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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程序自动生成Ｗｏｒｄ文档，提出一种基于Ｑｔ框架下的程序自动输出Ｗｏｒｄ的方法。该方法使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的ＡｃｔｉｖｅＸ
技术，利用Ｑｔ提供的ＡｃｔｉｖｅＱｔ框架中ＱＡ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模块的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类调用Ｗｏｒｄ的ＣＯＭ组件，自动将获取的数据输出
到Ｗｏｒｄ模板中生成相关作战文书与文档，实验结果发现该方法有效解决了界面数据直接输出和多语言输出问题。根据某模拟训
练系统中使用结果表明，该方法比其他Ｗｏｒｄ生成方法能更好满足准确生成多语言文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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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Ｗｏｒｄ是日常生活、办公中不可或缺的文字处理软件，在军
事领域，由于拟制各类文书、手册和纲要文件，也得到广泛的应

用。在某模拟训练系统中，为方便辅助参谋人员制定相关文书

和汇报材料，系统需要调用Ｗｏｒｄ编程接口，将作战筹划过程中
的情况分析结果和作战计划数据按照模板自动生成 Ｗｏｒｄ
文档。

由于Ｗｏｒｄ自动生成需求广泛，研究此类问题的文献较多，
例如文献［１］基于ＯｆｆｉｃｅＰＩＡ，使用ＶＢ．ＮＥＴ访问ＣＯＭ组件进行
ｗｏｒｄ内容的排版、页眉页码的插入、目录生成和保存等，实现报
告文档的自动化输出。文献［２］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网页的可
扩展 Ｗｏｒｄ报告自动生成方法，将多种数据处理方法封装为数
据占位符插入Ｗｏｒｄ文档中定制报告模板，而后利用报告模板
生成Ａｓｐｘ动态网页，最后根据用户操作调用相应的数据处理方
法录入和检索信息，并替换报告模板中的数据占位符生成最终

报告；文献［３］在 ＶＣ＋＋环境中导入Ｏｆｆｉｃｅ的ＭＳＷＯＲＤ．ＯＬＢ类
库，利用ＣＯＭ技术编程，在源码中调用 ＯＬＥ自动化对象来实现
Ｗｏｒｄ文档的自动生成。

根据参考文献发现，Ｗｏｒｄ的编程接口都是通过 ＣＯＭ组件
公开的，任务访问Ｗｏｒｄ编程接口的程序，实际上都必须要最终

调用ＣＯＭ组件。
由于某模拟训练系统是基于Ｑｔ框架进行开发的，而且要求

支持汉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根据文献［３］提出
的在ＶＣ＋＋环境下调用ＣＯＭ组件对象操纵Ｗｏｒｄ文档方法，在
实践中发现，由于框架不同，在 Ｑｔ下使用 ＶＣ导入 ＭＳＷＯＲＤ．
ＯＬＢ类库时，还需要配置Ｑｔ工程属性，使其兼容ＭＦＣ框架并使
用多字节字符集。而这恰恰造成了多语言转码的繁杂性，不能

很好地支持法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的内容输出。

而Ｑｔ框架已有一套成熟的转码封装函数，因此可以直接基
于Ｑｔ框架研究利用ＣＯＭ组件生成Ｗｏｒｄ文档。而基于Ｑｔ框架
研究ｗｏｒｄ文档生成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基于为 ＡｃｔｉｖｅＸ和 Ｑｔ
提供完美结合的 ＡｃｔｉｖｅＱｔ框架，利用 ＡｃｔｉｖｅＱｔ的 ＱＡ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模块来使用ＣＯＭ组件，使得Ｗｏｒｄ文档的生成也是在Ｑｔ框架下
完成的，实现了可直接将界面显示的数据以及多语言数据顺利

地输出到Ｗｏｒｄ文档中。

１　ＡｃｔｉｖｅＱｔ框架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的ＡｃｔｉｖｅＸ技术允许应用程序与其他应用程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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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库提供的用户接口组件一起工作。它构建于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的
ＣＯＭ基础上，为使用组件的应用程序定义了一套接口，并且为
提供组件的应用程序和库提供了另一套接口。

