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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模的业务基础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摘蛰

摘要

随着政府信息化过程的不断深入，信息化软件直接构架于软件基础平台之上

的开发模式已逐渐显示其开发效率低、实施周期长、难以及时响应用户需求变化

的弊端。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在应用软件和软件基础平台之间增加以业务为

导向和驱动的业务基础平台的构想。通过业务基础平台提供的业务建模工具和模

型运行环境直接构建管理软件，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应用软件开发的复杂性，提升

信息系统开发、发布和维护的效率，真正实现政府信息化过程中的用户参与、快

速开发、快速应用和灵活调整。

文中第一、第二两章在提出业务基础平台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讨论了其特点

和总体设计思想，并对平台实现过程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三章至第

五章给出了一个用于规划行业的业务基础平台的实现方法。主要包括三个主要模

块：可定制界面模块、可定制流程模块及可定制打印表单模块。由于开发业务基

础平台是一项较新的软件开发技术、且开发工作量较大，该系统是作者与另外二

个技术入员共同完成的。本人负责系统的总体设计、可定制界面模块的设计与实

现及可定制流程模块的设计工作，因此，第三章较详细地阐述了可定制界面模块

的设计与实现，第四章主要阐述了可定制流程模块的设计部分。为了内容的完整

性，第四章及第五章也对同组成员的工作进行了简介，但篇幅较少。其中，对于

可定制界面模块，文章从基本界面控件封装、界面解释引擎和界面设计引擎三部

分进行说明，清晰阐述了一个可定制界面设计器的设计思想以及实现方法。对于

可定制流程模块的设计部分，文章结合数据库中相关表结构的设计，阐明了业务

流程定义、驱动和流转的全部过程。第六章给出了具体的应用实例，验证了管理

信息系统基于业务基础平台开发的可行性，充分说明基于业务基础平台的软件开

发方法是开发通用管理软件的一种更有效的开发模式。

关键词：业务建模，业务基础平台，可定制界面编辑器，工作流

作 者：戴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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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模的业务基础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ABS rRACll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ve

Business platform on model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management，the mode of building application product upon the

based software platform revealed such disadvantage as low

efficiency，long implemental period and slowness to answer the

change of user requirements．Upon this background，we advanced
the solution of inserting a new layer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integrative business platform between application software and the

based software platform．The integrative business platforrn oriented

and driven by business provides the tool of building business model

and the environment of model run．up．Building business model

directly on the platform can rapidly reduce the complexity of

developing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release and maintenance．

In the chapterl and 2，after putting forward the conception of

integrative business platform it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 idea of the platform especially on some key technology

points．From chapter 3 to 5．it expati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tform used on urban planning business．It concluded three models

including customized interface editor,workflow editor and print

editor．Considering the difficulty ofthe whole platform，a developing

group of three finished it together．And in this group，I took charge
of designing the total system，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stomized interface editor and the design of customized flow editor．

So in chapter 3，the paper clearly expounded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customized interface editor by dividually

analyzing three parts such as eontrol encapsulation，interpreter

engine and design engine．In chapter 4，it elaborated the whole

design of flow engine．
In chapter 6，the paper gave a real application example which

validated the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NⅡS based 01"1 the above platform
and fully illuminated that the印pearance of integrative business

platform would become the more eriective method of developing
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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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模的业务基础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第一幸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第一章 绪论

信息化的历程已有很长时期，为了提高政府和企业的管理效率，许多政府和

企业都对信息化硬件和软件投入了巨资，但对管理软件的投入并没有产生与之相

匹配的产出和效益。《2003年中国软件平台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表明：“现阶段中

固软件产业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是用户需求的个性化与软件产品的通用性之间

的矛盾”。如何解决好管理软件通用性和个性化之间的矛盾，满足用户个性化需

求，提升信息系统开发、发布和维护的效率，真正实现政府信息化过程中的用户

参与、快速开发、快速应用和灵活调整是现阶段政府部门管理软件存在的主要问

题。

针对这一问题，整个软件业都进行了探

索和实践。实践的结果表明现有信息系统开

发体系所固有的弊端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出

现。正如图1．1所示，现有信息系统的开发

模式是直接在低层的基础技术平台上采用

面向技术、业务无关的“原始”编程工具来开

发管理系统。依照这种模式开发的系统，大 图l’1传统应用软件系统的体系结构

多是“孤岛型”【lJ的应用，缺乏统一的业务基础架构，而且开发效率低，实施周

期长，系统柔性差，无法适用用户需求的变化。

因此，能否在基础架构平台上产生一个新的软件平台层次，使复杂应用软件

系统的开发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结合得更为紧密，解决一直困扰它们的上述问题

成为人们持续不断努力的Ifl标，这些努力也最终导致了软件产业格局发生了巨大

变革。

1．2软件开发体系的变革

在这场变革中，新的应用环境和技术体系形成，新的软件开发和维护模式也

崭露头角。业务基础平台作为软件产业格局中的全新层级迅速出现和确立。它构

筑于由中间件【2】、应用服务、f]P]脚WEB服务等技术融合成的基础架构层
上，为政府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构建提供统一的、集成的基础支撑环境。如图1．2

所示t新一代管理软件，将构架在全新的“基础架构软件+业务基础架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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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上，并采用全新的应用开发维护模式，从根本上提升了管理系统的集成性、

统一性和技术平台无关性。

1．2．1新的软件格局和层级：业务基础平台

作为这次变革成果的业务基础平台是指

以业务导向和驱动的、可快速构建应用软件

的软件平台。和操作系统平台、软件基础架

构平台相比，业务基础软件平台和用户的管

理及业务相关度比较大。是管理软件开发的

通用基础平台。操作系统平台解决了“应用软

件系统与硬件之间的交互与管理问题”，软件

基础架构平台解决了“应用软件系统与操作

系统平台之间的交互与管理问题”，而业务基
图I-2新的应用软件体系架构

础平台软件则是解决了“管理软件的业务描述与操作系统平台、软件基础架构平

台之间的交互与管理问题”，它是以业务导向和驱动的软件架构体系。在业务基

础软件平台上构建管理软件可以降低复杂性．避免很多基础性的研发工作，从而

大大缩短研发周期，提高研发效率。

1．2．2新的应用开发、维护和发布模式：业务建模

业务基础平台为管理软件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发模式和工具一业务

建模例(Business Model，BM)。管理软件自身多年发展实践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

软件能做到对所有单位和企业都通用。但是，通过分析也发现，某一行业或相近

行业内的业务处理却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将这些共同之处加以提取和分析，形

成业务基础平台中的稳定部分，而对用户个性化的要求则采用业务建模的形式，

提供给用户，并对用户利用这些建模工具搭建出的系统进行解释。这样就既能满

足行业内用户共同的需求。降低软件开发成本，又能实现不同用户个性化的要求，

提高了管理软件的实用价值。

业务建模直接从管理和业务出发。通过模型驱动州来构架、简化和集成各类

业务系统，从根本上提升了软件的开发、发布和维护效率，真正实现政府企业信

息化过程中的用户主控、快速应用、灵活调整，大幅度提升了管理系统实施和应

用的成功率及投入产出比。



基于建模的业务基础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第一章绪论

1．3业务基础平台的特点与技术实现方法

为了能为复杂应用软件系统的构建提供上述功能，业务基础平台除了具有软

件平台的基本特性外，还必须具有一些独有的特性。

1．3．1业务基础平台的特点

业务基础平台必须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一、具有行业通用性。架构就是针对某种特定目标系统的具有体系性的、普

遍性的问题提供通用的解决方案。架构往往是对许多复杂系统的共性的抽象，让

我们能够正确、合理地理解、设计和构建复杂的系统。通过引入企业模型

[S](Enterprise Model，EM)和领域模型[6](Domain Model，DM)，对相近行业进行领

域内业务特征分析，对看似纷繁复杂的各种业务进行本质上的分解和抽象，提取

行业用户业务办理过程中的共性要素和方法规则，形成合理稳定的业务基础架

构。

二、面向业务。操作系统平台、软件基础架构平台等都是面向软件开发人员，

它使用起来技术门槛是比较高的。业务基础软件平台所提供的可视化建模工具是

面向业务人员的(并非说由业务人员来开发管理软件，而是业务人员要能理解)，

它使用的更多是“业务语言”或“管理语言”，～种业务人员就能理解的语言。正是

这个特性消除了复杂应用软件系统一直存在的“两张皮现象”即缺少复合型的专

业人才。懂技术的不懂管理，懂管理的不懂技术，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与技术人

员之间一直存在着很难弥合的“鸿沟”。

三、技术无关。技术无关性不是指业务基础平台和技术没有关系，而是指业

务基础平台屏蔽了操作系统、软件基础架构平台的技术细节，二次开发人员或用

户在利用业务基础平台进一步开发复杂应用软件系统时，关注的焦点在于业务逻

辑、管理模式，而不用关心采用何种技术来实现。简单地说，这种技术无关性其

实也就是跨平台。通过业务基础平台开发的软件能够顺利地在各种异构环境下运

行。

1．3．2业务基础平台的一般实现方法

在业务基础平台设计中，有建模环境和运行环境之分。因为以业务基础平台

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开发方式主要以建立用户所需的各种模型如组织模型、流程模

型等为主，这些模型不同于以往的计算模型，其建立的模型首先是业务模型，而

不是为编程服务的程序结构模型。另外，其业务模型是可以直接运行。表现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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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应用系统。为了让业务模型可以直接运行，就需要一个可以理解模型的运行

环境，也就是说，在业务基础平台里面，一个完整应用系统的应用内容与运行部

分是相分离的。

分离的结果是，与应用相关的内容全部被存储在服务端的数据库里，而运行

部分则独立于应用，可以用多种不同的分布方式跨越各种不同的软件系统。这样，

其底层的实现技术从应用系统中剥离出来，应用开发人员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去解

决底层的实现问题。例如，不用再过多地关注后台数据库SQL语句的特性，应用

发布的方式，是靠一种EJBp】(Emerprise JavaBean)]][i务器的配置和其它维护方式，

这样可以集中解决应用中的问题，即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应用开发的技术无关

性。运行环境与业务模型资源即应用的分离，可以使运行环境随时用最新技术重

新实现，而不影响已经发布的应用，即应用部分可以不做任何改变，就能以新的

发布方式运行，或迁移到更新的技术平台或性能更高的服务环境如从NTJ]＆务器

迁移到小型机的UNIX环境中。

1．4课题意义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部门和应用软件开发商都认识

到业务基础平台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公司也投入到业务基础平台的研发中。但

由于对业务基础平台的理解尚不够深入以及其涉及到多项核心技术的难度，导致

业务基础平台在真正满足用户主导构建软件，随需应变方面还不够成熟。特别对

于以业务审批为主要职能的政府部门．政策的变化以及人员机构的频繁调整，都

对管理软件的灵活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目前规划部门使用的管理信息系统对

于机构调整、业务职能重组、系统功能扩展等变动需求，都是采用直接修改数据

库结构或直接修改底层代码的方式进行的。这样一方面给系统维护与持续发展造

成极大麻烦。也使系统的灵活性大受影响，导致开发的系统作废现象经常发生。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用户单位的业务流程不尽相同，因而很难将一个系统直接应用

到另一个用户单位。本文以领域模型理论为基础，在详细分析了业务基础平台的

内涵和具体设计的基础上。结合规划行业具体业务背景，阐明了业务基础平台在

规划领域内的应用。

文章通过上述系统的实现，验证了通过在业务基础平台上结合行业应用需求

迅速构建有着行业业务特征的用户信息系统的可行性，进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合

理高效的信息系统开发模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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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论文结构

