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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要 

作为一种在 21 世纪开始兴起的创新的软件应用模式，软件作为服务是软件

科技的最新发展趋势。软件作为服务是一种通过因特网提供在线软件的商业服务

模式，在软件即服务模式下，使用者一般不需要购买该软件，而只需要向运营商

租用这种基于 Web 的软件来实现管理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等，而且不需要对软

件或程序进行维护，由软件服务运营商进行对相关软件的管理、控制与维护等。

所以，对于众多中小企事业单位而言，软件即服务是一种实现采用先进技术的最

好最快最便捷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在购买、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

和应用系统等方面的需要和费用。 

本次开发的 OA 系统是基于 MVC 的 OA 系统，完成了 MVC 要求的数据库

的共享与可配置。OA 系统实际是基于 SSH 框架的 J2EE Web 应用。本文先介绍

了 “模式－视图－控制器”（MVC）的三层架构，再介绍基于 MVC 的 Struts 框

架和对数据库实现持久化访问的 Hibernate 技术。然后结合运行管理系统的实际

需求，对 Struts 框架进行了扩充，对 Hibernate 技术进行了实际应用。系统主要

包括个人办公、公文管理、审批流转、信息发布、公共服务等模块。个人办公和

公文管理是本 OA 系统最主要的两大块，实现了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主要功能。个

人办公包括个人通讯录、工作日程、邮件管理、工作计划等功能。公文管理包括

收发文、待办事项等功能。 

基于 MVC 的 OA 系统的开发，使得网络办公变得极为方便，因为系统提供

了所有办公所需要的基本功能。并且简单易操作，可重用性比较高，无论有多少

公司，公司内部有多少个部门，总部外有多少个分支机构，通过本系统可以实现

无地域办公，操作简单，稳定安全，可以称为网络办公理念的一次变革。 

 

关键字：个人办公；办公自动化；M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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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As a rising model of innovative software applic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is the 

latest trend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Software as a Service is an online software 

mode which through the Internet to provide. In the Software as a Service model, users 

do not need to buy software, but instead lease to the provider of Web-based software 

to manage business activities, with no need for software maintenance. Software 

services provider manages and maintains the software. For many small businesses, 

Software as a Service is the best way to use advanced technology. It eliminates the 

needs of business to buy, build and maintain the infra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A system is based on MVC in the OA system. MVC 

requirements the databases can be configured and shared. OA system is actually an 

application of J2EE Web based on SSH framework. This paper firstly describes the 

"model - View - Controller" (MVC) of the three-tier structure,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Struts based on MVC framework and the Hibernate technology of accessing to the 

database persistently. The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runn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expand the Struts framework and applicate the Hibernate 

technology practically. The OA system includes Personal Office, Document 

Management, Approval Flow,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ublic Service and other 

modules. Personal Office and Document Management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models of the OA system and they achieve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office automation 

system. Personal Office, including personal address book, agenda, mail management, 

work plans and other functions. Document management, including sending and 

receiving text, to-do fun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OA System Based on MVC, making the network office has 

become convenient very much, because the system provides all the basic functions 

required by office. And it is easy to operate, reusable, relatively high. No matter how 

many companies, the number of departments within the company, the number of field 

offices, the system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regional office free, simple, stab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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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The OA System based on MVC can be called a revolution of the network office 

concept.  

 

Keywords：Personal Office; OA; MVC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录 

 V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1 

1.1 研究背景 ......................................................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 

1.2.1 服务模式 .................................................. 2 

1.2.2 办公自动化 ................................................ 5 

1.3 本文的主要工作与结构安排 .................................... 5 

1.3.1 主要内容 .................................................. 5 

1.3.2 论文组织 .................................................. 6 

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 .................................... 7 

2.1 B/S 模式 ..................................................... 7 

2.2 J2EE 技术 .................................................... 7 

2.3 本章小结 ................................................... 14 

第三章 系统需求分析 ........................................... 15 

3.1 总体需求 ................................................... 15 

3.1.1 系统的目标 ............................................... 15 

3.1.2 核心业务需求分析 ......................................... 15 

3.2 可行性分析 ................................................. 16 

3.3 功能性需求 ................................................. 17 

3.3.1 用例总图 ................................................. 17 

3.3.2 具体需求描述 ............................................. 18 

3.4 非功能性需求 ................................................. 23 

3.4.1 安全性需求 ............................................... 23 

3.4.2性能需求.................................................. 25 

3.5 本章小结 ................................................... 25 

第四章 系统设计 ................................................ 26 

4.1 系统的设计原则 ............................................. 26 

4.2 总体设计 ................................................... 27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录 

