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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升级
换代，人们对手机应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目前的软件行业依然采
用传统的开发方式即编写程序进行开发，这种方式既费时又费力，同时它
要求开发者必须具备足够的编程知识才能进行设计和开发。这就导致了软
件定制的困难，使得用户不能直接设计自己的软件。本文中，我们提出了
一种软件自动生成系统，该系统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用户对想要生
成的应用的描述转化为真正的应用，从而不需要编程就能够设计自己的软
件。加之，我们利用了云计算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在云端为用户准备
了大量的素材库，极大提高了应用生成的准确性。本系统依托于 Microsoft
Word 2013，以插件的形式安装在 Word 2013 上，简化了程序的安装和使
用，同时借助了 Office 的用户群体，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软件行业蓬勃
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系统提出了一种新的软件开发方案，力图改变原有的
开发方式，使得每个人都能在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前提下，设计自己的软件，
实现软件定制…
Keywords: 自然语言处理, 云计算, HTML5, Office, 移动应用, XML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移动终端的迅速普及，移动软件成为了各行各业不可
或缺的生产力工具，同时也是国家“互联网 +”产业升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无论是初创企业，新型媒体，甚至是个人都对移动应用软件有着或多或少的需
求。而软件编写高成本周期长的特点无疑是与目前形势相矛盾的，无论是对于希
望产品迅速上线抢占市场的初创企业还是对于不希望承受巨大开发成本的有定
制需求的个人，传统的软件开发方式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们力图去降
低软件开发的门槛，为各行各业有软件需求的人士提供制作自己定制软件的一
套解决方案。
对于非专业人士，我们认为通过自然语言描述和可视化界面拖拽的交互方式
是最为自然的。但对于使用编程语言都难易以编写的软件，使用自然语言来编写
软件自然更是难上加难。不过，随着近年来计算机运算水平的提升，人们在统计
学习算法方面更加深入的研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也随之蓬勃发展，自然语言处
理已经广泛应用于语音助手，计算广告学等领域，其对语义的分析也达到了一定
的高度。也因此我们敢于去试图让计算机理解人对软件需求的描述，根据语义自
动化的完成原本复杂的软件编写。我们针对于这个问题设计完成了我们的一整
套系统，包括为用户提供语言与可视交互的客户端，对自然语言进行分析，自动
生成代码编译为软件包的服务器，在我们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的驱动下一定程
度上完成了最初设想的功能。

用户在使用我们系统的时候只需要输入对软件功能和界面比较详细的描述，
我们的系统会通过对这段文字的分析，提取其中的关键词和语义信息，尽可能的
理解用户的意图，根据解析结果将会从我们构建的代码库中选取合适的模块按
照一定方式进行组合，并赋予所需的功能，最终返回给用户一个软件的雏形。之
后用户可以继续使用客户端提供的可视化工具对软件细节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
修改，修改结束后软件会自动打包成安装包，供用户下载安装。
我们考虑到目前在办公领域微软 Office 占有大量的份额，几乎各行各业每个
人在办公时都离不开微软提供的 Office 办公套件，因此客户端我们采用了微软
Office 系列软件插件的形式。经过简单的插件安装，每个用户都可以在非常熟悉
的 Microsoft Word 中完成软件的定制。依托于经历了多年考验的 Office，我们
的软件稳定性得以保障，同时得益于 Office 广大的用户群体，我们软件的推广
也会轻松很多。
服务端我们采用了微软提供的 Azure 云服务，依托微软云强大的计算性能，
我们得以完成复杂的自然语言分析与代码自动生成。我们在充分利用计算资源
的同时，利用宽广的云存储构建了模块化的代码仓库。在客户端与服务端都采用
微软的产品也使得我们可以与 Office 的 One Drive 交互，为用户提供更为全面
的服务。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打破人们对软件编写的认知，通过自然语言的形
式真正让普通人没有门槛的完成个人软件的定制，让写一款软件变得触手可及。
面对这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在架构和算法等多个技术点进行了大胆的设计
与创新，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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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目前软件快速生成平台也有一些，例如简网 app 工厂等，但是他们普遍都存在
套用模板，灵活性不够等等情况。用这些平台来制作一款应用时，不仅需要花费
很多时间去寻找适合的模板，而且很多模板的设计和需求出入比较大，有时用户
需要再手动调整很多内容，有时则因为差距实在过大而难以使用。总之，目前现
有的快速生成平台完全没有使用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而仅仅停留在选择模板
并加以更改的层面上。而我们通过使用自然语言分析可以从一段需求描述直接
生成软件雏形，用户需要什么样的软件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描述出来，我们的算法
则会生成出比较接近用户所想的软件雏形，也因此，后续的调整过程会比较简
单，而相比寻找模板再进行修改更是要快速与方便很多。
目前常用的分词方法主要有 3 种: 基于词表的分词方法、基于统计模型的
分词方法和基于统计方法与规则方法相结合的分词方法 [5]。3 种方法均有优
点, 但也存在不足: 基于词表的分词方法效率高, 但对新词的识别能力不足 [6];
基于规则的方法很难涵盖所有的语言现象 [5], 尤其对网络语料的处理能力非常
有限; 基于统计模型的分词方法 [8] 重点在于解决自动分词的歧义分词问题, 但
需要人工标注训练语料 [1], 且受训练语料领域的限制。ICTCLAS(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System) 是基于隐马尔科夫统
计模型 (HMM, Hidden MarKov Model)[9] 进行分词的广受好评的中文分词系统,
ICTCLAS2002 版在国内 973 评测中综合第一名, 经过 15 年打造,ICTCLAS2015
版又增加了新词自动识别功能。因此我们在 ICTCLAS2015 基础上进行分词，并
对分词后的词语进行词性标注 [10]，通过词性将一些无意义的词语去掉，对语料

