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故事

OPUSCAPITA
芬兰的OpusCapita Solutions Oy公司已成长为世界提供货到付
款，现金管理和产品信息管理的领导厂商之一. 从它在欧洲和美
国的8间办公室服务超过3,000间公司, OpusCapita开发的软件允许
它能够使应收帐款和应付帐款中的发票流程实现完全自动化，
同时处理向多个供货商的分发和多地区监管的复杂性.

挑战
OpusCapita支持许多需要简化供应链管理流程的大型政府和跨国公司. 跨多个公司甚

组织

至跨境管理发票和采购事项并不是简单的工作. 许多面对这种现实的大型组织的典型做法是

OpusCapita Solutions Oy 在欧

限制他们拥有的供货商/客户的数量或是限制订单处理的频率, 这样做法虽然简化了账户管理，

洲和美国共有8间办公室

但这也要付出选择性和灵活性的巨大代价.
过自动化和开放式连接，OpusCapita能够以简单，可扩展的方式支持最复杂的供应
链，不论供货商或地区的数量如何，OpusCapita都可以应对.

应用程序

OpusCapita负责格式化，流程路径，跟踪和处理所有内容服务台的电子发票，而软

OpusCapita

件的速度和性能是关键. OpusCapita每个月大约处理和监视500万笔交易，每天高峰
期约有500,000张新发票，这些发票都是通过各种数据格式和交付渠道收集的. 其中
包括SOAP，HTTPS，RFC，PEPPOL，X400（S）FTP，电子邮件，直接连接甚

使用的工具

至纸张!.

Delphi
InterBase
IntraWeb

解决方案
Mikael Nilsson, OpusCapita主要的开发人员, 解释了Embarcadero的Delphi和

’’

InterBase如何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 “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已经开发了内部软件，

并通过广泛的整合对其进行了扩展，所有这些整合能力均来自Delphi中的通用函式库。
随着我们需求的增长，Delphi一直都能提供解决方案并使我们能够持续创新“.

‘‘

简而言之，它跑的又快又好!
– Mikael Nilsson对Delphi和InterBase的评语

成功故事

OpusCapita正使用最新版的Delphi 和 InterBase. 当将面向客户
的Web界面添加到其现有内部工具中时，Nilsson将其通用程序
代码归功为最主要的优势. “能够在桌面和Web入口网站之间共享
程序代码的能力确实帮助我们最大程度地缩短了开发时间，并重
近年来，Delphi的创新给Nilsson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平行

要地减少了持续的维护成本”.

执行函式库和FireDAC. “从DBExpress移植到FireDAC进一步提高了

在应用程序执行速度和性能方面，Nilsson高度评价InterBase. “随

内部桌面应用程序的功能，还为数据管理开启了新功能。我们已经看

着时间的演进，InterBase已与我们一起成长。 InterBase预储程序

到了在执行速度和资源方面的改进，而且移植起来很容易”.

和触发器非常快速，并且可以在数据到达我们的系统时进行快速，
复杂的处理”.

‘‘

InterBase预储程序和触发器非常快速, 而且
在数据到达我们的系统时实现快速复杂的数据处理能力
– Mikael Nilsson, OpusCapita的主要开发人员

成果

’’

Delphi的快速开发能力和广泛的可用组件使OpusCapita

跨软件产品的通用程序代码库使开发团队可以保持小型紧凑的状

能够开发自己的定制解决方案，并同时在产品和客户满

态，同时仍可以进行高速创新. Delphi和InterBase的结合确保了

意度方面赢得市场领先的声誉.

资源可以专注于研发而不是维护，从而降低了程序代码的总拥有

InterBase能使用很少的资源，因此它能够在较低的硬件上比竞争
对手提供更快的速度和更好性能。这样既节省了服务器硬件，又

成本，并改善了客户体验.
https://www.opuscapita.com/

节省了总体拥有成本.

为什么使用DELPHI?
Delphi提供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概念，其中包括图形窗体设计

支持高分辨率的莹幕和样式/主题的现代功能使应用程序具有快速

器以及可以通过鼠标操作的组件，在其中开发人员总是找到他或

响应性和现代感的时尚性.

她自己作为用户的角色. 此外，还有一个快速的编译程序和一个经

在每次Delphi更新中，Embarcadero都进行了无数的改进，因此保

过良好配置的IDE，几乎不会遗漏任何开发需要的东西.

持最新版本确实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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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ISQL
Ansgar Becker从1990年开始使用Delphi开发一个简洁数据库客户端软
件. 一开始此软件只适用于MySQL, 但随着时间过去HeidiSQL 已经成为全
世界一个非常流行的开源工具, 并适用于have SQL Server, PostgreSQL,
和 SQLite.

应用程序
HeidiSQL

开发人员
Ansgar Becker

类型

‘‘

如果没有Delphi的新功能那么HeidiSQL
绝不会发展的这么快速.

