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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在线评测辅助教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摘要 

 

C 语言程序设计、C++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等程序设计类课

程是计算机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课程多要求高。实践教学是提高学生的程序设计能力

的重要环节，为了公平、公正、全年无休地实时评测学生提交的源程序代码弥补人工评

测的不足，急需一个在线评测辅助教学系统。 

本文在调研国内外已有代码在线评测系统的基础上，基于 ACM-ICPC 在线评测系

统，后台采用 Linux + Nginx + MySQL + Python + Django，前端采用 React + Semantic UI

技术，设计并实现了程序设计在线评测辅助教学系统，通过内置的判题机，可以实时对

学生提交的 C/C++/Java/Python 源代码进行评测并反馈结果。有别于面向比赛的在线评

测系统，对判题机内核进行了优化，淡化了输出结果数据格式错误的要求，更关注学生

程序设计能力的培养。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日常教学，增设了账户子系统、在线教学子系

统、题库管理子系统、教学资源管理、代码查重等功能。 

系统获得大创项目立项并顺利结项，曾在 IT 节、挑战杯等赛事中多次获得奖项，

并成功申请了软件著作权。系统已成功应用在 2015 级软件工程《C 程序设计》和《数据

结构》、2016 全年级《C 程序设计》和《Java 程序设计》、2017 级《C 程序设计》和《Python

程序设计》等课程的实际教学，师生评价良好，对教学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在线评测；教学辅助；程序设计；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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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Auxiliary Online Judge System 

 

ABSTRACT 

 

C/C++/Java Programming,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and etc. is the basic course of 

computer science with so much course and high demand. Practice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programming ability. To be fair to judge the code students submitted   

at any moment, we need to use an Education Auxiliary Online Judge System instead of the 

manual judge by teacher. 

In this paper, by making an investigation and based on the judge mode of ACM-ICPC 

online judge system, using Linux + Nginx + MySQL + Python + Django as backend and 

React + Semantic UI as frontend, we ar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n online judge system. 

The built-in judger can judge and feedback the C/C++/Java/Python code in real time. In 

different from the ACM-ICPC online judge system, the judger was optimized, like ignore the 

format of the output data,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programming 

ability.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daily teaching, the account subsystem, education 

subsystem, problem collection subsystem, teaching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code’s cross 

checking are added to the system.  

System has won the National Under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oject, won many awards in IT Festival, 

Challenge Cup and etc. and applied for a software copyright. System has been used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C Program Design and Data Structure in 2015, C Program 

Design and Java Programming in 2016, and C Program Design and Python Program Design 

in 2017. System received teacher and student’s good evaluation, and make a good promoting 

effect on teaching. 

 

Key words: Online Judge; Education auxiliary; Programming;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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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C 语言程序设计》、《C++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Python语言程序

设计》、《数据结构》和《算法》等是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开设的一类实践性较强的

编程基础类课程，这些课程一直被认为是较难的课程。因为大多数学生并没有编

程基础，对于编程这类需要通过大量实践才能掌握的知识，往往会无从下手。因

此，教师通常会给学生布置较多的实践练习题，要求学生使用代码去完成解题步

骤。 

练习题通常需要教师的批改。传统的批改方式，需要学生们以电子（通过网

络教学平台、FTP 服务器、电子邮箱）、打印、手写等方式提交源代码和实验报

告，再由教师（助教）阅读代码和实验报告后给出评测结果。然而这方式有种种

弊端： 

1. 人工评测工作量巨大，老师每周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重复性评

测工作，往往因教师（助教）疲于阅读源代码及批改实验报告，而来不及评估学

生的真实学习情况； 

2. 学生无法及时了解自己和身边同学的实验完成情况，没有压迫感和成就

感，应付式完成作业，随意填写实验报告，被动接受成绩； 

3. 通常老师在实验教学上各自为政，教学资源没法共享； 

4. 教师难免在批改作业时存在主观臆断，造成给分不客观不准确，评价呈

单向性和不稳定性，甚至有评语类似，成绩相差甚远的状况，损伤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能动性，同时浪费了教师的大量精力，对双方均造成不小的伤害。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简称 ACM-ICPC （ACM 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是计算机学科中有较大的影响力的比赛，

国内多数 IT 互联网公司通常会优先录取在比赛中获得较好名次的学生。ACM-

ICPC比赛使用“在线判题系统”（Online Judge，简称为 OJ）实时编译、评测

用户在线提交 C、C++、Java、Python等源代码。目前国内较为出名的 OJ 系统有

北京大学的 POJ，杭州电子大学的 HDUOJ 和浙江大学的 VJUDGE 等。实际上，这

些高校也已将自家 OJ 用于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工审阅代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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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接将这类传统的 OJ用于教学，存在一些问题： 

1. 这类系统对数据的要求非常精确，将不同编程水平的学生，统一按照 ACM

参赛队员的严格标准来评判代码，严重挫伤刚入门编程不久的新人。  

2. 没有专用的教学管理模块，全校共用一个题目列表，没有相关的分类，

进行作业批改、整理学生排行和数据统计等是较为困难的事情。 

3. 共享单一的题目列表，没有题库，也没有分类，难以查找合适的题目，

往往令教师选题和学生练习的时候无从下手。 

4. 不支持存储教学材料的专用仓库。多数时候老师希望在系统中发布一些

教学可能用到的材料，提供给学生自由下载学习。 

由于市场上面向教学辅助的 OJ 产品较为罕见，为解决上述问题，本人研发

了一套基于 ACM OJ的判题模式，专注于教学辅助的 OJ系统。 

1.2 系统概述 

本系统全称为“程序设计在线评测辅助教学系统”。  

系统由“判题机”、“账号系统”、“题库子系统”和“在线教学子系统”四个

部分组成。其中，判题机是系统的核心，主要负责对学生提交的代码进行评判；

“账号系统”负责管理账号信息、系统角色、注册登录等，对不同的用户角色限

制其访问权限等；“题库子系统”则提供了题目集分类管理，题目信息存储和在

线判题所需的基础功能、评测队列等；而“在线教学子系统”提供了课程设置和

排课，作业发布、批改和统计，教学资源仓库等教学辅助功能，并且可以调用判

题机进行判题。 

1.3 开发环境选择 

系统为 B/S架构，并采用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方案。如图 1-1所示，系统分为

三个主要层级：视图层、应用层和持久化层。其中视图层负责渲染页面，与用户

进行交互；应用层则实现 Web 服务、API、判题逻辑、分布式任务队列等系统所

必须的应用服务；应用层可以通过调用框架提供的 ORM库和文件管理功能间接访

问持久层。 

系统从结构上分为两个部分：Web 服务和判题机。Web 服务即整个系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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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个功能的页面展示、路由和 API接口；判题机只负责对接收到的代码进行评

测，并通过调用 Web服务的 API告知其判题情况。 

 

图 1-1 系统工作环境图 

1.3.1 前端后端技术选型 

Web 服务采用 python3.5 语言的 django 1.11 框架实现。选用 python 语言，

首先是因为其可移植性、跨平台性非常很好，部署简单；其次，python语言的变

量是弱类型的，操作起来灵活，并且内置的字典对象和 JSON 非常相像，可以自

由的转换。再次，基于 python开发的 django框架现阶段已经非常成熟，提供了

强大的路由管理、ORM、视图渲染引擎等非常适合快速开发的功能，大大提高开

发效率。 

判题机由判题核心和调度程序组成：判题核心负责代码判题的工作，它使用

了一个基于 C 语言开发的开源判题库，并对其进行了二次开发以适应实际需要。

由于其使用 C语言进行开发，运行速度快，能够尽可能减少因为判题核心运行缓

慢、占用资源大等对真实判题结果产生的影响；调度程序由 python 开发，通过

调用判题核心，获取评测结果后，进行数据整理和反馈到 Web服务的操作。由于

判题调度是异步操作，需要实现一个判题任务队列，因此采用了较为成熟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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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 RabbitMQ 和异步框架 Celery进行整合和辅助。 

前端采用 React，配合 Semantic UI 和 jQuery 库。React 是 Facebook 开源

的一款前端框架。目前基于 JavaScript的 MVC框架已经有很多了，然而 Facebook

的前端工程师别出心裁的采用了单向数据流的思想构建了 React框架。React 允

许在 JavaScript 中使用类似 HTML 语法的 JSX 编写网页视图，并底层维护一个

Virtual DOM 去接管 DOM 的渲染操作。鼓励开发者对应用里各个功能进行切片、

组合，去构建一个高扩展性、高灵活度的应用。 

Semantic UI 提供了一套漂亮的 UI供开发者使用，无需花费时间去重复造轮

子，并且提供了许多基于 jQuery 的功能接口供开发者调用，轻松实现如弹出模

态框、文本框弹出搜索结果等常用功能。 

1.3.2 数据存储与持久化 

MySQL 数据库以其免费、开源、稳定、体积小等优势，吸引了众多中小型网

站系统开发者的关注。本系统选用 MySQL 作为网站运行数据的主要持久化方式，

同时使用文件系统来管理用户提交的代码、题目数据等系统运行所必须的文件数

据。 

对于查询操作较为频繁，无需持久化的数据，如 Session、消息通知等，可

采用 NoSQL 数据库 Redis 作为缓存，提高并发查询的效率，减轻关系型数据库的

查询压力。 

1.4 章节介绍和论文安排 

本文对现有的在线判题系统进行了研究分析，综合各系统的优点与特点，结

合我校程序设计类课程实际教学需要，设计了一个面向实验教学兼顾竞赛的在线

评测教学辅助系统，与面向比赛的 OJ系统相比，教学辅助系统增加了课程管理、

作业管理子系统和教学中心。论文章节介绍如下： 

第一章 绪论，阐述系统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开发环境的选择等。 

第二章 进行需求分析和概要设计，阐述系统的目标和范围，分析了功能性

和非功能性需求，设计了用例图等。 

第三章 系统架构和设计，介绍系统的总体设计、模块设计和数据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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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系统的判题机设计和账户系统设计这两个关键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第四章 系统主要功能实现，展示系统部分模块和界面的实现设计，并通过

