实现类中的实现函数是对这两个接口中的两个相同函数的统一实现，并非仅实现
了其中之一；
 子类对父类中某个函数的重定义会覆盖父类中的函数体。而子类中的变量仅仅遮
挡住了父类同名变量的可见性，而不能覆盖（或者说取代）那个变量ii。所以函
数的继承与域的继承是不相同的，两者不能简单类比。
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接口中不能定义变量但是可以定义常数，也可以申明函数头
但却不能定义函数体的深刻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并非仅仅是 Java 的语法规定，而
是 Java 的必然。除非 Java 改变它网络语言以及可分布式开发的定位，否则 Java 就不会不
这样规定。不然的话 Java 就会存在内在的不一致问题，它也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5.6.2. 接口的静态实现
所谓静态实现就是一个类实现（implements）一个接口。前者被称为后者的实现类。
凡接口中申明的方法都是没有函数体的，实现类应该为每个这样的函数提供函数体，这个
过程常被称为对方法的实现或重定义或覆盖（Override） iii 。我之所以把这种实现称为
“静态实现”，是因为这种实现必须在程序运行之前编写实现类及其代码、完成编译。而
且一旦运行之后你就不能改变实现代码。
5.6.3. 接口的动态实现
如果接口的实现类在程序运行前没有定义，或者虽然有定义，但是其定义需要根据
i

退一万步说，就算存在两个函数的函数体等价，那也说明程序的设计是有问题的：没能合并重复的
代码。编译器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 Java 工程师的设计错误上。
ii
所以，方法对变量（非局部变量）的引用是静态定连的、确定无疑的，在编译的时候就能知道变量
在什么位置。而不象函数，一个函数被调用时执行的实际是子类中重定义的函数体而不是当前类中那个函
数的函数体。甚至你都没有办法限定一个函数只能执行当前类中该函数的函数体而不是子类中重定义的函
数体，用 this 关键字进行限制都不行。这就是函数的动态定连。动态定连也只针对函数，从来不针对变量。
iii
当然你也可以仅实现部分函数，而让当前类的子类去实现其他函数，条件是当前类必须用 abstract
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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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必须在源代码的基础上进行。则接口的静态实现
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比如当把你的程序提交到服务器上运行时，服务器可能要在运行你的每个函数前检
查一下当前用户是否有这个权限。服务器是怎么进行检查的，作为普通程序员的你不可能
知道。就算你知道，服务器也不想把这么重要（或者它认为重要）的工作交到你手上执行。
因为说不定你就忘了执行检查或者进行了错误的检查。所以你的函数的源代码中并没有执
行对权限的检查。现在要么你改写源代码，要么使用接口的动态实现。否则服务器无法对
权限进行检查。Java 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呢？你猜对了，用代理（Proxy）。
5.6.4. 代理（Proxy）就是接口的动态实现
“代理”这个名称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调用一个函数，但是该函数把你的调用引向
别的函数。例如例 5.6-1 就给出了关于代理的一个实例。其中构造方法把代理对象 myObj
作为参数传入，而 MyIntrProxy 作为代理类把用户对方法 m()的调用传递给代理对象的同
一个方法。
例 5.6-1 代理设计模式的例子

interface MyIntr {
void m();
}
class MyIntrProxy implements MyIntr {
private MyIntr myObj;
public MyIntrProxy(MyIntr myObj) {
this.myObj = myObj;
}
public void m() {
this.myObj.m();
}

把对 m()的调用转移到 myObj 的
同名函数上

}
所以“代理”这个概念本身实际是一种设计模式，并不与某个具体的类或接口有关。
而 Java 中的 Proxy 类及其 InvocationHandler 接口固然取了一个“代理”的名字，但实际
上与上述设计模式没有太大的关系。Proxy 的真实作用是对任意一个或多个接口的动态实
现。
以上节中的权限检查为例，Java 是如何动态实现用户的接口的呢？假设用户的类是
A，它所实现的接口是 IA。IA 在这里的作用就是申明实现类中有哪些方法，每个方法的
函数头是什么样子i。而 IA 的实现则由类 A 完成。现在我们想在程序运行时动态地实现
i

所以 Java 的接口(interface)常被称为合同(Contract)，即调用方和实现方约定的函数调用的方式。既然
是合同，就不能轻易修改。否则就会同时影响调用方和实现方。另外，合同只是一种约定，具体执行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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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接口，以便调用 A 的方法时，能够对权限进行验证i。
虽然我们的确也可以用静态实现的办法达到上述目的，比如例 5.6-2 给出了一个静态
实现用户接口 IA 的例子。但是这个实现并无太多价值。
例 5.6-2 权限验证的静态实现例子

interface IA {

用户的接口

void m(int a, String b);
}
class A implements IA{

用户的实现

@Override
public void m(int a, String b) {…}
}
class SecureA implements IA {
private IA myObj;

SecureA 是专为用户
的接口 IA 定制的

public SecureA(IA myObj) {
this.myObj = myObj;
}
@Override
public void m(int a, String b) {
checkPermission();

进行权限检查，具体如何检
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this.myObj.m(a, b);

调用用户的代码

}
}
使用 SecureA 的示例代码：
IA a = new A();
a = new SecureA(a);
a.m(3, “abc”);

调用用户函数 m()时，会进
行权限检查。

因为 SecureA 是专为用户的接口 IA 定制的。所以这带来了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
一，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 IA 的存在，则我们无法为它定制一个 SecureA。就算我们做得
到，我们也不可能为成千上万的每一个用户的接口都定制一个相应的 Secure 实现；第二，
另一回事。所以在接口中是不能有任何可执行的函数体的。
i
仅有 IA 接口中被申明的方法在调用时才会被检查用户的权限。A 中如果还定义了其他方法，则调用
它们时用户权限是不会被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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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IA 接口发生了变动，比如增加了一个方法，我们是不是要改动 SecureA？
例 5.6-3 权限验证的动态实现例子

class SecureHandler implements InvocationHandler {
private Object userObject;
public SecureHandler(Object userObject) {
this.userObject = userObject;

把用户对象传进来。

}
@Override
public Object invoke(Object proxy, Method method, Object[] args) {
checkPermission();

进行权限检查。

return method.invoke(userObject, args);
对用户对象调用用户的
代码并且返回结果。

}
}
使用 SecureHandler 的示例代码：
IA a = new A();
SecureHandler handler = new SecureHandler(a);
a = (IA)Proxy.newProxyInstance(
IA.class.getClassLoader(),
new Class[]{IA.class},
handler);
a.m(3, “abc”);

告诉 Proxy 要动态实现哪个
或哪些接口。
handler 告诉 Proxy 该如何处
理对对象 a 的函数调用。

所以接口的静态实现在这里没有太大价值。我们只有使用动态实现方案。Java 是如
何做到接口的动态实现的呢？当我们调用 myObj.m(a, b)时，myObj 是方法所针对的对象，
m 是方法名，a 和 b 是参数。由于要做到动态实现，这些信息（对象、方法名、形式参数、
实际参数等）在实际运行时会发生变化，事先不可预测。所以 Java 就把它们包装成参数
传给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就是 java.lang.InvocationHandleri中唯一的方法：
public Object invoke(Object proxy, Method method, Object[] args)
其中参数 method 包装了方法的名字、参数类型等有用信息（即上例中的 m 方法）ii。

i

InvocationHandler 本身也是一个接口，但是请不要把它与用户自己定义的接口(如 IA)相混淆。
类 Method 中有一个名字也叫 invoke 的方法可以被调用，但是这个 invoke 与 InvocationHandler 中的
invoke 是两回事。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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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s 则包含了调用时的所有实参（即上例中的 a 和 b）
。那么参数 proxyi是什么呢？初学者
常常认为 proxy 就是上例中的 myObj，其实大错特错。proxy 是当前对象，即方法被调用
时的当前对象，而不是你真正希望所针对的用户对象 myObj。这两个对象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还会提到。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编写一个 InvocationHandler 的实现，在这个实现类的
invoke 方法中对将要被调用的方法进行处理（比如，在调用用户的方法之前进行权限检
查）。然后构造一个这个实现类的实例，再把该实例传给 Proxy 的 newProxyInstance()方法。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就是一个实现了用户接口的对象。例 5.6-3 给出了示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InvocationHandler 接口的 invoke()方法的第一个参数 proxy 与用户
对象的差别。在例 5.6-3 的最后一行对用户的方法进行了调用，其中对象 a 就是传给参数
proxy 的实参，它实际是类 Proxy 的 newProxyInstance()方法的返回结果，被 Java 称为“代
理对象” ii 而并不是用户对象。所以用户对象要通过其他途径传递给 invoke()函数。例
5.6-3 的做法是用构造函数传进用户对象。当然这个办法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一定是最
好的，你可以采用其他办法例如用 setter 方法传进来。
5.6.5. 接口的动态实现与代理设计模式的差别
Proxy 是接口动态实现中的一个重要的类，其中的静态方法 newProxyInstance()自动
构造一个对象以动态地实现用户接口。但是这个类的名字 Proxy 很容易让你把它与著名的
代理设计模式相混淆。虽然他们的确有很多相似性，但是他们有以下重大差别：
1) 一般来说，在代理设计模式中总有且仅有一个用户对象存在，对代理对象的方法
调用被转移到这个用户对象上。但是动态实现就是动态实现，用户对象并不是必
需的。你可以在动态实现中引用一个用户对象，也可以一个用户对象也没有。还
可以引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户对象。所以用户对象在这里的地位并不特殊，与
其他域或属性（如果有的话）地位相当。
2) 一般来说，代理设计模式中被代理的对象的接口或类是事先知道的。所谓代理，
真正代理的是这些接口或类中的方法。接口的动态实现则不需要事先知道接口，
它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动态加载到 JVM 中的接口。接口和类都可以被代理，但是
只有接口才能被动态实现。
3) 代理设计模式的结果是用户接口的一个实现类或者用户类的一个子类。而接口的
动态实现的结果是一个对象，该对象是从 Proxy 类的 newProxyInstance()方法那里
获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只需要对象而不需要实现类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动
态实现。Java 会自动地在内存中为该对象构造类和相关代码。

5.7. 小结
本章围绕着接口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破解了许多关于接口和继承本质的问
题，如什么是动态定连、静态定连，接口中为什么不能定义变量而只能定义类常数，接口
中的函数为什么只能是抽象的，接口为什么可以多实现，函数的继承与域的继承有什么重
大差别，以及接口的动态实现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你深刻理解接口，从而为使用
i
ii

请不要被这个参数的名字 proxy 所迷惑，我认为这个参数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 currentObject。
但是我却宁愿称它为“动态实现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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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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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常用设计模式的实质
本章将为大家介绍几种常用的设计模式的实质。这些设计模式很多就是从 JDK 的类
库中总结出来的，比如事件监听模式、工厂模式等等。本章的重点是透过这些模式的表象
看清其背后的实质，理解每个模式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6.1. 事件监听（Event-Listener）模式
这种模式是 JDK 中最常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的常见做法如下。
6.1.1. 事件类
第一步，构造一个 java.util.EventObjecti的子孙类，比如 java.awt.event.MouseEventii，
以封装事件发生时的信息。就 MouseEvent 来说，它至少封装了鼠标事件的以下信息：
1) 事件发生在哪个对象上（参见 getSource()方法）
2) 鼠标点击的相对坐标（参见 getX()、getY()、getPoint()等方法）和绝对坐标（参
见 getXOnScreen()、getYOnScreen()等方法）
3) 哪个鼠标键被按下（参见 getButton()方法）
4) 鼠标被点击了几次（参见 getClickCount()方法）
5) 同时被按下的键盘修饰键（如 Shift、Ctrl、Alt 等）有哪些（参见 getModifiers()
方法iii）
把事件发生时的有关信息封装在一个事件类里面的真正用意是，第一，传递事件对
象时比较方便，否则就不得不传递事件的一连串的参数而不是一个事件对象；第二，一旦
有需要，可以对这个事件类进行修改，比如增加方法、改变算法等等，而不会影响所有对
这种事件进行处理的程序；第三，用户可以继承这个事件类构造自己的事件类，从而定义
自己特有的属性和方法或者对原事件类中的方法进行重定义。如果我们传递的是一连串参
数而不是一个对象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效果iv。
从以上说明我们也看出，事件类也并不是 100%必需的。如果事件所包含的信息的确
很简单（比如我们可以杜撰一个时间事件出来，其中只需要一个长整型表示当前时间的毫
秒数即可），并且以后永远也不会被修改，也不打算让用户进行重定义或继承，那么事件
类就是不需要的。我将在后面给出 JDK 中这样的事件的例子。
那么事件类是不是一定要是 java.util.EventObject 的子孙类呢？不是。只要它封装事
件的信息，那么它可以是任何一个类。不过传统上我们建议把它定义为 EventOb ject 的子
类，因为第一，这样你可以继承 EventObject 的 source 属性，该属性在大多数事件中要用
到；第二，所有事件拥有一个公共的父类则为以后修改和扩展带来便利。

i

这个类之所以在 java.util 包中而不是 java.awt.event 或 javax.swing.event 包中是因为事件可以在任何对
象上发生，而不仅仅只有 GUI 控件才有事件。有没有事件取决于您在定义一个类时是否希望加上事件。就
象属性和方法一样，您可以在定义一个类时任意添加一个或多个事件。
ii
它实际是 java.awt.event.InputEvent 的直接子类。
iii
这个方法实际在其父类 InputEvent 中定义。
iv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参数过多时我们把它们封装到一个类里面是多么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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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监听器
第二步，构造一个监听器（Listener）接口。该接口的作用是帮助发生事件的对象
（称为来源对象，参见 EventObject.getSource()方法）在事件发生之后调用相应的、用户
定义的处理程序。比如当鼠标事件发生时，接下来干什么？可能用户希望弹出一个对话框、
选中光标下的控件或者拉出一个选择框……所以我们需要定义一个监听器接口，让用户用
自己的代码去实现该接口以便来源对象在事件发生后调用用户的代码。
比如 MouseEvent 的监听器就是 java.awt.event.MouseListener 接口（参见例 6.1-1）。
这个接口中申明了五个方法分别对应鼠标点击（mouseClicked）、进入（mouseEntered）、
退出（mouseExited）、按下（mousePressed）和释放（mouseReleased）时所应执行的方法
的函数头。所以用户只要实现这五个方法就能对上述五种动作进行响应。值得一提的是这
五个方法的参数都只有一个，是 MouseEvent，这个事件类就封装了鼠标事件发生时的瞬
间状况。所以我们定义自己的监听器时，就要在接口的方法中引用事件类，事件类就是在
这里与监听器以及事件处理发生联系的。
例 6.1-1 鼠标监听器代码

package java.awt.event;
interface MouseListener extends java.util.EventListener{
void mouseClicked(MouseEvent e);
void mouseEntered(MouseEvent e);

MouseListener
是
EventListener 的 子 接
口，但这不是必须的。

void mouseExited(MouseEvent e);
void mousePressed(MouseEvent e);
void mouseReleased(MouseEvent e);
}
MouseListener 实际是 EventListener 的子接口。基于同样的道理（参见上一节最后一
段），你的监听器不一定非要是 EventListener 的子接口，实际上后者是 java.util 包中的一
个空接口，但传统上我建议你这么做。
6.1.3. 添加和删除监听器
事件类封装了事件发生时的状况，监听器指明事件发生后该怎么处理。那么我们怎
么把监听器与事件的来源对象挂钩呢？因为如果不挂钩，来源对象上发生事件后就不知道
该执行哪个监听器上的代码因为这样的监听器可能有多个也可能一个也没有。
所以来源对象所在的类中应该定义一个名字类似于 add…Listener 的方法（其中的…
一般就是事件的名字比如 Mouse）以便把监听器加进来源对象。比如 java.awt.Component
是 所 有 GUI 控 件 的 父 类 ， 其 中 就 有 addMouseListener(MouseListener) 以 及 相 应 的
removeMouseListener(MouseListener)方法以便添加和删除鼠标事件监听器，参见例 6.1-2。
例 6.1-2 用 List 保存监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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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List<MouseListener> listeners = new LinkedList<MouseListener>();
public void addMouseListener(MouseListener listener) {
listeners.add(listener);
}

List 被用来保存鼠
标事件的监听器

public void removeMouseListener(MouseListener listener) {
listeners.remove(listener);
}
private void fireMouseClickedEvent(MouseEvent evt) {
for(MouseListener listener : this.listeners) {
listener.mouseClicked(evt);

简单地调用事件方法

}
}
…
伴随着 add…Listener 和 remove…Listener 两个公开方法，我们往往还定义一个名字
类似于 fire…Event 的私有或受保护的方法以便触发一个事件。例 6.1-2 中给出了触发鼠标
点击事件的函数。
6.1.4. 深入思考之一：避免重复以及同步
初学者在实现上述三个方法时，常常用一个 List 来保存被加入的监听器并在事件发
生时简单地调用对应的事件方法（参见例 6.1-2）。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用户反复添加
同一个监听器怎么办？除非你的确希望同一个监听器可以反复加到一个来源对象中，否则
用 List 就不如用 Set 好。
第二，你有没有考虑过同步的问题？当一个事件正在被处理时，如果恰好有一个新
的监听器被加进来怎么办？所以除非你肯定上述破坏线程安全的情况不会发生，否则你应
该用 synchronized 来保证线程的同步。
综合上述考虑，我们把程序优化为：
例 6.1-3 保证 listeners 的线程安全

…
private Set<MouseListener> listeners = new HashSet<MouseListener>();
public void addMouseListener(MouseListener listener) {
synchronized(listeners) {
listeners.add(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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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blic void removeMouseListener(MouseListener listener) {
synchronized(listeners) {
listeners.remove(listener);
}
}
private void fireMouseClickedEvent(MouseEvent evt) {
synchronized(listeners) {
for(MouseListener listener : this.listeners) {
listener.mouseClicked(evt);
}
}
}
…

6.1.5. 深入思考之二：异步执行监听函数
参见例 6.1-2 和例 6.1-3，其中 fireMouseClickedEvent()函数的实现虽然略有不同，但
都用了一个 for 循环。也就是说所有加入进来的监听器是按照顺序一个接一个执行的。这
种情况被称为同步。同步，通俗地讲就是后面的代码将等待前面的代码执行完毕之后才会
被执行。比如 Java 中顺序、循环、条件语句都是同步的。因为后面将要被执行的代码不
会被提到前面与前面代码同时执行。Java 中一般的函数调用也是同步的，因为函数调用之
后的代码必须等待函数调用完毕之后才会被执行，函数调用的返回结果也可以被其利用。
与同步相反的情况就被称为异步。异步的实质就是同时运行，各干各的i。比如，与
一般函数不同，Thread.start()方法就是一个异步执行的函数。不论用户在自己的线程里定
义了多么复杂的操作、要运行多长时间，哪怕执行死循环，start()函数都马上返回从而导
致其后的代码立即执行。由于不是同步执行，所以后面的代码不可能通过 start()函数的返
回值得到用户线程的执行结果。要想得到这个结果，你必须采用其他方法。
Java 的 synchronized 关键字的含义与上述同步概念的含义是一致的：当多个线程执
行到 synchronized 一句时，只有一个线程可以继续执行，其他线程必须等待这个线程直到
其执行完被 synchronized 包围的语句块之后才能选出一个继续执行。
从 fireMouseClickedEvent()函数看，同步执行监听函数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如果
其中某个监听器的执行特别耗时，则它会严重影响其后的监听器的执行；第二，如果某个
监听器的监听函数在被执行过程抛出了意外（Exception），那么其后的监听器就不会被执
i

