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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软件复用思想为指导, 对办公自动化领域中的若干系统进行工作流分析, 并对基于角色
的访问控制模型 RBAC进行研究, 将其嵌入到工作流系统中, 重点体现流程的动态化, 运用面向
对象技术, 采用三层结构, 分析设计出可复用性较高的基于 RBAC 的动态工作流软件复用模型,
以提高办公自动化领域的软件开发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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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ith softw are reuse as a gu id ing pr in cip le, this paper ana ly zes som e wo rkflow system s in the f ie ld of
OA, investigates the ro le- based access contro l m ode,l and applies th is RBAC m ode l to th e present dynam ic
w orkflow system. A softw are reusable m ode l is estab lished using OO technology and three- layer arch itectur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qua lity and effic ie ncy of softw are deve lo pm ent in the OA dom a in w ill be im 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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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工作流是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核心, 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办公流程的准确性、
自动化程度、
运转效率和
系统的安全性、
可靠性等各个方面, 我们研究的工作流主要在办公自动化领域内. 以软件复用思想为指导,
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工作, 选择实践经验较多的办公自动化领域, 进行工作流分析, 识别出这些应用的共
同特征和可变特征, 进行较高层次的抽象, 并对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 RBAC 进行研究, 把 RBAC 模型
嵌入到动态工作流系统中去, 重点体现流程的动态化和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运用面向对象技术, 采用三
层结构, 分析设计出可复用性较高的基于 RBAC的动态工作流软件复用模型, 以提高办公自动化领域的软
件开发效率和质量.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发展来看, 基于角色访问控制 RBAC、工作流技术、
软件复用技术、面向对象技
术、
三层结构、
中间件技术都是研究的热点, 但是用软件复用思想来研究工作流还是一个新的探索. 笔者在
办公自动化领域中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开发过许多实际的 OA 项目, 在此基础上从广泛的用户需求中抽
象出通用模型, 又用软件复用技术和其它的一些先进技术使这个模型能适应 OA 应用中的特性和变化性,
具有较高的可复用性. 并且通过实践、
探索、
研究, 参照软件复用的理论, 得出了一套办公自动化领域中软
件复用的实用方法, 有所创新, 有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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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软件复用技术主要偏重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在实际应用中还没有成熟的应用实例. 笔者通
过建立基于 RBAC的动态工作流软件复用模型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 根据实际情况对软件复用方法作了
一定的改进, 以增强其实用性, 比如对软件复用支持策略的考虑、
对构件适应性修改的考虑、
对体系结构的
考虑等等.
软件复用是在软件开发中避免重复劳动的解决方案, 其出发点是应用系统的开发不再采用一切 从
零开始 的模式, 而是以已有的工作为基础, 充分利用过去应用系统开发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从而将开
发的重点集中于应用的特有构成成分. 通过软件复用, 在应用系统开发中可以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开发成
果, 消除了包括分析、设计、
编码、
测试等在内的许多重复劳动, 提高软件生产率, 同时, 通过复用高质量的
已有成果, 避免了重新开发可能引入的错误和不当, 从而提高了软件的质量

[ 1]

.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 ( Ro le- Based A ccess Contro l) 简称 RBAC, 是近几年来在访问控制领域内新
兴的研究热点, 它有效地克服了传统访问控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即将用户和访问权限直接联系起来, 一
旦发生人事变动或职能变化, 就需要涉及到重新设置用户权限等诸多细节, 复杂易错、
开销大.
RBAC的核心思想就是将访问权限与角色相联系, 通过给用户分配适当的角色, 把用户和访问权限通
过角色间接地联系起来, 如图 1所示, 图中用户和角色是多对多的关系, 角色和权限也是多对多的关系. 角
色是根据系统中为完成各种任务的需要而设置的, 用户的具体角色是根据用户的职权和责任来分配的.
这样, 通过角色这一中间层就可以不把用户与
权限绑定死, 当新增、删除或修改用户时, 例如现实
中的调入、
调出、工作变动等情况, 对用户权限的维
护就比较简单, 只需要通过对用户角色的指派、
取
消、
变更操作来实现, 而不像传统的访问控制技术
那样需要做大量的权限更改工作, 甚至要对源程序进行修改. 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权限控制, 大大地
简化了授权管理, 减少了复杂性, 不易出错, 降低了管理开销.
另一方面, 基于角色的思想是为了使企业的计算机管理更加接近企业的实际情况, 例如, 银行中有行
长、
处长、
秘书等职位, OA系统中就有行长、处长、秘书等角色与之对应. 这样, 就使用户操作起来更加直
观形象, 得心应手.
总之, RBAC 技术与传统的访问控制技术相比, 主要优势在于对用户的权限管理更加简单有效, 并且
这种权限管理十分接近日常工作中的实际情况.