源代码案例来阐述系统具体功能的实现。 

第五章 系统部署和测试，介绍了系统的运行、部署环境、容灾备份能力，

以及系统的相关测试点、性能指标和安全性等，来评估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壮性。 

第六章 总结和展望，分析系统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疑点和难点，总结了

整个开发过程，展望了未来工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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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和概要设计 

2.1 系统的目标和范围 

系统目标 

本文拟建设一个程序设计类课程的教学支撑平台，为程序设计类课程（C程

序设计、C++程序设计、Java程序设计、Python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算法分析

与设计等）提供教学、考试、比赛一体化支撑。 

系统使用范围 

程序设计在线评测辅助教学系统面向高校程序设计实践教学，支持 C、C++、

Java和 Python语言的在线评测。学生使用系统进行编程实验、练习，提高的编

程能力，积累编程经验。教师则可以通过学生做题的情况，充分了解学生对知识

点的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计划，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2.2 系统概述 

系统基于 B/S模式开发，用户只需要通过浏览器访问网站即可使用。系统以

提供程序代码的在线评测为主，为老师提供在线布置作业、批改作业、资源上传、

数据统计等相关教学辅助功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在线的编程练习平台。 

系统主要包括三种用户： 

学生：在题库中查看和进行编程练习，在教学系统中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查看作业批改情况等。 

老师：在题库中发布编程练习题，发布课程、作业和教学资源，查阅、批改

学生的作业，打包下载学生的作业代码和分数统计信息。 

教务老师：管理学校信息、课程信息、账号信息等。 

系统根据实际要求，划分成判题机、账户子系统，题库子系统和在线教学子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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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统功能性需求概述 

2.3.1 账户子系统 

账户子系统负责对全站的账号信息进行管理，通过主账户和子账户关联的模

式，区分用户在不同子系统中的角色和权限。 

2.3.2 题库子系统 

题库子系统负责存储和管理题目信息，并使用题目集对题目进行分类。用户

在此提交代码进行判题，后查看判题结果和详情信息。 

题目集：由老师创建，容纳多个题目的信息，是每个题目的访问入口，支持

筛选和题目分类。 

题目：代码题目的基本单位，允许用户提交代码，查看评测历史和统计。老

师可以发布题目，以及修改题目内容，设置判题模式、题目权限、测试用例数据、

参考答案代码等。 

评测：与判题机交互的模块，支持评测历史记录和测试数据查看等功能。 

分类：在题目集中对题目进行分类，分类信息由老师创建。 

2.3.3 在线教学子系统 

在线教学子系统以学校为单位，拥有教学专用的子账户，整合了学校信息、

课程、作业和教学资源等教学辅助模块。 

学校信息：为学校管理员老师提供学校信息管理、学年学期管理、课程管理

功能。同时还可以添加、修改和删除教学子账户。 

课程：展示当前学校内的课程。课程内包含老师发布的作业、教学资源等，

老师可以管理学生排课信息、设置课程助教等。 

作业：老师可以发布作业，并从题库子系统中选择题目到作业，然后安排不

同排课的学生以不同的时间访问。学生完成作业后，老师根据计算机的自动评分，

进行批改作业、打包下载代码和获取作业成绩等操作；学生用户则可以在作业中

查看题目、使用代码完成对应题目、撰写并提交实验报告，查看排行榜，查看作

业的批改结果等。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信息技术学院 

第8页，共 70 页 

教学资源：支持老师创建教学资源库并上传资源文件，再将资源库关联到对

应的课程内，供学生下载。 

2.3.4 判题机 

判题机负责为题库子系统、在线教学子系统提供判题支持和反馈判题结果。 

与比赛专用的判题机不同，教学辅助使用的判题机对于数据严格性要求上会

稍微的放宽，例如在输出的答案遗漏了空格、换行等，仍然视作是正确答案等。 

2.4 系统非功能性需求 

灵活性 

由于计划向各大高校推广 WeJudge，应为不同的学校提供可定制的内容，适

应具体的需求。系统应当具备扩展能力，在不影响已有功能的情况下，能够对加

入的新功能有适应和容错的能力。 

并发性 

系统应当有良好的并发性，支持分布式评测模型，在面对大规模的评测需求

时，依然能够提供较快的访问速度和评测速度。 

界面 

界面需要简洁易用、功能明确，方便用户快速上手，避免出现错误的超链接、

文不对题的功能入口等。 

安全性 

由于判题过程接收的代码具有风险，存在破坏系统的潜在可能，需要采用严

格的安全体系，将判题机和 Web 服务、数据库、文件存储系统等进行适当隔离，

并保证数据在传输和处理时的安全性，确保系统不被恶意代码攻击，在发生意外

时，能够尽快的得到恢复和造成最小的损失。 

维护需求 

系统运行在较为稳定的 Linux系统上，并定期对数据库、数据存储区进行备

份，意外发生后，尽快恢复数据到上一次备份的时间点，使数据的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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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系统用例建模 

根据 2.2小节描述的系统需求模型和 2.3小节所描述的功能性需求，可以得

到如下图 2-1、2-2、2-3所示的用例图。因为系统业务功能较多，本节将选取部

分模块进行细化的建模和说明。 

2.5.1 账户子系统 

 

图 2-1 账户子系统用例图 

账户子系统的功能较为简单，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登录：通过接收用户输入的学号、密码，进行校验，挂起其登录状态。 

登出：退出登录并清除用户在当前网站的登录状态，保证账号的安全。 

注册：通过接收用户输入的信息，创建一个全新的账号。 

个人信息：供用户查看自己的账户信息、查看自己的做题情况等 

修改信息：供用户修改用户信息和头像。 

 重置密码：为忘记密码的用户提供找回密码的方式。 

下面选取登录功能进行进一步细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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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登录功能用例描述 

用例编号 wejudge-account-01 

用例名称 登录 

参与者 用户 

前置条件 用户未登录系统 

基本事件流 1. 点击系统界面右上角“登录”按钮，弹出登录对话框 

2. 输入学号、密码，点击登录。 

3. 系统校验学号和密码是否匹配 

异常事件流 1. 未输入学号或密码，提示其输入 

2. 学号和密码不匹配，不能登录 

后置条件 系统挂起用户登录状态，登录操作完成 

  应当设置密码输错的次数限制，防止暴力破解 

2.5.2 题库子系统 

 

图 2-2 题库子系统用例图 

题库子系统主要用例描述如下： 

题库访问：题库存储了所有题目的信息，展示题目列表。学生只能访问公共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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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库管理：提供老师发布题目，管理题库设置信息等。 

题目访问：展示题目内容，允许用户提交代码，查看评测历史和统计。 

题目管理：提供给老师设置题目内容、判题模式、题目权限、测试用例数据和参

考答案代码等功能。 

题目分类：在题目集中对题目进行分类。 

提交评测：供用户提交代码进行评测，系统将调用后台的判题机进行判题 

查看评测：为用户展示评测的详细情况、数据运行情况和数据比对等信息。 

下面选取题库访问、题目访问和管理、以及提交和查看评测进行用例描述： 

表 2-2 题库访问用例描述 

用例编号 wejudge-problem-01 

用例名称 题库访问 

参与者 学生、老师 

前置条件 学生用户只能访问公开的题库 

基本事件流 1. 点击题库列表中的题库名称 

2. 查看题库内的题目列表 

3. 点击题目列表下方分页条进行翻页显示题目 

4. 点击“筛选”按钮对题目进行筛选显示。 

异常事件流 1. 题库中题目为空，提示题目列表为空。 

2. 访问了一个无权访问或不存在的题库，提示题库不存在 

后置条件 无 

 

题库分为公开题库、老师之间共享题库和私有题库。如果没有对应的权限，

则无法访问题库中的内容。 

表 2-3 题目访问用例描述 

用例编号 wejudge-problem-02 

用例名称 题目访问 

参与者 学生、老师 

前置条件 学生用户只能访问公开的题目 

基本事件流 1． 点击题目列表的标题，进入题目页面 

2． 用户阅读题目详情 

异常事件流 1.访问了一个无权访问或不存在的题目，提示题目不存在 

后置条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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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分为普通代码题和填空代码题，不同的题目展示的内容和格式是不一样

的，同时支持的评测语言也是可以在后台设置的。 

表 2-4 提交代码用例描述 

用例编号 wejudge-problem-03 

用例名称 提交代码 

参与者 学生、老师 

前置条件 用户已登录 

基本事件流 1． 点击题目下方的提交代码框，填写代码并提交 

2． 系统提示正在评测中 

3． 评测完成，系统提示评测结果。 

异常事件流 1. 题目评测被关闭，提示用户不能提交 

2. 代码内容为空，提示用户输入题目内容 

后置条件 无 

 

对于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代码语法高亮显示，帮助用户识别。 

 

表 2-5 查看评测详情用例描述 

用例编号 wejudge-problem-04 

用例名称 查看评测详情 

参与者 学生、老师 

前置条件 用户已登录。 

基本事件流 1. 点击一条评测记录，打开评测详情页面 

2. 查看提交的代码 

3. 查看详细的测试数据和对比。 

异常事件流 1. 评测详情不存在，提示用户。 

2. 测试数据被删除，提示用户。 

后置条件 无 

 

对于较低权限的学生用户，评测数据会按照设定来显示，特定的数据将会屏

蔽。学生只能查看自己的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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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在线教学子系统 

 

图 2-3 在线教学子系统用例图 

在线教学子系统主要用例描述如下： 

课程访问：学生和老师均可访问课程信息，以查看发布的作业信息、教学资源等。 

课程管理：老师可以在此设置课程的信息、设置排课分类信息和助教信息等。 

作业访问：学生、老师 查看作业内的题目，完成题目，查看判题情况，查看排

行情况等。 

实验报告：学生可以查看作业完成情况，填写实验感想并提交报告。 

作业批改：列出所有学生的实验报告，老师查看学生实验报告并批改。 

作业管理：供老师设置作业信息、排课和开放时间、作业题目和调课信息等。 

作业统计：供老师生成当次作业的统计报告，打包下载学生代码。 

学校管理：管理老师进行管理学校信息、学年学期信息和教学子账户信息等。 

教学资源仓库：支持老师创建资源库，上传教学资源文件，并将资源库关联到对

应的课程供学生下载。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信息技术学院 

第14页，共 70 页 

下面对部分用例进行进一步的用例描述： 

 