这里我们有个推论：如果两个线程想进行协调，则必须要有一个同步机制，否则协调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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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把 fireMouseClickedEvent()函数中的 for 循环改为异步
执行，并用 try 语句对意外进行处理：
例 6.1-4 异步的事件处理

…
private void fireMouseClickedEvent(MouseEvent evt) {
synchronized(listeners) {
for(MouseListener listener : this.listeners) {
new Thread()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try {
listener.mouseClicked(evt);
} catach(RuntimeException re) {
throw re;
} catach(Exception e) {
…
}
}
}.start();
}
}
}
…
我们看到，如果抛出的意外是一个 RuntimeException 的话，上面程序会把它继续往
外扔。这样做是因为 RuntimeException 表示运行时的严重错误，一般来说应该终止当前代
码的执行。
当然，如果如果你是一个熟悉 JDK1.5 以上的高手的话，你还可以利用线程池的概念
（参见 JDK 的 java.util.concurrent 包）进一步优化上述代码从而节省 JVM 反复创建线程的
开销达到线程重用的目的。这里略过不提。
6.1.6. 事件的触发
接下来，你只需要在你认为合适的地方调用 fireMouseClickedEvent()函数即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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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的是：第一，如果把这个函数的修饰符改成 public，这意味着事件也可以从类的外部
手工触发；第二， 与 Thread.start()函数一样，fireMouseClickedEvent()函数也是异步的
（为什么？）。
6.1.7. 事件监听模式的实质是回调

A

B
call

+m()
当一个类 A 调用类 B 的某个函数 m()时，显
然前者必须知道这个方法的名字、参数、返回值
和抛出的意外。这种现象称为 A 依赖于 B，UML
图参见图 6.1-1。这种现象不利于 A 的维护和扩展。 图 6.1-1 A 调用 B 的某个函数，同时 A 依赖
于 B，注意表示依赖的箭头的方向
比如，如果 m()方法的名字、参数、返回值或意外
被更改了，则很有可能 A 的代码不得不更改和/或
重新编译。更重要的是，有时，A 甚至不知道 B 的存在，比如 A 比 B 先开发。这个时候
A 还能调用 B 的代码吗？
当然可以，做法是这样：
1) A 的作者可以提供一个接口 I，其
中申明了 A 想调用的方法及其参
interface I
数、返回值和能抛出的意外；
2) B 的作者实现 I 接口（可以直接用
+callme()
B 实现 I，也可以另写一个类实现
I），在实现函数中调用自己的函数
m()或者直接把 m()函数体中的代
码拷贝过来；
A
B
add
3) A 应该提供一个 setter 方法或者
+addI(I i)
+callme()
adder 方法，参数一般只有一个，
+m()
并且是 I 类型。这个方法的目的就
是把 I 的实现对象引入进来；
图 6.1-2 B 实现 A 提供的接口 I，在实现函数 callme()
中调用自己的函数 m()。A 则提供 addI()方法被 B 调
4) B 调用上述 setter 或 adder 方法把
用以便 B 把自己加入到 A 中
自己当作 I 加入进 A 中，以便 A
能通过接口函数调用自己的代码。
图 6.1-2 给出了实现上述步骤的一个典型例子。其中 A 对 B 的依赖被 B 对 A 的依赖。
所代替。这里要注意几点：第一，在 callme()函数的实现中，可以直接调用函数 m()，但
是更常用的做法是把 m()函数直接改名为 callme()以实现它，这样我们可以少定义一个函
数；第二，方法 A.addI()的目的是可以多次调用从而加入多个 I 的实现对象，但是如果只
需要一个这样的对象，则应该用 setter 方法。
上述改变依赖方向方案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接口 I 及其申明的函数 callme()以后不再
发生变化。否则依赖于它的 A 和 B 都可能要更改。
我们把这个方案称为回调（callback），因为对于 B 来说，它只是调用了 A 的 addI()
函数，结果却导致 callme()函数会在以后某个时刻被回调。回调的关键作用就是改变了依
赖的方向。
我们把接口 I 称为回调接口，其中的函数称为回调函数，回调函数的参数称为回调
参数，类 A 称为触发类，因为它将触发对回调函数的调用。 类 B 称为回调接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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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事件监听模式是回调机制的一个特例。监听器就是回调接口。事件类就是回调
参数的类型。来源对象的类型是触发类，监听器的实现就是回调接口的实现。所以对一个
类来说，方法和事件都被用来建立其它类对这个类的依赖，但是方法是被其他类调用的，
而事件监听函数则是由这个类回调的。
回调接口可不可以不是一个接口而是一个类呢？语法上没问题，但是我强烈建议你
不要这么干。否则，一来，你的实现类不能继承其它类了；二来，回调接口应该保持稳定
以便降低对触发类和实现类的影响，而类的定义中一般都会含有可执行的程序代码，这些
代码以后有可能会进行更改，从而不利于接口的稳定。
6.1.8. 事件监听模式应用
除了事件监听以外，回调机制被 Java 在很多重要的场合应用。比如 Java 的多线程机
制就是一个超级简化了的事件监听模式或者说回调机制。其中 Runnable 接口就是回调接
口，Thread 是触发类。run()是不带参数的回调函数。Thread 类中没有 setter 或 adder 方法，
那么 Runnable 的实现是怎么加入进 Thread 的呢？对了，通过构造函数i！
其他的例子还有 JTree 和 TreeModel，JList 和 ListModel 等。

6.2. 工厂（Factory）模式
6.2.1. 工厂模式的实质
作为一个常用的设计模式，工厂模式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请大
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一个对象？”。一般地，我们用 new 操作创建
一个对象。此时我们不但提供要创建的对象的类型，还能提供构造参数。这些参数可以使
我们灵活地控制对象的初始状态或行为。
但是 new 操作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你只能创建指定类型的对象，你不能创建
该类型的子类类型的对象。你也不能创建接口或抽象类型的对象。第二，new 操作一定会
在内存中创建一个新对象，这个对象占据了内存中的一片空间。两次 new 操作返回同一
个对象是不可能的。
现在你是不是恍然大悟工厂模式的实质了吧？工厂模式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个
问题。因为对象是通过工厂函数返回的，所以，子类类型、接口类型或抽象类型的对象也
能被函数返回。多次函数调用的返回对象也可以是同一个对象，这取决于函数内部是如何
实现的。
6.2.2. 工厂模式的典型示例
JDK 中工厂模式的典型例子就是 javax.swing.BorderFactory。这个类中提供了许多形
如 createXXXXBorder()的静态方法以便返回各种 Border 的实现。只要参数相同，同一个方
法返回的 Border 对象是相同的。从而既节省了空间又节省了时间（因为 new 操作比较耗
时）。
JDK 中另一个常用的工厂模式的例子就是 DriverManager，它的 getConnection()工厂
方法可以帮助你获得 Connection 的实现对象。
i

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甚至可以提出一个可能比 JDK 更优化的多线程机制，其中 Thread 类中有一个
addRunnable()方法以便加入多个 Runnable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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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不论 Border 也好，还是 Connection 也好，它们的实现类一般都是恒
类（Immutable Class，参见 2.1.4 节）。因为恒类可以很好地帮助你避免在共享对象的数据
结构时出现麻烦。当然，你并不一定非要这么做，开源框架 Spring 的 BeanFactory 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它所返回的 Bean 都是普通的对象，不一定是恒类对象。
6.2.3. Spring 的工厂模式
Spring 提供这套工厂机制至少可以达到以下两个目的：第一，根据其本身申明的不
同，Bean 的生命周期（Scope）可以是单例（Singleton）、原型（Prototype）或者用户自定
义。用 new 操作符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第二，用 XML 形式的数据文件而不是 Java 程
序来配置 Bean 之间关系。而通过数据文件构造 Bean 一般也是利用工厂模式进行的，而
不是用 new 操作符。
这是因为 Spring 在构建 Bean 时，不但要进行懒惰（Lazy）的依赖注入（Dependency
Injection），有时还要进行 AOP。这两个操作都会导致 Spring 动态生成用户类/接口的子类/
实现类i，而 Bean 的真正类型是这些子类/实现类，而不是用户的类/接口。所以我们不能
用 new 操作符。

6.3. 单例（Singleton）模式
单例，顾名思义，就是单独一个对象的意思。在 Java 程序运行过程中，有些对象只
能有一个，而不能有多个或者没有必要有多个。比如 Toolkit 提供了与图形用户界面
（GUI）有关的工具。这些工具都封装在 Toolkit 中。所以作为工具箱，没有必要有第二
个。
6.3.1. 可替换的单例
单例模式的传统做法是在对应的类中定义两个静态方法：
例 6.3-1 可替换的单例

public class XXXX {
…
private static XXXX singleton = new XXXX(…);
public static void setDefaultXXXX(XXXX singleton) {
XXXX.singleton = singleton;
}
public static XXXX getDefaultXXXX() {
return XXXX.singleton;
}
}
XXXX 是类名。其中的 setter 方法用来设置和改变单例，getter 方法用来获得单例。

i

于是 Spring 要用到接口的动态实现，参见 5.6.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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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这样构造的单例称为可替换的单例？因为这样的单例对象虽然全局看来的确只
有一个，但是这唯一的对象随时可以通过 setter 方法进行改变，所以是可替换的。
可替换单例唯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线程安全。一般来说例 6.3-1 的定义即使在多线程
环境下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当不同的线程对不同的单例特别敏感时，你还是需要把这两个
函 数 用 synchronized 修 饰 的 。 另 一 个 做 法 就 是 把 这 两 个 函 数 的 函 数 体 用
synchronized(LOCK)包围，其中 LOCK 是一个私有的静态的对象常数：
private static LOCK = new Object();
注意这两种做法并不完全等价，尤其是当有另外的静态函数被 synchronized 修饰时。
6.3.2. 不可替换的单例
如果单例不需要通过 setter 方法进行改变，我们就删除这个方法。这样用户就不能在
运行时动态地替换单例。那这样的单例与常数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义一个常
数比如
public static final XXXX SINGLETON = new XXXX(…);
来取代 getter 函数呢？毕竟比起函数调用来，常数引用更快捷。
这是因为常数只能用 new 初始化，而 getter 函数实际是一个工厂函数，它避免了
new 操作符的一切不便。比如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属性文件，然后 getter 函数可以根据这
个属性文件里的说明来生成单例。这样，单例就是可配置的了。
6.3.3. 静态方法封装
如果你的单例既不需要可替换，也不需要可配置。那么是不是就应该用常数对象实
现单例呢？还是要视情况而定。如果这样的常数对象有多个，比如 Color 中的 RED、
YELLOW、BLUE 等颜色常数就有多个，那么常数对象法的确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但是
如果这样的对象仅有一个，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常数对象的所有方法都改造为静态
方法，然后直接调用这些方法就可以了，而不必通过对象。这样，常数对象就可以被删除
了。这不仅节省了用来存储常数对象的内存，而且静态函数的调用比非静态函数的调用速
度要快。
用静态方法封装不需要替换、也不需要配置的静态函数而不使用单例的例子在 JDK
中比比皆是，比如 System，DriverManager，Proxy，BorderFactory，Math 等。就拿 Math
来说吧，其中的静态函数比如 sin()、cos()等都是用来进行数学计算的，在数学上有固定
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定义，所以直接用静态函数比用单例要好。

6.4. 代理模式（Proxy Pattern）
6.4.1. 什么是代理模式
这里的代理模式与包 java.lang.reflect 中的类 Proxy 和接口 InvocationHandler 并不完全
是一回事。后者的实质是对接口的动态实现（参见 5.6.3 小节），而代理模式虽然也会实现
一个接口，但是做法是静态的，即静态地定义一个类以实现接口。而 Proxy 则是动态地实
现接口。所以代理的实现类是程序员自己写的，而 Proxy 的实现类是 JVM 自动生成的。
两者的第二个差别是，代理可以针对一个类，而 Proxy 只能针对接口，而不能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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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动态继承i。所以两者本质虽有相似的地方，但具体的做法却截然不同。
代理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定义一个接口 Iii，程序员应该在接口中申明自己要实
现的方法的函数头；第二，构造 I 的一般的实现类，这样的实现类可以有一个也可以有多
个；最后，定义 I 的代理类 IProxy，其构造函数将传入一个 I 类型的参数，该参数对象将
被保存在一个成员变量 proxy 里面，我们把这个对象称为“被代理对象”。IProxy 的每一
个实现方法的函数体都简单地调用被代理对象的相同方法。参见例 6.4-1。
例 6.4-1 代理设计模式的例子

interface I {
void m1(…);
int m2(…);
…
}
class IProxy implements I {
private I proxy;
public IProxy(I proxy) {
this. proxy= proxy;
}
public void m1(…) {
this. proxy.m1(…);
}
public int m2(…) {

函数调用被转移到对 proxy 的同
一个函数的调用上

return this. proxy.m2(…);
}
…
}
上述代码中的 m1()和 m2()函数只是简单地调用被代理对象的相同函数，而没有做其
他工作。所以看起来似乎在做无用功。那么代理到底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呢？
6.4.2. 代理的作用
代理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你可以制作一个代理类 IProxy 的子类 A，然后重定义
（Override）其中的某个函数比如说 m2()，最后再执行类似于下面的语句：
i
ii

但是 Java 的一些开源的框架可以实现对类的动态继承。
I 在这里扮演公共祖先的角色，它也可以是抽象类或类。但强烈建议你使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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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bj1 = new ….;
I obj2 = new A(obj1);
obj2.m2();
其中第二个对象 obj2 就是对第一个对象 obj1 的代理，不过它的函数 m2()的行为被重定义
了，与 obj1 不同。这样，我们要改变 obj1 的行为只需继承 IProxy 然后重定义你想覆盖的
函数即可。如果没有 IProxy，我们将不得不在 A 中实现 I 的每个函数。当 I 的函数很多时，
就会显得很麻烦。
代理的第二个作用是，虽然我们在例 6.4-1 的 IProxy 的每个函数中只是简单地调用被
代理对象的同一个函数而没有做其他事，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调用语句之前或之后加上自
己的代码，从而在调用之前或之后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比如进行权限验证、事务
（Transaction）处理或日志操作等。
6.4.3. JDK 中的代理设计模式的示例
JDK 中使用代理设计模式的最典型例子就是 Thread 和 Runnable。Thread 其实是
Runnable 的一个实现，并且有一个构造函数带一个 Runnable 类型的参数，该参数就是被
代理的对象。Runnable 接口中申明了一个 run()方法。Java 之所以要对 Runnable 进行代理
是因为用户不应该直接调用 run()方法，那样将导致方法的同步运行（参见 6.1.5 节）。如
果要想异步地运行 run()方法，就应该对它进行代理，让 Thread 去为你完成这个头痛的任
务。就好像用代理类对用户类中的方法进行权限验证、事务处理或日志操作一样，用户不
必关心 run()方法是如何被异步执行的。
值得一提的事，Thread 和 Runnable 同时也是事件监听模式的一个例子（参见 6.1.8
节）。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事件监听模式和代理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与代理模式相似的
还有装饰（Decorator）模式，参见 6.5 节。
6.4.4. 代理的一些细节
尽管我强烈建议你只对接口做代理，但是对类做代理在语法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另
外，你也可以通过 getter、setter 函数而不是构造函数来设置或获得被代理对象。或者两种
方式你都提供。好处是，被代理对象可以动态改变；而代价则是你要保证更换被代理对象
时不会产生后遗症。
最后，代理多个对象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强烈建议你不要这么做。

6.5. 装饰（Decorator）模式
6.5.1. 与代理模式的相似性和差异
正如上节所述，装饰模式和代理模式具有相似性。从做法上它们都是先定义一个具
有共同祖先性质的接口（或抽象类或类）I，然后定义一个 I 的实现类（或子类）A。在装
饰模式中 A 被称为装饰类，它有一个构造函数带有一个 I 类型的参数 p（有时还会有第二
个或更多的其他参数），像被代理对象一样，参数 p 将被作为被装饰对象而保存在装饰类
的一个成员变量里面。当然如果不用构造函数而改用 setter/getter 函数来设置和获得被装
饰对象也是可行的。这就是代理模式与装饰模式两者外表上的共性。
而不同点则在于对共同祖先 I 的方法的重定义是如何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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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理模式下，由于 I 也是参数 p 的类型的祖先，所以方法重定义的核心是调用 p 的
对应方法，只不过在调用该方法之前和/或之后加入了自己的代码以便进行一些辅助性质
的工作，如权限验证、日志操作或事务处理等。当然也有可能什么也不做，参见例 6.4-1。
而装饰模式的目的是把 p 对象从原来的公共祖先类型装饰成某个子类类型。比如
java.io 包中的 OutputStream 是输出流的共同祖先。它的一些子类如 FilterOutputStream、
ObjectOutputStream、PipedOutputStream、PrintStream 以及 DataOutputStream 等都是它的
装饰类，都拥有一个带 OutputStream 型参数的构造函数，通过这个参数把传进来的
OutputStream 对象转化成当前这个类型。装饰模式与代理模式的差别在于代理类虽然也是
公共祖先 I 的子类或实现类，但一般并不定义比 I 中的方法更多的公开（public）或受保
护的（protected）方法。如果真地多定义了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也只会是私有的。并且在
重定义或实现 I 的方法的时候不但要调用被代理对象的相同的方法而且还可能会在调用之
前或之后执行一些辅助性操作。
而装饰模式中的装饰类除了重定义或实现公共祖先中的方法之外，一般都会增加一
些自己的方法，以表示区别于公共祖先的一些特性。这些多出来的方法要么是公开的，要
么是受保护的，以便被外包中的类或接口使用。所以装饰类与公共祖先是有显著不同的，
比如从所定义的方法集合看，FilterOutputStream 与 OutputStream 就有很大不同。这种不
同性使得程序员常常倾向于把装饰类的对象就当作装饰类型使用，而把代理类的对象当作
公共祖先类型使用。比如下面代码
I obj1 = ….;
I obj2 = new A(obj1);
obj2 是对 obj1 的代理，但是它的声明类型却是 I，而不是 Ai。而在使用装饰模式时，比如
OutputStream os = …;
FilterOutputStream fos = new FilterObjectStream(os);
程序员的意图就是把 fos 当作 FilterOutputStream 类型使用，比如调用在 FilterOutputStream
中有定义但是在 OutputStream 中却没有定义的方法。
另外，装饰类在对公共祖先中所申明的方法进行重定义时，一般并不会像代理类那
样在函数体的开始或结束部分增加辅助操作，而是简单地调用被装饰对象的对应相同的方
法即可。
所以装饰类的目的是使得被装饰对象显得“更好看”，拥有的更多的方法或者更具体
的身份。而代理类一般不会增加新方法，从语义和语法两个方面看，它与公共祖先 I 都没
有什么差别。所以被代理对象经过代理之后常常仍被看作属于公共祖先 I 的类型。而装饰
类 则 不 然 ， 装 饰 类 更 关 注 于 它 与 I 的 差 别 。 比 如 与 公 共 祖 先 OutputStream 相 比 ，
ObjectOutputStream 增加了很多形如 writeXXXX()的方法如 writeInt()、writeDouble()、
writeObject()等等方法，这使得 ObjectOutputStream 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 OutputStream 的
输出流。装饰类的作用就是把一个一般 OutputStream 对象装饰成一个 ObjectOutputStream，
从而具备输出序列化对象的能力。所以 ObjectOutputStream 是 OutputStream 的装饰类而非
代理类。
由于代理类与公共祖先相比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所以代理类常常作为私有类存
在。这也是 JDK 的 API 中很难找到代理模式例子的原因ii。
i
ii

