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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Many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heavy burden of study, fewer leisure activity type and
frequency, and lack of the circle of similar hobbies. In order to enrich the liv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ncrease college students’ dating circle range,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established, which is called Daban. It helps students to find common interests with
them to learn, travel and activities. Method: The clustering recommendation is adopted based on
user interest and social trust. The site recommendation is proposed based on location design network. The friend recommendation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social network of bilateral interest.
Results: After loging success, like-minded people, activities items and activities location will be
recommended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input information and the database. Conclusion: The Daban will find some students to do same thing in same time through recommending
friends, activities items and activities location. It is easy to use, easy to maintain and ex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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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很多大学生的学习负担重、业余活动种类与次数少、缺乏同兴趣爱好的圈子。为了丰富大学生的
生活，增加大学生交友圈子和活动范围，我们建立了大学生网络交流平台“搭瓣”，让大学生找到志趣
相同的人与他们一起学习、旅游、活动，丰富其大学生活。方法：基于用户兴趣和社交信任的聚类推荐，
基于位置设计网络的地点推荐和基于双边兴趣的社交网络好友推荐。结果：成功登陆搭瓣系统之后，系
统根据大学生所填的真实信息用匹配算法对数据库中已有的大学生进行信息的匹配，将推荐与该大学生
志趣相投的人、活动、地点等。结论：大学生网络交往系统“搭瓣”通过好友推荐、地点推荐、兴趣推
荐等方式匹配到同一时间去做同一件事的同学，使用简便、便于维护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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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个大学生，梦想中的学校应该有着良好的学风，身边陪伴着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学习，
一起游玩，一起参加志愿活动；身边充斥着各种有趣的社团，有各种机会让你展示自己的风采。大学生
尤其是医学生面对繁忙的学习生活，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个人意愿的事情。当你想和身边的同学
一起做某件事时，别人又没有时间。何况想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约着去游玩等，由于安全问题更是不可行。
每次均因缺少有共同爱好和时间的朋友而不得不取消计划。大学生之间缺乏交流的平台，大多数只认识
自己所在专业的同学，缺少与其他专业之间的交流，导致自己社交范围窄，朋友圈小。
网络交友对大学生来说已是普遍现象，生活中的一部分，网络的应用确实会对新生的人际交往与朋
友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其自我认同的发展[1] [2]。所以，一个好的大学生交流平台必不可少，搭
瓣，顾名思义就是寻找有共同爱好或需求的人，在活期间结成伙伴关系。搭瓣功能就是利用线上资源帮
助大学生快速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伴，并打破了线上与线下关系转换的障碍，将线上的交流演变为线下的
互动，最后形成具有一定流动性和稳定性的伙伴关系。在利用线上资源的同时，搭瓣也将为线下关系形
成的线上熟人社群提供线上互动交流的服务，为需要新鲜血液的团队提供更加便捷的纳新方法[3]。
本文主要研究了大学生网络交往系统“搭瓣”的设计与实现，首先给出了需求分析与技术路线，然
后通过系统用例、用例规约、鲁棒图、序列图等给出了系统分析，并将分析模型中的实体类、边界类和
巴控制类分别映射为对应的设计类，以及实现了原型系统。