Ｑｔ提供了ＡｃｔｉｖｅＱｔ框架，用以为 ＡｃｔｉｖｅＸ和 Ｑｔ提供完美结
合。ＡｃｔｉｖｅＱｔ由ＱＡ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和ＱＡｘＳｅｒｖｅｒ两个模块组成：

 ＱＡ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模块允许用户使用ＣＯＭ对象，并且可以在
Ｑｔ应用程序中嵌入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

 ＱＡｘＳｅｒｖｅｒ模块允许用户导出使用 Ｑｔ编写的自定义的
ＣＯＭ对象和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

本文需要借由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的ＣＯＭ来自动生成 Ｗｏｒｄ文档，因
此主要使用ＱＡ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模块访问使用ＣＯＭ对象，从而能够在
Ｑｔ框架中方便的对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文档进行读写操作。

ＱＡ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模块是访问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与ＣＯＭ对象的 ｗｉｎ
ｄｏｗｓ扩展静态库，由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以及 ＱＡｘＢａｓｅ三个
类组成。

 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封装一个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的ＱＷｉｄｇｅｔ的子类，是
一个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容器。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是一个包装了 ＣＯＭ对象的 ＱＯｂｊｅｃｔ的子类，
用来简化访问非可视化ＣＯＭ对象。

 ＱＡｘＢａｓｅ为 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与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实现 ＣＯＭ的核心
功能。

三个类之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ＱＡ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模块继承树

简单来说 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扮演着 ＡｃｔｉｖｅＸ控制器的角色，而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扮演着ＣＯＭ对象容器的角色。ＱＡｘＢａｓｅ扮演着基础
功能的调用。

要得到带 Ｑｔ数据类型的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或者 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中可
用的属性、信号和槽列表，可以调用ＱＡｘＢａ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２　Ｑｔ下Ｗｏｒｄ文档生成实现

２．１　项目配置与准备
在建立一个需要使用 ＱＡ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模块来连接 ＡｃｔｉｖｅＸ控

件与ＣＯＭ对象的Ｑｔ工程时，首先必要的配置是在工程的．ｐｒｏ
文件中加入：

ＣＯＮＦＩＧ＋＝ｑａｘ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同时，需在工程头文件中包涵如下头文件：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ｈ与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ｈ。
完成配置后进行ｑｍａｋｅ，工程的附加目录中自动载入 ＱＡｘ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模块的相关库文件。
本项目中需要自动生成作战筹划文档有固定格式与用语，

需要动态生成的内容处于特定部位。因此，使用带有书签定位

的Ｗｏｒｄ模板，由程序向模板中指定书签的位置插入相应内容
即可方便快捷地生成文书。

２．２　初始化与服务连接
开发过程中，建立一个类来处理相关 Ｗｏｒｄ写入操作，在初

始化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容器时，先要获取Ｗｏｒｄ的ＣＬＡＳＳ＿ＩＤ，在创建
Ｗｏｒｄ控件对象时进行 ｉｄ设置。创建 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对象并设置
对象的ＣＬＡＳＳ＿ＩＤ有如下两种途径：

 在用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类封装对象时传入 ＣＯＭ对象的容器应
用程序名，如：

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ｗｏｒｄ＝ｎｅｗ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Ｗｏｒ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０，Ｑｔ：：
ＭＳＷｉｎｄｏｅｓＯｗｎＤＣ）；

 通过ｓ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设置新建的 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所封装的对象的
ＣＬＡＳＳ＿ＩＤ，如：

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ｗｏｒｄ＝ｎｅｗ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０，Ｑｔ：：ＭＳＷｉｎｄｏｅｓＯｗｎＤＣ）；
ｗｏｒｄ－＞ｓ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ＱＳｔ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Ｕｔｆ８（“｛０００２０９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Ｃ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６｝”）；