这样做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把 A 换成其他类型也不会影响下面代码对 obj2 的调用。
再强调一遍，代理模式与 Java 的 Proxy 不是一回事。

102

Java 大师之路

第六章 常用设计模式的实质

JDK 中装饰模式的另一个例子就是 java.awt.image 包中的 ImageProducer 接口和它的
一个实现类 FilteredImageSourcei。ImageProducer 定义了可以生成图像（Image）数据的接
口，FilteredImageSource 是对 ImageProducer 的一个装饰，使得生成的图像数据可以被过
滤，比如改换颜色、消除背景、彩色黑白转换等等。FilteredImageSource 的构造函数就带
入了一个 ImageProducer 对象参数用来表示被装饰的对象。
一句话，如果定义了比公共祖先更多的方法，那当前这个类一般就是装饰类，否则
一般就是代理类。
6.5.2. 为什么不使用继承
代理类只是重定义了被代理对象的方法，装饰类则重定义了公共祖先的现有方法然
后增加了一些新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用继承来做到同样的事情。比如如果想把
FileOutputStream 装饰成 ObjectOutputStream，那么先定义一个 FileOutputStream 的子类，
然后在该子类中再定义一些方法，这些方法的签名（Signature，即方法头，包括方法的名
字、参数表、返回类型和可以扔出的意外）与 ObjectOutputStream 中的方法完全相同。这
样不就行了吗？那为什么还要用代理或者装饰模式呢？
原因就在于继承有一些天然的缺陷。第一，Java 继承只能继承一个父类而不能继承
多个父类。这样如果你要做代理类或装饰类的话，那么你就要为每个可能被代理或被装饰
的具体类型制作一个与之对应的代理类或装饰类，而不是仅仅针对一个共同祖先制作。而
且就算可以多继承，你怎么代理或装饰将来才会出现的类型呢？难道去改变现有装饰类或
代理类的源代码吗？第二，父类一旦确定，在运行时就不能替换。而代理和装饰模式的实
质是把被代理或被装饰的对象作为参数通过构造函数或 setter 函数传进代理类或装饰类中，
这是对对象的关联（Reference），对象的真实类型可以是所申明的类型的任何子类或者实
现类类型。而使用继承就没有这种灵活性。继承实际上定义的是类之间的联系。
所以一般来说，你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关联而不是继承。那是不是说关联就解决了
一切问题呢？当然不是。因为不论代理也好，装饰也好，都不能改变被代理/被装饰对象
本身的行为。比如你不可能改变一个 OutputStream 本身的 write()函数的行为。你最多可
以利用这个函数做一些自己要做的事情，比如输出一个序列化的对象。
FilteredImageSource 也不可能改变被装饰的 ImageProducer 对象的行为，但是可以对它输
出的图像数据实施改头换面。而使用继承，我们可以重定义父类中的某些方法从而达到改
变父类行为的目的。另外，对于行为没有发生变化的函数，子类是不需要对其进行重定义
的。但是对于代理和装饰来说，所有的抽象方法都要重定义，只不过其中有些是很简单的
一句函数调用罢了。

6.6. 适配器（Adapter）模式
6.6.1. 与装饰模式的相似性和差异
适配器模式是装饰模式在更大范围内的应用。装饰模式的一个要点在于装饰类是公
共祖先的一个子类或实现类，公共祖先类型的任意对象被装饰成它的子类或实现类类型。
如果把这一个限制取消，允许当前类的父类可以是任意类型，则得到的模式就是适配器模
i

这是我对 JDK 感到奇怪的地方之一，FilteredImageSource 没有父类，仅实现了接口 ImageProducer，
却取名叫 FilteredImageSource 而不是 FilteredImage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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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适配器模式的目的就是把一个或一类对象装配成程序员需要的任意类型，而非仅仅是
子类或实现类类型。程序员需要的类型被称为目标类型，被适配对象的类型称为被适配类
型，当前类称为适配器类。
装饰模式是一种特殊的适配器模式（代理模式又是一种特殊的装饰模式）。利用上面
定义的术语，装饰类就是目标类型，共同祖先就是被适配类型。在代理模式中，目标类型
和被适配类型实际上是相同的（当然从语法上看前者仍然是后者的子类或实现类）。
6.6.2. 适配器的制作
适配器的制作非常简单，首先把被适配对象通过构造函数的参数或者 setter 函数传入
适配器，就象我们在代理模式和装饰模式中所做的那样。然后再实现适配器中的所有方法
既可。
JDK 中的 Integer、Double、Float、Short 等类型是 String 类型对象的对象适配器，它
们可以把 String 字符串对象适配成数值类型。

6.7. 桥接（Bridge）模式
6.7.1. 桥接模式的实质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接口给出代码的抽象定义，然后用实现类加以实现。所以实
现依赖于抽象，而抽象却独立于实现。这正是接口的重要意义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实
现也独立于抽象，能不能做到呢？
桥接模式的目的就是把代码的抽象申明和实现分离，以便它们可以独立地变化。设
有接口 I，其中申明有一个函数 m()，类 A 是 I 的实现类。我们怎样令 A 独立于 I 呢？可
以这样做：首先取消 A 对 I 的实现（因为要独立嘛！），然后在 A 中申明一个 I 类型的域 i，
i 的值可以通过 setter 方法或者构造函数设定，最后在 A 中定义一个方法 m2()以调用 i.m()
方法。这样 A 就不需要实现 I 了。这就是桥接模式，属性 i 在这里就扮演了桥梁的作用。
参见例 6.7-1。
例 6.7-1 桥梁模式示例

使用桥梁模式之前：
interface I {
void m();
}
class A implements I{
public void m() {…}
}
使用桥梁模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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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 {
void m();
}
class A{
I i;
public void setI(I i) { this.i = i; }
public void m2() { i.m(); }
}

桥接模式的实质是用关联代替继承和实现。因为 A 原来是 I 的实现，可是现在继承
和实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象的关联。由于继承的天然缺陷（参见 6.5.2 节），对象关
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6.7.2. 桥接模式的应用
桥接模式的最主要应用就是处理多纬度变化的类。一般来说我们总是按照一个纬度
处理类的继承关系。比如老虎的子类是东北虎、华南虎、孟加拉虎等等。这实际上是按照
老虎的生物学分类区分老虎。但有时候我们又希望把老虎分为大老虎、中老虎和小老虎三
类。这是按照体形或者年龄区分老虎。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纬度交叉组合，就可以得到大东
北虎、大华南虎、大孟加拉虎、中东北虎、…等 9 类老虎。如果再加上一个纬度，比如说
分圈养和野生两种，则我们就必须定义 18 个老虎类……
这显然是不科学的。组合爆炸必须用聪明的方式解决。而桥接模式就可以很好地处
理这种多纬度分类的情形。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首先按一个纬度区分老虎，比如构建东北
虎、华南虎、孟加拉虎三个子类，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纬度；然后我们定义一个表示体形
的接口 Body 以代表第二个纬度（老虎对第二个纬度的实现不能用继承，应该使用桥接模
式）；第三步，在老虎类中增加一个 Body 类型的属性 body 以引用 Body 类型对象，这个
属性就是老虎与 Body 之间的桥梁；最后在老虎类中使用 body 引用的对象，比如再定义
一个方法以调用 Body 中的方法。这样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纬度。
以后每增加一个纬度，我们总是先定义一个接口或者类以代表这个纬度，然后在老
虎类中定义一个桥梁即可。参见例 6.7-2。
例 6.7-2 桥梁模式在老虎分类中的应用

class Tiger {
Body body;

// 体形接口，代表第二个纬度

public Tiger(Body body) { this.body = body; }

用对象关联取代
Tiger 对 第 二 个 纬
度的实现

public String getSize() { return body.getSize(); } // 使用体形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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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Body {
String getSize();
}
class BigBody implements Body { // Body 的实现之一
public String getSize() { return “big”; }
}
class MediumBody implements Body { // Body 的实现之二
public String getSize() { return “medium”; }
}
class SmallBody implements Body { // Body 的实现之三
public String getSize() { return “small”; }
}
class NorthEastTiger extends Tiger{ // 东北虎
NorthEastTiger (Body body) { super(body); }
}
class SouthChinaTiger extends Tiger{ // 华南虎

按第一个纬度对老
虎分类

SouthChinaTiger (Body body) { super(body); }
}
class BengaliTiger extends Tiger{ // 孟加拉虎
BengaliTiger (Body body) { super(body); }
}

6.7.3. 桥接模式的代价
由于桥接模式使用关联取代继承，因而也就失去了继承的好处。继承有什么好处？
继承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通过方法重定义改变父类的行为。假设例 6.7-2 中的 Body 是一
个抽象类，其定义是这样的：
public abstract class Body {
public abstract String getSize();
public void printSize() {
System.out.println(getSize());
}
}
其中方法 printSize()对 getSize()进行了引用。那么你不可能指望 Tiger 通过重定义 ge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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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改变 Body 的 printSize()的行为（比如说打印到打印机上），但是 Body 的子类却可
以。
第二，桥接模式仅仅是用关联取代了继承，而不是彻底隔绝了两者的关系，所以当
Body 接口中的方法 getSize()的函数头发生变化时，比如换了一个名字，则 Tiger 类仍然需
要进行修改。但是如果仅仅是 getSize()的函数体发生变化，则 Tiger 对此无需理睬。

6.8. 面板（Facade）模式
6.8.1. 什么是面板模式
我们经常在电视电影里看到这样的镜头：勇猛无比的英雄或歹徒一拳打碎汽车的控
制面板，然后从中拽出两根电缆一碰， “嗞兹啦拉” ，一阵火花闪过之后汽车就被发动
了！汽车是不是真地可以这样发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控制面板的确消除了司机面对一
大堆电缆时手足无措的烦恼。相同的例子还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上找到。比如电视
机，我们固然不需要知道显像管的工作原理，甚至我们都不需要知道如何控制它。而只需
按下遥控器上的按钮就可以了。按下按钮之后遥控器主板乃至电视机上接收器是如何响应
的，以及通过什么样复杂线路去控制各种元器件的我们一概不用关心。
面板模式的好处就在这里。我们可能开发成功了很多功能强大的类，比如有的可以
获得实时的股票数据，有的可以帮助你存贮数据，有的可以计算矩阵，有的提供了人工智
能算法，有的还能报告重大时事新闻，等等等等。这些类的确可以帮助我们计算多年前买
的“中石油”现在到底是应该割肉呢还是应该继续持有，问题是：第一，如果对这些类提
供的方法及其参数、返回值和能抛出的意外没有相当的了解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它们整
合到一起的；第二，就算我们了解了它们，这种“到底是割肉还是套牢”的疑问可能会经
常困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止一次地要去整合它们以获得类似问题的解。所以我们
有必要提供一个类，其中仅有一个方法，该方法唯一的参数就是股票代码，它的返回值是
一个表示“应该继续持有还是抛掉”的真假值。
这样，用户就可以简单地调用这个方法以获得想要的答案。至于这个方法背后所涉
及到的大量的类及其方法，乃至人工智能的复杂知识都被这个类所屏蔽。这样的设计模式
就是面板模式。
6.8.2. JDK 中的面板模式
JDK 中的面板模式被广泛使用。比如 AWT 和 Swing 中的每个控件都是其背后许多
Peer 控件的面板。Peer 控件是一些原始控件，仅仅提供最基本的 GUI 功能，比如在屏幕
上画线、填色，对鼠标和键盘做最简单、最直接的响应等等。而 AWT 和 Swing 控件则整
合了这些 Peer 控件已完成自己的功能。比如 JList 控件就可以根据当前滚动条的位置决定
哪些项目可以显示以及如何显示等等。
面板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是 java.util.concurrent 包及其下的所有子包中的类和接口。这
些包提供了锁、读写锁、信号灯、线程池、原子数据等分布式程序所需要的基本功能。其
实即使没有这些包，我们用线程和 synchronized 关键字进行复杂的编程之后也可以完成上
述所有功能，但是有了这些包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很方便实用的面板，它完全屏蔽了直
接使用 Java 线程和 synchronized 而带来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复杂性，还大大降低了程序出
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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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创建者（Builder）模式
6.9.1. 创建者模式和工厂模式的差别
与工厂模式一样，创建者模式的目的也是创建或者获得一个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
创建者模式也是一种工厂模式，也会提供一个类似于工厂类的类（简称为创建类），其中
提供一个或若干个类似于工厂函数的函数（称为创建函数）用来获得用户需要的对象。每
个这样的函数都可以通过参数来决定要返回什么样的对象。一般来说，只要参数相同，返
回的对象也都是相同的。
但是两者的差别有：第一，工厂模式通过提供工厂类中的工厂函数来获得对象，但
是工厂函数本身的细节是使用它们的程序员不需要考虑的。而创建类中除了提供创建函数
外，还提供其他一些函数（称为辅助函数），这些函数被创建函数所调用。这样创建类的
子类就可以重定义（Override）这些辅助函数从而达到改变创建函数行为的目的。
第二，工厂类的关键是工厂函数，而创建类的关键却是辅助函数。创建类中提供辅
助函数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子类能够重定义它。所以继承在创建模式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
角色，而工厂模式与继承的联系并不紧密，许多工厂函数甚至是静态函数，从而失去了被
子类重定义的可能。
第三，工厂类的工厂函数可以是成员函数或者类函数，而创建类中的创建函数一般
都是成员函数。因为创建函数需要调用辅助函数，而辅助函数必须是成员函数否则就不能
被子类重定义。这样创建函数也必须是成员函数，否则不能调用辅助函数。
最后，创建函数一般都用 final 修饰，以防止子类重定义。子类如果想重定义，应该
重定义辅助函数而不是创建函数。所以创建者模式的核心思想在于：利用创建函数提供创
建对象的统一流程，而辅助函数则对该流程中的某个局部或细节提供了重定义的机制。
6.9.2. 创建者模式示例
假设我们想获得 HTML 文本。由于一个 HTML 文档总是由<html>标记及其中的
<head>、<body>等子标记组成，所以我们可以用类似于例 6.9-1 的办法提供创建 HTML 文
档的统一流程和重定义机制。
例 6.9-1 创建者模式用来创建 HTML 文档

public class HTMLBuilder {
public CharSequence getHead() {
return “”;
}
public CharSequence getBody() {
return “”;
}
public final StringBuilder getHTML() {
StringBuilder result = new StringBuilder(“<html><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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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append(getHead()).append(“</head>”);
result.append(“<body>”).append(getBody()).append(“</body></html>”);
return result;
}
}
这样，子类只需要重定义 getHead()和 getBody()两个函数，就可以返回不一样的
HTML 文档了。这不仅减轻了程序员的工作量，而且还避免了他们在自行拼接各种标记
（如<html>、<head>、</body>）时犯错误的可能i。

i

例 6.9-1 中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关注。第一，getHead()与 getBody()的返回类型都是
CharSequence 而不是其子类 String。这是因为子类重定义时返回的可能不是 String 而是
StringBuilder 或 StringBuffer。对于可以被重定义的函数来说，其返回类型越抽象、越靠近
祖先越好；第二，getHTML()的返回类型却是 StringBuilder 而不是 String 或 CharSequence。
这是因为对于不能或者不会被重定义的函数来说（例如用 final、private 或 static 修饰的函
数），返回类型越具体，越远离祖先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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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搜索和搜索树
还记得我们在 3.2.5.3 保存状态法小节中提到的状态吗？从数学角度看，状态就是函
数参数的当前值的一个有序组合。所谓解决问题就是从问题的初始状态出发，搜索每一个
或部分状态的下一个状态（简称子状态），直到找到一个代表问题被解决的状态（简称为
终止状态或者解）为止。有时，搜索也会查找所有可能的终止状态，并试图从中找到一个
最优的解。
由于一个状态可能有多个子状态，所以从初始状态出发搜索终止状态的过程就是构
造搜索树的过程。搜索树上的结点就代表状态，树枝代表从一个状态搜索其子状态的过程。
搜索树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呢？不是！为了说明搜索树理论，我们以最短路径问题
为例说明其相关概念和理论。接着给出一个通用的搜索算法，然后利用这个算法解决最短
路径问题、八数码问题和华容道问题。最后再给出一个可以利用估计耗费进行搜索的通用
算法并对两个算法进行了比较。
7.1.1. 最短路径问题
2
B

E

9

8
3

A

5

3
4

C

3

1
D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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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

2

H

6

G
9
图 7.1-1 求从城市 A 到城市 H 的最短路径

如图 7.1-1 所示，为了求从 A 到 H 的最短路径，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构造图 7.1-2
那样的搜索树：
1） 用图 7.1-1 的起始城市 A 构造搜索树的根结点，在结点 A 的右上角标记数字 0
以代表从根结点到当前这个结点的累计路程；
2） 搜索结点 A0 的所有子结点，它们是 B、C 和 D，令各个子结点的累计路程等于
A0 的累计路程（即 0）加上从 A 到该子结点的距离，我们得到新结点 B9、C5 和
D3；
3） 把根结点 A0 用黑底白字标记，表示 A 到 A 的最短路径已经找到了，用实线圈
把 B9、C5 和 D3 标记为叶子结点；
4） 从所有叶子结点中找到累计路程最短的，那是 D3；
5） 用黑底白字标记结点 D3 表示已经为城市 D 找到最短路径了，从根结点 A0 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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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D3 的路径就是城市 A 到城市 D 的所有可能路径中最短的，此时结点 D3 被称
为最优结点，即已经找到最短路径的结点；
搜索结点 D3 的所有子结点，它们是 A、C、F 和 G。令各个子结点的累计路程
等于 D3 的累计路程（即 3）加上从 D 到该子结点的距离，我们得到子结点 A6、
C4、F15 和 G12；
A6 与 A0 重复，但是 A0 已经是最优结点了，所以删除 A6，不用关心其累计路程
等于多少。图中用虚线圈表示被删除的结点；
C4 与 C5 重复，显然 C5 没有 C4 优，我们删除 C5，图中用虚线圈表示删除；
现在的叶子结点是 B9、C4、F15 和 G12，从中选择累计路程最短的，即 C4，用黑
底白字把它标记为最优结点，然后不断重复上述 4）到 9）的过程直到找到终止
城市 H。
A0
A0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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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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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3

B9

D3

3
A6

候选结点
5

到达子结点的
路径和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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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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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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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12