表 2-6 课程访问用例说明 

用例编号 wejudge-education-01 

用例名称 课程访问 

参与者 学生、老师 

前置条件 用户已登录 

基本事件流 1． 通过课程列表查看当前在上的课程 

2． 点击课程名称，进入课程页面 

3． 查看上课老师信息，作业列表，教学资源信息等 

异常事件流 1． 当前没有可以上的课，则提示没有课程。 

后置条件 无 

 

对于没有课程可以上的学生或没有发布课程的老师，则不会显示课程信息，

以免点进去却又提示没有课程。 

 

表 2-7 课程管理用例说明 

用例编号 wejudge-education-02 

用例名称 课程管理 

参与者 老师 

前置条件 账户已登录，当前课程应是这个老师发布的。 

基本事件流 1. 在课程页面中打开课程设置 

2. 在排课设置选项卡中，对排课信息进行添加删除，并将学生信息导入

到排课中。 

3. 在课程设置里，设置课程的名称、介绍、助教信息等。 

异常事件流 1. 课程不是这个老师创建的，提示无权访问 

后置条件 无 

 

 课程管理只能由当前创建课程的老师或者是教务老师进行，其余的人无法访

问这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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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作业访问用例说明 

用例编号 wejudge- education -03 

用例名称 作业访问 

参与者 老师、学生 

前置条件 用户已登录，需要有作业的访问权并且作业已经开始了 

基本事件流 1． 从课程页面中找到作业信息 

2． 点击作业名称进入作业 

3． 查看作业内的题目 

4． 学生提交代码进行完成作业 

5． 学生填写并提交实验报告 

异常事件流 1． 学生只能访问自己的实验报告，否则提示无权限 

2． 作业结束，则学生不能再提交代码。 

后置条件 无 

 

作业可以由老师和学生访问，但是对于老师，不会生成也不会展示其实验报

告，但老师可以查看学生的实验报告和进行作业管理。 

 

表 2-9 作业批改用例说明 

用例编号 wejudge- education -04 

用例名称 作业批改 

参与者 老师 

前置条件 用户已登录。 

基本事件流 1． 从作业页面进入“批改作业” 

2． 查看学生列表，查看单个学生的实验报告 

3． 给予评语和评分。 

4． 在学生列表选择学生批量评分。 

异常事件流 1． 评分超过最高分限制，则提示不能超出最高分 

后置条件 无 

 

作业批改提供了批量批改作业的功能，此功能会覆盖批改记录，如果需要抽

改作业，需要老师先进行批量修改，然后再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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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作业统计用例说明 

用例编号 wejudge- education -05 

用例名称 作业统计 

参与者 老师 

前置条件 用户已登录。 

基本事件流 1． 通过作业页面进入“作业统计” 

2． 查看作业完成情况的统计报表 

3． 点击“打包下载”，下载学生代码 

异常事件流 1. 打包失败要提示老师重新执行 

后置条件 无 

 

作业统计功能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处理，需要注意性能问题。 

2.6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详细调查用户需求情况、分析系统的使用场景，定义了系统的角色

进行了定义，通过用例图描述，对系统的需求进行分析，为系统的总体设计打下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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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架构与设计 

3.1 技术架构设计 

系统使用传统的 MVC 架构进行布局，划分为表现层（View），包含业务逻辑

层和基础功能层的控制器（Controller）和数据持久层（Model）。 

表现层向用户展现系统的界面，与用户进行相关交互。使用 React框架在浏

览器端动态渲染页面内容，在保证浏览器兼容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减轻服务器

渲染的压力。 

业务层和基础层均为控制器层，业务层则为各个子系统提供业务逻辑的实现，

供视图层调用，整合数据供视图层渲染。对于业务层各个模块所需要的公共的逻

辑，交由基础层封装，尽可能使得业务层的在调用同一功能的时保证结果一致性。 

持久层则是以 Django-ORM驱动为基础，配合 MySQL驱动、Redis驱动和 AMQP

驱动，对 MySQL数据库、Redis数据库和 RabbitMQ 队列进行相关的访问和操作。 

3.2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按照前文需求分析，系统主要分成判题机、账户子系统、题库子系统和教学

子系统，其继续细分成各个模块，如图 3-1所示： 

 

图 3-1 系统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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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判题机设计 

判题机系统由 C 开发的运行时库和 Python 语言开发的处理程序这两部分组

成。判题核心实现了判题逻辑中最为关键的进程控制、时间和内容资源限制、标

准输入输出管道的重定向和程序异常捕获。处理程序通过按照预定参数调用核心

库，获取判题结果，对数据进行整理并写入到数据库中，完成整个判题的过程。 

在判题方面，降低了对数据准确性的敏感度，特别是在处理缺少空格、换行

符的输出结果时，依然判定为正确。另外，对于错误的答案，可以返回正确率（以

“行”为单位），以便系统按正确率进行评分。                                   

3.3.1 标准判题逻辑 

判题流程 

系统编译用户提交的源代码，运行程序并注入测试数据，然后等待程序应答

输出结果并结束。程序运行结束后，再和标准结果进行比较，比较包括字符、数

字、标点符号以及空格、换行符等，若输出结果与参考答案数据严格相同，则判

定为通过（Accepted）。如果程序输出的内容和预设的数据不能正确匹配，则会

判为答案错误等。如果程序代码不能被正确编译，则报编译错误。评测结束后，

结果数据将被保存在系统的数据库中以便向用户反馈。 

 

图 3-2 判题流程图 

在实际应用中，此判题模式相对严格。由于 OJ 系统面向初学者，过于严格

的判题使得初学者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去处理问题，而不是体验编程，打击学生

积极性。因此，对于教学子系统，判题程序支持非严格模式判题，对于格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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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由于其答案正确，依然给满分，并友好提示学生优化改进代码；对于答

案错误的程序，按照数据设置分值的比例，以及答案正确行数的百分比，适量给

分。 

判题原理 

判题机内核包括一个进程调度器和数据比较工具。首先，判题内核接收到由

系统提供的已编译的目标可执行程序文件路径、测试数据输入、参考输出数据文

件的指针以及资源限制信息等。然后，判题内核调用 vfork()函数创建子线程，

使用 dup2()函数将当前进程的基本输入输出流重定向到测试数据输入文件和结

果输出文件中，再调用 setrlimit()函数设置 CPU 时间限制和内存资源限制，最

后调用 execvp()函数将进程的执行权交给目标程序。接下来，主进程将暂停，等

待子进程结束。当子进程退出后，主进程调用 WIFSIGNALED()和 WTERMSIG()获取

到子进程的运行状态信息，对判题结果进行判定和返回，完成判题流程中运行程

序的部分。 

如果成功的完成了目标程序的运行，接下来判题内核提供了数据的差异比较

的工具。通过对目标程序的输出结果和参考答案数据进行比较，反馈其差异情况、

差异行数和是否为格式错误等情况。 

上述流程执行完毕后，综合两部分的结果得到最终的判题结果。 

判题结果 

评测机返回的评测信号将有助于用户判断程序出现问题的情况，信号内容定

义如下： 

格式错误（PE）：缺少换行符、空格、tab 字符等。 

超过时间限制（TLE）：程序陷入死循环，或者使用的算法不合适导致未能在

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运行。 

超过内存限制（MLE）：程序消耗了大量内存、未能释放等。 

答案错误（WA）：程序输出的内容和预设的数据不能正确匹配。 

运行时错误（RE）：程序存在未能退出的递归运算、栈溢出、除数为 0、数组

越界等情况，导致程序非正常退出。 

输出内容超限（OLE）：输出内容严重超出参考答案的数据量（一般是超出两

倍以上）。 

编译失败（CE）：程序未能正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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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错误（SE）：由于系统的原因导致的无法运行代码的情况，此情况非用

户造成。 

核心逻辑代码 

判题内核使用 C语言编写。下面通过伪代码的方式描述判题机运行程序的部

分，并假定 runobj和 rst参数是已经传入了配置的值： 

1. int run(struct RunObj *runobj, struct ResultObj *rst){   

2.     pid_t pid = vfork();   

3.     if(pid == 0) {      // 子进程   

4.         // 重定向基本输入输出流   

5.         dup2(runobj->fd_in, STDIN_FILENO);   

6.         dup2(runobj->fd_out, STDOUT_FILENO);   

7.         // 设置 CPU时间限制   

8.         setrlimit(RLIMIT_CPU, runobj->time_limit);   

9.         // 设置内存限制   

10.         setrlimit(RLIMIT_DATA, runobj->mem_limit);   

11.         // 设置 uid   

12.         setuid(runobj->uid);   

13.         // 将控制权交给目标程序   

14.         execvp(runobj->args[0], (char * const *) runobj->args);   

15.     }else if(pid > 0){   // 父进程   

16.         int status;             // 退出状态接收器   

17.         struct rusage ru;       // 资源状态接收器   

18.         // 等待子进程退出   

19.         wait4(pid, &status, WUNTRACED, &ru);   

20.         处理状态(&rst);   

21.         return 0;       // 判题结束   

22.     }else{   

23.         return -1;      // 创建进程失败      

24.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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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题安全性 