1基于 RBAC 的动态工作流软件复用模型的分析和设计
工作流是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核心, 基于 RBAC 的动态工作流系统主要在办公自动化领域, 以 OA 系统
的核心功能
公文流转为例来进行分析研究.
以软件复用思想为指导, 对 OA 这个特定领域的多个样本系统进行工作流分析, 重点体现流程的动态
化, 并把 RBAC 模型嵌入到工作流系统中, 用面向对象技术建立基于 RBAC 的动态工作流软件复用模型.
这个软件复用模型要具备较高的可复用性, 既有普遍通用性, 又能较好地适应各种特殊具体情况, 还要考
虑到将来可能的发展变化.
笔者曾在办公自动化领域中开发过银行、电力、
政府、
消防、
学校、
邮电等部门的实际 OA系统, 实践经
验较多, 可以把这些系统选作样本系统.
1. 1流程动态化
所谓流程动态化主要体现在: 1) 处理人员可以根据各单位的实际需求预先设置工作流程, 使工作流
程自动地进行; 也可以事先不预设置工作流程, 而在处理过程中由处理人员实时地指定工作流程. 这是由
工作流引擎来进行总体控制的. 2)还可以在流程进行中动态地修改工作流程, 并且这种修改可以实时地
反映到工作流程中去. 这也是由工作流引擎来进行总体控制的. 3) 处理人员的角色在流程中的动态变化,
即由于实际需要, 要求在流程进行中变化用户的角色, 这是由 RBAC 角色服务器来进行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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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 RBAC 的动态工作流软件复用模型灵活、
便捷、高效, 功能强大, 可复用性高, 具有很强的实
用性.
预定义工作流程 是指文件按照预先设置的流程自动进行流转, 自动化程度高, 但不灵活, 因为有些
时候需要在上一个处理者反馈回结果的基础上才考虑下一步该发送给谁. 而 实时指定工作流程 是指在
上一个处理者处理结果的基础上, 再考虑下一步应该发送给谁, 这种方式比较符合我国公文流转的现状,
灵活实用, 但效率低, 自动化程度不高. 所以两种方式各有长短, 由用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在工作流的执行过程中, 用户的角色也可以动态变化, 这个变化可以由管理员来改变用户角色, 也可
以通过某个事件触发系统自动地进行角色变化, 或者通过定时操作使系统定时自动地进行角色变化.
1. 2流程定制
上述的 预定义工作流程 可以通过流程定制来实现.
考虑到各个单位的公文流程是不一样的, 有其特殊性, 这个模型的核心部分

流程定制可以使用户

无需编程便能快捷地自定义出符合本单位需求的各项工作流程, 诸如发文处理流程、收文处理流程等, 所
有流程一经定义即可反复使用, 也可以根据业务的变化随时进行修改.
根据笔者多年来实施 OA 应用的经验, 从广泛的用户需求中抽象出通用模型, 将 OA 应用中特性和变
化性转化成软件中的自定义功能.
流程定制包括: 流程定义、环节定义和流向定义三部分.
1) 流程定义
定义各个具体流程的名称、
管理者、
使用者、
归档方式等基本属性.
2) 环节定义
定义流程中每个流转环节的名称、
办理方式、
办理人员、办理权限、提示、
催办、
反馈等.
3) 流向定义
对流程中各个环节的流向进行定义, 即工作流的流动方向和约束条件, 包括源环节和目标环节, 可定
义直流、
分支、
条件分支、
进入新流程 ( 即流程嵌套 ) 等功能.
上面所提到的 实时指定工作流程 可以通过自由流程来实现. 自由流程这种应用模式, 是指在实际
应用中有些工作无法规范化地流转, 这时可以将这类工作定义成自由流程, 无须定义流向, 可以在各个环
节之间自由流转, 完全由用户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下一步的流向, 由用户选择环节和办理人.
1. 3组织机构定制
这个模型中, 组织机构是权限设置和工作分配的基础, 它运用了 RBAC 技术, 是按照部门 岗位
员来进行三级划分的, 呈树状层次结构, 完全可以由用户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定制.
部门