结点所代表的城
市及累计路程
已找到最短路径
的最优结点

图 7.1-2 最短路径问题（图 7.1-1）的搜索树构造过程

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从 A 搜索到 H 的完整搜索树。最后得到的最短路径是
ADCBGFH。
7.1.2. 关于搜索树的若干理论
关于搜索树，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图 7.1-2 所示的搜索方法能够找到从
A 到 H 的最短路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扩展搜索
树过程中，当前所有叶子结点中累计路程最短的结点一定是最优结点？这是因为根据累
计路程的计算过程，我们知道包括叶子结点在内的所有结点的累计路程一定等于从根结点
到该结点的路径的路程。如果累计路程最短的叶子结点 M 并非最优结点i，则必然存在从
根结点开始的一条经过了其他叶子结点的某条路径，该路径也抵达 M，并且该路径的长
i

再次强调，最优结点是指从根结点到这个结点的路径所有可能的路径中最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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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刚才那条路径要短。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M 的累计路程是所有叶子结点中最短
的，其他叶子结点的累计路程都不小于它。
那么会不会存在一条更短的路径，它没有经过其他叶子结点，最终也到达了 M？这
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路径存在，那么它和当前路径必然经过了某个共同的结点。
那么这个结点就存在两个父结点。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搜索树上没有哪个结点会有过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父结点？即使在搜索树的构造过程中发现某个结点所代表的城市前面已经
访问过，我们也会删除两个结点中的一个，而不会把这两个结点合并，参见图 7.1-2 最右
边搜索树上的结点 C5 和 A6。
所以叶子结点中累计路程最短的结点一定是最优结点，只要最后发现某个最优结点
所代表的城市是 H，那么从 A 到 H 的最短路径就被找到了。
关于搜索树的第二个理论是：候选结点都是叶子结点，反之亦然。这是因为我们是
从所有叶子结点中找累计路程最短的结点的。我们不必考虑中间结点。
第三个理论是：所有的非叶子结点一定是最优结点。这是因为非叶子结点一定拥有
子结点，而我们在搜索树上扩展一个叶子结点的前提就是它的累计路程是最短的，即最优
结点。这一理论的合理推论是：所有最短路径经过的中间结点 X 一定是最优结点，并且
该路径中从根结点到 X 的那一段恰好也是从根节点到 X 的最短路径。
7.1.3. 关于搜索树的若干错误理解
以下是关于搜索树的常见错误认识。
第一，搜索树上的结点等于路径图中的城市。错误！结点代表的是一个城市及其累
计路径。这两个值缺一不可。并且会存在两个结点代表同一个城市的情况，只不过其中累
计路程较大的那个结点在搜索过程中会被从搜索树上删除。所以结点和城市之间根本就不
是一对一的关系。另外，在解其他问题时，搜索树上的结点所代表的状态可能就不是城市
名字那么简单了，比如八数码问题和华容道问题中（参见后面章节），结点所代表的状态
就是二维棋盘上所有棋子的一个布局，而并非一个棋子。
第二，最优结点一定出现在原问题的最优解的路径上。错误！从搜索树的根结点到
任何一个最优结点的路径的确是从起始城市到该城市的最短路径，但是该城市却不一定出
现在原问题（即从 A 到 H）的最短路径上。可以这样说：最优解上的结点一定都是最优
结点，但是最优结点却不一定出现在最优解中。以华容道问题为例，其最优解不过 81 步，
涉及到的最优结点不过 82 个，可是搜索树访问的最优结点却达近两万多个。
第三，搜索树会访问从起始城市开始能访问的所有城市，换句话说，最短路径是靠
穷举法找到的。错误！如图 7.1-1 所示，假如我们仅仅只要搜索从城市 A 到城市 C 的最短
路径，则 E 和 H 这两个城市就不会被涉及到。
7.1.4. 关于搜索树的重要假设
图 7.1-2 所示的搜索方法和搜索树理论能够起作用的前提是：第一，从任何一个状态
到其子状态的耗费一定大于等于 0。这就决定了搜索树理论只能用来求解耗费最小化问题，
而不能求解效益最大化问题。那种把收益取反再求最短路径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关于效益
最大化问题，参见 7.7 节。
第二，任何耗费都必须是事先已知的，并且是求解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的常量，比
如图 7.1-1 中任何两个城市之间是否有路径以及路径的长度都是事先已知的并且是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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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通用搜索算法
7.2.1. 文字描述的通用搜索算法
图 7.1-2 所示的搜索方法和搜索树理论绝不只能用来解决最短路径问题。只要满足
7.1.4 小节的两个假设，任何类似的问题（如后面将要提到的八数码问题和华容道问题）
都能求解。为此，我们对 7.1.1 小节中的搜索步骤进行了归纳，剔除了其中与最短路径问
题相关的特定概念，总结出了如下所示的通用搜索算法：
1） 首先构造一个候选结点集合 open 和一个最优状态集合 closei，这两个集合初始
都是空的。这里状态与问题有关，结点则与搜索树有关，结点包含一个状态及
其累计耗费；
2） 用起始状态（比如图 7.1-1 中的 A）构造搜索树的根结点，令根结点的累计耗
费为 0，把根结点当成一个候选结点插入到 open 集合中；
3） 从 open 集合中把累计耗费最小的结点 MC 删除，其中 M 是该结点所代表的状态，
C 是该结点的累计耗费；
4） 如果 M 是终止状态，则从根结点到结点 MC 的路径就是原问题的最优解。算法
结束。否则执行下一步；
5） 把状态 M 插入到 close 集合中ii。即 M 是一个最优状态；
6） 搜索状态 M 的所有子状态，对每个这样的子状态 N 执行以下步骤：
a.
如果 N 在 close 集合中出现过，比如图 7.1-2 中 D3 的一个子结点 A6 就是一
个最优状态，则忽略 Niii，否则执行下一步；
b.
用状态 N 构造结点 ND，其中 D = C + <从 M 到 N 的耗费>；
c.
如果 open 集合存在结点 NE，则比较 D 和 E 的大小，删除累计耗费大的那
个结点。比如图 7.1-2 中，D3 的一个子状态 C4 的累计耗费比 C5 小，于是
C5 被删除；
d.
如果上一步中 ND 没有被删除，则把它插入到 open 表中当作候选结点。
7） 如果 open 集合为空，则算法结束，原问题没有找到解；否则转 3）。
以下我将根据上述算法编写相应的 Java 程序。我将首先给大家介绍公开的接口 State、
StateCost 和 Visitor，然后介绍主要数据结构。最后给出 Java 程序。
7.2.2. 状态接口
State 接口用来描述问题的状态。这个接口提供给用户之后，用户只用实现其中的几
个方法就能利用我们在下一节提供的搜索引擎快速搜索到问题的最优解。State 接口的最

i

为了与其他教材和书籍一致，我们把这两个集合分别命名为 open 和 close 集合。但 open 集合并非
“开放”或“开放结点”集合的意思，close 集合也并非“封闭”或“封闭状态”集合的意思。open 就是用
来存放候选结点的，close 集合则存放最优状态，这是这两个集合的实质。另外，open 存放的是搜索树上的
结点，而 close 集合中存放的不是结点而是状态。状态是特定于具体问题的，节点是状态和累计耗费的组合。
这是 open 和 close 结构上的差异。
ii
close 集合只保存状态而不保存结点的原因在于后面比较重复性时不需要考虑最优结点的累计耗费。
iii
因为 N 已经有最优解了，其他的解不可能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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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义就在于把问题的描述与问题的求解分割了开来，并且使得用户在描述问题时几乎不
受什么限制。因为实现一个接口不会限制用户的实现类对任何其他类的继承或对任何其他
接口的实现。
例 7.2-1 通用搜索算法——— State 接口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
public interface State {
// 获得当前状态的所有子状态
Iterable<StateCost> getChildren();
// 判断当前当前状态是否是终止状态
boolean isFinal();
// 这是为“A*搜索”准备的估计函数，以获得从当前这个状态到最近的终止状态的
// 估计耗费。对于通用搜索来说，这个函数不会被用到。您可暂时忽略这个函数。
int getEstimate();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
int hashCode();
}

上述代码中，getChildren()方法用来返回本状态的子状态。在返回类型中用到的
StateCost 是一个辅助类，作用是把一个子状态和它的耗费绑定在一起，其定义参见例
7.2-2。之所以不把 StateCost 这个只起辅助作用的类做成私有类，是因为有语义和使用上
的两重原因。语法上讲，getChildren()是一个公开的方法，它的返回类型、参数、抛出的
异常的类型最好也是公开的，否则就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外包中的类可以调用这
个方法，但是却可能无法提供参数或者使用其返回结果或者无法精确地捕捉其抛出的异
常。从使用角度讲，State 的实现类的确需要使用 StateCost 去保存每个子状态及其相应的
耗费，这就要求 StateCost 最好是一个公开类，否则 State 的实现类就几乎无法使用
StateCost。
isFinal()用来判断当前状态是否是终止状态。只要用户认为当前状态解决了原问题，
这个函数就应该返回 true。getEstimate()方法是为 A*搜索准备的估计函数。这里略过不提。
equals()和 hashCode()常常成对地出现。这两个方法在每个类的祖先 Object 类中有缺
省定义，这就使得这两个方法其实不必在 State 接口中申明。但是我们仍然这样做了，目
的是强调实现类必须重定义这两个方法，以便搜索引擎判断什么样的两个状态是等价的。
如果你忘记实现这两个方法，搜索引擎无法判断状态是否相同，从而可能很快就会耗尽内
存而崩溃。
例 7.2-2 通用搜索算法——— StateCost 辅助类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
public class StateCost<T extends State> {
public 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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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t cost;
public StateCost(T state, int cost) {
this.state = state;
this.cost = cost;
}
}

例 7.2-2 给出了 StateCost 的定义。注意它的两个域 state 和 cost 是公开的。JDK 中被
公开的变量域有 System.in、System.out、Point.x、Point.y 等等。建议读者在设计自己的程
序时轻易不要把一个变量域公开i，除非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这个域的名称、类型永远也不会改变。比如坐标点 Point 中必定有 x 和 y 两个域，
而且他们的类型永远都是 int 而不会改变。所以被公开的变量域及其所在的类常
常与千古不变的科学概念或数学定义有关，这并不奇怪；
2) 存取这个域的过程中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转换，也不需要提供进行这种转换的机制。
cost 域的返回类型是 int。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把它改为 long 或 double。我
们使用 int 的原因有两个：第一，int 型在内存中只占据 4 个字节，是 long 和 double 型的
一半；第二，整数计算比浮点数计算要快得多。
看了上述 State 接口之后你可能会很惊讶：我只要实现 State 中区区四、五个方法就
能求八数码问题、华容道问题的最优解？是的。这就是搜索树理论、漂亮简洁的数据结构、
面向对象方法和数学的魔力。
7.2.3. 访问者接口
如果说 State 接口是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所必须要实现的关键接口，那么另一个接口—
—访问者 Visitor 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读者甚至都可以不必去实现这个接口，因为搜索引
擎对它有一个缺省实现。Visitor 的作用是向搜索引擎提供一个监听接口（参见 6.1.2 节），
以便当搜索引擎访问一个状态时，能够通知用户哪个状态被访问以及访问路径是什么。
Visitor 的定义参见下面代码。
例 7.2-3 通用搜索算法——— Visitor 接口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
public interface Visitor {
/**
* 通过重定义visit()方法，调用者可以访问从根状态出发路过的所有状态。
* @param state 被访问的状态
* @param path 从起始状态到state状态的最优路径
*/
public void visit(State state, Iterable<State> path);
}

Visitor 接口中仅有一个方法 visit(State state, Iterable<State> path)，其两个参数分别表
i

但是你可以公开存取一个域的 getter 和 setter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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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当前被访问的状态以及从起始状态到这个状态的最优路径。参数 path 的类型是 Iterable
而不是 Iterator 的原因是后者是对路径的直接遍历，这就可能要求程序员提前建立表示这
条路径的数据结构i，比如用一个 List 或 Vector 保存路径上的每个状态。而 Iterable 则暂时
隔离了这种需求，只有当函数 Iterable.iterator()被访问时才建立数据结构。这样如果用户
没有实现 Visitor 接口及其 visit()方法，或者虽然实现了该接口和方法但没有理睬 path 参数，
那么搜索引擎就不会浪费时间和内存去建立那个数据结构。这对避免搜索引擎把时间和内
存浪费在次要事情上有很大好处。一般地，在调用类（或接口，以下同）和被调用类之间
增加一个类，就增加了一层隔离，增加了一层灵活性，降低了两者的耦合度。代价是调用
时要多进行一次内存地址定位ii。
7.2.4. 搜索引擎核心数据结构类型
定义好合适的接口之后，我们再来看图 7.1-2 所示的搜索树，数据结构的问题就突显
了出来。结合 7.2.1 节所示的算法，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 close 和 open 集合的表示。
close 是最优状态的集合，而状态的定义前面已经给出了。为了利用 State.equals()和
State.hashCode()两个函数来判断重复，我们用 HashSet<State>作为 close 的类型，而不能
使用 TreeSet。
open 是 候 选 结 点 的 有 序 集 合 ， 我 选 择 TreeSet<Candidate> 作 为 它 的 类 型 。 因 为
TreeSet 是 JDK 类库中兼具排序和集合功能的一个漂亮的类型。Candidate 类则用来表示候
选者，其中包含有一个 Node 型的候选结点，一个表示累计耗费的域 cost 和一个冗余的域
order。Node 表示搜索树上的结点，每个结点除了包含一个状态之外，还关联其父结点。
作为搜索引擎 Searcher 的静态内部类，Candidate 与 Node 的定义参见例 7.2-4。
例 7.2-4 通用搜索算法———Searcher 的静态内部类 Node 和 Candidate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
public class Searcher {
/************************** 结点的数据结构 *****************************/
static class Node implements Iterable<State>{
State state;
Node parent;
Node(State state, Node parent) {
this.state = state;
this.parent = parent;
}
// 获得从根结点到当前结点的状态转换路径
public List<State> getPath() {
LinkedList<State> result = new LinkedList<State>();
i

否则，用户第一次访问 Iterator.next()函数时应该建立所需的数据结构。而第二次及以后再访问这个
函数时却不需要这么干，这种不一致性并不是程序员乐意看到的。另外 Iterator.hasNext()函数的实现也是一
件麻烦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 Iterator 的实现类的构造函数中建立所需的数据结构？也不行，因为我们费
了很大劲建立的这个 Iterator 对象有可能在 visit()的函数体根本就用不着。
ii
当然对于讲究程序良好结构和高扩展性的我们来说，这个代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值得的。

116

Java 大师之路

第七章 搜索

Node current = this;
do {
result.addFirst(current.state);
current = current.parent;
} while (current != null);
return result;
}
@Override
public Iterator<State> iterator() {
return getPath().iterator();
}
}
/********************* 候选结点的数据结构 ***************************/
static class Candidate implements Comparable<Candidate> {
Node node;
int cost;
// 累计耗费
int order;
// 区分不同Candidate的整形数值
Candidate(Node node, int cost, int order) {
this.node = node;
this.order = order;
this.cost = cost;
}

当累计耗费 cost 相同
时，比较 order 值，
以避免 open 集合删除
cost 相同的候选结点

@Override
public int compareTo(Candidate candidate) {
int result = cost - candidate.cost;
return result == 0 ? order - candidate.order : result;
}
}
…… // 其他代码参见下面两节
}

Node 中之所以没有累计耗费i，是因为中间结点必定是最优的（参见 7.1.2 节），所以
没有必要为其保留累计耗费。累计耗费只在候选者 Candidate 相互比较时才有意义。这样
我们就为大量的中间结点节省了表示累计耗费的空间ii。
候选者 Candidate 实现了 Comparable 接口，以便 open 集合能够对候选结点按照累计
耗费值的大小进行排序。由于 TreeSet 将自动删除它认为重复的对象iii，所以 Candidate 中
还被布置了一个略显多余的私有域 order。每一个候选者都有一个唯一的 order 值。这样，
在 open 集合对候选者排序时，如果发现两个候选者的累计耗费值相同，就按照它们的
order 排序，从而避免 open 集合删除累计耗费值相同的候选者。
域 order 在候选者中的地位是尴尬的。它的作用仅仅只是避免 TreeSet 删除累计耗费
值相同的候选结点。当候选者特别多时，这个域占据的内存就很可观了。如果读者希望删
i

这是结点和状态之间的最大不同。
许多问题的中间结点比叶子结点要多得多，比如华容道问题搜索到最后仅有几百个叶子结点，而中
间结点则达两、三万之多。而八数码问题的中间结点一般也有十几万之巨。
iii
因为所有集合中都不能有重复对象。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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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个域，那么你就应该定义自己的允许重复值的二叉树i类。在这棵二叉树上，你可定
义每个结点都把大于等于自己的结点插入到右子树上；小于自己的结点则插入到左子树上。
这样就避免了删除重复结点的可能。请不要使用数组配合以 java.util.Arrays.sort()函数来对
候选结点排序。这虽然能帮助我们节省 order 域的空间，但是：第一，候选结点的数目可
能相当巨大，而数组必须在内存中占据连续的地址空间，于是我们可能会面临——在内存
其实够用的情况下遭遇 OutOfMemory 异常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尽管用二分法的确可以
在数组中高速定位一个新数据的准确插入位置，但是随之而来的平均有一半数据参与的数
据大移动将是程序员的恶梦。而二叉树尤其是平衡二叉树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请大
家赶紧翻出《数据结构》来，把二叉树的概念再好好温习一遍，体会一下理论是如何指导
实践的，最后再鄙视一下自己当初学习《数据结构》只是为了混过期末考试的不智）。
从 open 表中真正应该删除的是状态相同但是累计耗费更大的结点。怎样才能找到一
个 状 态 所 对 应 的 结 点 ？ 为 此 ， 我 们 在 搜 索 引 擎 中 定 义 了 一 个 与 open 相 伴 的
HashMap<State, Candidate>型的散列映射 openMap。其作用就是映射每个状态所对应的候
选者，详见 7.2.6 节。
7.2.5. 处理访问者
参见例 7.2-5，Visitor 接口与通用搜索引擎 Searcher 类之间的关系可以参照 Runnable
与 Thread 类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办法是令 Searcher 也实现 Visitor 接口，也就是说实现
visit()方法。然后提供两个构造函数：一个不带参数，表示搜索引擎将使用 Searcher 本身
实现的 visit()方法ii ；另一个带 Visitor 型参数以替换 Searcher 对 visit()方法的实现。与
Thread 实现 run()方法相同，Searcher 的 visit()方法也是空的。
visit()方法的第一个参数 State 表示被访问的状态，第二个参数 Iterable<State>表示从
起始状态到达该状态的最优路径。为了对第二个参数提供数据（即实参），我们巧妙地令
Node 类实现 Iterable<State>接口，并提供 getPath()方法获得从根结点到当前结点的最优路
径。参见例 7.2-4。
例 7.2-5 通用搜索算法———处理 Visitor 接口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
public class Searcher implements Visitor {
private Visitor visitor;
/************************ Constructors ***********************/
public Searcher() {
this.visitor = this;
}
public Searcher(Visitor visitor) {
if(visitor == null)
throw new NullPointerException("visitor");
this.visitor = visitor;
}
/********************* 空函数实现Visitor.visit()方法 ********************/
i
ii

TreeSet 就是用二叉树实现的，但是其中的结点不能有重复。
好处是 Search 的子类可以重定义 visit()方法，就象 Thread 的子类重定义 run()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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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visit(State state, Iterable<State> path) {
}
…… // 其他代码参见上一节和下一节
}