由于判题机可以直接运行程序代码，存在被非法代码入侵的可能。如果不加

以限制，非法代码可以随意访问系统的文件、网络和硬件资源，造成毁灭性灾难。 

为确保判题过程的安全，可以使用 Linux内核函数模拟类似沙箱的功能。利

用 Linux 的内核的 ptrace()函数拦截目标程序对文件系统和内核函数的访问，

通过白名单法放行可信的操作。利用 setuid()函数，可以设置目标程序的运行

用户 UID，防止应用程序提权，阻止访问系统的关键操作。例如在运行 C 语言编

译器时，禁止 ASM 代码的嵌入，杜绝通过 ASM 代码绕过程序进行非法操作的可

能。 

在实际的应用中，判题机通过上述方式，成功的抵挡多数涉及到系统底层操

作、文件增删、强制关机等实验性攻击，证实其具有一定安全性，但存在很多未

知的隐患，因此，我们在实际环境中，采用 Docker 容器来将判题机与真实的操

作系统环境进行隔离，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恶意代码对判题系统带来的破坏。为

解决这个问题，本文第五章讨论了如何构建一个安全的判题环境。 

3.3.2 特殊判题逻辑 

对于部分题目的特殊性，如：多个答案任选其一、答案对精度要求较低等，

OJ系统引入了特殊判题功能，支持出题者编写特定的“裁判程序”，判题过程中，

判题机将判题权限交给“裁判程序”，直接获取“裁判程序”的应答结果。在系

统中，此特殊判题模式被称作“结果检查模式”。 

判题流程 

结果检查模式中，判题机负责运行“目标程序”，获取输出结果并存入文件，

后将其输入到“裁判程序”中运行，最后判题机读取“裁判程序”的应答结果，

完成判题流程。 

判题原理 

特殊判题的实现机制和运行目标程序的流程基本一致。在执行完正常的判题

流程后，发起裁判程序的运行。以裁判程序反馈的结果，决定是保留结果或者是

继续调用内核自带的数据检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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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交互判题逻辑 

 对于具有高实时度、高灵活的数据输入输出的题目，系统提供了另一种特殊

判题的实现，称作“交互式判题模式”。此判题模式支持如猜数字、猜答案类的

题目，极大提高了题目的灵活性。 

判题流程 

交互式判题模式中，判题机将同时运行“目标程序”和“裁判程序”，将“目

标程序”的标准输入、输出流和“裁判程序”的标准输出、输入进行连接，后“裁

判程序”将通过标准输入输出流和“目标程序”进行交互，结果评判等工作，最

会将结果告知判题机，完成判题流程。 

判题原理 

交互式判题使用了 Linux系统的“管道”功能。首先，从系统中内读入运行

参数。然后，由判题内核调用 pipe()函数创建管道，然后同时发起裁判程序进程

和目标程序进程，最后读取裁判进程的判题结果，完成判题流程。 

交互实现的思想核心，是利用“管道”重定向基本输入输出流。定义管道

pipe1和 pipe2，其中，pipe [0]为读管道，pipe [1]为写管道，pipe2同上。判

题机将裁判程序的标准输出流，定向到 pipe [1]，目标程序的标准输入流定向

到 pipe [0]，再将裁判程序的标准输入流定向到 pipe2[0]，目标程序的标准输

出流定向 pipe2[1]，重定向目的达成。 

 

图 3-3 交互式判题原理图 

核心逻辑代码 

1. int i_run(struct RunObj *runobj, struct ResultObj *rst) {   

2.     int fd[2], fd2[2];   

3.     pipe(fd);       // 创建管道 1   

4.     pipe(fd2);      // 创建管道 2   

5.     pid_t 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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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id_t pid2;   

7.     pid1 = vfork();     // 创建目标程序子进程   

8.     if(pid1 == 0){   

9.         // 关闭系统的输入输出流   

10.         close(STDIN_FILENO);           

11.         close(STDOUT_FILENO);   

12.         // 将目标程序的输入与 fd读管道连接   

13.         dup2(fd[0], STDIN_FILENO);   

14.         // 将目标程序的输出与 fd2写管道连接   

15.         dup2(fd2[1], STDOUT_FILENO);   

16.         // 将程序的执行权交给目标程序   

17.         execvp(runobj->args[0], (char * const *) runobj->args);   

18.     }else{   

19.         pid2 = vfork();     // 创建裁判程序的紫禁城   

20.         if(pid2 == 0){   

21.             // 关闭系统的输入输出流   

22.             close(STDIN_FILENO);           

23.             close(STDOUT_FILENO);   

24.             // 将裁判程序的输入与 fd2的读管道连接   

25.             dup2(fd2[0], STDIN_FILENO);   

26.             // 将裁判程序的输出与 fd的写管道连接   

27.             dup2(fd[1], STDOUT_FILENO);   

28.             // 将程序的执行权交给裁判程序   

29.             execvp(runobj->judger[0], (char * const *) runobj->judger);   

30.         }else{   

31.             // 等待二者退出   

32.             waitpid(pid1, NULL, 0);   

33.             waitpid(pid2, NULL, 0);   

34.             处理结果(&rst);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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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37. }   

3.3.4 分布式判题方案 

由于判题机编译和运行用户提交的源代码需要创建和销毁子进程，这个过程

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为了评判结果的公平，通常一个评测机一次只执行一个评

测任务。当网站访问量较大、或者需要较快的判题速度时，单个判题机显然不能

满足需要。 

在设计判题机系统的时候，应当考虑系统对分布式环境的支持。系统采用 

RabbitMQ配合 Celery 框架，设计了基于“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的并发机制，

以满足在线评测的大规模 I/O需求。 

 

图 3-4 基于 Celery Worker 的分布式判题 

Celery 是基于 一款 Python 语言的分布式任务队列框架，支持在不同的机

器上以队列的方式执行任务调度。Celery包括 4个部分：生产者、代理、消费

者(评测机代码实现)和结果存储器。在本文中，生产者是用户（提交代码），消

费者是评测机（评测代码）。任务代理和任务执行结果则由 RabbitMQ 负责，因

为 Celery 本身不支持队列的实现。RabbitMQ 是一个基于 AMQP 协议的开源消息

队列系统，它可以根据消费者对消息的处理情况灵活调整消费者权重，将消息优

先分配给处理时间短的消费者，从而实现系统的负载均衡。 用户提交的源代码

由系统记录后，系统将评测记录 ID、评测语言等信息封装成 RabbitMQ 消息，

由 RabbitMQ投递给评测机。Celery 支持分布式部署和横向扩展，可以在多个

节点增加评测机的数量来增加系统的并发性和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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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测试数据自动生成 

由于部分题目测试数据量较大，或者因操作系统环境差异，出题者生成的测

试数据可能无法正常使用。因此系统提供了一个测试数据自动生成工具，用于在

已知测试输入数据存在的情况下，模拟判题情况，运行题目预设的答案代码去取

得测试输出数据（即参考答案），并保存数据。 

测试数据生成器的流程和判题流程相似，生成器会在工作的同时反馈目标代

码的运行情况，以便于用户及时更改，确保生成的参考答案数据准确无误。未能

正常结束的任务，不得将其运行数据保存，防止错误的数据覆盖了正确的数据。 

3.4 账户子系统设计 

由于存在子系统的机制，不同系统中对于用户信息的需求不同，因此为每一

个子系统设计一个账户，以题库子系统的账户为主账户，其余子系统的账户与之

进行关联，如图 3-8所示。通过这样的设计，可以避免不同子系统的账户互相干

扰，灵活控制同一个用户在不同子系统中的权限和角色。 

 

图 3-5 主子账户关系 

3.4.1 主账户和子账户 

主账户 

题库子系统的账户，适用题库子系统的所有功能，并用于关联其他子系统的

账户，管理所有登录会话、个人信息、子账户间的交互等。登录主账户后，在子

系统中可以自动挂起与主账户关联的子账户的登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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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账户 

适用子系统的功能，存有子系统所需的具体信息，如在教学子系统中，额外

储存学号、工号、姓名、学院等该子系统需要的信息，标识用户在子系统中的身

份，访问子系统的所有功能，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3.4.2 账户策略 

独立性 

子账户不能跨子系统使用，不能干涉其他子账户的登录状态。 

共享性 

子账户之间允许共享信息，不同子账户允许关联同一主账户，但一个子系统

中的主账户只能关联唯一的子账户。 

安全性 

登录子账户应使用主账户的密码，验证、保护机制和主账户一致。 

3.4.3 会话存储和恢复机制 

会话存储 

账户系统会话在前端以浏览器的 Cookie 作为会话凭证的储存方式，后端则

采用 Session 机制保存用户会话信息。 

登录操作成功后，服务器将当前用户的信息存储到 Session中，并将 Django-

SessionID发送给浏览器，完成登录操作。如用户有记住登录的需要，则将用户

信息、过期时间和对前两者的消息签名一并以明文方式发送给浏览器。 

会话恢复 

 

图 3-6 会话恢复流程 

浏览器在发起请求时将 Django-SessionID 发送回服务器，服务器使用该

Django-SessionID获取对应 Session内容，以检验登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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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验失败，尝试通过用户的记住登录信息恢复登录状态。如果查询到“记

住登录信息”存在的情况下，系统将校验该信息是否与签名一致。如果一致，则

尝试恢复登录信息到 Session中。 

“记住登录”功能的安全性 

基于信息摘要签名的“记住登录信息”，是一种在分布式 Web 服务器环境中

较为安全的登录校验机制。它的思想是使用信息摘要算法，以特定方式对信息进

行“摘要”运算，得到独一无二并且不可篡改的签名信息，从而保证该登录信息

只能由服务器创建而不能由人为操作得到。 

信息摘要算法（如 MD5、SHA-1、SHA-256等）的运算结果具有唯一性、单向

性和离散性，其运算结果被称作“信息指纹”。“记住登录信息”的原文由三部分

组成：用户信息、过期时间和系统内置的一段随机的字符串（称作$salt，是必

须严格保密的内容），对其进行信息摘要运算，即可得到签名信息，写入到 Cookie。 

当系统取得 Cookie 中的用户信息、过期时间后，会重新将其与$salt 进行

运算，得到签名，与 Cookie 中的签名信息进行比较，如果一致，则表示内容未

发生篡改。 

此方法消耗了一定的 CPU运算资源，但是节省了查询数据库访问资源。 

 

图 3-7 Cookie-based 验证流程 

3.5 题库子系统设计 

题库子系统是整个系统存储代码题目，并对后台的判题机进行调度的关键

模块。由于涉及功能较多，下面选取两个较为关键的部分描述其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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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题目数据存储结构设计 

