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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某企业的文档管理系统为例，介绍了 Intranet/ Web 体系结构的企业内部信
息系统站点的构建，以及基于 ASP 和 ISAPI 的动态 Web 页面发布技术，并对基于 Intranet
和 Web 技术的企业内部应用的一些典型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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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rchitecture and supporting techniques of Web-based Intranet,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Web pages through ASP and ISAPI techniques.
At last some typical issues in Intranet-based Web application are introduc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nterprise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is take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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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信息社会，计算机在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对企业的科学管理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企业管理系统管理的对象，是企业日常运作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并且要有一种能够频繁快捷
进行访问的方法。其中一部分是以报表形式组织好的结构化数据，能够和数据库相结合。对
这些数据，已经有大量的管理信息系统（MIS）在广大企业中应用。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增值
服务和智能化管理的软件，也已经层出不穷。另一部分企业日常数据就是企业运作必不可少
的数量庞大的非结构化数据，即工作文档。工作文档往往有以下特点：
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
数据格式不统一，即文档的类型不统一，可以是任何需要的应用程序产生的文档。
文档来源分散。
文档存放分散。
文档常常与企业的业务组织密切相关，需要安全措施。
文档的查询要求变化不定。
文档的共享和协同工作要求迫切。
由于有这些特点，使企业文档管理系统没有向 MIS 系统那样，获得广泛的成功的应用。
周鑫，硕士生，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和通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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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建立一个或数个文档服务器，是显然不能满足要求的。因为，那样作只能提供一
个集中式的文档存储中心。虽然能够（比较困难，而且不容易集中控制和检查）实现文档的
安全保护，但是几乎不可能实现文档的查询。在存有大量的文档服务器上，查找一个文档就
象大海捞针般困难。而且，当多个部门需要密切协同工作并共享部分文档资源时，安全策略
的设计也极其困难。
基于专用平台开发的文档管理系统，自然而然的会受到系统升级、用户培训、客户端安
装等等问题困扰，不受到普通用户和计算机技术支持人员的欢迎。
基于 Web 的 Intranet 给企业文档管理提供了机遇。Intranet 容易实现集中式的存储和安
全控制，提供给用户方便的访问方式，甚至可以在不打破企业网的安全规定的前提下，提供
移动计算机的访问许可。
因此，以 Internet/Intranet 平台为基础，针对企业环境背景，研究开发文档管理系统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介绍的系统是为某外资企业研制开发的，并且已经投入使用。原则上，
可以使企业人员不挑剔平台，不分地域、时间存取文档，可以不破坏企业防火墙的安全规则
向外延伸，成为开拓业务的重要手段。
该文档管理系统服务器平台是 Windows NT 4.0 和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
4.0 。

二、体系结构
文档系统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目录，系统根据用户的要求把文档按目录分类归档保存。按
目录形式组织的文档系统能够保证用户最快的定位自己需要的文档，用最少的操作取得最多
的信息。
每个文档都有自己的所有者，每个目录也有自己的所有者。目录和文档都可以规定权限，
允许某些人访问、拒绝另一些人访问。
文档系统要求用户提交文档时，除了文档本身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信息，以方便其他用
户查找文档。因为这个系统不限定用户提交的文档的类型，所以对所有文档实现全文检索技
术上是不现实的，系统的性能要求也不允许这样做。因此用户必须提交一些额外的信息，帮
助系统快速定位文档。为此，系统定义了一个叫关键字集的数据段，用户应该在这个数据段
中写些有意义的摘要，或者关键词组合。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请求对这个字段全文检索。通
过这样的方法，系统实现了比较强的检索功能。另外，系统支持对已知的 Microsoft Office
系列的文档进行全文检索。
整个文档系统的实现结果，类似于一个文件系统，有上载、修改、显示、下载、打印、
查询、创建、删除、权限控制等功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多用户的网络文件系统，所有的
浏览器都可以作为它的终端连接。
文档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如下图：
浏览器 1