获取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对象的 ＣＬＡＳＳ＿ＩＤ最直接的方式是直接
在注册表编辑器中的“ＨＫＥＹ＿ＣＬＡＳＳＥＳ＿ＲＯＯＴ”下查找。而
ＣＯＭ对象的容器应用程序名可以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的 Ｏｆｆｉｃｅ开发参
考文档中获取。封装ＡｃｔｉｖｅＸ对象后，因为继承了ＱＯｂｊｅｃｔ，所以
该对象的所有属性、方法等都与Ｑｔ对象的调用方法一致。我们
可以使用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和ｓｅ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获取与设置对象的属性。

可以调用 ＱＡｘＢａ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获得 ＣＯＭ对
象的ＨＴＭＬ格式的开发参考文档：

ｏｂｊｅｃ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其中ｏｂｊｅｃｔ可以是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或者ＱＡｘＷｉｄｇｅｔ类型的指针。
在获取关于该对象的返回值为ＱＳｔｒｉｎｇ类型的参考文档数据后，
可以使用ＱＦｉｌｅ与ＱＴｅｘｔＳｔｒｅａｍ输出为ＨＴＭＬ格式的参考文档。

参考关于 Ｗｏｒ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对象的帮助文档后，可以使用
ＱＡｘＢａｓｅ：：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获取名为“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的子对象，其
返回值为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类型，该语句如下：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ｄ－＞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获取工作文档对象

在获取子对象后，可以通过 ＱＡｘＢａｓ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方法
调用ＡｃｔｉｖｅＸ对象的方法。比如，本项目中，用已准备好的Ｗｏｒｄ
模板新建一篇文档，我们建立如下语句：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Ａｄｄ（ＱＳｔｒｉｎｇ）”，ＱＳｔｒｉｎｇ（“Ｄ：／ｔｅｍ
ｐｌａｔｅ．ｄｏｔｘ”））； ／／以ｔｅｍｐｌａｔｅ模板新建文档

同时激活所新建的文档，获取该文档对象：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ｗｏｒｄ－＞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Ａｃｔｉｖｅ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激活当前文档，并获取该文档对象

２．３　书签定位
在开发过程中，可以参考Ｏｆｆｉｃｅ的 ＶＢＡ宏代码。关于书签

定位的ＶＢＡ代码如下：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ＧｏＴｏＷｈａｔ：＝ｗｄＧｏＴｏ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Ｎａｍｅ：＝″ｌａｂｅｌ１″

其中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是选中当前光标所在位置，一般可以使用对象的
“Ｓｅｌｅｃｔ（）”方法以及“Ｒａｎｇｅ”子对象配合进行选中定位，而紧跟
在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后的一般为当前所选对象的子对象，在空格后的都
是该子对象的属性参数。参考该宏语句，书签“ｌａｂｅｌ１”的定位
如下：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 ｒａｎｇ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
（“Ｒａｎｇｅ”）； ／／获取Ｒａｎｇｅ子对象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ｒａｎｇｅ＿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ｃｕｒ＿ｒａｎｇｅ－＞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Ｇｏ
Ｔｏ（ｉｎｔ，０，０，ＱＳｔｒｉｎｇ）”，ｗｄＧｏＴｏ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ＱＳｔｒｉｎｇ（“ｌａｂｅｌ１”））；

／／获取书签位置

还可以直接获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对象下名为“ｌａｂｅｌ１”的书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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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而后对子对象进行选中定位：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ｓ
（ＱＳｔｒｉｎｇ）”，ＱＳｔｒｉｎｇ（“ｌａｂｅｌ１”））； ／／获取文档中以ｌａｂｅｌ１为名的书签

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Ｓｅｌｅｃｔ（ｖｏｉｄ）”）； ／／选中当前书签
ｒａｎｇｅ＿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Ｒａｎｇｅ”）；