 VI 

4.3 功能结构设计 ................................................. 29 

4.4 分模块设计 ................................................. 30 

4.4.1 个人通讯录模块 ........................................... 30 

4.4.2 工作日程模块 ............................................. 31 

4.4.3 工作计划模块 ............................................. 32 

4.4.4 邮件管理模块 ............................................. 33 

4.5 数据库设计 ................................................. 34 

4.6 本章小结 ................................................... 39 

第五章 系统实现 ................................................ 40 

5.1 环境配置 ................................................... 40 

5.1.1 系统开发环境配置 ......................................... 40 

5.1.2系统运行环境配置.......................................... 41 

5.2 表示层的实现 ............................................... 41 

5.2.1 表示层 ................................................... 41 

5.2.2 连接方式 ................................................. 46 

5.3 数据库持久层的实现 ......................................... 47 

5.3.1 建立数据库连接和 Hibernate配置 ........................... 47 

5.3.2 配置创建持久化对象 ....................................... 48 

5.4 功能与系统界面 ............................................. 49 

5.4.1 登录功能 ................................................. 49 

5.4.2 个人通讯录 ............................................... 51 

5.4.3 工作日程 ................................................. 55 

5.4.4 邮件管理 ................................................. 56 

5.4.5 工作计划 ................................................. 57 

5.5 本章小结 ................................................... 58 

第六章 系统测试 ................................................ 59 

6.1 测试方案 ................................................... 59 

6.2 测试内容 ................................................... 59 

6.2.1 功能性测试 ............................................... 59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录 

 VII 

6.2.2 性能测试 ................................................. 60 

6.2.3 安全性测试 ............................................... 61 

6.3 本章小结 ................................................... 62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63 

7.1 总结 ....................................................... 63 

7.2 展望 ....................................................... 63 

参考文献 ........................................................ 65 

致谢 ............................................................ 68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Contents 

 IX 

Content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 1 

1.1 Research Background  ...................................................................................... 1 

1.2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 2 

1.2.1 Software as a Service Model.......................................................................... 2 

1.2.2 Office Automation ......................................................................................... 5 

1.3 The Main Work of This Article ......................................................................... 5 

1.3.1 The Main Work .............................................................................................. 5 

1.3.2 Paper Structure ............................................................................................... 6 

Chapter 2 Main Technical ........................................................................ 7 

2.1 B/S Mode ............................................................................................................. 7  

2.2 J2EE Technologies .............................................................................................. 7 

2.3 Summary ........................................................................................................... 14 

Chapter 3 System Requirements Analysis ............................................ 15 

3.1 Requirements Analysis ..................................................................................... 15 

3.1.1 Target of the Tystem ..................................................................................... 15 

3.1.2 Core Business Requirements Analysis......................................................... 15 

3.2 Function Requirement Analysis ...................................................................... 17 

3.3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 17 

3.3.1 Security Analysis ......................................................................................... 17  

3.3.2 Efficiency Analysis ...................................................................................... 18  

3.4 Feasibility Analysis ........................................................................................... 23  

3.5 Summary ........................................................................................................... 25 

Chapter 4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 26 

4.1 Principle of System Design .............................................................................. 26 

4.2 Overall Design ................................................................................................... 27 

4.3 Design of Functional Structure ....................................................................... 29 

4.4 Module Design .................................................................................................. 30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Contents 

 X 

4.4.1 Personal Address Book Module ................................................................... 30 

4.4.2 Work Schedule Module ................................................................................ 31 

4.4.3 Work Plan Module ....................................................................................... 32 

4.4.4 Email Management Module ......................................................................... 33 

4.5 Data Dase Design .............................................................................................. 34 

4.6 Summary ........................................................................................................... 39 

Chapter 5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ystem ........................................... 40 

5.1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 ............................................................................ 40 

5.1.1 System Operation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 ........................................... 40  

5.1.2 System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 ...................................... 40 

5.2 Struts Architecture Implementation ............................................................... 41 

5.2.1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entation Layer ................................................... 41 