7.2.6. 搜索引擎核心代码
下面我们转入通用搜索引擎核心代码的实现。参见例 7.2-6，用户求解问题时只需简
单地调用 search()方法即可。search()方法中核心数据结构有三个：候选者集合 open、最优
状态集合 close 以及一个与 open 伴随的映射表 openMap。openMap 用来映射状态及其对应
的候选者，它存在的理由是帮助搜索引擎删除状态相同的候选结点。因为根据 7.2.1 节所
示文字算法的步骤 6）c，当两个结点的状态相同时，就应该删除其中累计耗费大的那一
个。
例 7.2-6 通用搜索算法——— Searcher 类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
import java.util.*;
public class Searcher implements Visitor {
/**
* 从根状态开始搜索得到最优路径。
* @param root 起始状态
* @return 从起始状态到某个终止状态的最优路径，null表示没有路径。路径上的第一个状态是
* 起始状态，最后一个状态是一个终止状态。
*/
public List<State> search(State root) {
if (root == null)
throw new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root shouldn't be null");
TreeSet<Candidate>
open
= new TreeSet<Candidate>();
Map<State, Candidate> openMap = new HashMap<State, Candidate>();
Set<State>
close
= new HashSet<State>();
int order = 0;
// 为每一个候选结点提供唯一的order值
open.add(new Candidate(new Node(root, null), 0, order++));
do {
// 从open中获得并删除累计耗费最小的候选结点
Candidate parentCand = open.pollFirst();
Node
parentNode = parentCand.node;
State
parentState = parentNode.state;
// 通知访问者当前被访问的状态及其最优路径
visitor.visit(parentState, parentNode);
if (parentState.isFinal())
return parentNode.getPath();
openMap.remove(parent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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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新的最优状态

for (StateCost stateCost : parentState.getChildren()) {
State childState = stateCost.state;
if (!close.contains(childState)) {
int
childCost = parentCand.cost + stateCost.cost;
// 寻找状态相同的候选者
Candidate oldCand
= openMap.get(childState);
if (oldCand == null) {
Candidate childCand = new Candidate(
new Node(childState, parentNode), childCost, order++);
open.add(childCand);
openMap.put(childState, childCand);
} else if (oldCand.cost > childCost) {
// 把oldCand更改后重新插入open集合，这样可以不对openMap做改动。
// 同时也避免了对State.hashCode()的多次调用
open.remove(oldCand);
oldCand.cost = childCost;
oldCand.node.parent = parentNode;
open.add(oldCand);
}
}
}
} while (!open.isEmpty());
return null; // 没有找到解
}
…… // 其他代码参见上面两节
}

7.3. 八数码问题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终于搞定了通用搜索算法。代价虽然巨大i，但是好处更大。那就
是一些看起来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也只需要简单地实现 State 接口就基本完成了。真有
这么大的魔力？我们就以八数码问题为例
说明。
八数码问题就是在一个 3×3 的网格内
随机放置 1 到 8 这八个数。参见图 7.3-1 起
始状态。其中会有一个空格没有放置数码。
它旁边的数码（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的相邻数码，不包括斜向相邻的数码）可
起始状态
终止状态
以移进这个空格，从而令空格移位。
问题的目标是通过不断移动空格旁边
图 7.3-1 八数码问题
的数码最后使得八个数码排列成有序的样
子（参见图 7.3-1 终止状态），要求移动的次数最少ii。

3 5 7
1 2
8 2 1  3 4 5
4
6
6 7 8

i

代码其实并不多，把大量的注释和空行算在内也不超过 220 行 Java 代码。我所说的“代价”是你深
刻理解搜索树理论所费的功夫，以及我为了把其中的弯弯绕绕讲清楚所消耗的脑细胞代价。
ii
当然熟悉八数码问题的读者可能会说，八数码问题的终止状态不是这个样子的呀。八数码问题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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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试着手工解决这个问题。你能从起始状态移到终止状态就已经不太容易了，
更重要的是，你移动的步骤几乎可以肯定不是最优解！下面我们看看如何通过搜索引擎和
实现 State 接口求解这个问题。
7.3.1. 通用打印程序
根据自顶向下（参见第二章 ）的程序设计原则，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利用命令
行进行输出的通用打印程序，可以求解包括八数码在内的问题。参见例 7.3-1。
例 7.3-1 一个简单的通用打印程序

public static void printSolution(State root) {
System.out.println("Problem:");
System.out.println(root);
List<State> path = new Searcher().search(root);
if(path == null) {
System.out.println("No solution!");
} else {
System.out.println("Solution:");
int ord = 0;
for(State s : path)
System.out.printf("Step %d:\n%s\n", ord++, s);
}
}

printSolution()函数的作用是利用搜索引擎求解问题，并且把求得的最短路径打印到
屏幕上。这个函数是公开的、静态的，你可以把它放进任何一个你觉得方便的类里面（当
然不能放进接口里，原因在 5.6.1 节已经介绍过）。我们就把这个函数放在搜索引擎所在的
类 Searcher 中。由于这个函数只是简单地用命令行输出结果，所以当你需要动画输出或者
其他 GUI 效果时，这个方法就不能使用。
7.3.2. 八数码问题的主程序
由于有了通用打印程序，八数码问题的主程序可以简单地调用这个程序即可。参见
例 7.3-2。
例 7.3-2 八数码问题的主程序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example;
import com.training.search.Search;
public class EightNumbers {

可以有其他形式的终止状态，比如空格在中间，八个数围绕空格在四周按顺序排成一个圆圈形状并且 1 处
于左上角位置。但我们选择图 7.3-1 所示的终止状态是因为这种终止状态用程序验证起来非常方便。更重要
的是，判断一个状态是否应该终止并非搜索算法的核心。就八数码问题来讲，换一个终止状态其搜索过程
是完全一样的。我相信对绝大多数其他问题来说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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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final void main(String args[]) {
EightNumbersState root = new EightNumbersState();
root.shuffle();
Search.printSolution(root);
}
}

其中 EightNumbersState 是对 State 接口的实现，是八数码问题的核心，它的代码参
见下一节。shuffle()是 EightNumbersState 的一个函数，用来随机产生一个起始状态。
printSolution()就是上一节的通用打印程序。
7.3.3. 八数码状态中的数据结构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表示如图 7.3-1 那样的八数码状态呢？有两种比较常用的
选择：第一，使用一个 3×3 的二维整数数组表示状态，数组元素的值就是对应的数码，
其中空格就用 0 表示。这是一种常用的，也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方法。
如果说第一种方法是把方格的横纵坐标映射到数码，那么第二种方法就反过来，把
数码映射到横纵坐标。具体做法就是定义两个一维数组（而不像第一种方法那样定义一个
二维数组）：x[]和 y[]，分别表示数码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数码的值就作为数组下标使用。
比如空格的坐标就是（x[0]，y[0]）。
这两种方法的差别非常细微，比如第一种方法虽然不利于我们定位空格的位置，却
有利于我们移动空格。第二种方法正好相反，虽然有利于我们定位空格，但是移动它时就
不得不遍历所有数码。 不过第二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计算每个数码距离它真正应该待的
位置的距离，而这个值是我们计算状态的估计耗费的关键。如果没有估计耗费，搜索引擎
要多花五到六倍的时间。当然，这个好处的前提是每个数码的最终位置很容易计算，这是
我们为什么选择图 7.3-1 那样的状态作为终止状态的原因。如果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不规则
的状态作为终止状态，那么我建议你定义一个静态的、全局性的数据结构以映射每个数码
的最终位置，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选择用第二种方法表示八数码状态。另外，由于横纵坐标的取值范围不过
是 0、1、2，所以我们取 byte 而不是 int 作为元素的类型，以大幅度减少内存消耗并提高
整数比较的速度。
7.3.4. 八数码状态的辅助函数
有了数据结构以后，一些辅助性质的函数就可以先行实现了，比如例 7.3-3 所示的
shuffle()、equals()、hashCode()、toString()函数。其中 shuffle()用来给出一个随机的起始状
态。无论是针对八数码问题还是针对其他问题，equals()、hashCode()都必须被重定义，以
便搜索引擎散列成千上万的状态以及消除重复状态。toString()则用来方便主程序在命令行
上输出状态。
例 7.3-3 八数码问题的辅助函数

class EightNumbersState implements State {
byte x[] = new byte[9];
byte y[] = new byt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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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随机的起始状态
public void shuffle() {
Random rand = new Random();
for(int num = 0; num < 9; num++) {
byte nrow,ncol;
loop:

while(true) {
nrow = (byte)rand.nextInt(3);
ncol = (byte)rand.nextInt(3);
for(int pre = 0; pre < num; pre++)
if(x[pre] == nrow && y[pre] == ncol)
continue loop;
break;
}
x[num] = nrow;
y[num] = ncol;
}

}
只需比较 1 到 8 这八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 {
个数码，不必理睬 0，
EightNumbersState state = (EightNumbersState)obj;
你知道为什么吗？
for(int num = 1; num < 9; num++)
if(!(x[num] == state.x[num] && y[num] == state.y[num]))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Override
public int hashCode() {
int hash = 0;
for(int num = 1; num < 9; num++)
hash = (hash << 4) | (x[num] << 2 | y[num]);
return hash;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StringBuilder result = new StringBuilder();
String pane[][] = new String[3][3];
for(int num = 1; num < 9; num++)
pane[x[num]][y[num]] = Integer.toString(num);
pane[x[0]][y[0]] = " ";
for(int row = 0; row < 3; row++) {
for(int col = 0; col < 3; col++)
result.append(pane[row][col]).append(' ');
result.append('\n');
}
return result.toString();
}
…… // 其他代码参见例 7.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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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shuffle()函数之外，如果读者希望能指定起始状态，那么可以增加一个函数或构
造函数以设定 x[]和 y[]数组的值，这里不再赘述。
7.3.5. 八数码状态的核心程序
现在再给出 EightNumbersState 对 State 接口中剩余的三个函数，getChildren()、
getEstimate()和 isFinal()的实现：
例 7.3-4 八数码问题的核心代码

class EightNumbersState implements State {
…… // 其他代码参见例 7.3-4
// 获得当前状态的子状态序列
@Override
public Iterable<StateCost> getChildren() {
ArrayList<StateCost> result = new ArrayList<StateCost>();
int row0 = x[0];
int col0 = y[0];
for(int num = 1; num < 9; num++) {
if(row0 == x[num]) {
if(Math.abs(col0-y[num]) == 1)
result.add(new StateCost(getChildByMoving(num), 1));
} else if(col0 == y[num]){
if(Math.abs(row0-x[num]) == 1)
result.add(new StateCost(getChildByMoving(num), 1));
}
}
return result;
}
// 通过移动数码num获得一个子状态
private EightNumbersState getChildByMoving(int num) {
EightNumbersState child = new EightNumbersState();
System.arraycopy(x, 0, child.x, 0, 9);
System.arraycopy(y, 0, child.y, 0, 9);
byte temp = child.x[0];
child.x[0] = child.x[num];
child.x[num] = temp;
temp = child.y[0];
child.y[0] = child.y[num];
child.y[num] = temp;
return child;
}
// 获得估计耗费，好的估计有助于大幅度提高搜索效率
@Override
public int getEstimate() {
int estimat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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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num = 0;
for(int nrow = 0; nrow < 3; nrow++)
for(int ncol = 0; ncol < 3; ncol++) {
if(num > 0)
estimate += Math.abs(x[num] - nrow) + Math.abs(y[num] - ncol);
num++;
}
return estimate;
}
// 判断当前状态是否是终止状态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isFinal() {
return getEstimate() == 0;
}
}

其中 getEstimate()用来计算估计耗费。首先计算每个数码与最终位置的距离。这个距
离是把这个数码移动到最终位置所需的最少步数。把所有数码的这个距离加起来就是从当
前这个状态到终止状态所需的最少步数。它当然小于等于实际所需的最少步数，也就是说
不破坏关于估计耗费的限制条件（参见 7.6.1 节，估计耗费必须大于等于 0，且小于等于
从当前状态到终止状态的最小实际耗费）。根据以上定义，当八数码状态的估计耗费等于
0 时，必然已经到达最终状态，即所有数码都已经到达了正确位置。这就是上述代码中
isFinal()与 getEstimate()实际上共用一套算法的原因。
如果把 isFinal()和 getEstimate()的算法分开，并且令后者始终返回 0，那么搜索引擎
所花费的时间就会大大增加，达到原来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所以 getEstimate()函数并非是
可有可无的，它体现了原问题中的特定知识。这些知识当然不是通用搜索引擎所能掌握的，
必须要由 State 的实现类通过重定义 getEstimate()函数提供。如果说 State 接口成功地隔离
了问题的描述和问题的解决，那么 getEstimate()函数则成功地隔离了关于搜索引擎的通用
知识和被求解问题中的特定知识。这非常有利于搜索引擎与 State 的实现类之间各司其职、
通力合作。当然，初学者可以令 getEstimate()函数始终返回 0。因为没有特定知识，搜索
引擎一样可以求解问题，只不过速度慢而已。以后再逐步完善这个函数以提高搜索速度。
比如你也可以把不在正确位置的数码的个数作为估计耗费，这样计算得到的估计耗费当然
不比上述根据距离计算得到的估计耗费精确，但比 0 要好多了，仍然能显著提高搜索速度。
再次强调的是，在实现 getEstimate()函数过程中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估计耗费大于
从当前状态到达最近终止状态的最小实际耗费。这样搜索引擎所给出的结果就不是最优的。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包括 getChildren()在内，例 7.3-4 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复杂。比
如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子状态是否已经被搜索过了、如何计算累计耗费、如何对状态进
行排序、如何记录经过的路径等相当头疼的问题。我们几乎最大限度地减轻了 State 实现
者的负担。并且还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内存、提高了搜索速度。而如果把上述问题全部或部
分地交给 State 实现者去解决，那么即使算法正确，他或她不成熟的解决方案也有可能极
大地消耗计算机资源。比如人们很容易把累计耗费作为一个域保存在 State 或者其实现类
中，因为看起来累计耗费依附于一个状态是很符合逻辑的。而实际上，任何中间结点都是
最优结点（参见 7.1.2 节），因而累计耗费对于它们来说就是多余的了。一般地，如果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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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某项数据是多余的却没能把它消除，那么你的设计多半就有问题。

7.4. 华容道问题
下面我们转到看起来比八数码问题难得多
的华容道问题i。图 7.4-1 给出了华容道的开局。
在一个 5 行×4 列的棋盘上布置了四个小兵、五
虎上将和曹操等棋子，其中小兵的大小是 1×1，
曹操的大小是 2×2，关羽的大小是 1×2，其余四
大将的大小是 2×1。棋盘中间会有两个 1×1 的空
格。游戏的目的是通过移动空格周围的棋子，使
曹操能够移动到下方出口处。与八数码不同的是，
空格周围并不是每个棋子都能够移动。比如起始
状态下，黄忠和马超就不能向中间移动，因为关
羽阻挡了他们。关羽却可以向下移动。

张
飞
马
超
兵

赵
云
关羽
黄
忠
兵 兵 兵
曹操

起始状态
图 7.3-1 华容道问题

7.4.1. 华容道问题的主程序
由于有了例 7.3-1 所示的通用打印程序，华容道问题的主程序可以简单地调用该程序
即可：
例 7.4-1 华容道问题的主程序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example;
import com.training.search.Search;
public class HuaRongDao {
public static final void main(String args[]) {
HRDState root = new HRDState();
Search.printSolution(root);
}
}

其中 HRDState 就是对 State 接口的实现，表示华容道问题的状态。printSolution()是
例 7.3-1 所示的通用打印程序。

i

华容道是一款古老的中国益智游戏，与七巧板、九连环一起并称为“中国难题”。华容道与八数码相
比，就好比围棋之与国际象棋，难度不在一个数量级。是中国人绝顶聪明智慧的象征。华容道巧妙地把中
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中曹操败走华容道的故事溶入其中，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其解法与历史故事紧
密相关。因为除关羽之外的其余四大将固然是曹操走出华容道的障碍，但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关羽。
恰恰是关羽在最后关头放了曹操一马，曹操才能逃出华容道。
1950 年代，苏州大学数学教授许莼舫在《数学漫谈》中对这个游戏作了详细的分析，给出了 100
步的解法。后来陆续有人给出 98 步、87 步、82 步、81 步的解法。直到人们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穷举法
才真正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难题：81 步是最少的，不可能有再快的解法了。

126

Java 大师之路

第七章 搜索

7.4.2. 华容道状态的数据结构和辅助类型
华容道问题看起来与八数码问题很相似，但是有以下不同：首先，八个数码是互不
相同的，任意调换两个数码得到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而华容道问题中，除关羽外的其他
四虎将之间以及四个小兵之间是可以任意调换的，所得到的状态被认为是相同的一个状态。
其次，八数码问题中空格仅有一个，而且可以和周围的任何一个数码交换。而华容道问题
中空格有两个，而且他们在和周围相邻棋子交换时必须考虑棋子的大小和位置。
为此，我们考虑采用一个 5×4 的二维数组表示华容道问题的状态。可能你希望这个
数组是个整形数组，然后在其中填上表示各棋子的整数。比如 0 表示曹操，1 表示关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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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类将士相同编号

图 7.4-2 华容道的两种看起来很美的数据结构

2 到 5 表示大将，6 到 9 表示小兵。参见图 7.4-2 左边。这种方式类似于八数码问题的数据
结构，但是没有考虑到华容道与八数码的最大不同：华容道中 4 个小兵之间，以及 4 个大
将之间实质上是不区分的。上述方式在我们判断两个华容道状态是否相同时就会遇到麻烦。
一种改进的作法是给同类的棋子，比如士兵和大将，以相同的编号，参见图 7.4-2 右
边。这种做法在判断相同状态时的确要比第一种数据结构要好得多。但是在移动棋子时就
会出麻烦。因为我们很难区分两个大将。
我们最终选择的方案是把上述两个方案结合起来，比较状态时按照图 7.4-2 右图所示
仅比较棋子的类型，移动将士时则按图 7.4-2 左图所示仅考虑每个棋子本身的编号。我们
把上述说明中的“编号”、“类型”等概念用 Java 术语加以替换，就得到了两种对象：
Type 和 Member 。 Type 表 示 棋 子 的 类 型 ， 共 有 四 种 ： CAO_CAO 、 GUAN_YU 、
GENERAL 和 SOLDIER，分别表示曹操、关羽、大将和小兵。参见例 7.4-2。
例 7.4-2 华容道问题的辅助类型——棋子类型 Type

enum Type {
CAO_CAO(2, 2, 0, 'O'),
GUAN_YU(2, 1, 1, '='),
GENERAL(1,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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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DIER(1, 1, 3, '*');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rank;
char pic;
private Type(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rank, char pic) {
this.width = width;
this.height = height;
this.rank
= rank;
this.pic
= pic;
}
}