2. 需求分析与技术路线
大学生网络交往系统“搭瓣”可以发表个人最近的计划，有效的解决了大学生的交流问题；通过筛
选的操作来自动匹配到同一时间去做同一件事的同学，可以使用筛选功能，自动匹配。另外一点，我们
可以通过这款软件来进行班级或者部门之间的联谊，增加了班级于班级，院系和院系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从这个软件我们还可以得知其他专业学生的课程情况，根据个人所需去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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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本软件的设计具有良好的扩展能力并且便于维护，使用起来较为简便，因此
系统的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1) 基于用户兴趣和社交信任的聚类推荐实现用户的兴趣点推荐。根据用户行为特点利用泊松分布建
模用户在兴趣点上签到行为，然后采用损失函数拟合用户在兴趣点对上的偏序关系，利用包含地域影响
力的正则化因子约束泊松矩阵分解的过程[4]，最后利用用户的评分为用户构建特征向量，并利用用户间
的相似程度来发现具有相似偏好的用户[5]。
2) 基于位置社交网络实现地点推荐。常用的地理位置信息建模的方式有三种，基于幕律分布，基于
高斯分布，基于时间分析的方法。采用时间窗口的方式时，原始数据会依据时间戳按照一定时间窗口大
小(小时或者天等)划分成不同的块，在每一个块中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建模与处理[6]。
3) 基于双边兴趣的社交网好友推荐。利用用户好友关系网络信息和内容信息分别进行用户聚类，通
过基于双边信息的聚类结果进行用户相似度计算和好友推荐[7]。
4) 开发工具介绍。Java 是一种可以撰写跨平台应用软件的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具有卓越的通
用性、高效性、平台移植性和安全性，广泛应用于编写桌面应用程序、Web 应用程序、分布式系统和嵌
入式系统应用程序等。J2EE 是一套全然不同于传统应用开发的技术架构，包含客户端组件应用程序和
applet、服务器端 Web 组件 Java Servlet 和 Java Server Pages、服务器端的业务组件 Enterprise Java Bean，
主要可简化且规范应用系统的开发与部署，进而提高可移植性、安全与再用价值。Eclipse 是一个开放源
代码的、
基于 Java 的可扩展开发平台，
允许通过插件开发环境构建与 Eclipse 环境无缝集成的工具。
MySQL
是最流行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之一，由于其体积小、速度快、总体拥有成本低，尤其是开放源码这
一特点，一般中小型网站的开发都选择 MySQL 作为网站数据库。

课题设置

研究方法与手段

研究目标

以场景分析（抽象、量化、
汇总）的形式进行需求分析

确定系统的业务需求

兴趣点推荐

基于用户兴趣和社交信任的
聚类推荐

匹配具有相同兴趣的内容

地点推荐

基于位置社交网络的地点推
荐

匹配在同一地点的内容

课题一：需求分析
课题二： 建立数学模型

基于双边兴趣的社交网好友
推荐

共同兴趣的好友推荐

课题三：系统分析

需求的计算机概念化；从业
务用例场景图获得系统用例
；从业务用例实现场景获得
分析类图；在MVC指导下绘
制分析模型

获得分析模型

课题四：系统设计

功能模块设计、数据库设
计、人机交互设计

得到设计类、接口、数据
库

课题五：系统实现

java语言，J2ee轻量级框架，
Eclipse10，MySQL5.5

得到大学生网络“搭伴”
系统

好友推荐

Figure 1. Technical route
图 1.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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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分析
用户在系统上可以进行活动内容的查看，也可以在留言板进行留言，还可以将用户自己觉得好的地
方和活动内容发布在“搭瓣”平台上。

3.1. 系统用例图
系统用例，如图 2 所示。

3.2. 用例规约
从用例规约中我们可以读出计算机实现业务所需的全部细节，包括人机交互的场景，计算机执行过
程及分支、异常情况处理、业务规则的应用、实体信息(表单所填数据)等。一切编程所需要的细节都可以
在用例规约文档中显示。表 1 就是我们的核心业务——兴趣推荐系统用例规约。

3.3. 建立分析模型
利用 Actor、边界类、控制类和实体类构建系统分析模型如图 3、图 4 所示。

4. 系统设计与实现
4.1. 分析类映射到设计类
将分析模型中的实体类、边界类和控制类分别映射为对应的设计类，如图 5、图 6 和图 7、图 8 所示。
用户登录

<<扩展>>

<<包含>>

用户留言

找回密码
留言编辑

<<包含>>

评论

查看好友列表
<<包含>>

添加好友

<<包含>>

好友管理

<<包含>>

查找好友

<<包含>>

好友请求

用户

好友推荐
<<包含>>

系统推荐

<<包含>>

地点推荐

<<包含>>

兴趣推荐
Figure 2. System use case diagram
图 2. 系统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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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界面

