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软件工程已进入到目前的第四代，它已具有许多优势，虽然它仍存在同
时代人曾经历的某些弱点，但其早年的天真和热情已被更合理的经历多年培
育的期望（以及甚至善意的嘲讽）所替代，软件工程正带着许多成就步入中
年，然而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今天，它已被公认为一个重要学科，值得
认真地研究、细心地学习和热烈地争论。在整个产业界，“软件工程师”已
经替代“程序员”成为更受欢迎的工作头衔。产业应用软件中已广泛而成功
地采用了软件过程模型、软件工程方法以及软件工具。管理者和实践者均认
识到，需要一个更严谨的软件方法来支持手头的工作。
但是，在本书的早期版本中很多讨论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个人和公司
仍然在随意地开发软件，很多专业人员和学生不知道现代方法，最终，我们
生产的软件仍然存在大量质量问题。此外，关于软件工程方法的真实性质的
争论仍在继续。然而，今天软件工程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人们对它的态度已
有很大变化，它的发展也很明显，但是，要使软件工程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
全成熟的学科还需做大量工作。
本书的第 ４ 版试图成为正逐步走向成熟的软件工程学科的一个指南。和
前面三版一样，第 ４ 版的主要读者群仍然是学生和实践者，而且在写作风格
上我们力图仍然保持前面各版的格式和风格。本书的基本目标仍然是：作为
产业界专业人员的指南以及作为高年级大学生和一年级研究生的软件工程的
全面导论。
我们在第 ４ 版中并不仅仅简单地修订了原稿，为适应本领域快速的增长
我们完全重新组织了书中的内容，并着重讨论了新的重要的软件工程方法，
还全面地修订了从早期版本保留的章节，加入了 １２ 章新内容，以提供对当代
趋势和技术的完整讨论。加入了很多新例子、思考题，每一章中还增补了推
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搜索地址，包括数百个新的出版站点以及超过 １６０ 个
ＷＷＷ 信息站地。
第 ４ 版由 ５ 个部分共 ３０ 章构成。这样做的目的是按专题安排内容，并使
那些没有时间在一个学期内完成书中内容教学任务的老师，可以按需取用。
第一部分：产品和过程，简介软件工程的相关语境，引出书中主要内容，并
着重介绍了以后章节用到的概念；第二部分：管理软件项目，讨论那些与计
划、管理和控制软件开发项目的人员相关的话题；第三部分：传统软件工程
方法，讨论那些被视为传统软件工程不同“学派”的分析、设计和测试方法；
第四部分：面向对象软件工程，讨论跨越整个软件工程过程的面向对象方法，
包括分析、设计和测试方法；第五部分：软件工程高级课题，分章专门讨论
形式化方法、净室软件工程、复用、再建工程、客户／服务器软件工程和 ＣＡＳＥ。
第 ４ 版比以前版本更多地强调了度量和测度方面的相关技术。有三章和
软件度量相关，分别是：软件过程和项目的度量、软件的技术度量、面向对
象系统的技术度量。
本书的组织使得老师可以根据时间和学生需要安排授课话题。一个学期
可选择一个或多个部分。例如，“设计课程”可能只需要第三或第四部分，
“方法课程”可能只需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的部分章节，“管理课程”可
能只需要第一和第二部分。按这种方式组织本书第 ４ 版，目的是给老师提供
灵活的教学选择。

第 ４ 版的写作工作已成为我生活中持续最长的技术计划。即使当写作停
止时，从各种技术文献中提炼、组织信息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为此，我要
感谢许多书籍、论文和文章的作者，以及新一代的电子媒体（新闻组和 ＷＷＷ）
的贡献者们，他们在过去的 １５ 年中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思想和评
注，很多信息资源已在每章的参考文献中列出，他们在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中 的 贡 献 是 值 得 称 道 的 。 我 还 要 感 谢 第 ４ 版 的 审 阅 者 ： Ｗａｙｎｅ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 Ｆｒａｎｋ Ｈ．Ｗｅｓｔｅｒｖｅｌｔ、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的
Ｓｔｅｖｅｎ Ａ．Ｄｅｍｕｒｊｉａ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 Ｃｈｕｎｇ
Ｌｅ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的 Ａｌａｎ Ｄａｖｉｓ、ＱＳ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Ｍａ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Ｉｒｖｉｎｅ 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Ｔａｙｌｏｒ、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Ｔｅｃｈ．的 Ｏｓｍａｎ Ｂａｌｃｉ、Ａｕｂｕ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 Ｊａｍｅｓ Ｈ．Ｃｒｏｓｓ、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 Ｗａｒｒｅｎ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 Ｍｉｅｃｚｙｓｌａｗ
Ｍ．Ｋｏｋａｒ，他们的评注和批评是无价的。
本书第 ４ 版内容的成型有赖于许多曾经使用过本书以前版本的产业界专
业人员、大学教授和学生，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和我通信交流他们的建议、批
评和思想，我要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位。
此外，我也要向我们的在北美和欧洲的许多产业客户表示感谢，他们教
我的比我教他们的要多。
Ｒｏｇｅｒ Ｓ．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译者序
２０ 世纪末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最大变化之一无疑是席卷全球的信
息技术（ＩＴ）革命，人们将这场革命视为 ２１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曲。
在这场 ＩＴ 革命中，软件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软件产业作为一个独立
形态的产业，正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软件工程正是
软件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从 １９６８ 年软件工程概念的正式提出到现在，软件工程已有逾 ３０ 年的发
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实践。正是由于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共同努力，软件工程正在逐步发展为一门成熟的专业学科，以解决
软件生产的质量和效率问题为宗旨，在软件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技术
保障和促进作用。
本书是一本系统而全面地介绍软件工程理论、技术和实践的专著，是北
美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畅销书之一。本书作者 Ｒｏｇｅｒ Ｓ．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是软件工程领
域国际知名的咨询专家和作者，著有多本学术专著，本书已是其第四版。本
书第二版曾在国内翻译出版，并被很多学校选为软件工程教材，在我国软件
工程研究、教学和实践中起到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而第四版并不仅仅
是简单的修订，而是被完全重构以适应软件工程领域快速的增长并着重于新
的、重要的软件工程方法。从早期版本保留的章节被全面地修订，并加入了
１２ 章新内容，以提供对当代趋势和技术的完整讨论。书中还加入了很多新例
子、思考题、推荐阅读文献及其它参考信息源。本书的翻译出版旨在向国内
软件工程领域的研究、教学、管理和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全面的参考文献、教
材或实践指南。
本书由黄柏素、梅宏组织翻译，其中梅宏负责第二部分 ７、８、９ 章和第
三部分的翻译工作，黄柏素翻译了其余部分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同时译
者希望向参与了部分章节翻译工作的李克勤、张路、袁望洪、常继传、郭立
峰、谢涛、郭耀、马黎等，以及参与了插图绘制和参考文献录入工作的徐松
青、沈璞、刘洋、孟祥文等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译者自身的知识局限及时间的仓促，译稿中难免存在错误和遗漏。
谨向读者及原书作者致以歉意，并欢迎指正。
黄柏素、梅宏
黄柏素（女），博士，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副教授。１９９３ 年于西
北工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博士后流动
站。１９９５ 年出站后留校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软件开发环境及工
具、面向对象技术、用户界面管理系统等。承担了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工作。
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 余篇，并获得多项国家及部委科技成果奖和个人奖。
梅宏，博士，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教授。１９９２ 年于上海交通大学
获工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４ 年从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博士后出站。研究、
教学工作主要涉及软件工程及软件开发环境、软件复用及软件构件技术、
（分
布）对象技术、软件工业化生产技术及支持系统、新型程序设计语言等。已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国际、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６０ 余篇。并多次获
得国家及部委级科技成果奖，以及其他个人荣誉奖。

作者简介
Ｒｏｇｅｒ Ｓ．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是软件工程领域国际知名的咨询专家和作者。他以优
等成绩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从 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ｒｔ 大学获得硕士学
位，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已有超过 ２５ 年的产业经验。主
要从事工程产品软件和系统软件的开发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
作为产业的实践者和管理者，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博士主要从事的是航空航天应用
中高级工程和制造的 ＣＡＤ／ＣＡＭ 系统的开发，他也从事科学及系统程序设计方
面的工作。
除了他的产业经验之外，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博士还是 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ｒｔ 大学计算机工
程系的兼职副教授和该大学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中心的主任。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博士是 Ｒ．Ｓ．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 公司的总裁，这是
一家专门从事软件工程方法和培训的咨询公司。他是公司主要的咨询专家，
专门负责帮助其他公司建立有效的软件工程方法。他开发了 ＲＳＰ＆Ａ 软件工程
评估方法，该方法采用独特的数量和质量分析混合的方式，帮助客户评估他
们软件工程实践的当前状况。
除了给 ５００ 多个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外，Ｒ．Ｓ．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Ｉｎｃ 公司还提供大量的软件工程培训及过程改善服务。公司开发了一个艺术
式的录像课程“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它全面地讲述了产业界
关于这一主题的内容。另一个产品“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是指导企业软件工程
改进的自测系统。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博士还在产业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技术论文，是企业期刊的特约
撰稿人并出版了 ６ 本书。除了本书外，还有：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ａｐｐｅ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出版公司出版）”，这是第一本涉及到改善软件工
程实施过程中的主要管理问题的书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ｈｏｃｋ（ＤｏｒｓｅｔＨｏｕｓｅ 出
版公司出版）”，该书叙述了软件及其对商业和社会的影响；“Ａ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出版公司出版）”，该
书使用独特的 Ｑ＆Ａ 方式表示了创立和理解技术的管理指南。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博士
是杂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美国程序员）和 ＩＥＥ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ＥＥＥ 软件）
的编委，是 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的 Ｍａｎａｇｅｒ（管理员）专栏的编辑。他还是 ＡＣＭ、
ＩＥＥＥ、Ｔａｕ Ｂｅｔａ Ｐｉ、Ｐｈｉ Ｋａｐｐａ Ｐｈｉ、Ｅｔａ Ｋａｐｐａ Ｎｕ 和 Ｐｉ Ｔａｕ Ｓｉｇｍａ 的会
员。

软件工程
实践者的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

产品和过程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讨论什么是工程产品和如何为工程技术提
出一个框架的过程。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主要解决下列问题：
·到底什么是计算机软件？
·为什么我们不断努力要建造高质量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
·我们如何对计算机软件的应用领域分类？
·关于软件仍存在什么样的神话？
·什么是软件过程？
·是否存在一般性的方法评价一个过程的质量？
·软件开发中可以应用什么过程模型？
·线性过程和迭代过程有何区别？
·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在软件工程中可以建议什么更高级的过程模型？
一旦回答了这些问题，读者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本书其余部分给出的工程
原则的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知识。

第１章

产品

本书的第 １ 版在 ８０ 年代初出版后不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ｅｅｋｌｙ（《商业周刊》）
杂志在头版给出如下的大标题：“软件：新的驱动力”。编辑们当时并没有
意识到他们的预见是多么的正确。那时，大多数人对软件还是一无所知。大
软件公司，如微软公司，还不存在；拥有 １５０００ 平方英尺专门出售包装好的
软件的计算机超市闻所未闻；在电视上为计算机操作系统做 ６０ 秒钟商业广告
的想法是可笑的；而互联网仅为个别研究者和高等学校学生所知。但是，在
不到 ２０ 年的时间里，所有这些（甚至更多）已经成为现实。
计算机软件已经成为一种驱动力。它是进行商业决策的引擎；它是现代
科学研究和工程问题解决的基础；它也是区分现代产品和服务的关键因素。
它在各种类型的系统中应用，如交通、医药、通讯、军事、产业化过程、娱
乐、办公……难以穷举。软件在现代社会中的确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当我们
进入 ２１ 世纪，软件将成为从基础教育到基因工程的所有各领域新进展的驱动
器。
所有这一切已经改变了软件的常见概念。计算机软件是无所不在的，人
们把软件看作是生活中现实的技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把他们的工作、他
们的舒适、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娱乐、他们的决策、甚至他们的整个生活都
依赖于计算机软件。软件千万可不能出错。
本书介绍的若干技术是那些想要建造正确的计算机软件的人们需要用到
的。这些技术包括一个过程，一组方法和一系列工具，我们称之为软件工程。
１．１ 软件的发展
今天，软件担任着双重角色。它是一种产品，同时又是开发和运行产品
的载体。作为一种产品，它表达了由计算机硬件体现的计算潜能。不管它是
驻留在蜂窝电话中，还是操作在主机上，软件就是一个信息转换器——产生、
管理、获取、修改、显示或转换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很简单，如一个单个的
位（ｂｉｔ），或很复杂，如多媒体仿真信息。作为开发运行产品的载体，软件是
计算机控制（操作系统）的基础、信息通信（网络）的基础，也是创建和控制其
他程序（软件工具和环境）的基础。
许多人相信 ２１ 世纪最重要的产品是——信息，软件充分体现了这一观
点。它处理个人数据（如个人的金融事务），使得这些数据在局部范围中更为
有用；它管理商业信息增强了商业竞争力；它提供了通往全球信息网络（如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途径；它也提供了以各种形式获取信息的手段。
计算机软件的角色在 ２０ 世纪后半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硬件性能的极大
提高，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不断变化，内存和硬盘容量的快速增加，以及大量
输入输出设备的多种选择，均促进了更为成熟和更为复杂的基于计算机的软
件系统的出现。如果一个系统是成功的，那么这种成熟性和复杂性能够产生
出奇迹般的结果，但是它们也给建造这些复杂系统的人员带来很多的问题。
在 ７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出版的受欢迎的书对于计算机、软件和它们对我们
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历史的视角。Ｏｓｂｏｒｎｅ［ＯＳＢ７９］称之为一次“新
的工业革命”。Ｔｏｆｆｌｅｒ［ＴＯＦ８０］称微电子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
浪潮”，Ｎａｉｓｂｉｔｔ［ＮＡＩ８２］则预言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和 ＭｃＣｏｒｄｕｃｋ［ＦＥＩ８３］认为由计算机控制的信息和知识将是 ２０
世纪中表现能力的焦点，Ｓｔｏｌｌ［ＳＴＯ８９］则提出由网络和软件产生的“电子社
会”将是全球知识交换的关键。
进入 ９０ 年代，Ｔｏｆｆｌｅｒ［ＴＯＦ９０］描述了“权利的转移”，因为计算机和
软件导致了“知识的民主化”，因而旧的权利结构（政府，教育，工业，经济，
及军事）将要瓦解。Ｙｏｕｒｄｏｎ［ＹＯＵ９２］担心美国公司在软件相关的业务中会失
去竞争力，并预言“美国程序员的衰落和下降”。Ｈａｍｍｅｒ 和 Ｃｈａｍｐｙ［ＨＡＭ９３］
提出信息技术将在“公司的再工程”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在 ９０ 年代中期，
计算机和软件的流行产生了大量“新劳工运动”的书籍（例如：由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ｏｋ
和 Ｉａｉｎ Ｂｏａｌ 编辑的“抵制虚拟的生活”，以及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ａｌｂｏｔ 写的“未来
不是计算”）。这些作者把计算机看成是魔鬼，强调了其合法性，而忽略了已
被人们意识到的巨大的利益［ＬＥＶ９５］问题。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阶段，大多数人把软件看成是不需预先计划的事
情。计算机编程很简单，没有什么系统化的方法。软件的开发没有任何管理，
一旦计划延迟了或成本提高了，程序员才开始手忙脚乱地弥补，而他们的努
力一般情况下也会取得成功。
在通用的硬件已经非常普遍的时候，软件却相反，对每一类应用均需自
行再设计，应用范围很有限。软件产品还在婴儿阶段，大多数软件均是由使
用它们的人员或组织自己开发的，如你写软件，使其运行，如果它有问题，
你负责改好。工作的可变性很低，管理者必须得到保证：一旦发生了错误你
必须在那里。因为这种个人化的软件环境，设计往往仅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
模糊想法，而文档就根本不存在。
在早期，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计算机系统的实现，但对于计算机系统工
程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公平地讲，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期开发的许多卓越的
计算机系统，其中不少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计算机系统发展的第二阶段跨越了从 ６０ 年代中期到 ７０ 年代末期的十余
年（如图 １－１）。多道程序设计、多用户系统引入了人机交互的新概念。交互
技术打开了计算机应用的新世界，以及硬件和软件配合的新层次。实时系统
能够从多个源收集、分析和转换数据，从而使得进程的控制和输出的产生以
毫秒而不是分钟来进行。在线存储的发展导致了第一代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出
现。
第二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软件产品的使用和“软件作坊”的出现。软
件被开发，使得它们可以在很宽的范围中应用。主机和微机上的程序能够有
数百甚至上千的用户。来自工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企业家们纷纷开始开发
各类软件包，并赚了大笔钱财。
早期
·面向批处理
·有限的分布
·自定义软件

第二阶段
·多用户
·实时
·数据库
·软件产品

第三阶段
·分布式系统
·嵌入“智能”
·低成本硬件
·消费者的影响

第四阶段
·强大的桌面系统
·面向对象技术
·专家系统
·人工神经网络
·并行计算
·网络计算机

随着计算机系统的增多，计算机软件库开始扩展。内部开发的项目产生

了上万行的源程序，从外面购买的软件产品加上几千行新代码就可以了。这
时，一团黑云出现在地平线上，当发现错误时需要纠正所有这些程序（所有这
些源代码）；当用户需求发生变化时需要修改；当硬件环境更新时需要适应。
这些活动统称为软件维护。在软件维护上所花费的精力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消
耗资源。
更糟糕的是，许多程序的个人化特性使得它们根本不能维护。“软件危
机”出现了。
计算机系统发展的第三阶段始于 ７０ 年代中期并跨越了整整十年。分布式
系统——多台计算机，每一台都在同时执行某些功能，并与其他计算机通讯
——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系统的复杂性。广域网和局域网、高带宽数字通讯
以及对“即时”数据访问需求的增加都对软件开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
而，软件仍然继续应用于工业界和学术界，个人应用很少。
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微处理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微处理器孕育了一
系列的智能产品——从汽车到微波炉，从工业机器人到血液诊断设备——但
那一个也没有个人计算机那么重要，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计算机真正成为大
众化的东西。①
计算机系统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已经不再是着重于单台计算机和计算机程
序，而是面向计算机和软件的综合影响。由复杂的操作系统控制的强大的桌
面机，广域和局域网络，配合以先进的软件应用已成为标准。计算机体系结
构迅速地从集中的主机环境转变为分布的客户机／服务器环境。世界范围的信
息网提供了一个基本结构，使得学者和政治家可以同样考虑“信息高速公路”
和“网际空间连通”的问题。事实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可以看作是能够被单个用户
访问的“软件”。
软件产业在世界经济中不再是无足轻重的。由产业巨子如微软做的一个
决定可能会带来成百上千亿美元的风险。随着第四阶段的进展，一些新技术
开始涌现。面向对象技术（本书第四部分）在许多领域中迅速取代了传统软件
开发方法。虽然关于“第五代”计算机的预言仍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软件开
发的“第四代技术”确实改变了软件界开发计算机程序的方式。专家系统和
人工智能软件终于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进入了实际应用，解决了现实世界
中的大量问题。结合模糊逻辑应用的人工神经网络软件揭示了模式识别和类
似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可能性。虚拟现实和多媒体系统使得与最终用户的通
讯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遗传算法”［ＢＥＧ９５］则提供了可以驻留于大
型并行生物计算机上的软件的潜在可能性。
但是，一系列软件相关的问题在计算机系统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
着，而且这些问题还会继续恶化：
１．硬件的发展一直超过软件，使得我们建造的软件难以发挥硬件的所有
潜能。
２．我们建造新程序的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新程序的需求，同时我们
开发新程序的速度也不能满足商业和市场的要求。
３．计算机的普遍使用已使得社会越来越依赖于可靠的软件。如果软件失
败，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４．我们一直在不断努力建造具有高可靠性和高质量的计算机软件。
５．拙劣的设计和资源的缺乏使得我们难以支持和增强已有软件。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整个产业界开始采用了软件工程实践。

１．１．１ 产业的观点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计算机系统是采用面向硬件的管理方法来开发
的。项目管理者着重于硬件，因为它是系统开发中最大的预算项。为了控制
硬件成本，管理者建立了规范的控制和技术的标准。他们要求在真正开始建
造系统之前，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设计，他们度量过程，以发现哪里还可以进
一步改进，他们坚持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他们设立规程，以管理变化。简
言之，他们应用了控制、方法和工具，我们可以称之为硬件工程。但遗憾的
是软件只不过是事后才考虑的事情。
在早期，程序设计被看作是一门“艺术”。几乎没有规范化的方法，也
没有人使用它们。程序员往往从试验和错误中积累经验。建造计算机软件的
专业性和挑战性，使其披上了一种神密的面纱，管理者们很难了解它。软件
世界真是完全无序——这是一个开发者的为所欲为的时代。
今天，计算机系统开发成本的分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软件，而不是
硬件，是最大的成本项。在近二十年里，管理者和很多开发人员在不断地问
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结束开发？
·为什么成本如此之高？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把软件交给客户之前就发现所有的错误？
·为什么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我们难以度量其进展？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表明了对软件及其开发的方式是必须关注
了——这种关注最终导致了软件工程实践的出现。
１．１．２ 老化的软件工厂
在 ５０ 和 ６０ 年代，许多评论家批评美国的钢铁产业缺少对其工厂的投入。
工厂开始恶化，现代化的方法很少被采纳，最终产品的质量和成本难以容忍，
外来的竞争开始赢得市场份额。这些企业在管理中确定把主要的投资投入到
其主营业务中，以保持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钢铁产业蒙受了巨
大损失，大量市场份额被外来竞争者占领——这些企业拥有新工厂，采用更
为现代化的技术，并且得到政府的资助，使得他们极具价格优势。
在那个时期，羽翼未丰的计算机产业中的很多人都以蔑视的态度评价钢
铁产业，“如果它们不愿在自己的业务上投入，那当然会失去市场份额”。
这些话现在轮到说我们自己了。
听上去很戏剧化，今天的软件产业就像五、六十年代的钢铁产业，无论
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有一个老化的“软件工厂”——有成千上万的重要的
基于软件的应用程序急待更新：
· ２０ 年前开发的信息系统应用程序经过了几十次的修改，已经真正不
可维护了。即使是最小的修改也会引起整个系统失败。
·一些用于生成关键设计数据的工程应用程序，由于不断的修改和老化，
已经没有人真正了解其内部结构。
·嵌入式系统（有成千上万的这类应用程序，其中包括核电站控制、航空
调度和工厂管理）表现出奇怪的有时甚至是无法解释的行为，但又不能不用它

们，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替代它们。
有问题就“打补丁”，并给这些应用程序一个时髦的界面，仅仅如此是
不够的。软件工厂的许多构件需要再生产，否则它们就不再具有竞争力了。
但不幸的是，许多企业的管理者并不愿投入资源去进行再生产，他们辩解：
“这些应用程序仍能工作，投入资源去使得它们更好是不经济的”。
１．１．３ 软件的竞争
许多年来，大、小公司雇佣的软件开发人员仅仅在公司内部服务，而且
他们也愿意这样。因为每一个计算机程序都是自行开发的，这些“自家”的
软件人员控制着成本、进度和质量。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软件目前是一个竞争很强的行业。曾经要自行开发的软件现在可以在货
架上买到，许多公司过去雇佣了大量的程序员开发特定的软件，现在它们大
部分的软件工作已交给第三方厂商去完成［ＭＩＮ９５］。
成本、进度和质量将是未来若干年中导致软件激烈竞争的主要因素。美
国和西欧有很成熟的软件产业，而远东（如韩国，新加坡）、亚洲（如印度、中
国）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拥有大量的有天份、受过良好教育且相对较低廉的专门
人才［ＥＣＯ９４］。这种压力导致了必须迅速采用现代化的软件工程实践的需要，
同时软件开发也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因为世界范围的软件从业人员
都在追求尽量少的开发费用。
在 关 于 信 息 服 务 对 美 国 及 世 界 的 影 响 的 论 著 中 ，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和
ＭｃＣｏｒｄｕｃｋ［ＦＥＩ８３］作了如下陈述：
知识就是力量，而计算机是这种力量的倍增器……美国的计算机产业是
创新的、充满活力的和成功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理想的产业。它通
过转化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来产生价值，而几乎不需要什么能源和原材料。
今天，我们在这个最重要的现代技术上领导着世界的想法和市场，但明天会
怎样哪？
是的，明天会怎样哪？计算机硬件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可从很多渠道得
到。但软件仍然是美国保持着“创新的、充满活力的和成功的”一个产业。
但我们还会继续保持领先吗？至少答案的一部分就在这里：我们将采用什么
样的方法去建造下一代计算机系统的软件。
１．２ 软件
在 １９７０ 年，只有不到 １％的人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出什么是“计算机软
件”。而现在，大多数专业人士和许多业外公众都认为他们了解了什么是软
件。但他们真的了解吗？
关于软件，教科书上一般是如下定义的：软件是（１）能够完成预定功能和
性能的可执行的指令（计算机程序）；（２）使得程序能够适当地操作信息的数据
结构；（３）描述程序的操作和使用的文档。毫无疑问，也可以给出其他更详细
的定义。但我们不只是需要一个形式上的定义。
１．２．１ 软件特征

要理解软件的含义（以及对软件工程有一个全面的理解），首先要了解软
件的特征是很重要的，据此能够明白软件与人类建造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区
别。当建造硬件时，人的创造性的过程（分析、设计、建造、测试）能够完全
转换成物理的形式。如果我们建造一个新的计算机，初始的草图、正式的设
计图纸和面板的原型一步步演化成为一个物理的产品（ＶＬＳＩ 芯片、线路板、
电源等等）。
而软件是逻辑的而不是物理的产品。因此，软件具有与硬件完全不同的
特征：
１．软件是由开发或工程化而形成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产生的。
虽然在软件开发和硬件制造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两者本质上是不同
的。这两者，都可以通过良好的设计获得高质量，但硬件在制造过程中可能
会引入质量问题，这种情况对于软件而言几乎不存在（或是很容易改正）。软
件成为产品之后，其制造只是简单的拷贝而已；两者都依赖于人，但参与的
人和完成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不同；两者都是建造一个产品，但方法不同（见第
３ 章）。
软件成本集中于开发上，这意味着软件项目不能象硬件制造项目那样来
管理。
在 ８０ 年代中期，“软件工厂”的概念被正式引入［ＭＡＮ８４］、［ＹＡＪ８４］。
应该注意到这个术语并没有把硬件制造和软件开发认为是等价的。而是通过
软件工厂这个概念提出了软件开发中应该使用自动化工具（见第 ５ 部分）。
２．软件不会“磨损”。
图 １－２ 刻划了随着时间的改变硬件故障率的变化曲线图。其关系，常常
被称作“浴缸曲线”，表明了硬件在其生命初期有较高的故障率（这些故障主
要是由于设计或制造的缺陷）；这些缺陷修正之后，故障率在一段时间中会降
到一个稳定的曲线上（很低）。随着时间的改变，故障率又提升了，这是因为
硬件构件由于种种原因会不断受到损害，例如灰尘、振动、滥用、温度的急
剧变化以及其他许多环境问题。简单讲，硬件已经开始磨损了。
软件并不受到这些引起硬件磨损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理论上讲，
软件的故障率曲线呈现出如图 １－３ 所示的形式。隐藏的错误会引起程序在其
生命初期具有较高的故障率。但这些错误改正之后（我们假设理想情况下改正
过程中并不引入其他错误），曲线就趋于平稳，如图所示。图 １－３ 给出了实
际软件故障模型的一个总的简化图（第 ８ 章将给出更多信息）。其意义很清楚
——软件不会磨损，不过它会退化。
这个说法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我们可以通过图 １－４ 来解释清楚。在其
生命期中，软件会经历修改（维护），随着这些修改，有可能会引入新的错误，
使得故障率曲线呈现为图 １－４ 所示的锯齿形。在该曲线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稳
定状态的故障率之前，又需要新的修改，又引起一个新的锯齿。慢慢地，最
小故障率就开始提高了——软件的退化由于修改而发生了。
关于磨损的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硬件和软件之间的不同。当一个硬件构
件磨损时，可以用另外一个备用零件替换它，但对于软件就没有备用零件可
以替换了。每一个软件故障都表明了设计或是将设计转换成机器可执行代码

的过程中存在错误。因此，软件维护要比硬件维护复杂得多。
３．大多数软件是自定的，而不是通过已有的构件组装而来的。
我们先看一看一个基于微处理器的控制硬件是如何设计和建造出来的。
设计工程师画一个简单的数字电路图，做一些基本的分析以保证可以实现预
定的功能，然后查阅所需的数字零件的目录。每一个集成电路（通常称为“ＩＣ”
或“芯片”）都有一个零件编号、固定的功能、定义好的接口和一组标准的集
成指南。每一个选定的零件，都可以在货架上买到。
而软件设计者就没有上述这种荣幸了。几乎没有软件构件。有可能在货
架上买到的软件，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软件，而不能作为构件再组装成新
的程序①。虽然关于“软件复用”已有大量论著，但这种概念的成功实现还只
是刚刚开始。
１．２．２ 软件构件
随着工程化的发展，大量标准的设计构件产生了。标准螺丝和货架上的
集成电路芯片仅仅是成千上万的标准构件中的两种，机械和电子工程师在设
计新系统时会用到它们。这些可复用构件的使用使得工程师们能够集中精力
于设计中真正有创造性的部分（如设计中那些新的成分）。在硬件中，构件复
用是工程化的必然结果。而在软件中，它还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取得一定应用。
可复用性（Ｒ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是高质量软件构件的一个重要特征（第 ２６ 章将
给出更详细的讨论），一个软件构件应该被设计和实现为能够在多个不同程序
中复用。在 ６０ 年代，我们建造了科学计算子程序库，它们能够在很多工程和
科学应用中复用，这些子程序库可以以一种高效的方式复用，定义明确的算
法，但其应用范围有限。今天，我们已经扩展了复用的概念，不仅是算法，
还可以是数据结构。现代的可复用构件包含了数据以及应用这些数据的处理
过程，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从已有可复用构件中创建新的应用②。例如，现在
交互界面都是通过可复用构件建造的，你可以使用它们创建图形窗口、下拉
式菜单和各种交互机制。建造用户界面所需的数据结构和处理细节均包含在
一个可复用的界面建造构件库中。
软件构件使用某种程序设计语言实现，该语言具有一个有限的词汇表、
一个明确定义的文法及语法和语义规则。在最底层，该语言直接反映了硬件
的指令集；在中层，程序设计语言，如 Ａｄａ ９５、Ｃ 或 Ｓｍａｌｌｔａｌｋ 可用于创建
程序的过程化描述；在最高层，该语言可使用图形化的图标或其他符号去表
示关于需求的解决方案。由于可执行代码就自动生成了。
机器级语言是 ＣＰＵ 指令集的一个符号表示。当一个好的软件开发者在开
发一个可维护、文档齐全的程序时，使用机器语言能够很高效地利用内存并
优化该程序的执行速度。当程序设计得很差且没有文档时，机器语言就是一
场恶梦。
中层语言使得软件开发者和程序可独立于机器。如果使用了很好的翻译
器，一个中层语言的词汇表、文法、语法和语义都能够比机器语言高级得多。
①

这种状况目前正在迅速改变。面向对象技术的广泛使用已导致了软件构件的生产，本书第 19 至 29 章将

有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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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四部分介绍了面向对象技术的使用和它们对构件复用形成的影响。

事实上，中层语言的编译器和解释器的输出就是机器语言。
虽然目前有成百上千种的程序设计语言，但只有不到 １０ 种中层的程序设
计语言在工业界广泛使用。一些语言，如 ＣＯＢＯＬ 和 ＦＯＲＴＲＡＮ 从它们发明至今
已经流行了 ３０ 余年，更多的现代程序设计语言，如 Ａｄａ９５、Ｃ、Ｃ＋＋、Ｅｉｆｆｅｌ、
Ｊａｖａ 和 Ｓｍａｌｌｔａｌｋ 也各自有一大批热心的追随者。
机器代码，汇编语言（机器级语言）和中层程序设计语言通常被认为是计
算机语言的前三代。因为这些语言中的任何一种，都需程序员既要关心信息
结构的表示，又要考虑程序本身的控制。因此这前三代语言被称为是过程语
言。
第四代语言，也称非过程语言，使得软件开发者更加独立于计算机硬件。
使用非过程语言开发程序，不需要开发者详细说明过程化的细节，而仅仅“说
明期望的结果，而不是说明要得到该结果所需要的行为”［ＣＯＢ８５］。支撑软件
会把这种规约自动转换成机器可执行的程序。
１．２．３ 软件应用
软件可以应用于任何场合，只要定义了一组预说明的程序步骤（如一个算
法，但也有例外，如专家系统和人工神经网络）。信息的内容和确定性是决定
一个软件应用的特性的重要因素。内容指的是输入和输出信息的含义和形
式，例如，许多商业应用使用高结构化的输入数据（一个数据库），且产生格
式化的输出“报告”。而控制一个自动化机器的软件（如一个数控系统）则接
受限定结构的离散数据项，并产生快速连续的单个机器命令。
信息的确定性指的是信息的处理顺序及时间的可预定性。一个工程分析
程序接受预定顺序的数据，不间断的执行分析算法，并以报告或图形格式产
生相关的数据。这类应用是确定的。而一个多用户操作系统，则接受可变化
内容和任意时序的数据，执行可被异常条件中断的算法，并产生随环境功能
及时序而变化的输出。具有这些特点的应用是非确定的。
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难以对软件应用给出一个通用的分类。随着软件复
杂性的增加，其间已没有明显的差别。下面给出一些软件应用领域，它们可
能是一种潜在的应用分类：
系统软件：系统软件是一组为其他程序服务的程序。一些系统软件（如
编译器、编辑器和文件管理程序）处理复杂的但也是确定的信息结构。其他的
系统应用（如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和通讯进程等）则处理大量的非确定的数
据。不管哪种情况，系统软件均具有以下特点：与计算机硬件频繁交互；多
用户支持；需要精细调度、资源共享及灵活的进程管理的并发操作；复杂的
数据结构；及多外部接口。
实时软件：管理、分析、控制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的程序称为实时软
件。实时软件的组成包括：一个数据收集部件，负责从外部环境获取和格式
化信息；一个分析部件，负责将信息转换成应用时所需要的形式；一个控制／
输出部件，负责响应外部环境；及一个管理部件，负责协调其他各部件，使
得系统能够保持一个可接受的实时响应时间（一般从 １ 毫秒到 １ 分钟），应该
注意到术语“实时”不同于“交互”或“分时”。一个实时系统必须在严格
的时间范围内响应。而一个交互系统（或分时系统）的响应时间可以延迟，且
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商业软件：商业信息处理是最大的软件应用领域。具体的“系统”（如
工资表、帐目支付和接收、存货清单等）均可归为管理信息系统（ＭＩＳ）软件，
它们可以访问一个或多个包含商业信息的大型数据库。该领域的应用将已有
的数据重新构造，变换成一种能够辅助商业操作和管理决策的形式。除了传
统的数据处理应用之外，商业软件应用还包括交互式的和客户机／服务器式的
计算（如 ＰＯＳ 事务处理）。
工程和科学计算软件 ：工程和科学计算软件的特征是“数值分析”算
法。此类应用含盖面很广，从天文学到火山学；从汽车压力分析到航天飞机
的轨道动力学；从分子生物学到自动化制造。不过，目前工程和科学计算软
件已不仅限于传统的数值算法。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仿真和其他交互应用
已经开始具有实时软件和系统软件的特征。
嵌入式软件：智能产品在几乎每一个消费或工业市场上都是必不可少
的，嵌入式软件驻留在只读内存中，用于控制这些智能产品。嵌入式软件能
够执行很有限但专职的功能（如微波炉的按钮控制），或是提供比较强大的功
能及控制能力（如汽车中的数字控制，包括燃料控制、仪 表板显示，刹车系统
等）。
个人计算机软件：个人计算机软件市场是在过去十年中萌芽和发展起来
的。字处理、电子表格、计算机图形、多媒体、娱乐、数据库管理、个人及
商业金融应用、外部网络或数据库访问，这些仅仅是成百上千这类应用中的
几种。
人工智能软件：人工智能（ＡＩ）软件利用非数值算法去解决复杂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能通过计算或直接分析得到答案。一个活跃的 ＡＩ 领域是专家系
统，也称为基于知识的系统。ＡＩ 软件的其他应用领域还包括模式识别（图象
或声音）、定理证明和游戏。最近，ＡＩ 软件的一个新分支，称为人工神经网
络，得到了很大进展。神经网络仿真人脑的处理结构（生物神经系统的功能），
这有可能导致一个全新类型的软件登场，它不仅能够识别复杂的模式，而且
还能从过去的经验中自行学习进步。
１．３ 软件：地平线上的危机
许多产业界观察者（包括本书早期版本的作者）都把与软件开发相关的问
题称为“危机”。但实际上我们的问题与这个术语真正的含义可能并不相同。
“危机”这个词在韦氏字典中定义为“任何事情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决定性的或危急的时刻、阶段或事件”。而对于软件而言，没有“转折点”，
没有“决定性时刻”，只有延迟或进展上的变化。在软件产业中，“危机”
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近 ３０ 年，这在术语上是很矛盾的。
在字典中查找“危机”这个词，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定义：“疾病
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能够确定病人是生是死”。这个定义多少可以反映出
软件开发中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含义。
我们已经到了计算机软件的危机阶段，实际上我们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一
种“慢性的苦恼”①。“苦恼”这个词定义为“引起痛苦或不幸的任何事情”。
但形容词“慢性的”这个词的定义能够更加贴切地反映问题：“持续很长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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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或经常重犯；不确定地延续”。这很准确地描述了过去 ３０ 年我们所经历的
问题是一种慢性的苦恼，而不是危机。并没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完全治愈这
种病疼，但在我们正努力去发现解决方案的同时会得到很多缓解痛苦的方
法。
不管我们称之为软件危机还是软件苦恼，该术语都是指在计算机软件开
发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局限于那些“不能正确完成功能的”
软件，还包含那些与我们如何开发软件、我们如何维护大量已有软件以及我
们的开发速度如何跟上目前对软件越来越大的需求等相关的问题。
虽然关于危机甚至是苦恼的介绍可能看起来有些戏剧化，但这些段落对
于表明在软件开发的所有领域中所遇到的真正的问题起到很大作用。
１．４ 软件神话
引起软件危机的诸多原因可以追溯到软件开发的早期阶段产生的神话。
它不象古代的神话那样可以给人以经验和教训，软件神话使人产生了误解和
混乱。软件神话具有一些特征使得它们很有欺骗性：例如，它们表面上看很
有道理（有时含有一定真实的成分）；它们符合人的直觉；它们常常是有经验
的实践者发布出来的。
今天，大多数专业人员已经认识到这些神话误导了人们，给管理者和技
术人员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但是，旧的观念和习惯难以改变，软件神话仍
被不少人相信着。
管理者的神话：负责软件的管理者象大多数其他行业的管理者一样，都
有巨大的压力，要维持预算、保持进度及提高质量。就像溺水者抓住一根救
命稻草，软件管理者常常抓住软件神话不放，如果这些神话能够缓解其压力
的话（哪怕是暂时的）。
神话：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建造软件的标准和规程的书籍，难道它们不能
给人们提供所有其需要知道的信息吗？
事实：不错关于标准的书籍已经存在，但真正用到了它们吗？软件实践
者知道它们的存在吗？它们是否反映了现代软件开发的过程？它们完整吗？
很多情况下，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均是“不”。
神话：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软件开发工具，而且，我们为它们买了
最新的计算机。
事实：为了使用最新型号的主机、工作站和 ＰＣ 机去开发高质量的软件，
我们已经投入太多的费用。实际上，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ＣＡＳＥ）工具相比起
硬件而言对于获得高质量和高生产率更为重要，但大多数软件开发者并未使
用它们。
神话：如果我们已经落后于计划，可以增加更多的程序员来赶上进度
（“有时称为蒙古大夫概念”）。
事实：软件开发并非象制造一样是一个机械过程。用 Ｂｒｏｏｋｓ［ＢＲＯ７５］
的话来说，“给一个已经延迟的软件项目增加人手只会使其更加延迟”。看
起来，这句话与人的直觉正好相反。但实际上，增加新人，原来正在工作的
开发者必须花时间来培训新人，这样就减少了他们花在项目开发上的时间。
人手可以增加，但只能是在计划周密、协调良好的情况下。
用户的神话：需要计算机软件的用户可能就是邻桌的人，或是另一个技

术组，也可能是市场／销售部门，或另外一个公司。在许多情况下，用户相信
关于软件的神话，因为负责软件的管理者和开发者很少去纠正用户的错误理
解。神话导致了用户过高的期望值，并引起对开发者的极端不满意。
神话：有了对目标的一般描述就足以开始写程序了——我们可以以后再
补充细节。
事实：不完善的系统定义是软件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关于待开发项目
的应用领域、功能、性能、接口、设计约束及确认标准的形式化的、详细的
描述是必需要的。这些内容只有通过用户和开发者之间的通信交流才能确
定。
神话：项目需求总是在不断变化，但这些变化能够很容易地满足，因为
软件是灵活的。
事实：软件需求确实是经常变化的，但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会随着其引
入的时间不同而不同。如果我们很注重早期的系统定义，这时的需求变化就
可被很容易地适应。用户能够复审需求，并提出修改的建议，这时对成本的
影响会相对较小。当在软件设计过程中才要求修改时，对成本的影响就会提
高得很快。资源已经消耗了，设计框架已经建立了，这时的变化可能会引起
大的改动，需要额外的资源和大量的设计修改，例如，额外的花费。实现阶
段（编码和测试阶段）功能、性能、接口及其他方面的改变对成本会产生更大
的影响。当软件已经投入使用后再要求修改，这时所花的代价比起较早阶段
做同样修改所花的代价可能是几何级数级的增长。
开发者的神话：那些至今仍被软件开发者相信的神话是由几十年的程序
设计文化培植起来的。正如我们在本章一开始就提到的，在软件的早期阶段，
程序设计被看作是一门艺术。这种旧的观念和方式是很难改变的。
神话：一旦我们写出了程序并使其正常运行，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
事实：有人说过：“越早开始写程序，就要花越长时间才能完成它”，
产业界的数据［ＬＩＥ８０］表明在一个程序上所投入的 ５０％到 ７０％的努力是花费
在第一次将程序交给用户之后。
神话：在程序真正运行之前，没有办法评估其质量。
事实：从项目一开始就可以应用的最有效的软件质量保证机制之一是正
式的技术复审。软件复审（见第 ８ 章）是“质量的过滤器”，比起通过测试找
到某类软件错误要有效得多。
神话：一个成功项目唯一应该提交的就是运行程序。
事实：运行程序仅是软件配置的一部分，软件配置包括：程序、文档和
数据。文档是成功开发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文档为软件维护提供了指导。
许多软件专业人士认识到上述这些神话是错误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旧的
观念和方法培植了拙劣的管理和技术习惯，虽然现实情况已经需求有更好的
方法。对软件现实的认识是形成软件开发的实际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１．５ 小结
软件已经成为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及产品的关键组成成分。在过去 ４０ 年
中，软件已经从特定的问题解决和信息分析工具演化为一门独立的产业。但
早期的“程序设计”文化和历史产生了一系列至今还存在的问题，软件已经

成为计算机系统演化过程中的阻碍因素。软件是由程序、数据和文档组成。
这些条目构成了软件工程过程中的配置项，软件工程的目的就是为建造高质
量的软件提供一个框架。
思考题
１．１ 软件在许多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或产品中具有不同的特点，试举 ２ 到 ３
个产品以及至少 １ 个系统，说明软件而非硬件在其中的差别。
１．２ 在五、六十年代，计算机程序设计是一门艺术，其学习环境就象在
工厂当学徒。早期阶段对今天的软件开发有何影响？
１．３ 很多作者已经探讨了“信息时代”的影响。试举若干实例（正面的和
反面的）说明软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参考 １．１ 节中任—９０ 年代以前的参考
文献，指出其中作者的哪些预见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１．４ 试举一个特定应用并说明（ａ）它属于哪一个软件应用类型（见 １．２．３
节）；（ｂ）与该应用相关的数据内容；（Ｃ）该应用的信息确定性。
１．５ 随着软件的普及，公众所冒的危险（由于软件的错误引起的）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试举一个因为计算机程序的失败而带来巨大灾难的（对人类或
经济均可）实际可能发生的场景。
１．６ 精读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的新闻组 ｃｏｍｐ．ｒｉｓｋｓ 的内容，并对最近正在讨论
的软件带来的危险作一个总结。［ 另一个可选的资料来源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ｔｅｓ（软件工程注释），由 ＡＣＭ（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计算机协会））出版］。
１．７ 写一篇文章总结某个前沿软件应用领域的最新进展。推荐可选的领
域包括：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人工神经网络、高级人机界面和智能代理。
１．８ １．４ 节陈述的神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慢慢淡化了，但另外一些新
神话替代了它们，试着为每一类神话增加一二个“新”神话。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关于计算机软件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大多数是探讨程序设计语言或软件
应用的，但也有一部分是讨论软件本身的。关于该话题的一个非正式的探讨
可在［ＰＲＥ９１］中找到。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 的畅销书（Ｂｅ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数字化，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Ｉｎｃ．，１９９５）阐述了计算的观点及其对 ２１ 世纪的影响。ＤｅＭａｒｃｏ（Ｗｈｙ
Ｄｏｅ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ｓｔ Ｓｏ Ｍｕｃｈ？为什么软件的成本如此之高，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５）对于软件及其开发过程进行了精辟的和有远见的论述。
对计算机软件和软件工程深刻理解的基础是计算机科学，这个话题涉及
面太宽，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
“计算机科学文献汇总”（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中收集了近 ６００ 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文献目录。
在其中的 ３００ ０００ 个参考文献中几乎每一个都与软件工程相关：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ｉｌｇｒｉｍ．ｕｍａｓｓ．ｅｄｕ／ｐｕｂ／ｍｉｓｃ／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计算机科学指导”（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包含了
很多大学的研究机构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取得的进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ｎｅｗｓ．ｎｅ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ｈｔｍ

软件方面的术语词，包括缩略词可在以下网站上找到：
ｈｔｔｐ：／／ｄｘｓｔｉｎｇ．ｃｅｒｎ．ｃｈ／ｓｔｉｎｇ／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ｈｔｍｌ
“工程的国际互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给出了国
际上工程程序正在研究的方向索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ｇｌｉｂ．ｃｏｒｎｅｌｌ．ｅｄｕ／ｉｃｅ／ｉｃ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第２章

过程

软件过程是过去十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准确讲什么是软件过程呢？
在本书中，我们定义软件过程为建造高质量软件需要完成的任务的框架。
“过
程”与软件工程同义吗？答案是“是也不是”。一个软件过程定义了软件开
发中采用的方法，但软件工程还包含该过程中应用的技术——技术方法和自
动化工具。
更重要的一点，软件工程是有创造力、有知识的人在定义好的、成熟的
软件过程框架中进行的。本章的目的就是探讨软件过程的研究现状，并为在
本书以后的章节中更详细地讨论关于管理和技术方面的话题提供指导。
２．１ 软件工程——一种层次化技术
虽然有很多作者都给出了软件工程的定义，但 Ｆｒｉｔｚ Ｂａｕｅｒ［ＮＡＵ６９］在
ＮＡＴＯ 会议上给出的定义仍是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基础：
软件工程 是为了经济地获得可靠的和能在实际机器上高效运行的软
件而建立和使用的好的工程原则。
几乎每一个读者都忍不住想在这个定义上增加点什么。它没有提到软件
质量的技术层面，也没有直接谈到用户满意度或按时交付产品的要求，它忽
略了测度和度量的重要性，甚至没有阐明一个成熟的过程的重要性。但 Ｂａｕｅｒ
的定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线。什么是可以应用到计算机软件开发中的“好
的工程原则”？我们如何“经济地”建造软件使得其可靠性高？如何才能创
建出能够在多个、而不是一个不同的实际机器上“高效运行”的程序？这些
都是进一步挑战软件工程师的问题。
ＩＥＥＥ［ＩＥＥ９３］给出了一个更加综合的定义：
软件工程：（１）将系统化的、规范的、可度量的方法应用于软件的开发、
运行和维护的过程，即将工程化应用于软件中。（２）（１）中所述方法的研究。
２．１．１ 过程、方法和工具
软件工程是一种层次化的技术（如图 ２－１ 所示）。任何工程方法（包括软
件工程）必须以有组织的质量保证为基础。全面的质量管理和类似的理念刺激
了不断的过程改进，正是这种改进导致了更加成熟的软件工程方法的不断出
现。支持软件工程的根基就在于对质量的关注。
软件工程的基层是过程层。软件工程过程是将技术层结合在一起的凝聚
力，使得计算机软件能够被合理地和及时地开发出来。过程定义了一组关键
过程区域的框架（ＫＰＡｓ）［ＰＡＹ９３］，这对于软件工程技术的有效应用是必须的。
关键过程区域构成了软件项目的管理控制的基础，并且确立了上下各区域之
间的关系，其中规定了技术方法的采用、工程产品（模型、文档、数据、报告、
表格等）的产生、里程碑的建立、质量的保证及变化的适当管理。
软件工程的方法层提供了建造软件在技术上需要“如何做”。方法涵盖
了一系列的任务：需求分析、设计、编程、测试和维护。软件工程方法依赖
于一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控制了每一个技术区域，且包含建模活动和其他
描述技术。

软件工程的工具层对过程和方法提供了自动的或半自动的支持。当这些
工具被集成起来使得一个工具产生的信息可被另外一个工具使用时，一个支
持软件开发的系统就建立了，称为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ＣＡＳＥ）。ＣＡＳＥ 集成了
软件、硬件和一个软件工程数据库（一个仓库，其中包含了关于分析、设计、
编程和测试的重要信息），从而形成了一个软件工程环境，它类似于硬件的
ＣＡＤ／ＣＡＥ（计算机辅助设计／工程）。