题目数据指代码题中负责控制判题行为的设置、用于判定正误的测试数据

和用于向用户展示的参考答案等多个数据组成。这些数据的通常数据量大，结

构灵活，并且一般不会在预览题目的时候就被加载，因此将其以 JSON 格式方

式存储。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JS 对象标记），是一种轻量级的数

据交换格式。它采用完全独立于编程语言的文本格式来存储和表示数据，易于

人阅读也易于跨语言的解析。相对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

展标记语言）而言，它的结构更加轻量，无须写大量的语法标签。 

通过对实际项目需要的调研，得出题目数据的存储结构如下表 3-1所示： 

 

表 3-1 JudgeConfig 类结构 

名称 类型 描述 备注 

time_limit dict {key: int} 时间限制(ms) 字典的 key 为可

用 评 测 语 言 的

Enum 

mem_limit dict {key: int} 内存限制(kb) 字典的 key 为可

用 评 测 语 言 的

Enum 

problem_type enum 题目类型 分代码填空题和

普通代码题 

special_judge bool 特殊评测开关  

special_judger_program string 特殊评测程序路

径 

 

test_cases list[TestCaseItem] 测试数据列表  

answer_cases dict{lang: str} 答案代码 字典的 key 为可

用 评 测 语 言 的

Enum 

env_files list[str] 共享环境文件路

径列表 

比如可以预设一

些允许程序读写

访问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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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测试数据的类 TestCaseItem结构定义如下表 3-2所示： 

表 3-2 TestCaseItem 类结构 

名称 类型 描述 备注 

handle str 识别 ID  

name str 名称  

order int 评测顺序  

visible bool 数据是否对学生公开  

available bool 数据是否有效（参与评测）  

 

由于考虑到测试数据内容比较多，可能有数 MB 的量，直接存储在数据库中

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并且判题机输入输出是以文件为单位的，因此将测试数据本

体的内容写到文件系统中，handle则对应其文件名。通过这个 handle便可找到

对应的测试数据本体。 

最终，题目数据将按照上述格式，转换成 JSON 的文本进行存储。当判题进

行的时候，判题机会从数据库中读取到这个设置的文本并反序列化成对象进行访

问；当用户需要查看详细判题结果、参考答案以及数据对比的时候，则由题库系

统进行反序列化操作，并同时访问存储在文件系统中的测试数据，经过处理后再

向前端反馈信息。 

3.5.2 判题调度设计 

判题调度是涉及到整个系统最为关键的一个运作流程。在判题这个业务场景

中，由于判题机的运行时间可能长达数秒，并且我们希望其在运行的过程中，用

户依然能够访问系统的其他功能，因此必须将此操作转换成异步操作。 

异步操作涉及到一个异步队列和调度器，由 3.3.4小节可以得知我们在分布

式异步调用上采用了 Celey框架作为支撑。其工作流程如图 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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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判题调度时序图 

其中，前端在等待服务器返回信息的过程，不应影响用户访问其他服务，并

且用户可以自行中断这个等待的过程，待后续去查看评测结果。 

3.6 在线教学子系统设计 

在线教学子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业功能，要求老师能够创建作业，进行

批改作业等。而学生则是能够访问作业并完成作业，提交实验报告等。由于功能

较多，下面选取两个较为关键的部分描述其设计思想。 

3.6.1 作业模块设计 

作业模块是在线教学子系统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模块。学生用户通常在进入作

业后，页面会展示其需要完成的题目列表。点击进入查看题目信息，并且提交代

码，操作和题库中提交代码一致。当题目均已做完后，学生在实验报告页面填写

实验感想，并且提交，完成本次作业的所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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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学生完成作业时序图 

 

教师在作业截止后，开始进行作业批改工作。其流程为，老师进入作业的批

改页面，即可查看当次作业所有的实验报告。一般来说先上评测已经比较全面准

确了，教师可以选择人工抽改的方式对部分作业进行审核批改。因此需要先使用

批量自动批改的功能，再进行单个题目的批改。 

 

图 3-10 作业批改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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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教学资源模块设计 

教学资源模块需要文件系统的支持，因此设计将所有上传的文件存放到本地

文件系统，然后通过 Nginx对资源进行管理。工作时序图如图 3-11所示： 

 

图 3-11 教学资源时序图 

Nginx 网关必须发送 Content-Type 头属性 application/octet-stream，才

能让浏览器识别到文件的 MIME格式是 application/octet-stream，则会视作可

下载的文件，这样可以保证在遇到老师上传的 C 语言代码等文本格式的文件在被

访问时不是直接在浏览器展示，而是提示下载。 

3.7 数据库设计 

3.7.1 账户子系统                         

根据账户子系统的设计，其实体关系如下图 3-12 所示： 

 

图 3-12 账户系统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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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R 图设计数据表如下： 

表 3-3 Account (主账户用户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username varchar() 用户名  

password varchar() 用户密码  

sex smallint(6) 用户性别  

nickname varchar() 用户昵称  

realname varchar() 真实姓名  

email varchar() Email   

headimg varchar() 用户头像  

 

主账户表记录了账户必须的用户名，密码和个人信息等。理论上对于每个用

户，只能拥有一个账号。 

表 3-4 EduAccount (教学系统子账户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master_id int(11) 关联主账户 外键 

role smallint(6) 账户角色  
 

school_id int(11) 归属学校 外键 

username varchar() 用户名  

password varchar() 用户密码  

sex smallint(6) 用户性别  

nickname varchar() 用户昵称  

realname varchar() 真实姓名  

 

教学系统账户专用一个表，它的结构和主账户表基本一致，增加了角色分类

和学校归属信息，以及和账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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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题库子系统 

根据题库子系统的设计，其实体关系如下图 3-13 所示： 

 

图 3-13 题库子系统部分表 ER 图 

 

根据 ER 图设计数据表如下： 

 

表 3-5 Problem (题目数据原始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title varchar() 题目名称   

author_id int(11) 题目作者 外键 

difficulty smallint(6) 题目难度 0-5, 0表示未分级 

description longtext 题目说明   

input longtext 输入要求   

output longtext 输出要求   

sample_input longtext 输入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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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sample_output longtext 输出样例   

hint longtext 小贴士   

lang smallint(6) 允许使用的语言的枚举   

classify_id int 分类 ID  

options Longtext 题目配置信息 评测配置、测试数据、

示例代码等以 JSON 格

式存储 

 

题目表负责存储题目的原始数据，每一个题目都有其对应唯一的一个 ID，

题目相关的配置信息将以 JSON文本的格式存储在每条记录内。 

 

表 3-6 ProblemSet (题目集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title varchar() 题库名称  

description longtext 题库说明  

author_id int(11) 题库创建者  

 

题目集表负责关联和归纳题目，将不同的题目进行分类。题目集由老师创建，

也仅能由该老师进行管理。 

 

表 3-7 JudgeStatus (题目集的评测记录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problem_id int(11) 对应题目 外键 

author_id int(11) 提交者 外键 

flag smallint(6) 评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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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lang smallint(6) 评测语言  

create_time datetime(6) 提交时间  

exe_time int(11) 最大运行时间（毫秒）  

exe_mem int(11) 最大内存占用（KB）  

code_len int(11) 代码长度（字节）  

result longtext 评测结果  

code longtext 提交的代码  

 

评测记录表存储的是每一次提交的代码，提交者，以及评测后的结果信息。

评测记录表也作为一个队列去使用，判题机将会取得最新的那条记录进行评测。 

 

表 3-8 Classify（分类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title varchar() 分类表  

parent_id int(11) 父级分类的 ID 外键 

 

分类信息表中 parent_id 字段是关于自身 id 的外键，从而使分类之间呈现

一个树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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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在线教学子系统 

根据在线教学子系统的设计，其实体关系如下图 3-14 所示： 

 

图 3-14 在线教学子系统 ER 图 

 

根据 ER 图设计数据表如下： 

表 3-9 EduSchool (学校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name varchar() 学校名称  

short_name varchar() 学校缩写  

logo varchar() 学校标志  

description varchar() 学校简介  

now_term_id int(11) 当前学期  

 

学校信息主要用于用户的区分和课程归属的区分，避免不同学校的学生因相

同学号产生冲突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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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Course (课程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name varchar() 课程名称  

description varchar() 课程简介  

term_id int(11) 学年学期 外键 

school_id int(11) 归属学校 外键 

arrangements text 课程排课信息 JSON 

author_id int(11) 课程创建者 外键 

 

课程表内存储了学校信息和学年学期信息，以保证同名课程不同学期的开课

不会产生冲突。 

 

表 3-11 Asgn (作业数据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title varchar() 作业名称  

teacher_id int(11) 作业发布老师 外键 

description longtext 作业描述  

course_id int(11) 关联课程 外键 

problems 
 

作业包含的题目 多对多外键，实际应

该是一个表 

create_time datetime(6) 创建时间  

full_score double 给分上限  

lang smallint(6) 可用评测语言  

 

作业信息表内存储了作业相关的设置信息，以及创建者老师。只有创建者老

师、助教、学生才能够访问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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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AsgnReport (实验报告信息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author_id int(11) 提交者 外键 

asgn_id int(11) 对应的作业 外键 

judge_score double 评测机得分  

finally_score double 最终得分  

ac_counter int(11) 通过题目数量  

submission_coun

ter 
int(11) 提交题目数量  

solved_counter int(11) 解决题目数量  

impression longtext 学生实验感想  

create_time datetime(6) 首次进入作业时间  

modify_time datetime(6) 报告最后修改时间  

teacher_check tinyint(1) 老师是否批阅？  

teacher_remark longtext 老师的批语  

excellent tinyint(1) 是否为优秀作业  

public_code tinyint(1) 是否公开该学生的代码  

attachment varchar() 附件 文件路径 

 

实验报告信息是作业至关重要的部分，它记录了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老师

的评分评语等，多用于反馈情况和统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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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AsgnProblem (作业题目信息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asgn_id int(11) 归属题目 外键 

entity_id int(11) 题目关联 外键 

index int(11) 题目顺序  

accepted int(11) 通过题目数量  

submission int(11) 提交题目数量  

require tinyint(1) 是否必做  

score double 评测机给分  

lang smallint(6) 可用评测语言  

 