本文在简要介绍了业务基础平台的兴起及应用的背景后，第二章从总体设计

的角度阐述了业务基础平台的组成以及平台中几个关键的技术问题即版本控制、

权限访问、统一数据逻辑层访问和平台扩展机制的实现问题。

第三章、第四章详细讨论了业务基础平台中的两个重要模块：可定制界面设

计器模块和流程建模模块的设计与实现。可定制界面设计器的实现大量运用设计

模式和模板．论文按照实现顺序分别对界面解释引擎和设计引擎表示进行阐述。

在流程建模部分按照流程模型的抽象表示和最终实现进行介绍。

第五章讨论了可定制打印表单实现的原理。因为这一部分与可定制界面设计

器的实现部分有很多相同的部分，所以只是简要介绍了贯穿本模块的数据结构。

第六章在前面介绍完业务基础平台的基础上，结合规划行业业务需求，阐述

了在此平台上构建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整个过程，从而，验证了通过业务基础平

台迅速开发搭建政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可行性。

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业务基础平台的技术发展及应用前景进行展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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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业务基础平台的总体设计

2．1业务基础平台的组成

业务基础平台体系由两个部分构成：业务建模平台【8】和业务运行平台％业

务建模平台基于领域构件理论，抽象出业务办公本质要素，通过提供业务界面、

业务办公流程和业务报表的可定制建模工具，完成业务的全面迅速的构建过程。

业务运行平台根据模型驱动理论，对业务建模的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完成模型

的发布和运行，实现业务的办理。

2．1．1构建维护体系一业务建模环境

为了使用户的业务系统能够快速定制，灵活调整，自由扩展，自行维护，就

必须能提供基于领域模型体系的设计和自动化工具，目前软件业内中流行的许多

观点和工具，是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如

(1)组件、组件容器、中间件和水平框架

组件‘1川及微软的中间层管理技术MTSf“l(Microsoft transaction system)，大大

提升了软件开发和应用的水平，但组件和水平框架并不是直接的业务重组体系，

事实上，现在的计算机中有往往有数百上千个业务组件及软件，虽然这些业务软

件使用了相同的组件技术(如COM、CORBA)和水平框架(如MTS等)，但这

些组件和水平框架还远远不是用户的业务软件体系。

(2)UML与通用建模工具

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建模

语言，描述的层级是在软件对象一级，典型要素是软件中的对象、一个接口等。

UML使用的初衷是想建立用户和开发者之间的共同纽带，但实际情况并非想象

的那么完美。其表现有二；首先，使用UML建模很难与处于软件开发上游的企

业用户沟通。对用户来讲，他们更熟悉如何在其组织结构、业务流程、业务信息

的描述基础上，定位管理需求和操作嚣求。丽UML的表达方式与用户的行业知

识相差甚远．用户根本无法理解使用UML符号所描述的业务流程，也难以真正

理解UML所陈述的需求。再有，UML无法提供直接到位的素材指导程序员编程。

当分析设计员费尽心力地使用UML建立模型后，很难让处于软件开发下游的程

序员直接接受去编程，因为UML的表达方式不直接支持详细设计，程序员还得

赞尽周折地琢磨如何把建模结果转换成程序代码。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很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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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没有得到体现。

而业务基础平台中的业务建模工具则支持和吸取了上述工具的一些优点，但

与上述工具有着本质的区别。业务建模工具的确定是在领域工程理论的指导下，

按领域分析、领域设计和领域实现三个阶段对用户日常业务办理过程中的组成要

素进行抽象、提取，每一工具形式都对应着用户整个业务处理中的最小合理组成

单元，利用它能够快速定制，灵活调整，自由扩展信息管理系统。另外它是基于

设计并同时提供实现的工具。当完成业务建模的工作以后，业务基础平台可以运

行刚刚用建模工具建立的业务模型，最终用户可以立即在计算机上处理他们的业

务，只有基于实现的建模工具，才能真正提升软件开发的生产力。

2．1．2基础支撑环境一业务运行平台

业务模型构建完成后，形成业务模型应用资源库即一组独立的、完整的完成

企业业务的模型资源的集合，通过技术平台无关的持久存储方式保存在数据库

中。系统进入到运行环境后，业务运行平台通过统一的对象引用规范和版本管理

机制自上而下地构架和集成整个业务系统，并与实际业务系统对应一致。业务模

型应用资源在业务运行平台上发布和运行，以实现业务的整个办理过程。

业务运行平台在整个运行的过程中调用界面设计器、流程设计器和报表设计

器的接口，根据数据库中存储的规则对模型进行解释和还原，其中包括对图形的

解释和数据规则的解释。在解释后生成的业务运行系统上，通过与用户的交互式

接触，显示和存储用户的业务数据，完成用户的业务办理过程。

2．2版本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实现

2．2．1版本控制的引入

每种业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需求，可能界面数据有所变动，可能工作流

程有所调整，也可能是打印数据格式不一样。只要调用三个引擎的功能重新设计

界面、流程或打印报表就能满足这样的变化需求；但是以前办理过的业务还需要

保留，在查看这些业务数据时，就无法利用新设计的界面、流程来查看。因此需

要引入版本控制112J的概念。原来的设计结果在数据库中保留，新设计的界面、流

程、报表使用不同的版本号，在查看不同历史版本的历史数据时。调用办理该业

务当时所用的界面、流程、报表来查看。当启用新的版本登记新项目时就会自动

调用新的版本，还有一些已经在办理的项目可能用的是以前的某个版本，在办理

这些业务时就调用相应的版本，这样就可能有多个版本同时在系统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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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版本控制的实现

版本控制的概念贯穿于整个业务基础平台的设计和实现中，业务建模的所有

要素都有版本的概念，为此在存储业务模型时都需加入版本信息。基于版本控制

的数据库的主要表结构见表2—1N2-5。

表2—1版本控制表BIZZ VER

字段描述 宇段名称 类型 备注

业务编号 BlZZ ID long

业务版本 BIZZ VER long

元素类型 ELEMEN^jYPE long 3种取值

元素编号 ELEMENT ID long

元素版本 ELEMEN￡∥ER long

表2-2业务表BIZZ

字段描述 字段名称 类型 备注

业务编号 BIZZ ID long

业务版本 BIZZ VER long

激活状态 ACTIVE S1IAT bit

业务名称 BlZZ NAIdE Varchar64

业务描述 BIZZ DESC Varchar512

表2-3界面表O

字段描述 率段名称 类型 备注

界面lD UI ID long

界面版本 UI VER long

所属业务 BIZZ ID long

界面名称 Ul NAME Varchar64

图形属性 仆胍RF^CE BLoB

襄2-4流程裘PROC

字段描述 车段名称 类型 备注

流程编号 PRoC ID long

漉程版本 PRoC VER long

所属业务 BlZZ lD long

流程名称 PROC NAME Varchar64

流程描述 PROC DESC Varchar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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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业务实体表ENII TY

字段描述 字段名称 类型 备注

业务实体编号 ENIn．Y ID Iong

所属业务 BIZZ JD long

所用版本 B1ZZ VER long

业务实体名称 ENTITY—NAME Varehar,64

办理单位 PROC DESC Varchar512

在版本控制的整体框架下，业务办理按照新登记业务和办理业务两种类型来

分。新登记项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系统提供一个交互接口，比如在界面上

提供一个登记按钮，用户点击此按钮后，让其选择要登记的项目的类型，再根据

激活的版本的流程中所记录的登记环节所对应的界面来登记一个新项目：而业务

办理不产生新的项目，项目发到了办理人员的手上，就在其需要办理的项目列表

中列出这些项目，办理这些项目时再利用工作流引擎提供的接口查询到办理的界

面，利用界面引擎提供的功能调用相应的界面，再加上适当权限控制实现办理的

功能。业务引擎启动过程如下：

办理人员登陆系统，系统查询他是否有登记权限，如果有登记权限，办理主

界面上增加登记按钮(同时也有办理按钮)。如果没有登记权限，不显示登记按

钮。

对于有登记图标的状态，用户点击登记，系统利用工作流引擎查询到所有属

于该人员需要办理的业务案件，桌面上还要提供一个登记按钮可以让其登记新的

项目：当办理现有的业务时，查询该业务的版本，查询到该版本下的工作流环节

指定的那个界面的版本，利用界面引擎调出正确的办理界面。

对于有办理图标的状态，用户点击办理，系统利用工作流引擎查询到所有属

于该人员需要办理的业务案件。查询该业务的版本，查询到该版本下的工作流环

节指定的那个界面的版本，利用界面引擎调出正确的办理界面。

2．3基于角色的权限访问控制

在业务基础平台的设计中，为了实现不同类型用户进入系统时所拥有的各种

操作权限的不同，引入了角色权限fBl的定义工具。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方法的思

想就是把对用户的授权分成两部份，用角色来充当用户行使权限的中介。这样．

用户与角色之间以及角色与权限之间就形成了两个多对多的关系。系统提供角色

定义工具，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职权、职位以及分担的权利和责任)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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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角色。角色是平台中权限控制的执行者，其受控制对象就是权限作用对象，

它包括平台设计中影响驱动引擎的必要功能模块和平台运行过程中可定制的界

面元素。

功能模块如登记、办理等，作为用户完成各自不同业务的主要途径，是系统

安全管理的重点对象，由程序内置设定。而对于大量的用户可定制在界面上的元

素等，为了丰富权限的控制内容，平台中引入状态、操作名称和类型以及相应的

定义工具。对这些界面元素的控制，采用角色+状态+操作名称+操作类型的定义

方式，多层次多角度的准确控制界面元素的被操作权限，以使平台具有更好的适

应性和可扩展性。

2．4跨平台的数据访问机制

业务基础平台的设计和运行是建立在关系数据库的基础上，在平台设计完成

后，系统表就已定义好。系统控制表包括工作流系统表，界面管理表，表单管理

表，业务版本控制表，用户表，组织结构表，系统权限表，业务权限表，界面数

据逻辑对照表等。而在平台运行的过程中当用户定制完界面后，数据库中才生成

与之相对应的业务数据表。该表中的字段与界面中的控件通过逻辑对照表中的记

录一一对应。

平台中数据逻辑层定义了数据库的访问接口以及系统表的表结构。数据库的

访问接口是为了支持数据库的跨平台性，基于OLE DBll4】的COM编程接口，进

一步封装的可供上层模块进行调用、直接操作数据库的函数。常用的数据库操作

包括连接数据库，插入记录到表、删除记录、条件查询、修改记录和事务支持等。

在此基础上，针对固定的系统管理表，数据逻辑层封装了特定的接口。如获取当

前业务、获取业务元素版本、获取业务角色、获取业务界面、获取业务报表和获

取业务流程等。

而对于由用户构建系统时动态产生的业务数据表，表的数量和表中的字段信

息都是未知的，既无法直接构造数据库访问语句对其进行访问，也不能像访问系

统管理表那样为其定义出特定的接口。系统只有通过逻辑数据对照表和系统定义

时期产生的控制数据，将用户的输入转换为向数据层的数据请求，并将操作结果

返回给表现层。也就是说在具体读写业务数据时，无需知道这些数据在哪个表、

哪个字段，只需传给数据逻辑层读取数据的唯一逻辑ID号，由数据逻辑层负责

解释并查找这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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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平台的扩展机制

为了满足模型对象的派生，基于建模的业务基础平台必须根据派生情况提供

相应的建模工具，这就要求建稹平台必须提供良好豹扩展机制，模型是通过建模

平台所提供的工具来构建的，因此对建模平台每～级的扩展，就是根据模型派生

增加相应的建模工具。

建模工具在计算机上的实现最终表现为可执行的二进制代码(如可执行文

件，或动态连接库)。为了保证建模平台的灵活性，在对建模平台进行扩展时，

不对上一级平台进行包装，以免产生不同的建模平台。而是保持基础建模平台的

运行架构不变，通过动态连接库进行扩展。通过扩展模块注册机制，可以把扩展

部分注册到已有的基础平台上。在Windows环境下，实现方法为：不改变

SvstemBuildeLexe，每一级的扩展通过编写一批．DLL文件，然后把它们注册到

SystemBuilder．exe，使后者能够感知到这些．DLL的存在，并调用相应的函数来完

成。对于应用层面，丽非建模工具层面的个性化扩展，基础建模平台提供

VBScript、JavaSeript编程能力，用户可以根据已有功能组合出一些新的处理方

式。从整体架构上来说，这样的结构符合“水平．垂直．元数据”模式，如图2．1

所示。在这一模式中，通过通用接口和垂直接口扩展定义了系统的静态体系结构；

同时还添加了一些描述元数据的动

态体系结构元素。这种模式能够将

动态和静态体系结构区分开来，以

代表设计的不同部分，动态体系结

构【15】是软件体系结构中用于实现可

变性和适应性的关键解决方案之

三。直l盖。直l三。直l三，直I三：霎：薹
水平接口豹交换和复杂性 I理

田2-i平台扩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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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可定制界面设计器的设计与实现