进行净化。并根据我们软件生成系统的需求，向词典中添加一些新的词语，使得
最终分析的结果更加精确。
句法分析是自然语言理解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目前的句法分析主要有两
种方法: 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统计的方法。相比于传统的基于规则的方法, 基
于统计的分析方法具有更好的灵活性, 在处理歧义等不确定性问题方面都有较好
的效果。使得统计方法渐渐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主流 [7] 。概率上下文无关文法
(PCFG) 是把统计方法引入到上下文无关语法规则系统而形成的语法规则系统。
然而经典的 PCFG 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些非常理想化的独立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而这些假设并不符合实际, 于是造成了 PCFG 的实际效果不理想。目前的概率
上下文无关语法研究, 主要集中在如何突破这些独立性假设上。通过逐步的放宽
这些假设, 分析的正确率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
在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中，我们实现了 ICTCLAS2015 的分词算法来获取用户
原始语料，进行精确分词，然后通过基于贝叶斯模型的机器学习算法训练大量
样本，达到精确匹配控件的目的。通过基于 PCFG 概率上下文无关的句法分析
[2] 算法构建优化句法树，分析语义逻辑，然后将结果通过基于谓词的句法树遍
历模型算法来精确获取空间属性。最终各种机器学习算法、智能算法的应用与
优化使得整个应用自动生成系统更加准确，可以准确的从用户的文字描述中获
取到关键信息，能够最大程度的使得该系统生成出的应用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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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系统概要设计
综述

全过程软件自动生成技术是一种计算机辅助软件制作技术。它根据自然语言分
析，将普通人所能理解的自然语言，经过逐步的转化最终生成出能够被我们所编
写的软件生成引擎所识别的软件生成脚本。整个过程包括定性层和定量层两大
部分，定性层确定了用户所提供的自然语言所包括的软件模板、软件控件、软件
主题等，展开自然语言中所表示出的各个控件、模板之间的层次关系，以明确用
户所表述的自然语言中各个部分所涉及到的具体控件、软件锁应当具有的行为、
功能；定量层把生成的软件控件的位置数值化（坐标化），根据自然语言分析将
控件的位置、颜色、大小等按照用户的要求拼装于最终生成的软件中。
3.2

客户端

客户端以 Microsoft Word 插件形式嵌入到 Microsoft Word 之中，成为 Microsoft
Word 的一部分。用户在 Word 文字输入区域输入一段文字描述，在扩展的工具
栏中使用功能键，即可进行相应操作: 点击预览按钮获得系统自动生成的 App
的“所见即所得”的预览；在预览界面上选择控件，进行拖拽，缩放，调整属性等
操作；进行添加删除控件；确认生成最终 App 等操作。
UI 设计 UI 设计整体采用扁平化风格设计，以和 Word 的风格相一致。插件的
功能按键位于 Word 的工具栏，和 Word 整体风格相一致。智能手机预览，和
Word 文本输入区域左右布局，符合用户的心理。