在上述带参数的枚举类型 Type 中，属性 width 和 height 分别表示棋子的宽度和高度。
比如曹操就是 2×2 的。rank 表示类型的编码，比如曹操的类型编码就是 0，小兵的类型编
码是 3 等，参见图 7.4-2 右图。pic 是一个无太大意义的数据，仅仅是用来在屏幕输出状态
时打印出表示当前类型的一个字符。可能会有精明的读者会问：我们在类型中加入这么多
数据，会不会造成华容道状态组合爆炸时消耗太多的内存？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提及。
Member 类型用来表示组成棋子的小方块。比如，曹操就需要 4 个小方块组成，小方
块总是 1×1 的。组成华容道状态的核心数据结构就是一个 5×4 的二维 Member 数组。参见
图 7.4-2 左图，每个棋子要有一个编号，我们用 index 表示。另外要有一个 Type 类型的域
以表示棋子的类型，参见例 7.4-3。
例 7.4-3 华容道问题的辅助类型——棋子 Member

class Member {
Type type;
int index;
boolean topLeft;
int xDelta, yDelta;
Member(int index, Type type, int xDelta, int yDelta) {
this.index = index;
this.type = type;
this.xDelta= xDelta;
this.yDelta= yDelta;
this.topLeft = xDelta == 0 && yDelta == 0;
}
}

Member 中另外还有三个域。xDelta 和 yDelta 分别表示当前这个小方块距离同一个棋
子左上角小方块的 x 方向（横向从左到右）偏移和 y 方向（纵向从下到上）偏移。比如曹
操由 4 个小方块组成，左上角小方块的偏移是（0，0），左下角小方块的偏移是（0，-1），
其他两个小方块的偏移依此类推。topLeft 是个冗余的域，表示当前这个小方块是否位于
棋子的左上方。这个小方块的偏移是（0，0），它在比较和移动棋子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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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以我们特别用一个域来标志它，以少量的空间换取大量的时间i。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华容道问题中状态的核心数据结构就是 Member 类型的二维数
组：
new Member[5][4]
7.4.3. 华容道状态的初步定义
有了状态的核心数据结构，再来定义状态中的方法就很容易了。我们先初步给出
HRDState 的构造函数、isFinal()、hashCode()、equals()和 toString()等函数的实现：
例 7.4-4 华容道问题的状态类 HRDState——初步实现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example;
import com.training.search.*;
class HRDState implements State {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WIDTH = 4, HEIGHT = 5;
private Member pane[][] = new Member[HEIGHT][WIDTH];
// 主要构造函数
HRDState() {
set(0, Type.CAO_CAO,
set(1, Type.GUAN_YU,
set(2, Type.GENERAL,
set(3, Type.GENERAL,
set(4, Type.GENERAL,
set(5, Type.GENERAL,
set(6, Type.SOLDIER,
set(7, Type.SOLDIER,
set(8, Type.SOLDIER,
set(9, Type.SOLDIER,
}

1,
1,
0,
3,
0,
3,
0,
1,
2,
3,

0);
2);
0);
0);
2);
2);
4);
4);
4);
4);

在内存中数组中每一个元素关联的都是对象的地址而非
对象本身。所以 pane 数组在被拷贝时只会拷贝地址而
非对象本身，这就避免了组合爆炸过程中大量的状态消
耗大量的内存。这也是为什么 Type 和 Member 可以
存放冗余数据而不会产生内存溢出问题的原因。

// 拷贝构造函数，生成子状态时要用到
private HRDState(HRDState state) {
for(int y = 0; y < HEIGHT; y++)
for(int x = 0; x < WIDTH; x++)
pane[y][x] = state.pane[y][x];
}
// 设定一个棋子
private void set(int index, Type type, int x, int y) {
for(int dx = 0; dx < type.width; dx++)
for(int dy = 0; dy < type.height; dy++)
pane[y+dy][x+dx] = new Member(index, type, -dx, -dy);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isFinal() {
Member member = pane[3][1];
return member != null && member.topLeft && member.type == Type.CAO_CAO;
}

i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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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int hashCode() {
int result = 0;
for(int y = 0; y < HEIGHT; y++)
for(int x = 0; x < WIDTH; x++)
if(pane[y][x] != null && pane[y][x].topLeft)
result = (result << 3) | (x ^ y ^ pane[y][x].type.rank);
return result;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 {
HRDState state = (HRDState)obj;
for(int y = 0; y < HEIGHT; y++)
for(int x = 0; x < WIDTH; x++) {
类型才是判断棋子是否相等的
Member myMem = pane[y][x];
关键，而非棋子本身。这是华
Member stateMem = state.pane[y][x];
容道与八数码的最大不同。
if(myMem == null) {
if(stateMem != null)
return false;
} else if(stateMem == null || myMem.type != stateMem.type)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String result = "\n";
for(int y = 0; y < HEIGHT; y++) {
for(int x = 0; x < WIDTH; x++) {
result += pane[y][x] == null ? ' ' : pane[y][x].type.pic;
}
result += '\n';
Type 中的 pic 域仅
}
在此处发挥微弱作用
return result;
}
…… // 其他代码参见下一节
}

上述定义中的关键是：HRDState 应该尽可能的减少或避免冗余数据，但是 Type 和
Member 类型则可以加入一些冗余数据以提高运行速度。另外，再强调一遍：hashCode()
和 equals()的重定义是不可以省略的。
7.4.4. 华容道状态的核心程序
接着，我们再实现 getEstimate()和 getChildren()两个函数：
例 7.4-5 华容道问题的状态类 HRDState——核心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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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example;
import java.util.*;
import com.training.search.*;
class HRDState implements State {
…… // 其他代码参见上一节
@Override
public int getEstimate() {
return 0;
}
@Override
public Iterable<StateCost> getChildren() {
Set<StateCost> result = new HashSet<StateCost>();
for(int emptyX = 0; emptyX < WIDTH; emptyX++)
for(int emptyY = 0; emptyY < HEIGHT; emptyY++) {
if(pane[emptyY][emptyX] == null) {
addChildren(emptyX, emptyY, result);
}
}
return result;
}
// 左、上、右、下四个方向的坐标偏移常数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DIR_DELTA[][] = {
{-1, 0},
{0, -1},
{1, 0},
{0, 1}
};
private void addChildren(int ex, int ey, Collection<StateCost> result) {
for(int dir = 0; dir < 4; dir++) { // 针对4个不同方向循环
int x = ex + DIR_DELTA[dir][0];
int y = ey + DIR_DELTA[dir][1];
if(x < 0 || x >= WIDTH || y < 0 || y >= HEIGHT)
continue;
Member member = pane[y][x];
if(member == null)
continue;
x += member.xDelta;
y += member.yDelta;
int untiDir = (dir+2) % 4;
if(canMove(x, y, untiDir)) {
HRDState child = move(x, y, untiDir);
result.add(new StateCost(child, 1));
x += DIR_DELTA[untiDir][0];
y += DIR_DELTA[untiDir][1];
if((member.type == Type.GENERAL || member.type == Type.GUAN_YU))
{
if(child.canMove(x, y, untiDir))
result.add(new StateCost(child.move(x, y, untiD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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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member.type == Type.SOLDIER) {
for(int dir2 = 0; dir2 < 4; dir2++)
if(dir != dir2 && child.canMove(x, y, dir2))
result.add(new StateCost(child.move(x, y, dir2), 1));
}
}
}
}
// 判断以(x,y)为左上角的棋子是否可以向dir所示的方向移动
private boolean canMove(int x, int y, int dir) {
Member original = pane[y][x];
Type type = original.type;
x += DIR_DELTA[dir][0];
y += DIR_DELTA[dir][1];
for(int dx = 0; dx < type.width; dx++) {
int x2 = x + dx;
if(x2 < 0 || x2 >= WIDTH)
return false;
for(int dy = 0; dy < type.height; dy++) {
int y2 = y + dy;
if(y2 < 0 || y2 >= HEIGHT)
return false;
Member member = pane[y2][x2];
if(!(member == null || member.index == original.index))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 按dir所示的方向移动以(x,y)为左上角的棋子并返回所得到的子状态
private HRDState move(int x, int y, int dir) {
HRDState result = new HRDState(this);
Type type = pane[y][x].type;
for(int dx = 0; dx < type.width; dx++)
for(int dy = 0; dy < type.height; dy++)
result.pane[y+dy][x+dx] = null;
int rx = x + DIR_DELTA[dir][0];
int ry = y + DIR_DELTA[dir][1];
for(int dx = 0; dx < type.width; dx++)
for(int dy = 0; dy < type.height; dy++)
result.pane[ry+dy][rx+dx] = this.pane[y+dy][x+dx];
return result;
}
}

简洁、清晰的数据结构使得这个程序运行起来速度相当快（在我们的机器上只需约
半秒钟，没有写错，是 500 多毫秒），尽管我们并没有在 getEstimate()函数中计算估计耗
费以提高运行速度。你能想像曾经有世界上最出色的数学家为了解决华容道问题花费了数
年乃至十几年的光阴吗？我们再次看到计算机科学理论的伟大力量，看到了清晰的抽象思
维、逻辑思维在算法和算法实现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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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倒水问题
与八数码和华容道相比，倒水问题（比如 5 升的杯子和 3 升的杯子倒出 4 升水出来，
参见 3.2.5 节）是相对简单的一个问题。与 3.2.5 节描述的倒水问题略有不同的是，我们被
要求用最少的次数倒出指定量的水出来。
7.5.1. 倒水问题的主程序
倒水问题的主程序参见例 7.5-1。其中 PourState 是实现 State 接口的状态类（参见下
一节）。PourWater 是主类。主类中将保存两个杯子的容量（比如五升和三升）和目的（比
如四升）。之所以把这三个数据保存在主类中是因为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来说，这三个
数据是不变的常量。存在于主类中，然后我们再把 PourState 做成主类的动态内部类i，这
样前者就能存取保存在后者中的这三个（相对的）常量。
一般地，当一个类 A 的对象需要存取全局变量时，你有两种方法实现：第一，把这
些变量做成 A 的类变量，这表示这些变量可被所有 A 类对象存取；第二，找到被类 A 的
某个成员变量所引用的类 B，然后把这些变量做成 B 的成员变量。这两种方法的不同在
于：前者定义了对所有 A 类对象都可见的全局变量；后者则对所有的 A 类对象按照所关
联的 B 类对象的不同进行了分组，关联到同一个 B 类对象的 A 类对象所访问的全局变量
是相同的。
值得一提的是，动态内部类是一个类关联到另一个类的特殊情形——这种关联不是
通过成员变量或方法的参数、返回值类型等显示地实现的，而是通过一个隐含的成员变量
实现的。这个变量是程序员看不到的，但是在动态内部类中却隐含地存在ii(与 this 不同的
是，这个隐含的存在是一个成员变量而不是方法的参数)。它所引用的对象就是当前外部
类的对象。Java 的 new 操作在创建一个内部类对象时，Java 会把当前的外部对象作为一
个隐含参数传给内部类的构造函数，后者再用一条隐含的赋值语句把它赋值给该隐含变量。
Java 约定，引用该隐含变量的表达式形如“X.this”，其中 X 是当前外部类的类型。
由于每次倒水试验的三个参数（两个杯子的容量和目的）是不同的，把这三个参数
放在 PourWater 中，然后再定义一个动态内部类 PourState 以表示状态同时又能存取那三
个参数就是一个比较自然优雅的决策。
例 7.5-1 倒水问题的主程序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example;
import com.training.search.*;
public class PourWater {
int capacity1, capacity2, goal;
PourWater(int capacity1, int capacity2, int goal) {
this.capacity1 = capacity1;
this.capacity2 = capacity2;

i

即没有用 static 修饰的内部类。所谓内部类(Enclosed Class)就是在一个类内部定义的类。前者称为外
部类(Enclosing Class)。
ii
在 Java 中这种隐含存在的参数或变量并不鲜见，比如 this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实际关联的是当前
方法的参数表中的一个隐含参数，该参数关联的就是当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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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goal = goal;
}
public static final void main(String args[]) {
PourWater pourWater = new PourWater(5, 3, 4);
PourState root = pourWater.new PourState(0, 0);
Search.printSolution(root);
}
…… // 其他代码参见下一节
}

7.5.2. 倒水问题的状态
根据上节所述，倒水问题的状态 PourState 应该是主类 PourWater 的动态内部类：
例 7.5-2 倒水问题的状态 PourState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example;
import java.util.*;
import com.training.search.*;
public class PourWater {
…… // 其他代码参见上一节

PourState 是 PourWater
的动态内部类

class PourState implements State {
int cup1, cup2;
PourState 可以存取保
PourState(int cup1, int cup2) {
this.cup1 = cup1;
存在 PourWater 中的成
this.cup2 = cup2;
员变量 capacity1、
}
capacity2。
@Override
public Iterable<StateCost> getChildren() {
ArrayList<StateCost> result = new ArrayList<StateCost>(6);
if(cup1 > 0)
result.add(new StateCost(new PourState(0, cup2), 1));
if(cup2 > 0)
result.add(new StateCost(new PourState(cup1, 0), 1));
if(cup1 < capacity1)
result.add(new StateCost(new PourState(capacity1, cup2), 1));
if(cup2 < capacity2)
result.add(new StateCost(new PourState(cup1, capacity2), 1));
if(cup1 + cup2 <= capacity1)
result.add(new StateCost(new PourState(cup1+cup2, 0), 1));
else
result.add(new StateCost(new PourState(capacity1, cup1+cup2capacity1), 1));
if(cup1 + cup2 <= capacity2)
result.add(new StateCost(new PourState(0, cup1+cup2), 1));
else
result.add(new StateCost(new PourState(cup1+cup2-capacity2,
capacity2), 1));
retur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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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ride
public int getEstimate() {
return 0;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isFinal() {
return cup1 == goal || cup2 == goal;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 + cup1 + ", " + cup2 + ")";
}

PourState 可以存取保
存在 PourWater 中的成
员变量 goal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 {
PourState state = (PourState)obj;
return cup1 == state.cup1 && cup2 == state.cup2;
}
@Override
public int hashCode() {
return (cup1 << 16) | cup2;
}
}
}

上述程序的关键是 getChildren()函数能够按照八种情况构造可能的八个子状态。另外，
把状态类 PourState 做成主类 PourWater 的动态内部类有利于状态类存取保存在 PourWater
中的两个杯子的容量和目标水量等这些相对不变的数据。可能有读者问为什么不把这三个
数据直接保存在 PourState 的静态变量里面？虽然我们的确可以这样做，甚至这样做的时
候 PourState 都没有必要是主类的动态内部类，它可以是后者的静态内部类或者干脆就是
一个独立的类。但是从逻辑上讲，PourWater 代表的是一次倒水试验，每次试验的两个杯
子的容量和目标水量都是变化的。而 PourState 仅代表倒水过程中的一个状态，该状态当
然依赖于具体的某次试验。所以把 PourState 做成 PourWater 的动态内部类是合理的，前
者的域中实际存在一个隐藏的、指向 PourWater 对象的引用。正是这个隐藏的、对外部对
象的引用的存在，才实现了 PourState 对某次倒水试验的依赖，才能存取该次试验中两个
杯子的容量和目标水量等数据。换句话说，不同倒水试验中的状态是不会混淆的i。

i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按照逻辑而不是 Java 语法考虑问题。许多软件和程序难以扩展、难以应对未来
变化的原因并非它目前运行不正常或者没有实现当前所要求的功能，而是它的逻辑太含糊，细节的处理太
马虎之故。

135

Java 大师之路

第七章 搜索

7.6. A*搜索
7.6.1. A*搜索与通用搜索的差异
前面提到的通用搜索的实质是宽度优先搜索。这种搜索的信念是：总是从最优结点
下手扩展搜索树。但是实际搜索过程中，当前最优结点往往并不在通往最优解的路径上。
更重要的是，一些与当前被求解问题相关的特定知识无法在通用搜索引擎中发挥作用。比
如八数码问题中我们可以比较当前状态与终止状态的差异，从而判断从当前状态出发搜索
解是否真的很有前途。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例 7.2-1 的 State 接口中给出了 getEstimate()函数。这个函
数返回当前状态到最近的终止状态的估计耗费的下限。比如，我们可以比较八数码问题当
前状态与终止状态的差异，看看不在正确位置上的数码的个数。比如图 7.3-1 起始状态的
这个值是 8，即所有数码都不在正确位置上。那么从当前状态到终止状态至少要走 8 步。
所以我们可以令这个状态的 getEstimate()函数返回 8。
然后在扩展搜索树过程中我们可以比较每个叶子结点的累计耗费与状态的估计耗费
（即上述 getEstimate()函数的返回值）之和（简称为估计总耗费），优先扩展估计总耗费
最小的结点。这就是 A*算法。
与通用算法一样，A*算法也总是从当前搜索树的叶子结点中选择一个它认为最优的
结点进行扩展。A*算法同样需要解决当前结点的重复结点这个问题。通用算法的做法是
当发现重复时，如果状态在中间结点（即 close 集合）中出现过，则忽略这个状态；如果
状态在叶子结点（即 open 集合）中出现过，则比较他们的累计耗费，然后删除其中大的
那个。而 A*算法总是扩展当前叶子结点中估计总耗费最小的结点，而非最优结点。所以
A*算法中当前搜索树上的所有结点就没有最优与非最优的区分。也就是说，所有结点不
论是否叶子结点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所以，A*算法中一旦发现当前状态在搜索树上有重复结点时，总是立刻比较他们两
者的累计耗费，而非估计总耗费。后者只在叶子结点排序时起作用。如果当前状态的累计
耗费比较大或者两个值相等，那么忽略它；否则或者删除对方，或者把对方结点及其所有
子孙转移到当前结点之下并调整其中每个结点的累计耗费值。
继续不断地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找到中止结点为止。
7.6.2. 估计耗费是实际耗费的下限
上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估计耗费的定义以及与 A*算法的关系。估计耗费必须满足两
个要求：第一，必须大于等于 0；第二，必须小于等于从当前状态到最近终止状态的实际
耗费i。也就是说，估计耗费必须是实际耗费的下限。这个下限越高，越有利于提高 A*算
法的速度，越能减少 A*搜索引擎在无用路径上白白浪费的时间。
为什么估计耗费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第一条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早就假定所有
的耗费都大于等于 0。现在假设第二个条件不成立，也就是说，某个状态的估计耗费比实
际耗费大。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由于我们是按照估计总耗费对候选结点进行排序的。所
以，如果估计耗费过大，就有可能使得这个状态所在的结点在最优路径被找到之前始终无

i

0 本身显然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所以有些难以估计剩余耗费的状态干脆就令这个值始终等于 0。这
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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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成为 open 集合中的第一个结点。这样就会导致从这个结点扩展搜索树的可能被错误地
屏蔽。
可能有读者会问：既然当前结点 s 的估计耗费过大就有可能导致 s 被错误地屏蔽，那
么有时 s 的估计耗费的确很大i，怎么又不会出问题呢？假设问题的最终解的确要经过 s，
那么虽然它的估计耗费很大，只要不大于实际耗费，它早晚都会成为 open 集合中的第一
个结点。这是因为从其他候选结点出发的路径既然不是最优的，那么不断把它们扩展下去
的结果，会使得搜索树上早晚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除 s 外的所有候选结点（即叶子结点）
的估计总耗费都大于 s 的估计总耗费 Sum。这是因为根据估计耗费的定义，Sum 必定小于
等于最优路径的总耗费 OptSum，而其他路径的累计耗费由于不是最优的当然最终会大于
OptSum 从而大于 Sum。“那等于呢？”，善于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读者一定不会放过这个细
节。的确，是会出现某条其他路径到达了终止状态并且其估计总耗费等于 Sum，此时 s 也
不一定排在第一位。但是既然已经找到了总耗费相同的另外一条最优路径，那么 s 被屏蔽
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估计耗费本身的大小是不重要的，只要它小于等于实际耗费就行了。
7.6.3. A*算法中数据结构的变化
首先，由于 A*算法在访问搜索树上当前叶子结点中估计总耗费最小的结点时，总是
把它与已经搜索过的结点进行比较，一旦发现有状态相同的，就要比较两者的累计耗费。
所以 A*的结点中不能省略累计耗费ii。所以我们把例 7.6-1 所示的结点类 StarNode 做成
Node 的子类，并在其中增加了累计耗费 cost。
其次，在比较重复时，由于 A*算法总是把当前结点与搜索树上的所有结点进行比较，
并不区分叶子结点和中间结点，通用搜索算法中原来仅保存中间结点中的状态的 close 集
合在 A*算法中则被用来保存所有搜索出来的状态。另外每个状态应该与其对应的结点一
起保存在 close 中，以便算法通过该结点访问状态的累计耗费以及访问其父结点和子孙结
点。这就使得 A*算法中的 close 成为一个从当前搜索树上每个状态到对应结点的映射，而
非一个仅保存最优状态的集合。所以我们把 close 的类型定义为 Map<State, StarNode>。
第三，在 A*算法中我们仍然使用 open 集合以保存所有候选者，即叶子结点，所以
open 的类型仍然是 TreeSet<Candidate>，注意 A*算法重用了通用算法中的 Candidate 类。
但是候选者 Candidate 中的 cost 域的含义不再是累计耗费，而是估计总耗费。其值等于累
计耗费与当前状态的估计耗费之和。A*算法总是根据估计总耗费在 open 集合中对候选者
进行排序。
第四，由于 close 映射保存了所有已经访问到的状态及其对应的结点，所以象通用算
法中的 openMap 那样的从状态到候选者的映射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们通过 close 就能定
位到一个状态所对应的结点上。
第五，当 A*算法发现当前结点与搜索树上某个结点的状态相同时，如果后者的累计
耗费大于前者，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删除后者；要么用以后者为根结点的整个子树替换
前者。第二种做法的实质是避免重复扩展，能够节省大量时间，是我们的选择。更重要的
是：由于我们已经用 open 通过候选者保存了所有叶子结点，其中有些叶子结点可能是被
删除结点的后代，所以如果采用删除法，那么这些叶子结点所对应的候选者的估计总耗费
i

