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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itness demand for guidance, and designs re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tness
guidance consulting system based on energy consumption monitor. The article uses objectoriented method and UML modeling technology to design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scheme
based on JSP and MVC. By the research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ports, the paper
provides a new way for people to obtain scientific guidance of sports and fitnes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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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健身运动对科学指导方案的需求，设计了基于能耗监测仪的健身咨询信息系统业务流程，采
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了UML建模，并设计了一种基于JSP和MVC的系统实现方案。文章结合管理信息
系统和体育运动两个领域的研究，为人们获得运动和健身的科学指导方案提供了一个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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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的运动是现代社会健康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主要包括健身方案的制定和运动的监控。人体运
动能耗监测仪是一个精确测定人体运动消耗情况的仪器，可以定量反映出人体运动的强度和运动量，并
且可以提醒使用者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智能动作识别能耗仪的出现解决了运动的监控问题[1]，但是健
身方案的制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个人制定、朋友探讨、专家阶段性指导等传统方式。利用信息化技术和
能耗仪的特点，设计开发一个基于能耗仪的信息系统对于指导人们的锻炼是很有帮助的。使用者在这个
信息系统中可以随时查看来自能耗仪上传的运动信息和数据，同时可以在信息系统的专家库中选择专家
进行咨询，对自己的运动情况进行在线指导，按照专家的指导方案进行科学锻炼并实现信息反馈和双向
互动。专家也可以在线查看使用者的运动数据，给出合理的指导意见，并根据一段时间运动数据的反馈
信息进行指导方案的调整，从而制定更个性化更科学的健身指导方案。

2. 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需求分析
2.1. 系统业务流程分析
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的原始数据来自能耗仪的输入，系统连接能耗仪后可以导入能耗仪中的数据并
能接受用户的在线修改和输入。系统数据库中有初始化后产生的各种身体状况的参数表以及各种健身指
导方案，使用者根据能耗仪输入的数据通过系统自动获得数据库中已有的初始的健身方案。然后，使用
者可以选择专家库中的专家进行网络咨询，对系统自动给出的健身方案进行修改或解决疑问。后续阶段，
使用者进行自主健身锻炼，并再次重复上述过程，直到得到一个使用者满意，专家认可的比较合适的健
身指导方案。能耗仪健康咨询系统的业务流程分析如图 1 所示。

2.2. 系统用例图
UML(Unified Model Language )称为统一建模语言，是一种模型化语言，其模型大多以图表的方式表
现出来。UML 是在设计和开发阶段，说明和构建一个面向对象软件系统的开放方法，其在工程实践建模
方面，特别是在软件系统设计和开发中，已经被广泛使用。
用例图是 UML 用例建模的一种，也是 UML 建模的基础，主要用于描述用户与系统或者系统内部的
功能需求与行为。用例图是根据系统参与者的需求描述系统功能的用例模型，它使用系统与参与者之间
的一系列消息来描述系统中的交互作用。用例图描述了系统要实现的目标，能够宏观地反映了用户需求。
根据上面对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的分析，按照系统参与者的角色可以设计用户、专家和管理员三个用例
图[2]。系统用户的用例图如图 2 所示，专家的用例图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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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ystem business process analysis diagram
图 1. 系统业务流程分析图

Figure 2. Use case diagram of user
图 2. 用户用例图

3. 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的设计
除了用例图，在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中，还采用了 UML 建模中描述系统内部结构的
类图和描述系统对象动态行为及消息传递的顺序图。

3.1. 静态建模
类图是 UML 建模中的静态视图，描述了类的属性和操作，用于可视化描述和记录系统的不同方面，
也可以直接映射到面向对象的语言。类图广泛应用于面向对象的系统建模和系统设计中。从上述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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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可以抽象出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中的实体类，结合系统业务流程的需求分析可以进一步确定类图
中的属性和基本操作。设计完实体类后，还需要根据系统设计和实现的情况，设计界面类和控制类，并
在系统实现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的实体类图设计如图 4 所示。

Figure 3. Use case diagram of expert
图 3. 专家用例图

Figure 4. System entity class diagram
图 4. 系统实体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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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动态建模
顺序图显示了系统中信息流动时的对象交互情况，它是用来显示参与者采用若干步骤与系统对象交
互的模型。
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中需要对每一个用例都设计顺序图，再通过顺序图去完善类，为系统的实现做
了准备。以专家添加指导方案用例为例，其用例图见图 5 所示。专家进入增加指导方案信息界面，获取
相关多个类别的健康状况信息，确认指导方案类型，添加指导方案，将指导方案信息保存到数据库里。
这是通用型指导方案，无需用户与专家的互动，用户根据能耗仪两次以上的输入数据可以获得系统自动
分析给出的报告单，报告单中主要是专家针对某种健康情况给出的健身指导方案。生成报告单顺序图如
图 6 所示。
用户获得系统自动生成报告单以后，可以进一步在专家库中选择专家，对专家进行咨询，专家可以
在系统中给用户留言或在线交流并制定该用户的个性化健身方案。

4. 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实现方案
MVC(Model View Controller)这种软件设计模式是一种将系统的业务逻辑和数据显示分开处理的软
件系统构架模式，它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模型(model)、视图(view)和控制器(controller)。MVC 模式具有
耦合性低、重用性高、易部署和可维护性高等特点[3]。

Figure 5. Sequence diagram of experts adding guidelines
图 5. 专家添加指导方案顺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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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采用 MVC 模式进行开发，能较好地满足前期的快速实现、后期部署和功能扩
展要求。以 JSP 和 Servlet 方式实现为例，系统实现的模式如图 7 所示[4]。
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提供辅助的健身指导方案，用户可以从指导方案数据库中自助获得相应的健身
方案，也可以和专家进行线上线下交流从而得到更加符合自身特点的健身指导方案。在实现中，除了要
利用 MVC 模式的特点以外，还要特别注意用户体验，在界面设计、操作便捷性、指导方案有效性等环
节要不断完善[5]。保持系统的新颖性和实用性是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应用的关键。

Figure 6. Sequence diagram of generating report
图 6. 生成报告单顺序图

Figure 7. The MVC pattern of JSP implementation
图 7. 系统 JSP 实现的 MVC 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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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是管理信息系统和体育健身跨领域合作研究的结果。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利用了信息技术的优
势，解决了人们运动锻炼和专家科学指导之间的衔接问题，实现了使用者和专家之间的双向沟通和及时
反馈。能耗仪健身咨询系统不仅适用于健康人群，更突出的作用是适用于慢性病人群和亚健康人群。现
今社会慢性病人群和亚健康人群数量呈上升趋势，健身咨询系统利用能耗仪设备的先进性，结合体育专
家的运动指导、医疗专家的健康指导和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慢性病人群和亚健康人
群的锻炼和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提高相关人员身体健康情况，为慢性病人群和亚健康人群的研究提供
数据支撑和理论验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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