作业题信息表是作业和题目的关联表，因为要设置一些特定的参数如是否必

做，以及给多少分等，独立出来讨论和设计。 

 

表 3-14 Repository（教学资源仓库表） 

字段 类型 说明 备注 

id int(11) ID 主键 

author_id int(11) 创建者 外键 

school_id int(11) 学校 ID 外键 

course_id int(11) 课程 Id  

title varchar() 仓库名称  

max_size int(11) 最大储存空间  

create_time datetime(6) 创建时间  

files longtext 仓库内的文件数据 JSON，路径映射，真

实的文件存在文件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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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仓库表主要是记录了老师创建的教学仓库，并和课程进行关联。其

文件主要在文件系统中存储，路径由 ID 决定。 

3.8 本章小结 

本章在需求分析的成果上，从系统的总体设计、数据库设计、判题机设计、

分布式扩展性和账户系统设计等方面对 OJ 的设计思想进行了描述。通过数据库

表设计、业务逻辑流程图、E-R图等分析手段，建立系统的业务、组织和信息模

型，完成了对系统的进一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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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主要功能实现 

4.1 系统架构搭建 

Python 语言通过“包”（Package）进行代码管理，每一个文件夹、每一个文

件都是一个“包”。“包”内一般存放的是实现相关功能的类，函数。 

因此，系统采用分层设计，对于不同的模块，设对应的“包”进行代码整理。

图 4-1列举了部分“包”的名称以及存放点。其中，存放点是由多个文件夹组成，

名称分别是表现层(apps)、基础层(common)和持久层(models)。 

 

图 4-1 部分包名称和存放点 

其中，common 层包含了系统常用的底层逻辑函数、工具的实现，其下各个

“包”名如下表 4-1所示： 

表 4-1 Common 包内各个文件夹和说明 

包名 说明 

constants 存储网站数据常量 

core 系统的核心功能提供程序 

dispatchers 系统相关异步调度功能的代码 

entities 配置信息模型对象集 

enums 枚举数据集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信息技术学院 

第43页，共 70 页 

包名 说明 

exceptions 异常处理程序 

judge 存放判题实现的相关代码 

middlewares 存放系统的中间件 

models Django ORM Models 

plugins 存放插件代码 

storages 存放 Storage管理器的代码 

utils 存放系统常用的工具函数代码 

4.2 判题机实现 

判题机主要由判题单元和队列单元组成，判题单元负责执行判题逻辑，而队

列单元则是用于调度判题单元。 

4.2.1 判题单元 

判题单元由专门的类实现，并且需要编译和引入 lorun 包。判题主逻辑如下

所示： 

1. def judge(self):   

2.     # 编译代码   

3.     cp_rel = self._compile_code()   

4.     if not cp_rel:   

5.         return False   

6.     # 对测试数据进行排序   

7.     self.config.test_cases.sort(key=lambda x: x.order)   

8.     # 轮询数据   

9.     for case in self.config.test_cases:   

10.         # 未启用的测试数据   

11.         if not case.available:   

12.             continue   

13.         # 处理 TestCse   

14.         stop_sig, exit_code = self._judge_testcase(tc_storage, case)   

15.         if exit_code is not None:   

16.             # 加入到退出列表   

17.             exitcodes.append(exit_code)   

18.         if not stop_sig:   

19.             # 终止信号   

20.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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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组的测试数据，有如下代码逻辑来对 lorun 进行调用： 

1. def _run(self, tc_storage, case, no_check=False):   

2.     # 打开测试用例文件 

3.     in_file = tc_storage.open_file("%s.in" % case.handle, "r")   

4.     target_out_file = self.output_storage.open_file("%s.out" % case.handle, 

"w+")   

5.     err_out_file = self.output_storage.open_file("%s.err" % case.handle, "w+

")   

6.     # 获取对应语言的运行参数   

7.     run_args = self.__get_run_args()   

8.     # 创建测试结果   

9.     result = JudgeResultDetailItem()   

10.     result.handle = case.handle   

11.     # 获取时间限制   

12.     tl, ml = self.__get_time_mem_limit()   

13.     runcfg = {   

14.         'args': run_args,  # 运行程序文件   

15.         'fd_in': in_file.fileno(),   # 输入流   

16.         'fd_out': target_out_file.fileno(),   # 输出流   

17.         'fd_err': err_out_file.fileno(),   # stderr  

18.         'timelimit': tl,   # 时间限制   

19.         'memorylimit': ml   # 内存限制   

20.     }   

21.     # 运行 Lorun 

22.     rst = lorun.run(runcfg)   

23.     # 关闭文件   

24.     in_file.close()   

25.     target_out_file.close()   

26.     err_out_file.close()   

27.     # 获取运行数据   

28.     result.re_signum = rst.get('re_signum', 0)   

29.     result.re_call = rst.get('re_call', 0)   

30.     result.re_file_flag = rst.get('re_file_flag', 0)   

31.     result.re_file = rst.get('re_file', "")   

32.     result.time_used = rst.get('timeused', 0)   

33.     result.memory_used = rst.get('memoryused', 0)   

34.     result.re_msg = ""   

35.     # 只读打开运行结果文件   

36.     ftemp = self.output_storage.open_file("%s.out" % case.handle, "r")   

37.     # 只读打开测试数据输出样例文件   

38.     fout = tc_storage.open_file("%s.out" % case.handle, "r")   

39.     # 调用 Lorun的检查模块检查答案错误   

40.     rst = lorun.check(fout.fileno(), ftemp.fil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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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释放文件   

42.     fout.close()   

43.     ftemp.close()   

44.     result.judge_result = rst.get('result', -1)   

45.     result.same_lines = rst.get('same_lines')   

46.     result.total_lines = rst.get('total_lines')   

47.    

48.     return result   

4.2.2 队列单元 

评测队列由 Celery 管理，Worker 负责执行。当需要发起判题的时候，服务

端先将提交的代码保存做一条评测记录，然后调用对应的函数的 Delay 方法： 

1. # 发送评测信号   

2. judge.delay(题目 ID, 评测记录 ID)  

而 Worker 调度的函数如下所示： 

1. @task()   

2. def judge(problem_id, status_id):   

3.     session = JudgeSession(problem_id, status_id, options={   

4.         "vproblem_id": vproblem_id,   

5.         "strict_mode": True   

6.     }, prefix='problem', model=ProblemModel.JudgeStatus)   

7.     session.judge(judge_callback)   

8.     return "FINISH"   

此时，Celery 的 Worker 接收到了一条判题记录，立即开始进行判题工作，

并将结果写入到系统中。如图 4-2 所示，对于大多数题目，从判题开始到运行结

束，只需要数秒的时间。 

 

图 4-2 Celery Worker 的工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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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账户子系统 

账户子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操作是登录。通过接受用户在输入框中输入用户

名和密码，与数据库中记录的用户信息进行比对，如果匹配则挂起登录状态否

则提示信息有误。 

 

主要实现的伪代码如下所示： 

1. username,password = request.GET()   

2. account = Account.objects.get(username=username)   

3. if account.password !== hash(password):   

4.     return 密码错误   

5. 挂起用户登录状态(account)   

6. return 登录成功   

4.4 题库子系统 

4.4.1 分页实现 

分页实现是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涉及到系统中各个列表的显示

功能。分页处理程序的功能要求是，能够接受一个 QuerySet，并接受 3 个参

数：当前页面，单页显示记录数量和可选页面链接数量。 

示例代码如下： 

 

图 4-3 登录密码不正确 图 4-4 登录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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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f WeJudgePagination(model_object, limit=10, page=1, display=11):   

2.     """  

3.     实现分页系统的装饰器  

4.     :param model_object: ModelManager对象  

5.     :param limit: 每页显示记录数  

6.     :param page: 当前第几页  

7.     :param display: 显示可选页面链接数量 

8.     :return:  

9.     """   

10.     def decorator(func):   

11.         def wrapper(*args, **kw):   

12.             # 处理传入值   

13.             _page = page if page >= 1 else 1   

14.             _limit = limit if limit >= 1 else 10   

15.             _display = display if display >= 1 else 11   

16.             # 获取记录总数   

17.             total = model_object.count()   

18.             # 获取统计数量：   

19.             data = [],   

20.             pagination = {   

21.                 "pages": [1],   

22.                 "now_page": _page,   

23.                 "page_total": 1,   

24.                 "total": total,   

25.                 "limit": _limit,   

26.                 "display": _display   

27.             }   

28.             if total == 0:   

29.                 return None 

30.             # 计算页面总数   

31.             page_total = int(math.ceil(total / (_limit * 1.0)))   

32.             pagination["page_total"] = page_total   

33.             # 修正页面   

34.             if _page > page_total:   

35.                 _page = page_total   

36.             # 获取记录起点索引   

37.             start_idx = _limit * (_page - 1)   

38.             # 对记录进行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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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ata = [func(x, *args, **kw) for x in model_object[start_idx: st

art_idx + _limit]]   

40.             # 获取分页信息   

41.             pagination['pages'] = list(pager_calculation(page_total, _page, 

display=11))   

42.             return {   

43.                 "data": data,   

44.                 "pagination": pagination   

45.             }   

46.         return wrapper   

47.     return decorator   

48. def pager_calculation(total, nowpage=1, display=11):   

49.     if total <= display:   

50.         return range(1, total+1)   

51.     half = int(math.ceil(display / 2.0))   

52.     if int(nowpage) < int(half):   

53.         return range(1, display + 1)   

54.     if int(nowpage + half > total):   

55.         return range(total - display + 1, total + 1)   

56.     else:   

57.         return range(nowpage - half + 1, nowpage + half)   

当前页面在第一页，输出效果如图 4-5 所示： 

 

图 4-5 当前是第 1 页时的分页效果 

    当前页面发生变化时，可选页面列表自行计算并显示当前页面前 5 页和后 5

页的页码。如图 4-6 所示： 

 

图 4-6 当前是第 10 页时的分页效果 

当前页面是最后一页时，当前页码右侧不再显示可用的页码，以保证用户不

会因误操作而显示空列表。如图 4-7 所示： 

 

图 4-7 当前是最后一页时的分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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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题目分类 

在每个题库中，题目分类信息是以类似树的结构存储的，每个题目在归属某

个子分类的同时也会归属其所有父分类。因此，在检索对应分类下的题目时，应

当遍历其父分类的 ID 信息。 

1. # 递归取得分类所有子节点   

2. def _classify_get_children_all_nodes(self, node_id):   

3.     cids = [node_id]   

4.     if node_id <= 0:   

5.         clist = ProblemModel.ProblemClassify.objects.filter(problemset=self.

problem_set, parent=None)   

6.     else:   

7.         clist = ProblemModel.ProblemClassify.objects.filter(problemset=self.

problem_set, parent__id=node_id)   

8.    