Fig. 1. 系统流程

Fig. 2. 主界面设计

Fig. 3. 下拉功能菜单设计

XML 描述文件和 App 预览的相互转换 自定义 XML 文件规则，定义一个
App 的机器描述，定义 Application 标签，Page 标签，各种控件标签，控件标签
含有在页面的位置信息，属性信息等。客户端解析 XML 文件，分析出 Page 层，
控件层对应的组件，并根据解析出的属性信息初始化对应的 C 图形控件，根据
位置大小颜色内容等属性，展示在可见即所得的侧栏中。XML 文件举例如下：

图形化操作的实现 为每一个控件进行封装，将每一个 Page 中解析出的控件存
储在一个队列之中，并为 Page 实现一个鼠标事件监听，在鼠标点击时确定选中
的控件，将控件移动至队列头部，重新绘制队列，对于选中的控件，鼠标右击弹
出修改属性的面板，可以修改属性，在选中的控件周围有重新调整大小的控制
点，点击后拖拽即可实现重新调正大小。

Fig. 4. XML 示例文件

Fig. 5. 客户端详细设计

3.3

基于 MICROSOFT AZURE 的云服务器

时至今日，IT 服务已经成为任何商业运作的必备设施。云计算就是要将 IT 服
务变得像用电一样简单。企业不需要担心电力来自哪家发电站、电线如何布设。
同理，在云计算的帮助下，企业不再费心管理每台服务器用什么处理器、装什么
操作系统或者数据库。在众多的云服务中，我们选择微软的 Mirosoft Azure。
Azure 是一种灵活和支持互操作的平台，它可以被用来创建云中运行的应用
或者通过基于云的特性来加强现有应用。它开放式的架构给开发者提供了 Web
应用、互联设备的应用、个人电脑、服务器、或者提供最优在线复杂解决方案的
选择。Windows Azure 以云技术为核心，提供了软件 + 服务的计算方法。它是
Azure 服务平台的基础。Azure 能够将处于云端的开发者个人能力，同微软全球
数据中心网络托管的服务，比如存储、计算和网络基础设施服务，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在 Azure 云上部署了我们的服务器。服务器分为计算和存储两部分。计
算部分负责调用算法和组装编译打包成 APK，存储部分负责将收到的来自客户
端的音乐、视频和图片等信息存储下来，这些信息主要用于生成用户的 APP。同
时在我们还需要保存整个控件库，因为控件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所有的 APP
都是由控件库中的空间经过组合和调整之后得到的。

工作流程 服务器作为处理核心负责调用各种资源。服务器从客户端获得原始的
文本输入，然后经过自然语言分析，得到用户语义，接着将组装成 XML 格式的
文件返回给用户进行调整，然后根据用户的调整调用控件进行拼装，最终将编译
好的 APP 以二维码的形式发送给用户。详细的步骤如下：
1) 首先客户端将用户在 Word 中输入的用于描述自己想要的 APP 的文字使用
网络发送到服务器
2) 服务器得到客户端传来的文字后，调用自然语言分析算法进行语言分析，将
得到的结果组成一个 XML 的格式。然后将这个 XML 文件返回给客户端
3) 客户端可以通过界面上的预览窗口看到目前的 APP 界面内容，此时用户可
以通过拖拽的方式进行调整，所有的调整都被记录在 XML 文件中
4) 用户调整完成后，XML 内容被发送的服务器。服务器根据最终的这份 XML
文件调用控件库中的控件，按照 XML 中的规则进行组装，组装成 HTML5
代码
5) 服务器调用安卓的编译打包程序，将组装好的 HTML5 代码编译成安卓的
APK
6) 调用二维码生成算法，将 APK 的下载地址以二维码的形式返回给客户端，供
客户端下载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采用 HTTP 的 POST 方式进行通讯，相对于 SOCKET
的长连接通讯，POST 的方式更加的低消耗，也就是说服务器可以同时为更多的
客户端进行服务。采用 XML 的格式进行数据传输而不是使用 JSON 或者字符
串，提高了传输的效率，降低了解析的难度，是服务器和客户端处理起来更加方
便。

