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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研究了汉语教学软件在Android 开发平台下的开发与实现过程，系统主要由Android软件开发工
具包和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进行开发，利用Android的API函数接口，通过自动选型规则实现了维汉英多种文字
的正确显示及处理等问题，进而给用户带来更加方便的汉语学习环境．在存储及处理大量的相关图片和音频文件
时，利用了Android集成的小型嵌入式轻量级数据库SQLite的开发接口．除此引用3G信息化时代中最受欢迎的语
音合成技术（TTS）来实现此平台中声母韵母的标准发音，本研究为维吾尔族民众提供随时随地都能方便的学习
汉语的环境，从而更好的满足新疆少数民族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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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for Learning Chinese
Based on the Smart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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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software on Android
development platform. Using Android SDK and the Eclipse IDE to develop，using the Android API function
interfa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ultilingual hybrid data display and process problems of Chinese, English
and Uighur to give users easily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environment via automatic style selection.In storage and processing a large number of relative pictures and voice files, uses the Android integrated compact
embedded lightweight database SQLite development interface. In addition, references voice synthesis technology(TTS) which was the most popular in 3G information age to accomplish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of both consonants and vowels in this learning platform. Provide Uighur people the environment which was
anytime, anywhere able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conveniently.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Xinjiang minorities’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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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手机应用功能的不断增加，应用层日益成为手机软件体系中最庞杂
的一层．手机的日益普及使手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用户对于移动互联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通
过最基本的语言文字和最方便的形式与移动互联网另一端沟通日益成为趋势．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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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之一，有900 多万人使用维吾尔语进行交流和沟通．然而针对基于Android平台的汉
语学习软件一直以来都是市场上的空缺．因此，在通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开发一套嵌入式汉语学习平
台对少数民族用户来说是必要的．以前用维文键盘映射和键盘事件识别来处理维、汉、英多文输入，但是
在本系统中没有此概念，因此无法嵌入到本嵌入式汉语学习平台．本文根据维吾尔文的特征和手机显示
屏幕的物理特征，设计了维吾尔文的手机软键盘布局．除此，在改善传统教学的教育方式、教学效率和教
学质量等方面也将起到重要作用．本软件的特点是随时随地、不需连网就可利用该平台提供有效的资源，
从而为学者带来更加方便的学习环境，而且系统实用性强、简单、易用．

1

平台的开发技术和应用

平台的系统架构
在本项研究中，使用的平台是目前最流行的Android平台．该平台的系统架构由四层结构[1] 组成的，从
上层到下层分别为应用程序层、应用程序框架层、系统运行库层以及Linux内核层．分别介绍如下：
1）应用程序层．Android平台不仅仅是个操作系统，也包含了许多应用程序，诸如SMS短信客户端程
序、电话拨号程序、图片浏览器、Web浏览器等应用程序[2,3] ．
2）应用程序框架层．是我们从事Android开发的基础，很多核心应用程序也是通过这一层来实现其核
心功能．
3）系统运行库层．Android 包含一些C/C++库，这些库被Android系统中不同的组件使用[4] ．它们通
过Android 应用程序框架为开发者提供服务．
4）Linux内核层．Android是基于Linux2.6内核，其核心系统服务如安全性、内存管理、进程管理、网
路协议以和驱动模型都依赖于Linux内核[5] ．
1.2 搭建开发平台
本应用软件是典型的第三方应用开发软件，因此需要搭建Android开发环境．先来看看Android开发的
系统与软件需求：
操作系统：Windows XP 、Vista或是Win7 、Mac OS X 10.4.8及更高版本（仅限x86）、Linux（在Ubuntu
Jaunty Jackalope上测试通过）．
开发环境：Eclipse IDE ，其他开发环境或IDE ．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安装JDK→安装Eclipse→安装Android SDK→安装ADT （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
安装ADT成功后，在File->New选项中会出现Android Project项．完成以上4步，就可以进行Android程
序的开发了[6,7] ．
1.1