／／获取位置

２．４　文本插入
对书签定位后，调用书签的“ＳｅｔＴｅｘｔ（）”文本设置函数进行

文本插入。

ｒａｎｇｅ＿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ＳｅｔＴｅｘｔ（ＱＳｔｒｉｎｇ）”，ＱＳｔｒｉｎｇ（“Ｉｎ
ｓｅｒｔＴｅｘｔＩｎＢｏｏｋｍａｒｋ”））； ／／在当前位置插入文本

２．５　图片插入
在对书签定位后，也可以向该书签所在位置插入图片，在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对象中可以找到“Ｉ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ｐｅｓ”图片插入子对象，使
用该子对象的 “ＡｄｄＰｉｃｔｕｒｅ”函数，实现图片插入：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ｐ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ｌｉｎｅ
Ｓｈａｐｅｓ”）；

ｉ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ｐ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Ａｄｄ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ＱＳｔｒｉｎｇ＆）”，ＱＳｔｒｉｎｇ
（“Ｄ：＼ｐｉｃ．ｊｐｇ”））；

当完成图片插入后，可对该新插入的图片进行属性设置。

以图片居中为例，首先选中当前图片获取当前图片对象位置，然

后获取“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Ｆｏｒｍａｔ”段落格式子对象并设置居中属性。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ｌｉｎｅＳｈａ

ｐｅｓ（１）”）； ／／获取当前图片对象
ｉ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Ｓｅｌｅｃｔ（ｖｏｉｄ）”）； ／／选中当前图片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ｒａｎｇｅ＿ｉ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ｐｅ＝ ｉ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ｐｅ－＞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

（“Ｒａｎｇｅ”）； ／／获取当前图片位置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ｆｏｒｍａｔ＝ｒａｎｇｅ＿ｉ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ｐｅ－＞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Ｆｏｒｍａｔ”）； ／／获取段落格式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ｆｏｒｍａ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Ｓｅｔ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１）；

／／设置段落格式为居中

该段落设置可用于文本、表格等段落设置。

２．６　表格插入
２．６．１　插入表格
ＷＯＲＤ文档的编辑比较常用的就是绘制表格。在 “ｌａｂｅｌ１”

书签位置插入一个４行５列的表格。获得的宏语句如下：
Ａｃｔｉｖ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ｓ．ＡｄｄＲａｎｇ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ＮｕｍＲｏｗｓ：＝

４，ＮｕｍＣｏｌｕｍｎｓ：＝＿５，ＤｅｆａｕｌｔＴａ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ｄＷｏｒｄ９Ｔａ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ｕｔｏＦｉ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ｄＡｕｔｏＦｉｔＦｉｘｅｄ

其中Ａｃｔｉｖ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指当前活动中的文档，即我们定义的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ｓ是“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对象的子对象，Ａｄｄ则是“Ｔａｂｌｅｓ”对
象的函数，空格后面是该 Ａｄｄ函数的参数属性。因此，将其转
译如下：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ｔａｂｌ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Ｔａｂｌｅｓ”）；
／／获取当前文档ｔａｂｌｅｓ对象

ｔａｂｌ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Ａｄｄ（Ｑ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ｎｔ，ｉｎｔ，１）”，ｒａｎｇｅ＿ｂｏｏｋｍａｒｋ
－＞ａｓＶａｒｉａｎｔ（），４，５）； ／／在书签位置插入一个４行５列的表格

这里需要注意，Ａｄｄ函数的申明为：
Ｉ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Ａｄｄ（Ｉ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Ｒａｎｇｅ，ｉｎｔＮｕｍＲｏｗｓ，ｉｎｔＮｕｍＣｏｌｕｍｎｓ，

ＱＶａｒｉａｎｔ＆ＤｅｆａｕｌｔＴａ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０，ＱＶａｒｉａｎｔ＆ＡｕｔｏＦｉ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０）；

其中第一个参数需传递 ＩＤｉｓｐａｔｃｈ类型，可以将该组件封
装为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然后调用 ａｓＶａｒｉａｎｔ（）进行传递。在表格插入
前，已经获得一个被封装成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的“ｒａｎｇｅ＿ｂｏｏｋｍａｒｋ”ＩＤｉｓ
ｐａｔｃｈ的组件，因此，传参时调用 ａｓＶａｒｉａｎｔ（）将其转为 ＱＶａｒｉ