存储过程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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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 2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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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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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该系统的核心是 WWW 服务器，在 NT 平台上，我们以 IIS 4.0 创建本系统的服务
器应用程序。页面的设计借助于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中的 InterDev 来进行。我们与合作
单位共同创建了内部企业 Web 站点，为企业内部的客户提供网络服务，保证该系统具有实
用性。
对用户而言，该系统有如下特点：
图文菜单。可以用 Dynamic HTML 实现的，也可以 Java Applet 实现的。提供用户客
户端的功能使用快捷性。
类似 Windows 的文档管理器的目录组织形式的显示模块。
Office 应用扩展。提供用户在线下载、浏览、打印 Microsoft Office 系列格式的文档
的功能。还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实现在客户端编著 Word 和 Excel 文档后，存放到文档
服务器的功能。其中，下载工具是通过服务器端的 ISAPI 和客户端的 AciveX 控件合
作完成的。
文档检索功能。提供用户根据文档所有属性的任何子集搜索定位文档的功能，并且可
以根据用户需要，提供对 Microsoft Office 系列格式的文档的全文搜索功能。
就实现而言，该系统有下面特点：
克服 HTTP 协议静态无状态信息的缺点，实时跟踪用户。系统的开发以会话(Session)
为中心，在 Session 对象中保存用户登录号、用户登录名和会话 ID 号等用户/会话信
息。其他某些请求处理中频繁使用的程序对象，如数据库连接对象，也保存在 Session
对象中。
系统监视会话过程。要求每个会话的建立初始，确认用户的身份，不标明身份的会话
不被处理。鉴于 Web 访问的特殊性，系统必须屏蔽那些企图绕过安全认证而直接提
出的面向单个功能或者文档的请求，不允许任何未经确认身份的用户使用系统的功能
模块。
客户端页面的设计是帧集合（Frame Set）。帧集合的优点是某些固定的页面元素只需
要下载一次，以后只更新变化的部分。如客户端菜单，菜单的动态效果由本地脚本实
现，不需要每次下载。并且客户端页面的脚本程序也保存一些信息，减轻了服务器端
的存贮任务，降低了网络带宽的占用。
服务器端后台和数据库相连。文档系统的索引信息、用户安全信息存放在数据库中，
文档的内容存放在服务器的文件系统中。借助数据库的成熟技术，提高了查询的速度，
提供并发控制。

三、安全控制策略
基于 Web 的文档系统实现了用户访问的便捷性，但是作为企业级的应用，特别是和企业
核心机密密切相关的文档管理系统，安全性也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
WWW 服务使用的 HTTP 协议固有的静态特点，使 WWW 服务器只能响应单个的请求，
而不能保留用户的前后使用信息，即使 CGI 应用也不例外。但是，有效的安全策略需要知
道用户的所有信息，并且跟踪用户的动作，为此我们设计实现了会话跟踪技术。
我们设计当每个客户端连接进入系统时，服务器分配一个 GUID(Global Unique Identifier)
给客户端，GUID 按照一定的算法生成，长度足够，不同的登录得到一样的 GUID 的概率极
其微小，可以认为不可能。客户端应用程序记录下 GUID，以后每次向服务器提出请求时，
都随同请求一起发送 GUID 以标志身份，GUID 对用户不可见，只记录在程序中。用户退出
系统后，GUID 被清除，不在客户端计算机中存有副本。因此，用户和系统的连接的安全性
得到了保证。用户不必担心自己的登录信息有被其他使用同一计算机的用户窃取的可能性。
同时，用户的身份也得到唯一确定。用户不可能假冒他人进行非法操作。因为，首先 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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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用户没有必然联系，完全是随机的，只在客户端操作的用户不可能知道当前有哪些 GUID
在被用作活跃用户标志，更不可能知道哪个用户用的是哪个 GUID。其次，只在客户端的使
用者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 GUID 和篡改自己的 GUID。
服务器端程序实时记录进入系统的用户信息，并且通过 GUID 跟踪记录每个用户的操作。
关键时刻，实现管理员对在线用户的控制，如强制退出、限制行为等等。服务器接受用户的
操作请求时，首先核对随同请求收到的 GUID，从在线用户表中取得用户信息，如果该 GUID
不在在线用户表中就拒绝该用户的请求。然后，进行权限检查、执行命令等等具体操作。最
后返回信息给客户端计算机。
用户退出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安全性。用户退出处理必须在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都
彻底的清除用户的在线信息。其中客户端的关键在于，Web 可以在公用终端上运行，所以
要防止前一个用户的登录信息被后一个使用同一台终端的用户窃取。这方面，有些免费的
Web Email 站点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由于我们使用了 GUID 作为用户标志，而且不把 GUID
存在客户端计算机上，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我们还采取了强制不缓存所有
页面的方法作为补充。因此，假设用户退出系统时，浏览器没有关闭，但因为 GUID 被清除
和所有系统信息没有缓存，所以后来用户不可能在浏览器中冒充原用户或者取得原用户的任
何操作结果。服务器端，决定某个用户退出时，就会删除相应的在线用户记录。这样，从服
务器端保证了即使有人取得已退出用户的 GUID，也不能冒充那个用户。
用户退出处理的另一个功能是释放会话过程中占用的资源，断开数据库连接，清除活动
记录。
结束会话功能有两种可能被调用。
用户主动退出系统，离开 Web 站点。这是理想的调用方式，一切正常，服务器响应
用户的请求，然后显示离站画面。
用户被动的退出系统。用户打开页面后，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不向服
务器发出请求，可能是用户在看文档，更有可能用户离开了计算机或者离开了浏览
器。这时有两个原因促使我们决定由服务器主动的关闭这个会话：一、节约服务器
的资源，把这个前途不明的会话的资源分配给其他真正需要使用系统的用户；二、
系统的安全性，减少他人利用这段时间进入系统的可能性，这样做的目的和给
Windows 的屏幕保护程序加口令是一样的。
文档管理系统从 Web 服务的特点出发，在利用已有技术的前提下，设计了一个足够安
全的控制策略，充分保证了该系统的正常运行。

