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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并删除已有封面：

If．Find．Execute(FindText：=“黄山学院毕业论文”)

Then

If．Find．Execute(FindText：

2”Acknowledgements‘13”1

Or．Find．Execute(FindText：-”Abstract‘13”)

Or．Find．Execute(FindText：=sTide)Then

．SetRange(1。．start)’选定所设定的区域

．Delete0’删除所选区域

End If

End If

其中，sTide为论文题目变量。

2．插入封面页：

打开并使用预存服务器端的论文模板

wdFMr)oc：

设dr为数据库记录读取器System．Data．OleDb．

OleDbDataReader，设论文模板中的书签名皆对应于

dr数据记录中的字段名：

DimbmAsMicrosoftOfl[ice．Interop．Word．Bookmark
For Each bm In wdDoc．Bookmarks

IfNot lsDBNull(dr(bm．Name))Then bm．Range．

Text=dr(bm．Name)

Next

填人全部数据后，全选、复制、关闭wdFMDoc、

转入wdDoc适当处粘贴。即可完成封面页的插入。

关键代码如下：

wdFMDoc．Application．Selection．WholeStory0

wdFMDoc．Application．Selection．Copy0

wdFMDoc．Close0’关闭且不保存所作的更改

wdDoc．Activate0

．Paste0

3．2主体部分

毕业论文的主体部分．如我校英语专业的本科

毕业论文，是按顺序由下列部分构成：致谢、英文摘

要及关键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正文和参考文献。

3．2．1各组成部分的判断

通过整数变量如nStart及nEnd对应所选区域

的始末位置。

谢(Acknowledgements)、中英文摘要(包括关

键词)及参考文献(Works Cited)---部分各为统一规

定的标题行，因此，可通过执行Find．Execute命令得

到的返回值(布尔值)来判断主体部分中是否存在

相应的部分。当然，在判断时，还要考虑到英文异体

词如Acknowledgements的异体词为Acknowledg-

ments，以及学生的误写或别体，如Works Cited被

写成Works cited或Work cited或WorksCited等

形式。判断参考文献的关键代码为：

．Find．Execute(FindText：=”【^1 1^12‘13]Work【S】{1，2}

【Cc]ited‘13”,MatchWlldcards：-True)

其中，‘11为手动换行符，即所谓的“软回车”，‘12为

手动换页符，‘13为段落标记。即所谓的“硬回车”。

正文部分须甄别出各分级标题。每一级标题的

序标都会有统一的规定。这也就为程序的自动甄别

提供了识别标记。如我校英语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

的分级标题的序标统一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法，分

别为“1．Abcde”、“1．1 Abcdef ghij”、“1．1．1』Abcd

ef曲ijldm”⋯⋯，此外，各分级标题为一甸成段，这

样可用以下语句判断所在段落是否为三级标题：

If Regex．IsMatch(Left(Trim(．Text)，7)，”【1—9】【．．儿1—

9】【．．】【1—9】【．．”&Chr(9)&”】【A—zr)And．

Range．Sentences．Count=1Then

其中，Kegex．1sMatch是Asp．Net的正则表达式匹配

命令，返回布尔值；”【1—91[一】【1—9】【．．】【1—9】【．-”&Chr(9)

&”】【A—Z】I．为三级标题的前7位字符，即“1．1．1”加

上第七位的大写字母，．Range所指向的Selection为

某一整个段落，段内应该仅含1个句子。

相应说来．一级标题的判断语句则为：

If Regex．IsMatch(Lett(Trirn(．Text)，3)，”【卜9】【．．“&

Chr(9)&”】【A—z】fI)And．Range．Sentences．Count
=1 Then

3．2．2字段格式审改

VBA中字段格式的操作对象分别为font和

paragraph。各有系列属性用于设置或获取相应的值。

如：

’分别设置中英文字体名与字号

．Font．NameFarEast=”宋体”

．Font．Name 2”Times New Roman”

．Font．Size=12

’分别设置段落的行距、对齐方式、首行缩进和

大纲级别

．ParagraphFormat．Spacel 50

．ParagraphFormat．Alignment

=WdParagraphAlignmc!lt．wdAlignParagraphJustify

．ParagraphFormat．CharacterUnitFirstLinelndent

=2

．ParagraphFormat．Outline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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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OudineLevel．wdOudineLevelBodyText

3．2．3分节分页与页眉页脚

毕业论文在几大组成要件如封面、致谢、摘要、

正文(含参考文献)等齐全时，整个文档应至少分为

三节：①封面独立成节，无页眉页脚，自然就没有页

码；②致谢、中英文摘要及目录组成第二节，页脚应

为小写罗马数字的页码；③正文(含参考文献)构成

第三节，页脚为阿拉伯数字页码。各节的页眉页脚

必须断开与前一节的链接。

分节分页符审改例举：

文中查找字串“Acknowledgements”，找到时该

字串处于选中状态。方法．Collapse0可使光标处于选

定区域的起始位置，即“A”之前；获取当前光标位置

即．Start值，如大于2，则前有封面页；通过方法．se—

tRange(nStart。nEnd)选定之前一个字符，判断是否

分节符或分页符；如仅为分页符则删除之，插入分

节符．InsertBreak(Type：=WdBreakType．wdSection-

BreakNextPage)。

同理。在正文标题前再插入一分节符，在必要

的地方插入分页符(将上一方法中的Type值改为

WdBreakType．wdPageBreak)。

页眉页脚审改例举(第二节页脚设置的关键代

码)：

If．InRange(wdDoc．Secuons(2)．Range)Then
wdDoc．ActiveWindow．ActivePane．View．SeekView