9.     for node in clist:   

10.         cids.append(node.id)   

11.         cids.extend(self._classify_get_children_all_nodes(node.id))   

12.    

13.     return cids   

而在过滤器搜索的时候，应当对可能重复的项目进行去重： 

1. if classify_id > 0:   

2.     cids = list(set(self._classify_get_children_all_nodes(classify_id)))   

3.     plist = plist.filter(classification_id__in=cids).distinct()   

过滤列表后的结果如图 4-8 所示： 

 

图 4-8 按分类过滤后的题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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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线教学子系统 

4.5.1 发布和设置作业 

发布、设置作业的界面需要向老师提供作业信息的设置，排课的设置和选题

功能。老师可以方便的选择可以访问排课分组，修改作业的内容等，并且在和时

间有关的文本框上，加入日期选择器，方便老师选择。保存的作业设置时候，前

端将设置页面的信息一并发送到后台进行更新。 

 

图 4-9 作业设置 

前端作业选题功能复用了题库的列表和题目列表，以向导的方式引导老师选

择对应的题库、题目，即可方便的将题目加入到作业中。 

 

图 4-10 作业选题 

另外，对于当前课程内其他作业选过的题目，会有高亮提示，方便老师根

据需要避开这些题目重复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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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高亮的题目和选中状态 

4.5.2 批改作业 

批量批改作业是减轻老师工作量的一个重要功能，老师在列表中选择特定的

作业，进行统一的批改和给评语。 

 

图 4-12 一键批改作业 

由于批量处理发送的是 ID 列表，因此在 django 中需要使用 request.POST

的 getlist()方法进行获取并处理。 

4.5.3 排行榜 

排行榜是显示学生完成题目速度和质量较为直观的一个统计方式。通过排行

榜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同时也令其在完成题目的时候更加的谨慎，因为错误次

数会导致排行的高低。排行榜信息每隔 30 秒更新一次，主要的统计代码如下： 

1. # 对于这种可预知的大量查询，Django不会处理组合查询的，所以还是先查出来再走一次循环

以节省与数据库交互的时间   

2. solutions = EducationModel.Solution.objects.filter(asgn=self.asgn)   

3. for sol in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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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 accounts_solutions.get(sol.author_id, {})   

5.     a[sol.problem_id] = sol.json(items=[   

6.         'accepted', 'submission', 'penalty', 'best_memory',   

7.         'best_time', 'best_code_size', 'first_ac_time',   

8.         'used_time', 'used_time_real'   

9.     ])   

10.     accounts_solutions[sol.author_id] = a   

11.    

12. account_view = []   

13. rank_model = EducationModel.AsgnReport.objects.filter(   

14.     asgn=self.asgn   

15. ).order_by('-rank_solved', 'rank_timeused')   

16.    

17. for _account in rank_model:   

18.     account = _account.json(items=[   

19.         'id', 'author', 'author__id', 'author__username', 'author__nickname'

, 'author__realname', 'author__sex', 'rank_solved', 'rank_timeused'   

20.     ])   

21.     account['solutions'] = accounts_solutions.get(_account.author_id, {})   

22.     account['rank'] = count   

23.     count += 1   

24.     account_view.append(account)   

25.    

26. return {   

27.     "data": account_view,   

28.     "problems": [x.json(items=[   

29.         "id", "index"   

30.     ]) for x in self.asgn.problems.order_by('index')],   

31. }   

其中，排行数、计时和罚时等信息已经在接收代码评测结果进行处理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因此排行榜只需要获取信息进行排序就可以了。 

4.6 反抄袭实现 

当前反抄袭程序主要采用文本编辑距离进行比对，比对方法是，对于同一个

作业内同一个题目，按照提交顺序，依次比较先前的代码（自己提交的除外）。

具体的代码实现如下所示： 

1. status_list = self.contest.judge_status.filter(   

2.     id__lt=self.status.id, flag=0, virtual_problem=self.virtual_problem   

3. ).exclude(author=sel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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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submit_storage = WeJudgeStorage(system.WEJUDGE_STORAGE_ROOT.CODE_SUBMIT, '') 

6. source_status = self.status   

7.  

8. if not submit_storage.exists(source_status.code_path):   

9.     raise OSError("Status %d Code File Not Found!")   

10. fp = submit_storage.open_file(source_status.code_path, 'r')   

11. source_code = fp.read()   

12. fp.close()   

13.    

14. for target_status in status_list:   

15.     if not submit_storage.exists(target_status.code_path):   

16.         raise OSError("Status %d Code File Not Found!")   

17.     fp = submit_storage.open_file(target_status.code_path, 'r')   

18.     target_code = fp.read()   

19.     fp.close()   

20.    

21.     ratio = self.levenshtein(source_code, target_code)   

22.     print("%s -> %s (%.3f%%)" % (source_status.id, target_status.id, ratio))

   

23.     if ratio >= self.contest.cross_check_ratio:   

24.         self.save_result(source_status, target_status, ratio)   

编辑距离的检测函数如下，并且需要去掉空格、换行等不可见字符。 

1. def levenshtein(self, source, target):   

2.    

3.     source = source.replace('\n', '').replace('\r', '').replace('\t', '').re

place('\n', '')   

4.     target = target.replace('\n', '').replace('\r', '').replace('\t', '').re

place('\n', '')   

5.    

6.     return Levenshtein.ratio(source, target)   

其中 Levenshtein 为 Python 的一个开源的算法实现库，通过 pip 命令即可在

线安装。运行结果如图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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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查重检测结果 

4.7 本章小结 

由于篇幅有限，本章选取了系统实现中部分功能的具体实现进行了说明和演

示。更多复杂的功能实现，具体可以参考本系统的开源版本代码1。 

  

 

1
 WeJudge1.0 开源代码：https://github.com/lancelrq/wejudge 

https://github.com/lancelrq/we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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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部署与运维 

5.1 源代码管理 

源代码管理是开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OJ 采用目前较为常用的 Git

软件进行源代码管理。Git 是 Linus Torvalds 为帮助管理 Linux 内核代码，开发

的一个免费的、开源的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开发者可以在本地建立版本仓库，

也可以从服务端克隆完整的仓库到本地，根据不同的开发需求，创建不同的版本

分支，并在本地提交分支代码，最后将自己修改的代码推送到服务器端合并。与

传统的源代码管理软件 SVN、CVS 不同，Git 使用文本差异比较的方式来区分新

旧文件，不存在冲突死锁文件的情况，代码冲突可以清晰的在代码内标注，帮助

开发者及时纠正代码，对开发者相对友好。 

 

图 5-1 Git 的工作流程 

通过 Git 管理，每次上传代码后，可以在生产环境中同步更新代码，完成线

上的热部署工作。Git 支持设置钩子的功能，在接收到新的版本提交时，可以使

用钩子触发响应的工作，为自动化部署提供了有力支持。 

5.2 Docker 虚拟化环境 

Docker 是一款开源的基于 Linux Container 的高级容器引擎，允许开发者打

包应用和依赖包到一个可移植的容器中，然后发布到其他的 Linux 机器上。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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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运行在沙盒中，相互之间不能直接通讯，也不能直接与宿主机通讯，具有良

好的安全性。 

Docker 的实现原理如图 5-2 所示 

 

图 5-2 Docker 原理 

 相对于 VM 这种传统的虚拟化技术，Docker 具有在性能、并发性和体积等诸

多优势，得到了许多企业、开发团队的青睐。 

 

图 5-3 VM 架构 VS Docker 架构
2 

与传统的 VM 虚拟机相比，Docker 有以下良好的特性： 

表 5-1 Docker VS VM 

 Docker VM 

软件体积 小，最多几个 MB 大，动辄成百上千 MB 

运行方式 直接运行在 Linux 内核上 运行在 Hypervisor 上 

并发性 可以启动数百个容器 最多几十个虚拟机 

性能 接近本机的性能 逊于宿主机 

 

2 图片来源：https://www.docker.com 

https://www.docker.com/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信息技术学院 

第57页，共 70 页 

资源转换率 高，几乎是直接使用宿主机资源 较低 

 由于判题机会直接运行代码，潜在被攻击的可能性，为提高判题安全性，可

以将判题机运行在 Docker 中，按需启动和关闭容器，保证宿主服务器的安全。

如图 5-4 所示 

 

图 5-4 安全性结构图 

 因为 Docker 的容器在运行时以会话的形式存在，运行结束则释放并重置资

源，而且与宿主系统完全隔离，除非有相关设定，否则内部程序无法访问宿主机

的资源。如果某个判题机遭到恶意代码攻击，引起了判题机损坏，运行环境破坏

等情况，无需重装系统，无需重新部署环境，只需要重启 Docker 容器即可恢复

到损坏前的状态。通过设置容器对网络的访问权限，限制内部应用访问网络，降

低被恶意程序实施网络攻击的可能。 

5.3 运行环境搭建 

系统的运行需要 3 台服务器支持。分别提供数据服务、文件和 Web 服务与

判题服务，结构如图 5-5 所示。 

数据服务器：通常运行的是 MySQL、Redis 和 RabbitMQ 等数据库服务。 

文件和 Web 服务器：NFS 服务端，Nginx（转发 Web 服务到 80 端口），

Gunicorn（用于 uwsgi 接口管理，提供 Web 服务），Supervisor（用于管理 gunicorn

进程），OJ 所需要的 python 依赖包，以及备份数据用的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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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题服务器：NFS 客户端（用于访问文件服务器的共享文件），Docker，