２．１．２ 软件工程的一般视图
工程是对技术（或社会）实体的分析、设计、建造、验证和管理。抛开要
工程化的实体，下列问题是必须首先回答的：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要用于解决该问题的实体具有什么特点？
·如何实现该实体（解决方案）？
·如何建造该实体？
·采用什么方法去发现该实体设计和建造过程中产生的错误？
·当该实体的用户要求修改、适应和增强时，如何支持这些活动？
本书全文只针对一个实体——计算机软件。要适当地建造一个软件，软
件开发过程是必须定义的。本节给出了软件过程的一般性特点，本章的以后
几节进一步阐述了特定的过程模型。
如果不考虑应用领域、项目规模和复杂性，与软件工程相关的工作可分
为三个一般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回答了上述的一个或几个问题。
定义阶段集中于“做什么”。即在定义过程中，软件开发人员试图弄清
楚要处理什么信息，预期完成什么样的功能和性能，希望有什么样的系统行
为，建立什么样的界面，有什么设计约束，以及定义一个成功系统的确认标
准是什么。即定义系统和软件的关键需求。虽然在定义阶段采用的方法取决
于使用的软件工程范型（或范型的组合），但在某种程度上均有三个主要任
务：系统或信息工程（见第 １０ 章），软件项目计划（第 ３ 章到第 ７ 章），和需求
分析（第 １１，１２ 和 ２０ 章）。
开发阶段集中于“如何做”。即在开发过程中，软件工程师试图定义数
据如何结构化，功能如何转换为软件体系结构，过程细节如何实现，界面如
何表示，设计如何转换成程序设计语言（或非过程语言），测试如何执行。在
开发阶段采用的方法可以不同，但都有三个特定的任务：软件设计（第 １４、
１５ 和 ２１ 章），代码生成，和软件测试（第 １６、１７ 和 ２２ 章）。
维护阶段集中于“改变”，与以下几种情况相关：纠正错误；随着软件
环境的演化，而要求的适应性修改；及由于用户需求的变化而带来的增强性
修改。维护阶段重复定义和开发阶段的步骤，但却是在已有软件的基础上发
生的。在维护阶段可能遇到四类修改要完成：
纠错：即使有最好的质量保证机制，用户还是有可能发现软件中的错
误。纠错性维护是为了改正错误而使软件发生变化。
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软件被开发的环境（如 ＣＰＵ、操作系统、
商业规则、外部产品特征）可能发生了变化。适应性维护是为了适应这些外部
环境的变化而修改软件。

增强：随着软件的使用，用户可能认识到某些新功能会产生更好的效
益。完善性维护是由于扩展了原来的功能需求而修改软件。
预防：计算机软件由于修改而逐渐退化，因此，预防性维护，常常称为
软件再工程，就必须实行，以使软件能够满足其最终用户的要求。本质上讲，
预防性维护对计算机程序的修改，可使得能够更好地纠错软件的错误，提高
软件的适应性和增强软件的需求。
今天，“老化的软件工厂”（见 １．１．２ 节）已经迫使许多公司不得不实行
软件再工程（第 ２７ 章）。从一个全面的观点来看，软件再工程常常被视为商业
过程再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有很多保护性活动可用来补充在软件工程的一般视图中（本节）所阐述
的阶段和相关步骤。典型的活动包括：
·软件项目追踪和控制。
·正式的技术复审。
·软件质量保证。
·软件配置管理。
·文档的准备和产生。
·可复用管理。
·测试。
·风险管理。
这些活动贯穿于整个软件过程中，将在本书的第 ２ 和第 ５ 部分探讨。
２．２ 软件过程
一个软件过程可以表示为图 ２－２ 所示的形式。一个公共过程框架，是通
过定义若干框架活动来建立的，如果不考虑其规模和复杂性这些活动适用于
所有软件项目。若干任务集合——每一个集合都由软件工程工作任务、项目
里程碑、软件工程产品和交付物以及质量保证点组成——使得框架活动适应
于不同软件项目的特征和项目组的需求。最后是保护性活动——如软件质量
保证，软件配置管理，和测试度（这些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详细讨论）—
—它们贯穿于整个过程模型之中。保护性活动独立于任何一个框架活动，且
贯穿于整个过程。
近年来，“过程成熟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参见文献［ＰＡＵ９３］）。软
件工程研究所（ＳＥＩ）提出了—个综合模型，定义了当一个组织达到不同的过程
成熟度时应该具有的软件工程能力。为了确定一个组织目前的过程成熟度，
ＳＥＩ 使用了一个评估调查表和一个五分的等级方案，这个等级方案与能力成
熟度模型［ＰＡＵ９３］一致，该模型定义了在不同的过程成熟度级别上所需要的
关键活动。ＳＥＩ 的模型提供了衡量一个公司软件工程实践的整体有效性的方
法，且建立了五级的过程成熟度级别，其定义如下：
第一级：初始级——软件过程的特征是无序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几
乎没有过程定义，成功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
第二级：可重复级——建立了基本的项目管理过程，能够追踪费用、进
度和功能。有适当的必要的过程规范，使得可以重现以前类似项目的成功。
第三级：定义级——用于管理和工程活动的软件过程已经文档化、标准
化，并与整个组织的软件过程相集成。所有项目都使用文档化的、组织认可

的过程来开发和维护软件。本级包含了第二级的所有特征。
第四级：管理级——软件过程和产品质量的详细度量数据被收集，通过
这些度量数据，软件过程和产品能够被定量地理解和控制。本级包含了第三
级的所有特征。
第五级：优化级——通过定量的反馈，进行不断的过程改进，这些反馈
来自于过程或通过测试新的想法和技术而得到。本级包含了第四级的所有特
征。
ＳＥＩ 定义的这五个级别是根据 ＳＥＩ 基于 ＣＭＭ 的评估调查表得到的反馈而
产生的结果。调查表的结果被精确化而得到单个的数字等级，表示了一个组
织的过程成熟度。
ＳＥＩ 将关键过程区域（ＫＰＡｓ）与每一个成熟度级别联系起来。ＫＰＡｓ 描述了
要达到某一特定级别必须满足的软件工程功能（如软件项目计划，需求管
理），每一个 ＫＰＡ 均通过标识下列特征来描述：
·目标——ＫＰＡ 要达到的总体目的。
·约定——要求（组织必须遵守的）。这些要求是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满足
的，或是提供了是否实现目标的考察标准。
·能力——使得组织能够满足约定要求的那些事物（组织的或技术的）。
·活动——为了完成 ＫＰＡ 的功能所需要的特定任务。
·监控实现的方法——活动在实现过程中被监控的方式。
·验证实现的方法——ＫＰＡ 的活动能够被验证的方式。成熟度模型中定
义了 １８ 个 ＫＰＡｓ（每一个都用上述的结构来描述），它们映射到过程成熟度的
不同级别。下面给出了在每个过程成熟度级别上应该实现的 ＫＰＡｓ（注意 ＫＰＡｓ
是叠加的。例如，过程成熟度第三级包含了第二级的所有 ＫＰＡｓ 加上第三级特
有的 ＫＰＡｓ）：
过程成熟度第二级
软件配置管理
软件质量保证
软件子合同管理
软件项目追踪和查错
软件项目计划
需求管理
过程成熟度第三级
详细复审
组内协调
软件产品工程
集成的软件管理
培训程序
组织的过程定义
组织的过程焦点
过程成熟度第四级
软件质量管理
定量的过程管理
过程成熟度第五级
过程变化管理

技术变化管理
错误预防
每一个 ＫＰＡ 都由一组用于满足其目标的关键行为来定义。这些关键行为
是在一个关键过程区域完全建立之前必须完成的策略、规程和活动。ＳＥＩ 定
义了关键指示器：“那些关键行为或关键行为的构件，能够很好地判定一个
关键过程区域的目标是否达到”。用于评估的问题被设计来探查关键指示器
的存在（或缺少）。
２．３ 软件过程模型
为了解决产业环境中的实际问题，一个软件工程师或一组工程师必须综
合出一个开发策略，该策略能够覆盖 ２．１．１ 节所述的过程、方法和工具三个
层次以及 ２．１．２ 节所讨论的一般阶段。这个策略常常被称为过程模型或软件
工程范型。软件工程过程模型的选择是基于项目和应用的特点、采用的方法
和工具以及需要的控制和交付的产品。在一篇关于软件过程本质的有趣文章
中，Ｌ．Ｂ．Ｓ．Ｒａｃｃｏｏｎ（参见文献［ＲＡＣ９５］）使用了分级几何表示，作为讨论软件
过程本质的基础。
所有软件开发都可看成是一个问题循环解决过程（图 ２－３ａ），其中包含
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状态描述，问题定义，技术开发和方案综述。状态描
述“表示了事物的当前状态”［ＲＡＣ９５］；问题定义标识了要解决的特定问题；
技术开发通过应用某些技术来解决问题；方案综述提交结果（如文档、程序、
数据、新的商业功能、新产品）给那些从一开始就需要方案的人。２．１．２ 节定
义的软件工程的一般阶段和步骤可以很容易地映射到这些阶段上。
上述的问题循环解决过程可以应用于软件工程的多个不同开发级别上。
它可以用于考虑整个系统的宏观阶段；开发程序构件的中级阶段；甚至是代
码行编写阶段。因此，可以使用分级几何表示（最早是在几何学的表示中提出
的。定义一个模式，然后在连续的更小的规模上递归地应用它；一个模式套
着一个模式）来提供关于过程的理想化的视图。在图 ２－３ｂ 中，问题循环解决
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又包含一个相同的问题循环解决过程，该循环还可以再包
含另一个问题循环解决过程（这可以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一个合理的边界，对于
软件而言，是代码行）。
实际上，要想像图 ２－４ 那样清楚地划分活动是很困难的，因为阶段内部
和阶段之间的活动常常是交叉的，但这个简化的视图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思
想：对于一个软件项目而言，不管选择了什么过程模型，所有的阶段——状
态描述，问题定义，技术开发和方案综述——在某个细节的级别上都是同时
存在的。给出了递归性质的图 ２－３ｂ，上面讨论的四个阶段既可以用于一个
完整应用的分析也可以用于一小段代码的生成。
Ｒａｃｃｏｏｎ（参见文献［ＲＡＣ９５］）建议了一种“无序模型”，它描述“软件开
发是从用户到开发者到技术的一个连续过程”。随着向一个完整系统的逐步
进展，上述的阶段递归地应用于用户的需求和开发者的软件技术说明形成
中。
在下节中，讨论了多个不同的软件工程过程模型，其中每一个都代表了
一种将本质上无序的活动有序化的企图。重要一点的是记住每个模型都具有
能够帮助实际软件项目的控制及协调的特征。但在他们的核心中，这些模型

又表现了无序模型的特点。

２．４

线性顺序模型

图 ２－４ 表明了软件工程的线性顺序模型，有时也称“传统生命周期”或
“瀑布模型”，线性顺序模型提出了软件开发的系统化的、顺序的方法（虽然
由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Ｒｏｙｃｅ［ＲＯＹ７０］提出的最早的瀑布模型支持带有反馈的循环，但
大多数使用该过程模型的组织均把它视为是严格线性的），从系统级开始，随
后是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维护。借鉴了传统的工程周期，线性顺序模
型包含以下活动：

系统／信息工程和建模：因为软件总是一个大系统（或商业）的组成部分，
所以一开始应该建立所有系统成分的需求，然后再将其中某个子集分配给软
件。整个系统基础是，以软件作为其他成分如硬件、人及数据库的接口。系
统工程和分析包括了系统级收集的需求，以及一小部分顶层分析和设计。信
息工程包括了在战略商业级和商业领域级收集的需求。
软件需求分析：需求收集过程特别集中于软件上。要理解待建造程序的
本质，软件工程师（“分析员”）必须了解软件的信息领域（见第 １１ 章），以及
需求的功能、行为、性能和接口。系统需求和软件需求均要文档化，并与用
户一起复审。
设计：软件设计实际上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集中于程序的四个完全不
同的属性上：数据结构、软件体系结构、界面表示及过程（算法）细节。设计
过程将需求转换成软件表示，在编码之前可以评估其质量。象需求一样，设
计也要文档化，并且是软件配置的一部分。
代码生成：设计必须转换成机器可读的形式。代码生成这一步就是完成
这个任务的。如果设计已经表示得很详细，代码生成可以自动完成。
测试：一旦生成了代码，就可以开始程序测试。测试过程集中于软件的
内部逻辑——保证所有语句都测试到，以及外部功能——即引导测试去发现
错误，并保证定义好的输入能够产生与预期结果相同的输出。
维护：软件在交付给用户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修改（一个可能的例外
是嵌入式软件）。在如下情况下会发生修改：当遇到错误时；当软件必须适应
外部环境的变化时（例如，因为使用新的操作系统或外设）；或者当用户希望
增强功能或性能时。软件维护重复以前各个阶段，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针对已
有的程序，而非新程序。
线性顺序模型是最早，也是应用最广泛的软件工程范例。但是，对于该
模型的批评使得即使是最积极的支持者也开始怀疑其功效［ＨＡＮ９５］。在使用

线性顺序模型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如下一些问题：
１．实际的项目很少按照该模型给出的顺序进行。虽然线性模型能够容许
迭代，但却是间接的。结果，在项目组的开发过程中变化可能引起混乱。
２．用户常常难以清楚地给出所有需求，而线性顺序模型却要求如此，它
还不能接受在许多项目的开始阶段自然存在的不确定性。
３．用户必须有耐心。程序的运行版本一直要等到项目开发晚期才能得
到。大的错误如果直到检查运行程序时才被发现，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４．开发者常常被不必要地耽搁。在对实际项目的一个有趣的分析中，
Ｂｒａｄａｃ［ＢＲＡ９４］发现传统生命周期的线性特征会导致“阻塞状态”，其中某
些项目组成员不得不等待组内其他成员先完成其依赖的任务。事实上，花在
等待上的时间可能会超过花在开发工作上的时间！阻塞状态经常发生在线性
顺序过程的开始和结束。
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不管怎样，传统的生命周期范型在软件工
程中仍占有肯定的和重要的位置。它提供了一个模板，使得分析、设计、编
码、测试和维护的方法可以在该模板的指导下展开。传统的生命周期模型仍
然是软件工程中应用最广泛的过程模型。虽然它确实有不少缺陷，但很显然
它比起软件开发中随意的状态要好得多。
２．５ 原型模型
常有这种情况，用户定义了软件的一组一般性目标，但不能标识出详细
的输入、处理及输出需求；还有一些情况，开发者可能不能确定算法的有效
性、操作系统的适应性或人机交互的形式。在这些及很多其他情况下，原型
范型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原型范型（如图 ２－５ 所示）从需求收集开始。开发者和用户在一起定义软
件的总体目标，标识出已知的需求，并规划出进一步定义的区域。然后是“快
速设计”，快速设计集中于软件中那些对用户／客户可见的部分的表示（如输
入方式和输出格式）。快速设计导致原型的建造。原型由用户／客户评估，并
进一步精化待开发软件的需求。逐步调整原型使其满足客户的要求，同时也
使开发者对将要做的事情有更好的理解，这个过程是迭代的。
理想上，原型可以作为标识软件需求的一种机制。如果建立了可运行原
型，开发者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试图利用已有的程序片断或使用工具（如报表生
成器、窗口管理器等）来尽快生成工作程序。
但当原型已经完成了上述目的之后，我们将如何处理它们呐？ Ｂｒｏｏｋｓ
［ＢＲＯ７５］给出了一个答案：
在大多数项目中，建造的第一个系统很少是可用的。它可能太慢，太大，
难以使用或三者都有。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重新开始，虽然痛苦，但会得到
更好的结果。建造一个经过重新设计的版本，解决了上述的问题……。当使
用了新的系统概念或新技术时，你应该建造一个抛弃型的系统，因为即使是
最好的计划也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第一次就能完全正确。因此，管理上的
问题不是你是否要建造一个指导系统，然后抛弃它，你必须这么做。唯一的
问题是：是否需要事先计划好建造一个抛弃型系统，或是承诺要将抛弃型系
统交付给用户。

原型可以作为“第一个系统”，就是 Ｂｒｏｏｋｓ 建议我们抛弃的那一个。但
这可能是一种理想化的看法。用户和开发者确实都喜欢原型范型，用户能够
感受到实际的系统，开发者能够很快地建造出一些东西。但由于如下的原因
原型仍存在问题：
１．用户似乎看到的是软件的工作版本，他们不知道原型只是“用口香糖
和打包绳”拼凑起来的；不知道为了使原型很快能够工作，我们没有考虑软
件的总体质量和长期的可维护性。当被告知该产品必须重建，才能使其达到
高质量时，用户叫苦连天，会要求做“一些修改”，使原型成为最终的工作
产品。如此，软件开发管理常常就放松了。
２．开发者常常需要实现上的折衷，以使原型能够尽快工作。一个不合适
的操作系统或程序设计语言可能被采用，仅仅因为它是通用的和有名的；一
个效率低的算法可能被使用，仅仅为了演示功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开发
者可能对这些选择已经习惯了，忘记了它们不合适的所有原因。于是这些不
理想的选择就成为了系统的组成部分。
虽然会出现问题，原型仍是软件工程的一个有效范型。关键是如何定义
一开始的游戏规则，即用户和开发者两方面必须达成一致：原型被建造仅是
为了定义需求，之后就该被抛弃（或至少部分抛弃），实际的软件在充分考虑
了质量和可维护性之后才被开发。
２．６

ＲＡＤ 模型

快速应用开发（ＲＡＤ）是一个线性顺序的软件开发模型，强调极短的开发周
期。ＲＡＤ 模型是线性顺序模型的一个“高速”变种，通过使用基于构件的建
造方法获得了快速开发。如果需求理解得很好，且约束了项目范围①， ＲＡＤ
过程使得一个开发组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如 ６０ 到 ９０ 天）创建出“功能完善的
系统”［ＭＡＲ９１］。ＲＡＤ 方法主要用于信息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它包含如下
几个开发阶段［ＫＥＲ９４］：
业务建模：业务活动中的信息流被模型化，以回答如下问题：什么信息
驱动业务流程？生成什么信息？谁生成该信息？该信息流往何处？谁处理
它？业务建模将在第 １０ 章详细描述。
数据建模：业务建模阶段定义的一部分信息流被精化，形成一组支持该
业务所需的数据对象。标识出每个对象的特征（称为属性），并定义这些对象
间的关系。数据建模将在第 １２ 章讨论。
处理建模：数据建模阶段定义的数据对象变换成为要完成一个业务功能
所需的信息流。创建处理描述以便增加、修改、删除或获取某个数据对象。
应用生成：ＲＡＤ 假设使用第四代技术（见 ２．９ 节）。ＲＡＤ 过程不是采用传
统的第三代程序设计语言来创建软件，而是复用已有的程序构件（如果可能的
话）或是创建可复用的构件（如果需要的话）。在所有情况下，均使用自动化工
具辅助软件建造。
测试及反复：因为 ＲＡＤ 过程强调复用，许多程序构件已经是测试过的，
这减少了测试时间。但新构件必须测试，所有接口也必须测到。
①

这些条件很难保证。事实上，许多软件项目在开始时需求定义得很不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原型（见

2.5 节）或演化方法（见 2.7 节）是更好的选择。（见参考文献［REI95］）

ＲＡＤ 过程模型如图 ２－６ 所示。很显然，加之于一个 ＲＡＤ 项目上的时间约
束需要有“一个可伸缩的范围”［ＫＥＲ９４］。如果一个商业应用能够被模块化，
使得其中每一个主要功能均可以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完成（使用上述的方
法），它就是 ＲＡＤ 的一个候选件。每一个主要功能可由一个单独的 ＲＡＤ 组来实
现，最后再集成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
像所有其他过程模型一样，ＲＡＤ 方法也有其缺陷：
·对于大型的、但可伸缩的项目，ＲＡＤ 需要足够的人力资源以创建足够
的 ＲＡＤ 组。
·ＲＡＤ 要求承担必要的快速活动的开发者和用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框架
下完成一个系统。如果两方中的任何一方没有完成约定，都会导致 ＲＡＤ 项目
失败。
并非所有应用软件都适合使用 ＲＡＤ。如果一个系统难以被适当地模块
化，那么建造 ＲＡＤ 所需的构件就会有问题；如果高性能是一个指标，且该指
标必须通过调整接口使其适应系统构件才能赢得，ＲＡＤ 方法就有可能失败
了；ＲＡＤ 不适合技术风险很高的情况，当一个新应用要采用很多新技术，或
当新软件要求与已有计算机程序有高可互操作性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ＲＡＤ 强调可复用程序构件的开发。可复用性（见第 ２６ 章）是对象技术的基
础（本书的第四部分），在 ２．７．３ 节讨论的构件组装过程模型中还会提到。
２．７

演化软件过程模型

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软件就象所有复杂系统一样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演
化（参见文献［ＧＩＬ８８］）。业务和产品需求随着开发的发展常常发生改变，想
找到最终产品的一条直线路径是不可能的；紧迫的市场期限使得难于完成一
个完善的软件产品，但可以先提交一个有限的版本以对付竞争的或商业的压
力；只要核心产品或系统需求能够被很好地理解，而产品或系统的细节部分
可以进一步定义。在这些情况及其他类似情况下，软件工程师需要一个过程
模型，以便能明确设计，同时又能适应随时间演化的产品的开发。
线性顺序模型（见 ２．４ 节）是支持直线开发，本质上，瀑布方法是假设当
线性序列完成之后就能够交付一个完善的系统。原型模型（见 ２．５ 节）目的是
帮助用户（或开发者）理解需求，总体上讲，它并不是交付一个最终产品系统。
而软件的变化特征在这些传统的软件工程范型中都没有加以考虑。
演化模型是利用一种迭代的思想方法。它的特征是使软件工程师渐进地
开发，逐步完善的软件版本。
２．７．１ 增量模型
增量模型融合了线性顺序模型的基本成分（重复地应用）和原型的迭代特
征。如图 ２－７ 所示，增量模型采用随着日程时间的进展而交错的线性序列。
每一个线性序列产生软件的一个可发布的“增量”（参见文献［ＭｃＤＥ９３］）。
例如，使用增量范型开发的字处理软件，可能在第一个增量中发布基本的文
件管理、编辑和文档生成功能；在第二个增量中发布更加完善的编辑和文档
生成能力；第三个增量实现拼写和文法检查功能；第四个增量完成高级的页

面布局功能。应该注意：任何增量的处理流程均可以结合进原型范型。
当使用增量模型时，第一个增量往往是核心的产品，即实现了基本的需
求，但很多补充的特性（其中一些是已知的，另外一些是未知的）还没有发布。
核心产品交用户使用（或进行更详细的复审），使用和／或评估的结果是下一个
增量的开发计划。该计划包括对核心产品的修改，使其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
需要，并发布一些新增的特点和功能。这个过程在每一个增量发布后不断重
复，直到产生最终的完善产品。
增量过程模型，像原型（见 ２．５ 节）和其他演化方法一样，具有迭代的特
征。但与原型不一样，增量模型强调每一个增量均发布一个可操作产品。早
期的增量是最终产品的“可拆卸”版本，但它们确实提供了给用户服务的功
能，并且提供了给用户评估的平台。
增量开发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当配备的人员不能在为该项目设定的市场
期限之前实现一个完全的版本时。早期的增量可以由较少的人员实现。如果
核心产品很受欢迎，可以增加新的人手（如果需要的话）实现下一个增量。此
外，增量能够有计划地管理技术风险，例如，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需要使用
正在开发的且发布时间尚未确定的新硬件，有可能计划在早期的增量中避免
使用该硬件，这样，就可以先发布部分功能给用户，以免过分地延迟系统的
问世时间。
■
２．７．２

螺旋模型

螺旋模型，最早是由 Ｂｏｅｈｍ［ＢＯＥ８８］提出来的，是一个演化软件过程模
型，它将原型的迭代特征与线性顺序模型中控制的和系统化的方面结合起
来，使得软件的增量版本的快速开发成为可能。在螺旋模型中，软件开发是
一系列的增量发布。在早期的迭代中，发布的增量可能是一个纸上的模型或
原型；在以后的迭代中，被开发系统的更加完善的版本逐步产生。
螺旋模型被划分为若干框架活动，也称任务区域（本节描述的螺旋模型是
Ｂｏｅｈｍ 提出的模型的变种。最初的螺旋模型的相关信息参见［ＢＯＥ８８］。一般
情况下，有三到六个任务区域，图 ２－８ 刻划了包含六个任务区域的螺旋模型：
·用户通信——建立开发者和用户之间有效通信所需要的任务。
·计划——定义资源、进度及其他相关项目信息所需要的任务。
·风险分析——评估技术的及管理的风险所需要的任务。
·工程——建立应用的一个或多个表示所需要的任务。
·建造及发布——建造、测试、安装和提供用户支持（如文档及培训）所
需要的任务。
·用户评估——基于在工程阶段产生的或在安装阶段实现的软件表示的
评估，获得用户反馈所需要的任务。
■
每一个区域均含有一系列适应待开发项目的特点的工作任务。对于较小
的项目，工作任务的数目及其形式化程度均较低。对于较大的、关键的项目，
每一个任务区域包含较多的工作任务，以得到较高级别的形式。在所有情况
下，均需应用 ２．２ 节提到的保护性活动（如软件配置管理和软件质量保证）。
随着演化过程的开始，软件工程项目组按顺时针方向沿螺旋移动，从核

心开始。螺旋的第一圈可能产生产品的规格说明；再下面的螺旋可能用于开
发一个原型；随后可能是软件的更完善的版本。经过计划区域的每一圈是为
了对项目计划进行调整，基于从用户评估得到的反馈，调整费用和进度。此
外，项目管理者可以调整完成软件所需的计划的迭代次数。
与传统的过程模型不同，它不是当软件交付时就结束了，螺旋模型能够
适用于计算机软件的整个生命周期。图 ２－９ 中定义了项目入口点的轴线。沿
轴线放置的每一个小方块都代表了一个不同类型项目的开始点。一个“概念
开发项目”从螺旋的核心开始一直持续到概念开发结束（沿着中心阴影区域限
定的螺旋线进行多次迭代）。如果概念被开发成真正的产品，过程从第二个小
方块（“新产品开发项目”入口点）开始，一个新的开发项目启动了。新产品
的演化是沿着比中心区域略浅的阴影区域所限定的螺旋线进行若干次迭代。
其他类型的项目也遵循类似的过程。
本质上，具有上述特征的螺旋是一直运转的直到软件退役。有时这个过
程处于睡眠状态，但任何时候出现了改变，过程都会从合适的入口点开始（如
产品增强）。
对于大型系统及软件的开发来说，螺旋模型是一个很现实的方法。因为
软件随着过程的进展演化，开发者和用户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对待每一个演化
级别上的风险。螺旋模型使用原型作为降低风险的机制，但更重要的是，它
使开发者在产品演化的任一阶段均可应用原型方法。它保持了传统生命周期
模型中系统的、阶段性的方法，但将其并进了迭代框架，更加真实地反映了
现实世界。螺旋模型要求在项目的所有阶段直接考虑技术风险，如果应用得
当，能够在风险变成问题之前降低它的危害。
但像其他范型一样，螺旋模型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可能难以
使用户（尤其在合同情况下）相信演化方法是可控的；它需要相当的风险评估
的专门技术，且其成功依赖于这种专门技术。如果一个大的风险未被发现和
管理，毫无疑问会出现问题；最后，该模型本身相对比较新，不像线性顺序
范型或原型范型那样被广泛应用。在这个重要的新范型的功效能够被完全确
定之前，还需要经历若干年的时间。
■
２．７．３

构件组装模型

对象技术（第 １９ 章）为软件工程的基于构件的过程模型提供了技术框
架。面向对象范型强调了类的创建，类封装了数据和用于操纵该数据的算法。
如果经过合适的设计和实现，面向对象的类可以在不同的应用及基于计算机
的系统结构中复用。
构件组装模型（如图 ２－１０ 所示）融合了螺旋模型的许多特征。它本质上是
演化的（参见文献［ＮＩＥ９２］），支持软件开发的迭代方法。但是，构件组装模
型是利用预先包装好的软件构件（有时称为“类”）来构造应用程序的。
开发活动从候选类的标识开始。这一步通过检查将被应用程序操纵的数
据及用于实现该操纵的算法来完成（这是对类定义的一个简单的描述，更详细
的讨论见第 １９ 章）。相关的数据和算法封装成一个类。
■
以前的软件工程项目中创建的类（在图 ２－１０ 中称为构件）被存储在一个

类库或仓库中（第 ２９ 章）。一旦标识出候选类，就可以搜索该类库，确认这些
类是否已经存在。如果已经存在，就从库中提取出来复用。如果一个候选类
在库中并不存在，就采用面向对象方法（第 ２０～２２ 章）开发它。之后就可以利
用从库中提取出来的类以及为了满足应用程序的特定要求而建造的新类，来
构造待开发应用程序的第一个迭代。过程流程而后又回到螺旋，并通过随后
的工程活动最终再进入构件组装迭代。
构件组装模型导致软件复用，而可复用性给软件工程师提供了大量的可
见的益处。基于可复用性的研究，ＱＳＭ 联合公司的报告称：构件组装降低了
７０％的开发周期时间；８４％的项目成本；相对于产业平均指数 １６．９，其生产
率指数为 ２６．２。虽然这些结果依赖于构件库的健壮性，但毫无疑问构件组装
模型给软件工程师提供了意义深远的好处。
２．７．４

并发开发模型

并发开发模型，有时也称并发工程，Ｄａｖｉｄ 和 Ｓｉｔａｒａｍ［ＤＡＶ９４］是这样
描述它的：
试图根据传统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来追踪项目的状态的项目管理者是根
本不可能了解其项目的状态的。这就是使用过于简单的模型追踪非常复杂的
活动的示例。注意，虽然一个项目正处在编码阶段，但同时可能有一些项目
组人员在参与涉及开发的多个阶段的活动，例如，……项目组人员在写需求、
在设计、在编码、在测试和集成测试，所有这些活动可能在同时进行。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和 Ｋｅｌｌｎｅｒ［ＨＵＭ８９，ＫＥＬ８９］提出的软件工程过程模型表达了这种任一阶段
的活动之间存在的并发性。 Ｋｅｌｌｎｅｒ 最近的工作中［ＫＥＬ９１］使用了状态图
（一个加工的状态的表示法，见第 １５ 章）来表示与一个特定事件（如，在开发
后期需求的一个修改）相关的活动之间存在的并发关系，但它不能捕获到贯穿
于一个项目中所有软件开发和管理活动的大量并发……。大多数软件开发过
程模型均为时间驱动的；越到模型的后端，就越到开发过程的后一阶段。而
一个并发过程模型是由用户要求、管理决策和结果复审驱动的。
并发过程模型可以被大致表示为一系列的主要技术活动、任务及它们的
相关状态。例如，螺旋模型（见 ２．７．２ 节）定义的工程活动（任务区域）是通过
执行下列任务来完成的：原型和／或分析建模，需求说明，以及设计（应该注
意到：分析和设计是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本书的第三部
分和第四部分给出了关于它们的更详细的探讨）。图 ２－１１ 给出了并发过程模
型中一个活动的图形表示。该活动（分析）在任一给定时间可能处于任一状态
（状态是行为的某个外部可见的模式）。同样的，其他活动（如设计或用户通信）
也能够用类似方式来表示。所有活动并发存在，但处于不同的状态。例如，
在项目开发早期，用户通信活动（图中并未显示）已经完成它的第一次迭代，
并处于“等待修改”状态。而分析活动（当最初的用户通信活动完成时，它正
处于“开始”状态）现在则转移到“开发”状态。如果用户表示必须做某些需
求上的修改，那么分析活动就从“开发”状态转移到“等待修改”状态。
■
并发过程模型定义了一系列事件，对于每一个软件工程活动，它们触发
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移。例如，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发现了分析模
型中的一个不一致，这产生了事件“分析模型修改”，该事件触发了分析活

动从“开始”状态转移到“等待修改”状态。
并发过程模型常常被用于作为客户机／服务器①应用（第 ２８ 章）的开发范
型。一个客户机／服务器系统由一组功能构件组成。当应用于客户机／服务器
系统时，并发过程模型在两维上定义活动［ＳＨＥ９４］：一个系统维和一个构件
维。系统维包含三个活动：设计、组装和使用。构件维包含两个活动：设计
和实现。并发提供两种方式得到：（１）系统维和构件维活动同时发生，并能使
用上述的面向状态方法建模；（２）一个典型的客户机／服务器应用系统是通过
多个构件实现的，其中每个构件均可以并发地设计和实现。
实际上，并发过程模型可用于所有类型的软件开发，并能够提供关于一
个项目的当前状态的准确视图。该模型不是将软件工程活动限定为一个顺序
的事件序列，而是定义了一个活动网络。网络上的每一个活动均可与其他活
动同时发生。在一个给定的活动中或活动网络中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事件将触
发一个活动中的状态的转移。
２．８

形式化方法模型

形式化方法模型包含了一组活动，它们带来了计算机软件用数学说明描
述的方法。形式化方法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通过采用一个严格的、数学的表
示体系来说明、开发和验证基于计算机的系统。这种方法的一个变种，称为
净室软件工程［ＭＩＬ８７，ＤＹＥ９２］，目前已被一些软件开发组织采用。
当在开发中使用形式化方法时（第 ２４ 章和 ２５ 章），它们提供了一种机制，
能够消除使用其他软件工程范型难以克服的问题。二义性、不完整性和不一
致性能被更容易地发现和纠正——不是通过专门的复审，而是通过数学分
析。当在设计中使用形式化方法时，它们能作为程序验证的基础，从而使得
软件工程师能够发现和纠正在其他情况下发现不了的错误。
形式化方法模型虽然不是主流的方法，但可以产生正确的软件。不过，
它在商业环境中的可用性还需要考虑：
１．形式化模型的开发目前还很费时和昂贵。
２．因为很少有软件开发者具有使用形式化方法所需的背景知识，所以尚
需多方面的进行培训。
３．难以使用该模型作为与对其一无所知的用户进行通信的机制。
尽管存在这些顾虑，但形式化方法可能会赢得一批拥护者，例如那些必
须建造安全的关键软件（如航空电子及医疗设备的开发者）的软件开发者，以
及那些如果发生软件错误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的开发者。
２．９

第四代技术

术语“第四代技术”（４ＧＴ）包含了一系列的软件工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
点：能使软件工程师在较高级别上说明软件的某些特征。之后工具根据开发
者的说明自动生成源代码。毫无疑问软件在越高的级别上被说明，就能越快
地建造出程序。软件工程的 ４ＧＴ 范型的应用关键在于说明软件的能力——它
①

在客户机/服务器应用软件中，软件功能被划分成两部分客户机端（通常是 PC 机）和服务器（通常是更

强大的计算机）端功能，服务器典型任务是维护一个中心数据库。

用一种特定的语言来完成或者以一种用户可以理解的问题描述方法来描述待
解决问题的图形来表示。
目前，一个支持 ４ＧＴ 范型的软件开发环境包含如下部分或所有工具：数
据库查询的非过程语言，报告生成器，数据操纵，屏幕交互及定义，以及代
码生成；高级图形功能；电子表格功能。最初，上述的许多工具仅能用于特
定应用领域，但今天，４ＧＴ 环境已经扩展，能够满足大多数软件应用领域的
需要。
像其他范型一样，４ＧＴ 也是从需求收集这一步开始。理想情况下，用户
能够描述出需求，而这些需求能被直接转换成可操作原型。但这是不现实的，
用户可能不能确定需要什么；在说明已知的事实时，可能出现二义性；可能
不能够或是不愿意采用一个 ４ＧＴ 工具可以理解的形式来说明信息。因此，其
他范型中所描述的用户——开发者对话方式在 ４ＧＴ 方法中仍是一个必要的组
成部分。
对于较小的应用软件，使用一个非过程的第四代语言（４ＧＬ）有可能直接从
需求收集过渡到实现。但对于较大的应用软件，就有必要制订一个系统的设
计策略，即使是使用 ４ＧＬ。对于较大项目，如果没有很好地设计，即使使用
４ＧＴ 也会产生不用任何方法来开发软件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低的质量、差的
可维护性、难以被用户接受）。
应用 ４ＧＬ 的生成功能使得软件开发者能够以一种方式表示期望的输出，
这种方式使得可以自动生成产生该输出的代码。很显然，相关信息的数据结
构必须已经存，在且能够被 ４ＧＬ 访问。
要将一个 ４ＧＴ 生成的功能变成最终产品，开发者还必须进行测试，写出
有意义的文档，并完成其他软件工程范型中同样要求的所有集成活动。此外，
采用 ４ＧＴ 开发的软件还必须考虑维护是否能够迅速实现。
像其他所有软件工程范型一样，４ＧＴ 模型也有优点和缺点。支持者认为
它极大地降低了软件的开发时间，并显著提高了建造软件的生产率。反对者
则认为目前的 ４ＧＴ 工具并不比程序设计语言更容易使用，这类工具生成的结
果源代码是“低效的”，并且使用 ４ＧＴ 开发的大型软件系统的可维护性是令
人怀疑的。
两方的说法中都有某些对的地方，这里我们对 ４ＧＴ 方法的目前状态进行
一个总结：
１．在过去十余年中，４ＧＴ 的使用发展得很快，且目前已成为适用于多个
不同的应用领域的方法。与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ＣＡＳＥ）工具和代码生成器结
合起来，４ＧＴ 为许多软件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
２．从使用 ４ＧＴ 的公司收集来的数据表明：在小型和中型的应用软件开发
中，它使软件的生产所需的时间大大降低，且使小型应用软件的分析和设计
所需的时间也降低了。
３．不过，在大型软件项目中使用 ４ＧＴ，需要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分析、设
计和测试（软件工程活动）才能获得实际的时间节省，这主要是通过编码量的
减少赢得的。
总结一下，第四代技术已经成为软件开发的一个重要方法。当与构件组
装方法（见 ２．７．３ 节）结合起来时，４ＧＴ 范型可能成为软件开发的主流方法。
２．１０

过程技术

前面几节讨论的过程模型必须适合于软件项目组的使用。为了满足这
点，开发了过程技术工具以帮助软件组织分析它们当前的过程，组织工作任
务，控制和监管进度，以及管理技术质量（参见文献［ＢＡＮ９５］）。
过程技术工具使得软件组织能够建造一个自动模型，该模型包含 ２．２ 节
讨论的通用过程框架、任务集合及保护性活动。该模型一般表示成一个网络，
对其加以分析，就能够确定典型的工作流程，考查可能导致降低开发时间和
成本的可选的过程结构。
一旦创建了一个可接受的过程，就可以使用其他过程技术工具来分配、
监管、甚至控制过程模型中定义的所有软件工程任务。软件项目组的每一个
成员均能使用这些工具产生一个清单，包括：要完成的工作任务，要开发的
工作产品，以及要实现的质量保证活动。过程技术工具还能用于协调适合某
一特定工作任务的其他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工具（第 ２９ 章）的使用。
２．１１

产品和过程

如果过程很弱，最终产品不可避免会出问题。但过分依赖过程也是很危
险的。在一篇短文中，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Ｄａｖｉｓ［ＤＡＶ９５］评论了产品和过程的二元性：
大约每隔 ５ 至 １０ 年，软件界就会重定义“问题”，将其焦点从产品转移
到过程。这样，我们在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产品）之后有了结构化分析方法
（过程），之后又有了数据封装（产品），再后是目前的重点——软件工程研究
所的软件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过程）。
正如钟摆的自然倾向是停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点，软件界的焦点也是
在不断转移，因为当上一次摆动停止后，就要加新的力。这些摆动是有害的，
因为它们彻底改变了完成工作的方法，使普通的软件开发人员迷失方向，更
不用说要很好地使用它了。这些摆动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们注定是
要失败的，只要产品和过程变成是二分的而不再是二元的。
当观察到的矛盾无法用一个权威的理论或另一种方式完全解释时。科学
界率先提出了二元性的概念，光的二元特性——似乎同时是粒子和波，从本
世纪 ２０ 年代 Ｌｏｕｉｓ ｄｅ Ｂｒｏｇｉｌｅ 提出时起就已经被广泛接受了。我相信软件
及其开发表现出了产品和过程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当你仅仅从过程或
是仅仅从产品角度来看，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或理解整个软件，如它的范围、
使用、含义和价值。
所有人类的活动可能都是一个过程，但我们每一个人从其中得到了自我
价值的体现，这些 活动产生的一个表示或示例，或可被很多人反复使用，或
可用于某些其他未考虑到的背景上。即，我们的产品能被自己或他人复用，
从其中我们得到了一种满足感。
因此，在软件开发中迅速普及复用的目标，可能会提高软件开发者从他
们的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也增加了接受产品和过程的二元性的紧迫感。仅
从产品或仅从过程考虑一个可复用的事物，或者会模糊了它的使用范围和方
式，或者会隐藏了某个事实：每一次使用它均会产生新的产品，该产品反过
来又可用作某个其他的软件开发活动的输入。仅考虑其中一方面，会急剧降
低复用的机会，也就失去了提高工作满足感的机会。
人们从创造的过程中得到了从最终的产品中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满足感。

一个艺术家从挥笔的过程和完成的画中会得到同样的享受。一个作家从冥思
苦想一个合适的比喻和写完的书中会得到同样的享受。一个有创造性的软件
专业人员也会从过程和最终的产品中得到同样的满足感。
软件人员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改变。产品和过程的二元性是一
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当从程序设计最终转移到软件工程的过程中，能够一直
保持人的创造力。
２．１２

小结

软件工程在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中集成了过程、方法和工具。本章给出了
若干不同的软件工程过程模型，每一个都有其优点和弱点，但它们均具有一
系列共同的一般阶段。使得我们能够实现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将要一一探讨的
过程的原则、概念和方法。

思考题
２．１ 图 ２－１ 中将三个软件工程层次置于一个名为“质量焦点”的层次之
上，该焦点是指一个质量程序，如全面质量管理。做一些研究并给出一个全
面质量管理程序的主要原则的概要。
２．２ 是否存在一种情况，软件工程过程的一般阶段不适用？如果有，描
述出来。
２．３
ＳＥＩ 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是一个演化的文档。做一些研究，并确定
在本书出版之后是否有新的 ＫＰＡｓ 增加？
２．４ “无序模型”认为一个问题循环解决过程能被用于开发的任何级别
上。讨论在下列情况下你如何应用这个循环过程：（１）理解一个新的字处理产
品的需求；（２）为字处理器开发一个高级拼写／文法检查构件；（３）产生一个程
序模块的源代码，该模块用于确定英语语句中的主语、谓语和宾语。
２．５ 你认为本章给出的哪一个软件工程范型最有效？为什么？
２．６ 给出 ５ 个可以采用原型方法的软件开发项目的实例。举出两或三个
难以使用原型的应用。
２．７
ＲＡＤ 模型一般与 ＣＡＳＥ 工具结合使用。研究一些文献，并总结出一
个典型的支持 ＲＡＤ 的 ＣＡＳＥ 工具。
２．８ 举出一个可以采用增量模型的特定的软件项目。并给出在软件中应
用该模型的某个场景。
２．９ 当沿着螺旋模型的过程流路径向外移时，你认为正在开发或维护的
软件发生了什么变化？
２．１０ 许多人相信极大地提高软件质量和生产率的唯一途径是运用构件
组装。找出 ３ 或 ４ 篇关于该题目的最新文章，并给出总结。可在班里进行讨
论。
２．１１ 用自己的话描述并发开发模型。
２．１２ 举出第四代技术的三个实例。
２．１３ 哪一个更重要——产品还是过程？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软件工程的最新进展能够从一些月刊中得到，诸如 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ＥＥＥ
软 件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计 算 机 ） ， 和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 软 件 工 程 学 报 ） 。 产 业 界 的 一 些 期 刊 如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应用开发趋势）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软件开发），
它们常常刊登软件工程方面的文章。每年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国际软件工程会议论文集）中都会有一
个有关该专题的“摘要”（该会议由 ＩＥＥＥ 和 ＡＣＭ 赞助），并且在一些杂志上也
对此专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如 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ＣＭ 软件工程和方法学学报），ＡＣ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ｔｅｓ（ＡＣＭ 软件工程评论）有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软件工程年
报）。
近年来很多软件工程方面的书籍出版了。其中一些给出了关于整个过程
的综述，而另外一些则深入研究了前者未探讨的若干重要的专题。下面三个
文集包含了范围很广的软件工程专题：
Ｋｅｙｅｓ ， Ｊ．（ｅｄ．）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３．
Ｍａｒｃｈｉｎｉａｋ，Ｊ．Ｊ．（ｅ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４．
ＭｃＤｅｒｍｉｄ，Ｊ．（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Ｇａｕｔｉ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
给那些必须跨地域开发软件的组织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指南。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ｌａｓｓ 的书（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Ｙｏｕｒ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给出了
关 于 软 件 和 软 件 工 程 的 有 趣 的 和 引 起 争 议 的 问 题 论 述 。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ｒｒ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ｈｏｃｋ，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描述了软件及其对个人、商
业和政府的影响。
软件工程研究所（ＳＥＩ 位于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ｅｌｌｏｎ 大学内）被授权负责发起一
组软件工程专刊系列的创刊。来自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实践者都为此做
出了重要的新贡献。另外，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软件生产力
协会）会定期发表关于软件工程方面的出版物。
在过去十余年中，发布了很多软件工程的标准和规范。 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ＥＥＥ 软件工程标准）中包含了几乎覆盖了所有重要
技术层面的多个不同的标准。ＩＳＯ９０００－３ 指南为那些申请 ＩＳＯ ９００１ 质量标准
认证的组织提供了指导。国防部、 ＦＡＡ 及其他政府和非营利机构也发布了若
干软件工程标准。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１９９６）给出了关于欧洲太空署（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ＥＳＡ）发布的
软件工程标准的详细参考。
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因特网）上有大量关于软件工程和软件过程的资源。从一些
技术协会和组织还可以得到更多软件工程的信息：
ＡＣ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ｍ．ｏｒ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ＰＩ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ｔｔｐ

ｌｉｎｚ．ａｃ．ａｔ／ｅｓｐｉｔｉ／ｈｏｍｅ．ｈｔｍｌ

：

／／ｗｗｗ．ｓｅａ．ｕｎｉ－

ＩＥＥ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

ＮＡＳＡ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ａｂ

ｈｔｔｐ：／／ｆｄｄ．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ｓｅｌｔｅｘｔ．ｈｔｍ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ｉ．ｃｏｍ／Ｈｏｍｅ Ｐａｇｅ．ｈｔｍ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ｉ．ｃｍｕ．ｅｄｕ／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ａｂ，ＥＰＦＬ

ｈｔｔｐ：／／ｌｇｌＷＷＷ．ｅｐｆｌ．ｃｈ／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ｅｂ Ｓｉｔｅ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ｌ．ｉｉｔ．ｎｒｃ．ｃａ／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ｓ．ｈｔｍ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ｎａｄ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ｃ·ｃａ／ｓｐｃ／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ｈｔｔ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ｏｒｇ／ｖｃｏｅ ／Ｈｏｍｅ．ｈｔｍｌ

关于软件工程的另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是一个时事通讯季刊，可在下面
的网址中找到它：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ｃｓｅ．ｏｒｇ
软件工程研究中心（ＳＥＲＣ）有一个技术报告系列给出最新的研究成果。可
以在下面的网址上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ｐｕｒｄｕｅ．ｅｄｕ／ｔｅ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ｅｒｅ－ｏｒｄｅｒｓ．ｈｔｍｌ
关 于 经 常 提 出 的 问 题 （ＦＡＱ） 的 一 个 概 要 已 经 放 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新 闻 组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 上，其网址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ｕｃｉｓ．ｑｕｅｅｎｓｕ．ｃ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ａｄｉｎｇ．ｈｔｍｌ
一个最新的与软件过程相关的 ＷＷＷ 参考文献目录可在下面的网址中找
到：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第二部分

软件项目的管理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考虑计划、组织、监管和控制软件项目所
需要的管理技术。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主要解决下列问题：
·在一个软件项目中如何管理人员、问题和过程？
·什么是软件度量？如何使用它们管理软件过程和过程指导下的项目？
·什么度量能够辅助管理者评估开发的产品的质量以及使用的过程的有
效性？
·一个软件项目组如何对工作量、成本和项目时间进行可靠的评估？
·一个组织何时应该建造软件？何时应该获取软件？何时应该请求外
援？
·采用什么技术评估来影响项目成功的风险？
·一个软件项目管理者如何为特定项目选择合适的软件工程工作任务
集？
·如何创建一个项目进度计划？
·如何定义质量使得软件项目组能够控制它？
·什么是软件质量保证？如何使用它作为项目控制机制？
·为什么正式的技术复审那么重要？
·在计算机软件开发之中以及它被交付给用户之后如何进行变化管理？
认真回答这些问题使你能够以一种更好的方式管理软件，以便按时交付
高质量的产品。

第３章

项目管理的概念

在关于软件项目管理的论著的序言中，
Ｍｅｉｌｅｒ Ｐａｇｅ－Ｊｏｎｅｓ［ＰＡＧ８５］
给出了一段引起许多软件工程顾问共鸣的陈述：
我拜访了很多商业公司（好的和不好的），我也观察了很多数据处理的管
理者（好的和不好的）。我常常恐惧地看到这些管理者徒劳地与恶梦般的项目
斗争着，在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最后期限下苦苦挣扎，或是在交付了使其用户
极为不满的系统之后，又继续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维护该系统。
Ｐａｇｅ－Ｊｏｎｅｓ 所描述的正是源于一系列管理和技术问题而产生的症状。不
过，如果事后再剖析一下每一个项目，很有可能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项目
管理太弱。
在本章和之后的六章中，我们将探讨进行有效的软件项目管理的关键性
概念。本章主要给出基本软件项目管理的概念和原则。第 ４ 章将阐述过程和
项目度量，这是进行有效的管理决策的基础。第 ５ 章将讨论用于评估成本和
资源需求，并建立有效的项目计划的技术。第 ６ 章会给出进行有效的风险监
控、缓解和管理的管理活动。第 ７ 章会讨论定义项目任务，并建立一个可操
作的项目进度计划所需的活动。最后，第 ８ 章和第 ９ 章将探讨在项目开发过
程中保证质量及在应用的整个生命期中控制变化所需的技术。
３．１

