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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WEB应用需求的增加，敏捷的WEB开发的应用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本文以ThinkPHP框架技术为基础，使用敏捷的WEB开发流程和方法，完成了新闻信息发布系统的整体设计和实
现。最后，探讨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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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the network and WEB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ag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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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WEB appli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research field.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hinkPHP
framework,using the WEB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gile methods,completed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publishing system.Finally,future research trend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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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队的优势，不断优化和改进，在易用性、扩展性和性能方面
均有较好表现，已经成长为国内领先和具有影响力的敏捷的

求在不断扩大，用户体验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大家都是需

WEB应用开发框架，已被大量应用于商业以及门户级网站的

要自我开发一套Web应用系统，则存在成本高、没有技术力

开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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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站和Web应用程序开发的需

本文以新闻信息发布系统为例，给出了基于ThinkPHP模

系统模型，将一次性源码交付客户，让客户拥有自己的Web

型的敏捷WEB开发的设计思想及其开发流程，并使之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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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维护不方便等问题。所以，如果可以开发一套Web应用

应用平台，则操作相对简单，在功能上也可自主灵活修改，
[1]

这样就能很好的解决用户所面临的问题 。

MVC模式(Model-View-Controller)是一种应用广泛
的开发模式，能够解决团队开发之间分工协作、协同配合的
问题，最优化系统各部件的开发效率。MVC模式将管理系
统分为三大部件，分别为模型、视图和控制器。这三大部件
各自分离，但又相互依存，最终形成了一个容易维护、容易
扩展、高效运行的管理系统平台。对于后台程序员，借助于

结构和代码上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模块的复用性，使开发
者专注于业务流程的设计，减轻在编写界面、组织代码等重
复性的工作上的负担。

2 ThinkPHP MVC设计思想和开发流程(ThinkPHP
MVC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2.1 ThinkPHP MVC设计思想
ThinkPHP是基于MVC设计模式的，且均支持多层
(multi-Layer)设计。ThinkPHP中的MVC分层大致体现为：

MVC模式就可以更加专注于业务流程和功能的实现，而不需

模型(Model)层：默认的模型层由Model类构成，但是随

要太多地涉及页面与前端。这种分工协作的最终目的是提高

着项目的增大和业务体系的复杂化，单一的模型层很难解决

[2]

开发效率及项目质量 。
ThinkPHP框架是为了敏捷WEB应用开发和简化开

要求，从3.1版本开始推出了多层Model的支持，设计思路很
简单，不同的模型层仍然都继承自系统的Model类。

发者应用而设计的，是基于MVC结构的开源PHP框架，

控制器(Controller)层：ThinkPHP的控制器层由核心

ThinkPHP一直秉承实用简洁的设计思想，发挥开源和社区团

控制器和业务控制器组成，核心控制器由系统内部的App类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项目资助(名称：基于软件服务外包项目开发流程的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 编号：SGH1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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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负责应用(包括模块和操作)的调度控制，包括HTTP

其次，设计控制器(C)，应用控制器(核心控制器)和

请求拦截和转发、加载配置等，业务控制器则由用户定义的

Action控制器都承担了控制器的角色。核心控制器由系统内

Action类完成。3.1版本开始增加了多层业务控制器的支持。

部的App类完成，负责应用(包括模块和操作)的调度控制，包

视图(View)层：由模板和模板引擎组成，在模板中可以

括HTTP请求拦截和转发、加载配置等，业务控制器则由用户

直接使用PHP代码，模板引擎的设计会在后面讲述，通过驱

定义的Action类或者其他控制器类完成。Action控制器位于项

动也可以支持其他第三方的模板引擎。

目目录下面的/Lib/Action目录。

在MVC三层中，ThinkPHP并不依赖M或者V，甚至可以

最后，完成视图设计(V)，视图主要就是指模板文件和模

只有C或者只有V，这个在ThinkPHP的设计里面是一个很重

板引擎，模板的实现和框架无关，可以独立制作和预览。模

要的用户体验设计，用户只需要定义视图，在没有C的情况下

板位于项目目录下面的/Tpl目录。

[4]

模型调用关系描述如图1所示。

也能自动识别 。

m

2.2 ThinkPHP开发流程

co

使用ThinkPHP创建应用的一般开发流程是[5]：
(1)创建数据库和数据表(没有数据库操作可略过)。
(2)项目命名并创建项目入口文件。

z.