3．1总体描述

在业务基础平台中，可定制界面编辑器【161主要是为了实现不同单位或同一单

位不同部门的业务人员根据自身办公需要定制办公界面的要求。

可定制界丽编辑器的设计包括：基本界面控件封装、界面解释引擎和界面设

计引擎三部分的设计。其中基本界面控件封装部分完成各种常见界面控件如

Button，Captionbox，Editbox，Checkbox，Dialog等的封装，为程序其它用户界

面部分提供统一的界面风格和调用接口。界面设计引擎提供用户在界面上对基本

控件的操作，如创建、移动、改变大小等操作。界面解释引擎，解释并还原由用

户设计好的界面，包括各控件的外观显示和设计引擎中保存好的界面上的位置属

性。

3．2基本控件封装

本模块利用Windows API完成界面编辑中各种控件的封装。与MFC中各种

常见窗口控件相比，本模块的控件除丰富了原有控件的显示风格和操作方法外，

还针对业务操作增加了方便实用的控件，以利于用户设计出更加复杂的界面。这

些控件对外提供了统一的接口，为系统其它部分如界面解释引擎所调用。

圈3-1 控件类结构图

3．2．1控件类结构

模块中控件的类结构关系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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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控件基类(Xwi ndow)

XWindow类似于Cwindow的实现，是其它所有控件的基础，所有界面控件

都可以认为是窗口，从Xwindow继承已有属性和方法，提高代码的可重用性。

Button是可以响应用户事件的窗口，Edit是响应用户输入的窟口。该类提供基本

的窗口操作方法如创建窗口，销毁窗口，设置一些常用属性，获取一些常用属性

等。

Xwindow有如下属性：基本句柄m—hwnd，当前消息xx_last_msg[3]，当前

运行模式m dwRunMode，当前窗口类型m dwClassEx；方法有：创建窗口Create，

销毁窗口DestroyWindow，设置或获取(SetorGet)窗口字体、图标，消息处理

重载，基本消息映射函数DefMessageProc(UINT,WPARAM，LPARAM)，窗口通

知消息． OnNotify(WPARAM，LPARAM)， 命令消息映射函数

OnCommand(WPARAM，LPARAM)，消息反射子窗口OnChildNotify(uINT，

WPARAM，LPARAM，LRESULT+)。

3．2．3常用控件

常用控件如Xbutton属性：m_dwStyle、不同状态下图标m_nlcon_Norm、

m_nlcon_Move、m_nleon Do,ma、字体和背景颜色等。方法：事件绑定对象

m_lpBindPtr、事件派送函数Event Pump_Proc、按钮创建Create、字体设置

SetOwnerFont、按钮自绘Drawltem和设置图标Setlcon。

3．3界面解释引擎

3．3．1表项单元设计

基础控件在界面上有了位置、名称等逻辑属性后就成为表项。表项单元通过

成员变量指向基础控件。分

别对第一部分中的一种或

几种基本界面控件进行管

理。具体对应关系如表3．1

所示。

表项单元中基类是

XformItem。它抽象定义了

所有控件在界面上豹公共

基本控件 逻辑表项

XFormT曲Box XTabFrame

XFormSlatic XStat沁

XFormMatdx XDataMatrix

XformGroup XGroupBox

XFormCombo XeomboBox

XFormButton XButton

XFormBorder XcaptionBox

XFormEdit XeditBOX、XMaslcI珀it、Xnumb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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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如标识号、表项类型、窗El位置和表项风格等信息。具体控件可以从基类

上继承，并在继承类中扩展自己的属性。各类之间关系如图3—2所示。

巳竺型
。，一’。{_：：厂≮■哥、

囤3-2表项单元继承关系

3．3．2表项单元基类XFormltem

(1)公共属性如表3—2

表3-2表项单元基类属性表

属性字段 字段类型 I 宇段描述

m_dwType DWord I 控件的类型

m rddent Long I 控件的标识号(唯一)

m dwStyle XDataMatr Dword f控件显示风格(各个控件内部解释)

m rcRect PJECT l控件显示风格(各个控件内部解释)

m hParent HWND l 父窗口句柄

(2)关键接口

接口1：CreateObject，参数是hParent，lpRectt dwStyle，lpText，nWndlD，

功能是定义解释引擎中创建控件统一的接口，各子控件继承该接口，创建实际的

控件。

接口2：Serialize，参数是lpBuffer，bWrite，功能是保存和还原控件的基本

属性．取值为true时保存控件属性到lpBuffer中，取值为false时将lpBuffer中

数据还原到控件属性上，即恢复该控件到用户界面上。各个子类控件在还原和保

存时先调用此接口，再调用自身的Serialize方法，还原和保存自身其它属性。第

一个参数是需要保存或还原的数据，第二个参数取值为true时保存控件属性到

lpBuffer中，取值为false时将lpBuffer中数据还原到控件属性上，从而恢复该控

件到用户界面上。

(3)虚函数机制在解释引擎中的使用

多态性【"l是面向对象的一个支柱，在不同类型对象有自己实现方法时允许程

序按不同的方式完成不同类型对象的操作。解释引擎中为了实现创建、保存和还

原操作的多态性，都在基类中采用虚函数实现上述操作。

虚函数是C++中用于实现多态(polymorphism)的机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基

类访问派生类定义的函数。虚函数通过“推迟联编”或“动态联编【18l”使得一个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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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调用并不在编译时刻确定，而是在运行时刻确定。由于编写代码的时候并

不能确定被调用的是基类的函数还是哪个派生类的函数，所以被成为“虚”函数。

这样同一代码可以产生不同效果。

虚函数在派生类中被重载。编译器发现一个类中有被声明为virtual的函数，

就会为其搞一个虚函数表，也就是VTABLE。VTABLE实际上是一个函数指针

的数组，每个虚函数占用这个数组的一个SLOT。一个类只有一个VTABLE，不

管它有多少个实例。派生类有自己的VTABLE．但是派生类的VTABLE与基类

的VTABLE有相同的函数排列顺序，同名的虚函数被放在两个数组的相同位置

上。在创建类实例的时候，编译器还会在每个实例的内存布局中增加一个VPTR

字段，该字段指向本类的VTABLE。通过这些手段，编译器在看到一个虚函数调

用的时候，就会将这个调用改写。

3．3．3继承类举例

接口说明：该表项单元通过成员变量ITI 指向 ，管理该基础．1pObject Xstatic

控件，在继承Xitem的公共属性方法外重载了某些函数，如创建控件函数重载基

类的CreateObject，保存、还原数据函数。按功能上分，保存数据是设计引擎部

分的功能，还原数据是解释引擎的功能，但这两部分功能密切相关，任何一方出

错都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因此，这两部分都放在了解释引擎部分来实现，设计

引擎在使用这部分功能时，在保证不改变数据规则的情况下可以重载这部分功

能。数据规则定义可以不必和以上程序中完全相同，但必须保证输入、输出是完

全相反的过程。任何数据的错位都得不到正确得结果。

程序3-1 XformStatic创建控件和保存还原数据函数

virtuaI BOOL CreateObject(HWND hPa他nl。LPRECT IpRect．DWORD dwStyle，LPCTSTR IpText．UINT

nWndlD)：

{ mJpObjecI=new XStatic； ／／创建控件对象
rnJpObJect->Create(hParent．dwSlyle．IpRect．IpText，nWndlD)／／创建控件窗口

Ⅳ创建成功，保存控件属性参数，返回成功
m_rcRect=。IpRect； 雌置属性
m_hParent=hParent； Ⅳ父窗口
m nldent=nWndlD； ／／逻辑lD
m_dwStyle=dwStyle；Hi"口风格

)

int Serialize(char’IpBuffer,bool bWrite)(重载基类的Senalize)
f IntnSize=XFormltem：：Serialize(IpBuffer,bWrite)；／／首先调用基类的函数．保存，还原公共属性

Ⅳ以下是保存、还原白己的每个属性
if(bWrlte) ／『保存操作

l
。(Iong*XIpBuffer+nSize)=mJpOblecpm-由鸣fyIe： ／／1．保存控件风格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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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ize+：sizeof(Iong)；

’00ng‘)(tpBuffer+nSize)=mJpObject->m_nlconldx； ／／2．保存控件图标
nSize+：sizeof(Iong)；

。(COLORREP)(IpBuffer+nSize)=mJpObject->m—FontColor； ／／3．保存文字颜色
nSize+=sizeof(COLORREF)；

int nTextLen=：：GetWindowTextLength(m_lpObject->m_hWnd)+1：／／4．保存控件标题文字
：：GetWindowText(m_lpObject->m_hWnd．IpBuffer+nSize．nTemp)；
nSize+2 nTextLen；

)
else Ⅳ还原控件
{

m_lpObject：Flew XStatic； ／／首先需要创建对象

m_lpObject->m_dwStyle=’(10ng‘)(IpBuffer+nSize)； ／／1．还原控件风格
nSize+=sizeof(10ng)；

m_lpObject->m—nlconldx=‘(10ng’)(IpBuffer+nSize)； ／／2．还原控件图标
nSize+=sizeof(10ng)；

m IpObject．；>m—FontColor=’(COLORREF‘)(IpBuffer+nSize)； ／／3．还原文字颜色
nSize+2 sizeof(COLORREF)；

char’IpStr=(char*)(IpBuffer+nSize)；
mJpObject->SetOwnerFont(IpStr,NULL)
iN nTextLen=stden(IpStr)；
nSize+2 nTextLen：

『／4．还原控件标题文字

m_lpObject->Create(m—hParent,m_dwStyle。 }l最毛还豫畜口
&m_rcRect，IpStr,m_nldent)) Ⅳ返回内存块长度

}

(2)继承类：XFormEdi t

该表项单元管理三种控件XEditBox、XNumbEdit、XmaskEdit。其中

XNumbEdit和XMaskEdit由XEditBox继承而来，因此只需有一个指向XEditBox

的指针成员变量XEditBox+m_lpObjeet。XFormEdit创建控件和保存还原数据函

数如程序3·2，其它函数与XFormStatic中实现方法类似。

程序3-2 XFormEdit创建控件和保存还原数据函数

visual BOOL CreateObject(HWND hParent，LPRECT IpRect．DWORD dwStyle．LPCTSTR IpText，UINT

nWndlD)；
{Iong nltemType=m．_dwStyte&0x00FF
switch(nltemType)

f case NORMALEDITBOX：
mJpOb}ed=n洲XEditBox；

case MAS惟DITBOX：
m_lpObject=Pew XMaskEdit；

ca始NUM8_EDITBOX：

mJpObject=new XNumbEdil：

Ⅳ由m．．dwStyle低位荻取控件类型
Ⅳ根据类型创建控件对象
惜通类型可编辑框

Ⅳ掩码类型可编辑框

／／数字类型可编辑框

m_lpObject->Create(hParent．dwSty|e．tpRect，nWndlD)／／创建拄件窗口
坠!!垦型：!唑熊； !型蕉盛壁：堡壹茎盐墨些查墼：墨里盛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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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Parent=hParent：
m-nidenl=nWndlD；
m dwStyle=dwSMe；