比如其他的候选结点中的状态的估计耗费都是 0，当前结点的估计耗费是 100，实际耗费是 110。
参见例 7.2-4，表示累计耗费的 cost 域存在于 Candidate 中，而不是 Node 中。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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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进行调整并且要在 open 中重排序！所以删除法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第六，根据第五点考虑，我们需要从一个结点出发访问它的所有叶子结点。所以结
点类型 StarNode 中仅有指向父结点的指针 parent（从 Node 集成而来）是不够的，还要增
加两个域分别指向自己的第一个子结点和兄弟结点i。
最后，根据第五点，我们需要根据叶子结点调整候选者在 open 集合中的排序。所以
需要一个从叶子结点到候选者的映射，类型是 Map<StarNode, Candidate>。由于这个映射
是与 open 集合同步变化的，所以我们也把它命名为 openMap。
7.6.4. A*算法的 Java 实现
根据以上谈论我们首先在例 7.6-1 中给出 A*算法类 StarSearcher 中的静态内部类
StarNode。
例 7.6-1 A*搜索中的静态内部类——结点 StarNode

package com.training.search;
import java.util.*;

StarSearcher 是
Searcher 的子类

public class StarSearcher extends Searcher {
/************************ A*搜索中的结点 *******************************/
static class StarNode extends Node {
int cost;
StarNode son, brother;

// 累计耗费，从候选者中移到了结点中，参见例 7.2-4
// 指向第一个子结点和兄弟

StarNode(State state, StarNode parent, int cost) {
super(state, parent);
this.cost = cost;
}
// 删除一个子结点
void removeChild(StarNode child) {
StarNode lead = null;
for(StarNode current=son; current!=child; current=current.brother)
lead = current;
if(lead == null)
son = child.brother;
else
提供从叶子结点
lead.brother = child.brother;
}
到候选者的映射
// 根据delta调整当前结点及其所有后代的累计耗费
void updateCost(int delta,
TreeSet<Candidate> open, Map<StarNode, Candidate> openMap) {
cost += delta;
if (son == null) {
Candidate cand = openMap.get(this);
if(cand != null) {
// 调整含有叶子结点的候选者在open集合中的排序

i

引用第一个子结点和兄弟结点的做法是用二叉树表示任意树型结构时最常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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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remove(cand);
cand.cost += delta;
open.add(cand);
}
} else {
递归调用
StarNode child = son;
do {
child.updateCost(delta, open, openMap);
child = child.brother;
} while (child != null);
}
}
}
…… // 其他代码参见下一节
}

其 中 removeChild() 和 updateCost() 函 数 是 为 了 移 动 搜 索 树 上 的 一 棵 子 树 而 建 。
removeChild()的作用是删除一个子结点，updateCost()则以递归的方法调整当前结点及其
所有后代的累计耗费，并把其中所有的叶子结点在 open 集合中重新排序。

7.7. 结束语
通用搜索算法实际是 A*算法在状态估计耗费始终等于 0 情况下的特例，是一种宽度
优先搜索。如果令 open 的排序规则是从大到小，并且结点比较的规则是状态相同并且
cost 大的保留，那么 A*算法就退化为深度优先搜索。深度优先搜索可以被用来求解收益
最大化问题。
如果状态之间耗费始终为 0，那么算法实际是根据状态的估计耗费对候选状态及其
结点进行排序的，此时 A*算法就退化为普通的爬山法。
我们的算法与分支定界没有关系。因为后者能够成立的前提是算法能够找到一个解，
然后把这个解的值作为阀值，凡是累计耗费大于等于这个值的结点都没有必要再扩展下去
了。而我们的算法第一个找到的解一定是最优解，不存在再去和其他结点的累计耗费进行
比较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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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博弈
8.1. 博弈和搜索
8.1.1. 博弈和搜索的异同
本书所说的博弈是零和人机博弈。所谓“零和”即双方的收益之和为 0。或者说，
任何一方的损失就是另一方的收益，反之亦然。所谓“人机”有两个含义：第一，博弈总
共只有两方参与，多方参与的博弈不在我们考虑之列；第二，人与人的博弈不在我们考虑
之列，我们只考虑电脑如何应对外界的挑战。所以人与机器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在棋类等
游戏中的脑力较量才是我们要考虑的范畴。
与搜索一样，博弈中也存在着不断变化的状态。博弈中的状态又被称为布局。一个
布局就是对当前各方的兵力或棋子所处位置、状态以及当前总体局势的描述。对弈就是从
一个布局转移到下一个布局的过程。后者又常被称为前者的子布局。与状态和子状态的关
系一样，一个布局可以有 0 个或多个子布局。不断扩展一个布局所得到的树称为博弈树。
本质上讲博弈是一种特殊的搜索。但是两者有以下不同。第一，博弈的参与方有两
个，而两方的目的都是使自己的收益即对方的损失最大化。而搜索的参与方只有一个。这
使得博弈树的扩展过程与搜索树截然不同。搜索树中子状态的扩展过程与父状态没有什么
实质差别。而在博弈树的扩展过程中，子布局与父布局考虑问题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如果
父布局要考虑的是对弈中的某一方的利益，那么子布局就必须考虑另一方的利益。因为对
弈是双方轮流下棋的过程。
第二，在博弈中，收益和损失实际上是一回事，损失是负的收益，收益是负的损失。
绝大多数教材以收益最大化为基点考虑扩展博弈树，我们也打算这么做。当然，你完全可
以以损失最小化为目标扩展博弈树，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同。但是在搜索中，收益和损失是
两回事，按照收益最大化扩展搜索树以及按照损失最小化扩展搜索树得到的结果完全不相
干。
第三，搜索中的状态总是与累计耗费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布局中除了得分这一
概念之外并没有类似的概念。得分与累计耗费的差异参见下一节。
8.1.2. 得分
就象搜索中的状态总是与累计耗费相关一样，博弈中的每个布局都有一个得分与之
相关。得分是用来评价一个布局好坏的指标。得分越大，表示对走到这一步的那一方越有
利，对对方越不利。得分越小或者为负，表示对走到这一步的那一方越不利，对对方越有
利。当一个布局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布局时，当前博弈者总是选择得分值最大的子
布局以应对。这个假设是我们进行下面讨论的最根本的前提i。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假设博
弈的双方都足够聪明，都总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下法以应对对方。这当然与人与人之间
的博弈不太相符，因为人人博弈还存在欺骗、设圈套的可能。问题是人与机器或机器与机
器对弈时，机器对对方的圈套完全视而不见，人类棋手下圈套的结果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而让机器向人类棋手下圈套也太勉为其难了。人工智能技术还没有发达到这种程
i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计算机科学背后数学女神的魅影：像数学一样，计算机博弈理论也假设很少的
几个基本公理，剩下的都是从这些公理推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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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重要的是，机器不能假设它的人类对手总是一个不能识别圈套的菜鸟。
得分与搜索树上结点的累计耗费的不同在于，首先，得分不是靠累计得来。其次，
累计耗费是从根结点开始，从上往下计算得到的。得分的计算过程恰恰相反，是从叶子结
点开始，从下往上计算得来的。这是因为一个布局的好坏取决于它最终能否战胜对手，或
者给对手造成多大的损失，而与之前经过的布局无关。这里我们有一个推论：一个布局
的得分总是等于它的所有子布局中最大得分的相反。因为子布局代表了对方的应对手段，
根据前面的假设，对方总是选择得分最大的子布局以应对。该子布局的得分就是对方的收
益。由于对方的收益就是自己的损失，所以把这个值求反就是当前布局的得分！
上述两个结论是我们下面进行博弈树扩展以及 α—β 剪裁的理论基石。

8.2. 简单博弈算法
8.2.1. 博弈树的扩展
我们以著名的井字棋为例，说明博弈树的扩展过程。假设下棋的两方分别用“O”
X
X O
O

B

A(100)
O X
X O
O

X O
X O
O

X
X O O
O

H(0)
O X X
X O O
O

K(-100)
O X X
X O O
X O

P(100)
O X X
X O O
X O O

X
X O
O O

G(-100) O X

…

…

X O X
O

I(100)

J(0)

O X X
X O
O O

L (0)
O X X
X O O
O X

Q (0)
O X X
X O O
O O X

(100)

O X X
X O
O O

M(-100)

O X O
X O X
O

N(0)

O X X
X O X
O O

R(100)

O X X
X O
O O X

S(0)

O X X
X O X
O O O

O X X
X O O
O O X

(100)

X
X O
O O

O X O
X O X
X O

(100)
O X O
X O X
X O O

(-100)

O X
X O X
O O

O X
X O X
O O X

(100)

(100)

O X
X O X
O O

(-100)

图 8.2-1 井字棋游戏的博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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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0)
O X X
X O
O

D

(-100)
O X O
X O X
O X

(100)
O X O
X O X
O O X

O X O
X O X
O O X

(-100)
O X X
X O X
O O

(100)
O X X
X O X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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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X”表示，当前布局如图 8.2-1 的根结点所示，并且该“O”方下棋。现在的问题是，
“O”方该如何应对才能获得胜利或最大的利益呢？
由于根结点布局中只有 5 个空格，“O”方只能在这 5 个空格落子。所以根结点就有
5 个子结点，分别是 A、B、C、D 和 E。扩展搜索树的目的就是从这 5 个子结点中找出得
分最大的。而每个子结点，比如 A，的得分又是根据 A 的子结点计算出来的。以此类推，
直到没有子结点，或者有一方胜出为止。
我们以结点 A 为例，看看上述计算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显然，A 的子结点有 4 个，
图 8.2-1 中画出了其中的两个，分别用 F 和 G 表示。F 的子结点有 3 个，分别是 H、I 和 J。
其中布局 I 中“O”方已经胜出，不妨给这样的布局 100 分，并且标注在 I 符号旁的圆括
号中。
H 有两个子结点，分别是 K 和 L。K 的子结点是 P，P 中 O 方已经胜出，得 100 分。
K 的得分就是 P 的得分的相反，即-100 分。从逻辑上讲，“X”方走到 K 布局这个样子必
定会失败，所以他得-100 分是很合理的。
L 的子结点是 Q。Q 这种布局表示双方平局，所以给以 0 分。L 的得分是 Q 的得分的
相反，也是 0 分。现在来看 H 的得分，从 H 的两个子结点 K 和 L 中选择得分最大的然后
再求反，于是 H 得 0 分。表示“O”方走 H 这一步，必定平局。
同样道理，我们自下而上推导出 J 的得分是 0。从 F 的三个子结点中找到最大的得分
再求反，得出 F 的得分是-100。根据相同的推导过程，我们得出 G 的得分也是-100。再计
算 A 的另外两个子结点得到这四个子结点中最大的得分是 0，于是 A 的得分就是 0。
依次类推，我们可以计算得出 D 的得分是 100，为所有兄弟结点中最大，所以我们
知道 D 就是最好的子结点。所以“O”方只需选择 D 所示的走法就一定能战胜“X”方。
根据上述步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递归算法给出通用博弈算法的简单实现。在做
这一步之前，需要首先定义布局接口，以隔离特定博弈游戏的描述和通用的求解过程。
8.2.2. 布局接口 Layout
Layout 的定义参见例 8.2-1。其中 isWinner()用来判断当前布局是否已经胜出。所谓
胜利是针对下最后一步的人来说的。对于一个已经胜利的布局，博弈算法是不会再去调用
它的 getChildren()函数的。
例 8.2-1 布局接口 Layout

package com.training.game;
import java.util.Iterator;
public interface Layout {
// 判断当前布局是否已经胜出。
boolean isWinner();
// 获得当前布局的得分。
int getScore();
// 获得子布局的叠代子
Iterator<Layout> get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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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hashCode();
boolean equals(Object obj);
}

getScore()函数的作用是返回当前布局的得分。比如对于上节中提到的井字棋来说，
所有布局的得分都是 0。那么已经胜出的布局又是多少呢？这里“胜出”和“得分”是两
个不相交的概念。我们的博弈算法将不对已经胜出的布局求其得分。换句话说, “胜出”
布局的得分可以是任何值。
这样设计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 Layout 的实现类将不用考虑怎样计算胜利的布局的得
分。因为按照逻辑，胜利的布局的得分，如果要计算的话，应该比所有其他布局的得分都
要大，这就对 getScore()函数的实现增加了很多限制。而一个良好的设计首先应该做到的
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对使用者的要求的限制。
与搜索中的接口 State 一样，我们也在 Layout 接口中申明了 hashCode()和 equals()这
一对几乎必定同时出现的函数。它们在这里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即通过消除重复对象达到
大幅度加快运行速度的目的。
8.2.3. 简单博弈算法
例 8.2-2 给出了基于上节 Layout 接口的，用递归函数 simpleSolve()实现的简单博弈算
法。
例 8.2-2 简单博弈算法

package com.training.game;
import java.util.Iterator;
public class Game {
public static Layout simpleSolve(Layout layout) {
Result result = simpleSolveIt(layout);
return result.layout;
}
// 求解layout的最优子布局，结果放在Result中，Result中还包含计算得到的layout的得分
private static Result simpleSolveIt(Layout layout) {
if(layout.isWinner())
return new Result(null, Integer.MAX_VALUE);
Iterator<Layout> children = layout.getChildren();
if(!children.hasNext())
return new Result(null, layout.getScore());
没有子布局时就直接从
Layout maxChild = children.next();
int maxScore = simpleSolveIt(maxChild).score;

当前布局的中获得得分

递归调用
while(children.hasNext()) {
Layout child = children.next();
Result childResult = simpleSolveIt(child);
if(childResult.score > maxScore) {
maxScore = childResult.score;
maxChild = child;
子布局中的最大得分求反
}
之后才是当前布局的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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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new Result(maxChild, -maxScore);
}
}

其中 Result 是一个私有类，仅供 com.training.game 包内部使用。Result 的作用是保存
simpleSolveIt()函数返回的两个值：最优子布局以及当前布局的得分。Result 的定义参见例
8.2-3。
例 8.2-3 简单博弈算法的辅助类 Result

package com.training.game;
class Result {
Layout layout;
int score;
Result(Layout layout, int score) {
this.layout = layout;
this.score = score;
}
}

根据上述简单博弈算法，我们发现：博弈树上叶子结点的得分通过 Layout 接口的
getScore()函数直接得来，而所有中间结点（包括根结点）的得分都是通过“子结点的最
大得分求反”方式计算得到的。
下面我们给出井字棋对 Layout 接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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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模式识别
9.1. 一维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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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编译技术
10.1. 单词、句子和语法
10.2. 自顶向下递归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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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多线程
多线程的实质是要解决线程之间的并发和同步，并且避免死锁。多线程程序开发中
出现的问题往往难以重现，所以我们必须事先按照科学的规则和规律编写程序，不能等出
问题的时候再回头找错误。本章将把绝大多数多线程问题归结为生产者消费者问题和读写
问题或它们的叠加。试图用解决这两种问题的模型或模型的叠加去处理多线程程序设计中
的绝大多数并发和同步因素，从而把问题简化为非同步问题。而非同步问题是可以用我们
在其他章节中学到的方法解决的。

11.1. 生产者-消费者
11.1.1. Buffer

11.1.2. 舞会问题：一种特殊的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所谓舞会问题就是有一个舞场门口有一个守卫，他的职责就是给来跳舞的男生女生
配对。一个男生总是与一个女生配对。配对成功的男女生被允许进入舞场，当然他们互相
知道对方是谁。配对不成功的人就得在门口等着直到有一位异性光临为止。我们的任务就
是模拟这个守卫。
舞会问题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者消费者问题，其中缓冲池的大小是 1 并且生产
者和消费者知道对方是谁。假设男生是生产者，他们的任务是把自己的邀请信放入缓冲池。
女生作为消费者任务是从缓冲池中取走邀请信，并根据邀请信获得对方姓名。
根据这个考虑，男生 Boy 对象可以继承 Producer，女生 Girl 对象则继承 Consumer，
而邀请信 Letter 则可以继承 Product。Boy 与 Producer 的不同仅仅在于男生在放置好邀请
信之后应该调用邀请信的 getGirl ()方法以获得对方对象。Gril 与 Consumer 的不同则在于
女生在取得邀请信之后要调用它的 getBoy(Girl girl)方法以获得对方对象，并通过参数把
自己告诉给对方。
这里的巧妙之处在于男生在调用 Letter.getGirl ()方法时可能要一直等下去直到有女生
调用同一个 Letter 对象的 getBoy()方法为止。而 getBoy()方法会激活那个一直在等待的可
怜的男生。
可能有男权主义者认为女生也应该等男生。女生的等待，如果有的话，将发生在她
调用 Buffer.getProduct()时。
11.1.3. 水分子诞生
如果说舞会问题是一个一对一的配对问题的话，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一对二
的配对问题。
由于舞会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生产者消费者问题，所以水分子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生
产者消费者问题。这里我们再次计算机科学理论就像其背后的数学一样，从少数公理或者
假设出发就可以推导出大量的定理或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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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一对多的配对问题
11.1.5. 多对多的配对问题
多对多配对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多个女生和多个男生配合跳集体舞的问题。跳
同一个集体舞的男女生不但要知道合作的所有异性的名字，还要知道所有合作的同性的名
字。
令人惊讶的是，多对多配对问题并不比一对多配对问题复杂多少。我们的思路是这
样的：假设我们要解决的是 M 个男生与 N 个女生配对，那么我们先解决 1 个男生与 M-1 个
男生配对的问题。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排号机，所有来跳舞的男生都必须先要在这个排号机
上领一个号。排号机总是按顺序给男生一个从 0 到 M-1 的编号。领到 0 号的男生负责与其
他 M-1 个男生的配对工作。如果配对成功，这个 0 号男生再去跟女生进行 1 对 N 的配对工
作。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也就是说 M:N 的配对问题的实质是两个一对多配对问题的叠
加，其中一个是 1:M-1,另一个是 1:N。这是不是很神奇、很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配对问题（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最终都归结为生产者消
费者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把配对问题中的所有并发和同步因素都交给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去处理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不过是简单的非并发的程序设计问题，这已经不在本章的考
虑范围之内了。
那么是不是说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可以处理一切并发和同步因素呢？不是，下面我们
就要考虑读写问题。