Fig. 6. 服务器端流程图

文件存储 在用户需要生成的 APP 中，有很多 APP 都需要播放视频或者音乐，
这些视频或音乐有一些来自网络，有一些是由用户自己上传的。那些需要用户上
传的视频就需要在服务器上存储下来，因为会有下面一种情况。用户自己上传视
频，生成 APP，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用户换了新手机或者重新安装了系统，所
以以前保存在手机上的视频就都不存在了，这时候如果服务器端没有存储用户
上传的视频和音乐的话，APP 就不能正常的播放视频和音乐了。
我们采用 Azure 的云存储方案。Azure 文件存储是一种使用标准服务器消
息块 (SMB) 协议在云中提供文件共享的服务。文件存储使用标准 SMB 2.1 或
SMB 3.0 协议为应用程序提供共享存储。Azure 虚拟机和云服务可通过装载的
共享在应用程序组件之间共享文件数据，本地应用程序可通过文件存储 API 来
访问共享中的文件数据。在 Azure 虚拟机或云服务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可以装载
文件存储共享以访问文件数据，就像桌面应用程序可以装载典型 SMB 共享一
样。任意数量的 Azure 虚拟机或角色可以同时装载并访问文件存储共享。
文件存储包含以下组件：
– 存储帐户：对 Azure 存储服务的所有访问都要通过存储帐户来完成。有关
存储帐户容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zure 存储空间可伸缩性和性能目标;
– 共享：文件存储共享是 Azure 中的 SMB 文件共享。所有目录和文件都必须
在父共享中创建。一个帐户可以包含无限数量的共享，一个共享可以存储无
限数量的文件，直到达到文件共享的 5TB 总容量限制为止;
– 目录：可选的目录层次结构;

– 文件：共享中的文件, 文件大小最大可以为 1 TB;
– URL 格式：可使用以下示例 URL 寻址下图中的文件：
http : //samples.f ile.core.chinacloudapi.cn/logs/CustomLogs/Log1.txt

Fig. 7. URL 寻址

组装 xml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需要传递要生成的 APP 之间的格式信息，如果
将所有的资源连同信息一起传递，将会既费时又费力，所以我们采用不传递资
源，只传递格式的方法。在众多的格式方式方案中，我们选择了 XML 方案。
XML 即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平台无关
的表示数据的方法。简单地说，使用 XML 创建的数据可以被任何应用程序在
任何平台上读取。甚至可以通过手动编码来编辑和创建 XML 文档。其原因是，
XML 与 HTML 一样，都是建立在相同的基于标记技术基础之上。
我们选择 XML 以下几个原因：
– 在真实的世界中，计算机系统和数据使用不兼容的格式来存储数据。XML
数据以纯文本格式进行存储，因此提供了一种独立于软件和硬件的数据存储
方法。让创建不同应用程序可以共享的数据变得更加容易;
– 通过 XML，可以在不兼容的系统之间轻松地交换数据。对开发人员来说，其
中一项最费时的挑战一直是在因特网上的不兼容系统之间交换数据。由于可
以通过各种不兼容的应用程序来读取数据，以 XML 交换数据降低了这种复
杂性;
– XML 数据以文本格式存储。这使得 XML 在不损失数据的情况下，更容易
扩展或升级到新的操作系统、新应用程序或新的浏览器。由于可以通过各种
不兼容的应用程序来读取数据，以 XML 交换数据降低了这种复杂性
编译打包 我们在服务器上最初生成的版本是 HTML5 格式的，这种格式主要用
于网站，不能直接在用户的手机上进行安装，所以我们需要将 HTML5 的网页内

容打包成安卓系统的 APK。我们采用安卓的 ADT 程序进行打包，安卓的 ADT
程序可以直接将 HTML5 打包进安卓的应用程序中，从而使用 HTML5 写的程
序可以运行在安卓平台上。因为我们的应用程序是用 HTML5 编写的，HTML5
具有跨平台的特性，所以使用 HTML5 一次编写的程序可用打包到安卓，IOS 和
Windows 平台上，这样就避免了多次的尴尬的弊端。