四、关键技术
在系统的研制开发中，我们既考虑技术先进性，也考虑技术的可使用性。使用了如下技
术：
Dynamic HTML 技术
经典的 Web 站点所发布的页面是静态的。所谓静态，是指页面的效果不能互动，页面设
计者完成页面时的效果就完全决定了用户请求发出后在浏览器中看到的效果，不适合复杂的
应用。后来，提出了动态 HTML。首先，把静态的属性标签增强成可以动态访问和修改的
对象。页面开发者通过实时的修改标签对象的属性，在浏览器上轻易的改变页面的显示效果，
充分利用客户端的计算资源。其次，在浏览器中全新增加脚本处理能力。Web 开发者除了
确定页面内容，还能够编写一定量的客户端运行的脚本。客户端脚本能够访问页面中各个标
签的属性，动态修改页面的显示信息，暂时存储用户的处理，检查用户输入合法性，发出页
面请求，甚至重新生成页面。客户端脚本极大增强了 HTML 页面的功能，使它象一小段程
序被浏览器解释执行，从而使一些简单的计算从服务器转移到客户端，减少网络带宽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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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服务器负载，充分利用客户端的闲置计算资源。考虑到我国企业中软件应用情况，我们
采用了 Microsoft 公司的 DHTML 规范，这个规范在 IE4.0 及其以上版本中得到很好的支持。
动态网页发布
传统的动态网页发布方法是编写 CGI 脚本或者 CGI 程序。但是，CGI 的可编写性、运
行效率和程序的可维护性都存在问题。在文档管理系统中，我们根据情况采用了微软的 ASP
和 ISAPI 技术。
ASP 技术是针对计算要求不高，页面效果为主要要求的动态页面发布技术。ASP 中可
以用服务器端脚本对 HTML 标签对象进行编程，并且实现效果在脚本中可以得到直接反映，
有利于加快开发进度。尤其是，微软为它开发了功能强大、效率不低的数据库 COM 对象，
使得在 ASP 页面中，执行简单的数据库操作，变得便捷高效。
ISAPI 技术是微软在 NT 和 IIS 体系结构下，对经典 CGI 应用程序做的重大改进。ISAPI
程序被编译成动态链接库（DLL）。这些库被装入 WWW 服务器的地址空间，从而使代码始
终在内存中，被调用时不需要进程装入和进程撤销的开销，保证系统的高效率。ISAPI 和
CGI 相比较，有许多优点：一，速度，ISAPI 的速度有很大提高。二，功能，ISAPI 可以创
建服务器过滤（Server Filters），而且 ISAPI 和 MFC 的紧密结合，可以完全利用服务器资源。
ISAPI 充分利用了 NT 的多线程的优势，IIS 服务器接到 HTTP 请求时，创建线程处理响应
请求。线程的开销要远远小于进程，因此，更适合大负载的情况。ISAPI 可以由 C 或者 C＋
＋等编译语言编写，本身的执行效率能够得到保证，因此 ISAPI 技术比 ASP 技术更适合后
台计算量巨大的 Web 应用。
MFC 提供 ChttpServer 类库支持 ISAPI 的开发。其体系结构如下图：