注册生成表

用户

活动推荐表

搭瓣系统
推荐界面

留言信息
留言板界面

Figure 3. A system analysis model described in robust graph
图 3. 系统分析的鲁棒图

好友管
理界面

ActionMap 查找好友

添加好友

User

Relation user

用户
1.提交输入关键字
查找好友

2生成
request

3.选择
action
4.查找用户处理逻辑

6.生产response
显示好友
7.选择要添
加的好友

8.生产
reques

5.查找结果

9.选择action
10.调用添加好
的好友逻辑

11.生产response显示添加成功

Figure 4. Sequence diagram of friend recommendation
图 4. 好友推荐序列图
<<interface>>
userManage
class user

好友推荐

+private : int = id
+private : string = name
+private : int = age
<<traces>> +private : string = sex
+private : string = tel
+private : string = interest
+getId()
+getname()
+getage()
+getsex()
+gettel()
+getinterest()

+listAll()

<<interface>>
UserDao

+listAll()
+list()
+counter()

UserManagerImpl
+implements
+ListAll()
+list() : int
UserDaoImpl4MySQL
+implements
+ListAll()
+list() : int
+counter()
+main()

UserAction
+extend
+ListAll()
+list() : int
+counter()
+getUser()

Figure 5. Entity analysis classes of friend recommended is mapped to design classes
图 5. 好友推荐的实体分析类映射到设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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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瓣”界面
《refine》

index.jsp
-好友推荐
-信息发布
-留言评论
-个人管理

《refine》

《refine》
《refine》

《refine》
tjHY.jsp
-添加好友

List.jsp
-好友推荐示例
-你的姓名
-你的爱好
-提交
-重置

showHY.jsp
-out.print（姓名）
-out.print（年龄）
-out.print（性别）
-out.print（电话）
-out.print（爱好）

tjlist.jsp
-好友推荐示例
-userName = "root"
-userPasswd = "root"
-dbName = "wdhy"
-tableName = "userinfo"

Figure 6. Boundary analysis class of Daban is mapped to design class
图 6. “搭瓣”边界分析类映射到设计类

推荐Control

<<refine>>

Struts.xml

<<refine>>

<<refine>>

Web.xml

UserAction.java

Figure 7. Control analysis class of recommendation is mapped
to design class
图 7. 推荐控制分析类映射到设计类
Table 1. Use-case specification: <Interest Recommendation System>
表 1. 兴趣推荐系统用例规约
用例名称
用例规约
执行者
前置条件
主事件流规约
分支事件流规约
异常事件规约
业务规则

兴趣推荐系统用例
向用户推荐信息想要的活动信息
信息部人员
1.接受到用户搜索的信息 2.根据用户搜索的关键词信息匹配 3.推荐活动信息并展示
1.接受到用户搜索的信息

2.推荐活动信息

无
系统给出错误提示
数据库连接在一定范围内，若不在范围内，则无法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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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jsp

List.jsp

showHY.jsp

tjHY.jsp

数据库

tjList.jsp

用户

1.点击好友
推荐示例

2.显示查询
推荐界面

3.输入
信息

4.申请
添加好友

8.查询

5.添加
好友

9.返回结果
6.查询

7..显示添加好友界面

10.查询
11.显示推荐结果

Figure 8. Realization diagram of friend recommended
图 8. 好友推荐的实现视图

Figure 9. Brain-machine interfaces of matching friend recommended
图 9. 好友推荐匹配界面

4.2. 原型系统
基于相似兴趣的好友推荐示例，用户输入相关信息进行查询，用来匹配具有相似兴趣的用户，如图 9
所示。好友推荐匹配界面的前端代码如附录 1 所示。
在图 9 中，输入信息后会显示匹配到的具有相似兴趣爱的用户，并可以添加成好友，如图 10 所示。
匹配到的好友界面的前端代码如附录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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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Brain-machine interfaces of matched friends
图 10. 匹配到的好友界面

5. 结束语
为了让大学生能够快速便捷地通过专用网络攻击寻找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游玩、
一起参加志愿活动，在感兴趣的社团展示自己的风采。大学生网络交往系统“搭瓣”通过好友推荐、地
点推荐、兴趣推荐等方式匹配到同一时间去做同一件事的同学，目前实现了简单的原型系统，将来需要
优化推荐算法、系统性能和人机界面，以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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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 好友推荐匹配界面的前端代码如下：