11.2. 读写问题
读写问题。
11.2.1. 一般读写问题

11.2.2. 桥
70 年代出生的人多半还记得原南斯拉夫一部著名的反映二战抗击德国鬼子的电影：
《桥》。你一定对电影中那气势宏伟的桥留下了深刻影响。以桥为主要背景的电影还有
《卡桑德拉大桥》、《遥远的桥》、《魂断蓝桥》等等等等。
桥一般位于交通枢纽位置。由于车道资源有限，车辆在桥两端排队堵塞的情况时有
发生。今天我们就要编个程序模拟并控制桥以及过桥的车辆。

11.3. 模拟电梯
现代社会有两大发明：汽车和电梯。汽车使城市变得更大，电梯则使城市长高。我
们很多人几乎天天要接触到电梯。这个静悄悄看起来不大起眼的东西，控制起来却并不简
单。
首先，如果有人在某个楼层召唤它，它就应该能够赶到那个楼层。也许你觉得这并
不太困难，问题是：在它赶路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人在更近的楼层召唤它。它应该先接第
二个人而不是第一个人。
第二，一部正在下降的电梯不应该去响应任何向上的召唤。它也应该不响应楼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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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向下的召唤。同样，一部正在上升的电梯不应该去响应任何向下的召唤。它也应该不
响应在它下面的楼层中向上的召唤。但所有的召唤应该记录下来，并根据先同向后逆向、
先近后远的原则在以后处理。
第三，进入电梯后人们将按按钮告知电梯自己要去的楼层。电梯要记录下这些信息
并根据自己运行的方向决定怎么响应。
第四，电梯下降到某个楼层后，如果电梯中没有人要去下面的楼层，并且下面楼层
没有任何向上或向下的召唤，电梯应该或者停下来或者掉头上升。同样，电梯上升到某个
楼层后，如果电梯中没有人要去上面的楼层，并且上面楼层没有任何向上或向下的召唤，
电梯应该或者停下来或者掉头下降。
第五，电梯内外如果没有人需要服务，电梯应该停在最后所到达的楼层以节省电能。

11.4. 模拟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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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Java 的高级话题
12.1. 关于 Java 的一些错误认识
12.1.1. Java 中不含有指针
这句话是关于 Java 的流传最广的谬误之一。其实应该这样说：Java 在语法上没有指
针概念，但是在语义上却到处都是指针。
Java 的类型主要有两类：基本类型（如 byte、boolean、char、short、int、long、float、
double 等）和类类型。基本类型的确都是值而不是指针。类类型呢？类类型其实都是指针
类型！
比如赋值语句 a=b，如果 a、b 都是基本类型，则这句赋值语句的确在内存中创建了
第二个值，与指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它们都是类类型呢？
在 C 和 C++中，即使 a、b 都是类类型，a=b 也是值赋值操作。也就是说把 b 的值拷
贝到 a 中。所以这样会在内存中创建第二个对象，该对象虽然与 b 的值完全相同，但是它
们却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就像两个双胞胎，虽然两人完全相像，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人。对
其中任何一个对象的属性的改变是不会影响另一个对象的属性的。
但在 Java 中，任何类类型变量其实都是指针变量。所以 a=b 仅表示指针赋值操作，
是不会在内存中创建第二个对象的。a=b 的结果是两个指针都指向了同一个对象。这样，
如果你通过其中一个变量改变对象的属性，则通过另一个变量的同名属性也能发现这种改
变。
Java 基本变量复制操作是值拷贝而类变量赋值操作是指针赋值的这一性质在函数传
递参数时同样成立。也就是说，实参是基本类型的，其值被拷贝进运行堆栈；实参是类类
型的，其地址被拷贝进运行堆栈。所以你不要指望基本类型实参的值在函数调用后会发生
任何变化（哪怕函数把对应的形参改得面目全非）。同时也要注意类类型实参即对象参数
的属性在函数调用后有可能发生变化。
12.1.2. 为什么 interface 可以多实现

12.2. 两种类型的集合（Set）
12.2.1. HashSet 和 TreeSet
集合的数学含义是多个对象聚集在一起构成一个集合，其中不存在重复的对象。问
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重复”。可能有读者会说：重复嘛，就是两个对象一样，就是
a==b。这种看法会产生一个问题：“==”为 true 的两个对象不仅是重复，它们根本就是同
一个对象。改变其中某个对象的内部状态，从另一个对象角度看也能发现这些变化。而被
认为是重复的两个对象有时并不是同一个对象。比如，两次调用 new Integer(15)所获得的
对象的==操作将返回 false，但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同一个整数的重复。
所以我们必须给“重复”以严格的定义，这样才能构造符合要求的集合。JDK 中就
用了两种办法定义了“重复”。第一种，是通过 Object 的 equals()方法定义重复。调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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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这个方法判断重复的集合就是 HashSet。它是对 Set 接口的一个实现。当使用 HashSet
保存对象时，equals()并不是唯一需要重定义的方法，另一个方法 hashCode()也需要重定
义。原因就在于 HashSet 需要调用 hashCode()获得对象的散列值以计算在其内部的散列表
中存放该对象的散列地址。原则上，equals 不相等的两个对象的 hashCode()也应返回不等
的散列值(int 型)。但是即使不等对象的散列值相同也不影响 HashSet 排除重复对象。这是
因为散列值相同的对象会被存放在散列表的同一个散列地址处，但是判断两个对象是否相
等，不仅需要两者的散列地址相同，还需要它们的 equals()函数返回 true。所以这样做在
逻辑上没有问题。但这样做会导致散列效果变差，查询速度变慢，散列表空间浪费增加。
第二种办法是通过 Comparable 或 Comparator 接口定义重复。使用这两种接口的集合
就是 TreeSet。它是 Set 接口的另一个实现。Comparable 一般由存入 TreeSet 中的对象实现，
其中仅有的唯一一个方法 compareTo(obj)被用来判断 this 对象与作为参数传入的对象 obj
之间的大小关系。如果 this 小就返回一个负整数；如果相等就返回 0；如果大就返回一个
正整数。这样当你通过 add()方法向 TreeSet 加入一个对象时，TreeSet 就会从其内部的一
个二叉树的根结点出发调用 compareTo()方法。如果返回 0，则排除新加入的对象；如果
返回正整数就进入左子树重复上述过程；如果返回负整数就进入右子树重复上述过程；如
果没有子树，则分别根据返回的正负不同新建左子结点或者右子结点。
我们看到，TreeSet 加入新对象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构建二叉排序树的过程。所以
TreeSet 不仅能排除重复，还能对对象进行排序。而 HashSet 就做不到这一点。另外，为
避免出现畸形二叉树（比如所有的子结点都集中在左子树上，这会使得查找效率大大降
低），TreeSet 中的二叉树还是一棵平衡二叉树。TreeSet 会自动调整其平衡，使得任何一
个结点的左右子树的高度差不会大于 1。
如果说 Comparable 一般是由加入 TreeSet 的对象实现的话，Comparator 则一般由另
一个对象独立实现，并通过构造函数传入 TreeSet。Comparator 中的方法 compare(obj1,
obj2)带两个参数，返回负整数、零和正整数分别表示 obj1 小于、等于和大于 obje2。换句
话说，此时 TreeSet 不需要加入的对象实现 Comparable 接口就可以利用其构造函数传入的
Comparator 对象比较两个对象。
所以 Comparable 和 Comparator 提供了两种方式判断重复和对对象排序。前者是拿
this 对象与参数对象比较，后者则直接比较两个参数对象。前者适合于比较大小时需要存
取对象的私有成员并且被比较对象属于同一类型的场合，后者则适合于不需存取私有成员
的场合。原则上讲，Comparator 更通用一些。因为它不但可以比较两类不同的对象，而且
还能在另一个 TreeSet 中使用，还只需一个对象实现它即可而不象 Comparable 需要每一个
加入的对象都实现它。如果两个接口都有实现，则 TreeSet 约定 Comparator 更优先。
12.2.2. HashSet/TreeSet 与 ArrayList/LinkedList 的比较
这四类对象都实现了 Collection 接口。但是 Set 的两个实现与 List 的两个实现有很大
不同。List 的两个实现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内部数据结构的不同，但是语义语法却是相同的。
如果不考虑运行性能和对内存的需求不同，任何出现 ArrayList 的地方都可以用 LinkedList
取代而不会产生语法和语义错误。反之亦然。
但是我们能把所有的 HashSet 都换成 TreeSet 而不改变其他代码吗？不能。因为
HashSet 是通过 hashCode()和 equals()方法判断重复。而 TreeSet 则是通过 Comparable 或
Comparator 判断重复。两个在 HashSet 中被认为重复的对象在 TreeSet 中可以被认为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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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反之亦然。至于 TreeSet 更不能用 HashSet 替换，因为不但有上述同样的问题存在，
TreeSet 还能对对象排序，而 HashSet 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TreeSet 中有很多与排序序列
有关的方法比如 floor()和 ceiling()是后者没有的。

12.3. 引用
Java 的 引 用 (Reference) 有 四 种 类 型 ： 强 引 用 ， 软 引 用 (SoftReference) ， 弱 引 用
(WeakReference)和幻影引用(PhantomReference)。其中强引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引用，
即一个对象利用其成员变量(Member variable)或者类变量(Static variable)对另一个对象的引
用。比如一个对象 A 中存在一个类型为 B 的成员变量，那么只要对象 A 存在，对象 B 一
定也存在。所谓“存在”的含义是：Java 的自动垃圾收集机制不会回收这个对象。强引用这
个概念在 Java 中之所以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一个对象不再被其他对象强引用时，它
就会面临被自动回收的命运 i。当一个对象被回收后，它所占据的内存才能被释放，从而
给其他对象使用。
我们把上文中的对象 A 称为引用对象，B 称为被引用对象。如果没有特殊说明，这
里的引用指的是强引用(以下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顺着引用关系往上找，总会找到一
个或一些对象，它们没有被其他对象引用。但是它们被一个线程的运行堆栈中的某个活跃
的运行记录中的局部变量或临时变量或参数所引用。这样的引用也被称为强引用。垃圾回
收器同样不可以回收这样的对象。实际上，当一个对象不能被一个线程直接或者间接引用
时，它就会面临被回收的命运。这才是垃圾回收的唯一条件。
12.3.1. 软引用(SoftReference)
软引用是指两个对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引用关系。这种引用关系是“软”的。其含义有
两个：第一，被软引用对象与任何其他对象之间不存在任何强引用关系；第二，当
JVM(Java 虚拟机)发现内存不够用的时候，被软引用的对象就会面临被垃圾回收，从而释
放内存空间以供 JVM 使用。换句话说，软引用只有在内存够用的情况下才是可靠的。内
存不够用的时候它就不可靠了。可能有人会问：难道强引用在内存不够时就可靠了吗？回
答是：强引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可靠。内存不够时，JVM 只会抛出 OutOfMemoryError，而
不是强行回收被强引用的对象。另外，即使是 OutOfMemoryError 也只是在执行 new 操作
的那个线程中抛出，与其他线程无关，即使是该线程中其他运行记录所强引用的对象也不
受影响。受影响的只是当前线程的当前运行记录。
软引用的这个特点特别适合于制作内存敏感的高速缓存(Cache)。这种缓存在内存够
用时与一般的 Map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内存不够用时，它可以自动释放那些被软引
用的对象。当然具体制作这样的缓存时仅有软引用的知识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掌握高速缓
存本身的理论和知识。这里略过不提。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建立两个对象之间的软引用关系呢？很简单：第一
步，利用 new SoftReference(obj)新建一个 SoftReference 对象，其中 obj 是被软引用的对象；
第二步，用强引用保存这个 SoftReference 对象。这样 obj 在不存在其他强引用关系并且内
i

请注意：对象不再被强引用并不是对象面临回收的唯一条件，还有其他条件也会导致对象面临回收，
这里略过不提。另外面临回收是指垃圾回收器可以去回收它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回收取决于回收器的回
收策略和回收时机。所以面临回收并不总是意味着马上被回收，也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后才真正被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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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不够用时就会被释放。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办法验证一个被软引用的对象是否已经面临回收呢？当
然可以。SoftReference 中有一个 get()方法，如果它返回 null 就表示被软引用的对象已经
面临回收了，否则返回的就是被软引用的对象本身。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在被软引用的对象面临回收时获得通知呢？当然可以。
只不过遗憾的是 Java 在这里没有采用我们耳熟能详的 Event-Listener 回调机制，而是采用
了一种奇特的队列拽出机制。你可以先 new 一个 ReferenceQueue 对象，然后在构造
SoftReference 对象时把它作为第二个参数传入，即 new SoftReference(obj, queue)。这样，
被软引用的 obj 就与这个 queue 挂钩了。当你需要获取 SoftReference 对象时就调用
ReferenceQueue 的 remove()或 poll()方法。其中 remove()方法将会被阻塞到有 obj 对象面临
回收为止。poll()则马上返回。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很容易把这套队列拽出机制转换为
Event-Listener 回调机制。只不过前者还能通过 poll()方法实现试探，而后者则不能。
12.3.2. 弱引用(WeakReference)
理解了软引用，再理解弱引用就容易多了。弱引用关系的含义有两个：第一，被弱
引用对象与任何其他对象之间不存在任何强引用关系或软引用关系；第二，当 JVM 回收
垃圾时，被弱引用的对象有可能面临回收。也就是说，即使内存够用，弱引用也不是可靠
的。只要垃圾回收器清理内存，被弱引用的对象就有可能被回收。
同软引用一样，建立两个对象之间的弱引用关系也是类似的两步：第一步，利用
new WeakReference(obj)新建一个 WeakReference 对象，其中 obj 是被弱引用的对象；第二
步，用强引用保存这个 WeakReference 对象。至于验证被弱引用的对象是否已面临回收，
以及在被弱引用的对象面临回收时获得通知的方法都与上节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12.3.3. 幻影引用(PhantomReference)
幻影引用关系的含义有两个：第一，被幻影引用对象与任何其他对象之间不存在任
何强引用关系或软引用关系或弱引用关系；第二，被幻影引用的对象已经面临回收了。换
句话说 PhantomReference 的 get()方法始终返回 null。
同弱引用一样，建立两个对象之间的幻影引用关系也是类似的两步：第一步，利用
new PhantomReference(obj)新建一个 PhantomReference 对象，其中 obj 是被幻影引用的对
象；第二步，用强引用保存这个 PhantomReference 对象。
与弱引用和软引用不同，被幻影引用的对象已经面临回收，PhantomReference 的 get()
方法始终返回 null。幻影引用的作用仅仅在于表示那个对象曾经存在过。在被幻影引用的
对象面临回收时获得通知的方法与上节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12.3.4. 弱引用的典型应用
在 JDK 的 API 中 ， 并 没 有 对 软 引 用 和 幻 影 应 用 的 直 接 应 用 ， 但 是 却 有 对
WeakReference 的应用。那就是类 WeakHashMap。这个类的作用基本与 HashMap 相同。
不同点在于，WeakHashMap 的内部并不保存每一个键对象，而在键的位置保存的是 new
WeakReference(key)对象，其中 key 是键对象。这就使得当用户用某一个键对象去查询对
应的值对象时有可能返回 null，即使这个键对象曾经出现过。使用 WeakHashMap 的最大
好处在于它并不阻止 JVM 对保存在其中的键和值的回收，从而从根本上避免内存泄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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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用 HashMap<WeakReference<K>, V>取代 WeakHashMap<K, V>呢？
不能！因为 WeakHashMap 还要保证当一个键对象被回收时它所占据的散列表空间也应该
被释放，以便多出空间保存其他键和值。为了做到这一点，你有两个办法：第一，遍历所
有的 WeakReference，把所有 get()返回 null 的全释放；第二，利用 ReferenceQueue 获得通
知。WeakHashMap 采用的就是第二个办法。由于 WeakHashMap 与 HashMap 的内部数据
结构是如此不同，所以前者并非是后者的子类。
12.3.5. 你应该注意什么
第一，如果 Reference 的 get()方法返回的不是 null，那么你可以马上用一个强引用保
存这个对象。这样这个对象就不会被回收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自己在干
什么。你一定要深刻理解各种引用之间的关系和异同以及垃圾回收机制，然后才能这样做。
第二，使用软引用、弱引用和幻影引用的最大风险在于你无意中用一个强引用保存
了那个对象。以 WeakHashMap(它内部使用了 WeakReference)为例，假设你需要保存
Student 对象。其中学号将被用作键对象。一般地，学号作为一个常用属性也会被保存在
Student 中。这个设计一定被认为再正常不过吧？可是一旦运行起来你会发现，你的
WeakHashMap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释放任何一个学号及其对应的 Student 对象。原因就在于
作为键的学号同时又被 Student 强引用。而 Student 又被作为值保存在 WeakHashMap 中。
而 WeakHashMap 仅对键弱引用，对值却是强引用。换句话说，WeakHashMap 强引用了每
一个 Student，每个 Student 又强引用了他/她的学号……因此，你的 WeakHashMap 就退化
为 HashMap，不再能绝对避免内存泄漏的发生。同时也占据了大量内存空间。
第三，两个对象之间的一种引用关系并非只能有一个。比如，一个对象或一个线程
可以多次强引用(或软引用或弱引用或幻影引用)另一个对象。但是如果一个对象被多个不
同种类的引用所引用，则只有强度最高的引用起作用。比如，假设一个对象既被强引用又
被软引用，那么无论引用对象或线程是否是同一个对象或线程它都是一个被强引用的对象；
假设一个对象既被软引用又被弱引用，那么它就是一个被软引用的对象，只有在内存不够
的情况下才会被回收。各种引用由强至弱的顺序是：强引用、软引用、弱引用和幻影引用。

12.4. 代理（Proxy）

12.5. ThreadLocal
12.6. 定义和使用自己的标注（A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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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范型
12.7.1. 范型与数组
12.7.2. 自说明的范型

12.8. 内部类
12.8.1. 内部类与外部类的异同

12.8.2. 静态内部类与动态内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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