▲ISA 模型图
如图，ChttpServer 类负责动态库和服务器的信息交互，负责维护客户端请求和处理函数
的映射。每个 ISA 动态库，只有一个 ChttpServer 类的实例，但是一个 ISA 能够并发的处理
多个客户端请求。ChttpServer 每当接到一个客户端请求，就创建一个 ChttpServerContext 类
的实例，ChttpServerContext 实例中记录了所有有关请求的参数，如：请求的发出地址、请
求中提交的数据、请求的客户端浏览器类型、请求的编码格式等等。该实例还缓冲处理函数
输出的 HTML 流，帮助处理函数完成对 HTTP 包头的设置，帮助处理函数调用服务器提供
的功能函数，帮助设置异步输出等等。ChttpServerContext 类是 Web 服务器的抽象，提供了
Web 服务器的加强模型。
但是，对于 ISAPI 是动态链接库（DLL），开发和调试具有比较大的难度。
ASP 技术和 ISAPI 互有优缺点，分别适合不同的应用环境。文档管理系统综合运用了
两种技术。系统的登录、文档目录信息显示等模块采用了 ASP 技术实现。文档上传、下载
和查询模块采用了 ISAPI 技术。
ActiceX 技术
ActiveX 与 Internet 相结合的开发方法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途径。它的优点是可以一次下
载，多次使用，自动版本更新。AcitveX 可以实现单纯的客户端脚本难以实现的复杂功能。
文档的下载就是使用了 ActiveX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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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 数据接口
微软开发的基于 OLE 的数据库开发接口，是继 ODBC 接口以后一种更高效的通用数据
库编程接口。
OLE 数据接口被首先应用在 ActiveX Data Object 和 Remote Data Object 等 COM
对象上。与 ODBC 相比，OLE 数据接口需要 OLE 数据库引擎支持。OLE 数据库引擎是由
数据库设计商提供的 DCOM 对象，与同为 DCOM 对象的 ADO 或者 RDO 协同工作，共同
完成数据库操作。对上层的使用者和程序而言，不同数据库的区别得到了很好的屏蔽，一如
ODBC 接口做到的那样。但是，由于采用最先进的 DCOM 技术实现，效率大大提高。首先，
OLE 数据接口不需要 ODBC 那样一个中间数据翻译层，减少了数据传递和存储的过程。其
次，OLE 数据库引擎比 ODBC 数据库引擎的效率要高，各个厂商在编写自己的 OLE 引擎时
受到的限制更少，扩展余地更大。最后，OLE 接口基于 DCOM 技术，使得数据传递更快。
DCOM 中，如果数据库和程序在同一台主机，能够优化成进程内 COM 对象链接模式，这时，
函数调用是在同一个进程内，相当于一个间接函数的调用效率。如果数据库和程序不在同一
主机，DCOM 是进程间链接，效率要依靠网络的效率。但是，ODBC 不论怎样，都是进程
间链接。所以，OLE 接口的效率比 ODBC 高。
文档管理系统在所有涉及数据库操作的 ASP 动态页面中使用了 ActiveX Data Object 对
象。而且，在 ADO 的数据源中，指定使用 SQL OLEDB Engine For SQL Server。实际的测试
表明，这样实现，虽然在与数据库建立连接时需要稍多的开销，但进行数据查询和数据修改
操作的效率令人十分满意。为此，我们结合用户跟踪设计，对每个确认的用户只在登录时建
立连接对象，以后用户的操作都使用该对象，用户退出时释放。
进一步，我们对数据库操作进行了优化。对某些常用的联系紧密的数据库操作，编写了
数据库存储过程(Stored Procedure)，象函数一样通过 ADO 对象调用。这样便于 SQL Server
对数据操作进行优化，减少了数据在 DCOM 对象间传递的次数，保证了数据库操作的高效
性。

五、结束语
本文所介绍的系统虽然已经投入实际运行，并且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在进一步推广使用
中，仍然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将来我们可以将其转移到 Java 平台，以提高系统的效率，
以及系统在不同操作系统和不同浏览器间的通用性。

〖参考文献〗
[1] http://www.kenorrinst.com/datawh.html, Data Warehousing.
[2] http://www.ics.uci.edu/pub/ietf/http/, IETF: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 Working Group
[3] http://www.microsoft.com/data/ado, ActiveX Data Object.
[4] Eric Tilton, Carl Steadman, and Tyler Jones, Web Weaving, ISBN 0-201-48959-7, published by Addison-Wesley, 1996
[5] 冯东雷，应刚，顾春华，Intranet 的原理与应用――企业信息统的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7
[6] 谭立湘，罗家融，基于 Intranet 的数据库系统（一），微型机与应用，1999.2
[8] 裘江南，金玉玲，基于 WWW 技术对传统信息系统改造的对策和方法，微型机与应用，1999.3
[9] 朱其平，ASP――开发动态 Web 应用的最佳环境，计算机世界，1999.1.18

第 6 页 共 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