管理的范围

有效的项目管理集中于三个 Ｐ 上：人员（ｐｅｏｐｌｅ）、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和过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其顺序不是任意的。任何管理者如果忘记了软件工程是人的智力
密集的劳动，他就永远不可能在项目管理上得到成功；任何管理者如果在项
目开发早期没有支持有效的用户通信，他有可能为错误的问题建造一个不错
的解决方案。最后，对过程不在意的管理者可能冒把有效的技术方法和工具
插入到真空中的风险。
３．１．１ 人员
培养有创造力的、技术水平高的软件人员是从 ６０ 年代起就开始讨论的话
题（如［ＣＯＵ８０，ＤｅＭ８７，ＷＩＴ９４］）。事实上，“人因素”非常重要，以致于软
件工程研究所专门开发了一个人员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ＰＭ—ＣＭＭ），旨在“通
过吸引、培养、鼓励和留住改善其软件开发能力所需的人才增强软件组织承
担日益复杂的应用程序开发的能力，”（参见文献［ＣＵＲ９４］）。
人员管理成熟度模型为软件人员定义了以下的关键实践区域：招募，选
择，业绩管理，培训，报酬，专业发展，组织和工作计划，以及团队精神／
企业文化培养。在人员管理上达到较高成熟度的组织，更有可能实现有效的
软件工程开发。
ＰＭ－ＣＭＭ 与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第 ２ 章）相配合，后者指导组织完成一
个成熟的软件过程的创建。与软件项目的人员管理及结构相关的问题将在本
章后面的几小节中详细论述。
３．１．２ 问题

在进行项目计划之前，应该首先明确该项目的目的和范围，考虑可选的
解决方案，定义技术和管理的约束。没有这些信息，就不可能进行合理的（准
确的）成本估算；有效的风险评估；适当的项目任务划分；或是给出了意义明
确的项目进度的标志的项目管理计划。
软件开发者和用户必须一起定义项目的目的和范围。在很多情况下，这
项活动是作为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开始的（第 １０ 章），持续到作为软件需求分析
的第一步（第 １１ 章）。目的说明该项目的总体目标，而不考虑这些目标如何实
现。范围说明给出与问题相关的主要数据、功能和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它
以量化的方式约束了这些特性。
一旦了解了项目的目的和范围，就要开始考虑可选的解决方案了。虽然
这一步并不讨论细节，但它使得管理者和开发者可以选择一条“最好的”途
径，并根据产品交付的期限、预算的限制、可用的人员、技术接口及各种其
他因素，给出项目的约束。
３．１．３ 过程
软件过程（第 ２ 章）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该框架下可以建立一个软件开发
的综合计划。若干框架活动适用于所有软件项目，而不在乎其规模和复杂性。
若干不同的任务集合——每一个集合都由任务、里程碑、交付物以及质量保
证点组成——使得框架活动适应于不同软件项目的特征和项目组的需求。最
后是保护性活动——如软件质量保证，软件配置管理，和测度——它们贯穿
于整个过程模型之中。保护性活动独立于任何一个框架活动，且贯穿于整个
过程之中。
３．２ 人员
在 ＩＥＥＥ 发表的一项研究中［ＣＵＲ８８］，三个大型的技术公司的主管工程
的副总裁被问到一个成功软件项目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如
下：
第一位：我想如果必须在我们的环境中挑出一项最重要的因素，我必须
承认它不是我们所用的工具，而是人。
第二位：一个项目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有聪明的人……我想不出其他
的因素……你为一个项目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人员……软件开发组织
的成功与其招募优秀人才的能力密切相关。
第三位：我在管理上唯一的准则是保证我有优秀的人员——真正优秀的
人员，同时我也培养优秀的人员——我提供培养优秀人员的良好环境。
事实上，这是对软件工程过程中人的重要性的强有力的证明。不过，我
们所有的人，从高级工程副总裁到低级的开发人员，常常认为人员是不成问
题的。管理者表态说（就象上面给出的）人员是主要的，但他们的行为有时与
说话不符。本节我们讨论参加软件过程的人员，以及如何组织他们实现有效
的软件工程的方式。
３．２．１ 项目参与者

参与软件过程（及每一个软件项目）的人员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１．高级管理者：负责确定商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对项目产生很大影响。
２．项目（技术）管理者：必须计划、刺激、组织和控制软件开发人员。
３．开发人员：负责开发一个产品或应用软件所需的专门技术人员。
４．客户：负责说明待开发软件的需求的人员。
５．最终用户：一旦软件发布成为产品，最终用户是直接与软件进行交互
的人。
每一个软件项目都有上述的人员参与。为了获得很高的效率，项目组的
组织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技术和能力。这是项目负责人的任务。
３．２．２ 项目负责人
项目管理是集中于人的活动，因此，能胜任开发的人员常常有可能是拙
劣的项目负责人。他们完全没有管理人的技能。如 Ｅｄｇｅｍｏｎ 所说：“很不幸
而且是很经常地，似乎人们碰巧落在项目管理者的位置上，也就意外地成为
了项目管理者”［ＥＤＧ９５］。
当我们要选择某个人来领导一个软件项目时，我们应该考虑什么呢？在
一本优秀的关于领导能力的论著中，Ｊｅｒｒｙ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ＷＥＩ８６］给出了一个答
案，他提出领导能力的 ＭＯＩ 模型：
刺激（Ｍｏｔｉｖａｔｅ）：鼓励（通过“推或拉”）技术人员发挥其最大能力的一
种能力。
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融合已有的过程（或创造新的过程）的一种能力，
使得最初的概念能够转换成最终的产品。
想法（Ｉｄｅａｓ）或创新（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鼓励人们去创造，并感到有创造性
的一种能力，即使他们其实必须工作在为特定软件产品或应用软件建立的约
束下。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提出：成功的项目负责人应采用一种解决问题的管理风格。
即，软件项目经理应该集中于理解待解决的问题，管理新想法的交流，同时，
让项目组的每一个人知道（通过言语，更重要的是通过行为）质量很重要，不
能妥协。
关于一个有效的项目经理应该具有什么特点的另一个观点［ＥＤＧ９５］则强
调了以下四种关键品质：
解决问题：一个有效的软件项目经理应该能够准确地诊断出技术的和管
理的问题；系统地计划解决方案；适当地刺激其他开发人员实现解决方案；
把从以前的项目中学到的经验应用到新的环境下；如果最初的解决方案没有
结果，能够灵活地改变方向。
管理者的身份：一个好的项目经理必须掌管整个项目。他在必要时必须
有信心进行控制，必须保证让优秀的技术人员能够按照他们的本性行事。
成就：为了提高项目组的生产率，项目经理必须奖励具有主动性和做出
成绩的人。并通过自己的行为表明约束下的冒险不会受到惩罚。
影响和队伍建设：一个有效的项目经理必须能够“读懂”人；他必须能
够理解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信号，并对发出这些信号的人的要求做出反应。项
目经理必须在高压力的环境下保持良好的控制能力。

３．２．３ 软件项目组
软件开发的组织结构几乎与开发软件的组织一样多。不管怎么说，组织
结构不能轻易改变。关心组织改变所产生的实际的及政策上的影响，并不是
软件项目管理者的责任范围。但是，在一个新的软件项目中直接涉及到的人
员的组织，则是项目管理者的职责。
下面给出为一个项目分配人力资源的若干可选方案，该项目需要 ｎ 个人
工作 ｋ 年：
１．ｎ 个人被分配来完成 ｍ 个不同的功能任务，相对而言几乎没有合作的
情况发生；协调是软件管理者的责任，而他可能同时还有六个其他项目要管。
２．ｎ 个人被分配来完成 ｍ 个不同的功能任务（ｍ＜ｎ），建立非正式的“小
组”；指定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人；小组之间的协调由软件管理者负责。
３．ｎ 个人被分成 ｔ 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完成一个或多个功能任务；每一
个小组有一个特定的结构，该结构是为同一个项目的所有小组定义的；协调
工作由小组和软件项目管理者共同控制。
虽然对于上述的每一种方法都可以找到其优点和缺点，但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正式的组织小组（策 ３ 种方法）是生产率最高的。
“最好的”小组结构取决于组织的管理风格、组里的人员数目及他们的
技术水平和整个问题的难易程度。Ｍａｎｔｅｉ［ＭＡＮ８１］提出了三种一般的小组组
织方式：
民主分权式（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ＤＤ）：这种软件工程小组没有
固定的负责人。“任务协调者是短期指定的，之后就由其他协调不同任务的
人取代”。问题和解决方法的确定是由小组讨论决策的。小组成员间的通信
是平行的。
控制分权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Ｄ）：这种软件工程小组有
一个固定的负责人，他协调特定的任务及负责子任务的二级负责人关系。问
题解决仍是一个群体活动，但解决方案的实现是由小组负责人在子组之间进
行划分的。子组和个人间的通信是平行的，但也会发生沿着控制层产生的上
下级的通信。
控制集权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Ｃ）：顶层的问题解决和内部小
组协调是由小组负责人管理的。负责人和小组成员之间的通信是上下级式
的。
Ｍａｎｔｅｉ 还给出了计划软件工程小组的结构时应该考虑的七个项目因
素：
·待解决问题的困难程度。
·要产生的程序的规模，以代码行或者功能点来衡量。
·小组成员需要待在一起的时间（小组生命期）。
·问题能够被模块化的程度。
·待建造系统所要求的质量和可靠性。
·交付日期的严格程度。
·项目所需要的社交性（通信）的程度。
表 ３－１［ＭＡＮ８１］总结了项目特性对小组组织的影响。因为集中式的结
构能够更快地完成任务，因此最适合处理简单问题。而分散式的小组比起个

人而言能够产生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小组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成
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 ＣＤ 小组是集中式地解决问题，所以 ＣＤ 或 ＣＣ 小组结构
能够成功地用来解决简单的问题。而 ＤＤ 结构则适于解决难度较大的问题。
因为小组的性能与必须进行的通信量成反比，所以很大的项目最好采用
ＣＣ 或 ＣＤ 结构的小组组织方式，如果子组能够很容易地协调的话。
表 ３ － １ 项 目 特 性 对 小 组 结 构 的 影 响 ［ ＭＡＮ８１ ］
小组类型：

ＤＤ

ＣＤ

ＣＣ

×

×

×

×

×

×

×

×

难易程度
高

×

低
规模
大
小

×

小组生命期
短
长

×

模块化程度
高
低

×

可靠性
高

×

×

低

×

交付日期
紧
松

×
×

×

社交性
高
低

×
×

×

小组“在一起”的时间的长短影响小组的士气。我们发现 ＤＤ 小组结构能
够产生较高的士气和工作满意度，因此适合生命期较长的小组。
ＤＤ 小组结构最适于解决模块化程度较低的问题，因为它需要更多的通
信。如果有可能要较高的模块化程度（这时人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则 ＣＣ
或 ＣＤ 结构更加合适。
ＣＣ 和 ＣＤ 小组已被发现能够产生比 ＤＤ 小组更少的缺陷，但这与小组所采
用的质量保证活动密切相关。分散式结构通常需要比集中式结构更多的时间
来完成一个项目，但如果要求高社交性，它是最适合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ＣＯＮ９３］提出了软件工程小组的四种“组织范型”：
１．封闭式范型：按照传统的权利层次来组织小组（类似 ＣＣ 小组）。这种小
组在开发与过去已经做过的产品类似的软件时十分有效，但在这种封闭式范
型下难以进行创新式的工作。

２．随机式范型：松散地组织小组，并依赖于小组成员个人的主动性。当
需要创新或技术上的突破时，按照这种随机式范型组织的小组很有优势。但
当需要“有次序的执行”才能完成工作时，这种小组组织范型就会陷入困境。
３．开放式范型：试图以一种，既具有封闭式范型的控制性，又包含随机
式范型的创新性的方式来组织小组。工作的执行结合了大量的通信和基于小
组一致意见的决策。开放式范型小组结构特别适于解决复杂问题，但可能不
象其他类型小组那么效率高。
４．同步式范型：依赖于问题的自然划分，组织小组成员各自解决问题的
片断，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主动的通信需要。
从历史角度看，最早的软件小组是控制集权式（ＣＣ）结构，原来称为主程
序员小组。这种结构由 Ｈａｒｌａｎ Ｍｉｌｌｓ 首先提出，并由 Ｂａｋｅｒ［ＢＡＫ７２］描述
出来。小组的核心是由以下人员组成的：一个高级工程师（“主程序员”），
负责计划、协调和复审小组的所有技术活动；技术人员（一般 ２ 到 ５ 个人），
执行分析和开发活动；以及一个后备工程师，支持高级工程师的活动，并能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以最小的代价取代高级工程师的工作。
主程序员可以由一个或多个专家（如电讯专家，数据库设计者）、支持人
员（如技术文档写作者，行政人员）和软件资料员来担当。资料员为多个小组
服务，执行以下功能：维护和控制所有软件配置（如文档，源程序，数据和磁
介质）；帮助收集和格式化软件生产数据；分类和索引可复用软件模块；辅助
小组进行研究、评估及文档准备。资料员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资料员充
当了软件配置的控制者、协调者及潜在的评估者。
不考虑小组的组织，每一个项目管理者的目标都是帮助建立一个有凝聚
力的小组。在“人”的论著中，ＤｅＭａｒｃｏ 和 Ｌｉｓｔｅｒ［ＤｅＭ８７］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商业中随便使用小组这个词，把任何被分配在一起工作的一组人
都称为一个“小组”。但很多这样的组并不象小组，它没有统一的对于成功
的定义，没有任何可标识的团队精神，它们所缺少的是一种很珍贵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凝聚力。
一个有凝聚力的小组是一组团结紧密的人，他们的整体力量大于个体力
量的总和……
一旦一个小组具有凝聚力，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这个小组不可阻
挡，成为成功的象征……他们不需要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管理，也不需要去
激励。他们已经有了动力。
ＤｅＭａｒｃｏ 和 Ｌｉｓｔｅｒ 认为有凝聚力小组的成员比起一般的小组而言，具有
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动力。他们共享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文化，而且
在很多情况下，“精英的感觉”使得他们独一无二。
３．２．４ 协调和通信问题
有很多原因会使软件项目陷入困境。许多开发项目规模宏大，以致于使
小组成员间的关系复杂性高、混乱、难以协调。不确定性是经常存在的，它
会引起困扰项目组的一连串的改变。互操作性已成为许多系统的关键特性。
新的软件必须与已有的软件通信，并遵从系统或产品所加诸的预定义约束。
现代软件的这些特性——规模、不确定性和互操作性——都是现实的问
题。为了有效地处理它们，软件工程小组必须建立有效的方法，以协调参与

工作的人员之间的关系。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建立小组成员之间及多个小
组之间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通信机制。正式的通信是通过“文字、会议及其
他相对而言非交互的和非个人的通信渠道”来实现［ＫＲＡ９５］。非正式的通信
则更加个人化。软件工程小组的成员在一个特别的基础上共享想法，出现问
题时相互帮助，且每天互相交流。
Ｋｒａｕｌ 和 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ＫＲＡ９５］调查了一系列的项目协调技术，并将其分为
以下几类：
正式的、非个人的方法：包括软件工程文档和交付物（如源程序）、技术
备忘录、项目里程碑、进度和项目控制工具（第 ７ 章）、修改请求及相关文档（第
９ 章）、错误跟踪报告、和中心库数据（第 ２９ 章）。
正式的、个人间的规程：集中表现于软件工程工作中产品的质量保证活
动中（第 ８ 章）。包括状态复审会议及设计和代码检查。
非正式的、个人间的规程：包括信息传播、问题解决及“需求和开发人
员配置”的小组会议。
电子通信：包括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栏、Ｗｅｂ 站点以及基于视频的会议
系统。
个人间的网络：与项目组之外的人进行的非正式的讨论，这些人可能有
足够的经验或见解，能够帮助项目组成员。
为了评估这些项目协调技术的功效，Ｋｒａｕｌ 和 Ｓｔｒｅｅｔｅｒ 调研了 ６５ 个软
件项目，其中包括上百个技术人员。图 ３－１［ＫＲＡ９５］中描述的变种）表明了
上述协调技术的价值及使用。在图中给出了不同的协调和通信技术的认知价
值（总分为 ７）及它们在项目中的使用频率之间的关系。落在回归线之上的技
术“被判定为相对而言价值较高，已给出了它们被使用的总量”［ＫＲＡ９５］。
落在线之下的技术被认为价值较低（相对于使用频率而言）。有趣的是，个人
间网络（对等讨论）被评为具有最高的协调和通信价值的技术。还有一点很重
要的是，早期的质量保证机制（需求和设计复审）被认为比起后期的源代码评
估（代码检查）更具价值。
■
３．３ 问题
软件项目管理者从软件工程项目一开始就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需要
定量的估算成本和有组织的计划项目的进展，但却没有可靠的信息可以使
用。对软件需求的详细分析可以提供必要的估算信息，但分析常常要花数周
甚至数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更糟糕的是，随着项目的进展经常发生改变，需
求可能是不固定的。不过，无论如何计划仍是“现在”就需要的！
３．３．１ 软件范围
软件项目管理的第一个活动是软件范围的确定。范围是通过回答下列问
题来定义的：
背景：待建造的软件如何适应于大型的系统、产品或商业的背景，在该
背景下要加什么约束？
信息目标：软件要产生什么样的客户可见的数据对象（第 １１ 章）来作为输

出使用？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对象作为输入？
功能和性能：软件要执行什么样的功能使得输入数据才能变换成为输出
数据？需要满足什么特殊的性能特征吗？
软件项目范围在管理层和技术层都必须是无二义性的和可理解的。对软
件范围的描述必须是界定的。即，明确给出定量的数据（如并发用户数目、邮
件列表的大小、允许的最大响应时间）；说明约束和／或限制（如产品成本、内
存大小）；描述其他的特殊因素（如要用的算法能够很好地理解，并写成 Ｃ＋＋
程序）。
３．３．２ 问题分解
问题分解，有时称为划分，是一个软件需求分析（第 １１ 章）的核心活动。
在确定软件范围的活动中并没有完全分解问题。分解一般用于两个主要领
域：（１）必须交付的功能；（２）交付所用的过程。
面对复杂的问题人类常常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简单讲，就是将一个复
杂的问题划分成若干较易处理的小问题。这是项目计划开始时所采用的策
略。在估算开始之前，范围中所描述的软件功能必须被评估和精化，以提供
更多的细节。因为成本和进度估算都是面向功能的，所以某种程度的分解是
很有用的。
例如，考虑我们要建造一个新的字处理产品的项目。该产品的特殊功能
包括：连续的语音输入和键盘输入；高级的“自动拷贝编辑”功能；页面布
局功能；自动建立索引和目录；以及其他功能。项目管理者必须首先建立软
件范围描述，规定这些功能（以及其他的通用功能，如编辑、文件管理、文档
生成等等）。例如，连续语音输入功能是否需要对用户进行专门的产品“培
训”？拷贝编辑功能提供了哪些能力？页面布局功能要到什么程度？
随着范围描述的进展，自然产生了第一级划分。项目组研究市场部与潜
在用户的交谈资料，并找出自动拷贝编辑应该具有下列功能：
·拼写检查。
·语句文法检查。
·大型文档的参考书目关联检查（如对一本参考书的引用是否能在参考书
目列表中找到？）。
·大型文档中章节的参考书目关联的验证。
其中每一项都是软件要实现的子功能。同时，如果分解可以使计划更简
单，则每一项又可以进一步精化。
３．４ 过程
软件过程的一般阶段（定义、开发和维护）适用于所有软件项目。问题在
于如何选择一个适合项目组要开发的软件的过程模型。在第 ２ 章中，讨论了
多种软件工程范型：·线性顺序模型。
·原型模型。
·ＲＡＤ 模型。
·增量模型。
·螺旋模型。

·构件组装模型。
·并发开发模型。
·形式化方法模型。
·第四代技术模型。
项目管理者必须决定哪一个过程模型最适合待开发项目，然后基于公共
过程框架活动集合，定义一个初步的计划。一旦建立了初步的计划，便可以
开始进行过程分解，即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计划，以反映框架活动中所需要
的工作任务。我们在下面的小节中简要讨论了这些活动，在第 ７ 章中将给出
更详细的信息。
３．４．１ 合并问题和过程
项目计划开始于问题和过程的合并。软件项目组要开发的每一个功能都
必须通过为软件组织定义的框架活动集合来完成。假设组织采用了如下的框
架活动集合（第 ２ 章）：
■
一般过程框架活动＼用户通信＼计划＼风险分析＼工程＼
软件工程任务＼＼＼＼＼
产品功能＼＼＼＼＼
正文输入＼＼＼＼＼
编辑及格式设计＼＼＼＼＼
自动拷贝编辑＼＼＼＼＼
页面布局＼＼＼＼＼
自动建立索引及目录＼＼＼＼＼
文件管理＼＼＼＼＼
文档生成＼＼＼＼＼
图 ３－２ 合并问题和过程

·用户通信——建立开发者和用户之间有效通信所需要的任务。
·计划——定义资源、进度及其他相关项目信息所需要的任务。
·风险分析——评估技术的及管理的风险所需要的任务。
·工程——建立应用的一个或多个表示所需要的任务。
·建造及发布——建造、测试、安装和提供用户支持（如文档及培训）所
需要的任务。
·用户评估——基于在工程阶段产生的或在安装阶段实现的软件表示的
评估，获得用户反馈所需要的任务。
开发每一个功能的项目组成员都要将每一个框架活动应用于该功能的实
现上。实质上，产生了一个类似图 ３－２ 所示的矩阵。每一个主要的问题功能
（图中列出了前述的字处理软件的功能）被列在左手边的一列中。框架活动则
列在顶端的一行中。软件工程工作任务（对于每一个框架活动）列在紧接着的
行中（应该注意到工作任务必须适应于项目的特定需要。框架活动总是一样
的，但工作任务则要根据一系列的适应性标准来选择）。项目管理者（和其他
组员）的工作是估算每一个矩阵单元的资源需求、与每一个单元相关的任务的
开始和结束日期、及每一个单元所产生的工作产品。这些问题将在第 ５ 和第
７ 章探讨。

３．４．２ 过程分解
软件项目组在选择最适合项目的软件工程范型、以及选定的过程模型中
所包含的软件工程任务时，应该有很大的灵活度。一个相对较小的项目如果
与以前已开发过的项目相似，可以采用线性顺序模型。如果时间要求很紧，
且问题能够被很好地划分，ＲＡＤ 模型可能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时间太紧，不
可能完成所有功能时，增量模型可能是最合适的。同样地，具有其他特性（如
不确定的需求、突破性的技术、困难的用户、明显的复用潜力等）的项目将导
致选择其他过程模型（回忆一下项目的特性，对开发该项目的小组的结构也有
巨大影响，见 ３．２．３ 节）。
一旦选定了过程模型，公共过程框架（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ＰＦ）
应该适于它。本章较早讨论的 ＣＰＦ——用户通信，计划，风险分析，工程，
建造及发布，用户评估——能够适用于范型。它可以用于线性模型，还可用
于迭代和增量模型、演化模型、甚至是并发或构件组装模型。ＣＰＦ 是不变的，
充当一个软件组织所执行的所有软件工作的基础。
但实际的工作任务却是可变的。当项目管理者问到下面的问题时过程分
解就开始了：“我们如何完成这个 ＣＰＦ 活动？”。例如，一个小型的、相对
简单的项目在用户通信活动中可能需要下列工作任务来完成：
１．列出需澄清问题的清单。
２．与用户见面说明需澄清的问题。
３．共同给出范围描述。
４．就所关心的问题复审范围描述。
５．根据需求修改范围描述。
这些事件可能在不到 ４８ 小时的时间内发生。它们代表了适于小型的、相
对简单的项目的一种过程分解。
现在，我们考虑一个复杂些的项目，它具有更广的范围和更重要的商业
影响。这样一个项目在用户通信活动中可能需要下列工作任务来完成：
１．复审用户要求。
２．计划和安排与用户进行正式的、卓有成效的会议。
３．研究如何定义推荐的解决方案和已有的方法。
４．为正式的会议准备一份“工作文档”和议程。
５．召开会议。
６．共同制订能够反映软件的数据、功能和行为特性的小的规格说明书。
７．复审每一份小的规格说明书，确认其正确性、一致性和无二义性。
８．把这些小的规格说明书组装起来形成一份范围文档。
９．就所关心的问题复审范围文档。
１０．根据需求修改范围文档。
两个项目都执行了我们称之为用户通信的框架活动，但第一个项目组只
执行了第二个项目组一半的软件工程工作任务。
３．５ 项目
疲惫不堪的产业专家们在讨论特别困难的软件项目时，常常提及 ９０—９０

规则：一个系统的第一个 ９０％花费了所分配工作量和时间的 ９０％。系统最后
的 １０％也会花费所分配工作量和时间的 ９０％［ＺＡＨ９４］。这段陈述告诉了我
们很多关于一个项目陷入困境的情况：
·评估进度所采用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很显然，如果 ９０—９０ 规则是真
的，９０％的完成度就不是一个准确的指标！）
·没有办法测定进度，因为没有可用的量化的度量。
·项目计划在项目结束时没有考虑协调所需要的资源。
·没有明确地考虑风险，没有建立缓解、监控和管理风险的计划。
·进度计划是（１）不现实的，或（２）有缺陷的。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在项目开始时必须花时间建立一个现实的计划，在
项目进行中监控该计划，并在项目整个过程中控制质量和变化。花费这些时
间的活动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
３．６ 小结
软件项目管理是软件工程的保护性活动。它先于任何技术活动之前开
始，且持续贯穿于整个计算机软件的定义、开发和维护之中。
三个 Ｐ 对软件项目管理具有本质的影响——人员、问题和过程。人员必
须被组织成有效率的小组，激发他们进行高质量的软件工作，并协调他们实
现高效的通信。问题必须由用户与开发者交流，划分（分解）成较小的组成部
分，并分配给软件小组。过程必须适应于人员和问题。选择一个公共过程框
架，采用一个合适的软件工程范型，并挑选一个工作任务集合来完成项目的
开发。
所有软件项目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员。软件工程师可以按照不同的小组
结构来组织，从传统的控制层到“开放式范型”的小组。可以采用多种协调
和通信技术来支持项目组的工作。一般而言，正式的复审和非正式的个人间
通信对开发者最有价值。
项目管理活动包含测度和度量、估算、风险分析、进度安排、跟踪和控
制。这些题目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进一步探讨。

思考题
３．１ 基于本章给出的信息和自己的经验，列举能够增强软件工程师能力
的“十条戒律”。即，列出 １０ 条指导原则，使得软件人员能够在工作中发挥
其全部潜力。
３．２ 软件工程研究所的人员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ＰＭ—ＣＭＭ）定义了培养
优秀软件人员的“关键实践区域”。你的老师将为你指派一个关键实践区域，
请你分析和总结该区域。
３．３ 描述三种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其中客户和最终用户是相同的
人。也描述三种他们是不同的人的情况。
３．４ 高级管理者所做的决策会对软件工程项目组的效率产生重大的影
响。请列举五个实例来说明这是真的。
３．５ 复习一下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的书［ＷＥＩ８６］，并写出一份二三页的总结，说

明在使用 ＭＯＩ 模型时 应该考虑的问题。
３．６ 在一个信息系统组织中，你被指派为项目管理者。你的工作是建造
一个应用程序，类似于你的小组以前已经做过的项目，虽然这一个规模更大
且更复杂一些。需求已经由用户写成文档。你会选择哪种小组结构？为什么？
你会选择哪（些）种软件过程模型？为什么？
３．７ 你被指派为一个小型软件产品公司的项目管理者。你的工作是建造
一个具有突破性的产品，该产品结合了虚拟现实的硬件和高超的软件。因为
家庭娱乐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完成这项工作的压力很大。你会选择哪种小
组结构？为什么？你会选择哪（些）种软件过程模型？为什么？
３．８ 你被指派为一个大型软件产品公司的项目管理者。你的工作是管理
该公司已被广泛使用的字处理软件的新版本的开发。因为竞争激烈，已经规
定了严格的期限，并对外公布。你会选择哪种小组结构？为什么？你会选择
哪（些）种软件过程模型？为什么？
３．９ 在一个为遗传工程领域服务的公司中，你被指派为项目管理者。你
的工作是管理一个新软件产品的开发，该产品能够加速基因分类的速度。这
项工作是面向研究及开发（Ｒ＆Ｄ）的，但其目标是在下一年内生成产品。你会
选择哪种小组结构？为什么？你会选择哪（些）种软件过程模型？为什么？
３．１０ 基于图 ３－１ 中给出的研究结果，文档被认为其价值远比实用性要
差。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做才能使“文档”的数据点移到图
中回归线之上？即，如何做才能改进文档的认知价值。
３．１１ 你被要求开发一个小型应用软件，它的作用是分析一所大学提供的
每一门课程，并输出这门课的平均成绩（对于一个给定的学期）。写出该问题
的范围描述。
３．１２ 给出 ３．３．２ 节讨论的页面布局功能的第一级分解。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由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所 著 的 ３ 册 一 套 的 系 列 丛 书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高质量软件管理，Ｄｏｒｓｅｔ，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介绍了基本的系
统思想和管理概念，解释了如何有效地使用测度，并说明了“一致的行为”，
即建立管理者的需要、技术人员的需要及商业的需要之间的配合能力。它给
新的及有经验的管理者都提供了有用的信息。Ｂｒｏｏｋｓ（Ｔｈｅ Ｍｙｔｈｉｃａｌ Ｍａｎ－
Ｍｏｎｔｈ，神话般的人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５）更
新了他的杰作，给出了关于软件项目及管理问题的新见解。Ｐｕｒｂａ 和 Ｓｈａｈ（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如何管理一个成功的软件项目，
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５）提出了很多案例研究，指出为什么一些项目能成功，而另外一
些则失败。Ｂｅｎｎａｔａ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客户机／服务器环境中的软件项目管理，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５）讨论了
与客户机／服务器系统的开发相关的特殊的管理问题。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的另外一本优秀的论著［ＷＥＩ８６］是每一个项目管理者和每一
个小组负责人必读的书籍。它能指导你更加有效地进行工作。Ｈｏｕｓｅ（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ｉ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Ａｄｄｉｓｏｎ － Ｗｅｓｌｅｙ ， １９８８） 和
Ｃｒｏｓｂｙ（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Ｈａｐｐｅ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８９）为必须处理人员及技术问题的管理者提供了实用的建议。ＤｅＭａｒｃｏ 和

Ｌｉｓｔｅｒ［ＤｅＭ８７］及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
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８）的论著中对软件人员及其管理方法提供了有用的建议。
以 下 一 些 书 中 也 给 出 了 关 于 项 目 管 理 的 实 用 指 南 ： Ｗｙｓｏｃｋｉ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Ｗｉｌｅｙ ， １９９６） ， Ｍｅｔｚｇｅｒ 和
Ｂｏｄｄｉｅ（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 ，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以及 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Ｈｏｗ Ｔｏ Ｒｕ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 Ｈａｌｌ ， １９９４） 。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ｗａｒｅ，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 也论述了软件领域中的项目管理。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写了一本有见解的书，探讨了按照进度计划交付“大型软件”的规则。
一个很好的关于项目管理的资源——其中包括有有用的信息及丰富的书
籍、工具和培训参考——可在下面的网址上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ｓ．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ｅｄｕ／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ｆａｑ／ｕｓｅｎｅｔ／ｐｒｏｊ－
ｐｌａｎｆａｑ／ｆａｑ．ｈｔｍ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００（ＰＳ ２０００）是欧洲的一个研究及开发关于项目管理的程序。
大量有用的信息和指南可在如下网址上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ｔｎｕ．ｎｏ／ｐｓ２０００／ｗｅｌｃｏｍｅ．ｈｔｍｌ
项目管理研究所的站点上包含了关于项目管理教育计划、出版物、特殊
兴趣小组及工具的信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ｍｉ．ｏｒｇ／
一个最新的关于软件项目管理的参考文献目录可在下面的网址上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第４章

软件过程和项目的度量

测度对于任何工程学科而言都是基本的，软件工程也不例外。 Ｌｏｒｄ
Ｋｅｌｖｉｎ 曾经说过：
当你能够测度你所说的，并将其用数字表达出来，你就对它有了一些了
解；但当你不能测度，不能用数字表达它时，你对它的了解就很贫乏、很不
令人满意：它可能是知识的开始，但你在思想上还远没有进入科学的阶段。
在过去十年中，软件工程界终于开始认可了 Ｌｏｒｄ Ｋｅｌｖｉｎ 的话。但并非
没有挫折，也不是只有一点点的争论。
软件度量是指计算机软件中范围广泛的测度。测度可以应用于软件过程
中，目的是在一个连续的基础上改进它。测度也可以用于整个软件项目中，
辅助估算、质量控制、生产率评估、及项目控制。最后，软件工程师使用测
度能够帮助评估技术工作产品的质量，且在项目进行中辅助决策。
在软件项目管理中，我们主要关心生产率和质量的度量——根据投入的
工作量和时间对软件开发“输出”的测度，对产生的工作产品的“适用性”
的测度。为了达到计划及估算的目的，我们的兴趣主要放在历史上。在过去
的项目中软件开发生产率是怎样的呢？产生的软件的质量是怎样的？如何从
过去的生产率及质量数据推断出现在的状况？过去的信息如何帮助我们更加
准确地计划和估算呢？
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探讨用于过程和项目级的软件度量。在后面的几章
中，我们将给出软件工程师在技术环境下使用的度量方法。
４．１ 测度、度量和指标
虽然术语“ｍｅａｓｕｒｅ”（测量）、“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测度）和“ｍｅｔｒｉｃｓ”（度
量）经常被互换地使用，但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是很重要的。因为
“ｍｅａｓｕｒｅ”（测量）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测度）即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动
词，所以它们的定义可能会混淆。在软件工程领域中，“ｍｅａｓｕｒｅ”（测量）
对一个产品过程的某个属性的范围、数量、维度、容量或大小提供了一个定
量的指示。“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测度）则是确定一个测量的行为。ＩＥＥＥ 的软件
工 程 术 语 标 准 辞 典 （ＩＥＥ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ｒｍｓ）［ＩＥＥ９３］中定义“ｍｅｔｒｉｃ”（度量）为“对一个系统、构件或过程具有
的某个给定属性的度的一个定量测量”。
当获取到单个的数据点（如在一个模块的复审中发现的错误数）时，就建
立了一个测量。测度的发生是收集一个或多个数据点的结果（如调研若干个模
块的复审，以收集每一次复审所发现的错误数的测量）。软件度量在某种程度
上与单个的测量相关（如每一次复审所发现的错误的平均数，或复审中每人／
小时所发现的错误的平均数）。
软件工程师收集测量结果并产生度量，这样就可以获得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指标是一个度量或度量的组合，它对软件过程、软件项目或
产品本身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ＲＡＧ９５］。指标所提供的更深入的理解，使得
项目管理者或软件工程师能够调整开发过程、项目或产品，这样使事情进行
得更顺利，能被更好地完成。
例如，四个软件小组共同完成一个大型软件项目。每一个小组必须进行

技术复审，但允许其自行选择所采用的复审类型。检查度量结果——每人／
小时所发现的错误数，项目管理者注意到采用更加正式的复审方法的两个小
组，每人／小时所发现的错误数比起另外两个小组高 ４０％。假设所有其他参
数都相同，这就给项目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指标：正式的复审方法比起其他复
审方法在时间投资上能得到更大的回报。他可能会决定建议所有小组都采用
更加正式的方法。度量给管理者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解，而更深入的理解会产
生更严谨、更正确的决策。
４．２ 过程和项目领域中的度量
测度在工程界中是常事。我们测量动力消耗、重量、物理体积、温度、
电压、信号—噪音比……不胜枚举。不幸的是，在软件工程界测度还远未普
及。我们对于要测量什么及如何评估收集到的度量结果尚没有达成一致意
见。
应该收集度量，以确定过程和产品的指标。过程指标使得软件工程组织
能够洞悉一个已有过程的功效（如范型、软件工程任务、工作产品、及里程
碑）。它们使得管理者和开发者能够评估哪些部分可以运作，哪些部分不行。
过程度量的收集贯穿整个项目之中，并历经很长的时间。它们的目的是提供
能够导致长期的软件过程改善的指标。
项目指标使得软件项目管理者能够（１）评估正在进行的项目的状态；（２）
跟踪潜在的风险；（３）在问题造成不良影响之前发现问题；（４）调整工作流程
或任务；以及（５）评估项目组控制软件工程工作产品的质量的能力。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用同样的软件度量来确定项目的过程的指标。事
实上，项目组收集到的并被转换成项目度量的测量数据，也可以传送给负责
软件过程改进的人们。因此，很多同样的度量既用于过程领域又用于项目领
域。
４．２．１ 过程度量和软件过程改进
改进过程的唯一合理的方法是测量过程的特定属性，基于这些属性开发
一组有意义的度量，而后使用这组度量来提供引导改进战略的指标。但是，
在我们讨论软件度量及它们对软件过程改进的影响之前，必须注意到过程仅
是众多“改进软件质量和组织性能的控制因素”中的一种［ＰＡＵ９４］。
在图 ４－１ 中，过程位于三角形的中央，并连接了三个对软件质量和组织
性能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人员的技能和激励被认为是对质量和性能最有影响
的因素［ＢＯＥ８１］。产品的复杂性对质量和小组性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过程
中采用的技术（如软件工程方法）也有影响。除此之外，过程三角形存在于环
境条件的圆圈之内，这些条件包括：开发环境（如 ＣＡＳＥ 工具）、商业条件（如
交付期限，商业规则）、及用户的特性（如通信的容易程度）。
我们间接地测量一个软件过程的功效。即，我们基于从过程中获得的结
果导出一组度量。这些结果包括：在软件发布之前发现的错误数的测量，交
付给最终用户并由最终用户报告的缺陷的测量，交付的工作产品的测量，花
费的工作量的测量，花费的时间的测量，与进度计划是否一致的测量，以及

其他测量。我们还通过测量特定软件工程任务的特性来导出过程度量。例如，
我们可能测量第 ２ 章中描述的保护性活动及一般软件工程活动所花费的工作
量和时间。
Ｇｒａｄｙ［ＧＲＡ９２］认为不同类型的过程数据可以分为“私有的和公用的”。
因为某个软件工程师可能对在其个人基础上收集的度量的使用比较敏感，这
是很自然的，这些数据对此人应该是私有的，并成为仅供此人参考的指标。
我们列举若干私有的度量数据：
·缺陷率（个人的。）
·缺陷率（模块的）。
·开发中发现的错误。
“私有过程数据”的观点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ＨＵＭ９５］所建议的个人软件过程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方法相一致。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这样描述该方法：
个人软件过程（ＰＳＰ）是一个过程描述、测度和方法的结构化集合，能够帮
助工程师改善其个人性能。它提供了表格、脚本和标准，以帮助工程师估算
和计划其工作。它显示了如何定义过程及如何测量其质量和生产率。一个基
本的 ＰＳＰ 原则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对于某个工程师有效的方法不一定适
合另一个。这样，ＰＳＰ 帮助工程师测量和跟踪他们自己的工作，使得他们能
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认识到软件过程改进能够、也应该开始于个人级。私有过程数
据是个体软件工程师改进其工作的重要驱动力。
某些过程度量对软件项目组是私有的，但对所有小组成员是公用的。例
如，主要软件功能（由多个开发人员完成）的缺陷报告、正式技术复审中发现
的错误、以及每个模块和功能的代码行或功能点（参见 ４．３．１ 和 ４．３．２ 节中关
于 ＬＯＣ 及功能点度量的详细讨论）。这些数据可由小组进行复查，以找出能够
改善小组性能的指标。
公用度量一般吸取了原本是个人的或小组的私有信息。项目级的缺陷率
（肯定不能归因于某个个人）、工作量、时间及相关的数据被收集和评估，以
找出能够改善组织的过程性能的指标。
软件过程度量对于一个组织提高其总体的过程成熟度，能够提供很大的
帮助。不过，就像其他所有度量一样，它们也可能被误用，产生比它们解决
的问题更多的问题。Ｇｒａｄｙ［ＧＲＡ９２］提出了一组“软件度量规则”，可用于
管理者建立过程度量计划：
·解释度量数据时使用通用的观念，并考虑组织的感受性。
·对收集测量和度量的个人及小组提供定期的反馈。
·不要使用度量去评价个人。
·与开发者和小组一起设定清晰的目标及达到这些目标的度量。
·不要用度量去威胁个人或小组。
·指出某个问题的度量数据不应该被看成是“否定的”含义。这些数据
仅仅是过程改进的指标。
·不要被某个与其他重要度量不符合的度量迷惑。
随着一个组织更加得心应手地收集和使用过程度量，简单的指标获取被
更 加 精 确 的 方 法 所 替 代 ， 该 方 法 称 为 统 计 软 件 过 程 改 进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ＳＰＩ）。本质上，ＳＳＰＩ 使用软件故障分析
方法，来收集应用软件、系统或产品的开发及使用中所遇到的所有错误及缺

陷的信息①。故障分析采用如下方式：
１．根据来源分类所有的错误和缺陷（如，规格说明中的错误，逻辑错误，
与标准不符的错误等）。
２．记录修改每个错误和缺陷的成本。
３．统计每一类错误和缺陷的数目，并按降序排列。
４．计算每一类错误和缺陷的总成本。
５．分析结果数据，找出造成组织最高成本的错误和缺陷类型。
６．产生修正过程的计划，目的是消除（或降低其出现的频率）成本最高的
错误和缺陷类型。
由上述的第 １ 步和第 ２ 步，能够得到一个简单的缺陷分布情况（如图 ４－
２ 所示）［ＧＲＡ９４］。图中的饼图显示了 ８ 种错误和缺陷的成因及来源（用阴影
表示）。Ｇｒａｄｙ 提出一种鱼骨图的开发［ＧＲＡ９２］以帮助诊断饼图中的出错原
因。图 ４－３ 中其脊柱（中间那条线）表示要考虑的质量因素（本例中是指占总
数 ２５％的规约缺陷）。与脊柱相连的每一根肋骨（斜线）表示质量问题的一个
潜在原因（如遗漏了需求，有二义性的规约，不正确的需求，修改了的需求
等）。而后，每一根主要的肋骨上又可以加上新的脊柱和肋骨，以进一步标注
错误产生的原因。图 ４－３ 中仅给出“不正确的需求”这一项的发展过程。

过程度量的收集是创建鱼骨图的前提。通过分析一个完整的鱼骨图，可
以导出使得软件组织能够改进其过程以降低错误和缺陷率的指标。
４．２．２ 项目度量
软件过程度量主要用于战略的目的。软件项目度量则是战术的。即，项
目管理者和软件项目组经过使用项目度量及从其中导出的指标，可以改进项
目工作流程和技术活动。
大多数软件项目中项目度量的第一个应用是在评估时发生的（第 ５ 章）。
从过去的项目中收集的度量可用来作为评估现在软件项目的工作量及时间的
基础。随着项目的进展，所花费的工作量及时间的测量可以和预评估值（及项
目进度）进行比较。项目管理者使用这些数据来监督和控制项目的进展。
随着技术工作的开始，其他项目度量也开始有意义了。生产率根据文档
的页数、复审的时间、功能点、及交付的源代码行数来测量。除此之外，对
每一个软件工程任务中所发现的错误也会加以跟踪。软件在从规格说明到设
计的演化中，需要收集技术度量（第 １８ 章），以评估设计质量，并提供若干指
标，这些指标会影响代码生成及模块测试和集成测试所采用的方法。
项目度量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这些度量能够指导进行一些必要的调
整以避免延迟，并减少潜在问题及风险，从而使得开发时间减到最少。其次，
项目度量可在项目进行的基础上评估产品质量，并且可在必要时修改技术方
法以改进质量。
随着质量的提高，错误会减到最小，而随着错误数的减少，项目中所需
①

如我们在第 8 章所讨论的，错误是软件工程工作产品或交付物中的某个瑕疵，在该软件交付给最终用户

之前已被软件工程师发现。而缺陷则是交付给最终用户之后所发现的瑕疵。

的修改工作量也会降低。这就导致整个项目成本的降低。
软件项目度量的另一个模型［ＨＥＴ９３］建议每个项目都应该测量：
·输入——完成工作所需的资源（如人员，环境）的测量。
·输出——软件工程过程中产生的交付物或工作产品的测量。
·结果——表明交付物的效力的测量。
实际上，这个模型既可以用于过程也可以用于项目。在项目范畴中，该
模型能够在每个框架活动发生时递归地使用。这样，一个活动的输出是下一
个活动的输入。结果度量能够用于提供关于工作产品有用性的指标，当这些
产品从一个框架活动（或任务）流动到下一个时。
４．３ 软件测量
测量在现实世界中可分为两类：直接测量（如螺钉的长度）和间接测量（如
生产的螺钉的“质量”，由计算其次品率来测量）。软件测量也可以这样分类。
软件工程过程的直接测量，包括花费的成本和工作量。产品的直接测量，
包括产生的代码行（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ｃｏｄｅ，ＬＯＣ）、执行速度、内存大小及某段时间
内报告的缺陷。产品的间接测量，包括功能、质量、复杂性、有效性、可靠
性、可维护性及许多其他在第 １８ 章中讨论的“能力”。
我们已经把软件度量领域划分为过程、项目和产品度量。我们也已经注
意到：对个人私有产品的度量常常被结合起来，以形成对软件项目组公用项
目的度量。之后，项目度量又被联合起来产生对整个软件组织公用过程的度
量。但是，一个组织如何将来自不同个人或项目的度量结合起来呐？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分开两个不同项目组的个
人记录，并分类他们在软件工程过程中所发现的所有错误。之后，个人的测
量被结合起来产生项目组的测量。在发布前，项目组 Ａ 在软件工程过程中发
现了 ３４２ 个错误，项目组 Ｂ 则发现了 １８４ 个错误。所有其他情况都相同，哪
个组在整个过程中能够更加有效地发现错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项目的规模
或复杂性，所以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如果度量采用规范化的手段，
就有可能产生能够在更大的组织范围内进行比较的软件度量。
４．３．１ 面向规模的度量
面向规模的软件度量是通过规范化质量和／或生产率的测量而得到的，这
些测量基于所生产软件的“规模”。如果一个软件组织保持简单的记录，就
会产生一个如图 ４－４ 所示的面向规模测量的表。该表列出了在过去几年中完
成的每一个软件开发项目及其相关的测量。参考项目 ａｌｐｈａ 表项（图 ４－４）：
２４ 个人月的工作量，成本为 １６８０００ 美元，产生了 １２１００ 行代码。应该注意
到表中记录的工作量和成本含盖了所有软件工程活动（分析、设计、编码及测
试），而不仅仅是编码。项目 ａｌｐｈａ 的更进一步的信息包括：产生了 ３６５ 页的
文档；在软件发布之前，发现了 １３４ 个错误；软件发布给用户之后运行的第
一年中遇到了 ２９ 个缺陷；３ 个人参加了项目 ａｌｐｈａ 的软件开发工作。

项目

ＬＯＣ（代码行）

工作量

成本（千美元）

文档页数

错误

缺陷

人员

ａｌｐｈａ

１２１００

２４

１６８

３６５

１３４

２９

３

ｂｅｔａ

２７２００

６２

４４０

１２２４

３２１

８６

５

ｇａｍｍａ

２０２００

４３

３１４

１０５０

２５６

６４

６

·

·

·

·

·

·

·

·

·

·

·

·

·

·

·

图 ４ － ４ 面向规模的度量

为了产生可以与其他项目中同类度量相比较的度量，我们选择代码行作
为规范化值。根据表中所包含的基本数据，能够为每个项目产生一组简单的
面向规模度量：
·每千行代码（ＫＬＯＣ）的错误数。
·每千行代码（ＫＬＯＣ）的缺陷数。
·每行代码（ＬＯＣ）的成本。
·每千行代码（ＫＬＯＣ）的文档页数。
除此之外，还能够计算出其他有意义的度量：
·每人月错误数。
·每人月代码行（ＬＯＣ）。
·每页文档的成本。
面向规模的度量并不被普遍认为是测量软件开发过程的最好方法
［ＪＯＮ８６］。大多数的争议都是围绕着使用代码行（ＬＯＣ）作为关键的测量是否
合适。ＬＯＣ 测量的支持者们声称 ＬＯＣ 是所有软件开发项目的“生成品”，并
且很容易进行计算；许多现有的软件估算模型使用 ＬＯＣ 或 ＫＬＯＣ 作为关键的输
入，并且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和数据涉及到 ＬＯＣ。另一方面，反对者们则认为
ＬＯＣ 测量依赖于程序设计语言；它们对设计得很好，但较小的程序会产生不
利的评判；它们不适用于非过程语言；而且它们在估算时需要一些可能难以
得到的信息（如，早在分析和设计完成之前，计划者就必须估算出要产生的
ＬＯＣ）。
４．３．２ 面向功能的度量
面向功能的软件度量使用软件所提供的功能的测量作为规范化值。因为
“功能”不能直接测量，所以必须通过其他直接的测量来导出。面向功能度
量是由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ＡＬＢ７９］首先提出来的，他建议一种称为功能点的测量。
功能点是基于软件信息领域的可计算的（直接的）测量及软件复杂性的评估而
导出的。
功能点是通过完成图 ４－５ 所示的表计算出来的。其中确定了五个信息域
特性，并在表中合适的位置提供计算。信息域值按下列方式定义：（实际上，
信息域值的定义及计算方式很复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文献［ＩＦＰ９４］）。
用户输入数：计算每个用户输入，它们向软件提供面向应用的数据。输
入应该与查询区分开来，分别计算。