4

算法设计及优化

在该系统的算法设计以及优化的部分，我们首先采用了 ICTCLAS2015 算法来
对用户的原始语料进行分词，然后通过实现和优化贝叶斯算法 [3] 来对分词后的
语料进行分类和训练。同时，将语料通过基于 PCFG 概率上下文无关的句法分
析 [2] 算法构建优化句法树，来分析语义逻辑，然后将结果通过基于谓词的句法
树遍历模型 [4] 算法来精确获取空间属性，最终完成整个自然语言处理的过程，
将分析结果应用于应用自动生成系统中的模板匹配部分。
自然语言处理（NLP）作为该应用自动生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该
系统自动生成出的应用的相关程度以及软件质量，是该系统的关键部分。该自然
语言处理系统分为以下几个子系统：
– 自然语言分词子系统1 ;
– 控件精确匹配子系统2 ;
– 句法分析子系统3 ;
在自然语言分词子系统1 中，我们使用 ICTCLAS2015 进行分词，并对分词
后的词语进行词性标注，通过词性将一些无意义的词语去掉，对语料进行净化。
并根据我们软件生成系统的需求，向词典中添加一些新的词语，使得最终分析
的结果更加精确。对于控件精确匹配子系统2 ，我们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建立
起 Bayes 分类模型 [3]，通过训练大量的文本，来将文本中的特征文本与模板库、
控件库建立起对应的关系，能够较精确的仅仅通过文字来确定用户所需要的软
件模板以及控件。在句法分析子系统3 的构建中，用户文档中的语言方式都存在
一些结构和规则。语言学中句法分析的目标就是努力分离出这些语法结构。现
在我们一般所说的语法实际上就是指描述词语排列的方法，而排列的方式或者
基于词，或者基于词类。即使在最传统的语法形式中，语法也不仅仅意味着现
行词语之间的简单顺序。PCFG 概率上下文无关文法 [2] 是最简单的一种表达递
归潜入概念的概率模型。它给简单 CFG 上下文无关文法中的规则添加了一些概
率，指明了不同重写规则的可能性大小。
4.1

自然语言分词算法

我们使用 ICTCLAS2015 进行分词，并对分词后的词语进行词性标注，通过词
性将一些无意义的词语去掉，对语料进行净化。并根据我们软件生成系统的需
求，向词典中添加一些新的词语，使得最终分析的结果更加精确。
ICTCLAS 2015 中文词法分析是中文信息处理的基础与关键。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在多年研究工作积累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汉语词法分析
系统 ICTCLAS(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System)，主要功能包括中文分词；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新词识别；同
时支持用户词典。先后精心打造五年，内核升级 6 次，目前已经升级到了
ICTCLAS3.0。ICTCLAS3.0 分词速度单机 996KB/s，分词精度 98.45%，API
不超过 200KB，各种词典数据压缩后不到 3M，是当前世界上最好的汉语词法分
析器。

算法优化 我们在 ICTCLAS2015 的基础上对分词后的词语进行词性标注，通过
词性将一些无意义的词语去掉，对语料进行净化。并根据我们软件生成系统的需
求，向词典中添加一些新的词语，使得最终分析的结果更加精确。

Algorithm 1 自然语言分词优化算法
Require: String 用户语料
Ensure: 分词结果
1: function ICTCLAS2015 分词器 (String)
2:
result ← null
3:
if String != null then
4:
分词
5:
词性标注
语料净化 (String)
6:
end if
7:
return result
8: end function
9:
10: function 语料净化 (String)
11:
if String 相关 then
12:
将 String 加入词典
13:
else
14:
去掉无意义词汇
15:
end if
16: end function

4.2

贝叶斯分类算法

在文本分类中，假设我们有一个文档 d ∈ X，X 是文档向量空间 (document
space)，和一个固定的类集合 C = c1, c2, …, cj，类别又称为标签。显然，文档向
量空间是一个高维度空间。我们把一堆打了标签的文档集合 < d, c > 作为训练
样本，< d, c >∈ X × C。我们期望用某种训练算法，训练出一个函数 γ，能够
将文档映射到某一个类别：γ : X → C

Algorithm 2 贝叶斯分类算法
Require: C 类别集合, D 用于训练的文档集合
Ensure: 分类结果
1: function Train(C,D)
2:
V ← ExtractV ocabulary(D)
3:
N ← CountT okens(D)
4:
if c ∈ C then
5:
N c ← CountT okensInClass(D, c)
6:
prior[c] ← N c/N
7:
textc ← ConcatenateT extOf AllDocs(D, c)
8:
if t ∈ V then
9:
T ct ← CountT okenof T erms(textc, t)
10:
condprob[t][c]
11:
end if
12:
end if
13: end function