2

系统总体架构

软件层次结构
通过对用户的需求进行一系列地分析，最终明确了本系统的使用对象及其功能．即该软件的主要任
务是在最正确最有效的原则上为学者提供最方便的学习环境．该系统的功能划分如图1所示．
此软件根据用户的习惯，为用户提供方便的切换使用，从而把系统分为课程学习和综合学习等两部
分．课程学习部分针对学者的水平由初、中、高等三个模块组成．刚开始学汉语者可以从初级学习开始，
具有基础汉语水平者可从中级开始，而高级模式是为有一定汉语水平的学者而提供；综合学习部分是整
个流程的容纳形式．从图1可以看出，综合学习部分包含各类学习模式的同时，按照其内容进行了系统的
分类，如：语音、生词、课文、汉子、句型、练习等等．此外，该软件另一个优点就是灵巧地把少儿拼音学
习部分添加到课程学习的初级部分，而且把少儿拼音的标准发音用语音合成技术来实现出来了．
在处理及显示维文时，移动设备不支持从右向左的文字输入和不支持系统输入法，这为维吾尔文输入
及处理带来一定的困难．维文字母与汉英文的书写规则不同，比如书写方向相反．汉字和西文的书写方向
是从左到右，而维文的字符从右到左，行向从上到下；维吾尔文字母根据在单词中的位置不同会有四种变
形，即首写、中写、尾写形和独立形，在文字输入时要根据字母在文字中的位置来确定使用何种形式．维
吾尔文在设备中主要是用自动选型处理和字母序列转换函数来处理维吾尔文的正常显示和处理，如图2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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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设i为当前需要选形的字母，i-1 是当前字母前面的字符，i+1是当前字母后面的字符，设定i-1 、i 、i+1
字符值为0(特殊字母或非维文字母)或1(普通字母) ，当i-1 、i 、i+1字符值为不同的值时，i字符选形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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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输入处理模块流程图

移动数据库选型
由于SQLite是轻量及嵌入式的关系型数据库的缘故，只占非常小的内存空间，可以避免产生数据冗
余的情况．它不仅支持SQL 语句，而且在不影响整个系统的实时性能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保证在嵌入式智
能手机实时操作系统上正常运行．目前在嵌入式平台中使用的数据库[8] 为PostgreSQL 、MySQL 、mSQL 、
Berkeley DB 、XML和SQLite等几种．尽管都是嵌入式数据库，但是各有各的优缺点[9] ．mSQL是SQL的简化
版，方便开发，但有使用期限制；PostgreSQL有较大体积的缺点；用Berkeley DB的开发成本较高；对于应用
的中小型数据库，MySQL为首选，不过消耗太大存储空间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XML技术在处理少量数据
时灵活性高，但存储效率低，因而适用于处理少量数据．统计、处理实验数据速度如表1所示．因此，XML不
作为本系统选择，而选择SQLite嵌入式数据库[10] ．在创建数据库时，首先打开SQLiteExpertProfessional来
建立并且命名为Chineselearning data. db3的数据库，然后通过表设计器分别创建软件相关的声母表、韵
母表、词汇表、课文、对话、练习、句型表等，如表2所示的词汇表．
2.2

3

软件功能实现

3.1

实现各个模块

3.1.1 课程学习模块

实现此模块时，首先需要将课程的目录列出．由于需要一端是汉文，另一端是维吾尔文，因此利
用Android 提供的ListActivity类来实现列出这些目录[11] ．因为课程学习部分的初级、中级及高级部分的
内容复杂、没有规律的安排内容，而且中级学习模块中的词汇学习、课文学习和高级学习模块中的词汇
学和课文学习子模块的结构根本不一样，前者课文是带图片、带汉字、带拼音，但是后者没有带词汇拼
音，这给Android屏幕中每个汉字和所对应的拼音对齐显示带来一定的麻烦．通过从Activity类来派生出来
的，而且默认自带ListView 控件的ListActivity类来创建View加载layout courselist01.xml 、layout courselist
02.xml 、layout courselist03.xml和为每个列表项设计的Item 不一样，所以在以上的三个xml之外还设计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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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01.xml 、list item02.xml及list item03.xml等三个xml达到目的．
表 1

表 2

100和1000条记录数据库操作时间结果表
操作

SQLite(s) MSXML/JAVA(s)