(3)继承类：XFormTabBox

该表项单元管理的控件是一种容器控件，容器控件可包含其它控件。指针

XTabFrame·m 指向换页控件。每页上的控件分别用一个链表管理，有．1pObject

一指向链表的指针数组XltemContainer+m__pContainer[XMAX_PAGE]。对该控

件进行解释时，都采用递归算法。由控件ID查找相应解释单元时，首先检查是

否是容器本身的解释单元，再查找容器中的每个页面上的每个解释单元。保存、

还原数据函数：先调用基类的函数，保存、还原基本属性，再保存自身属性如字

体颜色，页面个数和每页上的数据。在保存时采用递归算法，先保存容器控件自

身属性，然后递归保存每页上的数据。还原时，先创建对象，再还原颜色、页面

个数和每一页数据，最后创建控件窗口。查找控件和保存还原函数的主要代码见

程序3．3。

程序3-3 XformTabBox童找控件函数

virtual XFonnltem’Searchltem(Io怕nltemlDl
，XFormltem。pSearchltem=NULL；

For(int I-o：i<m_nPage；i++)
{pSearchltem=m_pContainer[i]->Searchltem(nltemlD)；

if(pSearchltem I_NULL)
return pSearchltem；

)
Ⅳ在容器中没有找到谊单元
return NULL；

)

inlSerialize(char‘IpBuffer,bool bWrite)(重载基类的se曲lize)
{⋯．．

／髁存操作

else l|还踩垛诈
f m_lpObject=new XTabFrame； ／／先创建对象

m．．f∞tColor：*(COLORREP)(IpBuffer+n$ize)：／／还原颜色
nSize+=sizeofl【COLORREF)； ／／还原页面个数
m_nPageCount=*(tnt'XIpBuffer+nSize)：
m．．IpOb．iect->Create(m_hParent．&m_rcRect．m_dwStyle．m』IdenD)

Ⅳ由】建控件窗口
for(Int I=0：t<m_nPageCount；i++) ／／还原每一页

J XDialog’IpDialog 2 new XDialog；

IpoiaIog-’C昭抛《m．虫wnd．&m_rcRect)；／／创建一个窗口
m_pContainer[i卜>m_hParent=IpDialog->ⅡL．hWnd；撒置链袁管理的控件的父窗口
int nTemp=m．．pContainer[i]·>Serlalize(IpBuffer+nSize,fal9e)：

Ⅳ还原该页面上所有控件，并创建整个链表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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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表项单元管理类XItemContainet

为了对以上所述的各个界面控件进行统一管理，系统采用动态链表的数据结

构。链表结构定义如程序3—4。其中从链表中取某项即是从链表中查找节点值为

IpItem的链表节点，删除该节点，并返回该节点解释单元。链表中无该节点时，

返回NULL。该操作用于删除某个界面控件时，实际上删除与之对应的表项单元。

对链表进行排序时，例如设置界面控件的Tab Order，需要动态删除某个控件，

再插入到指定的位置。保存、还原链表中控件是通过各控件调用自身Serialize

函数，最终还原、保存整个界面。界面解释引擎在工作时，还原链表，把链表中

各个表项单元所管理的界面控件还原到界面上，从而达到还原用户界面的目的。

为保证设计和还原的一致，界面设计引擎在不改变数据规则的基础上重载该链

表，加入设计时的属性。

程序3-4 xitemContainer定义

tyler stmct XFormNode ∥表项链表
(XFormltem’Ipltem；

XFormNode‘IpPrev；
XFormNode‘IpNext；

)XFormltemUst；
class XFORM．EXT XltemContainer

(
public：

XltemContainer0；
virtuaI—XltemContainerO；
HWND m-hParent
XFormWindow‘nUpFom

protected：

∥表项容器

Ⅳ表单父窗口
H氛阜窀口
／／表项链表

XFormll日must 。113 lpUst；
XFormltemList 。m_lpRear；

public：
void ReleaseltemUstO； ／／释放整个表项链表
×FormltemUst’ GetltemUstO； ／／获取表项链表指针
XFon'nItem’ Searchltem(Ion9 nllemlD)；Ⅳ通过lD号查询表项
XFonnltem‘Dropltem(XFonnltem‘Ipltem)； ／／从链表中摘下表项
BOOL InsertAfler(XFormnem’Ipltem。XFormlleITI。Iptufter)； ，，新插八表项到链表
BOOL InsertBefore(XFormltem’lpltem．XFormItem’IpBefore)；
int GetBizzDataDesc(XBizzDataDesc”IpArray)； ／／获取原始数据描述
virtual Int Serialize(char’IpBuffer,bool bWdte)； ／／序列化所有的表项
BOOL Gel№d哟 ／／修改否及修改标志
void SetMod啊(B00LbMod咐)：
void ClearData0； ／／设置某个表项权限
void SetflemPowe啦ng nltem，long nData，long nPower)；
int SetltemData(Iong nltemlD，void。IpData．}ntn$ize)； ／／设置表项业务数据
int GetltemData(Iong nltemlO．void‘IpData．Int nSize)；
int QueryDataDesc(XOataOesc。IpOataOesc,BOOLbMod姑)Jl获取业务数据请求
int GetLogicData(XDataDesc。IpDesc．int nCount。void’IpDaIa)：
Int SetLQgicData(XDataDesc。IpDesc．int nCount。void‘Ip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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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界面设计引擎

3．4．1设计引擎总述

设计引擎是系统响应用户定制界面请求的主要实现部分。设计引擎通过继承

并扩展了解释引擎中的类属性，向使用者提供了一个按需快速定制界面的设计环

境。其中包括创建控件、对控件进行操作如改变大小、移动位置等、保存和恢复

控件的属性。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为了使设计出的软件体系结构结构更加精巧、

简洁和易于理解，本部分采用了面向对象的三种设计模式Bg]：visitor、Factory

和Command。通过采用这些经典模式和定义一些巧妙的数据结构和算法，使得界

面定制器的功能更加独特，更适合于客户随心所欲定制界面的需求。

设计引擎提供的功能：创建控件到窗口，删除窗口上的控件，移动窗口上的

控件，改变控件大小，排列控件(左对齐，右对齐，上对齐，下对齐，等高，等

宽，等高等宽)，拷贝、剪切、粘贴，设置TabOrder，设置控件属性，多次Undo＼Redo

操作，保存、还原数据等。

3．4．2设计单元的动态继承

设计引擎中的基本单元是在继承解释单元的基础上，增加了设计时的属性和

方法，从而既有运行时属性又能够支持设计时的操作，即成为设计单元。通过分

析各设计单元所增加的各种属性和方法，发现很多都是共同的，为了能实现这些

共同的操作，但同时又保持各设计单元对相应解释单元的继承关系，本部分采用

类模板实现设计单元和解释单元之闻的动态继承体系。

首先定义模板即带有参数的类。通过对各设计单元的共性和特性分析，总结

了它们所共有的一些操作。这些操作在某些设计单元中算法完全相同。或者是算

法的某些部分完全相同，那么只需要在模板中实现这些完全相同的部分。不同的

部分留到子类中去实现。因此，定义模板template<class T>class

XXForm ItemEx：public T。

然后，定义各设计单元，也就是对模板进行实例化，其参数分别是解释单元

所对应的值。比如XForm Borderlmpl就是以XForm_Border代入模板，

XForm_TabBoxlmpl是以XForm_TabBox代入模板的，其它类似。这样就能实现各

设计单元继承各自解释单元的属性和方法的同时，又共有了模板中的相同的操

作。为了进一步精简代码，提高编程效率，使用宏定义#define MakeltemEx(T，

XltemTypeEx)帮助完成模板的实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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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设计引擎和解释引擎的类体系如3-3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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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3设计引擎和解释引擎类囤

3．4．3模板的设计

模板是定义一个操作中算法的骨架，将～些步骤的执行延迟到其子类中。模

板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参数化(parameterized)的类或函数，也就是类的形态(成

员、方法、布局等)或者函数的形态(参数、返回值等)可以被参数改变。模板是

泛化编程(Generic Programming)的基础。所谓的泛化编程，就是对抽象算法的

编程，泛化是指可以广泛的适用于不同的数据类型。通过使用模板可以使程序具

有更好的代码重用性。

(1)模板中函数定义

为了实现3．4．1列举的功能，在各设计单元中都需要一些支撑函数如测试鼠

标位置是否在设计

单元上。显示设计

单元的属性窗口，

设置鼠标在设计单

元上时的光标，设

置设计单元的激活

状态和选择状态，

获取设计单元激活

和选择状态，画出

激活时和选择时的

’曲fo-m_llemE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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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模板XXForm Item EX定义

轮廓等。将这些函数放在模板中定义，如图3—4所示．可提高代码的重用率．简

化编程的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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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各设计单元中算法完全相同的，全部放在模板中实现。如果是部分

相同，则只需要在模板中实现完全相同的部分，不同的部分留到子类中去实现。

如OnProperty 0和HitTest()。

(2)主要数据结构和算法描述

控件的顶点描述采用数据结构X HANDLEINFO实现，根据上述数据结构定义

矩形框的八个顶点GIb_XHandleInfo[]。如左上角顶点O，各分量按顺序说明如

下：原RECT的1eft、原RECT的top、不在x中心、不在Y中心、x方向向

左位移一个正方形边长、Y方向向上位移一个正方形边长。算法GetHandleRect

获取第n个顶点的正方形区域，该正方形边长为LEN—RECT。

程序3-5 x—HANDLEINFO数据结构

struct X_HANDLEINFO

{sizej nOffsetX；

size t nOffsetY；
int nCenterX；
int nCenterY；
jnt nHandleX；
int nHandleY；

Ⅳ顶点X坐标
Ⅳ项点Y坐标
Ⅳ顶点是否X中心
Ⅳ顶点是否Y中m
Ⅳ顶点X方向位移
Ⅳ顶点Y方向位移

)：
static consl X．HANDLEINFO GIb ：_XHandlelnf00
{
{offsetof(RECT,left)．offsetof(RECT,top)．0w0 1．·1)．Ⅳ顶点0
{offsetof(RECT,right)．offsetof(RECT,top)，0。0。O．一1)l"T曩．量1
{offsetof(RECT,righi)．offsetof(RECT,bottom)。0．0，0。0}，删{点2
{offsetof(RECT,left)．offsetof(RECT,bottom)．0．0．-1．0)， ／／顶点3

{offsetof(RECT,left)．offsetof(RECT,top)。1．0w0 1)， ／rrI点4

{offsetof(RECT,right)。offsetof(RECT,top)，0．1，0，0}， Ⅳ顶点5

{offsetof(RECT,left)，offsetof(RECT,bottom)．1，0，0，0)， ／／顶点6

{offsetof(RECT,left)。offsetof(RECT,top)。0，1。-1，0) ／／顶点7

}：

(3)设计单元的实现

各设计单元都是模板的实例化类，在继承模板共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各自不

同的属性和方法。如一般设计单元的HitTest()都基本相同。但特殊的单元如

标题框单元等需重新实现该函数。

3．4．4设计模式在Tool和Operate中的应用

(1)CreateTool的实现(Factory模式)

Factory模式120l定义了一个创建对象的接口，根据不同的条件决定具体实例

化的类。Factory模式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产生不同的实例，这些不同的实例通

常属于相同的类型，具有共同的父类．Factory模式把创建这些实例的具体过程

封装起来，简化了客户端的应用。改普了程序的扩展性，使褥将来做很小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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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加入新的待创建的类。

设计引擎中。用户要在界面上创建的控件类型是未知的，把创建控件的代码

都写入到操作中。会大大的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也不利于系统的扩展，

而且代码量越多，错误的几率就越大。使用Factory模式，客户端代码不需了解

要创建实例的具体类型，不用了解工厂产生产品的具体实现细节，创建的复杂性

被封装了。

界面设计引擎中使用的Simple Factory模式，由一个工厂对象决定创建出

哪一种产品类的实例。工厂根据不同的参

数创建不同的界面控件。这样利用具体产

品的基类将它的真实类型隐藏起来，提供

了系统的可扩展性。如果将来新的具体子

类被加入到系统中来，那么工厂类可以将

交给客户端的对象换成新的子类的实例，
固3-s简单工厂横式

而对客户端没有任何影响。这种将工厂的返回对象看成抽象产品类型的做法，也

就是抽象编程【2J】。

简单工厂模式如图3—5所示，涉及到工厂角色、抽象产品角色和具体产品角

色三个角色，具体实现见程序3—6。工厂类(Creator)角色：是工厂模式的核

心，含有与应用紧密相关的逻辑。工厂类在客户端的直接调用下创建产品对象。

抽象产品(Product)角色：类工厂模式所创建的对象的父类。具体产品

(ConcreateProduct)角色：工厂方法模式所创建的任何对象都是这个角色的

实例。不同的参数传入时，工厂类就会创建不同的设计单元。

程序3-6简单工厂模式产生“产品”程序

工厂美： ；Iatem_CreateTool

抽象产品角色：XFormltem
具体产品角色：Xform_Staticlmpl、Xform_TabBoxlmpl、Xfo札Buttonlmpl，Xform_Combolmpl
工厂类创建产品过程
XFormltem‘Xltem_CreateTool：：Createltem(Iong nltemType)
{