用户输出数：计算每个用户输出，它们向用户提供面向应用的信息。这
里，输出是指报表、屏幕、出错信息，等等。一个报表中的单个数据项不单
独计算。
用户查询数：一个查询被定义为一次联机输入，它导致软件以联机输出
的方式产生实时的响应。每一个不同的查询都要计算。
文件数：计算每个逻辑的主文件（如数据的一个逻辑组合，它可能是某
个大型数据库的一部分或是一个独立的文件）。
外部接口数：计算所有机器可读的接口（如磁带或磁盘上的数据文件），
利用这些接口可以将信息从一个系统传送到另一个系统。
一旦已经收集到上述数据，就将每个计数与一个复杂度值（加权因子）关
联上。采用功能点方法的组织建立一个标准以确定某个特定的条目是简单
的、平均的还是复杂的。不过，复杂度的确定多少有些主观。
我们采用下面的方式计算功能点：
ＦＰ＝总计数值×［０．６５＋０．０１×ΣＦｉ ］
其中“总计数值”是从图 ４－５ 得到的所有条目的总和。
Ｆｉ（ｉ＝１ 到 １４）是基于对图 ４－６ 中问题的回答而得到的“复杂度调整值”
（０ 到 ５）。等式中的常数和信息域值的加权因子是根据经验确定的。

Ｆｉ ：
１．系统需要可靠的备份和复原吗？
２．需要数据通信吗？
３．有分布处理功能吗？
４．性能很关键吗？
５．系统是否在一个已有的、很实用的操作环境中运行？
６．系统需要联机数据项吗？
７．联机数据项是否需要在多屏幕或多操作之间切换以完成输入？
８．需要联机更新主文件吗？
９．输入、输出、文件或查询很复杂吗？
１０．内部处理复杂吗？
１１．代码需要被设计成是可复用的吗？
１２．设计中需要包括转换及安装吗？
１３．系统的设计支持不同组织的多次安装吗？
１４．应用的设计方便用户修改和使用吗？
一旦计算出功能点，则该以类似 ＬＯＣ 的方法来使用它们，以规范软件生
产率、质量及其他属性的测量：
·每个功能点（ＦＰ）的错误数。
·每个功能点（ＦＰ）的缺陷数。
·每个功能点（ＦＰ）的成本。
·每个功能点（ＦＰ）的文档页数。
·每人月完成的功能点（ＦＰ）数。
４．３．３ 扩展的功能点度量

功能点度量最初主要是用于商业信息系统应用软件中。为了适应这类应
用软件的需要，数据维（前面讨论的信息域值）强调了排除功能维及行为（控制）
维。因此，功能点度量不适合用于很多工程及嵌入式系统（它们强调了功能及
控制）。为了解决这种情况，又提出了许多对功能点度量的扩展。
其中一个功能点扩展，称为特征点［ＪＯＮ９１］，是功能点度量的超集，能
够用于系统及工程软件应用程序中。特征点度量适用于算法复杂性较高的应
用程序。实时系统、过程控制软件及嵌入式软件都有较高的算法复杂性，因
此适合用特征点度量。
为了计算特征点，还要进行 ４．３．２ 节所述的信息域值的计算及加权。除
此之外，特征点度量增加了一个新的软件特性，即算法。算法定义为“特定
计算机程序中所包含的一个特定的计算问题”［ＪＯＮ９１］。转置矩阵、一个位
解码串、或中断处理都是算法的例子。
另一个为实时系统和工程产品的功能点扩展是由 Ｂｏｅｉｎｇ 提出的。Ｂｏｅｉｎｇ
的方法是将软件的数据维与功能维及行为维集成起来考虑，以提供一个面向
功能的测量，称为 ３Ｄ 功能点度量［ＷＨＩ９５］，它适用于强调功能及控制能力
的应用软件。这三个软件维的特性被“计算、定量及变换”成测量值，以提
供软件的功能指标。
数据维的评估基本采用 ４．３．２ 节描述的方法。计算获得数据（内部的程序
数据结构，如文件）和外部数据（输入、输出、查询、及外部引用），并与复杂
度测量（加权因子）结合起来，导出数据维的计算。
功能维的测量是考虑“把输入变换成输出数据所需要的内部操作数”
［ＷＨＩ９５］。为计算 ３Ｄ 功能点，一个“变换”被视为一系列由一组语义表示
的约束的加工步骤。一般情况下，一个变换是由一个算法来完成的，在处理
输入数据，并将其变换成输出数据的过程中，它导致输入数据的根本改变。
仅从一个文件中获取数据并简单地将其放到内存中的加工步骤并不是一个变
换，因为数据本身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为每个变换赋复杂度值是加工步骤数及控制加工步骤的语义语句数的一
个函数。表 ４－１ 给出了在功能维中分配复杂度值的指导原则。
表 ４－１

确 定 ３Ｄ 功 能 点 中 一 个 变 换 的 复 杂 度 值

语义语句

１～５

６ ～ １０

１１＋

１ ～ １０

低

低

平均

１１ ～ ２０

低

平均

高

２１＋

平均

高

高

加工步骤

控制维的测量是计算状态之间的变迁数（关于行为维的更详细的讨论将
在第 １２ 章中给出，包括状态及状态变迁）。一个状态代表某种外部可见的行
为模式，一个变迁是某个事件的结果，该事件引起软件或系统改变其行为模
式（即改变状态）。例如，蜂窝电话包含支持自动拨号功能的软件。要从
ｒｅｓｔｉｎｇ（休眠）状态进入 ａｕｔｏ－ｄｉａｌ（自动拨号）状态，用户需按下键盘上的
Ａｕｔｏ（自动）键。这个事件将产生一个 ＬＣＤ 显示，提示输入呼叫方的号码。输
入号码并按下 Ｄｉａｌ（拨号）键（另一个事件 ），蜂窝电话软件就产生一个到
ｄｉａｌｉｎｇ（正拨号）状态的变迁。当计算 ３Ｄ 功能点时，变迁并不被赋予复杂度

值。
采用下面的方法计算 ３Ｄ 功能点：
３Ｄ 功能点指数＝Ｉ＋Ｏ＋Ｑ＋Ｆ＋Ｅ＋Ｔ＋Ｒ
其中 Ｉ、Ｏ、Ｑ、Ｆ、Ｅ、Ｔ 及 Ｒ 分别代表前面讨论的元素的复杂度加权值：
输入、输出、查询、内部数据结构、外部文件、变换及变迁。每一个复杂度
加权值采用下面的方法计算：
复杂度加权值＝Ｎｉｌ Ｗｉｌ ＋Ｎｉａ Ｗｉａ ＋Ｎｉｈ Ｗｉｈ
其中 Ｎｉｌ 、Ｎｉａ 和 Ｎｉｈ 表示元素 ｉ（如输出）在每一个复杂度级别上（低、平
均、高）发生的次数；Ｗｉｌ 、Ｗｉａ 和 Ｗｉｈ 则表示相应的权值。整个 ３Ｄ 功能点的计
算如图 ４－７ 所示。
应该注意：功能点、特征点及 ３Ｄ 功能点都代表同一种事物——软件提供
的“功能”或“效用”。事实上，如果仅考虑应用软件的数据维的话，这些
度量都得到同一个结果。对于更为复杂的实时系统，特征点计算的结果一般
比仅仅使用功能点计算得到的结果高出 ２０％～３５％。
功能点（及其扩展），像 ＬＯＣ 度量一样，也有很大争议。支持者们认为 ＦＰ
与程序设计语言无关，使得它既适用于传统的语言，也可用于非过程语言；
它是基于项目开发初期就有可能得到的数据，因此 ＦＰ 作为一种估算方法更具
吸引力。反对者们则声称该方法需要某种“人的技巧”，因为计算是基于主
观的而非客观的数据，信息域（及其他维）的计算可能难以收集事后信息，ＦＰ
没有直接的物理含义，它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４．４ 调和不同的度量方法
代码行和功能点度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实现软件所采用的程序设计语言
及设计的质量。很多研究试图将 ＦＰ 和 ＬＯＣ 联系起来考虑。引用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和
Ｇａｆｆｎｅｙ［ＡＬＢ８３］的话说：
本研究的论点是：应用（程序）所提供的功能数能够从所使用的数据的主
要组成部分的详细记录中估算出来，或是直接从记录中得到。更进一步，功
能的估算应该与要开发的 ＬＯＣ 数及开发所需的工作量关联起来。
表 ４－２［ＡＬＢ８３，ＪＯＮ９１］给出了在不同的程序设计语言中建造一个功能
点所需的平均代码行数的一个粗略估算：
表 ４－２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代 码 行 粗 算
程序设计语言

ＬＯＣ／Ｐ（平均值）

程序设计语言

ＬＯＣ／ＦＰ（平均值）

汇编语言

３２０

面向对象语言

３０

Ｃ

１２８

第四代语言（４ＧＬｓ）

２０

Ｃｏｂｏｌ

１０５

代码生成器

１５

Ｆｏｒｔｒａｎ

１０５

电子表格

６

Ｐａｓｃａｌ

９０

图形语言（图标）

４

Ａｄａ

７０

查看上表可知，Ａｄａ 的一个 ＬＯＣ 所提供的“功能性”大约是 Ｆｏｒｔｒａｎ 的
一个 ＬＯＣ 的 １．４ 倍（平均讲）。而 ４ＧＬ 的一个 ＬＯＣ 所提供的“功能性”大约是
传统程序设计语言的一个 ＬＯＣ 的 ３ 到 ５ 倍。ＦＰ 与 ＬＯＣ 之间关系的更详细的数
据可以参见文献［ＪＯＮ９１］，且这些数据可以用来从已有的程序中“逆向”确
定 ＦＰ 度量（即，在已经知道交付的 ＬＯＣ 数时来计算功能点数）。
ＬＯＣ 和 ＦＰ 度量常常用于导出生产率度量。这就引起关于这类数据使用的
争论。是否应该将某个组的 ＬＯＣ／人月（或 ＦＰ／人月）与另一个组的同类数据进
行比较？管理者是否应该根据这些度量来评价个人的表现？这些问题的答案
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字。这个回答的理由在于很多因素都会影响生产率，
进行“苹果与桔子”的比较（不能比较）很容易产生曲解。
Ｂａｓｉｌｉ 和 Ｚｅｌｋｏｗｉｔｚ［ＢＡＳ７８］定义了五个影响软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人因素：开发组织的规模和专业技能。
问题因素：待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及设计约束或需求的改变次数。
过程因素：使用的分析及设计技术，可用的语言及 ＣＡＳＥＥ 工具，以及复
审技术。
产品因素：基于计算机系统的可靠性及性能。
资源因素：ＣＡＳＥ 工具、硬件及软件资源的可用性。
对于一个给定项目，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生产率因素高于平均值（有利
的），则软件开发生产率将明显高于该因素低于平均值的情况。
４．５ 软件质量度量
软件工程的最高目标就是产生高质量的系统、应用软件或产品。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软件工程师必须掌握在成熟的软件过程背景下有效的方法及现
代化的工具的应用。除此之外，一个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及优秀的软件工程管
理者）必须评估是否能够达到高质量的目标。
一个系统、应用软件或产品的质量依赖于问题需求的描述、解决方案的
建模设计、可执行程序的编码的产生、以及为发现错误而运行软件的测试。
一个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使用度量来评估软件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分析及设计模
型、源代码和测试用例的质量。为了实现这种实时的质量评估，工程师们必
须采用技术度量（第 １８ 章和 ２３ 章）来客观地评估质量，而不能采用主观的方
法进行评估。
在项目进展过程中，项目管理者也必须评估质量。个体软件工程师所收
集的私有度量可用于项目级信息的提供。虽然可以收集到很多质量测量，在
项目级最主要的还是错误和缺陷测量。从这些测量中导出的度量能够提供一
个关于个人及小组的软件质量保证指标及控制活动效率的指标。
复审中每小时所发现的错误及测试中每小时所发现的错误，使我们能够
洞悉度量所指的那些活动的功效。错误数据也能够用于计算每个过程框架活
动的缺陷排除效率（ＤＲＥ，ＤＲＥ 也能够用于评估在整个过程中质量保证活动的
影响）。ＤＲＥ 将在 ４．５．３ 节讨论。
４．５．１ 概述影响质量的因素
二十多年前，ＭｃＣａｌｌ 和 Ｃａｖａｎｏ［ＭＣＣ７８］定义了一组质量因素，这是走

向用软件质量度量开发的第一步。这些因素从三个不同的视点来评估软件：
（１）产品的操作（使用它），（２）产品的修改（改变它），及（３）产品的转换（修改
它使之能够用于另一个环境，即“移植”它）。在他们的工作中，作者给出了
这些质量因素（他们称之为“框架”）与软件工程过程其他一些方面之间的关
系：
首先，框架为项目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机制，以标识哪些质量因素最重要。
除了软件功能的正确性和性能之外，这些质量因素也都是软件的属性，在生
命周期中有重要意义。一些因素，诸如可维护性及可移植性，近年来已显示
出对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有重要影响。
其次，框架提供了定量评估相对于已建立的质量目标而进行的，开发进
展得如何的方法。
再者，框架在整个开发工作中，提供了更多的 ＱＡ（质量保证）人员之间的
交互。
最后，质量保证人员能够利用低质量的指标去帮助确定将来要增强的更
好的标准。
对 ＭｃＣａｌｌ 和 Ｃａｖａｎｏ 提出的框架的更详细的讨论，以及其他质量因素，
将在第 １８ 章给出。有趣的是，自从 ＭｃＣａｌｌ 和 Ｃａｖａｎｏ 在 １９７８ 年完成他们的
最初工作之后，几乎关于计算的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提供软
件质量指标的属性仍然没有改变。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个软件组织采用一组质量因素作为评估软件质
量的一个“清单”，那么就有可能今天建造的软件一直到 ２１ 世纪的头几十年
仍展现出良好的质量。即使计算的体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事实上也肯定
会），在操作、修改和转换上表现出高质量的软件仍会继续给用户提供很好的
服务。
４．５．２ 测量质量
虽然有很多软件质量的测量方法，但对软件进行正确性、可维护性、完
整性、及可用性的测量为项目组提供了有用的技术指标。Ｇｉｌｂ［ＧＩＬ８８］给出
了这些属性的定义及测量。
正确性：一个程序必须能够正确操作，否则对于用户就没有价值了。正
确性是软件完成所需的功能的程度。关于正确性的最常用的测量是每千行
（ＫＬＯＣ）的缺陷数，这里缺陷定义为验证出的与需求不符的地方。
可维护性：软件维护所占的工作量比任何其他软件工程活动都大。可维
护性是指遇到错误时程序能被修改的容易程度；环境发生变化时程序能够适
应的容易程度，用户希望改变需求时程序能被增强的容易程度。可维护性无
法直接测量；因此，我们必须采用间接测量。一个简单的面向时间的度量是
平均修改时间（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ＭＴＴＣ），即分析改变的需求设计合适的
修改方案实现修改测试，并将修改后的结果发布给用户所花的时间。一般情
况下，可维护的程序与不可维护的程序相比，有较低的 ＭＴＴＣ（相对于同类修
改而言）。
Ｈｉｔａｃｈｉ［ＴＡＪ８１］使用一种面向成本的可维护性度量，称为“损坏度”
——在软件发布给其最 终用户之后修改所遇到的缺陷的成本。如果用损坏度
与整个项目成本（对于许多项目）的比作为时间的函数，管理者就能够据此来

确定一个软件开发组织所产生的软件的总体可维护性是否有所改进。而后管
理者便可以根据这个信息采取相应的行动。
完整性：在黑客及病毒横行的现在，软件完整性已变得日益重要。这个
属性测量系统在安全方面的抗攻击（包括偶然的和蓄意的）能力。攻击可能发
生在软件的三个主要成分上：程序、数据及文档。
为了测量完整性，必须定义两个附加的属性：威胁和安全性。威胁是某
个特定类型的攻击在给定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能够根据经验估算或推断出
来）。安全性是某个特定类型的攻击将被击退的可能性（也能够根据经验估算
或推断出来）。一个系统的完整性可以定义为：
完整性＝Σ［１—威胁×（１—安全性）］
这是威胁及安全性针对每种类型的攻击求和。
可用性：在对软件产品的讨论中，“用户友好性”这个词已经是普遍存
在的。如果一个程序不是“用户友好的”，那么它是注定会失败的，即使它
所完成的功能很有价值。可用性试图量化“用户友好性”，并根据四个特性
来测量：（１）学会一个系统所需的体力的和／或智力的投入；（２）在系统的使用
上达到中等效率所需的时间；（３）当系统由某个具有中等效率的人使用时，测
量到的生产率的净增长（与被该系统替代的老系统相比）；以及（４）用户对系统
的态度的一个主观评估（有时可以通过调查表获得）。关于本话题的更详细的
探讨参见第 １４ 章。
上述的四个因素仅仅是被建议作为软件质量测量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样
板。第 １８ 章将给出更多的信息。
４．５．３ 缺陷排除效率
缺陷排除效率（ＤＲＥ）在项目级和过程级都能提供有益的质量度量。本质
上，ＤＲＥ 是对质量保证及控制活动的过滤能力的一个测量，这些活动贯穿于
整个过程框架活动。
当把一个项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时，ＤＲＥ 按如下方式定义：
ＤＲＥ＝Ｅ／（Ｅ＋Ｄ）
其中 Ｅ＝软件交付给最终用户之前所发现的错误数
Ｄ＝软件交付之后所发现的缺陷数
最理想的 ＤＲＥ 值是 １，即软件中没有发现缺陷。现实中，Ｄ 会大于 ０，但
随着 Ｅ 值的增加，ＤＲＥ 的值仍能接近 １。事实上，随着 Ｅ 的增加，Ｄ 的最终值
可能会降低（错误在变成缺陷之前已经被过滤了）。如果 ＤＲＥ 作为一个度量，
提供关于质量控制和保证活动的过滤能力的衡量指标，则 ＤＲＥ 鼓励软件项目
组采用先进技术，以便在交付之前发现尽可能多的错误。
ＤＲＥ 也能够用来在项目中评估一个小组发现错误的能力，在这些错误传
递到下一个框架活动或软件工程任务之前。例如，需求分析任务产生了一个
分析模型，可以复审该模型以发现和改正错误。在对分析模型的复审中未被
发现的错误会传递给设计任务（在这里它们有可能被发现，也有可能没被发
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定义 ＤＲＥ 为：
ＤＲＥｉ ＝Ｅｉ ｌ（Ｅｉ ＋Ｅｉ＋１ ）
其中 Ｅｉ ＝在软件工程活动 ｉ 中所发现的错误数

Ｅｉ＋１＝ 在软件工程活动 ｉ＋１ 中所发现的错误数，这些错误来源于软件工
程活动 ｉ 中未能发现的错误。
一个软件项目组（或单个软件工程师）的质量目标是使 ＤＲＥｉ 接近 １。即，
错误应该在传递到下一个活动之前被过滤掉。
４．６ 在软件过程中集成度量
大多数软件开发者仍然没有进行测量，更可悲的是，他们中大多数根本
没有开始测量的愿望。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所说的，这是文化的问题。试图
收集过去从来没有人收集的测量常常会遇到阻力。迷惑不解的项目管理者问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工作过度的开发者抱怨“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
么用”。
为什么测量软件工程过程及其产生的产品（软件）如此重要？答案其实很
明显。如果我们不进行测量，就没法确定我们是否在改进。如果我们没有改
进，那就等于失败了。
测量是可以帮助解决第 １ 章中所述的“软件苦恼”的若干“良药”中的
一种。它能够提供战略级、项目级及技术级上的利益。
通过请求和评估生产率及质量的测量，高级管理者能够建立有意义的目
标来改进软件工程过程。在第 １ 章，我们注意到软件对于许多公司而言是一
个战略性的商业事务。如果开发软件的过程能够有所改进，就会对基层产生
直接的影响。但要建立改进的目标，必须了解软件开发的当前状态。因此，
用测量建立一个过程的基线，并基于此来评估改进的效用。
软件项目工作的日益繁重使得几乎没有时间去进行战略性的思考。软件
项目管理者更关心现实的问题（当然这也同样重要）：有意义的项目估算；高
质量系统的产生；产品按时交付等。通过使用测量来建立项目基线，使得这
些问题更加容易管理。我们已经知道基线是估算的基础，此外，质量度量的
收集使得一个组织能够“调整”其软件工程过程，以排除引起对软件开发有
重大影响的缺陷的“致命”原因，（这些想法已被归纳为一个方法，称为统计
软件质量保证，将在第 ８ 章详细讨论）。
在项目级和技术级，软件度量能够提供立即可见的好处。软件设计完成
后，大多数开发者都急于知道以下问题的答案：
·哪些用户需求最有可能发生改变？
·本系统中哪些模块最易于出错？
·对于每一个模块需要设计多少测试？
·当测试开始时，预计会有多少错误（特定类型的）？
如果度量已经被收集并被用作一项技术指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能够确
定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讨论这是如何做到的。
建立基线的过程如图 ４－８ 所示（度量的基线是由从以前的软件开发项目
中收集的数据所组成的，这些数据可以像图 ４－４ 给出的表那么简单，也可以
是复杂的综合数据库，其中包含几十个项目测量及从其导出的度量）。理想情
况下，建立基线所需的数据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收集的。但遗憾的是，很少
能做到这样。因此，数据收集需要对以前的项目进行历史的调查，以重建所
需的数据。一旦收集好了测量（无疑这是最困难的第一步），就有可能进行度
量计算。依据所收集的测量的广度，度量可以跨越 ＬＯＣ 或 ＦＰ 度量及其他面向

质量和项目的度量。最后，度量必须在估算、技术工作、项目控制及过程改
善中加以评估和使用。度量评估主要是分析产生所得到的结果的原因，并生
成一组指导项目或过程的指标。

４．７ 小结
测量使得管理者和开发者能够改善软件过程；辅助软件项目的计划、跟
踪及控制；评估产生的产品（软件）的质量。对过程、项目及产品的特定属性
的测量被用于计算软件度量。分析这些度量可产生指导管理及技术行为的指
标。
过程度量使得一个组织能够从战略级洞悉一个软件过程的功效。项目度
量是战术的，使得项目管理者能够以实时的方式改进项目的工作流程及技术
方法。
产业界普遍使用面向规模和面向功能的度量。面向规模的度量使用代码
行作为其他测量，如人月或缺陷的规范化因子。功能点则是从信息域的测量
及对问题复杂度的主观评估中导出的。
软件质量度量，如生产率度量，集中于过程、项目及产品上。通过建立
和分析质量的度量基线，一个组织能够采取行动来纠正引起软件缺陷的那些
软件过程区域。本章中讨论了四个质量度量——正确性、可维护性、完整性
及可用性。其他的质量度量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探讨。
测量导致文化的改变。如果打算开始进行度量，则数据收集、度量计算
及度量评估是必须执行的三个步骤。通过创建一个度量基线（一个包含过程及
产品测量的数据库）软件工程师及管理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及
所开发的产品。

思考题
４．１ 给出可以用以评估一辆汽车的三个测量、三个度量及相应的指标。
４．２ 给出可以用以评估一个汽车经销商的服务部门的三个测量、三个度
量及相应的指标。
４．３ 用自己的话描述过程和项目度量之间的不同。
４．４ 为什么某些软件度量是“私有的”？给出三个私有度量的例子，并
给出三个公用度量的例子。
４．５ 阅读［ＨＵＭ９５］，并写出一个 １ 到 ２ 页的总结简述 ＰＳＰ 方法。
４．６ Ｇｒａｄｙ 提出了一组“软件度量规则”。你能够在 ４．２．１ 节所列的规
则中再增加三个吗？
４．７ 试着完成图 ４－３ 所示的鱼骨图。即，按照“不正确的”规格说明所
使用的方法，为“遗漏的”需求，“有二义性的”规格说明，及“改变的”
需求提供类似的信息。
４．８ 什么是间接测量？为什么在软件度量工作中经常用到这类测量？
４．９ 产品交付之前，小组 Ａ 在软件工程过程中发现了 ３４２ 个错误。小组
Ｂ 发现了 １８４ 个错误。对于项目 Ａ 和 Ｂ 还需要做哪些额外的测量，才能确定

哪个小组能够更有效地排除错误？你建议采用什么度量来帮助做决定？哪些
历史数据可能有用？
４．１０ 给出一个反对代码行作为软件生产率度量的论据。当考虑几十个或
是几百个项目时，你说的情况还成立吗？
４．１１ 根据下面的信息域特性值，计算项目的功能点值：
用户输入数：３２
用户输出数：６０
用户查询数：２４
文件数：８
外部接口数：２
假设所有的复杂度调整值都是“平均”。假设共有 １４ 个算法，计算特征
点值。
４．１２ 计算一个嵌入式系统的 ３Ｄ 功能点值，它具有下面的特性值：
内部数据结构：６
外部数据结构：３
用户输入数：１２
用户输出数：６０
用户查询数：９
外部接口数：３
变换：３６
变迁：２４
假设以上计数的复杂度平均分布为低、平均和高。
４．１３ 用于控制先进的影印机的软件需要 ３２，０００ 行 Ｃ 语言代码和 ４２００
行类 ４ＧＬ 描述语言。估算该影印机软件的功能点数。
４．１４ ＭｃＣａｌｌ 和 Ｃａｖａｎｏ（见 ４．５．１ 节）为软件质量定义了一个“框架”。
根据本书及其他书籍中提供的信息，分别将三个主要的“视点”展开为一组
质量因素及度量。
４．１５ 为正确性、可维护性、完整性、及可用性建立你自己的度量（不要
使用本章给出的度量）。确定它们能够转换成定量的值。
４．１６ 当每千行缺陷数降低时，“损坏度”有可能提高吗？为什么？
４．１７ 当使用第四代语言时，ＬＯＣ 测量还有意义吗？为什么？
４．１８ 写一篇文章概述软件生产率研究的结果（参见推荐文献）。这些结果
之间有共同之处吗？
４．１９ 收集 ２ 到 ５ 个你参加的项目的软件度量。基本的信息应该包括：成
本，ＬＯＣ 或功能点，工作量（人月），复杂度指标（从 １ 到 １０），及完成时间。
将你的数据与其他同学或同事的信息结合起来，建立并检查班级的度量基
线。
４．２０ 收集能够用于向管理部门证明测量是有价值的活动的资料，写出一
份报告，注意使用定量的论据，并将在班上报告结果。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软件过程改进近年来得到极大关注。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ＨＵＭ９５］、Ｙｅｈ（软件过程
控制，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３），Ｈｅｔｚｅｌ［ＨＥＴ９３］，

以及 Ｇｒａｄｙ［ＧＲＡ９２］的著作都探讨了如何使用软件度量来提供必要的指标，
以 改 善 软 件 过 程 。 Ｐｕｔｎａｍ 和 Ｍｙｅｒ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６），以及 Ｐｕｌｆｏｒｄ 和
其同事们 （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６）则从管理的视点探讨了过程度量及其使用。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３）提出了一个有用的模型，能够观察软件
项目，确定观察结果的含义，并决定其对战略及战术决策的重要性。Ｇａｒｍｕｓ
和 Ｈｅｒｒ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讨论
了过程度量，重点放在功能点分析上。软件生产力协会，（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Ｔｈｏｍｓ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对于如何建立有
效的度量方法提出了有用的建议。
在过去十年中，国防部及政府／企业的研究中心出版了很多企业的报告及
度量指南。主要包括：
Ａｎｄｒｅｓ，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ｈｅ ＣＣＰＤＳ－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ＲＷ－ＴＳ－８９－０１，ＴＲＷ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９．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Ａ．Ｄ．ｅｔ 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ＣＵＭ／ＳＥＩ－９２－ＴＲ－１９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ｅｌｌ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２．
Ｆｌｏｒａｃ ， Ｗ．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ｃｔｓ ， ＣＭＵ／ＳＥＩ－９２－ＴＲ－２２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ｅｌｌ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２．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１，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Ｍｉｔｒｅ Ｃｏｒｐ．，Ｍａｙ １９９４．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Ｓｔａｒｔｅｒ Ｋｉｔ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ｅｎｔｅｒ，Ｈｉｌｌ ＡＦＢ，ＵＴ，１９９４．
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关于软件度量的报告及信息索引可在软件工程实验室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的网站上找到：
ｈｔｔｐ：／／ｆｄｄ．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ｓｅｌｔｅｘｔ．ｈｔｍｌ
美国军方的软件度量系统网站（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ｂ）上包含很
多关于过程度量的信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ｍｙ．ｍｉｌ／ｏｐｔｅｃ－ｐｇ／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ｈｔｍ
关于过程度量的大量教科书及文章的目录可在下面的网址上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ｉ．ｃｏｍ／ｓｏｆｔ－ｅｎｇ／ｓｍｅ．ｈｔｍｌ
已经建立了一个 Ｌｉｓｔｓｅｒｖ 邮件列表，能够获得功能点度量的信息。如果
想订阅，发 ｍａｉｌ 给：ｃｉｍ＠ｃｒｉｍ．ｃ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这个域必须是空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ＵＢ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ＬＩＳＴ“你的名字”
一个最新的关于软件过程度量的 ＷＷＷ 参考目录可在下面的网址上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第５章

软件项目计划

软件项目管理过程从一组被称为项目计划的活动开始。这些活动中的第
一个是估算。无论何时进行估算，我们都是在预测未来，并会接受某种程度
的不确定性。引用 Ｆｒｅｄｅｒｉｓｈ Ｂｒｏｏｋｓ［ＢＲＯ７５］的话来说：
我们的估算技术发展缓慢。更为严重的是，它们隐含了一个很不正确的
假设，即“一切都会好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估算没有把握，软件管
理者常常缺少让人们得到一个好产品的信心。
虽然估算是一门科学，但它更是一门艺术，可这个重要的活动不能以随
意的方式来进行。对时间及工作量进行评估的有用技术确实存在。而且因为
估算是所有其他项目计划活动的基础，而项目计划又提供了通往成功的软件
工程的行车图，因此，没有它我们就会搭错车。
５．１ 对估算的观察
一位总经理曾经被问到：在选择一个项目管理者时，什么特质是最重要
的。他的回答是：“具有在错误真正发生之前就能知道它的能力”。我们还
可以加上：“在未来还是一团迷雾的时候就有勇气进行估算”。
估算一个软件开发工作的资源、成本及进度需要经验、需要了解以前的
有用信息、以及当仅存在定性的数据时进行定量测量的勇气。估算具有与生
俱来的风险（风险分析技术在第 ６ 章讨论），而正是这种风险导致了不确定
性。
项目复杂性对计划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产生重大影响。不过，复杂性是一
个受到对以前工作的熟悉程度影响的相对的测量。实时应用对于一个以前仅
仅开发过批处理应用的软件项目组而言，可能被认为是“非常复杂的”。同
样的实时应用对于一个经常开发高速处理控制的软件项目组而言，则可能被
认为是“小菜一碟”。目前已经有一些定量的软件复杂性测量（第 １８ 章和 ２３
章）。这类测量主要用于设计级及代码级，因此难以在软件计划中（它在设计
及编码之前）使用。不过，关于复杂性的其他一些更为主观的评估（如，第 ４
章描述的功能点复杂度调整因子）可以在早期的计划过程中建立。
项目规模是另一个影响估算准确性的因素。随着规模的增长，软件中各
个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迅速增加（项目规模的增长会对项目的成本及进
度产生几何级数级的影响［ＭＡＨ９６］。估算中采用的重要方法——问题分解，
也因为分解出来的元素仍然很大而变得更为困难。改写 Ｍｕｒｐｈｙ 定律：“所有
可能出错的地方都会出错”——如果有更多的部分可能失败，那就会有更多
的部分失败。
结构不确定性的程度也会对估算的风险产生影响。在这里，结构是指：
需求能被确定的程度，功能能被分解的容易程度，以及必须要加工的信息的
层次性。
历史信息的可用程度也决定了估算的风险。Ｓａｎｔａｙａｎａ 曾经说过：“不
记得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通过回顾过去，我们能够效法好的地方，且
避免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当存在大量可用的关于过去项目的软件度量时（第 ４
章），估算就会有更大的保证；能够建立进度计划，以避免以前遇到过的困难；
总体风险也会降低。

风险是由为资源、成本及进度建立的定量估算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来测量
的。如果对项目范围理解很差或项目需求不断变化，不确定性及风险就会很
高。软件计划者应该要求功能、性能及接口定义（包含在系统说明中）的完备
性。计划者，尤其是用户，应该认识到软件需求的变化意味着成本及进度的
不稳定。
作为对估算的最后一个观察，我们引用亚里斯多德（公元前 ３３０ 年）的
话：
记住：应该满足于事物的本性所能容许的精确度，当只能近似于真理时，
不要去寻求绝对的准确……
项目管理者不应该被估算所困扰。现代软件工程方法（如，演化软件过程
模型）支持开发的迭代视图。在这类方法中，当用户改变需求时，有可能会重
新审查估算（在知道更多信息后）并修改之。①
５．２ 项目计划目标
软件项目计划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框架，使得管理者能够对资源、成本及
进度进行合理的估算。这些估算是软件项目开始时在一个限定的时间框架内
所做的，并且随着项目的进展不断更新。此外，估算应该定义“最好的情况”
及“最坏的情况”，使得项目的结果能够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项目计划的目标是通过一个信息发现的过程实现的，该过程最终导致能
够进行合理的估算。在以下各节中，我们讨论了与软件项目计划相关的每一
个活动。
５．３ 软件范围
软件项目计划的第一个活动是确定软件范围。在系统工程阶段（第 １０ 章）
应该对分配给软件的功能及性能加以评估，以建立一个项目范围，该范围在
管理级及技术级均是无二义性的和可理解的。
软件范围描述了功能、性能、约束条件、接口及可靠性。在范围说明中
给出的功能被评估，并在某些情况下被进一步精化，以便在估算开始之前提
供更多的细节。因为成本及进度估算都是面向功能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的分
解常常是很有用的。性能方面要考虑包括加工及响应时间在内的要求。约束
条件标识了外部硬件、可用内存或其他已有系统等对软件的限制。
５．３．１ 获取定义软件范围所需的信息
在软件项目开始时，事情总是有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已经定义了要求，
并确立了基本的目标及目的，但定义软件范围所需的信息（这是估算的前提）
却还没有被定义。
在用户和开发者之间建立通信的桥梁，并使通信过程顺利开始的最常用
的技术是进行一个初步的会议或访谈。软件工程师（分析员）和用户之间的第
①

这并不意味着修改最初的估算一定是要发生的。一个成熟的软件组织及其管理者会认识到不是可以随意

修改计划的。许多用户要求（这是不正确的）一旦做了一个估算就必须一直维持它，而忽略了环境的变化。

一次会议可能就像青年男女的第一次约会那么尴尬。两方都不知道说什么或
问什么；两方都担心他们所说的话会被误解；两方都在想会有什么结果（有可
能他们的期望完全不同）；两方都希望事情赶快结束；但同时，两方都希望能
够成功。
不管怎样，通信必须要开始。Ｇａｕｓｅ 和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ＡＵ８９］建议分析员开
始时可以问一些与项目无关的问题。即，一组使你对总体情况有一个基本了
解的问题，如，需要解决方案的人，所期望的解决方案的性质，以及对第一
次见面的效果的评价等。
第一组与项目无关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用户、总体目标及利益上。例如，
分析员可能会问：
·谁提出了关于这项工作的要求？
·谁将会使用这个解决方案？
·成功的解决方案将获得什么利益？
·是否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下一组问题使得分析员能够对问题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使得用户能够谈
出他或她对于解决方案的想法：
·你（用户）认为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所产生的“好的”输出应该具有什
么特征？
·这个解决方案针对什么问题？
·你能给我演示（或描述）一下该解决方案将被使用的环境吗？
·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性能问题或约束会影响该解决方案被实现的方式？
最后一组问题主要集中于会议的效果。Ｇａｕｓｅ 和 Ｗｅｉｎｂｅｒｓ 称这些为“元
问题”，并推荐了下面的问题列表（简略的）：
·你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合适的人选吗？你的回答是否是“正式的”？
·我提的问题与你要解决的问题相关吗？
·我是否问了太多的问题？
·是否还有其他人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
·是否还有其他我应该问你的问题？
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能够帮助“打破僵局”，并开始了建立项目范围
所必须的通信活动。但这种问答会议的形式并不是一定会成功的。事实上，Ｑ
＆Ａ（问答）形式仅应该用于第一次会面，之后应该被问题解决、协商及规约等
多种方式相结合的会议形式所取代。
有很多独立调查者提出了一种收集需求的面向小组方法，能够帮助建立
项目的范围（应该注意，这些技术经常被视为是需求分析的第一步，在第 １１
章将给出更详细的讨论）。一种被称为便利的应用规约技术（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ＡＳＴ）的方法鼓励建立由用户及开
发者共同组成的联合小组在一起工作，来标识问题、建议解决方案、商议不
同的方法、并说明初步的所有需求。
５．３．２ 一个范围定义的例子
与用户的通信使得我们可以定义数据、功能、必须实现的行为、性能、
界定系统的约束、及相关的信息。举一个例子，假定要开发驱动一个传送带
分类系统（ａ ｃｏｎｖｅｙ ｌｉｎ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ＣＬＳＳ）的软件。对 ＣＬＳＳ 的范围说

明如下：
传送带分类系统（ＣＬＳＳ）将沿传送带移动的盒子进行分类。每一个盒子由
一个包含零件号的条形码来标识，并在传送带末端分送到六个箱子中的一
个。这些盒子要通过一个由条形码阅读器及一台 ＰＣ 所组成的分类站。分类站
的 ＰＣ 连接到一个分流器上，它把盒子分送到不同的箱子中。盒子以随机的顺
序通过，且其间的距离相同。传送带以每分钟 ５ 英尺的速度移动。ＣＬＳＳ 如图
５－１ 所示。
ＣＬＳＳ 软件以和传送带速度一致的时间间隔接受来自条形码阅读器的信
息。条形码数据被解码成盒子的标识格式。软件将在最多可容纳 １０００ 个条目
的零件号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以确定当前在阅读器（分类站）位置的盒子应该
放到哪个箱子中。该箱子的信息被传送到分流器，以把盒子放进合适的箱子
中。每一个盒子所放进的箱子的记录均被保存起来，以供以后提取及报告。
ＣＬＳＳ 软件同时也接受来自脉冲流速计的输入，用于使控制信号与分流器同
步。根据分类站和分流器之间产生的脉冲数，软件将产生一个控制信号给分
流器，以适当地定位盒子。
项目计划者检查范围说明，并提炼出所有重要的软件功能，这个过程，
称为分解，曾在第 ３ 章讨论过，它将产生如下功能（实际上，功能分解在系统
工程阶段进行，见第 １０ 章，计划者利用从系统规约中得到的信息来定义软件
功能）：
·读条形码作为输入。
·读脉冲流速计。
·解零件编码数据。
·检索数据库。
·确定合适的箱子。
·产生分流器的控制信号。
·保存盒子目的地的记录。
在本例中，性能取决于传送带的速度。对于每个盒子的处理必须在下一
个盒子到达条形码阅读器之前完成。ＣＬＳＳ 软件受以下条件约束：必须使用的
硬件（条形码阅读器、分流器、ＰＣ），可用的内存，以及整个传送带的结构（等
距离的盒子）。
功能、性能及约束必须放在一起评估。在不同的性能约束下，相同的功
能可能在开发工作量上有数量级的巨大差别。因此，如果保持功能相同（如，
将盒子放进箱子中）而改变性能，开发 ＣＬＳＳ 软件所需的工作量及成本会产生
戏剧性的变化。例如，如果传送带的平均速度增长 １０ 倍，且盒子不再是等距
的（一个约束），软件就会复杂得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工作量。功能、性能及
约束是紧密相关的。
软件会与基于计算机系统的其他组成成分之间进行交互。计划者考虑每
一个接口的性质及复杂性，以确定它们对开发资源、成本及进度的影响。接
口的概念是指（１）运行软件的硬件（如处理器、外设）及不直接由软件控制的设
备（如机器、显示器）；（２）已有的且必须与新软件连接的软件（如数据库访问
例程、可复用软件构件、操作系统）；（３）通过键盘或其他 Ｉ／Ｏ 设备使用软件
的人；以及（４）在软件之前或之后共同作为一个顺序操作系列的程序，在每种
情况下，通过接口传送的信息必须能被清楚地理解。

关于软件范围的最不精确的方面是对可靠性的讨论。软件可靠性测量确
实已经存在（第 ８ 章），但它们很少在项目的这一阶段中使用。典型的硬件可
靠性特性如平均失败间隔时间（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ＴＢＦ）难以转换
到软件领域使用。不过，软件的一般性质可能引发某些特殊的考虑来保证“可
靠性”。例如，航空交通控制系统或穿梭号宇宙飞船（两个都是关系到人类生
命安全的系统）的软件一定不能失败，否则就会出人命。而一个库存控制系统
或字处理软件原则上也不应该失败，但如果失败，其影响要小得多。虽然我
们不可能在范围说明中精确地量化软件可靠性，但我们可以利用项目的性质
来辅助工作量及成本的估算，以保证可靠性。
如果已经适当地建立了系统规约（见第 １０ 章），那么，在软件项目计划开
始之前，描述软件范围所需的几乎所有信息已经存在，且文档化了。如果还
没有建立系统规约，计划者就必须担当系统分析员的角色，以确定影响估算
工作的属性及约束。
５．４ 资源
软件计划的第二个任务是估算完成软件开发工作所需的资源。图 ５－２ 将
开发资源表示成一个金字塔。开发环境——硬件及软件工具——处于资源金
字塔的底层，提供支持开发工作的基础。再高一层是可复用软件构件——软
件建筑块，能够极大地降低开发成本，并提早交付时间。在金字塔的顶端是
主要的资源——人员。每一类资源都由四个特征来说明：资源描述、可用性
说明、需要该资源的时间、及该资源被使用的持续时间。后两个特征可以看
成是时间窗口。对于一个特定的窗口而言，资源的可用性必须在开发的最初
期就建立起来。

５．４．１ 人力资源
计划者在开始评估范围及选择完成开发所需的技术。对于组织的职位（如
管理者、高级软件工程师，等等）及专业技能（如，电讯、数据库、客户机／
服务器）等都要加以描述。对于相对比较小的项目（六个人月或更少），一个人
就可以完成所有软件工程步骤，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咨询专家。
一个软件项目所需的人员数目在完成了开发工作量的估算之后就能够确
定。估算工作量的技术将在本章后面加以探讨。
５．４．２ 可复用软件资源
如果没有对可复用性的认识，任何关于软件资源的讨论都将是不完整
的，可复用性是指软件建筑块的创建及复用［ＨＯＯ９１］。这类建筑块必须被分
类，才能方便查找；被标准化才能方便应用；被确认，才能方便集成。
Ｂｅｎｎａｔａｎ［ＢＥＮ９２］建议了在计划进行过程中应该考虑的四种软件资源分
类是：
可直接使用的构件：已有的，能够从第三方厂商获得或已经在以前的项
目中开发过的软件。这些构件已经经过验证及确认且可以直接用在当前的项

目中。
具有完全经验的构件 ：已有的为以前类似于当前要开发的项目建立的
规约、设计、代码、或测试数据。当前软件项目组的成员在这些构件所代表
的应用领域中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对于这类构件进行所需的修改其风险
相对较小。
具有部分经验的构件 ：已有的为以前与当前要开发的项目相关的项目
建立的规约、设计、代码、或测试数据，但需做实质上的修改。当前软件项
目组的成员在这些构件所代表的应用领域中仅有有限的经验，因此，对于这
类构件进行所需的修改会有相当程度的风险。
新构件：软件项目组为满足当前项目的特定需要而必须专门开发的软件
构件。
当可复用构件作为一种资源时，以下的指导原则是软件计划者应该考虑
的：
１．如果可直接使用的构件能够满足项目的需求，就采用它。获得和集成
可直接使用的构件所花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总是低于开发同样的软件所花的成
本（当在项目中使用已有的软件构件时，总体成本可能会急剧降低。事实上，
产业数据表明：成本、上市时间以及缺陷数均会降低）。此外，风险也相对较
小。
２．如果具有完全经验的构件可以使用，一般情况下，修改和集成的风险
是可以接受的。项目计划中应该反映出这些构件的使用。
３．如果具有部分经验的构件可以使用，则必须详细分析它们在当前项目
中的使用。如果这些构件在与软件中其他成分适当集成之前需要做大量修
改，就必须小心行事。修改具有部分经验的构件所需的成本有时可能会超过
开发新构件的成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复用软件构件的使用在计划阶段经常被忽视，仅
在软件过程的开发阶段才变成最主要的关心对象。最好能够尽早说明软件资
源需求。这样才能进行可选方案的技术评估，并及时获得所需的构件。
５．４．３ 环境资源
支持软件项目的环境，通常被称为软件工程环境（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ＥＥ），集成了硬件及软件两大部分。硬件提供了一个支持工具
（软件）平台，这些工具是产生通过良好的软件工程实践而得到的工作产品所
必需的（其他硬件——目标环境——是软件已经交付给最终用户之后将要在
其上运行的计算机）。因为大多数软件组织中均有多个小组需要使用 ＳＥＥ，因
此，项目计划者必须规定硬件及软件所需的时间窗口，并验证这些资源是否
可用。
当要开发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特定的硬件及软件）时，软件项目组可能
需要用到由其他工程小组开发的硬件成分。例如，在某一类机械工具上使用
的数控（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Ｃ）软件可能需要某个特定的机械工具（如数控
机床）来作为测试步骤确认的一部分；自动排版的软件项目可能在开发过程中
的某个阶段需要用到照片排版机。软件项目计划者必须说明需要的每一个硬
件成分。

５．５ 软件项目估算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软件成本在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成本中仅占很小的
百分比。软件成本估算中即使出现了数量级的误差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今
天，在大多数计算机系统中，软件已经变成开销最大的成分。一个大的成本
估算误差会造成营利及亏损间的巨大差别。而超支对于开发者而言是一场灾
难。
软件成本及工作量估算永远不会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太多的变化——人
员、技术、环境、策略——影响了软件的最终成本及开发所需的工作量。不
过，软件项目估算可以从神秘的技巧向一系列系统化的步骤的转变的过程
中，估算出可接受的风险。
为了可靠地估算成本及工作量，有以下几种选择可以考虑：
１．将估算拖延到项目的最后阶段（显然，如果在项目完成之后进行估算，
我们能够赢得百分之百的准确率）。
２．基于已经完成的类似的项目进行估算。
３．使用简单的“分解技术”来进行项目成本及工作量的估算。
４．使用一个或多个经验模型进行软件成本及工作量的估算。
不幸的是，第一个选择，不管它有多吸引人，是不现实的。成本估算必
须“预先”提出。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等的越久，知道的越多，而我
们知道的越多，就越可能在估算中不会产生严重错误。
如果当前项目与以前的工作非常相似，且其他的项目影响因素（如用户的
特性、商业条件、ＳＥＥ、及交付期限等）也相同，第二个选择能够运作得很好。
不幸的是，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未来结果的好的指示器。
其余的两个选择是软件项目估算的可用方法。理想情况下，这两种选择
技术可以同时使用，互相进行交叉检查。分解技术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
进行软件项目估算。将项目分解成若干主要的功能及相关的软件工程活动，
通过逐步求精的方式进行成本及工作量估算。经验估算模型可用于补充分解
技术，并提供一种潜在有价值的估算方法。该模型是基于经验（历史数据）来
进行的，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ｄ＝ｆ（ｖｉ ）
其中 ｄ 是要估算的值（如工作量、成本、项目持续时间），Ｖｉ 是选择出来
的独立参数（如被估算的 ＬＯＣ 或 ＦＰ）。
自动估算工具实现一种或多种分解技术或经验模型。如果与交互式人机
界面结合起来，在进行估算的时候自动工具将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在
这类系统中，要描述开发组织的特性（如经验、环境）及待开发软件的性质。
成本及工作量估算可由这些数据导出。
每一个选择来估算可用软件成本的参量取决于用于估算的历史数据。如
果没有历史数据存在，成本估算也就建立在一个很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在第
４ 章中，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些软件度量的特性，它们为如何提供历史估算数
据奠定了基础。
５．６ 分解技术
软件项目估算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将待解决

的问题（即，为软件项目建立一个成本及工作量估算）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则
太过复杂了。因此，我们要分解问题，把问题重新划分成一组较小的（也更易
管理的）问题。
在第 ３ 章中，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讨论了分解方法：问题分解及过程分解。
估算可以利用其中一种或两种划分形式。但在进行估算之前，项目计划者必
须了解待建造软件的范围，并对其“规模”有相应的估算。
５．６．１

