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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college laboratories and student’s experimental projects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JavaScript class library, React.js and Node.js technology, the
whole language is selected by JavaScript language programming, and a laboratory management
cloud platform i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laboratory personne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other basic functions, check-in is added to record the attendance and
work of the personnel, and on this basis, project management functions such as project application, project review, project progress update, etc. ar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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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地对高校实验室及学生的实验项目进行高效管理，本文基于JavaScript类库React.js和Node.js
技术，整体选用JavaScript语言编程，设计并开发一个实验室管理云平台。在实验室人员管理、信息管
理等基本功能的基础加入签到功能以记录人员的出勤及工作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增加项目申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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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进度更新等项目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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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高校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等。为此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搭建实验室，突破传统的纯理论授课模式，让学生有机会自己动手实践，
全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由于目前实践课程的安排只占很小一部分，导致实验室的一些资源大部分
时间都是处于闲置状态。然而，在这个全民创新，全民共享的时代，我们可以充分调动各个实验室现有
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并提供授课形式外自由度更大的实验环境，打破枯燥无味实验模式，让学生参与
到实验的每一个环节中，即从实验项目想法的提出、项目的确立到项目的一步步跟进。提高学生自主创
新能力、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各方面综合能力，同时使资源利用率最大化。与此同时，
实验室就成为了一个相对开放发平台，也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此时传统的纯人工记录式的管理模式将
显得越发的吃力耗时。利用互联网辅助管理，突破了传统的实验室管理方式，简化了繁杂的工作，一定
程度上解放了管理人员，在提高各方面工作效率的同时，可根据不同实验室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调整，
使实验室的管理更灵活多样。
为了实现对实验室物品管理，人员出勤管理等基本管理与对实验的基本管理能同时进行，简化学生
与老师的工作内容，节省不必要的时间。目前需要一个能自主申请实验项目立项，更新项目进度，展示
实验室特点，管理实验室物品及管理实验室基本信息的实验室管理平台。

2. 主要技术分析
2.1. 前后端分离开发模式
传统的 MVC 模式将应用程序分为：模型、视图、控制器(Model, View Control)三个部分，将业务处
理与 JSP 页面分开了，分工明确，交互过程如图 1 所示。
MVC 模式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起延用至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经典的模式也是存在缺点的。使
用 MVC 模式时，用户须经过“控制器->模型->视图”这样复杂的过程才能将每次请求的结果展现给用户，
这样的过程增加了整体结构的复杂性，并且执行过多的更新操作可能导致运行效率的降低。然而，视图
对模型数据的访问效率低，在操作接口时，可能会对未发生变化的数据进行不必要的频繁的访问，造成
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在对 MVC 模式的不断改进中，为了使数据的展现过程更加直接，诞生了 REST 服务即表述性状态
传递，一种软件构架风格。从而将 MVC 模式改进为前后端分离模式如图 2 所示。
在前后端分离开发模式中，视图和控制器层的工作由前端负责，后台负责模型层和业务处理。前端
可以做大部分数据处理工作，减轻了服务器的负担，后台的错误不会直接反应到前端，同时前端的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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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VC interaction process
图 1. MVC 模式交互过程图

Figure 2. Front and rear separation mode
图 2. 前后端分离模式图

不完全依赖于后台可以模拟数据进行调试。

2.2. Node.js
Node.js 是一个划时代的技术，它在原有的 web 前端和后端技术的基础上总结并提炼出了许多新的概
念和方法，堪称是十多年来 web 开发经验的集大成者。同时 Node.js 是一个可以让 JavaScript 运行在浏览
器之外的平台，底层选用 C++和 Google Chrome 是 V8 引擎来实现，采用单线程、异步 I/O、事件驱动式
的程序设计模型。在 Node 执行 JavaScript 程序速度快且性能好。
选择用 Node.js 做后台，使前后端运用的语言统一，降低了学习成本有利于统一公共类库、代码标准
化。