岗位

人

人员三级结构中, 岗位即我们所说的角色, 一般来说较稳定. 当发生人员变动时, 可以通

过给用户重新分配角色来适应这种变动.
1. 4流转监控
在文件的流转过程中, 系统自动地记录每个流程环节的处理人和处理时间, 便于管理员实时监控整个
流转过程,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问题. 如果有文件已到处理期限还未进行处理, 管理员在必要时进行干
预控制, 采取在流程进行中动态修改工作流程的措施来保证文件的流转通畅.
1. 5收发文一般流程
当考察领域中现有系统的需求时, 会发现这些需求体现出一定的变化性. 分析阶段的任务就是要明确
该领域中的系统可能具有哪些需求以及这些需求的变化性.
以软件复用思想为指导, 通过分析笔者实际开发过的多个 OA 系统, 进行较高层次的抽象, 得出以下
具有普遍通用性的收发文流程, 如图 2、
图 3所示.
收文流程和发文流程不一定要求严格地按照以上步骤顺序流转,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有时需
要跳过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 有时需要返回到前面的环节进行处理, 有时又需要增加一个或多个其它的
环节. 这就是 OA 领域中的特性和变化性, 对于这些不同的需求特性, 可以通过用户定制来适应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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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包括组织机构定制、
流程定制、
界面定制等, 建立起一个高效、
安全、弹性、
灵活、
便捷的高质量网络化协
同办公平台.
1. 6建立 OO 模型
用

Rat iona l

Rose 作 为 建 模
工具, 建立的 OO
模 型 见 图 4, 它
从三个层次给出
系统最重要的的
建 模信 息: 对 象
层, 表 明 系 统 是
由哪些类构成
的; 特征层, 给出
每个类内部包含
哪些属性与服
务; 关系层, 表明
各个类之间的关
系,

包 括 一

般
特 殊 结
构、整 体
部
分 结构、实 例 连
接和消息连接.
把 文 件处
理单 与 文 件
内容 分离开来, 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可复用性. 先设立一个抽象类 文件内容 作为一般类, 其作用是在一
般
特殊结构中描述特殊类的共性, 通过继承简化特殊类的描述. 有 2个 特殊类继承了这个一般类:
收文 和 发文 , 根据实际需求还可以扩展流转的文件类型, 例如工作计划、
报告、
通知、
任务等.
在公文流转中, 考虑到普遍通用性, 对一个文件的处理可能有一个到多个的审批意见, 把 文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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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结构, 就可以处理这种文件的一个到多个不定的审批情况.