=WdSeekView．wdSeekCurrentPageFooter

．HeaderFooter．LinkToPreviOUS 2 False

With wdDoc．Sections(2)．Footers

(WdHeaderFooterlndex．wdHeaderFooterPrimary)．

PageNumbers

．NumberStyle=WdPageNumberStyle．

wdPageNumberStyleLowercaselLoman

．tLestartNumberingAtSection2True

．StartingNumber。1

End With

wdDoc．Sections(2)．Footers(I)．PageNumbers．Add

(PageNumberKlignment：=WdPageNumberAlignment．

wdAlignPageNumberR．ight，FirstPage：2True)

End If

3．3目录

毕业论文的目录部分一般处于固定位置，例如

处于第二节之末，第三节即正文之前。这一部分本

应在设置各标题段落相应的大纲级别之后，通过插

入目录由MS Word自动生成的。但很大一部分学

生不善于设置段落的大纲级别和页面的页眉页脚，

因此，这也是学生排版最易失之规范的部分。不少

学生手工输入目录。且不说左端缩进随意，右端更

难对齐，更大的弊端是，一旦其它部分出现与标题

或页码相关联的改动。难以反馈给目录的更新，致

使目录及所标页码与实际情况失去对应。本文主张

采用封面页的对策，即检查是否已有目录，如已存

在，则删除，再由VBA程序自动生成在规定位置。

关键代码如下：

’如找到已有目录则删除

If．Find．Execute(FindText：=”Contents‘13’．)Then

nStart=．End+1

．Colhpse(Direction：2WdCollapseDirection．

wdColhpseEnd)

．Find．Execute(FindText：=sTide)

．SetRang(nStart，．start)

．InsertParagraph0’删除并插入一空白段落

End If

’插入目录

’确定插入目录的位置

．Find．Execute(FindText：=sTide)

．MoveLeft(Unit：=wdUnits．wdCharacter，2)

If Asc(．Text)=12 Then．Delete0

．ImertParagraphO

．MoveLeft(Unit：=wdUnits．wdCharacter,1)

．Text 2”Contents”

．InsertParagraph0

nStart=．Start一1

’自动插入目录

wdDoc．Styles(”目录1'5．AutomaticallyUpdate=True

wdDoc．Scyles(”目录1”)．ParagraphFormat．LineSpac-

ingRule=WdLineSpacing．wdLineSpacelpt5

With wdDoc．Styles(”目录2'5

．AutomaticaUyUpdate
2 True

．BaseStyle=”目录1”

End Witll

With wdDoc．Styles(”目录3”)

．Automatica／／yUpdate2True

．BaseStylem”目录2”

End With

With wdDOC

．TablesOfContents．Add(Range：-=wdDoc．App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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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Selection．R ange，

RJghtAlignPageNumbers：2True，

UseHeadingStyles：2True，

UpperHeadingLevel：21．

LowerHeadingLevel：=3，

IncludePageNumbers：=True，

AddedStyles：=”．

UseHyperlinks：=True，

HidePageNumberslnWeb：2True，

UseOutlineLevels：=True)

．TablesOfContents(1)．TabLeader

=WdTabLeader．wdTabLeaderDots

．TablesOfContents．Format=wdlndexlndent

End Witll

．SetRange(nStart，nStart)

．MoveDown(Unit：=wdUnits．wdLine，Count：2 1，

Extend：=wdExtend)

．Font．Name 2”Times New Roman”

．Font．NameFarEast 2”宋体”

．Font．Size=1 4

4结语

毕业论文管理一类的程序编写起来并不难，但

真正做到全程管理的却不多，而这应该也正是论文

管理系统类软件的趋势所在。毕业论文组织管理工

作虽干头万绪、极其繁杂，但数据统计、任务分配与

验收之外．更加长线的却在于与Word之类的文字

处理软件的亲密接触。论文的撰写与审阅固然离不

开Word软件，指导教师最终按要求提交的汇总材

料又何尝离得开Word类型的文字处理软件。

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所依据的毕业论文在线管

理系统虽然已在使用之中，却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格式审改中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的审改功能

尚不具备。然而，无可否认，一方面．毕业论文本身

是一种格式文本、教师上报的汇总材料亦应为格式

文本。另一方面，MS Word具有良好的功能拓展开

放性，以及VBA与之无缝衔接的操控性能，两者的

结合，使得论文管理系统本应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功

用。此外，随着Google、Software等公司越来越积极

主动的技术贡献，在线文字处理功能越来越得到淋

漓尽致的发挥，笔者坚信，毕业论文在线管理系统

将会主动承担越来越多低智能的操作，剩下给老师

的只是对于论文逻辑的理性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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