ａｎｔ。
２．６．２　表格风格设置
插入表格后，当前表格并未设定风格。设定表格风格有两

种方式，其一，是使用已有的表格风格，直接设置表格的“Ｓｔｙｌｅ”
属性，指定表格风格。其二，传统的表格绘制方式，即画出表格

四边边线与水平垂直先，并设置边线的风格。

第一种方式，设置表格“Ｓｔｙｌｅ”属性。这种方式比较简洁，
但必须找到组件中对表格风格的命名。由于对其风格命名方式

不了解，可借助宏录制，这里需注意建议使用英文版Ｏｆｆｉｃｅ录制
宏，否则风格命名将会转成中文，不便于开发使用。将表格设置

为传统网格型：

ｔａｂ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ＳｅｔＳｔｙｌｅ（ＱＳｔｒｉｎｇ）”，ＱＳｔｒ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Ｇｒｉｄ”））
；　 ／／设置表格风格为网格型

第二种方式，使用传统绘制表格方式，设置四边边线与水平

垂直线。由于第一种方式必须先找到表格风格命名，对于想变

换表格风格不灵活，可以使用第二种传统绘制，灵活设置表格风

格。因此，就需要在“Ｔａｂｌｅ”的参考文档中查找绘制表格的边框
等子对象或属性。在参考文档中，找到“Ｂｏｒｄｅｒｓ”子对象，生成
该子对象的参考文档，可以发现一些风格设置，比如表格线的风

格、宽度、颜色等设置：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ａｂｌｅ－＞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Ｂｏｒｄｅｒｓ（－１）”）
；／／获取表格边框对象 －１：上边框 －２：左边框 －３：下边框 －４：右
／／边框 －５：水平线 －６：垂直线
ｂｏｒｄｅｒ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ＳｅｔＬｉｎｅＳｔｙｌｅ（ｉｎｔ）”，１）；　

／／设置边线风格

２．６．３　单元格操作
向表格单元格写入数据主要使用“Ｃｅｌｌ”子对象进行定位与

操作。

ＱＡｘＯｂｊｅｃｔｃｅｌｌ＝ｔａｂｌｅ－＞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Ｃｅｌｌ（ｉｎｔ，ｉｎｔ）”，２，
１）； ／／获取表格中第二行第一列单元格

ｃｅｌ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Ｓｅｌｅｃｔ（ｖｏｉｄ）”）； ／／选中该单元格
ｃｅｌｌ－ ＞ｑｕｅｒｙ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Ｒａｎｇ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ＳｅｔＴｅｘｔ

（ＱＳｔｒｉｎｇ）”，ＱＳｔｒｉｎｇ（“ＴｅｘｔｉｎＣｅｌｌ”））；
／／在该单元格写入文本“ＴｅｘｔｉｎＣｅｌｌ”

同样的，可以使用单元格“Ｒａｎｇｅ”对象下的“Ｓｈａｄｉｎｇ”子对
象设置单元格背景、前景色等。使用表格对象中的“Ｒｏｗｓ”获取
行对象，在行对象下使用“Ｉｔｅｍ”子对象对行进行操作。

２．７　文档保存与进程关闭
在完成数据的写入后，需要将当前编辑的文档进行保存，通

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的参考文档，可以使用其下“ＳａｖｅＡｓ”函数，将当前
文档保存为规定的文件名。完成保存后关闭 Ｗｏｒｄ应用，并且
删除所有句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ＳａｖｅＡｓ（ｃｏｎｓｔＱＳｔｒｉｎｇ＆）”，ＱＳｔｒｉｎｇ（“Ｄ：
＼ＷｏｒｄＦｉｎａｌ．ｄｏｃｘ”））； ／／将当前编辑文档另存为“ＷｏｒｄＦｉｎａｌ．ｄｏｃｘ”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Ｃｌｏｓｅ（ｂｏｏｌｅａｎ）”，ｔｒｕｅ）；