Supervisor（管理判题机），OJ 所需要的 python 依赖包，django-celery，以及判

题机所需要的相关语言的编译器（GCC、JDK、Python）等。 

 

 

图 5-5 服务器基本结构规划 

5.4 分布式判题环境 

日益增长的用户和评测需求，需要提高服务器的并发性能和数据吞吐量。 

对于 5.3 小节所述的服务器安排，无法承受大量的并发访问。但是该结构易

于调整，对于日益扩大的资源需求，可以重新对其规划成：数据库服务器、Web

服务器、文件服务器和判题服务器这 4 个大类。根据相关需要，对其进行适当增

加。 

 

图 5-6 分布式服务器结构规划 

利用 Docker 环境，能够通过镜像快速构建可用的服务器和判题机，动态扩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信息技术学院 

第59页，共 70 页 

容，再通过 Nginx 进行负载均衡，即可应对高并发需求。 

5.5 数据备份 

Duplicity 增量备份软件能够对目标文件夹内的文件进行增量备份其他服务

器上，并生成递增备份，在需要的时候从任意时间节点恢复数据。 

MySQL 提供的 mysqldump 工具可以备份数据库到 SQL 文件，并可以使用

mysql 客户端导入进行恢复数据。如果需要更加严格的备份机制，可以开启数据

库的主从备份功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为确保备份数据对 WeJudge

线上环境产生性能影响，备份策略如下设置： 

1. 每日的 4:00，12:00 和 20:00 进行一次全库备份，每周日 0:00 进行全库

的归档备份。 

2. 每日的 0:00 对文件数据目录进行增量备份。 

3. 数据库备份将会自动删除一个月前的备份，而数据库归档备份不删除任

何备份。 

5.6 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系统的部署和运维工作。一个良好的软件，不仅在代码上要求做

到严谨、高效，还需要有一个稳定、安全的运行环境。另外，做好日常数据备份

也是极为关键的，业界无数公司在用血和泪的教训在告诫同行们，数据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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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新与反思 

6.1 创意与创新 

教学管理 

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几乎没有在教学管理方面花下功夫。例如其作业功能

基本上都是通过设置学号、分组、时间等方式进行限制学生的访问权，并且批改

作业也没有“一键批改”等辅助功能，本质上没有解决需要老师挨个批改作业的

问题。 

本系统提出，利用“课程”的概念对作业进行整合，并与高校日常教学类似，

即是设置固定的时间段、固定的学生进行分组排课，后由老师灵活根据分组排课

设置开放权限。另外，大多数时候，机器给出的成绩和实际的成绩不会有太大差

异，差异多数是由于作业格式不规范，使用算法不对等因素导致的扣分，因此提

供一键批改功能，协助老师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业批改。 

另外，以课程为单位管理作业，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完成的

作业，也大大方便了老师对该课程的作业进行统计、分析。 

反抄袭 

 反抄袭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总有不思进取又想投机取巧的学生。反抄袭

一直是这类系统十分关心的功能，而计算机辅助检测又存在各种各样不尽人意的

问题。 

现阶段主要采取的办法是通过编辑距离（Levenshtein Distance）去检测，并

且需要去除空格、换行、Tab 等干扰字符。国外较为成熟的代码相似度检测工具

Stanford Moss 在混淆变量名，混淆结构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判定代码逻辑的重复

性，这给重复性检测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 

综上，本人也总结出一些反抄袭上的心得： 

1. 对于简单的题目并且代码实现较短的，建议使用编辑距离进行检测，或

者干脆就不检测，因为通常思路较为单一，实现方式差异不大，因此检测意义不

大； 

2. 对于题目较难的，或者代码量较大的，可以使用 Moss 进行检测。 

3. 老师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开启或者关闭某个题目的检测，或者设置指定的

重复阈值。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信息技术学院 

第61页，共 70 页 

4. 代码抄袭重在思想上教育，只堵不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机器

评价偶尔也会出现不准确，误判的情况，不能因一纸判决就一味地责怪学生，而

是应该积极去了解情况并给予教育。 

评测优化 

系统最早期的版本是直接使用 ACM 的判题规则进行判题的，极为严格的判

题机制，而初学者难以接受仅仅因一个空格错就是 0 分，往往产生挫败感。在老

师们严正提出该问题后，系统的正式版本作出了以下的改进： 

1. 将 ACM 判题模式命名为“严格判题模式”，默认不开启。 

2. 在严格判题模式关闭的情况下，判题机默认的判题行为将会视“格式错

误（PE）”为“答案正确（AC）”，并继续进行代码评测；对于“答案错误（WA）”

的情况，计算其正确行数，返回正确率，并继续进行代码评测；对于测试数据存

在 WA 的情况，报 WA；对于测试数据全为 PE 时，才报 PE；对于 PE 结果，在

前端显示为“数据通过（Data Accepted）”3 

3. 对于每一道题，老师可以开启和关闭严格判题模式。严格判题模式在遇

到如类似“在命令行打印字符图形的时候”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类题目忽略

格式或者计算正确率没有任何意义。 

6.2 遇到问题与反思 

记两次数据丢失 

 2015 年 11 月，因一次操作系统自动更新，导致数据库软件无法启动。后采

用 MySQL 的 bin-log 日志恢复了 99%的数据。 

 2016 年 12 月 17 日，因服务器从盘故障，导致 ESXi 系统崩溃，主硬盘内虚

拟机镜像也因此损毁。因无法读取 VMFS 分区，只能借助技术外援，提取主盘内

虚拟机镜像，试图修复。最终仅仅恢复了少部分的代码、评测数据，丢失了 2016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7 日之间的所有数据，丢失一次比赛的运行数据，多个作

业数据。另外，技术外援恢复数据花费 2800 元。 

 

3 争议：多数老师认为不应提示“数据错误”，而应提示是“答案正确”并给予满分。经过讨论后接受了

此建议，但只会在未来全新的系统里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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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数据丢失造成了重大损失，深刻反思其产生的原因：数据备份不及时，

不密集，甚至疏于备份，以至于在不可避免的问题发生后，无从下手挽回损失。

后讨论并实施了新的备份措施和安全防范方案，在应对类似问题发生的时候尽可

能的减小损失。 

高并发下的登录会话串号 

 2017 年 11 月底-12 月初，因举行 2017 级 ACM 新生赛和期中考试，系统同

时在线人数剧增，最高峰的达到 500 人左右。当超过 100 人同时在线时，账号系

统发生严重的串号事故，部分学生提交自己的代码后被挂到别的学生账号下，以

及刷新页面后呈现的账号不是自己等情况频现。 

后经过排查和使用自动化测试脚本测试，发现问题出现在，会话管理类在使

用__new__()方法创建实例的时候，是多线程共用的。而恰好数据库查询的操作就

写在了__new__()方法中，因此，高并发产生时，同时访问的人会随机的获取到其

他线程创建的类，导致了串号发生。后将数据库查询移动到__init__()方法后问题

解决。 

深究问题的根源，还是对 Python 语言的不熟悉，不了解引起的。并且，单

个人全栈开发，缺少专门的测试人员，缺乏对程序的质量保证工作。 

账户子系统 

账户子系统的设想是很美好的，并且很符合系统实际的业务逻辑，既能避免

不同子系统之间相互干扰，又能够互相的关联信息。但是在具体实现的时候，存

在了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用户并不能很好的去理解这个多账户的存在以及其关

联。因为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接受的是一个唯一的账号即可使用系统的全部功

能。而多账号的出现，导致了用户不能很好的区分账号之间的关系，经常有人在

首页（也就是登录题库子系统的主账号）各种尝试输入学号而登录失败，因为学

号只能在教学子系统中存在，而且必须是在与学号正确对应的学校主页进行登录。 

这个用户体验上的逻辑是我个人的“程序员思维”造成的，也反映出，个人

的主观臆断很多时候并不可靠，应该更多的去和用户讨论交流，了解用户真实的

想法，再结合系统设计的业务逻辑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目前已有了对应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将会在全新的系

统上正式运用，期待能够成功解决现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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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与展望 

本系统结合了当下较为流行的 Python 语言和 React 前端框架，开发周期较

短，成型迅速。而系统的研发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

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通过迭代试错，不断完善系统的开发，才造就了这个

较为成熟的系统。 

系统从研发到上线测试，再到正式发布，经历了 3 次大规模底层重构，2

个大版本，数百次版本迭代。该系统已经投入到真实教学环境中，并不断的发

展壮大。到目前为止，题库已有 600 多道题，并成功的为同学们提供了接近 30

万次的评测。也从中获得了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运维数据，这些数据拥有很多潜

在的价值，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可以做教学情况评估和学生学习情况评估工作

等。在老师们，同学们的建议下，不断改进功能，对程序设计初学者更加易用

本系统进行练习。 

然而现阶段依然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因为工期紧、人手有限，导致前

端的质量较差，用户体验下降。另外，由于新题目录入的工作量较大，也有老

师建议能够加上解析 pdf 转换成题目的功能。还有许多在用户体验细节诸多方

面的问题在等待着解决。未来，系统依然将进行不断的跟进开发。 

本人也组建了一个团队，基于这个系统，重新设计一个更强大的教学辅助

平台，支持更多的判题方式和非代码题的判题，支持更高的并发评测能力和更

加稳健的评测运行环境，支持更多的教学辅助功能如在线考试和在线编程实验

等。并在未来将其推向市场，让它能够展现它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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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申报院级优秀论文投票：赞成    人，反对    人，弃权   人。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院
级
评
优
意
见 

（是否同意评为院级优秀论文及推荐校级优秀论文） 

 

 

推荐申报院级优秀论文投票：赞成    人，反对     人，弃权       人。 

教学院长（主任）签章：    院系章 年  月  日 

校
级
评
优
意
见 

 

教务处长（签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四份，一份存入学校档案，一份装入学生档案、一份装入论文封底，一份学院存档、长

期保存。填写时务必字迹工整，签章俱全。（2）*如系两位教师合作指导，应同时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