XFormltem‘pltem=NULL；

switch(nltemType)
{
case ITEM_STATIC：

／／创建Static
pltam=flew Xform_Staticlmpl；
Ⅳ其他代码⋯．
break；

case ITEM_TABBOX：

⋯}
[etum pRem；

l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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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ndo和Redo操作的实现(Command模式)

将一个请求封装成一个对象，对请求排队记录，并支持可撤销的操作。这种

模式为Command模式‘221。其关键是一个抽象的Command类，定义了一对执行、撤

销操作的接口。具体的command子类实现这两个接口。执行操作可以在实施操作

前将状态保存起来，在撤销操作时可以利用这个状态来取消该操作的影响。执行

的命令被存储到一个历史列表中。可以通过向后和向前遍历这一列表来实现数量

不限的“撤销”和“重作”。模块中各操作类关系如图3—6，主要程序说明见程

序3—7。

F————————————]匪画画一一#骘
匕二二===二二=] 一囝3-6操作类关系及Xoperator Manager接口

程序3-7 Redo和Undo操作

保存一次操作：SaveOperator()：
撤销一步操作：UndoOperator()；
重做一步操作：RedoOperator()；
查询是否可撤储操作：CanUndo()：
查询是否可重做操作：CanRedo()：
SaveOperator(Xopemtor‘pOperator)
{
Ⅳ首先清空Redo列表
m_RedoLtstfleamllO；
／『捧作保存到Undo列表
m_UndoList．addltem(pOperator)；

}
RsdoOperator()
{
Ⅳ重儆一次操作。首先获取Redo列表尾元素
Xoperator_Base’pOperator=m_RedoUst．back()；
Ⅳ重做操作
pOperator->RedoO；
Ⅳ更新Undo列表
m UndoUst．push_back(pOperator)；

)

3．4．5 FormEditor类

在具有了设计属性的控件单元即设计单元的各属性和操作被实现后，

FormEditor类作为响应用户各种操作的平台，封装了用户对控件进行各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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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处理函数。这些处理函数对模板中的基础函数、设计单元的扩展函数以及

各类Tool和Operate进行

圈3-8左键弹起响应流程 围3-9左键拖动响应流程

(4)创建控件到窗口(图3-10和3—11)

(5)粘贴操作说明：粘贴剪贴板数据到窗口，并且这些控件想对原始的控件

有一个相对位移，从而尽量

保证这些控件不重叠。在多

次粘贴时，下一次的控件相

对前一次有一个相对位移，

因此，在完成粘贴动作时，

只需置刚刚粘贴到窗口的控

件为选中状态，然后拷贝这

些控件到剪贴板，保证以后

每次粘贴时，控件只需相对

剪贴板中控件有一个相对位

移就可以。

I一一半t__tt^z^
_P-^

i

[二二二二] ⋯
I ■{■T．¨¨¨#■E 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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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10创建控件类说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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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特殊功能控件的实现

(1)TabBox控件

该控件是容器控件，可以有多页窗口，

可以拥有子控件，子控件能直接创建到相应

的页面上。同时子控件也可以是容器控件，

是一个递归的过程。当鼠标点击到切换页面

区时，控件利用递归算法，调用API实现了

设计过程中的换页功能，这样在很大程度上

方便了用户使用页面框设计自己的界面。

该控件各部分组成如图3．12所示

(2)GroupBox的实现

图3-1 2 TabBox控件

图3-11创建控件响应流程

图3-13 GroupBox控件

控件GroupBox如图3．13所示，它将一组控件用一个控件来处理，由预先定

义好的行和列来自动排列控件，每个控件的大小相同。为了更灵活的排列控件，

可以把各个子控件单独排列，整体管理。这样每个控件的大小和位置都可以自由

调整，实现诸如排列文字不等长等要求。

和TabBox相同，GroupBox继承基类HitTest函数的基础上扩展了特殊的功

能。比如当子控件整体处理时，设计时的特性和一般控件相同，不用做特殊处理。

当子控件孤立处理时，HitTest函数就循环测试每个子控件。为此，需提供一些

特殊的函数，如IsSolo定义子控件是否孤立处理，GctSclCount定义获取选中的

子控件个数(子控件孤立处理时才有效)。

具体实现时用一个long型值的每一位来标识每一个子控件的状态(选择状

态)，可管理32个予控件。

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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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流程建模的设计与实现

4．1工作流过程模型

工作流过程模型一般采用活动网络图【231来描述，一个工作流过程可以看作是

由节点(环节)和流向(连接线)组成的有向图。在此基础上，增加“状态”和

“条件”两个概念来增强过程

模型的语义，使其通过实现足

够复杂的过程逻辑来满足用

户的需求。节点包括任务节

点、逻辑接点和标志节点，任

务节点包括人工型活动、自动

应用和子过程：逻辑节点包括 囝4—1工作流模型图

与节点(AND—node)、或节点(oR—node)，标志节点有开始和结束节点，如图4—1

所示。

4．1．1节点(环节)

任务节点代表了实际工作中的活动与任务。包括原子级的“人工型活动”、

“自动应用”以及非原子级的可分解的“过程”。

人工型活动：需要人的参与来完成的工作任务。工组流执行者从自己的工

作列表中选择执行，执行完成以后，对该活动进行提交，返回一些必要的活动处

理结果。

自动应用：不需要人的参与、直接由工作流管理系统激活相关应用来执行的

活动(例如发送邮件通知)。

过程、子流程：作为组成工作流过程的最基本的原子级单元，“人工型活动”

与“自动应用”是不能被进一步分解的。但是，当我们的过程比较复杂，涉及的

环节比较多。这些基本单元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活动网络图的节点数就会不断

膨胀。影响工组流设计者对过程的理解。我q]iJI入子流程的概念，把某些关系紧

密的活动集合起来，在图上以一个节点表示。

逻辑节点包括：表示工作流执行的分叉和同步的与节点；表示工作流执行的

路径选择和合并的或节点；与其他工作流系统的交换节点的外部交换节点。

标志节点有两种类型，分别是“开始节点”和“结束节点”。它们主要起到

一种标记性的作用。一个流程正常开始执行时，最先被激活的必须是“开始节点”，

然后由“开始节点”去激活后续的节点；“结束节点”没有后续节点，一旦“结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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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节点”被激活，则标志着整个流程的结束。

4．1．2连接线、状态与条件

连接线表示节点间的顺序关系，是位于节点之间的有向线段，它从前趋节点

指向后续节点。“状态”是工作流执行期间的属性，在建模阶段明确提出它，是

为了解决活动网络图在状态表达方面的能力欠缺的问题。活动网络图隐去了节点

的部分可见状态，因而造成了模型在语义表达上的模糊，使过程模型的表达能力

不足。条件定义在控制连接线上，用以决定过程中的活动在不同情况下所要进行

的不同处理方式，决定了在工作流执行过程中所实际选择的由开始到结束之间的

路径，不同的执行情况将造成工作流数据的不同，从而使不同的条件连接线发生

转移来激活不同的后续节点。

“状态”和“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图中的一种不可见的隐式表达，是模型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使网络连接图拥有了状态表达能力，使模型变得更完善。

由以上的“节点”、“连接线”、“状态”和“条件”元素构成了工作流模型中

的过程模型，它们以平台流程建模工具的形式提供给用户使用．以建立不同的工

作流模型。“节点”和“连接线”以工具栏的方式出现，“状态”和“条件”以属

性设置的方式出现。

4．1．3流转模型

(1)顺序型(sequence)

顺序型，是最为简单，也最为容易理解的模型。按照预定的任务列表(Task

A，Task B，Task c)，有序的执行。
(2)与分叉(ANO—split)

其实就是并行，涉及到流程的分支概念。就是说在流程运行过程中。因为不

同的条件或情况，或者处理的业务需要多部门(多任务)分开处理，而产生了流

程分支。
(3)与合并(AND—join)
(4)或分又(OR-split)：选择执行一个或多个分支(比较复杂)。
(5)或合并(0R—join)： 与或分叉对应(比较复杂)。
(6)循环执行

一个或一组活动反复地被执行直到满足某个条件，活动后蘧的或节点有两个

输出弧，其中一条弧上关联有条件表达式，它表示重复条件．当该条件为真时，

重复执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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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工作流模型的实现

4．2．1基于关系结构的工作流引擎

所谓基于关系的工作流引擎124]指的是上面所述的工作流引擎模型全部通过

常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来表达；控制工作流引擎运作的各种程序逻辑也是通过

DBMS所提供的存储过程、包以及触发器等机制来实现；同时，事务的并发控制

也通过数据库系统所提供的机制来实现。

从技术角度来说，使用关系结构来表达工作流引擎中的数据模型可以降低工

作流引擎开发过程中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具体表现在：(1)与工作流引擎相关

的各种控制数据(包括业务活动的状态数据)可以存储在数据库系统中；(2)与

此相关的数据的完整性可以由数据库管理系统来维护；(3)利用关系结构可以方

便地定义工作流引擎中的各种数据格式和数据结构；(4)可以方便地利用数据库

管理系统提供的各种I)ML语句来操级工作流引擎所需的各种数据。

从业务基础平台集成统一的角度来看，在同～数据库环境下为开发者提供一

个基于关系结构的工作流引擎，可以降低开发应用的难度，与平台做到无缝的集

成。目前现成的工作流产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与对外部工具的集成功能。部分

产品还提供了基于表单的应用逻辑的定制和开发环境。但是，外部工具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决定了对外部工具的集成难以做到无缝：而工作流产品内建的开发工具

除了与流行的开发工具不兼容外，其开发功能往往都比较简单。因此，对于简单

的应用(例如公文流转、订单的审批等)，这些产品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是开

发关键业务的应用系统(特别是行业应用系统)，现有工作流产品所能提供的开

发功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集成在业务基础平台中的工作流引擎设计不仅应遵

循够用、灵活和低成本的设计原则，实现主要的功能和特征，而且要在设计工作

流引擎时主要考虑对其数据模型的定义和解释、活动之间的协调以及任务的分配

和控制等功能提供支持，而不支持其它独立工作流系统必须具备的诸如内建

(buiIt—in)的应用开发工具、对应用数据的定义和完整性维护和完善的异常处

理以及长事务控制等功能。

新西兰Massey大学的Ta99125】等学者对工作流引擎的描述曾经使用过“轻量

级”这一术语，但其侧重点在于如何构造一个“瘦客户端”。我们的侧墓点则是

设计一个充分支持工作流特征的小型内核，它可以无缝地嵌入到我们所要设计的

业务基础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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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流程控制表