<%@ page language="java" import="java.sql.*,java.io.*,java.util.*" pageEncoding="UTF-8"%>
<%@ taglib prefix="c" uri="http://java.sun.com/jsp/jstl/core"%>
<%@ taglib prefix="s" uri="/struts-tags" %>
<html>
<head>
<title>大学生网络交往系统“搭瓣”</title> </head>
<body> <center>
<h1>用户列表</h1>
<table>
<tr> <td>ID</td>
<td>姓名</td> <td>年龄</td> <td>性别</td> <td>电话</td> <td>兴趣</td> </tr>
<c:choose>
<c:when test="${empty users }"> <tr><td colspan="5"><li>暂无相关数据</li></td></tr> </c:when>
<c:otherwise>
<c:forEach items="${users }" var="user">
<tr> <td>${user.id }</td> <td>${user.name }</td>
<td>${user.age }</td>
<td>${user.sex }</td> <td>${user.tel }</td> <td>${user.interest }</td> </tr>
</c:forEach>
</c:otherwise>
</c:choose>
</table>
<hr color="blue" width="60%" />
<h1>基于相似兴趣的好友推荐示例</h1>
<form action="showHY.jsp" method="post">
<p>你的姓名： <input type="text" name="userName" /></p>
<p>你的爱好： <input type="text" name="userInterest" /></p>
<input type="submit" value="提交" /> <input type="reset" value="重置"/>
</form>
<br></br>
<hr color="blue" width="60%" />
<s:debug/>
</center>
</body></html>

附录 2. 匹配到的好友界面的前端代码如下：
<%@ page language="java" import="java.sql.*,java.io.*,java.util.*"%>
<%@ page contentType="text/html;charset=utf-8"%>
<html>
<head><style type="text/css">table { border: 2px #CCCCCC solid;
width: 360px;}
td,th {
height: 30px;
border: #CCCCCC 1px solid;}</style>
<title>大学生网络交往系统“搭瓣”</title></head>
<h1>基于相似兴趣的好友推荐示例</h1>
</center>
<body>
<center>
<hr color="blue" width="60%" />
<%
String aUserName=request.getParameter("userName").trim();
String aUserInterest=request.getParameter("userInterest").trim();
out.println("<center>");
out.println("表单输入 userName 的值:"+ aUserName+ "<br></br>");
out.println("表单输入 userInterest 的值:"+ aUserInterest+ "<br></br>");
out.println("</center>");
String driverName = "com.mysql.jdbc.Driver";//驱动程序名
String userName = "root";//数据库用户名
String userPasswd = "root";//密码
String dbName = "wdhy";//数据库名
String tableName = "userinfo";//表名
//联结字符串
String url = "jdbc:mysql://localhost:3306/" + dbName + "?user="+ userName + "&password=" + userPasswd;
Class.forName("com.mysql.jdbc.Driver").newInstance();
Connection connection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Statement statement = connection.create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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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 + tableName ;
ResultSet rs = statement.executeQuery(sql);
%>
<br> <br>
<table align="center">
<tr>
<th>
<% out.print("姓名");
%>
<th> <% out.print("年龄");
%>
<th> <% out.print("性别");
%>
<th> <% out.print("爱好");
%>
<th> <% out.print("电话");
%>
</tr>

</th>
</th>
</th>
</th>
</th>

<%
while (rs.next()) {
if (rs.getString(6).equals(aUserInterest) && (!( rs.getString(2).equals(aUserName) )))
{out.print("<tr >");
out.print("<td >"+rs.getString("name")+"</td>");
out.print("<td >"+rs.getString("age")+"</td>");
out.print("<td >"+rs.getString("sex")+"</td>");
out.print("<td >"+rs.getString("interest")+"</td>");
String st =rs.getString(1);
out.print(" <td><a href=sqjHY.jsp?id="+st+"> 申请加好友 </a></td> ");
out.print("</tr>");
}
else
{}
%>
<%
}
%>
</table>
<div align="center"> <br> <br> <br> <% out.print("数据查询成功，恭喜你"); %> </div>
<%
rs.close();
statement.close();
connection.close();
%>
<hr color="blue" width="60%" />
</bod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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