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规范

一、前言

1.1 目的

本规范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在“小学生四则运算”项目开发过程中，提高团队

协作效率，便于全体开发人员在过程中即使添加及修改功能，以及后期的优化维

护。

1.2 适用范围

此次开发中所使用到的语言 Java，HTML 以及 CSS

1.3 基本准则

结构表现行为分离, 兼容性优良。性能方面, 代码要求简洁明了有序,在保

证实用性的前提下，尽量不要用冗余或者复杂难懂的标记。 尽可能的减小服务

器负载, 保证最快的解析速度。

1.4 其他

若组员在后续开发中对该规范有新的想法，可以经小组讨论后，统一添加。

二、Java 的具体规范

2.1 排版规范：

1. 关键词（或变量）和操作符之间加一个空格。

例如：int iCont = 1；//操作符和值之间有一个空格。

2. 相对独立的代码块与块之间加空行。

例如：两个方法之间需要用空格隔开。

3. 较长的语句、表达式等要分成多行书写。

4. 长表达式要在低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

5. 代码的新行与上一行根据逻辑关系要进行适应的缩进（一个 table 键），

使排版整齐，语句易读。

6. 不允许把多个短语句写在一行中，即一行只写一条语句。

7. 函数或过程的开始、结构的定义及循环、判断等语句中的代码都要采用

缩进风格。采用四个空格键进行缩进。

8. 循环、判断等语句中若有较长的表达式或语句，则要进行适应的划分。

9． 若函数或过程中的参数较长，则要进行适当的划分。

10. 用大括号‘{’和‘}’界定一段程序块时，编写程序块时‘{’和 ‘}’

应各独占一行并且位于同一列，同时与引用它们的语句左对齐。在函数体的开始、

类的定义、结构的定义、枚举的定义以及 if、for、do、while、switch、case

语句中的程序都要采用如上的缩进方式。

11. main 方法:如果 main(String[]) 方法已经定义了, 那么它应该写在类

的底部.

2.2 命名规范：



1. Package(包)的命名

Package 的名字应该都是由一个小写单词组成。 例如：package com.wish

2. Class 的命名

Class 的名字必须由大写字母开头而其他字母都小写的单词组成,对于所有

标识符，其中包含的所有单词都应紧靠在一起，而且大写中间单词的首字母。

例如：public class DatabaseOperator { }

3. Class 中成员变量的命名

变量的名字必须用一个小写字母开头，后面的单词用大写字母开头，不需要

数据类型前缀。例如：userName,size。

4. Class 中 Static Final 变量的命名 static Final 变量的名字应该都大

写，并且指出完整含义。 例如：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DB_CONFIG_FIL

E_PATH ="com.neu.etrain.dbconfig";

5. Class 中方法的命名

方法的名字开头的单词必须用一个小写字母，后面的单词用大写字母开头。

例如：setName() , getMethod()。

6. 方法声明中参数命名

使用有意义的参数命名，如果可能的话，使用和要赋值的字段一样的名字。

7. 方法内变量的命名

Class 中成员变量的命名。

8. 数组的命名

数组应该总是用下面的方式来命名： byte[] buffer;而不是： byte buffe

r[]；

9. 分页中每页列表数量的变量使用 pageSize，当前的所在的页号为 pageNu

mber。

2.3 注释规范：

1. 注释要简单明了。

2. 边写代码边注释，修改代码同时修改相应的注释，以保证注释与代码的

一致性。

3. 在必要的地方注释，注释量要适中。注释的内容要清楚、明了，含义准

确，防止注释二义性。保持注释与其描述的代码相邻，即注释的就近原则。

4. 变量、常量的注释应放在其上方相邻位置或右方，不可放在下面。

5. 全局变量要有较详细的注释，包括对其功能、取值范围、哪些函数或过

程存取它以及存取时注意事项等的说明。

三、HTML 的具体规范

使用双空格短缩进嵌套元素应用双空格缩进；

在属性中始终书写双引号；



自关闭元素不要使用斜杠结尾；

书写标签时，不要忘了结尾的关闭符号（例如</li> 或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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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head>

<title>Page title</title>

</head>

<body>

<img src="images/company-logo.png" alt="Company">

<h1 class="hello-world">Hello, world!</h1>

</body>

</html>

四、CSS 的具体规范

使用双空格短缩进；

当成组使用选择器时，每个选择器单独一行；

一条声明的开大括号前留一空格；

声明的关闭右括号请新起一行；

每条引用声明冒号后留一个空格；

每条声明有单独的一行，以便错误报告更精确；

每条声明以分号结尾，最后一个可以没有，但这样容易出错；

以 逗 号 分 隔 属 性 值 之 间 ， 要 在 逗 号 后 面 保 留 一 个 空 格 （ 例

如： box-shadow）；

在 rgb()、rgba()、hsl()、hsla()以及 rect()属性值中逗号后不要加空

格，这样能把多色彩值（逗号无空格）与多属性值的情况区分开来（逗号

带空格）；

省略掉属性值以及颜色参数的首位 0（例如：用 .5 代替 0.5 ，

用 -.5px 取代-0.5px）；

十六进制值要用小写，像 #fff 这样，当一个文档中有很多的字母时，

小写字母更容易分辨；

如果可以的话，简化十六进制值的写法，如用 #fff 代替 #ffffff ；

在选择器中引用属性值，例如：input[type="text"]，在某些情况下可选

是否使用，这样做也能更好地统一代码；

零值不需要添加单位，例如：用 margin: 0; 代替 margin: 0px;；

http://mathiasbynens.be/notes/unquoted-attribute-values
http://mathiasbynens.be/notes/unquoted-attribute-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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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示范 */

.selector, .selector-secondary, .selector[type=text] {

padding:15px;

margin:0px 0px 15px;

background-color:rgba(0, 0, 0, 0.5);

box-shadow:0px 1px 2px #CCC,inset 0 1px 0 #FFFFFF

}

/* 好的示范 */

.selector,

.selector-secondary,

.selector[type="text"] {

padding: 15px;

margin-bottom: 15px;

background-color: rgba(0,0,0,.5);

box-shadow: 0 1px 2px #ccc, inset 0 1px 0 #fff;

}

以上部分内容参考自层叠样式表语法部分。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scading_Style_She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