2.3. React
React 是 Facebook 在 2013 年开源在 GitHub 上的 JavaScript 库，把用户界面抽象成一个个组件，通过
引入 JSX 语法，组件的复用变得非常容易[1]。同时，可以看做是 MVC 中一个高效的视图层，以组件
驱动开发为基础运用组件可组合，可重用，可维护的特点及其所特有的 Virtual DOM 使页面的渲染更
高效。
React 的 Virtual DOM 可将其看成是一颗 JavaScript 的模拟对象树，用户界面数据改变时，虚拟 DOM
将会运用内部的 React diff 算法找出 Virtual DOM 树中与原 DOM 树不同的结点，统一更新 DOM。Virtual
DOM 的更新以组件为单位，使其更高效。如图 3 所示。

2.4. MySQL 数据库
MySQL 是由 David Axmark、Alian Larsson 和 Michael Widenius 三个瑞典人于 20 世纪九十年代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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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3DOM update
图 3. 3DOM 更新

的一个关系型数据库。MySQL 自 2001 年开始引入存储引擎，并于 2002 年正式宣布 MySQL 全面支持事
务，满足事务 ACID 属性(Atomicity，原子性、Consistent，一致性、Isolation，隔离性、Durable，持久性)，
并支持外键约束，使 MySQL 具备了支持关键应用的最基本特性[2]。之后 MySQL 有陆续支持集合操作、
子查询操作、复制特性等，逐渐在功能上具备了支持企业及应用的主要特性。
MySQL 并不完美，却足够灵活，能够适应高要求环境，例如 Web 应用。

3. 系统需求分析
3.1. 总体需求分析
当前的高校实验室种类多，结构复杂，本系统的主要实现的是实验室资源共享、实验项目开展申请
及项目基本管理、实验室人员管理等功能，从而做到减轻实验室管理工作负担，提高实验室各方面资源
的利用率，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由此，通过对相关实验室的管理需求的调查与分析，并结合现代互联网
技术与实验室实际运行情况，实验室管理系统应有利于实验室管理者更好，更高效的管理实验室，有利
于实验室内部与学生之间的交互。

3.2.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3.2.1. 实验室展示功能
为了激发学生对学术研究的热情，方便学生挑选适合自己的心仪的实验室进行课外实验研究，每个
实验室应该充分展现出各自的特色。
3.2.2. 实验室管理功能
实验室管理教师对实验室人员、物品等信息的增删改查，及对实验室的资源的状况的及时更新，使
对实验室的管理有序且高效。同时，为了管理者更好的记录及整理实验室信息，对相关信息报表的提取
与打印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功能。
3.2.3. 用户管理功能
实验室管理云平台中有系统管理员、教师、学生三种不同权限的用户。系统管理员的用户管理功能
对实验室系统中人员的权限进行管理，保证了实验室人员的分工和有效的管理。
3.2.4. 实验室公告功能
由于不同的实验室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物质资源等，实验室教师可以通过公告通知实验室的
物资信息，获奖信息、实验室内部公告通知等，并在发布时选择面对的对象，公开或实验室内部。
3.2.5. 个人信息修改功能
用户注册系统账号时，用户只需填写个人邮箱等少量信息。其余具体信息包括密码则通过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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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功能进行更改，并进行不断的完善。
3.2.6. 实验申请功能
学生可通过系统的实验申请功能，将自己的想法及想进行的研究提交到适合的实验室、老师那里，
等待老师的审核，回馈。避免了传统的实验项目申请步骤的繁琐耗时，同时节省了学生与老师两方的时
间。
3.2.7. 实验进度跟进功能
当实验通过教师审核立项，将会生成一个全新的项目，为了更好的记录实验进行的情况及得到的相
关成果，实验相关成员和老师可以根据实验具体情况对实验进度进行更新，记录下实验的整个过程。同
时，有利于更多学生们了解相关的实验或实验室进行的工作内容、有利于实验相关成员在后期对实验进
行总结回顾，在不断的总结中提升自我。
3.2.8. 签到功能
用户签到功能将可以帮助实验室教师了解成员的出勤状况及工作内容，系统会将用户的签到数据统
计到实验室的签到情况表中，实验室教师可以在实验室管理界面提取并打印需要时间段内的成员出勤情
况。