VCL提供的广泛组件为许多实际的目的提供了
VCL提供的广泛组件为许多实际的目的
提供了简洁的解决方案.
– Ansgar Becker

数据库系统客户端管理工具
•
•

MySql, MariaDB
SQL Server

•
•

PostgreSQL
SQLite

挑战

’’

在1998, 作者和Web开发人员对当时可用于管理MySQL服务器的程序并不满意. 他

们希望尽可能直观地可视化数据库结构. 由于具备Turbo Pascal的学校知识, 雇主拥
有的Delphi 3授权以及还很年轻的因特网,他因此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在同一时期,

Matthias Fichtner发布了他对mysql.h表头文件的Delphi转换档. 就这样,他就成功建

使用的开发工具

立了与MySQL服务器的第一个连接. 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后, 他必须设计和实现客制

Delphi, VCL

化的使用者界面. 从那时起,Delphi的窗体设计家和VCL的无穷可能性就一次又一次
激发了Becker的灵感，,以提高可用性.

‘‘

简洁自明的Pascal语言启发了我30年. 它是一种具有自然元素的高
级语言,非常容易学习,并对我作为Web开发人员而言始终是可喜的
变化.
– Ansgar Becker

成功故事

应用程序
从1999年开始免费提供第一批发表的版本, 但当时以不同的

2009: 4月份发布了版本4.0, 其中包含重新设计的用户管理

名称发表.

接口,该管理接口使用了当时的新VCL组件TComboboxEx.

许多用户很快了解到本机应用程序比Web浏览器应用程序

2010年4月针对版本5.0引入了可携式模式. 该模式由带有

具有的优势: 除了取决于服服务器的连接速度外,该应用程

特殊名称的内含文字文件启动.

序的上手速度非常的快. 此外,该使用界面还提供了直观的
方式显示数据库内容的摘要信息. 即使没有任何数据库知识

2012: 2月,发布了7.0版, 该版本现在还允许连接到Microsoft

的用户也可能会突然在没有任何其他工具帮助的情况下了

SQL Server. 为此使用了Delphi dbGo组件, 这提供了一个快速，

解服务器的内部信息.

简单的连结实现. v8.0在多个使用者的请求下带来了多国语言
用户接口. 从那时起, 翻译就一直在Transifex上进行管理, 并使
用免费的Delphi的DXGetText 组件编译到应用程序中. 从v9.0
开始, HeidiSQL也能连接到PostgreSQL服务器.

2000: 第一批HeidiSQL版本中的其中一个版本的与当前版本

2020: 2020年初在v11.0中提供了对SQLite的支持.

非常相似.最初,该应用程序仅提供基本功能,但已经能提供数据

HeidiSQL已成为许多开发人员的通用工具. 荧光幕变大了,

库非常好的概略信息.

HeidiSQL则会根据工作任务合理地利用增加的空间.

2006: Becker决定将HeidiSQL的原始码授权于符合开源许可

未来: 对于未来的Delphi版本, Becker计划实现更多的功能. 除其

GPLv2标准. 这项决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将HeidiSQL置
于不断发展的开源软件世界中. 这还有许多实际的优势,因为
现在可以轻松地查看, 注释原始码,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由
其他人共同开发程序代码. 在2006年12月,新版本v3.0以不太
郑重的代号“ Bugfree Weasel”发行.

他功能事项外, Becker考虑将支持InterBase/FireBird数据库.

为什么使用DELPHI?

事实与数字

Delphi提供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概念,其中包括图形窗体设计家
以及可以通过鼠标配置的组件, 在其中开发人员总是能找到他或她

•

超过200,000位使用者 (基于自愿跟踪功能)

自己作为使用户的角色. 此外, 还有一个快速的编译程序和一个经

•

到目前为止已发布35个正式版本

•

约200名翻译员提供英语和49种其他语言的用户接口

•

到2010年为止, 有2个活跃的联合开发人员, 另外20个开发

过良好配置的IDE, 几乎不会遗漏任何开发需要的东西.
支持高解析荧光幕和样式/主题的现代功能使应用程序具有响应性
和时尚性.

人员提供少量的程序代码贡献

在每次Delphi更新中, Embarcadero都进行了无数次的改进, 因此

•

保持使用最新版本确实很有意义.

版本控制, 具有6,000多次提交

新功能和错误修复通常与HeidiSQL相关, 因此HeidiSQL也一直在
得到改进.

‘‘

Git（-hub）https://github.com/HeidiSQL/ HeidiSQL上的

•

超过60,000行的Pascal原始码（不包括第三方组件）

•

主要开发人员已花费超过10,000个工作小时

似乎在各个Delphi的函式库中都有大量的汇编语言
看起来Borland的开发人员已经在努力优化VCL的许多部分.
– David from Denmark, 2007, 前共同开发人员

在线范例
在此Youtube视频中, 您可以观看在线演示以及和Ansgar Becker对谈HeidiSQL的目前版本（使用德
语并有字幕). 您还将了解产品名称的异常来源原因.

’’

HeidiSQL 网站
下载, 论坛, 帮助和捐赠信息可以在下面找到:

HeidiSQL

https://www.heidisql.com/

‘‘

Online Demo

HeidiSQL是我在整个因特网上找到的最好的程序: 易于使用,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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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接口良好, 完善的功能...
– Ketan from India, Nov.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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