5.2.2 Connection Mode ......................................................................................... 46 

5.3 Implementation of Database Persistence Layer ............................................ 47 

5.3.1 Hibernate Configuration .............................................................................. 47 

5.3.2 Create a Persistent Object ............................................................................ 48 

5.4 Function and System Interface ....................................................................... 49 

5.4.1 Login Function ............................................................................................. 49 

5.4.2 Address Book Function ................................................................................ 51 

5.4.3 Schedule Function ........................................................................................ 55 

5.4.4 Email Management Function ....................................................................... 56 

5.4.5 Work Plan Function ..................................................................................... 57 

5.5 Summary ........................................................................................................... 58 

Chapter 6 System Testing ....................................................................... 59 

6.1 Test Scheme ....................................................................................................... 59 

6.2 Test Content ...................................................................................................... 59 

6.2.1 Functional Test ............................................................................................. 59 

6.2.2 Performance Test .......................................................................................... 60 

6.2.3 Security Test ................................................................................................. 61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Contents 

 XI 

Chapter 7 Conclusion And Expectation ............................................... 63 

7.1 Conclusion ......................................................................................................... 63 

7.2 Expectation ........................................................................................................ 63 

Reference.................................................................................................. 65 

Acknowledgements ................................................................................. 68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为提高办公的效率，减少办公差错率，实现办公的自动化处理，利用互联网

和局域网技术，采用企业工作流的概念，使企事业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以更方便

更快捷地传递信息、共享信息和资源，实现高效益低成本的协同工作。办公自动

化可以改变过去复杂、繁琐、低效、高成本的手工方式，实现快速、全方位的信

息采集、信息传递、信息处理与信息共享，为企业单位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更科学

更合理的依据。办公自动化从最初的以大规模采用复印机等办公设备为标志的初

级阶段，发展到今天的以运用网络和计算机为标志的现阶段，对企业办公方式的

改变和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一种在 21 世纪开始兴起的创新的软件应用模式，软件即服务是软件科

技发展的最新趋势[1]。软件作为服务是一种通过因特网提供在线软件的商业服务

模式，在软件即服务模式下，使用者一般不需要购买该软件，而只需要向运营商

租用这种基于 Web 的软件来实现管理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等，而且不需要对软

件或程序进行维护，由软件服务运营商进行对相关软件的管理、控制与维护等。

所以，对于众多中小企事业单位而言，软件即服务是一种实现采用先进技术的最

好最快最便捷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在购买、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

和应用系统等方面的需要和费用。 

软件即服务模式与传统的许可模式软件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软件即服务模

式已经逐渐成为了管理、控制、维护软件的发展趋势。与传统的软件服务模式相

比，软件即服务有着许多独特之处。首先，软件即服务减少了甚至取消了企业在

软件授权方面的费用。其次，运营商或提供商只是将应用程序或软件部署在统一

的可控制的服务器上，这样就减少了终端用户在服务器软硬件、网络及其安全设

备和软件升级与维护等方面的费用。除了终端电脑和 Internet 连接之外，终端用

户几乎不需要其它任何 IT 方面的投资，就可以直接通过 Internet 取得所需要的软

件及其服务。 

软件即服务模式下的 OA 软件实施周期很短，企业不需要购置高端的硬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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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只要能连接网络，就可马上进入运行状态。以前一个中型 OA 项目从项目准