3.3. 系统的主要模块组成
根据实验室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该系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系统管理模块：在该模块用户具有系统的最高管理权限，可对其余用户进行权限管理，且享有系统
所有操作权限。
实验室管理模块：该模块提供实验室老师用户对实验室的基本信息、成员信息、物品信息等进行基
本的管理，同时用户可在此模块发布实验室通知公告。
实验项目模块：该模块提供学生对实验项目的申请，由对应的教师进行审核、立项、并有实验成员
对实验进度进行实时的更新。
展示模块：该模块展示各个实验室的环境、成果等。

4. 系统概要设计
4.1. 系统结构设计
通过需求分析，该实验室管理平台划分为十一个功能模块，如图 4 所示。

4.2. 数据库设计
在完成平台的需求分析和详细设计后进行数据库详细设计工作。实验室管理云平台包括的数据有用
户信息、实验室信息、物品信息等。如下为数据库详细设计表。数据库详细设计如下表 1。

5. 系统详细设计与实现
5.1. 开发环境
在进行开发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开发工具，该系统的开发环境如表 2 开发环境表所示。

5.2. 实现
在完成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后，进入平台的功能实现环节，本小节将对管理员、教师、学生三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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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ystem structure
图 4. 系统结构图
Table 1. Detailed design of the database
表 1. 数据库详细设计表
数据表

字段

用户信息

用户 ID、密码、邮箱、头像、手机、性别、学号/教工号、权限、简介、所属实验室 ID

实验室信息

实验室 ID、名称、开放状态、位置、图片、简介、成立时间、管理教师 ID、所属学院

物品信息
物品状态信息
项目信息
项目进度信息
实验室成果信息

物品 ID、所属实验室 ID、名称、价格、购入时间、图片、介绍、型号、状态 ID、保质期
物品状态 ID、状态、借出时间、是否损坏
项目 ID、项目名称、负责人、负责老师、开始时间、预期结束时间、实际结束时间、所属实验室
ID、结项文件
进度 ID、提交人、提交时间、项目 ID、进度内容
成果 ID、名称、类型、成果、等级、获得人、指导教师、获得时间、所属实验室 ID、作者、期刊

通知信息

通知 ID、发送人 ID、类型、标题、内容、时间

签到信息

签到 ID、用户 ID、时间、工作内容、所属实验室 ID

Table 2. System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表 2. 系统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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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开发环境

Node.js10.0

编程语言

JavaScript

数据库

MySQL

系统环境

Window10

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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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实现的用户管理、实验室管理、项目申请、项目审核等功能。用户登录后，系统对用户的身份判断，
对不同权限的用户开放不同的功能模块以便用户进行操作。系统管理员拥有最大权限，可对系统中的所
有信息进行管理，教师用户可对其所属的实验室和相应的实验项目进行管理，学生可对自己的基本信息
和所属项目进行相应的管理。

6. 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即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开发出的软件系统进行操作，评估系统是否能满足设计要求。分模块
随系统进行测试：功能测试，性能测试。通过测试发现了一些小 BUG 并进行修复，最终结果证明系统的
功能、性能达到了需求。

7. 结束语
文章提出实验室管理平台的设计方案，所预期的成果，并选择了合适的开发环境与开发工具，最终
开发出来的系统通过测试，满足了设计要求。该平台通过对日常实验室繁琐工作的操作简单化、系统化，
使学生与教师两方的时间安排更自由。而系统针对实验室的展示功能，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学校的
实验室，激发学生对学术研究或实验实践的热情，积极的参与到其中，充分利用课余的时间提升自己的
各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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