在工作流引擎中，业务规则可以分解成活动的前依赖规则和活动的后转发规

则。活动的前依赖规则指明相应活动的启动条件，启动条件是通过相应活动的直

接前趋活动以及相应的状态标志来表示的。前依赖规则包含顺序、与汇聚、或汇

聚和投票汇聚四种规则。活动的后转发规则是指当前活动所对应的任务结束后该

启动哪些后继活动，后转发规则包含顺序、或分支和与分支三种规则。图4—2中

的PRE—RULE表、ROUTING—RULE表以及ACTIVITY表中的ACT_TYPE和RULE_APPLIED

等字段联合表示活动的前依赖规则和后转发规则。

图4—2工作流控制表

由于我们将各种汇聚活动单独抽取出来，因此可以用很简洁的关系结构来表

达活动的前依赖和后转发规则。首先ACTIVITY表中的RULE_APPLIED字段指示相

应活动应该采用何种规则判断准则，它可以有四种取值：DEFAULT、

USER—DEFINED—PRE—RULE、USER_DEFINED—POST ROUTING RULE和USER—DEFINED

-BOTH_RULE。DEFAULT表示由工作流引擎自动根据PRE 表和_RULE ROUTING RULE

表来进行规则检查。考虑到业务规则的多样性，本文提供了自定义方式来表达那

些无法用缺省规则表示的特殊业务规则，ACTIVITY表中的EX PRE RULE FUNC和

EX—POST—RULE—FUNC分别指定了前依赖和后转发规则的自定义调用接口。自定义

业务规则的行为完全由相应的程序确定。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业务规则都可以直

接通过DEFAULT方式表达。因此本文将讨论在DEFAULT方式下前依赖规则和后转

发规则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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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后转发规则主要通过表ROUTING—RULE表示，后转发规则可以用如下

四元组来表达：Post—Routing～Rule=(PRE ACTjD，CURR_ACTjD，COMPLETION

—FLAG，NEXT—ACT-ID—LIST)其含义是：在当前活动的ACT-ID为CURR—ACT—ID的

情况下，如果当前活动的前趋活动的ACT—ID为PRE～ACT—ID并且当前活动的结束

标记为COMPLETION—FLAG的话，工作流将流向由NEXT—ACT_ID—LIST所指明的后

继活动。前依赖规则需联合PRE—RULE、ROUTING～RULE和ACTIVITY共同表示，前

依赖规则可以用一个三元组来表达，即：Pre—Dependency—Rule=(PRE ACT—ID，

CURR ACT—ID，PRE_DEPNT_SET)。PRE—DEPNT_SET为前依赖活动集，其中的每～

个元素又可以用另外一个三元组来表示：Element—Pre—Depnt—Set=

(DEPNT—ID，DEPNT—ACT—ID，DEPNT～ACT—STATUS)。Pre—Dependency—Rule的含义

是：由前趋活动PRE—ACT_ID流转过来的当前活动CURR—ACTjD能否启动取决于

前依赖活动集PRE—DEPNT—SET中所包含的那些活动是否已经到达各自应该到达

的结束状态DEPNT—ACT—STATUS。可以看出，只有在前依赖活动集中出现的那些

前趋活动才可以联合构成对当前活动的约束关系，如果某个前依赖规则三元组中

的PRE_DEPNT sET为空集，则表明由此前趋活动流到当前活动的流转过程跟其他

前趋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与此相应的当前活动可以立即启动。

4．2．3任务队列和任务指派

一个活动可以同时具有多个实例，即任务，这些实例可以是属于同一批次的，

也可能属于不同的批次，流水号SERIAL NO用来标识任务所属的批次，所有属于

同一批次的任务具有相同的流水号；不同的任务之间则通过唯一的TASK_ID进行

标识。

任务队列To-Do_TAsK．LIST用于记录那些已经创建但尚未完成的任务，位于

任务队列中的任务具有四种状态：(1)PENDING，任务正处于“与汇聚”同步状

态，即正在等待其它相关的前趋任务的结束：(2)wAITING，任务已经就绪。处

于“等待处理”的状态：(3)PROCESSING，任务处于“正在处理”的状态：(4)

PAUSING，任务处于“暂停”的状态。

已完成任务队列HAVE_DONE_TASKS用于记录那些已经正常结束的任务，

COMPLETION_FLAG表示相应任务的结束标记。STAFF—ID表示执行此任务的实际人

员，GRANTORjD若不为空，则表示此次任务的执行过程是经过授权的，GRANTOLID

指明相应的授权人员。任务指派是指依照何种准则将任务分配给具体人员来执

行。只有常规交互活动才涉及到任务指派的问题；其他活动或者在前台不具备实

际的应用逻辑，或者由工作流引擎自动调用．因此与任务指派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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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机构模型和信息模型中的许多表和字段将联合用于工

作流引擎的任务指派，其核心表结构为ASSGN—RULE，每一个常规交互活动在

ASSGN—RULE表都对应一条记录。BASED．ON指明任务指派的基准，它可以取如下

四值之一：(1)DEPT BASED，基于部门进行任务指派．DEPT ID用于指定执行此

活动的部门；(2)TEAM_BASED，基于团队进行任务指派，TEAMjD用于指定执行

此活动的团队；(3)ROLE_BASED，基于角色进行任务指派，ROLE—ID用于指定执

行此活动的角色：(4)USER—DEFINED，基于自定义的方式进行任务指派，Ex FUNC

指明相应的自定义执行程序。

4．3系统实现

4．3．1建模功能

流程建模工具就是在业务基础平台中我们用来描述一个业务流程模型具体

流转中所涉及到的各元素的语言符号。用户利用建模工具，在可视化的界面下建

立过程模型，即工作流的控制逻辑。系统除了提供各节点和连线的代表图形外，

还提供了对这些元素的操作功能。如：

(1)选择节点：单击节点图标，节点图标周围出现一个方框，表明己选中。

(2)移动节点：鼠标移动到节点的上方，按下鼠标，鼠标变成移动形状，移

动鼠标到指定位置，放开鼠标，节点就会移动到新的位置。

(3)复制粘贴：选择好要复制的节点，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复制】按钮，

该节点就会复制到剪贴板上。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粘贴】按钮，剪贴板上的节

点就会粘贴到业务过程图上。

(4)删除节点：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删除】按钮，当前选择的节点就被删

除。

(5)链接节点：点击业务过程工具栏上的【连线】按钮，将鼠标移动到业务

过程图，在起点上按下，移动鼠标，从起点向外会有条连到鼠标位置的线拉出，

到终点上放下鼠标，在起、终节点之间就会有一条线将这两个节点连接起来。

(6)选择链接线：用鼠标单击链接线，如果链接线变成红色，就表明链接线

已被选中。

(7)删除链接线：选中要删除的链接线，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删除】按钮，

当前选择的链接线就被删除。

(8)撤销恢复：在业务过程图上所进行的任何编辑操作都可以撤销。并且

被撤销的操作也可以恢复。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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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节点类的设计

(1)类的继承体系

如图4·3所示，XflowNode是一个所有节点的基类。由XflowNode派生出过

程模型中的各种节点，包括开始节点(XstartNode)、结束节点(XEndNode)、人

工节点(XManulNode)、自动节点(XAutoNode)、分支节点(XOrNode)、汇聚

节点(xjoinNode)、交换节点(XexchangeNode)和子流程(XsubFlow)。

图4-3流程节点类关系

(2)接口与XFlowNode 日元素基类设计

程序4-1 XFIo州ode项目元素基类

Bool Create(HWND hPamnl'DWORD dwStyle)； ／／外界传入的按钮命令
Void OnToolBat(UINT nButtonlD)：Ⅳ外界根新按缸命令
UINT OnUpdateToolBar(UINT nBuIconlD)；
公共接口：
void OnDraw(HDC hDC)；
booI HitTest(POINT&point)；
void MoveWindow(LPRECT IpRect)；
40id GetWIrdowPo弓(LPRECT IpRea)；
boof GetSeleered()；
booI SetSelected(bool bSek；cted)；
booI OnSetCursor(POINT&point)；
long GetType()；
booI GeUointPoint(POINT&polnl)：
virtuaI inl Se蒯ize(char。IpBuffer,booI bWdte)；
int SetData(LPNODE lpBulfer)；
jnl GetDaIa(LPNODE IpBuffer)；
保护接口：

¨显-示无素
∥鼠标位置测试，是否点中了元素
n穆动位置
“获取位置
Ⅳ是否选中状态
／，设置选中状态
Ⅳ设置鼠标形状
∥获取类型
Ⅳ检查是否是可以划线的连接点
Ⅳ保存．还原图形信息
Ⅳ设置IpNode节点逻辑数据结构体指针
Ⅳ获取节点信息

硐

业

彤

∞～：
点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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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g rll』Ident；
long m—n Iype：

long m nJO|n{PointSts；
im m—nJoJntPoints；

分支：输出点个数=m nJointPoints一1

合并：输八点个数t m nJointPc)ints一1

XflowLink‘m pFIowLink；

POINT’m_lpJointPoints；

Ⅳ连接点状态最多表示32个
∥连接点个数

∥连接到谊环节上的所有连接线
Ⅳ各个连接点位置，发生变化重新计算

(3)XstartNode：开始节点

继承XflowNode，整个流程有且只有一个开始节点，在工具条上不提供该节

点工具，而是在工作流图上预置～个开始节点，可以修改其属性。其它如结束节

点XendNode、人工节点XManulNode、自动节点XautoNode、与节点XAndNode、

或节点XOrNode、交换节点XexchangeNode和子过程XsubNode。

4．3．3连接线类

程序4--2连接线娄接口

Class XlbwUnk类定义公共接口：
Void OnDraw(HDC hOC)；|1显示丸素
bool HitTest(POINT&point)； ／／鼠标位置测试，是否点中了元素
void MoveWindow(LPPOINT pFrom：LPPOINT pro)；t'／移动位置
bool GetSelectedO；
booI SetSelected(bool bSelected)；
booI OnSetCuPsor{POtNT＆poinl)：
inl GetMovePoinlfPOINT&poinO；
virtuaI inl Serialize(char’IpBuffer,bool bwnle)

inf SetData(LPLINK IpBuffer)；
int GetOeta(LPUNK IpBuffet)；
会有变量：
瑚owNode‘m oStart；

ⅫowNode+m_pEnd；
lm m nStartPoint；
Jnlm nEndPoim：

私有变量：
LPPOINT mJpPoint；
booI m—bSelected；

∥是否选中状态
Ⅳ设置选中状态
“设置鼠标形状
Ⅳ检查是否是移动顶点或移动整个线
∥保存、还原图形信息
Ⅳ设置节点信息
“获取节点信息

∥开始指向的环节
Ⅳ结束指向的环节
Ⅳ开始指向环节的输出节点的索引
Ⅳ结束指向环节的输入节点的索引

Ⅳ线上的点，一条线上至少有两个点

设计链表XnodcChain指向XflowNode，由XflowLink派生出控制连接线

XcontrolLink和数据连接线XdataLink。为保存结果，要用两个链表分别保存节

点信息和连接线信息，子流程也是完整的流程，也需要用两个链表来保存节点信

息和连接线信息，其实整体上是“一棵树”的关系。

4．3．4界面模块类

XworkflowEditor对工具条动作处理如下，首先获取当前选择的工具条项目；

如果当前选择的工条项目与上一次选择的工具条项目相同则返回，并且设置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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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选择的工具条为不选中状态；设置当前选择的工具条项目为选中状态：根据选

择的工具条项目类型显示不同工具栏、设鹭标志和刷新窗口。

4．3．5工作流流转实现

启动工作流实例，调用InitTask()实现。工作流的第一个有意义的环节的

前一个环节是开始节点，这样的环节只有一个，因此启动工作流实例只需要查询

到该环节(SQL查询)，在任务表中(TO DO TASK)生成该条记录，置该条任

务状态为与等待处理状态。处理结果：在TO DO TASK表中生成响应的记录。

任务状态转换，调用SwitchTaskStats()实现：

等待汇聚状态：合并节点时才有该状态；等待办理状态；在办理状态；暂停

状态；完成状态

处理结果：更改TO DO—TASK表中响应任务的TASK STATUS字段。

获取任务列表：查询状态为等待办理状态、在办理状态、暂停状态的所有记

录(查询在工作流引擎内部实现，提供GetFirstTask()和GetNextTask()接口

供外部调用)。该操作不对数据库表做增、删、改处理。

结束任务：置当前任务为完成状态，同时分配后续任务。任务分配规则是根

据ROUTING表和POSTRULE表查询到要转发的环节，对于确定了要转发对象，

弹出对话框提示用户确认，但不允许用户更改选择；如果不确定转发的对象，列

出所有可以转发豹选择，让用户来处理。对于已经分配的任务进行依赖检查，确

定其是等待汇聚状态还是等待处理状态。

处理结果：在历史表中TASK HISTROY添加记录，删除TO DO TASK中

该任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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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可定制打印表单的设计与实现