软件规模估算

软件项目估算的准确性取决于若干因素：（１）计划者适当地估算待建造产
品的规模的程度；（２）把规模估算转换成人的工作量、时间、及成本的能力（一
个来自以前项目的可靠软件度量的可用性函数）；（３）项目计划反映软件项目
组能力的程度；以及（４）产品需求的稳定性及支持软件工程工作的环境。
在本节中，我们考虑软件规模估算的问题。因为项目估算的好坏取决于
要完成的工作的规模估算，因此，规模估算是项目计划者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在项目计划中，规模是指软件项目的可量化的结果。如果采用直接的方法，
规模可以用 ＬＯＣ（代码行）来测量。如果选择间接的方法，规模可以用 ＦＰ（功能
点）来表示。
Ｐｕｔｎａｍ 和 Ｍｙｅｒｓ［ＰＵＴ９２］建议了四种估算问题规模的方法：
“模糊逻辑”法 ：这个方法使用了模糊逻辑基础的近似推理技术。要使
用这个方法，计划者必须说明应用软件的类型，建立其定性的规模估算，之
后在最初的范围内精化该估算。虽然可以利用个人的经验，但计划者也应该
访问项目的历史数据库（见 ５．９ 节，简单地讨论了支持模糊逻辑规模估算及本
节中讨论的其他技术的工具），使得估算能够与实际的经验加以比较。
功能点法：计划者对第 ４ 章讨论过的信息域特性进行估算。
标准构件法：软件由若干不同的“标准构件”组成，这些构件对于一个
特定的应用领域而言是通用的。例如，一个信息系统的标准构件是子系统、
模块、屏幕、报表、交互程序、批程序、文件、ＬＯＣ、以及对象级的指令。项
目计划者估算每一个标准构件的出现次数，然后使用历史项目数据来确定每
个标准构件交付时的大小。为了说明这点，让我们以一个信息系统为例。计
划者估算将产生 １８ 个报表，历史数据表明每一个报表需要 ９６７ 行 Ｃｏｂｏｌ
［ＰＵＴ９２］代码。这使得计划者估算出报表构件需要 １７０００ＬＯＣ。对于其他标
准构件也可以进行类似的估算及计算，将它们合起来就得到最终的规模值（以
统计方式调整）。
修改法 ：该方法主要用于这种情况：一个项目中包含对已有软件的使
用，但该软件必须做某种程度的修改才能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计划者要估
算必须完成的要修改的数目及类型（如，复用、增加代码、修改代码、删除代
码）。对于每一类修改使用“工作比率”，即可估算出修改的规模。
Ｐｕｔｎａｍ 和 Ｍｙｅｒｓ 建议：上述每种估算规模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可以在统
计上进行结合，以产生一个三点或期望值估算。这可以通过下述方式实现：
建立关于规模的乐观、可能、及悲观值，并使用将在下一节描述的等式（５．１）
将它们结合起来。
５．６．２ 基于问题的估算

在第 ４ 章，已描述了基于代码行（ＬＯＣ）和功能点（ＦＰ）的测量，从它们可以
计算出生产率度量。ＬＯＣ 和 ＦＰ 数据在软件项目估算中有两种作用：（１）作为
一个估算变量，用于估算软件中每个成分的规模；（２）作为从以前的项目中收
集来的，并与估算变量结合使用的基线度量，以建立成本及工作量估算。
ＬＯＣ 和 ＦＰ 估算是两种不同的估算技术，但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项目计
划者从界定的软件范围说明开始，并根据该说明将软件分解为可以被单独估
算的功能问题。然后，估算每一个功能的 ＬＯＣ 或 ＦＰ（估算变量）。当然，计划
者也可以选择其他元素进行规模估算，诸如类及对象、修改、或受到影响的
业务过程。
下一步将基线生产率度量（如，ＬＯＣ／ｐｍ 或 ＦＰ／ｐｍ，其中 ｐｍ 代表人月）用于
变量估算中，从而导出每个功能的成本及工作量。将所有功能估算合并起来，
即可产生整个项目的总体估算。
应该注意到：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其生产率度量常常是多样化的，这使
得只使用一个单一的基线生产率度量来做决定非常令人怀疑。一般情况下，
平均的 ＬＯＣ／ｐｍ 或 ＦＰ／ｐｍ 应该按项目领域来计算，即，项目应该根据项目组的
大小、应用领域、复杂性、以及其他相关的参数进行分类，之后才计算各个
子领域的生产率平均值。当估算一个新项目时，首先应将其对应到某个领域
上，然后，才使用合适的生产率的领域平均值进行估算。
ＬＯＣ 和 ＦＰ 估算技术在分解所要求的详细程度上及划分的目标上有所差
别。当 ＬＯＣ 被用作估算变量时，分解（一般情况下，问题功能会被分解。但也
有可能使用一组标准构件取而代之，见 ５．６．１ 节）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常常需
要分解到非常精细的程度。分解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建立合理的准确的
ＬＯＣ 估算。
对于 ＦＰ 估算，分解则是不同的。它并不是集中于功能上，而是要估算每
一个信息域特性——输入、输出、数据文件、查询、和外部接口——及十四
个复杂度调整值，这在第 ４ 章已经讨论过。这些估算结果则用于导出 ＦＰ 值，
该值可与过去的数据比较，并可用于产生项目估算。
不管使用哪种估算变量，项目计划者都要从估算每个功能或信息域的范
围值开始。利用历史数据或直觉（当其他方法都不可行时），计划者为每个功
能或每个信息域值的计数值都估算出一个乐观的、可能的、及悲观的规模值。
当确定了一个范围值时，就暗示了不确定性的程度。
接着，计算三点或期望值。估算变量（规模）的期望值， ＥＶ（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可以通过乐观值（Ｓｏｐｔ ）、可能值（Ｓｍ ）、及悲观值（Ｓｐｅｓｓ ）估算的加权平
均值来计算：
ＥＶ＝（Ｓｏｐｔ ＋４Ｓｍ ＋Ｓｐｅｓｓ ）／６

（５．１）

其中给予“可能值”估算以最大的权重，并遵循β概率分布。
我们假设实际的规模值落在乐观值和悲观值区间之外的概率极小。采用
标准的统计技术，我们就能够计算出估算的偏差。然而，应该注意到：基于
不确定的（估算的）数据的偏差必须被谨慎地使用。
一旦确定了估算变量的期望值，就可以开始使用历史的 ＬＯＣ 或 ＦＰ 生产率
数据，这种估算正确吗？对于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我们不能确
定”。任何估算技术，不管它有多高明，都必须与其他方法交叉使用。即使
这样，直觉和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

５．６．３

一个基于 ＬＯＣ 估算的例子

为了说明 ＬＯＣ 和 ＦＰ 估算技术，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假设估算的是一个
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应用开发软件包。复审系统规约，表明该软件将要运行
于一个工程工作站上，且必然与各种计算机图形外设如鼠标、数字化仪、高
分辨率彩色显示器、以及激光打印机有接口。
以系统规约为指导，能够建立一个初步的软件范围说明：
ＣＡＤ 软件接受来自工程师的二维或三维几何数据。工程师通过用户界面
与 ＣＡＤ 系统进行交互，并控制它，该界面应表现出良好的人机界面设计的特
征。所有几何数据及其他支持信息都保存在一个 ＣＡＤ 数据库中。开发设计分
析模块，以产生所需的输出，这些输出将显示在各种不同的图形设备上。软
件在设计中要考虑与外设进行交互并控制它们，包括鼠标、数字化仪和激光
打印机。
上述关于范围的说明是初步的——它并没有规定边界。每一句说明都应
该进一步扩展，以提供具体的细节及定量的边界。例如，在估算开始之前，
计划者必须确定“良好的人机界面设计的特征”是什么含义，或“ＣＡＤ 数据
库”的大小及复杂度是怎样的。
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我们假设已经做了进一步的精化，并标识出了以
下的主要软件功能：
·用户界面及控制机制（ＵＩＣＦ）。
· 二维几何分析（２ＤＧＡ）。
·三维几何分析（３ＤＧＡ）。
·数据库管理（ＤＢＭ）。
·计算机图形显示机制（ＣＧＤＦ）。
·外设控制（ＰＣ）。
·设计分析模块（ＤＡＭ）。
遵照 ＬＯＣ 的三点估算技术，能够建立如表 ５－１ 所示的表。例如，三维几
何分析功能的 ＬＯＣ 估算范围是：
乐观值：４６００
可能值：６９００
悲观值：８６００
应用等式 ５．１，得到三维几何分析功能的期望值是 ６８００ＬＯＣ。这个值被输
入到表中。其他估算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获得。将 ＬＯＣ 估算列的所有值相
加，即得到该 ＣＡＤ 系统的规模估算

表 ５－１

ＬＯＣ 方 法 的 估 算 表

功能

ＬＯＣ 估算

用户界面和控制机制（ＵＩＣＦ）

２３００

二维几何分析（２ＤＧＡ）

５３００

三维几何分析（３ＤＧＡ）

６８００

数据库管理（ＤＢＭ）

３３５０

计算机图形显示机制（ＣＧＤＦ）

４９５０

外设控制（ＰＣ）

２１００

设计分析模块（ＤＡＭ）

８４００

总代码行数估算

３３２００

对历史数据的复审表明：这类系统的平均生产率是 ６２０ＬＯＣ／ｐｍ。如果一
个劳动力价格是每月 ８０００ 美元，则每行代码的成本约为 １３ 美元。根据 ＬＯＣ
估算及历史生产率数据，总的项目成本估算是 ４３１０００ 美元，工作量估算是
５４ 个人月（估算的单位是 １０００ 美元及人月。取到元或十分之一人月的数学精
确度是不现实的）。
５．６．４ 一个基于 ＦＰ 估算的例子
基于 ＦＰ 估算的分解是集中于信息域值，而不是软件功能。根据图 ４－５
给出的功能点计算表，项目计划者估算 ＣＡＤ 软件的输入、输出、查询、文件、
及外部接口。为了达到这个估算目的，我们假设复杂度加权因子都是平均的。
表 ５－２ 给出了估算的结果
表 ５ － ２ 估算信息域值
信息域值

乐观值

可能值

悲观值

估算计数

加权因子

ＦＰ 计数

输入数

２０

２４

３０

２４

４

９６

输出数

１２

１５

２２

１６

５

８０

查询数

１６

２２

２８

２２

４

８８

文件数

４

４

５

４

１０

４０

外部接口数

２

２

３

２

７

１４

总计数值

３１８

接着，估算 １４ 个复杂度加权因子，并计算复杂度调整因子（如第 ４ 章所
述），表 ５－３ 给出了因子值。

表 ５－３

计算复杂度调整因子

因子

值

因子

值

备份和复原

４

信息域值复杂度

５

数据通信

２

内部处理复杂度

５

分布式处理

０

设计成可复用的代码

４

关键性能

４

设计中的转换及安装

３

现有的操作环境

３

多次安装

５

联机数据登录

４

方便修改的应用设计

５

多屏幕输入切换

５

复杂度调整因子

１．１７

最后，得出 ＦＰ 的估算值：
ＦＰ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总计数值×［０．６５＋０．０１×ΣＦｉ ］
ＦＰ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３７２
使用功能点进行规范化的历史数据表明：这类系统的组织平均生产率是
６．５ＦＰ／ｐｍ。如果一个劳动力价格是每月 ８０００ 美元，则每个 ＦＰ 的成本约为 １２３０
美元。根据 ＦＰ 估算及历史生产率数据，总的项目成本估算是 ４５７０００ 美元，
工作量估算是 ５８ 个人月。
５．６．５ 基于过程的估算
估算一个项目的最常用的技术是基于使用的过程进行估算，即，将过程
分解为相对较小的活动或任务，再估算完成每个任务所需的工作量。
与基于问题的估算一样，基于过程的估算也是开始于从项目范围中得到
的软件功能描述。对于每一个功能，都必须执行一系列的软件过程活动。功
能及相关的软件过程活动可以表示成类似于图 ３－２ 所示的表。
一旦建立了问题功能及相关的过程活动，计划者就可以估算完成每一个
软件功能的软件过程活动所需的工作量（如人月）。这些数据包含在图 ３－２ 所
示的表中的矩阵中。然后，将平均劳动力价格（成本／单位工作量）用来每一个
软件过程活动的估算工作量，得到其成本估算。很有可能对于每一个任务而
言，平均劳动力价格是不同的。高级职员一般从事项目早期的活动，且费用
要高于低级职员，低级职员通常参与后期的设计任务、编码、及测试。
每一个功能及软件过程活动的成本及工作量在最后一步进行计算。如果
基于过程的估算是独立于 ＬＯＣ 或 ＦＰ 估算而进行的，则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了两或三种成本及工作量的估算，它们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和结合。如果两组
估算基本一致，则有理由相信估算是可靠的。否则，如果这些技术得到的结
果几乎没有相似性，则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调研及分析。
５．６．６ 一个基于过程估算的例子
为了阐明基于过程估算的使用，我们还是考虑 ５．６．３ 节中所介绍的 ＣＡＤ
系统。系统配置及所有软件功能都保持不变，且由项目范围来说明。
表 ５－４ 所示的已完成的基于过程的表显示了为每个 ＣＡＤ 系统软件功能

（为了简化进行了省略）所提供的软件工程活动的工作量估算（人月）。工程和
建造及发布活动被划分为如图所示的主要软件工程任务。用户通信、计划、
及风险分析的总的工作量估算被直接给出。这些数值都列在表底部的“合计”
行中。水平的和垂直的合计为分析、设计、编码、及测试所需的工作量提供
了一个估算的指标。应该注意到：５３％的工作量是花费在“前端”的工程任
务上（需求分析和设计），说明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
表 ５－４
活动→

用户

计划 风险

通信

分析

任务→

基于过程的估算表
工程

建造

用户

发布

评估

总和

分析

设计

编码

测试

ＵＩＣＦ

０．５０

２．５０

０．４０

５．００

ｎ／ａ

８．４０

２ＤＧＡ

０．７５

４．００

０．６０

２．００

ｎ／ａ

７．３５

３ＤＧＡ

０．５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ｎ／ａ

８．５０

１．５０

ｎ

ａ

６．００

ｎ／ａ

ＣＧＤＦ

０．５０

３．００

０．７５

１．５０

ｎ／ａ

５．７５

ＰＣＦ

０．２５

２．００

０．５０

１．５０

ｎ／ａ

４．２５

ＤＡＭ

０．５０

２．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０

ｎ／ａ

５．００

０．２５ ０．２５

３．５０

２０．５０ ４．７５

１６．５０

１％

８％

４５ ％ １０ ％

３６ ％

功能

ＤＳＭ

总和

０．５０

０．２５

％工作量 １ ％

３．００ １．００

１％

４６．００

如果平均一个劳动力价格是每月 ８０００ 美元，则总的项目成本估算是
３６８０００ 美元，工作量估算是 ４６ 个人月。如果需要的话，每一个软件过程活
动均可关联不同的劳动力价格。
ＣＡＤ 软件的总估算工作量的范围从最低的 ４６ 个人月（使用基于过程的估
算方法导出）到最高的 ５８ 个人月（使用 ＦＰ 估算方法导出）。平均估算值是 ５３
个人月。与平均估算值的最大偏差约为百分之 １３。
如果不同的估算方法得到的结果之间差别很大，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
题的答案需要对估算所使用的信息进行再评估。估算之间差别很大一般能够
追溯到下面两个原因中的一个：
１．项目的范围未能被充分理解，或被计划者误解。
２．基于问题的估算技术中所使用的生产率数据对于该应用是不合适的，
或是太陈旧了（因为它已经不能正确地反映组织的情况），或是被误用了。
计划者必须确定引起差别的原因，并调和各个估算结果。
５．７ 经验估算模型
计算机软件的估算模型使用由经验导出的公式来预测工作量，工作量是
ＬＯＣ 或 ＦＰ 的函数。ＬＯＣ 或 ＦＰ 的值使用 ５．６．２ 节和 ５．６．３ 节所描述的方法进行
估算。但不使用前述的表，而是将 ＬＯＣ 或 ＦＰ 的值插入到估算模型中。
支持大多数估算模型的经验数据是来源于一个有限的项目样品集。因

此，没有任何估算模型能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软件及所有开发环境。所以，
从这种模型中得到的结果必须谨慎地使用（一般讲，一个估算模型应能根据当
前项目情况加以调整。该模型是根据已完成项目的结果导出。由该模型预测
的数据应该与实际的结果进行比较，并针对当前情况评估该模型的功效。如
果两个数据之间有较大偏差，则模型的指数及系数必须使用当前项目的数据
进行重新计算）。
５．７．１ 估算模型的结构
一个典型的估算模型是通过对以前的软件项目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回归
分析而导出的。这种模型的总体结构具有下列形式［ＭＡＴ９４］：
Ｅ＝Ａ＋Ｂ×（ｅｖ）Ｃ
（５．２）
其中，Ａ、Ｂ 和 Ｃ 是由经验导出的常数，Ｅ 是以人月为单位的工作量，而
ｅｖ 则是估算变量（ＬＯＣ 或 ＦＰ）。除了等式（５．２）所标明的关系之外，大多数估
算模型均有某种形式的项目调整成分，使得 Ｅ 能够根据其他的项目特性（如，
问题的复杂性、开发人员的经验、开发环境等）加以调整。
在文献中提出了许多面向 ＬＯＣ 的估算模型：
Ｅ＝ ５．２×（ＫＬＯＣ）０．９１
Ｗａｌｓｔｏｎ－Ｆｅｌｉｘ 模型
１．１６
Ｅ＝５．５＋０．７３×（ＫＬＯＣ）
Ｂａｉｌｅｙ－Ｂａｓｉｌｉ 模型
１．０５
Ｅ＝３．２×（ＫＬＯＣ）
Ｂｏｅｈｍ 的简单模型
１．０４７
Ｅ＝５．２８８×（ＫＬＯＣ）
Ｄｏｔｙ 模型，在 ＫＬＯＣ＞９ 的情况下
同样，也提出了许多面向 ＦＰ 的估算模型。主要包括：
Ｅ＝－１３．３９＋０．０５４５ＦＰ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和 Ｇａｆｆｎｅｙ 模型
－８
３
Ｅ＝６０．６２×７．７２８×１０ ＦＰ
Ｋｅｍｅｒｅｒ 模型
Ｅ＝５８５．７＋５．１２ＦＰ
Ｍａｓｔｏｎ、Ｂａｒｎｅｔｔ 和 Ｍｅｌｌｉｃｈａｍｐ 模型
从上述的模型中可以很快看出：每一个模型对于相同的 ＬＯＣ 或 ＦＰ 值，会
产生出不同的结果（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模型一般都是仅从若干应用领域中
相对很少的项目中推导出来的）。其含义很清楚，估算模型必须根据当前项目
的需要进行调整。
５．７．２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
在其经典著作“软件工程经济学”（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中 ， ＢａｒｒｙＢｏｅｈｍ［ＢＯＥ８１］ 介 绍 了 一 种 软 件 估 算 模 型 的 层 次 体 系 ， 称 为
ＣＯＣＯＭＯ（构造性成本模型，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ｓｔ ＭＯｄｅｌ）。Ｂｏｅｈｍ 的模型层次具
有以下形式：
模型 １：基本 ＣＯＣ ＯＭＯ 模型，将软件开发工作量（及成本）作为程序规模
的函数进行计算，程序规模以估算的代码行来表示。
模型 ２：中级 ＣＯＣ ＯＭＯ 模型，将软件开发工作量（及成本）作为程序规模
及一组“成本驱动因子”的函数来进行计算，其中“成本驱动因子”包括对
产品、硬件、人员、及项目属性的主观评估。
模型 ３：高级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包含了中级模型的所有特性，并结合了成本
驱动因子对软件工程过程中每一个步骤（分析、设计等）的影响的评估。

为了阐明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我们给出基本模型和中级模型的总体介绍。要想
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参考［ＢＯＥ８１］（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在本书写作期间正在进
行修改。该模型可能会扩展以便包含 ＦＰ 测量，并以更多的项目为基础进行改
进）。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是为三种类型的软件项目而定义的。使用 Ｂｏｅｈｍ 的术语来
说，它们是：（１）组织模式——较小的、简单的软件项目，有良好应用经验的
小型项目组，针对一组不是很严格的需求开展工作（如，为一个热传输系统开
发的热分析程序）；（２）半分离模式——一个中等的软件项目（在规模和复杂性
上），具有不同经验水平的项目组必须满足严格的及不严格的需求（如，一个
事务处理系统，对于终端硬件和数据库软件有确定需求）；（３）嵌入模式——
必须在一组严格的硬件、软件及操作约束下开发的软件项目（如，飞机的航空
控制系统）。
基本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具有以下形式：
Ｅ＝ａｂ ＫＬＯＣｂ ｂ
Ｄ＝Ｃｂ Ｅｄｂ
其中，Ｅ 是以人月为单位的工作量，Ｄ 是以月表示的开发时间，ＫＬＯＣ 是
估算的项目代码行数（以千行为单位）。表 ５－５ 列出系数 ａｂ 和 ｃｂ 及指数 ｂｂ 和
ｄｂ 。
表 ５－５

基 本 ＣＯＣＯＭＯ 模 型

软件项目

ａｂ

ｂｂ

ｃｂ

ｄｂ

组织模式

２．４

１．０５

２．５

０．３８

半分离模式

３．０

１．１２

２．５

０．３５

嵌入模式

３．６

１．２０

２．５

０．３２

为了考虑一组“成本驱动因子属性”［ＢＯＥ８１］扩展了基本模型，它们可以
被分为四个主要类型：产品属性、硬性属性、人员属性及项目属性。这些类
型共有 １５ 个属性，在 ６ 个级别上取值，从“很低”到“很高”（根据重要性
或价值）。根据这个取值级别，可以从 Ｂｏｅｈｍ［ＢＯＥ８１］提供的表中来确定工作
量乘数，且所有工作量乘数的乘积就是工作量调整因子（ｅｆｆｏｒ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ＥＡＦ）。ＥＡＦ 的典型值是从 ０．９ 到 １．４ 之间。
中级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具有以下形式：
Ｅ＝ａｉ ＫＬＯＣｂｉ ×ＥＡＦ
其中，Ｅ 是以人月为单位的工作量，ＫＬＯＣ 是估算的项目代码行数（以千行
为单位）。系数 ａｉ 及指数 ｂｉ 由表 ５－６ 给出。
表 ５－６
软件项目
组织模式

中 级 ＣＯＣＯＭＯ 模 型
ａｉ
３．２

ｂｉ
１．０５

半分离模式

３．０

１．１２

嵌入模式

２．８

１．２０

ＣＯＣＯＭＯ 代表了软件估算的一个综合经验模型。然而，Ｂｏｅｈｍ 自己关于
ＣＯＣＯＭＯ（可以扩展到所有模型）的评论［ＢＯＥ８１］应该引起注意：
今天，一个软件成本估算模型如果能够达到以下结果就相当不错了：估
算的软件开发成本与实际的成本相差不到 ２０％，时间估算相差不到 ７０％，而
且是在它自己的地盘上（即，是它适用的项目类型）……这可能不象我们所期
望的那么精确，但已经足以在软件工程经济分析及决策中提供很大的帮助
了。
为了阐明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的使用，我们采用基本模型对本章前面所描述的
ＣＡＤ 软件范例进行估算。根据表 ５－１ 中给出的 ＬＯＣ 估算和表 ５－５ 中所标注
的系数及指数，我们利用基本模型可以得到：
Ｅ＝２．４（ＫＬＯＣ）１．０５
＝２．４（３３．２）１．０５
＝９５ 个人月
这个值比 ５．６ 节导出的几个估算值要高得多。因为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假设了比
５．６ 节低得多的 ＬＯＣ／ｐｍ，所以结果并不令人吃惊。为了适用于本范例中的问
题，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应该做适当调整。
要计算项目的持续时间，我们使用上面描述的工作量估算值：
Ｄ＝２．５Ｅ０．３５
＝２．５（９５）０．３５
＝１２．３ 个月
项目持续时间的估算值使得计划者能够为该项目确定一个合适的人员数
目，Ｎ：
Ｎ＝Ｅ／Ｄ
＝９５／１２．３
＝约 ８ 人
实际上，计划者可能决定只用四个人，并相应地延长项目的持续时间（应
该注意到：工作量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因此，将人员减少至四
人并不意味着项目需要增加一倍的时间。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参见文献
［ＰＵＴ９２］。
５．７．３ 软件方程式
软件方程式［ＰＵＴ９２］是一个多变量模型，它假设在软件开发项目的整个生
命周期中的一个特定的工作量分布。该模型是从 ４０００ 多个当代的软件项目中
收集的生产率数据中导出的。基于这些数据，估算模型具有以下形式：
Ｅ＝［ＬＯＣ×Ｂ０．３３３ ／Ｐ］３×（１／ｔ４ ）
（５．３）
其中，Ｅ＝以人月或人年为单位的工作量
ｔ＝以月或年表示的项目持续时间
Ｂ＝“特殊技术因子”，它随着“对集成、测试、质量保证、文档、
及管理技术的需求的增长”而缓慢增加。对于较小的程序
（ＫＬＯＣ＝５ 到 １５），Ｂ＝０．１６。对于超过 ７０ＫＬＯＣ 的较大程序，Ｂ＝０．３９。
Ｐ＝“生产率参数”，它反映了：
·总体的过程成熟度及管理水平

·良好的软件工程实践被使用的程度
·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的级别
·软件环境的状态
·软件项目组的技术及经验
·应用的复杂性
对于实时嵌入式软件的开发，典型值是 Ｐ＝２０００；对于电讯及系统软件，
Ｐ＝１００００；而对于商业系统应用， Ｐ＝２８０００。当前项目的生产率参数可以通过
从以前的开发工作中收集到的历史数据中导出。
应该注意到：软件方程式有两个独立的参数：（１）规模的估算值（以 ＬＯＣ
表示），及（２）以月或年表示的项目持续时间。
为了简化估算过程，并将该模型表示成更为通用的形式，Ｐｕｔｎａｍ 和
Ｍｙｅｒｓ［ＰＵＴ９２］又提出了一组方程式，它们均从软件方程式中导出。最小开发
时间被定义为：
ｔｍｉｎ ＝８．１４（ＬＯＣ／ＰＰ）０．４３ ，以月表示，对于 ｔｍｉｎ ＞６ 个月的情况（５．４ａ）
Ｅ＝１８０Ｂｔ３ ，以人月表示，对于 Ｅ≥２０ 的情况（５．４ｂ）
注意等式（５．４ｂ）中的 ｔ 是以年表示的。
对本章前面所讨论的 ＣＡＤ 软件使用等式（５．４）时，Ｐ＝１２０００（对科学计算软
件的推荐值）：
ｔｍｉｎ ＝８．１４（３３，２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３
ｔｍｉｎ ＝１２．６ 个月
Ｅ＝１８０×０．２８×（１．０５）２
Ｅ＝５８ 个人月
由软件方程式得到的结果与 ５．６ 节的估算值非常符合。
５．８ 自行开发或购买的决策
在许多软件应用领域中，直接获取（购买）计算机软件常常比自行开发的
成本要低得多。软件工程管理者面临着是自行开发还是购买的决策，且因为
有多种可选的获取方案使得决策更加复杂：（１）购买可直接使用的软件（或被
授权使用）；（２）购买“具有完全经验”或“具有部分经验”的软件构件（见
５．４．２ 节），然后进行修改和集成，以满足特定的需求；或（３）软件可以由一
个外面的承包商根据买方的规约定制开发。
软件获取的步骤根据对要购买的软件的要求程度及最终价格来定义。在
某些情况下（如，低成本的 ＰＣ 软件），直接购买并试验比起对可选的软件包进
行冗长的评估要便宜得多。而对于比较昂贵的软件产品，可采用下列指导原
则：
１．建立所需软件的功能及性能规约，定义任何可能的可测量特性。
２．估算内部开发的成本及交付日期。
３ａ．选择三到四个最符合你的需求的候选软件。
３ｂ．选择能够有助于建造所需软件的可复用软件构件。
４．建立一个比较矩阵，对关键功能进行仔细比较。或者，进行基准测试，
以比较候选软件。
５．根据以前产品的质量、开发商的支持、产品的方向、以及其名声，来

评估每个候选软件包或构件。
６．联系该软件的其他用户并询问其意见。
在最后的分析中，自行开发或是购买的决策是根据以下条件决定的：（１）
软件产品的交付日期是否比内部开发要快？（２）购买的成本加上定制的成本
是否比内部开发该软件的成本要低？（３）外部支持的成本（如，一个维护合约）
是否比内部支持的成本要少？这些条件可以用于上述的每一个可选的获取方
案中。
５．８．１ 创建决策树
前述的步骤可以使用统计技术进行扩充，如决策树分析［ＢＯＥ８９］。例如，
图 ５－６ 刻画了一个软件系统 Ｘ 的决策树。在这个例子中，软件工程组织能够
（１）从头开始建造系统 Ｘ；（２）复用已有的“具有部分经验”的构件来构造系
统；（３）购买现成的软件产品，并修改它，以满足当前项目的需要；或（４）将
软件开发承包给外面的开发商。
如果从头开始建造系统，那么这项工作是困难的占百分之七十的概率。
使用本章前面所讨论的估算技术，项目计划者预计：一个困难的开发工作将
需要￥４５００００ 的成本；而一个“简单的”开发工作则需要￥３８０ ０００。沿决策
树的任一分支进行计算，得到成本的预期值如下：
预期成本＝Σ（路径概率）ｉ×（估算的路径成本）ｉ
其中，ｉ 是决策树的某个路径。对于“建造系统”这条路径而言：
预期成本 ｂｕｉｌｄ ＝０．３０（￥３８０Ｋ）＋０．７０（￥４５０Ｋ）＝￥４２９Ｋ（Ｋ：千元）
沿着决策树的其他路径，“复用”、“购买”、及“承包”情况下的预
期成本也可被给出。这些路径的预期成本如下：
预期成本 ｒｅｕｓｅ ＝０．４０（￥２７５Ｋ）＋ ０．６０［０．２０（￥３１０Ｋ）＋０．８０（￥４９０Ｋ）］＝￥３８２Ｋ
预期成本 ｂｕｙ ＝０．７０（￥２１０Ｋ）＋０．３０（￥４００Ｋ）＝￥２６７Ｋ
预期成本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６０（￥３５０Ｋ）＋ ０．４０（￥５００Ｋ）＝￥４１０Ｋ
根据图 ５－３ 给出的路径概率及估算成本，可以知道“购买”方式具有最
低的预期成本。
不过，应该注意到：在决策过程中许多标准（而不仅仅是成本）必须加以
考虑。可用性、开发人员／厂家／承包商的经验、与需求的一致性、当前项目
的“策略”、以及修改的可能性等，这些都是可能影响最终决定，使用建造、
复用、购买或承包方式的标准，当然这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标准而已。

５．８．２ 外购
每一个开发计算机软件的公司或迟或早都会问到一个基本问题：“是否
有什么方法使得我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得到所需的软件和系统？”。这个问
题的答案不是唯一的，但对于这个问题的情绪化的回答经常是一句话：“外
购”。
在概念上，外购是非常简单的。软件工程活动被承包给第三方厂商，他
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质量来完成这项工作。公司内部需要做的软件
工作已经降至仅仅是合同管理活动。
Ｅｄｗａｒｄ Ｙｏｕｒｄｏｎ［ＹＯＵ９２］在讨论对于外购的不断增长的趋势时说：

如果你已经培养了一种文化理念，认为美国的软件产业是世界的领袖，
那么我只是想问你是否还记得仅在几年前对我们的汽车产业也有同样的想
法……软件开发可能会从美国移至其他许多国家的软件工厂中，那里的人们
也受过良好教育，成本较低，且更加投入地提高质量和生产率。
多么有力的陈述！而且现在已经成为事实。
外购的决策可以从战略及战术两个级别进行考虑。在战略级，商业管理
要考虑是否软件工作的绝大部分可以承包给其他厂商。在战术级，项目管理
者要确定是否项目的部分或全部能够通过外包部分软件工作的方式而被很好
地完成。
不考虑其他很多因素，外购的决策常常是财政的决策。关于外购的财政
分析的详细探讨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最好留给其他人去研究［ＭＩＮ９５］。不过，
从正反两方面考察一下外购的决策是值得的。
从正面来看，通过减少软件人员及相应设备（如，计算机、基础设施等）
通常能够节约成本。而从反面来看，公司失去了对其所需软件的部分控制权。
因为软件是一种技术，使得它区别于公司的系统、服务、及产品，所以，公
司冒着将其命运交到第三方厂商手中的风险。
外购的趋势毫无疑问会持续下去。减缓这个趋势的唯一方法是认识到：
在 ２１ 世纪，软件工作在所有层次上都会有激烈竞争。生存的唯一方法是使自
己变得和外购的厂商一样具有竞争力。
５．９ 自动估算工具
前面几节中所描述的分解技术和经验估算模型已在很多软件工具中得以
实现。这些自动估算工具使得计划者能够估算成本及工作量，并对重要的项
目变量诸如交付日期或人员进行“Ｗｈａｔ－ｉｆ”（什么－假如）分析。虽然已有许
多自动估算工具存在，但它们都具有相同的一般特性，且都需要以下的一种
或几种数据：
１．对于项目规模（如 ＬＯＣ）或功能（如功能点数据）的定量估算。
２．定性的项目特性，如复杂性、所要求的可靠性、或商业上的紧迫度。
３．对于开发人员和／或开发环境的描述。
根据这些数据，由自动估算工具所实现的模型就能够提供关于以下信息
的估算：完成该项目所需的工作量、成本、人员配置、持续时间、以及在某
些情况下，开发进度及相关的风险。
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Ｒ８８］在这些自动估算工具之间进行了有趣的比较。若干不同的
工具被用于同一个项目中。得到的估算结果之间存在很大偏差，这并不令人
吃惊。更重要的是，估算值有时与实际值之间有显著的差异。这再次说明了
估算工具的输出仅应该作为一个“数据点”，从中导出估算值——而不是作
为估算的唯一来源。
５．１０

小结

软件项目计划者在项目开始之前必须先估算三件事：需要多长时间、需
要多少工作量、以及需要多少人员。此外，计划者必须预测所需要的资源（硬
件及软件）和包含的风险。

范围说明能够帮助计划者使用一种或多种技术进行估算，这些技术主要
分为两大类：分解和经验建模。分解技术需要划分出主要的软件功能，接着
估算实现每一个功能所需的程序规模或人月数。经验技术使用根据经验导出
的公式来预测工作量和时间。可以使用自动工具实现某一特定的经验模型。
精确的项目估算一般至少会用到上述三种技术中的两种。通过比较和调
和使用不同技术导出的估算值，计划者更有可能得到精确的估算。软件项目
估算永远不会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将良好的历史数据与系统化的技术结合
起来能够提高估算的精确度。
思考题
５．１ 假设你是一家为用户开发软件的公司的项目管理者。你承接了一个
家庭保安系统的软件开发项目。写一个范围说明来描述该软件，确定你的范
围说明是界定的。如果你对家庭保安系统不熟悉，在你开始写作之前先做一
些调研工作。你也可以选择其他你感兴趣的问题，而不做家庭保安系统。
５．２ 在 ５．１ 节简要地讨论了软件项目的复杂性。建立一个表，列出可能
会影响项目复杂性的软件特性（如，并发操作、图形输出等）。按其对项目影
响的程度排列这些特性。
５．３ 在计划过程中，性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讨论针对不同的软件
应用领域，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性能的。
５．４ 根据你在问题 ５．１ 中所述的家庭保安系统的软件范围，进行功能分
解 。 以 ＬＯＣ 估 算 每 个 功 能 的 规 模 。 假 设 你 所 在 的 公 司 平 均 生 产 率 是
４５０ＬＯＣ／ｐｍ，且平均劳动力价格是每人月 ７０００ 美元，使用 ５．６．３ 节讨论的基
于 ＬＯＣ 的估算技术来估算建造该软件所需的工作量及成本。
５．５ 使用第 ４ 章所述的 ３Ｄ 功能点测量，计算家庭保安系统软件的 ＦＰ 值，
并使用 ５．６．４ 节所讨论的基于 ＦＰ 的估算技术导出工作量及成本的估算值。
５．６ 使用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估算家庭保安系统软件。假设采用基本模型。
５．７ 使用“软件方程式”估算家庭保安系统软件。假设采用等式（５．４）
且 Ｐ＝８０００。
５．８ 比较从问题 ５．４ 到问题 ５．７ 所得到的工作量估算值。使用三点估算
法导出该项目的单一估算值。求出标准偏差，它对你关于估算的确信程度有
何影响？
５．９ 使用从问题 ５．８ 中得到的结果，确定是否有可能期望该软件能在 ６
个月之内完成，及要完成该工作需要多少人员？
５．１０ 建立一个电子表格模型，实现本章所述的一个或多个估算技术。
５．１１ 建立一个项目组：开发一个软件工具，实现本章所述的每一个估算
技术。
５．１２ 有一点似乎很奇怪：成本和进度估算是在软件项目计划期间完成的
——在详细的软件需求分析或设计进行之前。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是否存
在不需要这样做的情况？
５．１３ 假设每个分支的概率均为 ５０－５０，重新计算图 ５－６ 中决策树上所标
注的预期值。这会改变你的最终决定吗？
５．１４ 在行业文献中（如，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ｗｏｒｌ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等）查阅
最近的关于外购的文章。写一个 ２ 到 ３ 页的文章描述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Ｂｅｎｎａｔａｎ［ＢＥＮ９２］，Ｗｅｌｌｍａ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ｓｔｉｎｇ，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２），
和 Ｌｏｎｄｅｉｘ（Ｃｏ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１９８７）等人的书中包含了很多关于软件项目计划及估算的有用信息。Ｌｅｄｅｒｅｒ
和 Ｐｒａｓａｄ（“Ｎｉ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２）提供了一组有用的统计信息，
可以作为进行更好的成本估算的指南。
Ｐｕｔｎａｍ 和 Ｍｙｅｒ 的关于软件成本估算的详细论述［ＰＵＴ９２］以及 Ｂｏｅｈｍ 的
关于软件工程经济学的书［ＢＯＥ８１］都描述了软件的经验估算模型。两本书中
都提供了对于来自成百上千个软件项目的数据的详细分析。 ＤｅＭａｒｃｏ 的一本
优秀论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Ｙｏｕｒ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提供了
关 于 软 件 项 目 的 管 理 、 测 量 及 估 算 的 有 价 值 的 观 点 。 Ｓ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９）和 Ｍａ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０）非常细致地探讨了如何进
行软件项目估算。
代码行成本估算是产业界中使用得最广泛的一种方法。不过，面向对象
范型（见第四部分）的影响可能会使某些估算模型无效。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面向
对象的软件度量，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４）
探讨了针对面向对象系统的估算。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的新版本，在 ９０ 年代进行了更新，可以在下面的网址上得
到：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ｅｔ．ｕｓｃ．ｅｄｕ／ＣＯＣＯＭＯ２．０／Ｃｏｃｏｍｏ．ｈｔｍｌ
经常提出的问题（ＦＡＱ）及项目管理术语表可在以下站点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ｓｔ．ｃｏｍ／ｐｒｏｊｐｌａｎ／ｐｒｏｊ－ｐｌａｎ．ＦＡＱ．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
：
／／ｓｍｕｒｆｌａｎｄ．ｃｉｔ．ｂｕｆｆａｌｏ．ｅｄｕ／ＮｅｔＭａｎ／ＦＡＱｓ／ｐｒｏｊ－
ｐｌａｎ．ＦＡＱ．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ｓｔ．ｃｏｍ／ｐｒｏｊｐｌａｎ／ｐｒｏｊ－ｐｌａｎ．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ｈｔｍｌ
有关软件项目管理工具的信息可在下面的网址上获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ｓｔ．ｃｏｍ／ｐｒｏｊｐｌａｎ／ｐｒｏｊ－ｐｌ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ｓ．ｈｔｍｌ
关于项目管理资源的列表可以在下面的网址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ｍｉ．ｏｒｇ／ｐｍｉ／ｍｅｍ＿ｐｒｏｄ／ｐｍｍｉｓｃ．ｈｔｍ
项目成本分析的详细报告及大量参考文献可在下面的网址上获得：
ｈｔｔｐ：／／ｍｉｊｕｎｏ．ｌａｒ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ｄｆｃ／ｐｃａ．ｈｔｍｌ
一个最新的关于软件项目估算的 ＷＷＷ 参考目录可在下面的网址上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第６章

风险管理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ｒｅｔｔｅ［ＣＨＡ８９］在他的关于风险分析及管理的书中给出了风
险概念的定义是：
首先，风险关注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今天和昨天已不再被关心，如同
我们已经在收获由我们过去的行为所播下的种子。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通
过改变我们今天的行为，而为一个不同的、充满希望的、更美好的明天创造
机会。其次，这意味着，风险涉及改变，如思想、观念、行为、或地点的改
变……第三，风险涉及选择及选择本身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因此，就象死亡
和税收一样，风险是生活中最不确定的元素之一。
当在软件工程领域考虑风险时，Ｃｈａｒｅｔｔｅ 的三个概念定义是显而易见
的。未来是我们所关心的——什么样的风险会导致软件项目彻底失败呢？改
变也是我们所关心的——用户需求、开发技术、目标计算机、以及所有其他
与项目相关的因素的改变将会对按时交付和总体成功产生什么影响呢？最
后，我们必须抓住选择机会——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及工具？需要多少人
员参与工作？对质量的要求要达到什么程度才是“足够的”？
Ｐｅｔｅｒ Ｄｒｕｃｋｅｒ［ＤＲＵ７５］曾经说过：“当没有办法消除风险，甚至连试
图降低该风险也存在疑问时，这些风险就是真正的风险了”。在我们能够标
识出软件项目中的“真正风险”之前，识别出所有对管理者及开发者而言均
为明显的风险是很重要的。
６．１ 被动和主动的风险策略
被动风险策略被戏称为“印地安那·琼斯学派的风险管理”［ＴＨＯ９２］。
印地安那·琼斯在以其名字为影片名的电影中，每当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时，
总是一成不变地说：“不要担心，我会想出办法来的！”。印地安那·琼斯
从不担心任何问题，直到它们发生，再做出英雄式的反应。
遗憾的是，一般的软件项目管理者并不是印地安那·琼斯，且软件项目
组的成员也不是他的可信赖的伙伴。大多数软件项目组还是仅仅依赖于被动
风险策略。被动策略最多不过是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来监督项目，直到它们
变成真正的问题时，才会拨出资源来处理它们。更普遍的情况是，软件项目
组对于风险不闻不问，直到发生了错误，这时，项目组才赶紧采取行动，试
图迅速地纠正错误。这常常被称为“救火模式”。当这样的努力失败后，“危
机管理”［ＣＨＡ９２］接管一切，这时项目已经处于真正的危机中了。
对于风险管理的一个更聪明的策略是主动式的。主动策略早在技术工作
开始之前就已经启动了。标识出潜在的风险，评估它们出现的概率及产生的
影响，且按重要性加以排序，然后，软件项目组建立一个计划来管理风险。
主要的目标是预防风险，但因为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能够预防，所以，项目组
必须建立一个意外事件的计划，使其在必要时能够以可控的及有效的方式作
出反应。在本章其余部分，我们将讨论风险管理的主动策略。
６．２ 软件风险
虽然对于软件风险的严格定义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在风险中包含了两个

特性这一点上是已达成了共识的［ＨＩＧ９５］：
·不确定性——刻划风险的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即，没有 １００
％发生的风险（１００％发生的风险是加在项目上的约束）。
·损失——如果风险变成了现实，就会产生恶性后果或损失。
进行风险分析时，重要的是量化不确定性的程度及与每个风险相关的损
失的程度。为了实现这点，必须考虑不同类型的风险。
项目风险威胁到项目计划。也就是说，如果项目风险变成现实，有可能
会拖延项目的进度，且增加项目的成本。项目风险是指潜在的预算、进度、
人力（工作人员及组织）、资源、客户、及需求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对软件
项目的影响。在第 ５ 章中，项目复杂性、规模、及结构不确定性也被定义为
项目（估算）风险因素。
技术风险威胁到要开发软件的质量及交付时间。如果技术风险变成现
实，则开发工作可能变得很困难或根本不可能。技术风险是指潜在的设计、
实现、接口、验证、和维护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规约的二义性、技术的不
确定性、陈旧的技术、及“先进的”技术也是风险因素。技术风险的发生是
因为问题比我们所设想的更加难以解决。
商业风险威胁到要开发软件的生存能力。商业风险常常会危害项目或产
品。五个主要的商业风险是：（１）开发了一个没有人真正需要的优秀产品或系
统（市场风险）；（２）开发的产品不再符合公司的整体商业策略（策略风险）；（３）
建造了一个销售部门不知道如何去卖的产品；（４）由于重点的转移或人员的变
动而失去了高级管理层的支持（管理风险）；以及（５）没有得到预算或人力上的
保证（预算风险）。应该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简单的分类并不总是行得
通。某些风险根本无法事先预测。
另一种常用的分类方式是由 Ｃｈａｒｅｔｔｅ［ＣＨＡ８９］提出的。已知风险是通
过仔细评估项目计划、开发项目的商业及技术环境、以及其他可靠的信息来
源（如，不现实的交付时间，没有需求或软件范围的文档、恶劣的开发环境）
之后可以发现的那些风险。可预测风险能够从过去项目的经验中推断出来
（如，人员调整、与客户之间无法沟通、由于需要进行维护而使开发人员精力
分散）。不可预测风险就象纸牌中的大王，它们可能、也会真的出现，但很难
事先识别出它们来。
６．３ 识别风险
识别风险是试图系统化地确定对项目计划（估算、进度、资源分配）的威
胁。通过识别已知的和可预测的风险，项目管理者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在
可能时避免这些风险，且当必要时控制这些风险。
在 ６．２ 节中提出的每一类风险又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一般性风险和特
定产品的风险。一般性风险对每一个软件项目而言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
定产品的风险只有那些对当前项目的技术、人员、及环境非常了解的人才能
识别出来。为了识别特定产品的风险，必须检查项目计划及软件范围说明，
并给出以下问题的答案：“本项目中有什么特殊的特性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
项目计划？”
一般性风险和特定产品的风险都应该被系统化地标识出来。 Ｔｏｍ Ｇｉｌｂ
［ＧＩＬ８８］很贴切地表达了这点：“如果你不主动攻击风险，风险就会主动攻

击你”。
识别风险的一个方法是建立风险条目检查表。该检查表可以用于识别风
险，并使得人们集中来识别下列常见子类型中的已知的及可预测的风险：
·产品规模——与要建造或要修改的软件的总体规模相关的风险。
·商业影响——与管理或市场所加诸的约束相关的风险。
·客户特性——与客户的素质以及开发者和客户定期通信的能力相关的
风险。
·过程定义——与软件过程被定义的程度以及它们被开发组织所遵守的
程度相关的风险。
·开发环境——与用以建造产品的工具的可用性及质量相关的风险。
·建造的技术——与待开发软件的复杂性及系统所包含技术的“新奇性”
相关的风险。
·人员数目及经验——与参与工作的软件工程师的总体技术水平及项目
经验相关的风险。
风险条目检查表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与上述每个话题相关的问题
可以由每一个软件项目来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使得计划者能够估算风险产
生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采用另一个不同的风险条目检查表，它仅仅列出与每
一个常见子类型有关的特性。最后，列出一组“风险元素和驱动因子”
［ＡＦＣ８８］
以及它们发生的概率。关于性能、支持、成本、及进度的驱动因子将在以后
讨论。
６．３．１ 产品规模风险
有经验的管理者几乎都对下面的陈述没有异议：项目风险是直接与产品
规模成正比的。下面的风险检查表中的条目标识了与产品（软件）规模相关的
常见风险：
·是否以 ＬＯＣ 或 ＦＰ 估算产品的规模？
·对于估算出的产品规模的信任程度如何？
·是否以程序、文件或事务处理的数目来估算产品规模？
·产品规模与以前产品的规模平均值的偏差百分比是多少？
·产品创建或使用的数据库大小如何？
·产品的用户数有多少？
·产品的需求改变多少？交付之前有多少？交付之后有多少？
·复用的软件有多少？
在每一种情况下，待开发产品的信息必须与过去的经验加以比较。如果
出现了较大的百分比偏差，或者如果数字相近但过去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
则风险较高。
６．３．２ 商业影响风险
有一个大型软件公司的工程经理在他的墙上挂了一个镜框，上面写着：
“上帝给了我头脑使我成为一个优秀的项目管理者，同时每当销售部门设定
项目的最后期限时，也让我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销售部门是受商业驱动
的，而商业考虑有时会直接与技术现实发生冲突。下面的风险检查表中的条

目标识了与商业影响相关的常见风险：
·本产品对公司的收入有何影响？
·本产品是否得到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重视？
·交付期限的合理性如何？
·将会使用本产品的用户数及本产品是否与用户的需要相符合？
·本产品必须能与之互操作的其他产品／系统的数目？
·最终用户的水平如何？
·必须产生并交付给用户的产品文档的量与质如何？
·政府对本产品开发的约束？
·延迟交付所造成的成本消耗是多少？
·产品缺陷所造成的成本消耗是多少？
对于待开发产品的每一个回答都必须与过去的经验加以比较。如果出现
了较大的百分比偏差，或者如果数字相近但过去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则风
险较高。
６．３．３ 客户相关的风险
并非所有客户都是一样的。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ｒｒｏｎ［ＰＲＥ９１］在讨论这个话
题时曾经说过：
客户有不同的需要。一些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而另一些人知道他们不
需要什么。一些客户希望进行详细讨论，而另一些客户则满足于模糊的承诺。
客户有不同的个性。一些人喜欢享受客户的身份——紧张、谈判、一个
好产品带来的心理满足；而另一些人则根本不喜欢作为客户。一些人会高兴
地接受几乎任何交付的产品，并能充分利用一个不好的产品；而另一些人则
会对质量差的产品猛烈抨击。一些人会对质量好的产品表示他们的赞赏；而
另一些人则不管怎样都会抱怨不休。
客户和他们的供应商之间也有各种不同的通信方式。一些人非常熟悉产
品及生产厂商；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素未谋面，仅仅通过信件往来和几个匆忙
的电话与生产厂商沟通。
客户常常是矛盾的。他们希望昨天的一切工作都是免费的。生产厂商经
常陷入客户自己的矛盾之中。
一个“不好的”客户可能会对一个软件项目组能否在预算内按时完成项
目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项目管理者而言，不好的客户是对项目计划的巨大
威胁和实际的风险。下面的风险检查表中的条目标识了与客户特征相关的常
见风险：
·你以前是否曾与这个客户合作过？
·该客户是否很清楚需要什么？他能否花时间把需求写出来？
·该客户是否同意花时间召开正式的需求收集会议（第 １１ 章），以确定项
目范围？
·该客户是否愿意建立与开发者之间的快速通信渠道？
·该客户是否愿意参加复审工作？
·该客户是否具有该产品领域的技术素养？
·该客户是否愿意让你的人来做他们的工作，即，当你的人在做具体的
技术工作时，该客户是否会坚持在旁边监视？