／／关闭当前文档
ｗｏｒ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ｌｌ（“Ｑｕｉｔ（）”）； ／／退出Ｗｏｒｄ应用
ｄｅｌｅｔｅｔａｂｌｅ；… ／／删除句柄

３　结果分析

经某模拟训练系统的使用，可以看到基于 Ｑｔ提供的 Ａｃ
ｔｉｖｅＱｔ框架生成文档的方法比基于ＶＣ＋＋的 Ｗｏｒｄ文档自动生

（下转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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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主要是为边缘节点服务器提供视频分发以及调度策

略［１０，１１］；边缘节点服务器主要为终端用户直接的提供服务、及

时返回服务器状态、存储内容的管理。

３．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经过７天的数据采集，提取访问日志数据，利用 ＬｏｇＡｎａｌｙ

ｓｅｒ软件，对用户访问视频的日志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两种策
略命中率对比，如表１所示。两种策略平均响应时间与占用存
储空间对比，如表２所示。

表１　两种策略命中率对比

存储视频

比例

热片平均

命中率

冷片平均

命中率
总命中率

传统策略 １００％ ９９．６％ ９９．８％ ９９．７５％

分层策略

Ｇｌｏｂａｌ
１００％

Ｌｏｃａｌ
８０％

Ｅｄｇｅ
２０％

０．１％

１．５％

９８．４％

３７．５％

６２．３％

０．２％

９９．１％

表２　两种策略平均响应时间与占用存储空间对比

热片平均

响应时间

冷片平均

响应时间

平均响

应时间

占用存

储空间

传统策略 ２．４７ｓ ２．５４ｓ ２．４８４ｓ ３５００ＧＢ

分层策略 １．２９ｓ ３．１３ｓ １．６５８ｓ １７００ＧＢ

从表１和表 ２中可以看出，两种存储分发策略都超过了
９９％的总命中率，在总命中率方面分层策略的９９．１％总命中率
略低于传统策略的９９．７５％总命中率，在平均响应时间中，分层
策略１．６５８ｓ要远远优于传统策略２．４８４ｓ，尤其是在用户都访
问热点的视频时。在存储空间占用方面，传统策略需要存储所

有的视频资源，需要占用３５００ＧＢ，而分层策略只需要１７００ＧＢ
的硬盘资源，节省１倍多存储空间。

从实验数据可看出，分层策略不但能明显改善用户体验，还

可以大幅度节省运营商的运营成本。

４　结　语

本文运用齐普夫定律验证了用户对视频的点击集中在少部

分的视频上，并且通过统计用户对视频的访问情况，建立用户访

问模型。本文提出的基于用户统计的存储分发策略改进方法，

将用户访问的热点视频部署到距离用户最近的边缘节点服务器

上，在边缘节点服务器上删除热点值最小的视频。通过实验证

明，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基于用户统计的存储分发策略解

决了热点访问问题，但是这样会导致冷点响应时间较长，用户访

问“冷点”的视频时，将影响用户体验，这是一个需要改进的问

题，这个问题的改进会使用户体验质量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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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加方便，不需要跨平台配置工程，完全基于 Ｑｔ已有的接口
与编码转换，方便生成文档，减少 ＭＳＷＯＲＤ．ＯＬＢ类库的包含，
减少代码量。同时完全使用Ｑｔ已有的相关模块与函数，解决兼
容问题，并能直接使用 Ｑｔ成熟的编码转换函数，解决多语言转
换问题。

４　结　语

基于Ｑｔ提供的ＡｃｔｉｖｅＱｔ框架生成文档的方法，能够按照用
户指定的文档模板，将相关文书或文档的正文、表格、图片进行

输出，可直接将系统界面数据输出到文档中，且满足多语言的输

入，有效解决了文档乱码问题。满足了用户的需求，该方法已经

成功运用到某模拟训练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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