Insert 100 records

<2

16

Insert 1000 records

3∼4

17

Delete 100 records

<2

18

Delete 1000 records

3∼4

21

Update 100 records

<2

19

Update 1000 records

2∼3

20

Select 100 records

<2

19

Select 1000 records

<2

21

字段名称

类型

ID

Integer

词汇表
长度 主键 是否空 备注
4

是

否

编号

Word ch

Text

否

否

汉文

Word sort

Text

4000

否

否

类型

Word ch pin

Text

8000

否

否

拼音

Word uy

Text

8000

否

否

维文

Course id

Integer

4

否

否

课程
编号

Picture list

Text

255

否

是

路径

由于直接调用ListView[12] 的onListItemClick方法不能实现其维汉对应的效果，并且ListActivity提供
的ListView控件没有TypeFace属性，因此需要重新编写一个实现Filterable接口继承BaseAdapter类的MyL
istAdapter类和List<map<string, string>>类型的getdata()方法．总之，通过调用自己编写好的MyListA
dapter类的setViewText(TextView v, String text)方法和bindView(int position, View view)方法来解决此问
题．这样使那些从未接触过我们国语的汉语学习者可以更加方便地学到其需要的知识．以上难点得到解
决以后，初级学习模块的语音学习（如图3所示）、辨音、绕口令等子模块也都将按以上的方法来处理，而
语音学习子模块中的韵母（单、复及鼻韵母等3种韵母），声母（唇音、舌尖后音和舌尖前音等6种）都是通
过语音合成技术（Text To Speech, TTS）来解决声母、韵母的标准发音．假如用Android的多媒体开发技
术，音频处理[13] 实现Music接口的AndroidMusic类的Play()方法来解决的话，需要大量预先录音出来的音
频文件，这个会导致系统运行速度变慢，和大量消耗本来就小的手机存储空间及内存．
中级学习模块中的每篇课文会话都有3个对话．作者选择了Android提供的TabHost控件来解决同一个
界面中显示符合用户选择条件的课程的不同的3种会话．本界面设计中选择此控件的原因是，该控件的各
个标签中能够显示这篇课文所包含的对应的对话内容．通过创建继承TabActivity类的dialog类来实现对话
标签界面，使用TabHost类创建一个mytabHost对象，然后mytabHost对象被TabHost类的getTabHost ()构
造方法来初始化．LayoutInflater类的inflate方法主要负责把course dialog.xml布局设计和mytabHost. getTabContentView()方法作为形参，能够实现三种对话的切换．然后调用mytabHost的addTab方法来实现加
载每篇课文的3个不同的对话，具体地说mytabHost.addTab(tabHost.newTabSpec(”xxx”).setIndicator(””,
getResources(). getDrawable(R.drawable.yyy)).setContent(R.id.zzz))形式来添加标签页．高级学习模块中
的练习部分是比较复杂且没有制定的规则，因此还是在SQLite的借助下处理了大量的图片文件．
3.1.2 综合学习模块
此模块（如图4所示）中最难实现的是该模块中的课程难度、结构、先后关系不一样等缘故导致的用
户界面的不同，而在这样结构不一样的课程内容、课文，特别是练习部分必须在一个容器中显示出来，因
此还需要利用课程学习模块中的ListActivity类来解决综合学习模块中的各个课程的正常显示[14] ．同时实
现做完练习后调用Compare()方法来比较从数据库中的Answer表读取的相应答案和用户的答案，然后调
用Mark()方法来打分用户做的各种层次的练习．
汉字学习也一样，在课程学习时只能学习用户选择的课程中的汉字(如图5所示) ，但综合学习时需要
显示整个课程中的所有汉字．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如果重新创建Xml会影响系统的运行速度，因此需要在
同一个界面上显示两个结构完全不同的内容，此时调用Android提供的Intent组件[15] （Android的四大组件
之一）的set Flags()方法来处理此难题．除汉字和练习子模块以外，语音、辨音、绕口令、声调、课文、会
话、句型、阅读理解以及注释等几个子模块没有创建Activity和Xml ，而是调用[16] set Flags()方法来解决节
省存储空间，缩短运行时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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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学习模块

图 4

综合学习模块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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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学习模块