·该客户是否了解软件过程？
如果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的答案是否定的，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调研，以评估潜在的风险。
６．３．４ 过程风险
如果软件过程（第 ２ 章）定义得不清楚；如果分析、设计、及测试以无序
的方式进行；如果质量是每个人都认为很重要的概念，但没有人切实地采取
行动来保证它，那么，这个项目就处于风险之中。以下问题摘自一次由
Ｒ．Ｓ．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ＰＲＥ９５］建立的对软件工程实践活动进
行评估的研讨会。这些问题已经在软件工程研究所（ＳＥＩ）的过程评估调查表中
进行了改编。
过程问题
·你的高级管理层是否支持一份已经写好的政策综述，该综述中强调了
软件开发标准过程的重要性吗？
·你的组织是否已经建立了一份已经成文的、用于本项目的软件过程的
说明？
·开发人员是否“签约”同意按照文档所写的软件过程进行开发工作，
并自愿使用它？
·该软件过程是否可以用于其他项目？
·你的组织是否已经为管理者及技术人员开设了一系列的软件工程培训
课程？·是否为每一个软件开发者和管理者都提供了印好的软件工程标准？
·是否为作为软件过程一部分而定义的所有交付物建立了文档概要及示
例？
·是否定期地对需求规约、设计和编码进行正式的技术复审？
·是否定期地对测试过程和测试情况进行复审？
·是否对每一次正式技术复审的结果要建立了文档，其中包括发现的错
误及使用的资源？
·是否有什么机制来保证软件工程标准确认的方案指导的工作开展正
常？·是否使用配置管理来维护系统／软件需求、设计、编码及测试用例之间
的一致性？
·是否使用一个机制来控制用户需求的变化及其对软件的影响？
·对于每一个承包出去的子合同，是否有一份文档化的工作说明、一份
软件需求规约及一份软件开发计划？
·是否有一个可遵循的规程，来跟踪及复审子合同承包商的工作？
技术问题
·是否使用方便易用的规格说明技术来辅助客户与开发者之间的通信？
·是否使用特定的方法进行软件分析？
·是否使用特定的方法进行数据和体系结构的设计？
·是否百分之 ９０ 以上的代码都是采用高级语言编写的？
·是否定义及使用特定的规则进行代码编写？
·是否使用特定的方法进行测试用例设计？
·是否使用软件工具来支持计划和跟踪活动？
·是否使用配置管理软件工具来控制和跟踪软件过程中的变化活动？

·是否使用软件工具来支持软件分析和设计过程？
·是否使用工具来创建软件原型？
·是否使用软件工具来支持测试过程？
·是否使用软件工具来支持文档的生成和管理？
·是否收集所有软件项目的质量度量值？
·是否收集所有软件项目的生产率度量值？
如果对于上述问题中大多数的答案是否定的，则软件过程是薄弱的，且
风险很高。
６．３．５ 技术风险
突破技术的限制是极具挑战性且令人兴奋的，这是几乎每一个技术人员
的梦想，因为这迫使开发人员使出他的或她的浑身解数，但这也是很有风险
的。Ｍｕｒｐｈｙ 定律似乎对开发工作中的这一部分有了控制，使得我们难以预测
风险，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计划了。下面的风险检查表中的条目标识了与建
造的技术相关的常见风险：
·该技术对于你的组织而言是新的吗？
·客户的需求是否需要创建新的算法或输入、输出技术？
·软件是否需要使用新的或未经证实的硬件接口？
·待开发软件是否需要与开发商提供的未经证实的软件产品接口？
·待开发软件是否需要与其功能及性能均未在本领域中得到证实的数据
库系统接口？
·产品的需求中是否要求采用特定的用户界面？
·产品的需求中是否要求开发某些程序构件，这些构件与你的组织以前
所开发过的构件完全不同？
·需求中是否要求使用新的分析、设计、或测试方法？
·需求中是否要求使用非传统的软件开发方法，如形式化方法、基于 ＡＩ
的方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
·需求中是否有过份的对产品的性能约束？
·客户能确定所要求的功能是“可行的”吗？
如果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的回答是肯定的，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调研，来评估潜在的风险。
６．３．６ 开发环境风险
如果一个木匠被要求用弯曲的、钝的手锯制作一件好家具，则最终产品
的质量肯定是令人怀疑的。即使是熟练的开发者，不适当的或没有效率的工
具也会阻碍工作的进行。软件工程环境支持项目组、过程及产品。但是，如
果环境有缺陷，它就可能成为重要的风险源。下面的风险检查表中的条目标
识了与开发环境相关的常见风险（第 ２９ 章讨论了本检查表中所列的工具种
类）：
·是否有可用的软件项目管理工具？
·是否有可用的软件过程管理工具？
·是否有可用的分析及设计工具？

·分析及设计工具是否支持适用于待建造产品的方法？
·是否有可用的编译器或代码生成器，且适用于待建造产品？
·是否有可用的测试工具，且适用于待建造产品？
·是否有可用的软件配置管理工具？
·环境是否利用了数据库或仓库？
·是否所有软件工具都是彼此集成的？
·项目组的成员是否已经接受过关干每个工具的培训？
·是否有相关的专家能够回答关于工具的问题？
·工具的联机帮助及文档是否适当？
如果对于上述问题中大多数的回答是否定的，则软件开发环境是薄弱
的，且风险很高。
６．３．７ 与人员数目及经验相关的风险
Ｂｏｅｈｍ［ＢＯＥ８９］建议了以下问题可用于评估与人员数目及经验相关的风
险：
·是否有最优秀的人员可用？
·人员在技术上是否配套？
·是否有足够的人员可用？
·开发人员是否能够自始自终地参加整个项目的工作？
·项目中是否有一些人员只能部分时间工作？
·开发人员对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正确的期望？
·开发人员是否接受过必要的培训？
·开发人员的流动是否仍能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如果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的回答是否定的，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调研，以评估潜在的风险。
６．３．８ 风险因素和驱动因子
美国空军［ＡＦＣ８８］写了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了如何很好地识别和消除
软件风险的指南。
他们所用的方法要求项目管理者标识影响软件风险因素的风险驱动因
子，这些因素包括性能、成本、支持和进度。在本讨论中，风险因素是以如
下的方式定义的：
·性能风险——产品能够满足需求且符合于其使用目的的不确定的程
度。
·成本风险——项目预算能够被维持的不确定的程度。
·支持风险——软件易于纠错、适应及增强的不确定的程度。
·进度风险——项目进度能够被维持且产品能按时交付的不确定的程
度。
每一个风险驱动因子对风险因素的影响均可分为四个影响类别——可忽
略的、轻微的、严重的及灾难性的。表 ６－１［ＢＯＥ８９］指出了由于错误而产
生的潜在影响（标为 １ 的行）或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标为 ２
的行）。影响类别的选择是以最符合表中描述的特性为基础的。

表 ６－ １
因素

影 响 评 估 ［ ＢＯＥ８９ ］

性能

支持

成本

进度

类别
灾难的

１ 无法满足需求而导致任务失败

错误将导致进度延迟和成本增加，预计超
支￥５００Ｋ

２ 严重退化使得根本无

无法做出响应或

法达到要求的技术性能 无法支持的软件
严重的

严重的资金短缺， 无法在交付日期内完
很可能超出预算

１ 无法满足需求而导致系统性能下降，使得任 错误将导致操作上的延迟，并使成本增
务能否成功受到质疑
２ 技术性能有些降低

加， 预计超支￥１００Ｋ 到￥５００Ｋ
在软件修改中有

资金不足，可能会 交付日期可能延迟

少量的延迟
轻微的

成

１ 无法满足需求，而导致次要任务的退化

超支
成本、影响和或可恢复的进度上的小问题
预计超支￥１Ｋ 到￥１００Ｋ

２ 技术性能有较小的降低 较好的软件支持

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实际的、可完成的进
度计划

可忽略的 １ 无法满足需求而导致使用不方便或不易操作 错误对进度及成本的影响很小，预计超支
少于￥１Ｋ
２ 技术性能不会降低

易于进行软件支持 可能低于预算

交付日期将会提前

注： １．未测试出的软件错误或缺陷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２．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６．４ 风险预测
风险预测，又称风险估算，试图从两个方面评估每一个风险——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或概率，以及如果风险发生了，所产生的后果。项目计划者，以
及其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起执行四个风险预测活动：（１）建立一个尺
度，以反映风险发生的可能性；（２）描述风险的后果；（３）估算风险对项目及
产品的影响；（４）标注风险预测的整体精确度，以免产生误解。
６．４．１ 建立风险表
风险表给项目管理者提供了一种简单的风险预测技术（风险表应该采用
电子表格来实现，这样使得表中的内容易于操纵及排序）。风险表的样本如图
６－２ 所示。
项目组一开始要在表中的第一列列出所有风险（不管多么细微）。这可以
利用 ６．３ 节所述的风险检查表条目来完成。每一个风险在第二列上加以分类
（如，ＰＳ 指产品规模风险，ＢＵ 指商业风险）。每个风险发生的概率则输入到第
三列中。每个风险的概率值可以由项目组成员个别估算，然后将这些单个值
求平均，得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概率值。下一步是评估每个风险所产生的影响。
使用表 ６－１ 所述的特性评估每个风险因素，并确定其影响的类别。对四个风

险因素——性能、支持、成本、及进度——的影响类别求平均可得到一个整
体的影响值（如果其中一个风险因素对项目特别重要，也可以使用加权求平均
值）。
表 ６－２
风险

分类前的风险表样本
类别

概率

影响

规模估算可能非常低

ＰＳ

６０ ％

２

用户数量大大超出计划

ＰＳ

３０ ％

３

复用程度低于计划

ＰＳ

７０ ％

２

最终用户抵制该系统

ＢＵ

４０ ％

３

交付期限将被紧缩

ＢＵ

５０ ％

２

资金将会流失

ＣＵ

４０ ％

１

用户将改变需求

ＰＳ

８０ ％

２

技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ＴＥ

３０ ％

１

缺少对工具的培训

ＤＥ

８０ ％

３

人员缺乏经验

ＳＴ

３０ ％

２

人员流动比较频繁

ＳＴ

６０ ％

２

ＲＭＭＭ

·
·
·
影响类别取值：
１ —灾难的
２ —严重的
３ —轻微的
４ —可忽略的

一旦完成了风险表的前四列内容，就要根据概率及影响来进行排序。高
发生概率、高影响的风险放在表的上方，而低概率风险则移到表的下方。这
样就完成了第一次风险排序。
项目管理者研究已排序的表，并定义一条中止线。该中止线（表中某一点
上的一条水平线）表示：只有那些在线之上的风险才会得到进一步的关注。而
在线之下的风险则需要再评估以完成第二次排序。
风险影响及概率从管理的角度来考虑，是起着不同的作用的（见图 ６－
１）。一个具有高影响但发生概率很低的风险因素不应该花费太多的管理时
间。而高影响且发生概率为中到高的风险、以及低影响且高概率的风险，应
该首先列入管理考虑之中。
所有在中止线之上的风险都必须进行管理。标有 ＲＭＭＭ 的列中包含了一个
指示器，指向为所有中止线之上的风险所建立的风险缓解、监控、及管理计
划（Ｒｉｓｋ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ＲＭＭＭ 计划将在 ６．５
节讨论。
风险概率的确定可以通过先做个别估算而后求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值来完
成。虽然该方法是可行的，不过仍存在很多其他确定风险概率的更加复杂的
技术［ＡＦＣ８８］可供使用。风险驱动因子的评估是以一个定性的概率尺度：不

可能、不一定、可能和极可能为基础，然后，根据每一个定性值相关的数学
概率值（如，概率为 ０．７ 到 １．０ 表示极可能发生的风险）来计算的。
６．４．２ 评估风险影响
如果风险真的发生了所产生的后果有三个因素可能会受影响：风险的性
质，范围，及时间。风险的性质是指当风险发生时可能产生的问题。例如，
一个定义得很差的与客户硬件的外部接口（技术风险）会妨碍早期的设计及测
试，也有可能导致项目后期阶段的系统集成问题。风险的范围结合了严重性
（即风险有多严重？）及其整体分布情况（项目中有多少部分受到影响或有多
少用户受到损害？）。最后，风险的时间主要考虑何时能够感到风险及持续多
长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项目管理者希望“坏消息”越早出现越好，但在
某些情况下，越迟越好。
让我们再回到美国空军提出的风险分析方法上来［ＡＦＣ８８］。以下的步骤
被建议用来确定风险的整体影响：
１．确定每个风险元素发生的平均概率。
２．使用表 ６－１，基于其中列出的标准来确定每个因素的影响。
３．按照前面几节给出的方法完成风险表，并分析其结果。
６．４．１ 节和 ６．４．２ 节所述的风险预测和分析技术可以在软件项目进展过
程中迭代使用。项目组应该定期复查风险表，再评估每一个风险，以确定新
的情况是否引起其概率及影响发生改变。这个活动的结果可能需要在表中添
加一些新风险，删除一些不再有影响的风险，并改变风险的相对位置。
６．４．３ 风险评估
在风险管理中的这一步，我们建立了如下形式的一系列三元组［ＣＨＡ８９］：
［ｒｉ ，ｌｉ ，ｘｉ ］
其中 ｒｉ 表示风险，ｌｉ 表示风险发生的概率，ｘｉ 则表示风险产生的影响。
在风险评估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审查在风险预测阶段所做的估算的精确度，
试图为所发现的风险排出优先次序，并开始考虑如何控制和／或避免可能发生
的风险。
要使评估发生作用，必须定义一个风险参考水平值［ＣＨＡ８９］。对于大多
数软件项目而言，前面所讨论的风险因素——性能、成本、支持、及进度—
—也代表示了风险参考水平值。即，对于性能下降、成本超支、支持困难、
或进度延迟（或者这四种的组合），都有一个水平值的要求，超过它就会导致
项目被迫终止。如果风险的组合所产生的问题引起一个或多个参考水平值被
超过，则工作将会停止。在软件风险分析中，风险参考水平值存在一个点，
称为参考点或临界点，在这个点上决定继续进行该项目或终止它（问题太大了）
都是可以接受的。
图 ６－２ 以图形方式表示了这种情况。如果风险的组合产生问题而导致成
本超支及进度延迟，则会有一个水平值，即图中所示的曲线，当超过它时会
引起项目终止（阴影区域）。在临界点上，决定继续进行或终止项目都是可以
的。

实际上，参考水平很少能表示成如图所示的一条光滑曲线。在大多数情
况下，它是一个区域，其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即，基于参考值的组合进行管
理决策常常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风险评估过程中，我们执行以下步骤：
１．定义项目的风险参考水平值。
２．建立每一组［ｒｉ ，ｌｉ ，ｘｉ ］与每一个参考水平值之间的关系。
３．预测一组临界点以定义项目终止区域，该区域由一条曲线或不确定区
域所界定。
４．预测什么样的风险组合会影响参考水平值。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专门探讨风险分析的论著（如文献［ＣＨＡ８９、ＲＯＷ８８］）。
６．５ 风险缓解、监控和管理
这一步的所有风险分析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辅助项目组建立处理风
险的策略。一个有效的策略必须考虑三个问题：
·风险避免。
·风险监控。
·风险管理及意外事件计划。
如果软件项目组对于风险采用主动的方法，则避免永远是最好的策略。
这可以通过建立一个风险缓解计划来达到。例如，假设频繁的人员流动被标
注为一个项目风险，ｒ０ 。基于以往的历史及管理经验，人员频繁流动的概率
ｌ０ 被估算为 ０．７（７０％，相当高），而影响 ｘ０ 被预测为对于项目成本及进度有
严重的影响（见图 ６－１）。
为了缓解这个风险，项目管理必须建立一个策略来降低人员流动。可能
采取的策略如下：
·与现有人员一起探讨一下人员流动的原因（如，恶劣的工作条件，低报
酬，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
·在项目开始之前，采取行动以缓解那些在管理控制之下的原因。
·一旦项目启动，假设会发生人员流动并采取一些技术以保证当人员离
开时的工作连续性。
·对项目组进行良好组织，使得每一个开发活动的信息能被广泛传播和
交流。
·定义文档的标准，并建立相应的机制，以确保文档能被及时建立。
·对所有工作进行详细复审，使得不止一个人熟悉该项工作。
·对于每一个关键的技术人员都指定一个后备人员。
随着项目的进展，风险监控活动开始进行了。项目管理者监控某些因素，
这些因素可以提供风险是否正在变高或变低的指示。在人员频繁流动的例子
中，应该监控下列因素：
·项目组成员对于项目压力的一般态度。
·项目组的凝聚力。
·项目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
·与报酬和利益相关的潜在问题。
·在公司内及公司外工作的可能性。

除了监控上述因素之外，项目管理者还应该监控风险缓解步骤的效力。
例如，前述的一个风险缓解步骤中要求定义“文档的标准，并建立相应的机
制，以确保文档能被及时建立”。如果有关键的人员离开了项目组，这是一
个保证工作连续性的机制。项目管理者应该仔细地监控这些文档，以保证每
一个文档内容正确，且当新员工加入该项目时，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
风险管理及意外事件计划假设缓解工作已经失败，且风险变成了现实。
继续前面的例子，假定项目正在进行之中，有一些人宣布将要离开。如果按
照缓解策略行事，则有后备人员可用，因为信息已经文档化，有关知识已经
在项目组中广泛进行了交流。此外，项目管理者还可以暂时重新将资源调整
到那些人员充足的功能上去（并调整项目进度），从而使得新加入人员能够“赶
上进度”。同时，应该要求那些要离开的人员停止工作，并在最后几星期进
入“知识交接模式”。这可能包括：基于视频的知识捕获，“注释文档”的
建立和／或与仍留在项目组中的成员进行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ＲＭＭＭ 步骤将导致额外的项目开销。例如，花费时间去“备
份”每一个关键的技术人员是需要花钱的。因此，风险管理的部分任务是评
估何时由 ＲＭＭＭ 步骤所产生的效益低于实现它们所花费的成本。本质上是讲，
项目计划者执行一个典型的成本－效益分析来估算项目的开销变化情况。如果
对于频繁人员流动风险的缓解步骤将会增加 １５％的项目成本及持续时间，而
主要的成本因素是“备份后备人员”，则管理者可能决定不执行这一步骤。
另一方面，如果风险缓解步骤仅增加 ５％的成本及 ３％的持续时间，则管理者
极有可能将这一步骤付诸实现。
对于一个大型项目，可能标出 ３０ 或 ４０ 种风险。如果为每种风险定义三
至七个风险管理步骤，则风险管理本身就可能变成一个“项目”！因此，我
们将 Ｐａｒｅｔｏ 的 ８０—２０ 规则用于软件风险上。经验表明：整个软件风险的 ８０
％（即，可能导致项目失败的 ８０％的潜在因素）能够由仅仅 ２０％的已标出风险
来说明。早期风险分析步骤中所实现的工作能够帮助计划者确定哪些风险在
所说的这 ２０％中。因此，一些已经标出、评估过及预测过的风险可能并不纳
入 ＲＭＭＭ 计划之中——它们不属于那关键的 ２０％（具有最高项目优先级的风
险）。
６．６ 安全性风险和危险
风险并不仅限于软件项目本身。在软件已经被成功开发并交付给客户之
后，仍有可能发生风险。这些风险一般与领域中的软件失败相关。
虽然一个良好的系统发生错误的概率很小，但在基于计算机的控制及监
督系统中未被发现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或者更加严重，造成
人员伤害或丧失生命。不过，基于计算机的控制及监督系统所产生的成本和
功能效益常常超过这种风险。今天，计算机硬件及软件已经大量用于有规律
地控制安全性很重要的系统。
当软件被用做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时，复杂性会以数量级增加。由于人的
错误所引起的微小的设计缺陷（这在基于硬件的传统控制系统中能够被发现
并消除）当使用软件时会变得难以发现。
软件安全和危险分析是属于软件质量保证活动（第 ８ 章），它主要是来标
识和评估可能对软件产生负面影响并使整个系统失败的潜在危险。如果能够

在软件工程的早期阶段标出危险，则可以指定软件设计特征来消除或控制潜
在的危险。
６．７ ＲＭＭＭ 计划
风险管理策略可以包含在软件项目计划中，或者风险管理步骤也可以组
织成一个独立的风险缓解、监控和管理计划（ＲＭＭＭ 计划）。ＲＭＭＭ 计划将所有风
险分析工作文档化，并由项目管理者作为整个项目计划中的一部分来使用。
ＲＭＭＭ 计划的大纲如下：
Ⅰ．引言
１．文档的范围和目的
２．主要风险综述
３．责任
ａ．管理者
ｂ．技术人员
Ⅱ．项目风险表
１．中止线之上的所有风险的描述
２．影响概率及影响的因素
Ⅲ．风险缓解、监控和管理
ｎ．风险＃ｎ
ａ．缓解
ｉ．一般策略
ｉｉ．缓解风险的特定步骤
ｂ．监控
ｉ．被监控的因素
ｉｉ．监控方法
ｃ．管理
ｉ．意外事件计划
ｉｉ．特殊的考虑
Ⅳ．ＲＭＭＭ 计划的迭代时间安排表
Ⅴ．总结
一旦建立了 ＲＭＭＭ 计划，且项目开始启动，则风险缓解及监控步骤也开始
了。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风险缓解是一种问题避免活动。风险监控则是
一种项目跟踪活动，它有三个主要目的：（１）评估一个被预测的风险是否真正
发生了；（２）保证为风险而定义的缓解步骤被正确地实施；以及（３）收集能够
用于未来风险分析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项目中发生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不
止一个风险，风险监控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试图在整个项目中确定“起源”（什
么风险引起了什么问题）。
６．８ 小结
当对软件项目期望很高时，一般都会进行风险分析。不过，即使他们进
行这项工作，大多数软件项目管理者都是非正式地和表面上地完成它。花在
标识、分析、和管理风险上的时间可以从多个方面得到回报：更加平稳的项

目进展过程；较高的跟踪和控制项目的能力；由于在问题发生之前已经做了
周密计划而产生的信心。
风险分析需要占用大量项目计划的工作量。标识、预测、评估、管理、
及监控都要花费时间。但这是值得的。引用中国 ２５００ 多年前的兵法家孙子的
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软件项目管理者而言，这个“彼”指的
就是风险。
思考题
６．１ 举出五个其他领域的例子来说明与被动风险策略相关的问题。
６．２ 描述“已知风险”和“可预测风险”之间的差别。
６．３ 在本章给出的所有风险检查表中的条目中增加三个额外的问题或主
题。
６．４ 你被要求建造一个软件以支持一个低成本的视频编辑系统。该系统
将录像带作为输入设备，将视频信息存在磁盘上，并允许用户对已经数字化
的视频信息进行各种编辑。对这类系统做一些调研，然后列出当你开始启动
该项目以建造视频编辑系统时，你将面临的技术风险是什么。
６．５ 你是一家大型软件公司的项目管理者。你被要求领导一个小组开发
“下一代”字处理软件（见 ３．３．２ 节的简单描述）。为该项目建立一个风险表。
６．６ 描述风险因素和风险驱动因子之间的不同。
６．７ 为项目风险驱动因子建立一个加权方案。
６．８ 为图 ６－２ 中的三个风险建立风险缓解策略及特定的风险缓解活动。
６．９ 为图 ６－２ 中的三个风险建立风险监控策略及特定的风险监控活动。
确认你已经标识出了你需要监控的因素，并确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否在变
高或变低。
６．１０ 为图 ６—２ 中的三个风险建立风险管理策略及特定的风险管理活
动。
６．１１ 你能否想到一种情况：一个高概率、高影响的风险并不纳入 ＲＭＭＭ
计划的考虑之中？
６．１２ 参照图 ６－４ 所示的风险参考水平值，该曲线是否总是如图显示的
那么匀称光滑，或者是否会有该曲线扭曲变形的情况存在？如果有，请举出
一个例子。
６．１３ 做一些关于软件安全方面的研究，并写一份简单的报告。可以参考
［ＬＥＶ９５］做为起点。
６．１４ 描述五个软件安全和危险分析是主要关心对象的软件应用领域。

第７章

项目进度安排及跟踪

在六十年代后期，一位热情的青年工程师①受命为一个自动制造应用软件
项目“编写”计算机程序。选择他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整个技术小组中
他是唯一参加过计算机编程培训班的人。这位工程师对汇编语言的 ＩＮ 和 ＯＵＴ
指令以及 Ｆｏｒｔｒａｎ 语言略知一二，但是却根本不懂软件工程，更不用说项目
进度安排和跟踪了。
他的老板给了他一大堆相关的手册，以及需要做些什么的口头描述。年
轻人被告知该项目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他阅读了这些手册，想好了解决方法，就开始编写代码。两周之后，老
板将他叫到办公室询问项目进展情况。
“非常好，”工程师以年轻人的热情回答道，“这个项目远比我想象的
简单。我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７５％的任务。”
老板笑了，说道：“真是太棒了。”然后他嘱咐年轻人继续努力工作，
准备好一周后再汇报一次工作进度。
一周之后老板将年轻人叫到办公室，问他说：“现在进度如何？”
“一切顺利，”年轻人回答说，“但是我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我会排除
这些困难，很快就可以回到正轨上来。”
“你觉得在最后期限之前能否完成？”老板问道。
“没有问题，”工程师答道。“我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９０％。”
如果读者在软件领域中工作过几年，你一定可以将这个故事写完。毫不
奇怪，青年工程师在整个项目工期内始终停留在 ９０％的进度上，（在别人的
帮助下）直到交付期限之后一个月才做完。
在过去的 ３０ 年间，这样的故事被不同的软件开发者重复了成千上万次。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７．１ 基本概念
虽然软件延期交付的原因很多，但是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下面列出的一
个或多个根本原因上：
·一个不现实的截止期限，由软件工程组以外的人所设立并强加给软件
工程组内的管理者和项目开发者。
·客户需求发生变化，而需求的变化没有能够反映在项目进度的变化上。
·对工作量和／或完成该工作所需的资源数量估计不足。
·在项目开始时，没有将可以预测的和／或不可预测的风险考虑在内。
·事先无法预计的技术困难。
·事先无法预计的人力困难。
·由于项目组成员之间的交流不畅而导致的延期。
·项目管理者未能发现进度拖后，也未能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
在软件行业中，人们对过于乐观的（即“不现实的”）项目完成期限已经
司空见惯。有时候设定截止时间的人认为这样的截止期限是合理的，但是常
识告诉我们，合理与否还必须由完成工作的人来判断。
①

这个故事是我的自传。

７．１．１ 关于“延迟”的评注
拿破仑曾经说过：“任何同意执行一个他本人都认为有缺点的计划的指
挥官都应该受到指责；他必须提出自己的反对理由，坚持修改这一计划，最
终甚至提出辞职而不是使自己的军队遭受惨败。”这句话掷地有声，值得软
件项目管理者们深思。
在第 ５ 和第 ６ 章中讨论的估算和风险分析活动，以及本章中涉及的进度
安排技术，通常都需要在一个定义好的截止期限的约束之下实现。如果最乐
观的估算都表明截止期限是不现实的，一个胜任的项目管理者就应该“保护
其队伍免受不适当的进度安排的压力并将这种压力反映给施加压力的一方”
［ＰＡＧ８５］。
不妨举例说明，假定一个软件开发小组的任务是构造一个医疗诊断仪器
的实时控制器，该控制器需要在 ９ 个月之内推向市场。在进行了仔细的估算
和风险分析之后，软件项目管理者得到的结论是在现有人员条件下，需要 １４
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软件。这位项目管理者下一步该怎么办？
闯进客户的办公室（这里的客户非常可能是市场或销售人员）并要求修改
交付日期似乎不太现实。外部市场压力决定了交付日期，届时必须发布产品。
而（从事业前途的角度出发）拒绝这一项目同样是鲁莽的。那么应该怎么办
呢？
在这种情况下，推荐以下的处理步骤：
１．使用从以前的项目中得到的数据，进行详细的估算。确定项目的估算
工作量和持续时间。
２．使用增量过程模型（参见第 ２ 章），制定一个软件开发策略，以能够在
规定的交付日期提供关键功能，而将其他功能的实现推到以后。将这一计划
做成文档。
３．与客户会谈并（用详细估算结果）来解释为什么规定的交付日期是不现
实的，一定要指出所有这些估算都是基于以往的项目实践，而且一定要指出
为了在目前规定的交付期限完成项目，与以往相比在工作效率上必须提高的
百分比①。做如下解释将是恰如其分的：
“我认为在 ＸＹＺ 控制器软件的交付日期方面存在一个问题，我已经将一
份以往项目中生产率的简化明细分类表和以多种不同方式进行的项目估算提
交给各位，你会注意到我已经假设与以往的生产率相比有 ２０％的提高，但是
我们仍然只能得到 １４ 个月而不是 ９ 个月的交付时间。”
４．将增量开发策略作为可选计划提交给客户。
“我们有几个选择，而我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些选择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首先，我们可以增加预算，并引入额外的资源，以便使我们能够在 ９ 个月时
间内完成这一工作。但是应该知道由于时间限制过于苛刻，这样做将会增加
质量差的风险②。第二个方案是，去掉一部分需求中所列出的软件功能和特
性。由此得到功能稍弱的产品的最初版本，但是我们可以对外宣布全部功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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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效率的提高百分比要高于 50％。这是不切实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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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可以补充说，增加更多的人手不会成比例的缩短完成项目所需的时间。

并在总共 １４ 个月的时间内发布这些功能。第三种选择是不顾现实条件的约
束，而希望项目能够在 ９ 个月时间内完成。结果是我们竭尽全力，但是却无
法向用户提供任何功能。我想你们会同意，第三种选择是不可接受的。过去
的历史和我们最乐观的估算都表明这是不现实的，是在选择一场灾难。”
尽管这样做会有些抱怨，但如果你给出了基于准确的历史数据的可靠估
算，那么最终的谈判结果将可能是选择 １ 或者选择 ２。不现实的交付期限就
不存在了。
７．１．２ 基本原则
曾经有人请教著名的《神秘的人月》（Ｔｈｅ Ｍｙｔｈｉｃａｌ Ｍａｎ－Ｍｏｎｔｈ，见文
献［ＢＲＯ９５］）一书的作者 Ｆｒｅｄ Ｂｒｏｏｋｓ，“软件项目的进度是如何延迟的？”
他的回答即简单又深刻：“一天一次。”
技术性项目（不论它是涉及到水力发电厂建设，还是开发一个操作系统）
的现实情况是，在实现一个大目标之前必须完成数以百计的小任务。这些任
务中有些是处于主流之外，其实现不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完成时间；其他任
务则位于“关键路径”①之上，如果这些“关键”任务的进度拖后，则整个项
目的完成日期就会受到威胁。
项目管理者的目标是定义所有项目任务，识别关键任务，然后跟踪关键
任务的进展以保证“一天一次”的发现进度拖延情况。为了做到这一点，管
理者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详细程度的进度表，使得项目管理者能够监督进
度，并控制整个项目。
软件项目进度安排是一种活动，它通过将工作量分配给特定的软件工程
任务，而将所估算的工作量分布于计划好的项目持续时间内。但是，进度是
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不断演化的，注意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在项目计划的早期，
首先建立一个宏观的进度安排表。该进度表标识所有主要的软件工程活动和
这些活动影响到的产品功能。随着项目的进展，宏观进度表中的每个条目都
被精化成一个“详细进度表”。于是（完成一个活动所必须实现的）特定软件
任务被标识出来，并进行进度安排。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考察软件开发项目的进度安排。第一个视角，基
于计算机的系统的最终发布日期已经确定（而且不能更改）。软件开发组织在
这一约束下将工作量分布在预先确定的时间框架内。第二个视角，假定大致
的时间界限已经讨论过，但是最终发布日期是由软件开发组设定的，工作量
以一种能够最好地利用资源的方式加以分布，且在对软件进行仔细分析之后
才定义最终发布日期。但不幸的是，第一种情况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第二种
情况。
同软件工程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有一些基本原则能够指导软件项目的
进度安排：
划分：项目必须被划分成若干可以管理的活动和任务。为了实现项目的
划分，对产品和过程都需要进行分解（参见第 ３ 章）。
相互依赖性：各个被划分的活动或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是确定的。
有些任务必须顺序发生；而其他的则可以并发进行。有些活动只有在其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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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生的工作产品完成时才能够开始，而其他的则可以独立进行。
时间分配：必须为每个被调度的任务分配一定数量的工作单位（例如，
若干人天的工作量）。此外，必须为每个任务指定开始和结束日期，这些日期
是与工作完成的方式相互依赖的（全职还是兼职）是工作方式的函数。
工作量确认：每个项目都有预定数量的人员参与。在进行时间分配时，
项目管理者必须确保在任意时段中分配给任务的人员数量不会超过项目组中
的人员数量。例如，一个项目分配了 ３ 名员工参加（即，每天可分配的工作量
为 ３ 人天②）。在某一天中，需要完成 ７ 项并发的任务，每个任务需要 ０．５０
人天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所分配的工作量就大于可用于分配的工作量。
定义责任：每个被调度的任务都应该指定某个特定的小组成员来负责。
定义结果：每个被调度的任务都应该有一个定义好的结果。对于软件项
目而言，结果通常是一个工作产品（例如一个模块的设计）或某个工作产品的
一部分。通常将多个工作产品组合成“可交付产品”。
定义里程碑：每个任务或任务组都应该与一个项目里程碑相关联。当一
个或多个工作产品经过质量复审（参见第 ８ 章）并且得到认可时，标志着一个
里程碑的完成。
随着项目进度的发展，上述每一条原则都会被用到。
７．２ 人员与工作量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小型软件开发项目中，只需一个人就可以完成需求分析、设计、
编码和测试。随着项目规模的增长，必然涉及到更多的人员参与（我们几乎不
可能负担让一个人工作十年来完成 １０ 人年工作量的奢侈！）。
许多负责软件开发工作的管理者仍然坚信一个普遍存在的荒诞想法（参
见第 １ 章）：“即使进度拖后，我们也总可以增加更多的程序员，并在后期跟
上进度”。不幸的是，在项目后期增加人手通常产生一种破坏性影响，其结
果是使进度进一步拖延。后来增加的人员必须学习这一系统，而培训他们的
人员正是过去一直在工作着的那些人，当他们进行教学时，就不能完成任何
工作，而项目也进一步被拖延。
除去学习系统所需的时间之外，新加入人员将会增加人员之间通信的路
径数量和整个项目中通信的复杂度。虽然通信交流对于一个成功的软件开发
项目而言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每增加一条新的通信路径就会增加额外的
工作量，从而需要更多的时间。
７．２．１ 一个例子
让我们来考虑一个有 ４ 名软件工程师的项目，在单独完成项目时，每个
工程师的工作能力都是每年生产 ５０００ ＬＯＣ，而当这 ４ 位工程师被编入一个项
目组时，有 ６ 条可能的通信路径。每条路径都将花费原本可以用于软件开发
的工作时间。由于增加了通信成本，我们将假定每增加一条通信路径将会使
项目组的生产率（以 ＬＯＣ 计算）降低 ２５０ ＬＯＣ／年。因此项目组的生产率为 ２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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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与工作无关的会议、病假、休假和各种其他原因，可供分配的工作量要少于 3 人天。但是在

本书中，我们将假定员工时间是 100％可用的。

－（２５０×６）＝１８５００ＬＯＣ／年，比期望数字低了 ７．５％①。
上述项目组承担的为期一年的项目现在只剩下两个月时间，但是已经落
后于进度，这时又加入了 ２ 名工程师。于是通信路径激增为 １４，在交付之前
剩下的两个月时间里，新增加成员的生产能力为 ８４０×２＝１６８０ ＬＯＣ。而目前
的项目组生产率为 ２００００＋１６８０－（２５０×１４）＝１８１８０ＬＯＣ／年。
尽管上述例子仅仅是对现实情况的粗略简化，但是它足以揭示另一个关
键性的问题：参加软件项目的工作人员数量与整体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是线
性的。
那么基于上述的人员－工作关系，是不是说项目组会降低生产效率呢？如
果通信可以提高软件质量的话，答案断然是“不”。实际上，由软件工程小
组进行的正式技术复审（参见第 ８ 章）将得到更好的分析和设计，更重要的
是，这样可以降低直到测试阶段才能发现的错误数量（从而减小测试的工作
量）。因此，如果以项目完成时间和客户满意程度来衡量，生产率和质量都将
确实提高。
７．２．２ 一个经验关系
请回忆一下在第 ５ 章介绍的“软件方程式”［ＰＵＴ９２］，我们可以看到在
完成项目的时间与投入项目中的人员的工作量之间存在着高度非线性关系。
交付的代码（源代码语句）行数 Ｌ 与工作量和开发时间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
的公式表示：
Ｌ＝Ｐ ×（Ｅ／Ｂ）１／３ ｔ４／３
其中 Ｅ 是以人月为单位的开发工作量；Ｐ 是一个生产率参数，它反映了
导致高质量软件工程工作的各种因素的综合效果（Ｐ 通常取值在 ２，０００ 到 ２８，
０００ 之间）；Ｂ 是特殊技术因子，在 ０．１６ 到 ０．３９ 之间取值，是所生产软件的
规模的函数；ｔ 是以月为单位的项目持续时间。
将上述软件方程式重排，可以得到关于开发工作量 Ｅ 的计算公式：
Ｅ＝ Ｌ３ ／（Ｐ３ ｔ４ ）
（７．１）
其中 Ｅ 是在软件开发和维护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所需的工作量（以人年计
算），ｔ 是以年计算的开发时间。通过引入平均劳动力价格因素（￥／人年），开
发工作量的计算公式还能够与开发成本相关联。
这一方程式引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考虑一个复杂的实时软件项目，估
计需要 ３３，０００ ＬＯＣ，１２ 个人年的工作量。如果为项目组分配 ８ 个人，项目
大约可以用 １．３ 年时间完成。但是如果将交付时间延长到 １．７５ 年，则公式（７．１）
中的模型所具有的高度非线性特性将导致如下结果：
Ｅ＝Ｌ３ ／（Ｐ３ ｔ４ ）～３．８ 人年
这意味着通过将截止时间推迟 ６ 个月，我们可以将项目组人数从 ８ 降低
到 ４ 人！这一结果的有效性有待考证，但是其含意却十分清楚：通过在略为
延长的时间内使用较少的人员，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
７．２．３ 工作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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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做出以下辩驳：如果通信是高效的，就可以提高所进行的工作的质量，从而降低返工工作量，并

提高每个项目组成员的生产率。辩驳成立！

在第五章中讨论的每种软件项目估算技术最终都归结为对完成软件开发
所需人月（或者人年）的估算。一种推荐的在定义和开发阶段之间的工作量分
布通常被称为“４０－２０－４０ 规则”①。４０％或者更多的工作量分配给前端的分
析和设计任务。类似比例的工作量用于后端测试。你可以推断出编码工作（大
约 ２０％的工作量）没有被着重强调。
这种工作量分布只应被当作指导原则。各个项目的特点决定了其工作量
分布。用于项目计划的工作量很少超过 ２％到 ３％，除非提交给组织的项目计
划费用极大，而且具有高风险。需求分析大约占用 １０％到 ２５％的工作量，用
于分析或原型开发的工作量应该与项目规模和复杂度成正比的增长。通常有
２０％到 ２５％的工作量用于软件设计，用于设计复审和随之而来的迭代开发也
必须列入考虑之中。
因为在软件设计时投入了相当的工作量，随后的编码工作就变得相对简
单。１５％到 ２０％的工作量就可以完成这一工作。测试和随之而来的调试工作
将占用 ３０％到 ４０％的软件开发工作量。软件的重要性决定了所需测试工作的
份量，如果软件系统是人命相关的（即，软件错误可能使人丧命），就应该考
虑分配更高的测试工作量比例。
７．３ 为软件项目定义任务集合
在第二章中，我们描述了多种不同的过程模型。这些模型为软件开发提
供了不同的范型。如果不考虑一个软件项目组选择的是线性顺序范型、迭代
开发模型、演化开发模型、并发开发模型还是组合使用这些模型，则过程模
型都是由一个任务集合组成的，它使得软件项目组能够定义、开发和最终维
护计算机软件。
没有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软件项目的任务集合。适用于大型复杂系统的
项目任务集合可能对于小型且相对简单的项目而言就过于复杂。因此一个有
效的软件过程应该定义一组“任务集合”，各个任务集合的设计可以满足不
同类型项目的要求。
一个任务集合包括一组软件工程工作任务、里程碑和交付产品，为了完
成某一特定项目就必须完成这些任务。一个项目所选择的任务集合必须为最
终获得高质量的软件产品提供充分的规程要求，但同时又不能让项目组负担
不必要的工作。
任务集合的设计应该可以应用于不同类型的项目和不同的严格度。尽管
很难建立一个全面详尽的分类结构，但是大多数软件组织接手的项目一般属
于下述类型：
概念开发项目：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某些新的商业概念或者某种新技
术的应用。
新应用开发项目：根据特定的客户需求而承担的项目。
应用增强项目：对现有软件进行最终用户可察觉的功能、性能或界面的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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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大型软件开发项目而言，通常多于 40％的全部项目工作量用于分析和设计任务。因此从严格意

义上讲，“40-20-40”，的名称已经不再适用。

应用维护项目：以一种最终用户不会立即察觉到的方式对现有软件进行
纠错、适应或者扩展。
再工程项目：为了全部或部分重建一个现有（遗留）系统而承担的项目。
即使在单一的项目类型中，也会有许多因素影响任务集合的选择。当将
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时，就会构成一个称为“严格度”的指示量，它将应用于
所采用的软件过程中。
７．３．１ 严格度
即使只考虑某种特定类型的项目，所采用的软件过程的严格度也会相当
不同。严格度是众多项目特性的函数。例如，小型的非主要商业性质的项目
的严格度一般可以小于大型复杂的主要业务应用程序。但是应该注意到，所
有项目都必须以一种能够按时得到高质量的发布产品的方式来实施。可以定
义如下的 ４ 种不同程度的严格度：
随意的：使用了所有过程框架活动（参见第 ２ 章），但只需要一个最小的
任务集合。一般情况下，将保护性任务最小化，并将文档需求降低。所有基
本的软件工程原则仍然都是适用的。
结构化的：在项目中将使用过程框架。框架活动和适用于这种项目类型
的相关任务，以及为保证高质量所需的保护性活动将得到应用。ＳＱＡ、ＳＣＭ、
文档和度量任务将以一种经过优化的有效方式进行。
严格的：整个过程将按照一种能够确保高质量的严格规程要求应用于项
目之中。所有保护性活动都将被采用，且要建立健壮的文档。
快速反应的：该项目将使用过程框架，但是由于某种紧急情况①的出现，
只应用了那些为保持软件系统质量所必须完成的任务。在应用程序／产品交付
给客户之后再完成“回填工作”（即开发一套完整的文档，进行额外的复审）。
项目管理者必须开发一种系统化的方法用以选择适用于特定项目的严格
度。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定义项目适应性准则并计算“任务集合选择因子”
的值。
７．３．２ 定义适应性准则 ①
适应性准则用于确定一个项目中使用软件过程的严格度。我们为软件项
目定义了以下 １１ 条适应性准则：
·项目的规模。
·潜在的用户数量。
·任务的关键性。
·应用程序的寿命。
·需求的稳定性。
·客户与开发者之间通信的容易程度。
①

紧急情况应该非常罕见（在软件工程的讨论范围内，发生这种情况的工作不应该超过 10％到 20％）。紧

急情况与项目工期紧张是不同的。
①

出现在本节中的适应性准则与后面一节出现的 TSS 计算都是根据《自适应的过程模型》改编的。其复制

得到了 R.S.Pressman＆Associates，Inc.的许可。欲知有关详情，请发电子邮件给 info＠rspa.com.