报表设计主要是完成报表的排版功能，类似于word中的画表格排版技术。

包含的功能有表格的创建、拆分、合并、设置单元格边框、设置单元格底纹及背

景色、设置单元格格式、报表图案，进行查询统计、简单公式计算和自动分页等。

5．1主要数据结构说明

整个模块数据结构的设计主要体现在如何表现表格才能更方便的实现表格

拆分合并，拖动边框等功能。表格的数据结构为一个二维数组，用来存放每一个

单元格。具体体现在程序5．1。

程序5-1打印模扳数据结构说明

class XSheetTable：public XSheetltem

{
XllemNodeAmay m_vecArrltemNode；『『袁项二维数组，驶入二维数组的是一个XltemNode对象
vector<long> m_vecRowPos； Ⅳ行列位置信息
vector<kjl、g> m_vecColPos；)

)

单元节点实现代码如下
crass xltemNode

{protected：
XLpltem mJpltem；
DwoRD m_dwUnite；
XvecBorder m．．vecBorder；

)：
Ⅳ表项基类class XSheetltem

f friend class XSbeet'rable；

public：

×SbeetItemO；
virtual—XSheeUtemO；

protected：

Iong m_nType；

long m_nldent；
RECT m JIcRect；
oIⅣI)RD m dwSt,／te；
XSheetltem 。m IpParent；
DWORD 111_dw／Uign；

H基苯串元格指针
／／,存-放合并及坐标信息
”存放速框信息，在主单元存放所有单元的信息

Ⅳ项目类型，XSLTYPE．JTEM⋯．
Ⅳ唯一蝙号
／／跨tJt．范围， 以TWlP为单位，
／／凰．格类型，XSUS_ACTIVE
il所曩父氧
“畸莽亩式

XsheetTable对应于表单上一张张具体的表格，XitemNode是表格二维数组

中的一个单元，主要是包含一些合并拆分信息及基本单元内容，存放合并及坐标

信息的主要是DWORD m dwUnite，如果该单元是合并其它单元的单元即主

单元，则最高位置l，否则为零。m—dwUnite的O·8位表示“，9—16位表示cy。

当该单元为主单元时cx。cy分别表示在横轴和纵轴上合并的单元的个数。当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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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辅单元时cx，ey表示该单元在相应主单元中的位置。XsheetItem为基本单元

的基类，主要包含位置、对齐、风格等等信息。

5．2表格拆分与合并说明

表格的拆分主要体现在修改表格的边框、拆分合并标志和基本单元的位置信

息。修改表格的拆分合并标志及修改边框主要是修改XItemNode中的相关信息。

修改基本单元的位置信息主要是修改XsheetItem：：m rcRect变量。首先得到拆分

行或列，再根据水平拆分或竖直拆分进行变量设置，进行添加行或列的操作。拆

分完毕后，对拆分线没有经过的地方，设置合并单元组。

同表格拆分，表格合并主要修改相关单元的拆分合并标志及基本单元的位置

信息。首先，算出x和Y方向单元个数．设置边框信息，修改合并标志，位置．

边框及辅单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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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业务基础平台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应用

6．1规划管理信息系统背景及历史分析

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即UPMIS[26】起步于90年代中期，围绕“一书两证”业务，

从开始的侧重文档的管理，发展到与空间信息一体化管理模式；从采用FOXPRO、

dBASE等数据库收文、发文、办文等管理技术，到采用面向对象和网络技术，

基本实现了城市规划管理业务联网办案和图文档案管理一体化。其发展过程经历

了文档管理、辅助办公、图形为主、办文为辅和图文一体同步流转三个阶段。经

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UPMIS已经能够实现对图文信息的集成管理，基本解决

了规划行业的“一书两证”项目审批办公自动化问题，在简化办案过程、缩短审

批周期、减少办案差错、促进廉政、勤政、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UPMIS开发与建立的实践也表明，由于不同地方、不同单位的业务运作

千差万别，同一单位内也经常发生着机构调整、业务职能重组、系统功能扩展等

需求变动，原来主要是采用项目工程式的软件开发维护方式已经不能及时响应用

户的需求变化，已经给系统的维护与持续发展造成极大麻烦。系统直接应用到另

一个用户单位，需要进行重新设计和编码，缺乏灵活性和通用性，系统的普遍性

较差【27】。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信息化技术在规划管理部门的应用，研究规划管

理信息系统新的开发和维护模式，开发可重用性、可维护性、可扩充性和柔性较

强的业务基础平台已成为时势所趋。

6．2规划业务建模

利用业务基础平台完成城市规划业务审批模型，可从四个方面实现建模：

(1)组织机构建模，即定义出机构的部门设置、职务和人员构成：

(2)在计算机上实现业务办理的用户表单；

(3)实现业务办理过程的工作流程；

(4)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的各种打印输出报表。

首先，通过组织机构建模，描述完整的城市规划局的部门、职务和人员组成。

然后创建具体的业务，如选址意见书、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

在创建业务时，定义该项业务的工作流程，工作流程由环节和流向组成。最终产

生的模型存放在系统元数据库中，驱动模型产生的业务数据则存放在业务数据库

中．因此，人员和组织机构设置。即定义部门、角色、人员、职务、工作组：定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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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业务，即操作界面、工作流程、打印输出表单的设置。最终创建出来的城市规

划业务模型的逻辑结构如图6．1所示。

田6-1城市规划业务横型示意图

6．2．1系统中用户的组织——组织机构建模

业务基础平台提供了对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组织机构的建模能力。在此平台上

可以非常轻松地定义城市规划局的部门设置、角色和每个用户，并为角色和用户

定义相应的操作权限。

(1)部门设置

通过部门设置功能。系统实旋人员或管理员可以定义出规划局所有部门的名

称，根据需要，可以把部门排序显示。

(2)角色设置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平台设置角色的名称，角色所处的部门，角色的审批权

限和操作权限。根据要求，角色可以捧序显示。其中审批权限通常与规划局的职

务角色相映射，可以设鹭为如下：

不参与审批——一般指规划局不参与任何审批的普通工作入员；

窗口登记权——一般指窗口或报建中心的工作人员；

经办权——一般指业务科室的业务经办人员{

审核权——一般指业务科室的负责人：

核定权——一般指总工或主管副局长：

最高核定权——一般指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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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组织结构设置 图6-3业务定义

由于以上权限反映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职务角色，因此是互斥的，即角色不能

既是处长，又是普通经办人员，两者只能居其～。例如在用地处，可以定义其处

长角色、经办人角色。对处长角色的审批权限设置为审核权，而对经办人的角色

权限设置为经办权。操作权限确定了角色所具有的计算机系统操作功能的组合，

针对城市规划领域，业务平台设置了如下原子操作：

用户管理权——可以定义系统用户，并维护用户信息，一般此权限归管理员

所有；

项目管理权——可以对进入系统的任何项目进行干预，如改变项目的审批环

节、更改项目的审批指标等，具有该权限的角色同时具有特事特办权，即可以跳

过流程转到任何业务环节；

业务管理权__—具有此权限的角色可以定义新的业务，并修改业务属性，此

项权限一般归管理员所有；

法规监察权——具有此权限的角色具有对审批项目的法规监察能力，以及项

目督办功能：

打印发证权——具有此权限的角色可以制证、打证：

查档权——具有此权限的角色可以调阅各类档案，但对档案调阅的内容受到

其所处角色的约束，如窗口人员虽然赋予查档权，一般只能查到档案的概要信息；

图档查阅权——具有此权限的角色可以调阅并查询GIS空间数据库资料，至

于可查询的图档内容和查找方式，由系统管理员在图档配置中进行设置：

图档修改权——具有此权限的角色可以对GIS空间数据进行修改，如划拔

地、建筑物的修改等。但是具有此权限的角色并不是对所有的图层都具有相同的

修改权限，对哪些图层具有哪些修改权，受到具体业务和角色的限制，例如，在

选址阶段。只有用地科(处)的经办人才有对选址图层的修改权，其他角色一般

不具备此项权限。

通过对上述原子权限的组舍，可以获取多种系统操作功能集，以满足不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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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对系统操作功能的不同要求。

(3)用户(人员)设置

用户设置的内容包括：用户名称、登录名称、所属角色、登录密码、在职状

态、注册时间、能够办理的业务清单、用户的权限等。根据要求，用户可以排序

显示。当用户的角色发生变换时，对应原来属于该人员办理项目可以有两种处理

办法：一是按该用户原来具有的角色权限继续处理；二是通过系统管理员的干预，

把该项目传递给具有与该用户原角色相同的其他用户，系统将在流程明细表中自

动记录系统管理员的干预时间和传送过程。

(4)工作组

针对某项具体的业务，可以从已经设置的角色和用户中选择一部分出来，构

成工作组。例如，对于选址业务，可能涉及到的科室有：窗口(报建中心)、用

地处、市政处(协办)、总工室、局长室等，把这些科室有关的角色或用户选择

出来，如：窗口登记人员、用地处处长、用地处经办人、市政处处长、市政处经

办人、总工、主管副局长、局长等角色等，组成针对选址业务的工作组，在该工

作组中，可以进一步细分每一个角色的具体职责。

6．2．2定义业务

(1)新增业务

根据城市规划局的应用，使用业务基础平台创建各种业务，如图6．3所示。

在创建业务时，除了要给定业务名称外，还可以设定业务的编号规则和证号

规则，其格式中可以包含两组掩码。第一组掩码表示的是服务器时间的年份，第

二组掩码表示是序号，序号的默认起点是、0001。系统管理员可以设置该项业务

的起始编号，或跳号以预留一些证号。需要指出的是，在业务中规定的时限是总

的时限，具体到每一个环节的时限，将在业务流程定义中进一步细化。图6-4是

厦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数据。

图6-4项目及其状态标记

(2)调整已创建的业务

当系统投入运行后，经常会发生针对某项业务的一些调整．如办理时限、申

报材料等，都是经常发生变动的部分。对已经创建好的业务，可以通过“修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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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功能，调出其业务修改界面，如图6．5所示，从中修改原来的定义内容，如

编号和证号规则、办理时限和申报的材料清单等。一旦调整完毕，马上在新登记

的项目中反映出来，已登记正在办理或已办理完毕的项目仍然遵守旧的规则。

图6-5修改已定义的业务 圈6-6界面内窖定义工具集

6．2．3定义工作内容

城市规划项目报批过程中，通过填写各类表单来反映项目的申请要求和审批

情况，即项目办理的工作内容。项目受理和审批表单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即建设单位提出的申请要求，以及规划管理部门的审批指标和意见。通过计算机

实现时，把建设单位的申请表以登记界面实现，通常运行在收件窗口；把规划管

理部门的审批表用办理界面实现，通常运行在业务科室。

某些业务需要经过多个业务科室审批，有些科室为主办科室，其他科室为协

办科室，无论如何，各个科室所填写的审批表内容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有不同的

办理界面。通过计算机系统审批业务时，这些界面会自动归并为一个综合的界面，

使得各个科室的业务审批人员可以方便地互相查看各自的审批内容。

(1)用户界面的生成和设置

通过调用“新增用户界面”功能，可以增加新的用户界面，界面类型有“登

记界面”和“经办指标界面”两种选择。界面设计引辈部分如图6．6所示，提供

界面类型的定义工具。

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还可以进一步设置其他属性，如对于字符型，可以设

置其最大长度和是否多行显示：对于掩码类型，可以设置其为字符型掩码还是日

期型掩码，掩码的长度和掩码的模式等；对于数字类型，可以设置其为整数、小

数、还是定点小数，如果是定点小数，可以再进一步设置其小数位数，是否需要

正负号，以及是否需要分段显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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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成相应的数据库表结构(模式)