备、系统安装、需求调研到系统定制、试运行，最后到正式全面运行、交付使用，

至少需要 2、3 个月，而今一些基于软件即服务服务模式运作的网上 OA 慢则几

周，快则几天即可使用[2]。  

软件即服务运营商一般是按照用户所实际租用的软件或程序模块而收取费

用的，所以，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按需订购”软件或程序的应

用服务，系统所有的部署建设、扩展升级与维护都是有软件即服务的运营商完成

的。传统的软件建设与管理一般都是客户需要一次性投入一大笔的建设资金才可

以正式启动和应用。例如像 ERP（企业资源计划）这类的企业大型应用软件，这

种软件的建设和实施要比软件自身的功能更为关键，如果部署出现失误，那么之

前所有的投入将几乎全部成为泡影，这种的风险是所有企业不希望发生的。 

首先，一般的企业资源计划 ERP、客户关系管理 CRM 项目的部署时间都需

要花上一年多甚至更长，而软件即服务软件服务模式的部署一般最多也就 90 天

左右，而且客户不需要在软件许可与硬件等方面进行开销。其次，传统的软件模

式使得建设的软件在使用方式方面受到空间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而软件即服务

软件服务模式的软件一般都可以在可接入互联网的任意地方与时间运行应用。综

上所述，软件即服务模式在软件的建设部署、维护升级、数据安全传输等方面都

会比传统的模式有着非常大的优势[3]。 

基于软件即服务平台上开发的 OA 软件，能够实现高强度的自定义，用户可

以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并且可以随时根据公司业务流程和机构的变化及

时改变设置，就像量体裁衣。例如数飞 DIY 平台 OA 信息系统，即是数飞公司

在数飞表单引擎上开发的全新产品，它拥有传统 OA 软件中的全部功能，集数飞

客户管理、人事管理等于一体，用户可以在此平台上根据自己的管理需求，自己

配置 OA 软件，而且不需懂软件编程。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软件即服务模式 

所谓软件作为服务是一种通过因特网等提供软件服务的运营模式，它一般提

供给用户的服务是其运行在云计算基础设施上的应用软件或程，用户一般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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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他的软件，而只是在有需要时向运营商租用这种基于 Web 的应用软件或程

序，用户可以在任何终端设备上通过客户端浏览器进行访问和使用[4]。在这种模

式下，用户不需要管理或是控制或是维护相关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网络、

服务器、数据库系统、操作系统、数据存储等，就可以实现管理企业的相关业务

活动。 [4]。 

软件即服务模式与传统的许可模式软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可以说软件即

服务模式是未来管理和控制软件的发展趋势。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浏览器、离线

软件和应用程序，甚至是手机客户端等多种终端设备登录到系统界面进行操作，

在操作界面的下一层就是应用服务层，该层可以通过系统中各个模块的组合或复

用可以快速地为高效地搭建出给用户量身定做的软件服务模式[5]。在应用服务层

的管理服务软件是由基础功能模块组成的，除了权限功能模块是必选项外，其他

的功能模块都可以依据自身不同需求来自主添加或删减进行组合应用。 

软件即服务模式的成熟模型是 Level3 应用架构，它要比一般的传统复杂业

务解决方案架构看似更加复杂[6]。不过这种架构与采用服务导向型设计思路设计

开发软件的架构相似，图 1-1 是微软架构 NiFrederick Chong 和 Gianpaolo Carraro

给出的软件即服务参考体系架构的一个概念模型[6]。其中，安全性服务要负责管

理与控制最终用户与后台软件服务之间的存取。软件即服务模式的高级架构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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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软件即服务模式高级架构 

（1）元数据服务(Metadata Services) 

元数据服务的提供商为其客户提供了定制和配置的程序应用，是满足客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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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情况下，客户可以在以下四大方面进行组合配置与

更改提升。 

在用户界面风格方面，用户往往会希望具有自己希望的个性化界面的设计功

能，来反映自己单位的特色与风格，所以软件即服务模式的应用往往会提供这方

面的相关特性与功能，以便用户可以更改图标、图形、模块安排、色彩等方面的

相关内容。 

在工作流程与业务规则方面，为了可以向各个可能的潜在用户提供相关的服

务，软件即服务模式的应用系统必须做到可以满足不同用户单位工作流程的特性

和需要。 

在数据模型的扩展方面，对于许多数据驱动型的软件即服务软件应用来说，

单个模型是无法满足各个企业用户的所有需要。那么可扩展的数据模型可以使得

用户可以自主地让程序应用按照自己需要进行工作，而不需要为了满足应用的要

求而改变原先的业务及其流程。 

在存取控制方面，客户可以创建并控制本单位内的所有最终用户各自的账

户，并确定所有用户可以存取使用的资源与功能模块。一般可以通过安全策略监

督与控制所有终端用户的使用权限。 

（2）安全服务(Security Services) 

在任何软件应用的环境下，软件系统的安全性是及其重要的。而且软件即服

务模式的性质也决定了这种软件模式的安全性比传统软件模式更为重要。目前，

常用的安全控制与管理措施包括认证与授权，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结合两种方法一

起进行安全控制[7]。 

（3）客户层/浏览层(Smart Client&&Browser) 

最终客户端和浏览器都是属于客户层，主要作用是与服务器端进行交互，一

般要求操作尽可能简单，使用尽可能便捷。目前的趋势是瘦客户端的形式，仅仅

采用网页浏览器来实现应用程序的相关功能。当然，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例如，

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音频文件、视频文件及实时控制数据等，可以适当结合采

用胖客户端或智能客户端的形式来实现应用功能[8]。 

（4）表示层(Presentation) 

主要将浏览器的请求转交到业务层，以及将控制层返回的数据渲染后展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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