·应用技术的成熟度。
·性能约束。
·嵌入式／非嵌入式特性。
·项目人员配置。
·再工程因素。
每一条适应性准则都被赋予一定的等级分数，取值在 １ 到 ５ 之间。其中
１ 代表需要使用较小子集的过程任务，且整体的方法学及文档需求为最小的
项目；而 ５ 则代表需要采用全部过程任务，且整体的方法学及文档需求相当
高的项目。
７．３．３ 计算任务集合选择因子的值
为一个项目选择适当的任务集合，应该按照下述几个步骤进行：
１．复审 ７．３．２ 节中给出的每个适应性准则，根据项目特点为它们赋予适
当的等级分数（从 １ 到 ５）。这些等级分数应该输入到表 ７－１ 中。
２．复审赋予每个适应性准则的加权因子。加权因子的取值在 ０．８ 到 １．２
之间，表明了对在当前环境中开发的软件类型而言特定适应性准则的相对重
要性。如果需要，则可以进行修改，以反映当前的环境。
３．将表 ７．１ 中的等级分数与加权因子相乘，再乘以表示当前项目类型的
条目点乘数。条目点乘数在 ０ 到 １ 之间取值，表示该适应性准则与项目类型
之间的相关程度。对应于各个适应性准则的相乘结果：
等级分数×加权因子×条目点乘数
分别放入表 ７－１ 的“乘积”栏中。
４．计算“乘积”栏中所有条目的平均值，并将结果放入标记着“任务集
合选择因子（ＴＳＳ）”的空格中。这个值将用于帮助你选择最适用于当前项目的
任务集合。
表 ７－ １
适应性准则 等级分数

权重

计算任务集合选择因子

条目点乘数

乘积

概念

新应用

增强

维护

再工程

项目规模

—

１．２０

０

１

１

１

１

—

用户数量

—

１．１０

０

１

１

１

１

—

业务关键性

—

１．１０

０

１

１

１

１

—

寿命

—

０．９０

０

１

１

０

０

—

适应性准则

等级分数

权重

条目点

乘积

乘数
概念

新应用

增强

维护

再工程

需求稳定性

—

１．２０

０

１

１

１

１

—

易于通信

—

０．９０

１

１

１

１

１

—

技术成熟度

—

０．９０

１

１

０

０

１

—

性能约束

—

０．８０

０

１

１

０

１

—

嵌入式／非嵌入式

—

１．２０

１

１

１

０

１

—

项目人员配置

—

１．００

１

１

１

１

１

—

互操作

—

１．１０

０

１

１

１

１

—

再工程因素

—

１．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任务集合选择因子（ＴＳＳ）

—

７．３．４ 解释 ＴＳＳ 值并选择任务集合
一旦计算好任务集合选择因子，就可以使用下述的指南帮助你选择一个
适用于项目的任务集合：
任务集合选择因子取值
严格度
ＴＳＳ＜１．２
随意的
１．０＜ＴＳＳ＜３．０
结构化的
ＴＳＳ＞２．４
严格的
两个推荐任务集合之间的 ＴＳＳ 取值的重叠是有意设定的，这用于说明在
进行任务集合的选择时，定义出精确的边界是不可能的。在进行最后的分析
时，应该将任务集合选择因子的取值、以往的经验以及常识都作为项目任务
集合的选择因素。
表 ７－２ 显示了在一个假想的项目中如何计算 ＴＳＳ 的情况。项目管理者在
“等级分数”一栏中选择等级分值，项目类型是“新应用开发”。因此其条
目点乘数应该从“新应用”一栏中选择。“乘积”一栏中条目的计算使用如
下公式
等级分数×加权因子×条目点乘数
ＴＳＳ 的取值（“乘积”一栏中所有条目的平均值）是 ２．８。使用上述的准则，
管理者可以选择使用结构化的或严格的任务集合。在考虑了所有项目因素之
后，可以作出最终决策。

表 ７－ ２
适应性准则

计算任务集合选择子：一个例子

等级分数 权重

条目点乘数
概念 新应用 增强

乘积
维护

再工程

项目规模

２

１．２０

—

１

—

—

—

２．４

用户数量

３

１．１０

—

１

—

—

—

３．３

业务关键性

４

１．１０

—

１

—

—

—

４．４

寿命

３

０．９

—

１

—

—

—

２．７

需求稳定性

２

１．２

—

１

—

—

—

２．４

易于通信

２

０．９

—

１

—

—

—

１．８

技术成熟度

２

０．９

—

１

—

—

—

１．８

性能约束

３

０．８

—

１

—

—

—

２．４

嵌入式／非嵌入式

３

１．２

—

１

—

—

—

３．６

项目人员配置

２

１．０

—

１

—

—

—

２．０

互操作

４

１．１

—

１

—

—

—

４．４

再工程因素

０

１．２

—

０

—

—

—

２．８

任务集合选择因子（ＴＳＳ）

２．８

７．４ 选择软件工程任务
为了制定项目进度安排，必须将任务集合分布在项目时间表上。如 ７．３
节所述，任务集合将根据项目类型和严格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７．３ 节中的
每种项目类型都可以使用线性顺序、迭代（如，原型模型）或者演化（如，螺旋
模型）等过程模型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项目类型可以从一种形式平滑的转
换为另一种形式。例如，成功的概念开发项目通常会演化成为新应用开发项
目，而新应用开发项目结束之后，可能又开始了一个应用增强项目。这种进
程是自然且可预测的，而不论是采用何种过程模型来组织。作为一个例子，
下面我们将考虑概念开发项目的主要软件工程任务。
概念开发项目是在必须探索某些新技术是否可行时发起的。这种技术是
否可行尚不可知，但是某个客户（如营销部门）相信其潜在利益的存在。概念
开发项目的完成需要应用下面所述的主要任务：
确定概念范围：确定项目的整体范围。
初步的概念计划：确定组织的能力，以承担项目范围所规定的工作。
技术风险评估：评估与将要作为项目范围的一部分而被实现的技术相关
联的风险。
概念证明：阐明新技术在软件环境中的生命力。
概念实现：以一种可以由客户方复审的方式实现概念的表示，且当概念
必须被卖给其他客户或管理者时能够用于“推销”的目的。
客户对概念的反应：向客户索取对新技术概念的反馈，并以特定的客户
应用作为目标。
快速浏览上述主要任务，你应该不会有何诧异。实际上概念开发项目的

软件工程任务流程（以及其他所有类型的项目）与人们的常识相差无几。
软件开发组必须知道哪些任务是必须完成的（项目范围）；项目组（或管理
者）必须确定目前是否有人能够进行这一工作（计划）；考虑与工作相关联的风
险（风险评估）；以某种方式证明这种技术（概念的证明）；并且将这种技术用
原型的方式实现出来，从而使客户能够对其进行评价（概念实现和客户评
价）。最后，如果这一概念是可行的，则必须将其产品版本开发出来（技术转
化）。
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概念开发任务本质上是迭代的。这就是说，
一个实际的概念开发项目也许会通过多个有计划的增量步骤得以实现，每个
步骤都被设计成能够产生一个可供客户评价的可发布版本。
如果选择使用线性过程模型，则每一个增量都被定义为如图 ７－１ 所示的
一个重复序列。在每个序列中，将使用保护性活动（参见第 ２ 章中的描述）；
监控软件质量，且在每个序列的末尾，将产生一个可交付产品。随着逐次迭
代的过程，可交付产品应该向着在概念开发阶段已经定义的最终产品收敛。
如果选择的是演化开发模型，则从任务 １．１ 到 １．６ 的分布应该如图 ７－２ 中所
示。可以以类似的方式定义和使用关于其他项目类型的主要软件工程任务。
７．５ 主要任务的求精
在 ７．４ 节中所描述的主要任务可以被用于定义项目的宏观进度表。例
如，概念开发项目中描述的任务可以用于定义该项目的任务网络（参见 ７．６
节）。
我们在本章前面曾经指出，必须将宏观进度表精化来创建一个详细的项
目进度表。精化工作始于将每个主要任务分解为一组子任务（以及相关的工作
产品和里程碑）。
作为任务分解的例子，我们考虑在 ７．４ 节中讨论的“确定概念范围”任
务。任务精化可以使用大纲格式完成，但是在本书中将使用一种过程设计语
言①来阐明“确定概念范围”这一活动的流程：
任务 Ｉ．１
确定概念范围
Ｉ．１．１ 标出需求、效益和潜在的客户；
Ｉ．１．２ 定义所希望的输出／控制和驱动应用程序的输入事件；
Ｂｅｇｉｎ 任务 Ｉ．１．２
Ｉ．１．２．１ＦＴＲ：①复审需求的书面说明
Ｉ．１．２．２ 导出一个客户可见的输出／输入列表
ｃａｓｅ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质量功能配置
与客户会谈，以划分主要的概念需求；
会见最终用户；
观察现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当前的问题解决过程；
复审以往的要求和抱怨；
①

过程设计语言与 14 章中讨论的程序设计语言在语法上是类似的。

①

FTR 表示在此需要进行一次正式的技术复审（参见第 8 章）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结构化分析
列出主要数据对象；
定义对象之间的关系；
定义对象的属性；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对象视图
列出问题类；
确定类层次和类连接；
定义各个类的属性；
ｅｎｄｃａｓｅ
Ｉ．１．２．３ＦＴＲ：与客户一起复审输出／输入，并在需要时进行修改；
ｅｎｄｔａｓｋ 任务 Ｉ．１．２
Ｉ．１．３ 为每项主要功能定义操作／行为；
Ｂｅｇｉｎ 任务 Ｉ．１．３
Ｉ．１．３．１ ＦＴＲ：复审在任务 Ｉ．１．２ 中得到的输出和输入数据对象；
Ｉ．１．３．２ 导出功能／行为模型；
ｃａｓｅ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质量功能配置
与客户会谈，以复审主要的概念需求；
会见最终用户；
观察现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当前的问题解决过程；
建立一个功能／行为的层次结构概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结构化分析
导出一个系统级别的数据流程图；
精化数据流程图，以便给出更多的细节；
为最底层精化图的功能书写处理过程说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对象视图
定义与各个类相关的操作／方法；
ｅｎｄｃａｓｅ
Ｉ．１．３．３ 与客户一起复审功能／行为模型，并在需要时进行修改；
ｅｎｄｔａｓｋ 任务 Ｉ．１．３
Ｉ．１．４ 把需要在软件中得到实现的技术要素分离出来；
Ｉ．１．５ 研究现有软件的可用性；
Ｉ．１．６ 定义技术可行性；
Ｉ．１．７ 对系统规模进行快速估算；
Ｉ．１．８ 创建一个“范围定义”；
ｅｎｄｔａｓｋ 任务 Ｉ．１
任务和用过程设计语言进行精化时标注的子任务共同构成了制定“确定
概念范围”这一活动的详细进度表的基础。
７．６ 定义任务网络
任务和子任务之间基于其间顺序而存在相互依赖关系。而且当有多个人
参与软件工程项目时，多个开发活动和任务并行进行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协调多个并发任务，以保证它们能够在后继任务需要其工作成
果之前完成。
“任务网络”是一个项目的任务流程的图形表示。该网络有时被用作在
自动项目进度安排工具中输入任务序列和依赖关系的机制。任务网络的最简
单形式（当创建宏观进度表时使用）刻划了软件工程主要任务。图 ７－３ 显示了
一个概念开发项目的任务网络示意图。
软件工程活动的并发本质导致了若干重要的调度需求。由于并行任务是
异步发生的，计划者必须确定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以保证项目朝着最终完
成的方向持续发展。另外，项目管理者应该注意那些位于关键路径之上的任
务，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整个项目的如期完成，就必须保证这些任务能够如
期完成。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图 ７－３ 中所示的任务网络是宏观的，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一个详
细的任务网络（详细进度表的前驱）中，应该对图 ７－３ 所示的各个活动加以扩
展。例如，应该扩展任务 Ｉ．１，以显示 ７．５ 节所述的精化中的所有详细任务。

７．７ 进度安排
软件项目的进度安排与任何其他多任务工程工作的进度安排几乎没有太
多的差别。因此，通用的项目进度安排工具和技术不必做太多修改就可以应
用于软件项目。
“程序评估和复审技术（ＰＥＲＴ）”和“关键路径方法（ＣＰＭ）”［ＭＯＤ８３］就
是两种可以用于软件开发的项目进度安排方法。两种技术都是由较早的项目
计划活动中已经产生的信息来驱动的，这些信息包括：
·工作量的估算。
·产品功能的分解。
·适当的过程模型的选择。
·项目类型和任务集合的选择。
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可以使用任务网络来定义。任务，有时也称作项目
的“工作细分结构”（ＷＢＳ），其定义可以是针对整个产品，也可以是针对单个
功能进行的。
ＰＥＲＴ 和 ＣＰＭ 两种方法都提供项目工作定量划分的工具，能支持软件计划
者（１）确定关键路径一决定项目持续时间的任务链；（２）通过使用统计模型为
单个任务建立最有可能的时间估算；（３）计算为特定任务定义其时间“窗口”
的边界时间。
边界时间的计算对软件项目进度的安排十分有用。比如说，某个功能的
设计的推迟可能进一步导致其他功能开发的拖后。Ｒｉｇｇｓ［ＲＩＧ８１］描述了一
些能够从 ＰＥＲＴ 或 ＣＰＭ 网络中得到的重 ５ 谋呓缡奔洌海＊１）某个任务的最早
开始时间是当其所有前驱任务在最短的可能时间中完成时；（２）某个任务的最
晚开始时间是在不延迟项目最小完成时间的前提下，最晚启动该任务的时
间；（３）最早结束时间——最早开始时间加上任务持续时间；（４）最晚结束时
间——最晚开始时间加上任务持续时间；以及（５）总浮动量——在保证进度的
前提下，调度任务时所允许的富余时间或回旋时间的总和。通过边界时间的
计算可以确定关键路径，并为管理者提供当任务完成时评估进展的量化方

法。
ＰＥＲＴ 和 ＣＰＭ 方法都已经在多种自动工具中得到实现，这些工具在几乎所
有个人电脑上都可以找到［ＴＨＥ９３］。这类工具易于使用，且使得每一位软件
项目管理者都可以使用前述的进度安排方法。
７．７．１ 时间表
在创建软件项目进度表时，计划者将从一组任务（工作细分结构）入手。
如果使用自动工具，就可以用任务网络或者任务大纲的方式输入工作细分结
构。然后为每一项任务输入工作量、持续时间和开始时间。此外，每一项任
务都必须被分配给特定的人员。
上述输入的结果之一是产生“时间表（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ｔ）”，也叫做“甘
特图（Ｇａｎｔｔ Ｃｈａｒｔ）”。可以为整个项目建立一个时间表，也可以为各个项目
功能或各个项目参与者分别开发各自的时间表。
表 ７－３ 给出了时间表的格式，该图描述了一个新的字处理软件产品中
“确定概念范围”任务（参见 ７．５ 节）的软件项目进度安排。所有的项目任务
（对于“确定概念范围”）都在左边的栏中列出。水平条表示每个任务的持续
时间。当日历中同一时段中存在多个水平条时，就代表任务之间存在并发。
图中的菱形表示里程碑。
一旦输入了生成时间表所需的信息，大多数软件项目进度安排工具都会
生成“项目表”——一个表格式的列表，列出所有项目任务、其计划的及实
际的开始与结束日期、以及各种相关信息（参见图 ７－５）。项目表与时间表一
同使用，使得项目管理者能够跟踪项目的进展情况。
７．７．２ 跟踪进度
项目进度为软件项目管理者提供了一张进度路线图。如果被正确制定，
项目进度表中应该

定义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必须被跟踪和控制的任务及里程碑。项目跟踪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得以实现：
·定期举行项目状态会议，由项目组中的各个成员分别报告进度和问题。
·评估所有在软件工程过程中所进行的复审的结果。
·确定正式的项目里程碑（表 ７－３ 中的菱形）是否在预定日期内完成。
·比较项目表（表 ７－４）中列出的各项任务的实际开始日期与计划开始日
期。
·与开发者进行非正式会谈，获取他们对项目进展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的
客观评估。
实际上，有经验的项目管理者都会使用所有这些跟踪技术。
软件项目管理者使用“控制”的方法来管理项目资源、处理问题和指导
项目参与者。如果一切顺利（即，项目在预算范围内按进度进行，复审结果表
明的确取得了实际进展，达到了各个里程碑），则几乎不必施加控制。但是如
果出现问题，项目管理者就必须施加控制，以便尽快解决问题。当问题得到

诊断之后①，可能需要增加额外的资源以解决问题：如可能需要雇佣新员工，
或者需要重新定义项目进度。
表 ７— ４
工作任务

一个项目表的例子

计划开始 实际开始 计划结束 实际结束

人员分配

工作量分配

附注

Ｉ．１．１ 标出需求和效益
会见客户

ｗｋ１，ｄ１

ｗｋ１，ｄ１

ｗｋ１，ｄ２

ｗｋ１，ｄ２

ＢＬＳ

２ｐ－ｄ

标出需求和项目约束 ｗｋ１，ｄ２

ｗｋ１，ｄ２

ｗｋ１，ｄ２

ｗｋ１，ｄ２

ＪＰＰ

１ｐ－ｄ

建立产品说明

ｗｋ１，ｄ３

ｗｋ１，ｄ３

ｗｋ１，ｄ３

ｗｋ１，ｄ３

ＢＬＳ／ＪＰＰ

１ｐ－ｄ

里程碑：定义产品说明ｗｋ１，ｄ３

ｗｋ１，ｄ３

ｗｋ１，ｄ３

ｗｋ１，ｄ３

Ｉ．１．２ 定义希望的输出／控制
输入（ＯＣＩ）
确定键盘功能

ｗｋ１，ｄ４

ｗｋ１，ｄ４

ｗｋ２，ｄ２

ＢＬＳ

１．５ｐ－ｄ

确定语音输入功能

ｗｋ１，ｄ３

ｗｋ１，ｄ３

ｗｋ２，ｄ２

ＪＰＰ

２ｐ－ｄ

确定交互模式

ｗｋ２，ｄ１

ｗｋ２，ｄ３

ＭＬＬ

１ｐ－ｄ

确定文档诊断

ｗｋ２，ｄ１

ｗｋ２，ｄ２

ＢＬＳ

１．５ｐ－ｄ

确定其他ＷＰ 功能

ｗｋ１，ｄ４

ｗｋ２，ｄ３

ＪＰＰ

２ｐ－ｄ

做ＯＣＩ 文档

ｗｋ２，ｄ１

ｗｋ２，ｄ３

ＭＬＬ

３ｐ－ｄ

ＦＴＲ ：与客户复审ＯＣＩ ｗｋ２，ｄ３

ｗｋ２，ｄ３

ａｌｌ

３ｐ－ｄ

按要求修改ＯＣＩ

ｗｋ２，ｄ４

ｗｋ２，ｄ４

ａｌｌ

３ｐ－ｄ

里程碑：定义ＯＣＩ

ｗｋ２，ｄ５

ｗｋ２，ｄ５
…

…

Ｉ．１．３ 定义功能
…

ｗｋ１，ｄ４

行为
…

…

…

…

在面对交付期限的巨大压力时，有经验的项目管理者有时会使用一种称
为“时间盒”［ＺＡＨ９５］的项目进度安排和控制技术。时间盒策略认识到完整
的产品可能难以在预定时间内交付，因此，应该选择增量软件开发范型，并
为每个增量的交付定义各自的进度。
接着，对与每个增量相关的任务实行时间盒技术。这意味着通过对增量
的交付日期倒退着推算，来调整每项任务的进度。在每项任务前后加上了一
个“盒子”，当任务触及其时间盒边界时（正负 １０％的范围内），则该项任务
停止，下一任务开始。
对于时间盒方法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反面的：“如果工作尚未完成，我
们该如何继续？”答案就隐藏在工作的完成方式中。在遇到时间盒的边界时，
很可能任务的 ９０％已经完成②。余下的 １０％工作尽管重要，但是可以（１）被推
迟到下一个增量中，或者（２）在以后需要时再完成。项目朝着交付日期逐步进
展，而不是被某个任务“卡住”。

①

千万注意：进度延迟是某种潜在问题的症状。项目管理者的角色是论断出潜在的问题，并采取行动改正

之。
②

爱挖苦人的人也许会想起一句谚语：“完成系统的前 90％需要 90%的时间，完成剩下的 10%也要用 90%

的时间”。

７．８ 项目计划
软件工程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应该产生可以被复审并能够作为后续步骤
的基础的工作产品。软件项目计划在计划任务结束时产生，它给出了基线的
成本及进度信息，这些信息将会在整个软件工程过程中被使用。
软件项目计划是一种面向广大读者的相对简短的文档。它必须能够（１）
在软件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客户之间传达项目范围和资源信息；（２）定义风险
并提出有关风险管理技术的建议；（３）定义管理复审的成本和进度；（４）为与
项目相关的所有人员提供软件开发的整体方法；（５）概述如何保证质量及变化
的管理。表 ７－５ 给出了一个软件项目计划的大纲。
针对不同的读者，所显示的成本和进度可能有所不同。如果计划只作为
内部文档使用，则应该给出各种成本估算技术所得到的结果。当计划在组织
以外发布时，应该给出一份经过整合的成本细分表（结合了所有成本估算技术
的结果）。类似的，进度信息的详细程度也应该随读者和计划正式程度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软件项目计划不必过于冗长复杂，其目的是帮助确立软件开发工作的有
效性。该计划集中于“做什么”的一般性说明和特定的“多少资源”与“多
长时间”的说明。软件工程过程中的后续步骤将集中来完成项目的定义、开
发和维护。
表 ７— ５

软件项目计划

Ⅰ．引言

３．风险管理（意外事件计划）

Ａ．计划的目的

Ⅳ．进度

Ｂ．项目范围和目标

Ａ．项目工作细分结构

１．范围说明

Ｂ．任务网络

２．主要功能

Ｃ．时间表（甘特图）

３．性能问题

Ｄ．资源表

４．管理及技术约束

Ⅴ．项目资源

Ⅱ．项目估算

Ａ．人员

Ａ．用于估算的历史数据

Ｂ．硬件和软件资源

Ｂ．估算技术

Ｃ．特殊资源

Ｃ．工作量、成本和持续时

Ⅵ．人员组织

间的估算

Ａ．项目组结构（如果需要）

Ⅲ．风险管理策略

Ｂ．管理报告

Ａ．风险表

Ⅶ．跟踪及控制机制

Ｂ．对需管理的风险的讨

Ａ．质量保证和控制

论

Ｂ．变化管理和控制

Ｃ．每个风险的 ＲＭＭＭ 计划

Ⅷ．附录

１．风险缓解
２．风险监控

７．９ 小结
进度安排是计划活动的首要任务，而计划活动则是软件项目管理的首要
组成部分。与估算方法和风险分析相结合，进度安排将为项目管理者建立起
一张行路图。
进度安排始于过程的分解。项目的特性被用于为需要完成的工作选择一
个适当的任务集合。任务网络刻划了各项软件工程任务、各项任务与其他任
务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及任务的持续时间。任务网络可以用于计算项目的关
键路径、时间表和各种项目信息。用进度表作为指导，项目管理者可以跟踪
和控制软件工程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
思考题
７．１“不合理的”项目截止日期是软件行业中存在的现实情况。当你遇到
这种情况时应该如何处理？
７．２ 宏观进度表和详细进度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是否有可能只依据所
制定的宏观进度表来管理一个项目？为什么？
７．３ 是否存在这种情况：一个软件项目里程碑没有与某个复审相连？如
果有，请给出一个或更多个例子。
７．４ 在 ７．２．１ 节中，我们给出了在一个多人参与的软件项目中可能出现
的“通信成本”的例子。请给出一个反例，说明一群精通良好的软件工程实
践并使用正式技术复审的工程师能如何提高项目组的生产率（当与个人生产
率的总和相比时）。［提示：可以假定复审能够减少返工的工作量，而返工将
占用个人工作时间的 ２０％到 ４０％。］
７．５ 尽管为延迟的软件项目增加人手可能会进一步拖延工期，但是否在
某些情况下并不如此呢？请加以描述。
７．６ 在人员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是高度非线性的。使用 Ｐｕｔｎａｍ 的软件公式
（见 ７．２．２ 节），编制一个表，反映软件项目中人员数量与项目持续时间之间
的关系，该项目需要 ５０，０００ ＬＯＣ 和 １５ 人年的工作量（生产率参数为 ５０００，
且 Ｂ＝０．３７）。假定该软件必须在 ２４ 个月和加减 １２ 个月的时间期限内交付。
７．７ 假定你要为一所大学开发一个联机课程登记系统（ＯＬＣＲＳ）。首先请扮
演客户的角色（如果你是一名学生就很简单了！），并指出一个好系统应该具
有的特性。或者你的老师会为你提供一组初步的系统需求。
使用第五章所介绍的 ＣＯＣＯＭＯ 模型，估算 ＯＬＣＲＳ 系统的开发工作量和持续
时间。建议你如下进行：
定义 ＯＬＣＲＳ 项目中的并行工作活动
将工作量分布到整个项目中
建立项目里程碑
７．８ 以 ７．３ 节为指导，计算 ＯＬＣＲＳ 的 ＴＳＳ。确证你考虑到了所有的工作。
选择一种项目类型并由此为该项目导出一个适当的任务集合。
７．９ 为 ＯＬＣＲＳ 或者为其他感兴趣的软件项目定义任务网络。确证你已将
任务和里程碑显示出来，并为各项任务附上了估算的工作量和持续时间。如
果可能的话，使用一个自动进度安排工具来完成这一工作。

７．１０ 如果可以使用自动进度安排工具，请为问题 ７．８ 中定义的任务网络
确定关键路径。
７．１１ 使用进度安排工具（如果有条件）或者纸笔（如果需要），制定 ＯＬＣＲＳ
项目的时间表。
７．１２ 依照 ７．５ 一节中对“确定概念范围”任务进行精化的方式，对“计
划软件项目”这一任务进行精化。
７．１３ 建议一些实用的方法，使得项目管理者能够监控项目成本和进度是
否与项目计划相符合。

第８章

软件质量保证

本书中所描述的软件工程方法的唯一目标是：生产出高质量的软件。但
是许多读者会遇到这种难题的挑战：“什么是软件质量？”
Ｐｈｉｌｉｐ Ｃｒｏｓｂｙ ［ＣＲＰ７９］在他关于质量的划时代著作中为上述问题提供
了一个谎谬的答案：
质量管理的问题不在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质量，问题在于人们认为他们
自己知道什么…
在这一点上，质量与性共性颇多。每个人都需要它（当然，是在某种条件
之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理解它（尽管人们不愿意解释它）。每个人都认为实
行它只需遵从自然的趋势（毕竟我们不管怎样都还做得不错）。当然，大多数
人认为这一领域的问题都是由他人引起的（假设只要他们花了时间就能把事
情做好）。
有些软件开发者仍然相信软件质量是在编码之后才应该开始担心的事
情。这太谎谬了！“软件质量保证”（ＳＱＡ）是一种应用于整个软件过程的保护
性活动（参见第 ２ 章）。ＳＱＡ 包括：（１）一种质量管理方法，（２）有效的软件工
程技术（方法和工具），（３）在整个软件过程中采用的正式技术复审，（４）一种
多层次的测试策略，（５）对软件文档及其修改的控制、（６）保证软件遵从软件
开发标准的规程（在适用时），以及（７）度量和报告机制。
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与软件组织“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
做正确的事情”相关的管理问题和特定过程活动。有关质量的量化讨论将在
第 １８ 章中给出。
８．１ 质量概念 ①
据说没有两片雪花是完全相同的。当然在我们望着雪花飘落时，很难想
象雪花的不同，更不会想到每一片雪花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结构。为了观察雪
花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检查各个标本，也许要用放大镜才行。
实际上观察得越仔细，发现的不同之处就越多。
这种现象称为“样本间差异”，不但适用于自然界的万物，而且适用于
人类的一切产品。例如，如果非常仔细的观察两个“相同”的电路板，就可
以观察到电路板上的铜线路在几何形状、位置和厚度上都有所不同，而且电
路板上钻孔的位置和直径也各不相同。
所有的工程和制造产品都会表现出差异。也许不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几何
特征、电路特征、或者其他零件属性进行测量，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异将非常
不明显。但是在足够精密的仪器帮助下，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没有任
何物品的两个样本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物理世界中的规律同样适用于软件吗？想象一个程序，在它执行过
程中的某一点上需要按照某一关键字的升序对若干记录进行排序。这些记录
的性质并不重要，有可能是雇员记录、客户数据库、实时航空控制系统的地
①

本节由 MichaelStovsky 编写，根据《ISO9000 基本原理》改编。后者是由 R.S.Pressman＆Associates，Inc.

开发的业务手册性质的录像教程《软件工程要点》中的一部分，其复制得到了 R.S.Pressman＆Associates，
Inc.的许可。

图坐标、或者随便什么。
编写这一排序例程（或者从一个可复用构件库中选择例程）的程序员决定
使用“快速排序”来解决这一问题。最终产品的观察者能否将这一软件与一
个除了使用（比如说）“冒泡排序”之外与前者完全相同的产品区别开来呢？
也许可以，但是可能会需要更多信息，甚至精密的工具来区分两个系统的不
同。
差异控制是质量控制的核心。制造商希望尽可能减小生产的产品之间的
差异，即使进行复制软盘这样相对简单的工作也不例外。我们希望尽可能缩
小任何一对所谓完全相同的磁盘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成问题——软盘复
制仅仅是一项微不足道的制造操作，我们可以保证总是能够创建完全相同的
软件副本。
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吗？我们需要保证软盘上的磁道具有某一特定
的耐久性，以保证绝大多数的软驱能够正确读出这些软盘。而且必须保证区
分 ０ 和 １ 的磁通量足够大，使得读写头能够正确探测 ０ 与 １。软盘复制机可
能的确会磨损和超出忍耐范围。因此，象软盘复制这样“简单”的过程也会
遇到样本差异问题。
那么软件开发组织控制差异的需要可能是怎样的呢？对于每个不同的项
目，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小完成项目预计需要的资源和实际使用的资源之间的
差异，包括人员、设备和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希望测试程序能够覆盖软件
的不同发布版本之间的某个已知百分比。我们不仅希望尽可能缩小发布产品
中的缺陷数量，而且要保证不同版本之间的错误数量差异也保持最小。（如果
产品的第三个发布版本中错误数量十倍于此前的版本，我们的客户将会感到
失望。）我们希望自己的热线技术支持在解决不同客户的问题时，速度和准确
程度差异尽可能减小。这样的举列可以无穷无尽。
８．１．１ 质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美国传统字典》）中对质量的定义是：
“某一事物的特征或属性”。作为一个事物的属性，质量指的是可以度量的
特征——那些可以与已知标准进行比较的东西，如长度、颜色、电的性质、
可延展性等等。但是软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知识实体，其特征的定义远比
物理对象要困难得多。
然而，程序特征的度量的确存在。这样的属性包括循环复杂度、内聚力、
功能点、代码行数和其他许多在第 １８ 章和第 ２３ 章中讨论的属性。在根据对
象的可度量特征考察一个对象时，可以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质量：设计质量和
符合质量。
设计质量：是指设计者为一件产品规定的特征。材料等级、耐久性、及
性能的规约都属于设计质量。当规定使用更高级别的材料、要求达到更强的
耐久性和更高层次的性能时，如果产品能够依照规约进行制造，则产品的设
计质量便会提高。
符合质量：是指在制造过程中符合设计规格的程度。同样，符合程度越
高，符合质量也就越高。
在软件开发时，设计质量包括系统的需求、规约和设计。符合质量则主
要关注实现问题。如果实现了符合设计、得到的系统满足系统需求和性能目

标，则符合质量较高。
８．１．２ 质量控制
差异控制可以等同于质量控制。但我们如何实现质量控制呢？“质量控
制”是为了保证每一件工作产品都满足对它的需求而应用于整个开发周期中
的一系列审查、复审和测试。质量控制在创建工作产品的过程中包括一个反
馈循环。度量和反馈相结合，使得我们能够在得到的工作产品不能满足其规
约时调整开发过程。这种方法将质量控制视为整个制造过程的一部分。
质量控制活动可以是全自动的、全人工的，也可以是自动工具与人员交
互的结合。质量控制中的关键概念之一是所有工作产品都具有定义好的和可
度量的规约，我们可以将每个过程的产品与这一规约进行比较。反馈循环的
引入对于最小化产生的缺陷至关重要。
８．１．３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由管理层的审计和报告功能构成。质量保证的目标是为管
理层提供为获知产品质量信息所需的数据，从而获得产品质量是否符合预定
目标的认识和信心。当然如果质量保证所提供的数据发现了问题，则管理层
负责解决这一问题，并为解决质量问题分配所需的资源。
８．１．４ 质量的成本
质量成本包括所有由质量工作或者进行与质量有关的活动所导致的成
本。质量成本研究的开展能够为当前质量成本设定基线，标识降低质量成本
的机会，并提供一种规范化的比较基础。规范化的基础几乎全都以“元”（钱）
计算。一旦我们将质量成本以“元”为单位进行了规范化，我们就拥有了必
要的数据来评估能够在何处改进现有过程。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评估那些基
于“元”的项在改变时所产生的影响。
质量成本可以被划分为与预防、鉴定及失败相关的成本。“预防成本”
包括：
·质量计划。
·正式技术复审。
·测试设备。
·培训。
“鉴定成本”包括为深入了解“首次通过”各个过程时产品的状态而开
展的那些活动。鉴定成本的例子如下：
·过程内和过程间审查。
·设备校准和维护。
·测试。
“失败成本”是指如果在将产品交付给客户之前已经消除了缺陷时就不
会存在的成本。失败成本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内部失败成本和外部失败成本。
“内部失败成本”是指在产品交付之前发现错误而引发的成本。内部失败成
本包括：

·返工。
·修复。
·失败模式分析。
“外部失败成本”是指与产品交付给客户之后所发现的缺陷相关的成
本。外部失败成本的例子如下：
·解决客户的抱怨。
·退换产品。
·求助电话支持。
·保修工作。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发现和修改一个缺陷的成本将随着我们从预防到检
测、从内部失败到外部失败工作的开展而急剧增加。图 ８－１，根据 Ｂｏｅｈｍ
［ＢＯＥ８１］所收集的数据，阐述了这一现较蟆＊
Ｋａｐｌａｎ 及其同事［ＫＡＰ９５］报告了更多近期的数据，该报告以 ＩＢＭ 的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开发部门的工作为基础：
审查 ２０００００ 行代码总共用了 ７０５３ 个小时，结果是预防了 ３１１２ 个潜在的
缺陷。假定雇佣一名程序员的成本为每小时 ４０ 美元，预防 ３１１２ 个缺陷的总
成本为 ２８２１２０ 美元，约为每个缺陷 ９１ 美元。
下面将这些数字与产品交付给客户之后消除缺陷的成本加以比较。假定
没有进行代码审查，但是程序员编码格外小心，而在交付的产品中每 １０００
行代码中只有 １ 个缺陷漏网［大大优于产业界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在客
户的操作环境中仍然有 ２００ 个缺陷需要改正。估算改正每个缺陷的成本为
２５０００ 美元，则总成本将高达 ５ 百万美元，大约比进行缺陷预防的产品的总
成本高出 １８ 倍。
当然，ＩＢＭ 生产的软件被数以万计的客户所使用，因此，有可能交付后
改正软件缺陷的成本要高于平均水平，但这并不能否定上面所说的结果。即
使普通软件组织的缺陷改正成本仅仅为 ＩＢＭ 的 ２５％（大多数组织并不知道这
项成本究竟是多少！），但用于质量控制和保证活动而节约的成本仍然令人叹
服。
８．２ 质量运动
今天，整个工业界中的公司资深管理者都认识到产品的高质量将导致成
本下降和底线的提高。但是在以前，情况并不如此。质量运动始于本世纪 ４０
年代 Ｗ．Ｅｄｗａｒｄｓ Ｄｅｍｉｎｇ［ＤＥＭ８６］的开创性工作，第一次真正的实验则是在
日本进行的。以 Ｄｅｍｉｎｇ 的想法为基础，日本人开发了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来从
根本上消除造成产品缺陷的原因。从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代，他们的工作被移植到
西方，有时被称作“全面质量管理（ＴＱＭ）”①。尽管不同公司和不同作者那里
的术语略有不同，但通常采用的都是 ４ 个步骤的过程，且该过程构成了任何
一个好的 ＴＱＭ 项目的基础。
第一步被称为“ｋａｉｚｅｎ”，是指一个连续的过程改进系统。Ｋａｉｚｅｎ 的目
①

参见文献［ART93］中关于 TQM 及其在软件世界中的应用的详尽讨论，参见[KAP95]中关于在软件世

界中应用 aldridgeAward 准则的讨论。

标是开发一个看的见的、可重复的和可度量的过程（在这里是指软件过程）。
第二步被称为“ａｔａｒｉｍａｅ ｈｉｎｓｈｉｔｓｕ”，只能在 ｋａｉｚｅｎ 完成之后才可启
动。这一步将检查影响过程的无形因素，并优化这些因素对过程的影响。例
如，软件过程可能受到高层职员流动的影响，而这本身又是由公司内部不断
重组而引起的。由于一个稳定的公司组织可能会对软件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
帮助，所以 Ａｔａｒｉｍａｅ ｈｉｎｓｈｉｔｓｕ 可以帮助管理者对公司重组方式提出建议。
前面两个步骤关注的是过程，下一个称为“ｋａｎｓｅｉ”的步骤（意思是“第
五感觉”）则关注产品的用户（这里的产品是指软件）。Ｋａｎｓｅｉ 就是通过检查
用户使用产品的方式，而导致产品本身的改进和（潜在地）改进产品的生产过
程。
最后一个步骤称为“ｍｉｒｙｏｋｕｔｅｋｉ ｈｉｎｓｈｉｔｓｕ”，它将管理者的注意力从
当前的产品上移开并拓宽。这是一个面向商业的步骤，通过观察产品在市场
上的用途，寻找产品在可以识别的相关领域中的发展机会。在软件世界中，
ｍｉｒｙｏｋｕｔｅｋｉ ｈｉｎｓｈｉｔｓｕ 可以被视为一种发现有利可图的新产品或寻找当前
计算机系统的副产品用途的努力。
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都应该立即关心 ｋａｉｚｅｎ 步骤。在建立一个成熟的
软件过程（第 ２ 章）之前，进入后面步骤的意义不大。
８．３ 软件质量保证
即使最疲惫的软件开发者也同意，生产高质量的软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目标。但我们将如何定义质量呢？有一个笑话说：“每个程序都能够做好一
些事情，不过不是我们希望它做到的那些而已。”
文献中对软件质量的定义有很多种。在我们这里对软件质量做如下定
义：
明确声明的功能和性能需求、明确文档化过的开发标准、以及专业人员
开发的软件所应具有的所有隐含特征都得到满足。
显然上述定义还可以修改或扩充。实际上，对软件质量的确定性定义可
以无限制地争论下去。在本书中，上述定义强调了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１．软件需求是进行“质量”度量的基础。与需求不符就是质量不高。
２．指定的标准定义了一组指导软件开发的准则。如果不能遵照这些准
则，就极有可能导致质量不高。
３．通常有一组“隐含需求”是不被提及的（如对易维护性的需求）。如果
软件符合了明确的需求却没有满足隐含需求，软件质量仍然值得怀疑。
８．３．１ 背景
对于任何为他人生产产品的企业，质量保证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在 ２０
世纪之前，质量保证曾经只由生产产品的工匠承担。第一个正式的质量保证
和控制职能于 １９１６ 年在贝尔实验室出现，此后迅速风靡整个制造行业。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５０ 和 ６０ 年代），质量保证曾经只由程序员承担。
软件质量保证的标准是 ７０ 年代首先在军方的软件开发合同中出现的，此后迅
速传遍整个商业领域［ＩＥＥ９４］。通过扩颊骨懊嫠 档闹柿慷ㄒ澹 砑 柿勘
Ｖさ亩ㄒ迨俏Ａ 吮Ｖと砑 柿慷 匦璧摹坝屑苹 暮拖低郴 男卸 Ｊ健保

跾 ＣＨ８７］。在今天，这一定义的含义是在一个组织中有多个机构负有保证软
件质量的责任——包括软件工程师、项目管理者、客户、销售人员和 ＳＱＡ 小
组的成员。
ＳＱＡ 小组充当客户在公司内部的代表。这就是说，ＳＱＡ 小组的成员必须以
客户的观点看待软件。软件是否充分满足第 １８ 章中的各项质量因素？软件开
发是否依照预先设定的标准进行？作为 ＳＱＡ 活动的一部分的技术规程是否恰
当的发挥了作用？ＳＱＡ 小组的工作将回答上述的及其他的问题，以确保软件
质量得到维护。
８．３．２ ＳＱＡ 活动
软件质量保证由各种任务构成，这些任务分别与两种不同的参与者相关
——做技术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和负责质量保证的计划、监督、记录、分析及
报告工作的 ＳＱＡ 小组。
软件工程师通过采用可靠的技术方法和措施、进行正式的技术复审、执
行计划周密的软件测试来考虑质量问题（并保证软件质量）。在本章中将只讨
论复审问题。本书中的第 ３ 到第 ５ 部分将讨论有关的技术问题。
ＳＱＡ 小组的职责是辅助软件工程小组得到高质量的最终产品。ＳＥＩ
［ＰＡＵ９３］推荐了一组有关种柿勘Ｖぶ械募苹 ⒓喽健⒓锹肌⒎治黾氨ǜ娴腟
ＱＡ 活动。这些活动将由一个独立的 ＳＱＡ 小组执行（或协助）：
为项目准备 ＳＱＡ 计划：该计划在制定项目计划时制定，由所有感兴趣的
相关部门复审。该计划将控制由软件工程小组和 ＳＱＡ 小组执行的质量保证活
动。在计划中要标识以下几点（参见图 ８－５）：
·需要进行的评价。
·需要进行的审计和复审。
·项目可采用的标准。
·错误报告和跟踪过程。
·由 ＳＱＡ 小组产生的文档。
·为软件项目组提供的反馈数量。
参与开发该项目的软件过程描述——软件工程小组为要进行的工作选
择一个过程。ＳＱＡ 小组将复审过程说明，以保证该过程与组织政策、内部软
件标准、外界所订标准（如 ＩＳＯ ９００１）以及软件项目计划的其他部分相符。
复审各项软件工程活动、对其是否符合定义好的软件过程进行核实
——ＳＱＡ 小组识别、记录和跟踪与过程的偏差，并对是否已经改正进行核实。
审计指定的软件工作产品、对其是否符合定义好的软件过程中的相
应部分进行核实——ＳＱＡ 小组对选出的产品进行复审；识别、记录和跟踪出
现的偏差、对是否已经改正进行核实、定期将工作结果向项目管理者报告。
确保软件工作及工作产品中的偏差已被记录在案，并根据预定规程
进行处理——偏差可能出现在项目计划、过程描述、采用的标准或技术工作
产品中。
记录所有不符合的部分，并报告给高级管理者——不符合的部分将受
到跟踪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除进行上述活动之外，ＳＱＡ 小组还需要协调变化的控制和管理（参见第 ９
章），并帮助收集和分析软件度量信息。

８．４ 软件复审
软件复审是软件工程过程中的“过滤器”。复审被用于软件开发过程中
的多个不同的点上，起到发现错误（进而引发排错活动）的作用。软件复审起
到的作用是“净化”分析、设计和编码中所产生的软件工作产品。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和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在［ＦＲＥ９０］中对复审的讨论如下：
技术工作需要复审的理由就象铅笔需要橡皮——“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我们需要复审的第二个理由是：尽管人善于发现自己的某些错误，但
是犯错误的人自己对许多种错误的发现能力远小于其他的人。因此复审过程
正好回答了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ｒｎｓ 的祈祷者的祈求：
“赐予我们力量吧！让我们能够像别人看我们那样看我们自己”
一次复审（任何复审）是一种借助一组人的差异性来达到目的的方法：
１．指出一个人或小组生产的产品所需进行的改进。
２．确定产品中不需要或者不希望改进的部分。
３．得到与没有进行复审相比更加一致、或者至少更可预测的技术工作的
质量，从而使得技术工作更易于管理。
在软件工程过程中可以进行的复审有许多种，它们各有用处。在咖啡机
旁讨论技术问题的非正式会议是一种复审；将软件设计正式介绍给客户、管
理层和技术人员也是一种复审方式。但是在本书中，我们将集中讨论正式的
技术复审——有时称为“走查”（Ｗａｌｋｔｈｒｏｕｇｈ）。从质量保证的角度出发，正
式的技术复审是最有效的过滤器。由软件工程师（或其他人）对软件工程师进
行的正式技术复审（ＦＴＲ）是一种提高软件质量的有效方法。
８．４．１ 软件缺陷对成本的影响
《ＩＥＥＥ 电气和电子标准术语字典》（ＩＥＥ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ｅｒｍｓ， ＩＥＥ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１００－１９９２）中对“缺陷”
（Ｄｅｆｅｃｔ）一词的定义是“产品异常”。在硬件领域中，“失败”（Ｆａｉｌｕｒｅ）
一词的定义可以参见 ＩＥＥ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６１０．１２－１９９０：
（ａ）硬件设备或部件的缺陷：比如线路短路或断路；（ｂ）在计算机程序中
的一个不正确的步骤、过程或者数据定义。注意：本定义主要用于容错学科。
在通常的用法中，术语“错误”（Ｅｒｒｏｒ）和“臭虫（小毛病）”（Ｂｕｇ）也用来表
达同样的意思。参见：数据敏感性失败（ｄａｔ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程序敏感
性失败（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等价失败（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ｆａｕｌｔｓ）、失败
屏蔽（ｆａｕｌｔ ｍａｓｋｉｎｇ）、间断性失败（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ｆａｕｌｔ）。
在软件过程范围中，术语“缺陷”和“失败”是同义词，它们都表示在
软件交付给最终用户之后发现的质量问题。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使用“错
误”描述在软件交付之前由软件工程师发现的质量问题。
正式技术复审的主要目标是在此过程中发现错误，以便使缺陷在软件交
付之前变成错误。正式技术复审的明显优点是较早发现错误，防止错误被传
播到软件过程的后续阶段。
产业界的大量研究（ＴＲＷ、Ｎｉｐｐ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和 Ｍｉｔｒｅ Ｃｏｒｐ．以及其他公司）
表明设计活动引入的错误占软件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错误（和最终的缺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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蠓矫孀罡叽锏＊７５％的有效性。通过检测和排除大量设计错误，复审过程将极
大降低后续开发和维护阶段的成本。
为了说明尽早发现错误对成本的影响，我们将根据从大型软件项目中收
集到的实际数据研究一系列的相对成本［ＩＢＭ８１］。假定在设计阶段发现的错
误的改正成本为 １ 个货币单位，在测试开始之前发现一个错误的改正成本为
６．５ 个货币单位，在测试时发现一个错误的改正成本为 １５ 个货币单位，而在
发布之后发现一个错误的改正成本为 ６０ 到 １００ 个货币单位。
８．４．２ 缺陷的放大和消除
可以用“缺陷放大模型”［ＩＢＭ８１］来说明在软件工程过程中的概要设计、
详细设计和编码越锥沃写砦蟮牟
凹觳狻８媚Ｐ腿缤＊８－２ 所示。图中方块
表示软件开发步骤。在这一步骤中，错误可能因为疏忽而产生；复审过程可
能没有发现新产生的以及来自此步骤之前的错误，从而导致一定数量的错误
通过当前步骤；在有些情况下，从前面步骤传下来的错误在当前步骤会放大
（放大因子为 Ｘ）。将方块进一步划分以表示上述特点及错误检测的有效性百
分比，后者是复审完善程度的函数。
图 ８－３ 所示的是一个假设在没有复审的软件开发过程中缺陷放大的例
子。如图所示，假设每一个测试步骤都发现和改正 ５０％的输入错误，而又不
引入新的错误（一种乐观的估计）。１０ 个概要设计阶段的错误在开始测试之前
已经放大成为 ９４ 个。１２ 个隐藏的缺陷则随软件发布到客户现场。图 ８－４ 所
示的情况与之同样，只是在设计和编码过程中将复审作为每个软件过程步骤
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 １０ 个概要设计错误在开始测试之前放大成
为 ２４ 个。只有 ３ 个隐藏的缺陷。回忆一下与发现和改正错误相关的相对成本，
由此可以确定总开发成本（在我们假设的例子中无论有没有复审的情况下）。
在表 ８－１ 中，在进行了复审的情况下，开发和维护的总成本是 ７８２ 个成本单
位。而在不进行复审的情况下，总成本是 ２１７７ 个成本单位。后者几乎是前者
的 ３ 倍。

表 ８－１
错误发现时机

开发成本比较

数量

成本单位

总计

设计期间

２２

１．５

３３

测试之前

３６

６．５

２３４

测试期间

１５

１５

３１５

发布之后

３

６７

２０１

进行复审

７８３

（续 ）
错误发现时机

数量

成本单位

总计

测试之前

２２

６．５

１４３

测试期间

８２

１５

１２３０

发布之后

１２

６７

８０４

不进行复审

为了进行复审，开发人员必须花费时间和工作量，开发组织必须花费金
钱。但是上述例子的结果证明，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现在付出、否则以后付
出更多”的情况。（设计和其他技术活动中的）正式技术复审提供了显而易见
的成本效益。因此，应该进行复审活动。
８．５ 正式技术复审
正式技术复审（ＦＴＲ）是一种由软件工程师进行的①软件质量保证活动。ＦＴＲ
的目标是（１）在软件的任何一种表示形式中发现功能、逻辑或实现的错误；（２）
证实经过复审的软件的确满足需求；（３）保证软件的表示符合预定义的标准；
（４）得到以一种一致的方式开发的软件；（５）使项目更易于管理。由于 ＦＴＲ 的
进行使大量人员对软件系统中原本并不熟悉的部分更为了解，因此，ＦＴＲ 还
起到了提高项目连续性和培训后备人员的作用。
ＦＴＲ 实际上是一类复审方式，包括“走查”（Ｗａｌｋｔｈｒｏｕｇｈ）、“审查”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轮查”（Ｒｏｕｎｄ－ｒｏｂ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以及其他软件小组的技术评
估。每次 ＦＴＲ 都以会议形式进行，只有经过适当的计划、控制和参与，ＦＴＲ
才能获得成功。在后面的段落中，我们给出了类似于“走查”［ＦＲＥ９０，ＧＩＬ９３］
的典型正式技术复审的指南。
８．５．１ 复审会议
不论选择何种 ＦＴＲ 形式，每个复审会议都应该遵守下面的约束：
·复审会议（通常）应该在 ３ 到 ５ 个人之间进行。
·应该进行提前准备，但是每人占用工作时间应该少于 ２ 小时。
·复审会议时间应该不超过 ２ 小时。
在上述约束之下，显然 ＦＴＲ 应该关注的是整个软件中的某个特定（且较小）
部分。例如，不要试图复审整个设计，而是对每个模块或者一小组模块进行
走查。当 ＦＴＲ 的关注范围较小时，发现错误的可能性更大。
ＦＴＲ 的焦点是某个工作产品——软件的一部分（如一部分需求规约、一个
模块的详细设计、一个模块的源代码清单）。开发这一产品的个人（即“生产
者”）通知项目管理者工作产品已经完成，需要进行复审。项目管理者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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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主席”联系，主席负责评估工作产品是否准备就绪，创建副本，并将其分
发给两到三个“复审者”以便事先准备。每个复审者应该花 １ 到 ２ 个小时复
审工作产品、做笔记或者用其他方法熟悉这一工作。与此同时，复审主席也
对工作产品进行复审、并制定复审会议的日程表，通常安排在第二天开会。
复审会议由复审主席、所有复审者和生产者参加。其中一个复审者作为
“记录员”，负责记录在复审过程中发现的所有重要问题。ＦＴＲ 将从介绍会
议日程开始，并由生产者做简单的介绍。然后生产者将“遍历”工作产品、
作出解释，而复审者将根据各自的准备提出问题。当发现问题或错误时，记
录员逐个加以记录。
在复审结束时，所有 ＦＴＲ 的与会者必须做出以下决定中的一个：（１）工作
产品可以不经修改而被接受（２）由于严重错误而否决工作产品（错误改正后必
须再次进行复审）（３）暂时接受工作产品（发现必须改正的微小错误，但是不再
需要进一步复审）。作出决定之后，所有 ＦＴＲ 与会者需要“签名”，以表示他
们参加了此次 ＦＴＲ 并且同意复审小组所做的决定。
８．５．２ 复审报告和记录保存
在 ＦＴＲ 期间，一名复审者（记录员）主动记录所有被提出的问题。在复审
会议结束时，对这些问题进行小结，并生成一份“复审问题列表”。此外，
还要完成一份简单的“复审总结报告”。复审总结报告将回答以下问题：
１．复审什么？
２．由谁复审？
３．发现了什么，结论是什么？
复审总结报告通常是一页纸大小（可能还有附件）。它是项目历史记录的
一部分，有可能被分发给项目管理者和其他感兴趣的参与方。
复审问题列表有两个作用：（１）标识产品中存在问题的区域（２）用作“行
动条目”检查表以指导生产者进行改正。通常在总结报告中将问题列表作为
附件。
建立一个跟踪规程，以保证问题列表中的每一条目都得到适当的改正，
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提出的问题真正得到控制。一
种方法是将跟踪的责任指派给复审主席。更为正式的方法是将这一责任分配
给一个独立的 ＳＱＡ 小组。
８．５．３ 复审指南
进行正式技术复审之前必须建立复审指南，分发给所有复审者，并得到
大家的认可，然后才能依照它进行复审。不受控制的复审，通常比没有复审
更加糟糕。
下面给出了正式技术复审指南的最小集合：
１．复审产品，而不是复审生产者。ＦＴＲ 涉及到别人和自我。如果进行
得恰当，ＦＴＲ 可以使所有参与者体会到温暖的成就感。如果进行得不恰当，
则可能陷入一种审问的气氛之中。应该温和的指出错误，会议的气氛应该是
轻松的和建设性的；不要试图贬低或羞愧别人。复审主席应该引导复审会议，
以保证会议始终处于恰当的气氛和态度之中，并在讨论失去控制时应立即休