维吾尔文输入及显示模块
在该学习平台的输入和显示模块，有嵌入式移动智能设备不支持文字方向从右向左的情况及系统中
没有自配系统输入法等两大难题，因此，必须做维吾尔文连续正常显示和文字处理系统的开发．维吾尔文
跟其他语言文字有明确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种情况：
1）跟汉文和英文比较的话，文字方向不同．既中文与英文的书写方向从左向右，而维吾尔文具有从
右向左的特征；
2）维吾尔文字母具有前连后连，前不连后不
连，前不连后连和前连后不连等4种显示形式．在
这4种情况下字母的形状是不同，也就是说维吾尔
文字母根据在单词中的位置不同会有首写、中写、
尾写形和独立形等4种书写法．在文字输入时用何
种形式取决于字母在文字中实际的位置．因此，输
入及显示时需要进行前后判断，下面给出了维文软
键盘国家标准Unicode编码对应表（表3）和维文标
准软键盘布局图（如图6）．
图 6 维文标准软键盘布局图
3.2

表 3

维文软键盘国家标准Unicode编码对应表

主要的实现代码如下：
......
for (int i = 0; i< count; i++) {
final View v = view.findViewById(to[i]);
if (v != null) {
final Object data = dataSet.get(fr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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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text = data == null ? ”” : data.toString();
if (text == null) {
text = ””; }
boolean bound = false;
if (binder != null) { bound = binder.setViewValue(v, data, text); }
if (!bound) {
if (v instanceof Checkable) {
if (data instanceof Boolean) {
((Checkable) v).setChecked((Boolean) data);}
else if (v instanceof TextView) {setViewText((TextView) v, text);}
else {throw new IllegalStateException(v.getClass().getName() + ” should be bound to a Boolean, not a ” +
(data == null ? ”<unknown type>” : data.getClass()));}}}} }
......

4

测试环境

在Eclipse IDE 开发环境下，使用Java 语言
和Android的有些类库 ， 及时调用自己编写的几
个核心类来设计和实现了基于Android 平台的汉
语教学的应用程序，并在模拟器上测试了各项功
能 ， 均能输出预期的结果 ． 采用的软硬件测试
环境是API 水平分别为为6 、8 、9 、10的Android
2 ．0 、2.2 、2.3 、2.3.3或以上等不同版的软件环境，
ROM256,RAM128,CPU单核等配置的硬件环境．
由于Android是基于JAVA的面向对象的程序
设计语言、它的代码部分由类、方法、属性、接
图 7 HTC hero上的测试结果
口、包等组成，因此用单元测试．但单元测试过程中我们只能知道每个类和方法（也包含类方法）是否完
成各自的任务和功能，而无法检查整个模块的结果．单元测试成功后，对整个模块进行集成测试，主要目
标是发现与接口有关的问题．这样此软件主要的两种测试，在不同版本的Android操作系统的设备（平板
电脑、嵌入式设备和Android智能手机）上都能够正常的运行起来，如下给出其中之一，如图7 ．

5

结论

本文针对目前发展较快的Android操作系统，结合维吾尔文的语言特点及少数民族当中汉语学习者
的需求，首次实现了Android的维汉英混合输入处理和屏幕显示等文本处理功能．其次，实现了韵母、声
母、辨音和绕口令等初级学习模块及引用语音合成技术（TTS）来实现声母韵母的标准发音．再次, 实
现Android系统上的学习汉语的平台．此学习平台具有合理的数据库设计方法和程序设计方法，是属于嵌
入式应用系统，其开发重点包括后台数据库的建立及前台应用程序的开发等两个方面．用户体验无明显
停滞感、读词准确，实现了基本的教学功能．本软件作为维吾尔族信息技术中首次创建的手机汉语教学软
件，将填补少数民族信息化发展中的一个空白．
基于移动智能设备具有较小的存储空间的缘故，数据处理速度及效率确实比较低，而且大部分桌面
应用程序不能完全地嵌入到手机来．此外，移动设备操作系统的多样性和核心技术的不可重用性也是阻
碍手机教学软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根据目前教学软件的体系结构，特别是汉语教学软件的发展
程度，汉语教学下一步将在用户体验上做深入研究，进一步提高汉语教学软件的总体功能．最终，为少数
民族提供一个更好的汉语学习软件平台，实现他们学习汉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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