(3)完成项目配置。
(4)创建控制器类。
(5)创建模型类，如果只是简单的模型类可以不必创建。

图1 模型调用关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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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创建模板文件。

Fig.1 Call relation description model

(7)运行和调试。

2.3 ThinkPHP目录结构各个文件夹的含义[6]

3.2 构建应用程序的结构
在使用应用架构创建应用时，使用统一的命名规范和目

内容和说明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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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PHP的目录结构非常清晰和容易部署，目录结构的

录结构，规定所有类文件都放至Lib目录下。在该目录下，可

表1 目录结构的内容和说明

Tab.1 The directory structure of the content and

根据分别建立Action、Model、Behavior和Widget等四个子目
录。项目文件夹的命名约定见2.3节，这样就把对视图界面、
交互逻辑和数据的处理清晰地分开，便于对应用进行管理和

description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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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文件

ThinkPHP.php

框架入口文件

Common

公共文件目录

Conf

项目配置目录

Lang

语言包目录(非必须)

Lib

应用类库目录，通常包括Action和Model子目录

Tpl

模板文件目录，支持模板主题

Extend

框架扩展目录

3 基于ThinkPHP模型的敏捷WEB开发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ThinkPHP model of agile
development based on WEB)
3.1 应用程序的模型描述
首先，设计一个模型(M)，模型的定义由Model类完成，该
类完成了基本的CURD、ActiveRecord模式、连贯操作和统计
查询等。Model类位于项目目录下面的/Lib/Model目录。

优化。目录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应用程序目录结构

Fig.2 The directory structure of the application

3.3 MVC各个模块的实现
视图由View类和模板文件两部分组成。Action控制器直
接和View视图类交互，View类把控制器传来的变量展现出
来，而模板文件完成呈现的形式。
为了对模板文件更加有效地管理，Think PHP对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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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进行目录划分，默认模板文件定义规则是:模板目录\分
组名\模板主题\分组名\模块名\操作名+模板后缀。项目模
板目录是admin\Tpl，对于后台管理模块来说，首先需要新
建Admin文件夹(模块名)，然后在该目录下新建三个文件夹
Index、Login和News，分别对应显示查看管理员主页面、登
录页面和添加新闻页面的内容。当用户调用Action文件夹各
个类的对应的相关方法时，系统将会调用相应模板文件夹下

图3 应用程序前端主页

的静态网页index.html，并将动态内容输出到模板中指定的

Fig.3 The tip home page of the application
开发人员可套用合适模板，使用Volist标签主在模板中循

据库的表名和模型类的命名遵循一定的规范。首先数据库的
表名和字段全部采用小写形式，模型类的命名规则是除去表

环输出新闻标题、内容和发布时间，主要代码如下:
<volist name="news_list"id="vo">

m

Model模型的定义是由Model类来完成，ThinkPHP对数

<div class="col last">

co

标记处，最后使用display方法输出相应的模板。

前缀的数据表名称，并且首字母大写，然后加上模型类的后

<h2>{$vo['subject']}</h2>

缀定义。

<p>{$vo['message']|stripslashes}</p>

验表单各项内容，为实现上述功能需求，就需要自定义对应
的模型类UserModel.class.php和NewsModel.class.php。并

<a class="more"href="#">{$vo['createti

z.

系统在后台登录和添加新闻时，填写完表单后，需要校

me']}</a>

</div>

</volist>

cz

使用D方法实现自动验证与自动填充。
Action控制器对应的文件位于项目目录admin\Lib\
Action下。框架会根据当前的URL来分析要执行的模块和操

后台管理登录如图4所示，后台管理主页如图5所示，新

闻添加页面如图6所示。

使用。

rj
g

作，即模型和视图只有在定义了相应的控制器后才能真正被

在管理员管理模块中，需要自定义IndexAction、

LoginAction和NewsAction控制器类，定义规则和模型定义
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控制器名称要与视图模板文件夹名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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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

根据项目的功能需求控制器类IndexAction中需要定义

图4 后台管理登录

Fig.4 Admin login

news、edit、quit和filter等方法，NewsAction中需要定义
add、delete、edit、quit和update等方法，LoginAction中需
要定义index、login和checklen等方法。

至此，基于ThinkPHP模型框架的新闻发布管理系统中后
台管理模块的基本功能就搭建完成，前台功能的搭建过程也
大致类似。纵观整个开发过程中，各个模块定位清晰，分工
明确，调度自然流畅，复用性和扩展好，特别对于美工基础

图5 后台管理主页

Fig.5 Admin home page

比较薄弱的开发者，可以借鉴现成的前端模板资源，并集成
开源的百度UEditor编辑器插件，完全可以满足用户要求。

4 运行结果及分析(The operation results and
analysis)
本文以新闻信息管理系统为例进行分析说明，基于
ThinkPHP模型框架实现了新闻发布管理信息Web前端展示和
后台管理操作，系统前端展示如图3所示。

图6 新闻添加页面

Fig.6 Add news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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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应用中，登录信息需要格式校验，校验完成后，调

ThinkPHP模型的敏捷Web技术的规范化、模块化、流程化上

用后台数据库验证用户名和密码。成功后，进入后台管理主

做了一些探索，在今后的工作中，会在提供标准服务的基

页，后台会罗列每条已经发布新闻的基本信息，管理员可以

础上，让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产品和业务特点，通过在

对每条信息进行修改和删除。处理事件被绑定到每行新闻的

线配置和上传代码的功能来扩展自定义的功能，满中个性

操作图标上，然后通过单击进行修改和删除。新闻添加时，

化需求。

进入新闻添加页面，添加新闻标题和内容即可，本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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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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