在完成界面内容的设置后，保存所创建的界面。在保存界面时，将发生两件

事：首先将把界面的设置规则保存到元数据库表中：其次，系统将根据界面内容

产生相应的业务数据库表格(数据库模式)如图6．7所示。

系统将根据界面部件的内容确定与之对应的数据库字段的内部ID号、别名、

数据类型和字段长度。

固6—7界面保存殛生成数据库模式

(3)性能和数据安全考虑

由于操作界面都是通过解释元数据库中的规则，由平台驱动引擎动态生成

的，因此与直接采用Visual Basic、Delphi等4GL语言[28】不同的是：系统占用极

少的资源，保证在较低配置的计算机系统中具有很高的运行效率。实际上，整个

平台的可执行文件，包括其动态连接库(DLL)等都采用Visual c++编程实现，

某些核心部分．如界面规则的解释和生成．也采用极为紧凑的标准C编程，因

此可以保证系统运行时对界面的解释和展现具有极高的效率，在PII以上的微机

中，令使用者完全感觉不到迟滞现象。

系统把在办项目和已办项目存放在不同的数据库中。由于已办项目库随着时

间的推移将不断膨胀，当数据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带来运行效率的降低，以及

更大的安全隐患。而在办项目库在系统稳定运行后，一般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显著的变化。把这两个库分开，可以保证系统的运行

效率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同时提高已办项目库的安全性，即不易损毁，不

易泄露。虽然分开存储，但通过平台驱动引擎，在办项目和己办项目作为一个整

体使用，两者的数据来往自如，在项目检索和关联时，两者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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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定义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确定了完整业务的实现过程。业务的调整经常体现为其工作流程的

变化，因此工作流程是系统中容易发生变化的部分。业务基础平台提供了工作流

程创建和修改的完整工具集．如图6-8所示。

圈6-8业务工作流程定义

业务工作流程由环节和流程组成。与一般的工作流平台有所不同的是，业务

基础平台中工作流建模部分把环节看作对象容器，把流程作为该对象容器所包含

的、能反映其状态变化规则的对象，即流向对象。由于对象容器本身是～种特殊

的对象，因此模型中的所有组件都是对象。采用对象来组织模型，并通过对象状

态变化来反映工作流程的转变，体现了业务基础平台面向对象建模的内涵。

由于工作环节是一种特殊的对象，是用于容纳其他对象的容器对象，因此能

够通过对象建模语言对其进一步展开描述。作为容器对象，可以容纳其他对象，

即插入、导入其他类型的对象。正是基于这种机制，采用面向对象、基于规则(如：

ArcGIS Geodatabase等)技术建模的空间数据对象也可以无缝地集成到环节中，

包括公文系统、档案资料、多媒体资料等在内的多种对象也都可以集成到环节容

器中。

系统提供的流程描述工具包括：流程对象选择工具、环节对象生成工具、流

向规则定义工具、流程组合／拆散工具(用于支持并流、分流)、流程对象删除工

具、Undo／Redo、以及流程对象属性设置工具等。

(1)生成业务环节对象

使用环节对象生成工具增加业务环节对象时．将弹出如图6-9所示的环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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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属性设置对话框。通过这个对话框，可以设置环节对象的名称、关联用户角色、

正常办理天数、审批状态、相关操作、对应的操作界面和意见栏等。其中正常办

理天数是时限控制的唯一依据，通过该天数，系统将可以准确地感知业务的任～

环节是否超时，如发生超时，将向该环节关联的用户或角色发送催办提示。

业务相关操作包括正常传送、结案、退件、暂停办理等选项，这些选项反映

了对象状态的变化规则，反映在流程图上的环节对象具有不同的“管脚”。例如

在具有结案操作的环节，可以进一步规定其结案规则，即必须在局长核定的情况

下才可以结案等：没有这个操作选项的环节，根本就不存在向结案状态变化的可

能。由此可见，流程定义和这些相关操作选项是息息相关的，通过规则对状态进

行分类，在某些环节上忽略某些操作，可以有效地提高系统的响应性能。

图6—9环节对象属性设置 图6-10业务流向属性设置

(2)定义流向对象

在定义完环节对象后，环节之间的流向规则，或者说环节对象之间状态变化

规则，可以通过流向对象定义，如图6—10所示。在两个环节之间生成业务流向

后，其起始环节和目的环节都会自动设定好，无须系统管理员干预。系统管理员

可以进一步设定项目接收共享方式，以及该流向的约束条件。

根据业务基础平台构建的厦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目前共有八种项目接收共

享方式，前四种是基本方式，后四种实际上是前四种的组合。其中：

“所有审批入共享”是指该项目传送给某个角色时。具有该类角色的所有审

批人都能够收到该项目。例如窗口收件后发送给用地处处长，假设用地处有三位

处长(包括一名正处长和两名副处长)，则三位处长都可以看到该项目，直到其

中有某一位处长把该项目分派下去为止。

“选择一个审批人”是指项目必须指定具体的用户，才能传送出去。例如，

当用地处处长分派项目时，他必然要指定一个经办人，然后才能把项目派送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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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

“传给最近的审批人”通常发生在项目回传的情况，假设用地处有A、B、C

三位处长，且A处长把某个项目派送给了D经办人，则当D经办人办理完项目。

回传给处长时，应该回到A处长手上，这种情况即属于“传给最近的审批人”。

如果不是这样，项目回传给B或c处长，都有可能发生混乱。

“传给参与过审批的人”一般也是回传的情况，即若某项目既经过A处长，

又经过B处长审核，则回传时，A、B两位处长都能收到该项目。

其他四种情况是前四种情况的组合。业务约束条件是指为了使该流向生效所

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例如，当主办科室负责人把项目送给主管局长之前，必须

经过经办人的办理。增加这些约束条件，实际上使流程图具有一定的时序，即在

某些时刻某些流向是不能流通的，而在另一时刻这些流向是开通的。这有点类似

电路板上的控制门，满足某些条件时控制门打开，信号才能传输出去。可见，业

务建模平台定义的流程图不但在视觉上有点类似电路图，在运行原理上与电路图

也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前者是人机交互的模型，而后者则是用于控制电子信号的

精密装置。它提供多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是“与”的关系，即必须满足所

有的约束条件，该流向才能生效。

(3)并流、合流的实现

采用业务基础平台中的工作流建模部分实现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一个有利因

素是：可以实现多个科室在网上同时处理同一项业务，即并行操作，在工作流技

术中把这种情况称为并流。对并流的业务，其各个分支最终应能汇集起来，这种

情况称为合流。如果被选中的多个流向的起始环节相同，则发生并流。此时可以

由用户选择所有并流流向的一个或全部环节。例如在选址业务中，在窗口收件后，

可以一次发送给用地处、建设处和市政处，让这三个处同时办理同一个选址业务。

如图6一ll所示。

如果被选中的多个流向的终止环节相同，则发生合流。此时多个分支将汇集

到一个相同的环节。发生合流时，由第一支到达汇集点的流向确定最终汇集到的

具体用户，后续到达豹流向必须汇集到该用户手上，才能保证汇集成功。在所有

流向都到达之前。在汇集点的待办项目中暂时看不到该项目，以避免其他流向未

到达之前该项目被不恰当地处理。但是可以通过项目管理或查询工具获得的项目

信息中得知其各个分流的流向和汇集情况，如图6-12所示。

(4)删除流程对象

系统提供了删除流程对象功能，被删除的对象既可能是环节对象，也可能是

流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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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并流瀛程图 图6—1 2台流流程图

(5)工作流程调整和版本管理

工作流程发生改变时，业务基础平台对正在办理的项目可以有两种处理方

式：一种方式是调用版本化管理机制，使旧项目按旧流程继续办理；另一种方式

是通过系统管理员的干预，把旧项目的流程规则修改为新流程，旧项目按新流程

继续办理。后一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流程调整不大的情况，流程调整较大时。有时

无法实现新旧流程之间的转换，因而只能采用版本化管理机制。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保证了工作流的更新接替不会造成原有数据的阻隔或

不连续，以妥善处理新旧工作流调整过程中老工作流的延续、新工作流的启用、

新老工作流的并行使用。

6．2．5定义打印表单

对于“一书两证”办案过程中的输出表单，业务基础平台提供打印输出表单

设置工具，如图6一13所示。这些工具包括：打印表单对象选择工具、画线、静

态文本、表格定义、

布局工具(左对齐、

右对齐、上对齐、

下对齐)、表格拼接

工具(左右拼接、

上下拼接)、大小调

整工具(左右同宽、

上下同高、整体同

宽同高)、打印机设

置、打印预览、表

格属性设置、背景

图设置、增加页面、

图6-13打印表单定义工具

删除页面、翻到下一页、翻到上一页等功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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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业务基础平台的出现背景、设计思想和涉及到

的一些关键技术。通过对建模平台的主要组成模块的详细叙述，明确了业务基础

平台的基础支撑结构和实现方法，创造性的提出了基于建模平台的管理信息系统

的开发维护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以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为例，描述了利用该架

构平台迅速搭建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整个过程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

目前该系统已投入实际运行，系统为厦门市规划局提供了面向业务的建模平

台，在实现了审批界面、业务表单、业务流程灵活定制的同时，提供了强大的流

程干预工具和查询统计功能，大大方便了该局系统管理员的日常维护工作，使之

可以自主构建新业务，并对已有的业务进行调整，使规划局响应国家政策变化的

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局里管理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由于业务基础平台是在对很多管理信息系统的业务需求进行分析总结后，提

炼出共性的特点以组件的形式融合在平台中。所以平台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在很

大程度上要受到对同类管理信息系统功能抽象归纳的影响。另外平台在为管理信

息系统提供统一业务支撑体系和统一业务基础要素管理的同时，也必须最大程度

的整合原有业务资源，系统在设计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各个原有成员系统在

业务逻辑和数据模式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就目前而言，系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

足，有许多需要改进和不断完善的地方。

首先，该平台主要是针对C／S模式用户设计的，所以C／S运行模式的主要开

发环境为Visual C++。平台虽然是具有稳定性好、运行效率高、简洁无冗余等许

多优点，但与J2EE开发环境相比，还不能支持Web方式下的数据浏览、查询等

操作，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平台的使用。

其次，该平台还不能支持各类分布计算和服务的主流技术如DCOM、

CORBA、J2EE，EJB等多种模式。分布计算和服务是现代软件的重要应用模式，

因此，利用该业务基础平台搭建出的系统还需要适应从低端到高端的全面要求。

不过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提到的，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该平台的实现，

总结并提出一个可以构建政府业务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用平台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因此，本系统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是带有模型系统的特征，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平台会得到进一步地扩展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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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的如此之快，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就要随着这篇文章的提交划上一个句

号。回想这三年的学习生活，最不能忘的就是我的导师——王宜怀教授。王老师，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您为人处世的豁达开朗，您治学

教课的严谨负责，您对待学生的宽容爱护，您培养入才的不拘一格，都将深深的

印在我的心里，指引着我走完以后的生命旅程。我不能忘的还有我的师兄，虽然

他现在已经毕业了，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说声“谢谢，蔡柏良!”我永远不会忘

记在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你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不会忘记在论文选题过程中你

为我查过的资料，尽管我们有过争吵，有过不愉快，但留在我心里的永远是你那

份哥哥似的包容与爱护。

不能忘的还有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所有成员，老成却又不乏幽默的小升兄，勤

奋好学的小蒋，漂亮大方的徐丽华，沉稳安静的汤龙梅，聪明帅气的陈帅⋯～，
他们在我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特别是小蒋在自己学习很

忙的情况下还抽空看我的论文给我提意见，我真的非常感谢!

为了写好这篇论文，有太多的人给了我帮助。在我的实习单位，我的领导我

的同事都给予了我额外的照顾与关心。真的有太多的不能忘记，想写都写不完⋯

⋯最后我想提的便是我的父母，是他们在精神上物质上不断的给予我默默的支

持。为了写好论文，我好久都没回家，他们从来都没有一句抱怨，总是叮嘱我以

学业为重，其实我知道年纪渐大的他们多希望女儿能常回家看看。为了他们，为

了所有爱我、帮助我、关心我的人，我会更勤奋更认真的工作，尽快的做出成就，

实现自己的梦想，回报他们，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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