4.3

句法分析算法

本系统采用 PCFG 建立起句法树，创新的采用基于谓词的句法分析树遍历方法，
优化传统的句法分析，在软件的自动生成过程中更加精准的把握住软件中存在
的逻辑关系以及用户的目的，使得生成出的软件最大限度的契合用户的想法。
PCFG 概率上下文无关文法 概率上下文无关语法 (Probabilistic Context—free
Grammar，简称 PCFG) 又叫做随机上下文无关语法 (Stochastic Context-free
Grammar，简称 SCFG)。这种语法是由 Booth(1969) 最早提出来的。上下文无
关语法可以定义为四元组 {N, Σ, P, S}。而概率上下文无关语法则在每一个重写
规则 A → β 上增加一个条件概率 A → β [p] 这样，上下文无关语法就可定义为
一个五元组 {N, Σ, P, S, D}G，其中 D 是给每一个规则指派概率 P 的函数。这
个函数表示对于某个非终极符号 A 重写为符号串 B 时的概率 P。这个规则可写
为：P (A → β)。或者写为：P (A → β|A)。从一个非终极符号 A 重写为 B 时，
应该考虑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且其概率之和应该等于 1。
基于谓词的句法分析树遍历 对于已经构建好的句法树我们创新的采取了基于谓
词的句法分析树遍历方法，传统的后序遍历句法树的方法不能够满足该系统中
语义分析的要求。在我们的获得的用户语料中，在语法中最关键的是谓语部分，
它表示了在该用户语料中，用户最主要的目的，因此我们采用基于谓词来遍历句
法树，最大限度的保留了用户的需求目的，能够更好的更精准的对我们所建立的
模板库进行匹配。

5
5.1

实验与分析
使用 OfficeCoder 生成 App

打开 Microsoft Office Word，输入一段描述软件需求的文字，单击加载项，即可
看见 OfficeCoder 面板

Fig. 8. OfficeCoder 面板

在“应用名称”一栏输入您期望生成的应用的名称，单击“生成预览”即可进入如
下界面

Fig. 9. 预览生成效果

在生成的程序预览中，右击控件即可设置相关控件的属性，如：右击文本框，
修改文本框的属性

Fig. 10. 修改相关控件属性

如果对生成的模板、控件不满意，可以对控件等进行拖动，更改位置、大小
等。

单击 OfficeCoder 面板中的“添加面板”即可添加新的页面

Fig. 11. 添加新页面

单击“按钮”“开关”“文本框”等控件，即可在页面中添加相应控件

Fig. 12. 添加新控件

点击“确认生成”，会生成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下载安装生成
的 APP

Fig. 13. 完成生成

5.2

使用 OfficeCoder 生成 App

Fig. 14. 安装与使用

扫描 OfficeCoder 所生成的二维码，安装下载好的 App，打开安装的 APP 即可
开始使用 OfficeCoder 所生成的 App

6

结论与展望

我们的 OfficeCoder 最终完成了可以通过编辑 Office 文档上传至云端服务器进
行语义分析，从而使得用户可以定制自己的一款移动 app 的云应用架构。我们
搭建了一个完整的模板库和控件库使得使用 OfficeCoder 不仅可以生成应用，还
可以生成游戏，同时我们将 OfficeCoder 打造成一个跨平台应用生成系统。我
们的作品具有很大的突破性和创新性。在此之前，只有程序开发人员才能编写
App，而普通人只能使用别人开发的 App，这样显然不能满足每一个用户的需
求，但是自己又没有编程的技术，没有办法开发自己想要的 App，相信大部分使
用者都有过这样的想法。app 开发的技术要求将一大部分有软件开发热情的人

拒之门外，使没有技术的人望尘莫及。我们的作品打破了这一传统，拓展了 App
的开发途径，不再使用传统的编写代码的形式，而是采用自动生成与手动修改相
结合的方式，首先为根据 Word 或者是 Powerpoint 甚至是 Visio 内容自动生成
一款 App，用户可以在 office 界面中预览自动生成的 App，如果不满意 App 的
内容，可以在 Office 中采用拖拽、删除、编辑等方式进行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
止。然后服务器将根据用户的编辑再次生成 App 供用户下载。这样就使得每一
个使用 office 的用户都可以开发自己想要的 App 而且并不需要特别学习编程技
术，这极大的降低了 App 制作的难度。
我们的应用作为 Word 2013，PowerPoint2013，Visio 2013 的一个插件，增添
到应用的菜单栏中，使用插件时，可以根据 Word 当前内容直接生成 App；可
以将 PowerPoint 中的图文资源发送至服务器，作为 App 生成的素材；可以通
过 Visio 设计流程图对 App 的处理逻辑流程进行指导；或者用户对 App 的进
行图形化的交互设定。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 App 应用的模板库，模板库建立在
Windows Azure 云平台之上，这些模板是由开发者开发完成, 可以由第三方开发
者开发后上传到云中，模板库中的 App 模板是系统生成 App 使用的原型，这些
模板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最终生成的 App 确定后，服务器完成代码的组装以
及配置文件的生成，进行编译，编译完成后生成 App 安装包，提供给用户下载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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