如前所述, 流程定制中的 流程定义 可以做到根据各单位的实际需求预先定义工作流程, 或实时指
定工作流程. 我们把整个 流程定义 分解为一个个的 环节定义 和 流向定义 , 再由 构造流程 操作把
一个个的 环节定义 和 流向定义 构造成一个完整的流程. 在流程定制中我们还要考虑到 提示方式
和 催办方式 , 即如果有新文件到达或有文件逾期未处理时, 采取何种措施提示催办 (通过电子邮件、
在
线短信、
手机短信进行自动的或手动的提示催办 ). 同时, 也要考虑到 反馈要求 , 即接收者处理完毕后是
否需要给发送者一个反馈信息, 以便跟踪整个流转过程. 文件的发送, 可以用电子邮件或共享数据库的方
式来支持用户与系统间的信息交流, 即用户只打开邮箱就可以进行所有的收发文处理, 也可以进入相关的
数据库来进行收发文处理.
用户 和 角色 是多对多的关系, 即一个用户可以分配多个角色, 一个角色也可以指派给多个用户.
权限 和 角色 也是多对多的关系, 给角色分配权限, 权限的粒度大小取决于实际的需求, 既可以大到对
整个数据库的读写控制, 也可以小到对某个表的某行某列的读写控制. 这个系统根据两方面来划分权限:
一方面, 对某个数据库中的某个表、
某行、某列的读写权限; 另一方面, 按功能来划分权限, 例如发送、批示、
归档等权限, 这些功能中也包含着读写控制.
1. 7体系结构
如图 5所示, 对这个软件复用模型的体系结
构, 采用三层结构, 即用户应用层、业务逻辑层、
数据服务层. 工作流引擎和 RBAC 角色服务是系
统的核心, 负责对整个工作流程动态运行进行总
体控制, 把它们放到中间层, 这样就把界面和业
务逻辑处理分离开来, 有利于提高系统各层 ( 特
别是中间层 ) 的可复用性. 这样构件也可以分为
用户界面构件、
中间功能构件、数据库接口构件,
增强了各层构件的可复用性. 图中, 角色服务器
主要负责维护角色, 对角色进行增、删、修操作,
并给用户分配角色; 工作流服务器主要负责对整
个工作流程动态运行的控制, 包括工作流程的设置、
修改、
流转、
跟踪等.

2基于 RBAC 的动态工作流软件复用模型的实现
依据分析模型和设计模型开发了基于 RBAC 的动态工作流软件复用实验模型.
实验模 型 选 用 J2EE 作 为 开发 平
台, 因为 J2EE是一种纯面向对象的、跨
平台的、健壮高效的 开发运行环 境, 而
这 些特 性非 常 符合 软件 复用 的要 求.
J2EE 的三 层结 构 ( 客 户 机、J2EE 服务
器、
数据库 服务 器 ) 正 好对 应了 基于
RBAC的动态工作流体系结构 图中的
三层结构 (用户应用层、业务逻辑层、数
据服务层 ), 如图 6所示.
如图 6, 我们可以选用 C lie nt/ Server
方式 或 Brow ser/ Server 方式. 用户 应用
层 部署 在客 户机 上, 包括 桌 面应 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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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b应用; J2EE 服务器中含有一个 W eb容器, JSP、Serv let和 Portlet均可部署在 W eb 容器中, 负责产生动
态的显示内容; 业务逻辑层部署在 J2EE服务器的 E JB 容器中, 运行在 E JB 容器中的 Enterprise Bean负责
执行业务逻辑及数据访问. 数据服务层主要由关系数据库组成, 通常在此层中部署大型的数据库服务器,
此层执行永久数据的存储及访问. 三层结构保证了处理与表示分离、数据与代码分离, 因此 J2EE 体系是
一个稳定可靠及可扩展的体系结构.
实验模型实现了公文流转、
流转监控、
流程定制、
组织机构定制等功能.

3结 论
通过对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核心

公文流转部分进行了以软件复用思想为指导的 OO 分析、设计和

实现, 重点体现了流程的动态化和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建立了可复用性较高的基于 RBAC的动态工作流
软件复用模型, 并且把这个模型应用于一些实际的工程项目, 说明了有利于提高办公自动化领域的软件开
发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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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看出, 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扩散激活能 Q, 即扩散位垒 (障碍 ) 的减小, 有利于形核率 N
的增加, 而要实现 Q 的减小, 只有输入脉冲电流, 提供克服扩散位垒的额外激活能 E, 才能大大增加形核
率 N. 使金属在单位体积、
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晶核, 为金属晶粒的细化提供必要的条件.

4结 论
在仅只是使用传统的、
单一的最初热处理工艺时, 是很难消除带状组织的, 无法获得细小均匀的基体
组织, 要进一步改善、提高用 20CrM nT i钢制造的齿轮的内在质 量和外在质量, 可将 20C rM nT i钢试样在
900 加热条件下的保温过程中 ( 10m in), 通入 50H z、1 000 A的脉冲电流后, 再将试样出炉空冷, 由于脉冲
电流和奥氏体化加热的复合处理, 能消除该材料中常规正火不易消除的缺陷
带状组织, 细化钢中粗大
晶粒, 为后续的热处理

渗碳、
淬火提供了良好的基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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