会。
２．制定日程，并且遵守日程。各种类型的会议都具有一个主要缺点：
放任自流。ＦＴＲ 必须保证不要离题和按照计划进行。复审主席被赋予维持会
议程序的责任，在有人转移话题时应该提醒他。
３．限制争论和辩驳。在复审者提出问题时，未必所有人都认同该问题
的严重性。不要花时间争论这一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被记录在案，留到会
后进一步讨论。
４．对各个问题都发表见解，但是不要试图解决所有记录的问题。复
审不是一个问题解决会议。问题的解决通常由生产者自己或者在其他人的帮
助下来完成。问题解决应该放到复审会议之后进行。
５．作书面笔记。有时候让记录员在黑板上做笔记是个好注意，这样在记
录员记录信息时，其他的复审者可以推敲措辞，并确定问题的优先次序。
６．限制参与者人数，并坚持事先做准备。两个人的脑袋好过一个，但
是 １４ 个脑袋未必就好过 ４ 个。将复审涉及的人员数量保持在最小的必需值
上。但是所有的复审组成员都必须事先作好准备。复审主席应该向复审者要
求书面意见（以表明复审者的确对材料进行了复审。）
７．为每个可能要复审的工作产品建立一个检查表 ①。检查表能够帮助
复审主席组织 ＦＴＲ 会议，并帮助每个复审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要问题上。应
该为分析、设计、编码、甚至测试文档都建立检查表。
８．为 ＦＴＲ 分配资源和时间。为了让复审有效，应该将复审作为软件工
程过程中的任务加以调度。而且要为由复审结果必然导致的修改活动分配时
间。
９．对所有复审者进行有意义的培训。为了提高效率，所有复审参与者
都应该接受某种正式培训。培训要强调的不仅有与过程相关的问题，而且应
该涉及复审的心理学因素。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和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ＦＲＥ９０］为每 ２０ 个人有效
的参与复审而估算了一份 １ 个月的学习曲线。
１０．复审以前所作的复审。听取汇报对发现复审过程本身的问题十分有
益。最早被复审的工作产品本身可能就会成为复审指南。
由于成功的复审涉及到许多变数（如，开发者数量、工作产品类型、时间
和长度、特定的复审方法等），软件组织应该在实验中决定何种方法最为适
用。Ｐｏｒｔｅｒ［ＰＯＲ９５］及其同事为这类实验提供了良好的指南。
８．６ ＳＱＡ 的形式化方法
在前面的几节中，我们认为软件质量是大家的工作，且通过完整的分析、
设计、编码和测试，以及采用正式技术复审、多层次测试策略、对软件文档
及其改变进行更好的控制、及广为接受的应用软件的开发标准，有可能获得
软件的高质量。另外，质量可以根据多种质量因素来定义，并可以使用各种
指标和度量进行测量。
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在软件界中有一群虽然很少但是很坚决的人们，提出
软件质量保证应该采用一种更为形式化的方法。一个计算机程序可以看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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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学对象，对于每一种程序设计语言都能够定义一套严格的语法和语义，
且对于软件需求说明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严格方法（第 ２４ 章）。一旦需求模型
（说明）以一种严格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就可以采用程序正确性的数学证明来
说明程序是否严格符合它的说明。
程序正确性证明不是一个新的思路。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ＤＩＪ７６］和 Ｌｉｎｇｅｒ 等人
［ＬＩＮ７９］，以及其他很多人都支持程序正确性的数学证明，并将它与结构化程
序设计概念联系在一起（参见第 １４ 章）。今天，已经提出了各种程序正确性的
形式化证明方法，我们将在第 ２４ 和 ２５ 章中详细讨论。
８．７ 统计质量保证
统计质量保证反映了一种在产业界不断增长的趋势：质量的量化。对于
软件而言，统计质量保证包括以下步骤：
１．收集和分类软件缺陷信息。
２．尝试对每个缺陷的形成原因（例如，不符合规约、设计错误、违背标准、
与客户通信不力等）进行追溯。
３．使用 Ｐａｒｅｔｏ 规则（８０％的缺陷的 ２０％成因有可能可以追溯到），将这
２０％（少数重要的）分离出来。
４．一旦标出少数重要的原因，就可以开始纠正引起缺陷的问题。
这一相对简单的概念代表的是为创建适合的软件工程过程的一个重要步
骤，在该过程中将进行修改，以改进那些引入错误的过程要素。
为了说明这一过程，假定软件开发组织收集了为期一年的缺陷信息。有
些错误是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发现的，其他缺陷则是在软件交付给最终用户之
后发现的。尽管发现了数以百计的不同类型的错误，但是所有错误都可以追
溯到下述原因中的一个或几个：
·说明不完整或说明错误（ＩＥＳ）
·与客户通信中所产生的误解（ＭＣＣ）
·故意与说明偏离（ＩＤＳ）
·违反编程标准（ＶＰＳ）
·数据表示有错（ＥＤＲ）
·模块接口不一致（ＩＭＩ）
·设计逻辑有错（ＥＤＬ）
·不完整或错误的测试（ＩＥＴ）
·不准确或不完整的文档（ＩＩＤ）
·将设计翻译成程序设计语言中的错误（ＰＬＴ）
·不清晰或不一致的人机界面（ＨＣＩ）
·杂项（ＭＩＳ）
为了使用统计质量保证方法，需要建一张表 ８－２ 那样的表格。表中显示
ＩＥＳ、ＭＣＣ 和 ＥＤＲ 是造成所有错误中的 ５３％的“少数重要的”原因。但是需要
注意，在只考虑严重错误时，应该将 ＩＥＳ、ＥＤＲ、ＰＬＴ 和 ＥＤＬ 作为“少数重要
的”原因，一旦确定了什么是重要的少数原因，软件开发组织就可以开始采
取改正行动了。例如，为了改正 ＭＣＣ 错误，软件开发者可能要采用方便的应
用软件说明技术，以提高与客户的通信及说明的质量。为了改正 ＥＤＲ，开发
者可能要使用 ＣＡＳＥ 工具进行数据建模，并进行更为严格的数据设计复审。随

着少数重要原因的不断改正，新的候选错误原因也将被提到改进日程上来。
表 ８－２
总计

统 计 ＳＱＡ 的 数 据 收 集
严重

一般

错误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ＩＥＳ

２０５

２２ ％

３４

２７ ％

６８

ＭＣＣ

１５６

１７ ％

１２

９％

ＩＤＳ

４８

５％

１

ＶＰＳ

２５

３％

ＥＤＲ

１３０

１４ ％

ＩＭＩ

５８

６％

ＥＤＬ

４５

５％

ＩＥＴ

９５

１０ ％

ＩＩＤ

３６

ＰＬＴ

微小
数量

百分比％

１８ ％

１０３

２４ ％

６８

１８ ％

７６

１７ ％

１％

２４

６％

２３

５％

０

０％

１５

４％

１０

２％

２６

２０ ％

６８

１８ ％

３６

８％

９

７％

１８

５％

３１

７％

１４

１１ ％

１２

３％

１９

４％

１２

９％

３５

９％

４８

１１ ％

４％

２

２％

２０

５％

１４

３％

６０

６％

１５

１２ ％

１９

５％

２６

６％

ＨＣＩ

２８

３％

３

２％

１７

４％

８

２％

ＭＩＳ

５６

６％

０

０％

１５

４％

４１

９％

总计

９４２

１００ ％

１２８

１００ ％

３７９

１００ ％

４３３５

１００ ％

当与缺陷信息集合结合使用时，软件开发者可以为软件工程过程中的每
个步骤计算“错误指标”（Ｅｒｒｏｒ ｉｎｄｅｘ）［ＩＥＥ９４］。在经过分析、设计、编
码、测试和发布之后，将收集到以下数据：
Ｅｉ＝在软件工程过程中的第 ｉ 步中发现的错误总数
Ｓｉ ＝严重错误数
Ｍｉ ＝一般错误数
Ｔｉ ＝微小错误数
ＰＳ＝第 ｉ 步的产品规模（ＬＯＣ、设计说明、文档页数）
Ｗｓ 、Ｗｍ 、Ｗｔ 分别是严重、一般、微小错误的加权因子，其推荐取值为 Ｗｓ＝１０、
Ｗｍ＝３ 和 Ｗｔ＝１。随着过程的进展，每个阶段的加权因子取值逐渐变大。也就是
说，尽早发现错误的组织得益较多。
在软件工程过程中的每一步中，分别计算各个阶段的阶段指标 ＰＩｉ ：
ＰＩｉ ＝Ｗｓ （Ｓｉ ／Ｅｉ ）＋Ｗｍ （Ｍｉ ／Ｅｉ ）＋Ｗｔ （Ｔｉ ／Ｅｉ ）
错误指标 Ｅｉ 通过计算各个 ＰＩｉ 的加权效果得到，在软件工程过程中后面
的步骤中遇到的错误的权值要高于在前面阶段遇到的错误权值。
ＥＩ＝∑（ｉ×ＰＩｉ ）／ＰＳ＝（ＰＩ１ ＋２ＰＩ２ ＋３ＰＩ３ ＋ｉＰＩｉ ）／ＰＳ
错误指标与表 ８－２ 中收集的信息相结合，可以得出软件质量的整体改进
指标。
统计 ＳＱＡ 的应用软件及 Ｐａｒｅｔｏ 规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将时间集中用于
真正重要的地方，但是首先你必须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有经验的业界人士都
同意下面的观点：大多数真正麻烦的缺陷都可以追溯到数量相对有限的根本
原因上。实际上大多数业界人士对软件缺陷的“真正”原因都有一种直觉，

但是很少有人花时间收集数据以验证他们的感觉。通过统计 ＳＱＡ 中的基本步
骤，产生缺陷的少数重要原因就被分离出来，从而可以得到改正。
有关统计 ＳＱＡ 的详尽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见文献
［ＳＣＨ８７］、荆跭 ＡＰ９５］和［ＫＡＮ９５］。
８．８ 软件可靠性
计算机程序的可靠性无疑是软件整体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程序在
执行时总是频繁地、重复地失败，那么其他软件质量因素是否可以接受也就
无从谈起。
与其他因素不同，软件可靠性可以使用历史数据和开发数据来测量、标
示和估算出来。用统计术语定义的软件可靠性是“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时间内，
计算机程序不失败地运行的概率”［ＭＵＳ８７］。举例说明，程序 Ｘ 在 ８ 个处理
小时内的可靠性估计为 ０．９６；也就是说，如果程序 Ｘ 执行 １００ 次，每次运行
８ 个小时（执行时间），则 １００ 次中正确运行（不失败）的次数可能是 ９６ 次。
任何时候讨论软件可靠性，都会引出一个主要问题：“失败”一词是什
么含义？在讨论软件质量和可靠性时，失败意味着与软件需求的不符。但是
这一定义也存在着等级之分。失败可以仅仅是令人厌烦，也可以是造成灾难。
有的失败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得到改正，有的则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
间才能改正。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改掉一个失败实际上可能引入其他的失
败，而这些失败最终又会引入其他的失败。
８．８．１ 可靠性和可用性的度量
早期的软件可靠性测量工作中试图将硬件可靠性的数学理论（参见文献
［ＡＬＶ６４］）外推来进行软件可靠性的预测。大多数与硬件有关的可靠性模型
依据的是由于“磨损”，而不是由于设计缺陷而导致的失败。在硬件中，由
于物理磨损（如温度、腐蚀、震动的影响）导致的失败远比与设计缺陷相关的
失败更多。但不幸的是，软件恰好相反。实际上所有软件失败都可以追溯到
设计或实现的问题上；磨损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参见第 １ 章）。
文献可靠性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它们在软件中的可用性之间的关系仍然
被争论着（参见文献［ＬＩＴ８９］和［ＲＯＯ９０］）。尽管在两种系统之间尚未建立不
可辩驳的联系，但是考虑少数几个同时适用于这两种系统的简单概念却很有
必要。
当我们考虑一个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时，可靠性的简单度量是“平均失败
间隔时间”（ＭＴＢＦ），其中：
ＭＴＢＦ＝ＭＴＴＦ＋ＭＴＴＲ
（ＭＴＴＦ 和 ＭＴＴＲ 分别是“平均失败时间”和“平均修复时间”的首字母缩
写）。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ＭＴＢＦ 是一个远比“缺陷数／ＫＬＯＣ”更为有用的度量指
标。简而言之，最终用户关心的是失败，而不是总缺陷数。由于一个程序中
包含的每个缺陷所具有的失败率不同，总缺陷数难以表示系统的可靠性。比
如考虑一个已经投入运行 １４ 个月的程序，程序中的许多缺陷需要经过几年的
运行时间才能暴露。这种隐藏缺陷的 ＭＴＢＦ 可能是 ５０ 到 １００ 年。还有一些尚

未被发现的缺陷的失败率可能是 １８ 到 ２４ 个月。即使全部排除第一种缺陷（具
有较长 ＭＴＢＦ），对软件可靠性的影响也微乎甚微。
除可靠性度量之外，我们必须开发一个“可用性”度量。软件可用性是
指在某个给定时间点上程序能够按照需求执行的概率。其定义为：
可用性＝ＭＴＴＦ／（ＭＴＴＦ＋ＭＴＴＲ）×１００％
ＭＴＢＦ 可靠性度量对 ＭＴＴＦ 和 ＭＴＴＲ 同样敏感。而可用性度量在某种程度上
对 ＭＴＴＲ 较为敏感，ＭＴＴＲ 是软件可维护性的间接度量。
８．８．２ 软件的安全和危险的分析
Ｌｅｖｅｓｏｎ［ＬＥＶ８６］讨论了软件对安全要求非常高的系统的影响，她写道：
在对安全要求比较高的系统中使用软件之前，它们通常是由传统（不可编
程）的机械和电子设备来控制的。为此在系统中设计了一套安全技术来处理那
些［不可编程］中的随机失败现象。由于假定所有由于人的错误而引起的失
败可以被完全防止或者在交付和运行之前得到排除，因此人的设计错误在此
不被考虑。
当软件被用来对系统进行部分控制时，系统复杂性将增加一个数量级甚
至更多。当使用软件时，由于人为错误而引入的微小设计错误——在基于硬
件的传统控制系统中可能被发现和排除——会变得更加难以发现。
“软件的安全和危险分析”主要是解决如何标出潜在的危险（这些危险将
负面影响软件系统，并导致整个系统失败）和评估潜在的危险可能对系统形成
的负面影响和引起整个系统完全瘫痪的可能性。如果能够在软件工程过程的
早期标出这些危险，则可以指定软件设计特性来排除或控制潜在的危险。
建模和分析过程可以带来部分软件安全。首先，根据是否关键和有风险
来标识和分类危险。例如，与基于计算机的汽车驾驶控制相关的危险可能有：
·导致不受控制的加速难于停止运动。
·当刹车踏板踩下后不能制动。
·开关打开后不能启动。
·加速或减速缓慢。
一旦这些系统级的危险被标识出来，就可以使用分析技术指定这些危险
发生的严重性和概率①。为了真正有效，软件应该被放置于整个系统中进行分
析。例如，一个微小的用户输入错误（人也是系统组成成分）可能被软件错误
放大，产生将机械设备置于不正确位置的控制数据，此时如果一组外部环境
条件满足（而且仅当满足这些条件时），机械设备的不正确位置将引发灾难性
的失败。错误树分析［ＶＥＳ８１］、实时逻辑［ＪＡＮ８６］或 Ｐｅｔｒｉ 网模型［ＬＥＶ８７］
等分析技术可以用于预测可能引起危险的事件链，以及事件链中的各个事件
出现的概率。
“错误树分析”将建立一个事件组合的顺序及并发关系的图形模型，这
些事件组合可能导致危险的事件发生或系统状态出现。使用一个开发得很好
的错误树，有可能对在不同系统构件中发生的一连串相互关联的失败所产生
的后果进行观察。“实时逻辑”（ＲＴＬ）通过说明事件以及响应事件的行动来建
①

这种方法类似于在第 6 章的软件项目管理中描述的风险分析方法。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关心的是技

术问题，而不是与项目有关的问题。

立系统模型，可以使用逻辑操作来分析事件－行为模型，以对有关系统构件及
其时序关系的安全性进行测试。“Ｐｅｔｒｉ 网”模型可以用于确定哪些错误最
具有危险性。
危险标识和分析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软件中与安全相关的需求说明
了。即，这个需求说明可以包括一张不希望发生的事件列表、以及针对这些
事件所希望产生的系统响应。也就指明了软件在管理不希望发生的事件方面
所起的作用。
尽管软件可靠性与软件安全性相互之间关系紧密，但是理解它们之间的
微妙差异更为重要。软件可靠性使用统计分析方法确定软件失败发生的可能
性；而失败的发生未必导致危险或灾难。软件安全性则考察失败会导致灾难
发生的条件。也就是说，失败不是被置于真空之中，而是被放在整个计算机
系统范围内加以考虑。
有关软件安全和危险分析的详尽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感兴趣的读者
可以参见 Ｌｅｖｅｒｓｏｎ 的专著［ＬＥＶ９５］。
８．９ ＳＱＡ 计划
“ＳＱＡ 计划”为建立软件质量保证提供了一张行路图。该计划由 ＳＱＡ 小
组和项目组共同制定，充当了每个软件项目中的 ＳＱＡ 活动的模板。
表 ８－３ 所示的是由 ＩＥＥＥ［ＩＥＥ９４］推荐的 ＳＱＡ 计划大纲。开始部分描述
目的和文档范围，并指出质量保证所覆盖的软件过程活动。所有在 ＳＱＡ 计划
中提到的文档都被列出来，且所有可应用的标准都专门注明。计划的“管理”
部分描述 ＳＱＡ 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ＳＱＡ 任务和活动、及它们在整个软件过
程中的位置，以及与产品质量有关的组织角色和责任。
表 ８－３

ＡＮＳＩ／ＩＥＥＥ Ｓｔｄ．７３０－１９８４ 和 ９８３－１９８６ 软 件 质 量 保 证 计 划

Ⅰ．计划的目的

ａ．软件需求复审

Ⅱ．参考文献

ｂ．设计复审

Ⅲ．管理

Ｃ．软件验证和确认复审

１．组织

ｄ．功能审计

２．任务

ｅ．物理审计

３．责任

ｆ．过程内部审计

Ⅳ．文档

ｇ．管理复审

１．目的

Ⅶ．测试

２．所需的软件工程文档

Ⅷ．问题报告和改正行动

３．其他文档

Ⅸ．工具、技术和方法学

Ⅴ．标准、实践和约定

Ⅹ．代码控制

１．目的

Ⅺ．媒体控制

２．约定

Ⅻ．供应商控制

Ⅵ．复审和审计

ＸＩＩＩ．记录收集、维护和保留

１．目的

ＸＩＶ．培训

２．需求复审

ＸＶ．风险管理

“文档”一节描述的是软件过程各个部分所产生的各种工作产品，包括：
·项目文档（例如项目计划）。
·模型（例如 ＥＲＤ 模型、类层次模型）。
·技术文档（例如说明、测试计划）。
·用户文档（例如帮助文件）。
另外在这一节中还定义了为获得高质量产品所能接受的工作产品的最小
集合。
在“标准、实践和约定”中列出了所有在软件过程中采用的合适的标准
和实践方法（例如，文档标准、编码标准和复审指南）。此外，还列出了作为
软件工程工作的组成部分而收集的所有项目、过程及（在某些情况下）产品度
量信息。
计划中的“复审和审计”一节标识了软件工程小组、ＳＱＡ 小组和客户进
行的审计和复审活动。它给出了各种复审和审计方法的总览。
“测试”一节中列出了软件测试计划和过程（参见第 １７ 章）。它还定义了
测试记录保存的需求。“问题报告和改正行动”中定义了错误及缺陷的报告、
跟踪和解决规程，这些活动的组织责任也被标识出来。
“ＳＱＡ 计划”的其他部分标识了支持 ＳＱＡ 活动与任务的工具和方法；给
出了控制变化的软件配置管理过程；定义了一种合同管理方法；建立了组装、
保护、维护所有记录的方法；标识了为满足这一计划所需的培训；定义了标
识、评估、监控和控制风险的方法。
８．１０

ＩＳＯ ９０００ 质量标准

“质量保证系统”可以被定义成用于实现质量管理的组织结构、责任、
规程、过程和资源［ＡＮＳ８７］。 ＩＳＯ ９０００ 标准以一种能够适用于任何行业（不
论提供的是何种产品或服务）的一般术语描述了质量保证的要素。
为了登记成为 ＩＳＯ ９０００ 中包含质量保证系统模型中的一种，一个公司的
质量系统和操作应该由第三方审计者仔细检查，查看其与标准的符合性以及
操作的有效性。成功登记之后，这一公司将收到由审计者所代表的登记实体
颁发的证书。此后每半年进行一次的检查性审计将持续保证该公司的质量系
统与标准是相符的。
８．１０．１ ＩＳＯ 对质量保证系统的方法
ＩＳＯ ９０００ 质量保证模型将一个企业视为一个互联过程的网络。为了使质
量系统符合 ＩＳＯ 标准，这些过程必须与标准中给出的区域对应，并且必须按
照描述文档化和实现。对一个过程文档化将有助于组织的理解、控制和改进。
正是理解、控制和改进过程网络的机会为设计和实现符合 ＩＳＯ 的质量系统的
组织提供了（也许是）最大的效益。
ＩＳＯ ９０００ 以一般术语描述了一个质量保证系统的要素。这些要素包括用
于实现质量计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所需的组织结构、规程、
过程和资源。但是 ＩＳＯ ９０００ 并不描述一个组织应该如何实现这些质量系统要
素。因此，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设计和实现一个能够满足标准并适用于公司
的产品、服务和文化的质量保证系统。

８．１０．２ ＩＳＯ ９００１ 标准
ＩＳＯ ９００１ 是应用于软件工程的质量保证标准。这一标准中包含了高效的
质量保证系统必须体现的 ２０ 条需求。因为 ＩＳＯ ９００１ 标准适用于所有的工程
行业，因此，为了在软件过程的使用中帮助解释该标准，而专门开发了一个
ＩＳＯ 指南的子集（即 ＩＳＯ ９０００－３）。由 ＩＳＯ ９００１ 描述的 ２０ 条需求所面向的是
以下问题：１．管理责任。
２．质量系统。
３．合同复审。
４．设计控制。
５．文档和数据控制。
６．采购。
７．对客户提供的产品的控制。
８．产品标识和可跟踪性。
９．过程控制。
１０．审查和测试。
１１．审查、度量和测试设备的控制。
１２．审查和测试状态。
１３．对不符合标准产品的控制。
１４．改正和预防行动。
１５．处理、存储、包装、保存和交付。
１６．质量记录的控制。
１７．内部质量审计。
１８．培训。
１９．服务。
２０．统计技术。
软件组织为了通过 ＩＳＯ ９００１，就必须针对上述每一条需求建立相关政策
和过程，并且有能力显示组织活动的确是按照这些政策和过程进行的。有关
ＩＳＯ ９００１ 的进一步信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文献［ＳＣＨ９４］和［ＥＳＥ９５］。
８．１１ 小结
软件质量保证是在软件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进行的“保护性活动”。ＳＱＡ
包括对方法和工具有效应用的规程、正式技术复审、测试策略和技术、变化
控制规程、保证与标准符合的规程、以及度量和报告机制。
软件质量的复杂本质——这是计算机程序的一种属性，其定义是“与明
确地和隐含地定义的需求的符合程度”——使 ＳＱＡ 很复杂。但是当被更为一
般地考虑时，软件质量包括了许多不同的产品和过程因素及其相关的度量。
软件复审是最为重要的 ＳＱＡ 活动之一。复审的作用是作为软件过程的过
滤器，在发现及改正错误的成本相对较小时就排除错误。正式技术复审或走
查是一种典型的复审会议，在实践中这种形式对于发现错误极其有效。
为了正确的进行软件质量保证，必须收集、评估和发布软件工程过程的
数据。统计 ＳＱＡ 有助于改进产品和软件过程本身的质量。软件可靠性模型将

度量加以扩展，能够由所收集的缺陷数据推导出项目失败率和可靠性估计。
总而言之，让我们借用 Ｄｕｎｎ 和 Ｕｌｌｍａｎ［ＤＵＮ８２］的一句话：“软件质量
保证就是将质量保证的管理对象和设计原则映射到适用的软件工程管理和技
术空间上”。质量保证的能力是成熟的工程学科的量尺。当上述映射成功实
现时，其结果就是成熟的软件工程。
思考题
ｓ８．１ 在本章前面我们提到“差异控制是质量保证的核心”。因为每个程
序都与其他程序不同，我们应该寻找什么样的差异？应该如何控制差异？
８．２ 如果客户不断改变要做什么的想法，是否有可能评估软件质量？
８．３ 质量和可靠性是相关的概念，但却有一些基本的不同。请就此进行
讨论。
８．４ 一个程序能够既正确又不可靠吗？请加以解释。
８．５ 一个程序能够既正确又不表现出高质量吗？请加以解释。
８．６ 为什么软件工程小组与独立的软件质量保证小组之间的关系经常是
紧张的？这种紧张关系是否是正常的？
８．７ 假设你被赋予改进组织中的软件质量的职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
什么？然后呢？
８．８ 除了可以对错误计数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计数的软件特征具有质量
意义？它们是什么？能否直接度量？
８．９ 仅当每个参与者都进行了事先准备时，一次正式技术复审才是有效
的。你怎样能够发现复审参与者是否进行了准备？如果你是复审主席，你该
怎么办？
８．１０ 有人认为 ＦＴＲ 应该主要针对编程风格和正确性。这种主意好吗？为
什么？
８．１１ 复审表 ８－２，并从中选择导致严重和一般错误的 ４ 个“少数重要的”
原因。用其他章节中给出的信息，提出相应的改正行动。
８．１２ 一个组织采用了 ５ 步的软件工程过程，其中错误的发现情况如下表
中的百分比分布所示：
步骤
发现错误的百分比
１
２０％
２
１５％
３
１５％
４
４０％
５
１０％
用表 ８－２ 中的信息和上述百分比分布，计算该组织的整体缺陷指标（假定
ＰＳ 为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１３ 研究软件可靠性的文献，写一篇文章描述一个软件可靠性模型（一
定要给出一个例子）。
８．１４ 关于软件 ＭＴＢＦ 概念的争论仍然进行着。为什么，你能够想到几个
原因吗？
８．１５ 给出两个安全性非常关键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为每个系统列出至少
３ 条与软件失败直接相关的危险。

８．１６ 获取一份 ＩＳＯ９００１ 和 ＩＳＯ ９０００－３ 的副本。准备一个演示作业，讨
论 ３ 个 ＩＳＯ ９００１ 需求及其在软件行业中如何应用。

第９章

软件配置管理

当建造计算机软件时，变化（ｃｈａｎｇｅ）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变化使得共
同工作在某一项目中的软件工程师之间的彼此不理解程度更加增高。当变化
进行前没有经过分析、变化实现前没有被记录、没有向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报
告变化、或变化没有以可以改善质量及减少错误的方式被控制时，则不理解
性将会产生。Ｂａｂｉｃｈ［ＢＡＲ８６］对此有如下陈述：
协调软件开发以减少不理解性到最小程度的技术称为配置管理。配置管
理是对正在被一个项目组建造的软件的修改标识、组织和控制的技术，其目
标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
软件配置管理（ＳＣＭ）是贯穿于整个软件过程中的保护性活动。因为变化可
能发生在任意时间，ＳＣＭ 活动被设计来（１）标识变化，（２）控制变化，（３）保证
变化被适当地实现，以及（４）向其他可能有兴趣的人员报告变化。
明确地区分软件维护和软件配置管理是很重要的。维护是发生在软件已
经被交付给客户，并投入运行后的一系列软件工程活动，而软件配置管理则
是当软件项目开始时就开始，并且仅当软件退出运行后才终止的一组跟踪和
控制活动。
软件配置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使改进变化可以更容易地被适应，并减少当
变化必须发生时所需花费的工作量。本章，我们将讨论在管理变化中必须发
生的特定活动。
９．１ 软件配置管理
软件过程的输出信息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类别：（１）计算机程序（源代码
和可执行程序），（２）描述计算机程序的文档（针对技术开发者和用户），以及
（３）数据（包含在程序内部或在程序外部）。这些项包含了所有在软件过程中产
生的信息，总称为软件配置。
随着软件过程的进展，软件配置项（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ＳＣＩ）
迅速增长。系统规约产生了软件项目计划和软件需求规约（以及硬件相关的文
档），这些然后又产生了其他的文档，从而建立起一个信息层次。如果每个
ＳＣＩ 仅仅简单地产生其他 ＳＣＩ，则几乎不会产生混淆。不幸的是，另一个变量
进入到过程中，即变化，为了任意的理由，变化可能随时发生。事实上，正
如第一本系统工程法［ＢＥＲ８０］中所说：不管你在系统生命期的什么地方，系
统都将会发生变化，并且对变化的希望将持续于整个生命期中。
变化的起源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象变化本身一样那么多变。
然而，有四种基本的变化源：
·新的商业或市场条件，引起产品需求或业务规则的变化。
·新的客户需要，要求修改信息系统产生的数据、产品提供的功能、或
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提供的服务。
·改组和／或企业规模减小，导致项目优先级或软件工程队伍结构的变
化。
·预算或进度的限制，导致系统或产品的重定义。
软件配置管理是一组用于在计算机软件的整个生命期内管理变化的活
动。ＳＣＭ 可被视为应用于整个软件过程的软件质量保证活动。在下面几节中，

我们考察能够帮助我们管理变化的主要的 ＳＣＭ 任务和重要的概念。
９．１．１ 基线
变化是软件开发中必然的事情。客户希望修改需求，开发者希望修改技
术方法，管理者希望修改项目方法。这些修改是为什么？回答实际上相当简
单，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相关人员也就知道更多信息（关于他们需要什么、
什么方法最好、以及如何实施并赚钱），这些附加的知识是大多数变化发生的
推动力，并导致这样一个对于很多软件工程实践者而言难于接受的事实：大
多数变化是合理的！
基线是一个软件配置管理的概念，它帮助我们在不严重阻碍合理变化的
情况下来控制变化。ＩＥＥＥ（ＩＥＥＥ Ｓｔｄ．６１０．１２－１９９０）定义基线如下：
已经通过正式复审和批准的某规约或产品，它因此可以作为进一步开发
的基础，并且只能通过正式的变化控制过程的改变。
一种类比方式描述基线的方式是：
考虑某大饭店的厨房门，为了减少冲突，一个门被标记为“出”，其他
门被标记为“进”，门上有机制，允许它们仅能朝适当的方向打开。
如果某侍者在厨房里拿起一盘菜，将它放在托盘上，然后，他意识到他
拿错了盘子，他可以迅速而非正式地在他离开厨房前改变成正确的盘子。
然而，如果他已经离开了厨房，并将菜给了顾客，然后被告知他犯了一
个错误，那时，他就必须遵循下面一组规程：（１）查看帐单以确定是否错误已
经发生；（２）向顾客道歉；（３）通过“进”门返回厨房；（４）解释该问题，等等。
基线类似于饭店中从厨房里传送出去的盘子，在软件配置项变成基线
前，变化可以迅速而非正式地进行，然而，一旦基线已经建立，我们就得象
通过一个单向开的门那样，变化可以进行，但是，必须应用特定的、正式的
规程来评估和验证每个变化。
在软件工程的范围内，基线是软件开发中的里程碑，其标志是有一个或
多个软件配置项的
交付，且这些 ＳＣＩ 已经经过正式技术复审而获得认可（第 ８ 章）。例如，
某设计规约的要素已经形成文档并通过复审，错误已被发现并纠正，一旦规
约的所有部分均通过复审、纠正、然后认可，则该设计规约就变成了一个基
线。任何对程序体系结构（包含在设计规约中）进一步的变化只能在每个变化
被评估和批准之后方可进行。虽然基线可以在任意的细节层次上定义，但最
常见的软件基线如图 ９－１ 所示。
产生基线的事件的进展如图 ９－２ 所示。软件工程任务产生一个或多个
ＳＣＩ，在 ＳＣＩ 被复审并认可后，它们被放置到项目数据库（也称为项目库或软
件中心库）中。当软件工程项目组中的某个成员希望修改某个基线 ＳＣＩ 时，该
ＳＣＩ 被从项目数据库拷贝到工程师的私有工作区中，然而，这个提取出的 ＳＣＩ
只有在遵循 ＳＣＭ 控制（在本章后部讨论）的情况下才可以被修改。图 ９－２ 中的
虚线箭头说明了对某个作为基线的 ＳＣＩ 的修改路径。

９．１．２ 软件配置项

我们已经将软件配置项定义为部分软件工程过程中创建的信息，在极端
情况下，一个 ＳＣＩ 可被考虑为某个大的规约中的某个单独段落，或在某个大
的测试用例集中的某种测试用例，更实际地，一个 ＳＣＩ 是一个文档、一个全
套的测试用例、或一个已命名的程序构件（例如，Ｃ＋＋函数或 Ａｄａ９５ 软件包）。
以下的 ＳＣＩ 成为配置管理技术的目标并形成一组基线：
１．系统规约
２．软件项目计划
３．软件需求规约
ａ．图形分析模型
ｂ．处理规约
ｃ．原型
ｄ．数学规约
４．初步的用户手册
５．设计规约
ａ．数据设计描述
ｂ．体系结构设计描述
ｃ．模块设计描述
ｄ．界面设计描述
ｅ．对象描述（如果使用面向对象技术）
６．源代码清单
７．测试规约
ａ．测试计划和过程
ｂ．测试用例和结果记录
８．操作和安装手册
９．可执行程序
ａ．模块的可执行代码
ｂ．链接的模块
１０．数据库描述
ａ．模式和文件结构
ｂ．初始内容
１１．联机用户手册
１２．维护文档
ａ．软件问题报告
ｂ．维护请求
ｃ．工程变化命令
１３．软件工程的标准和规程
除了上面列出的 ＳＣＩ，很多软件工程组织也将软件工具列入配置管理之
下，即，特定版本的编辑器、编译器和其他 ＣＡＳＥ 工具被“固定”作为软件配
置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工具被用于生成文档、源代码和数据，所以当对软件
配置进行改变时，必然要用到它们。虽然问题并不多见，但有可能某工具的
新版本（如，编译器）可能产生和原版本不同的结果。为此，工具，就象它们
辅助生产的软件一样，可以被基线化，并做为综合的配置管理过程的一部分。
在现实中，ＳＣＩ 被组织成配置对象，它们有自己的名字，并被归类到项

目数据库中。一个配置对象有名字、属性，并通过关系和其他对象“联结”。
在图 ９－３ 中，配置对象的“设计规约”、“数据模块”、“模块 Ｎ”、“源
代码”和“测试规约”被分别定义。然而，每个对象如图中箭头所示和其他
对象关联。曲线箭头指明组装关系，即“数据模块”和“模块 Ｎ”是对象“设
计规约”的一部分。直线的双箭头指明相互关系，如果“源代码”对象发生
变化，相互关系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确定哪些其他对象（和 ＳＣＩｓ）可能被影
响。
９．２ ＳＣＭ 过程
软件配置管理是软件质量保证的重要一环，其主要责任是控制变化。然
而，ＳＣＭ 也负责个体 ＳＣＩ 和软件的各种版本的标识、软件配置的审计（以保证
它已被适当地开发）、以及配置中所有变化的报告。
任何关于 ＳＣＭ 的讨论均涉及一系列复杂问题：
·一个组织如何标识和管理程序（及其文档）的很多现存版本，以使得变
化可以高效地进行？
·一个组织如何在软件被发布给客户之前和之后控制变化？
·谁负责批准变化，并给变化确定优先级？
·我们如何保证变化已经被恰当地进行？
·采用什么机制去告知其他人员已经实行的变化？
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对五个 ＳＣＭ 任务的定义：标识、版本控制、变化控制、
配置审计和报告。
９．３ 软件配置中对象的标识
为了控制和管理软件配置项，每个配置项必须被独立命名，然后用面向
对象的方法组织。有两种类型的对象可以被标识［ＣＨＯ８９］：基本对象和聚集
对象（已有人建议将聚集对象作为一个代表软件配置完整版本的机制）。基本
对象是软件工程师在分析、设计、编码或测试中创建的“文本单元（ｕｎｉｔ ｏｆ
ｔｅｘｔ）”，例如，一个基本对象可能是需求规约的一个段落、模块的源程序清
单或一组用于测试代码的测试用例。一个聚集对象是基本对象和其他聚集对
象的集合，在图 ９－３ 中，“设计规约”是一个聚集对象，在概念上，它可被
视为一个已命名的（标识的）指针表，指向基本对象“数据模块”和“模块 Ｎ”。
每个对象均具有一组唯一地标识它的独特的特征：名字、描述、资源表、
以及“现实”。对象名是无二义性地标识对象的一个字符串；对象描述是一
个数据项的列表，它们标识：
·该对象所表示的 ＳＣＩ 类型（如，文档、程序、数据）
·项目标识符；以及变化和／或版本信息；
资源是“由对象提供、处理、引用或需要的实体”［ＣＨＯ８９］，例如，数
据类型、特定函数、或甚至变量名也可以作为对象资源；现实是一个指针，
对基本对象而言指向“文本单元”，对聚集对象而言则指向 ｎｕｌｌ。
配置对象的标识也必须考虑存在于命名对象之间的关系，一个对象可被
标识为某聚集对象的〈ｐａｒｔ－ｏｆ〉，关系〈ｐａｒｔ－ｏｆ〉定义了一个对象层次，

例如，使用下面的简单表示：
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４ 〈ｐａｒｔ－ｏｆ〉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ｔ－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这样，我们创建了一个 ＳＣＩ 的层次结构。
假定在一个对象层次中的唯一关系是沿着层次树的路径是不现实的，在
很多情况下，对象跨越对象层次分支的相互关联，例如，“数据模块”和数
据流程图（假定使用结构化分析）彼此关联，也和一组针对某特定等价类的测
试用例相关联。这些交叉的结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示：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ｓｔ ｃａｓｅ ｃｌａｓｓ ｍ；
在第一种情况下，相互关系是存在于组装对象之间，而第二种关系则是
在聚集对象（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数据对象）和基本对象（测试用例类 ｍ）之间。
配 置 对 象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联 关 系 可 以 用 模 块 互 联 语 言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ＩＬ）［ＮＡＲ８７］表示，ＡＭＩＬ 描述配置对象间的
相互依赖，并能够自动建立系统的任意版本。
对于软件对象的标识模式必须认可对象在整个软件过程中的演化，在一
个对象被确定为基线前，它可能会变化很多次，甚至在基线已经建立后，变
化也可能经常发生。有可能为任意对象创建一个演化图（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ＧＵＳ８９］，演化图描述了对象的变化历史，如图 ９－４ 所示。配置对象 １．０
经过修改，变成对象 １．１，小的纠正和变化导致版本 １．１．１ 和 １．１．２，随后的
较大更新得到对象 １．２。对象 １．０ 演化继续产生 １．３ 和 １．４，但是同时，一个
对于对象的大修改导致了新的演化路径，版本 ２．０。两个版本当前都支持。
变化有可能对任意版本进行，但是没必要对所有版本进行。开发者如何
引用版本 １．４ 的所有模块、文档和测试用例？市场部门如何知道当前使用版
本 ２．１ 的客户是哪些？我们如何确定对版本 ２．１ 源代码的修改已适当地反应
在对应的设计文档中？对上面所有问题的回答的关键在于标识。
一系列自动的 ＳＣＭ 工具（如，ＣＣＣ、ＲＣＳ、ＳＣＣＳ、Ａｉｄｅ－ｄｅ－Ｃａｍｐ）已经开发
出来以辅助标识（及其他 ＳＣＭ）任务，在某些情况下，工具被设计为仅仅保持
最新版本的完整拷贝，为了得到（文档或程序的）早期版本，要从最新版本中
“减去”变化（由工具进行分类）［ＴＩＣ８２］。这个模式使得当前的配置立即可
用，而其他版本也易于得到。

９．４ 版本控制
版本控制结合了规程和工具以管理在软件工程过程中所创建的配置对象
的不同版本。Ｃｌｅｍｍ［ＣＬＥ８９］给出了在 ＳＣＭ 中版本控制的如下描述：
配置管理使得用户能够通过对适当版本的选择来指定可选的软件系统的
配置，这一点的实现是通过将属性关联到每个软件版本上，然后通过描述一
组所期望的属性来指定（和构造）配置的。
上面提到的“属性”可以简单到赋给每个对象的特定版本号，或复杂到
用以指明系统中特定类型的功能变化的布尔变量（开关）串［ＬＩＥ８９］。
一个系统的不同版本的一种表示方式是如图 ９－４ 的演化图，图中每个结
点均是聚集对象，即，软件的完整版本。软件的每个版本是一组 ＳＣＩ（源代码、

文档、数据）的集合，井且每个版本可能由多种不同的变体（ｖａｒｉａｎｔ）组成。
为了阐明这个概念，考虑一个由构件 １、２、３、４ 和 ５ 组成的简单程序的版本
（图 ９－５）（此处，“构件”可以是 ＳＣＩ 基线的，构件 ４ 仅仅当软件用彩色显示
器实现时才被使用，构件 ５ 仅当单色显示器可用时才被实现，因此，可以定
义该版本的两个变体：（１）构件 １、２、３ 和 ４；（２）构件 １、２、３ 和 ５。
为了构造某程序的给定版本的适当变体，可以为每个构件赋上一个“属
性元组”——一个特征表，当某软件版本的特殊变体被构造时，它们将定义
是否应该使用该构件。对每个变体赋上一个或多个属性，例如，ｃｏｌｏｒ 属性
用于定义支持当彩色显示器时，应该使用哪个构件。
另一种将构件、变体和版本（修改版）之间的关系概念化的方法是将它们
表示成对象池（ｏｂｊｅｃｔ ｐｏｏｌ）［ＲＥＩ８９］，如图 ９－６ 所示，配置对象与构件、
变体和版本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一个三维空间。一个构件由一组在同一修
改层次上的对象组成；变体是同一修改层次上的一组不同对象，因此，是和
其他变体平行共存的；当对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时，就定义了
一个新的版本。
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版本控制的自动方法，这些方
法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用于构造系统的特定版本及变体的属性的复杂程度，
以及构造过程的机制。在早期的系统中，如 ＳＣＣＳ［ＲＯＣ７５］，属性只取数字
值；在后来的系统，如 ＲＣＳ［ＴＩＣ８２］，使用了符号化的修改关键字；现代系统，
如 ＮＳＥ 或 ＤＳＥＥ［ＡＤＡ８９］，则建立了可用于构造变体或新版本的版本规约。
这些系统也支持基线概念，因此，排除了对特定版本进行无控制修改（或删除）
的可能性。
９．５ 变化控制
对于大型的软件开发项目，无控制的变化将迅速导致混乱，变化控制结
合人的规程和自动化工具以提供一个变化控制的机制。变化控制过程如图
９－７ 所示，一个变化请求被提交和评估，以评价技术指标、潜在副作用、对
其他配置对象和系统功能的整体影响、以及对于变化的成本预测。评估的结
果 以 变 化 报 告 的 形 式 给 出 ， 该 报 告 被 变 化 控 制 审 核 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ＣＣＡ）——对变化的状态及优先级作最终决策的人或小组——使
用 。 对 每 个 被 批 准 的 变 化 生 成 一 个 工 程 变 化 命 令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ＥＣＯ 描述了将要进行的变化、必须注意的约束、以及复审和审
计的标准。将被修改的对象从项目数据库“提取（ｃｈｅｃｋ ｏｕｔ）”出来，进行修
改，并应用于合适的 ＳＱＡ 活动，然后，将对象“提交（ｃｈｅｃｋ ｉｎ）”进数据库，
并使用合适的版本控制机制（９．４ 节）去建立软件的下一个版本。
“提交”和“提取”过程实现了两个主要的变化控制要素——访问控制
和同步控制。访问控制管理哪个软件工程师有权限去访问和修改某特定的配
置对象，同步控制帮助保证由两个不同的人员完成的并行修改不会互相覆盖
［ＨＡＲ８９］。
访问和同步控制流程如图 ９－８ 所示。基于一个经过批准的变化请求和

ＥＣＯ，软件工程师提取出配置对象，访问控制功能保证该软件工程师有权限提
取该对象，而同步控制对项目数据库中的该对象加锁，使得当前提取出的版
本在被放回以前不能对它作任何其他修改。注意，可以提取出其他的备份，
但是，不能进行其他修改。基线对象的备份，称为“提出版本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由软件工程师修改，在经过恰适的 ＳＱＡ 和测试后，
提交对象修改后的版本，且解锁新的基线对象。
某些读者可能开始对变化控制过程的描述中所蕴含的繁文缛节感到不舒
服，这个感觉并不是少见的。没有合适的安全措施，变化控制可能会阻碍进
展，并产生不必要的繁琐手续。大多数拥有变化控制机制的软件开发者（不幸
的是，很多人没有）已经建立了一些控制层来帮助避免上面提到的问题。
在 ＳＣＩ 变成基线之前，只需要进行非正式的变化控制。配置对象（ＳＣＩ）
的开发者可以进行任何被管理和技术需求证明是合适的修改（只要修改不会
影响到在开发者工作范围之外的更广的系统需求），一旦对象已经经过正式的
技术复审并已被认可，则创建了一个基线。一旦 ＳＣＩ 变成基线，则项目级的
变化控制就开始实施了。这时，为了进行修改，开发者必须获得项目管理者
的批准（如果变化是“局部的”），或 ＣＣＡ 的批准（如果该变化影响到其他 ＳＣＩ）。
在某些情况下，变化请求、变化报告和 ＥＣＯ 的正式生成可以省略，然而，需
要管理对每个变化的评价，并对所有变化进行跟踪和复审。
当软件产品发布给客户时，正式的变化控制就开始实施了，正式的变化
控制规程已在图 ９－ ７ 中概要给出。
变化控制审核者（ＣＣＡ）在第二和第三层控制上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依赖于
软件项目的规模和性质，ＣＣＡ 可能包含一个人——项目管理者——或一组人
（如，来自软件、硬件、数据库工程、支持、市场等方面的代表）。ＣＣＡ 的角
色是从全局的观点来评估变化对 ＳＣＩ 之外的事物的影响：变化将如何影响硬
件？变化将如何影响性能？变化将如何改变客户对产品的感觉？变化将如何
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这些和很多其他的问题需被 ＣＣＡ 处理。
９．６ 配置审计
标识、版本控制和变化控制帮助软件开发者维持秩序，否则情况可能将
是混乱和不固定的。然而，即使最成功的控制机制也只能在 ＥＣＯ 产生后才可
以跟踪变化。我们如何保证变化被合适的实现呢？回答是两方面的：（１）正式
的技术复审；和（２）软件配置审计。
正式的技术复审（在第 ８ 章中已经详细讨论过）关注已经被修改的配置对
象的技术正确性，复审者评估 ＳＣＩ 以确定它与其他 ＳＣＩ 的一致性、遗漏、及
潜在的副作用，正式的复审应该对所有变化进行，除了那些最琐碎的变化之
外。
软件配置审计通过评估配置对象的通常不在复审中考虑的特征，而形成
正式复审的补充。审计询问并回答如下问题：
１．在 ＥＣＯ 中说明的变化已经完成了吗？加入了任意附加的修改吗？
２．是否已经进行了正式的技术复审，以评估技术的正确性？
３．是否适当地遵循了软件工程标准？
４．变化在 ＳＣＩ 中被“显著地强调（ｈ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ｅｄ）”了吗？是否指出了变

化的日期和变化的作者？配置对象的属性反应了变化吗？
５．是否遵循了标注变化、记录变化并报告变化的 ＳＣＭ 规程？
６．所有相关的 ＳＣＩ 被适当修改了吗？
在某些情况下，审计问题被作为正式的技术复审的一部分而询问，然而，
当 ＳＣＭ 是一个正式的活动时，ＳＣＭ 审计由质量保证组单独进行。
９．７ 状态报告
配置状态报告（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有时称为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是一个 ＳＣＭ 任务，它回答下列问题：（１）发生了什么事？（２）谁做
的此事？（３）此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４）将影响别的什么吗？
配置状态报告（ＣＳＲ）的信息流如图 ９－７ 所示，每次当一个 ＳＣＩ 被赋上新的
或修改后的标识时，则一个 ＣＳＲ 条目被创建；每次当一个变化被 ＣＣＡ 批准时
（即，一个 ＥＣＯ 产生），一个 ＣＳＲ 条目被创建；每次当配置审计进行时，其结
果作为 ＣＳＲ 任务的一部分被报告。ＣＳＲ 的输出可以放置到一个联机数据库中
［ＴＡＹ８５］，使得软件开发者或维护者可以通过关键词分类访问变化信息。此
外，ＣＳＲ 报告被定期地生成，并允许管理者和开发者评估重要的变化。
配置状况报告在大型软件开发项目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涉及到
很多人员时，有可能会发生“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的综合症。两个开
发者可能试图以不同的或冲突的意图去修改同一个 ＳＣＩ；软件工程队伍可能
花费几个月的工作量针对过时的硬件规约建造软件；能认识到被建议的修改
有严重副作用的人并不知道该修改已经进行。ＣＳＲ 通过改善所有相关人员之
间的通信，而帮助排除这些问题。
９．８ ＳＣＭ 标准
在过去 ２０ 年中，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软件配置管理标准。很多早期的
ＳＣＭ 标准，如 ＭＩＬ—ＳＴＤ—４８３，ＤＯＤ—ＳＴＤ—４８０Ａ，和 ＭＩＬ—ＳＴＤ—１５２１Ａ，主要
用于为军事用途而开发的软件。然而，最近的 ＡＮＳＩ／ＩＥＥＥ 标准，如 ＡＮＳＩ／ＩＥＥＥ
Ｓｔｄ．Ｎｏ．８２８－１９８３，Ｎｏ．１０４２－１９８７，和 Ｓｔｄ．Ｎｏ．１０２８－１９８８［ＩＥＥ９４］，可应用
于商业软件，并被向大型的和小型的软件工程组织推荐。
９．９ 小结
软件配置管理是应用于整个软件过程中的保护性活动。ＳＣＭ 标识、控制、
审计和报告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及在它已被发布给客户之后发生修改。所有作
为软件过程的一部分而产生的信息成为软件配置的一部分，配置被适当地组
织，使得可以进行有秩序的变化控制。
软件配置由一组相关联的对象构成，也称为软件配置项，它们作为某些
软件工程活动的结果而产生。除了文档、程序和数据外，用于创建软件的开
发环境也被置于配置控制之下。
一旦某配置对象已被开发和复审，它就变成基线，对基线对象的修改将
导致该对象的新版本的建立。程序的演化可以通过检查所有配置对象的修改
历史进行跟踪。基本对象和聚集对象形成一个对象池，变体和版本可从中产

生。版本控制是为了管理这些对象而使用的一组规程和工具。
变化控制是一个规程活动，它能在对配置对象进行修改时保证质量和一
致性。变化控制过程从变化请求开始，然后决定是否拒绝该变化请求，最后，
对将被修改的 ＳＣＩ 进行可控制的更新。
配置审计是一个 ＳＱＡ 活动，它有助于确保进行修改时仍能维持质量。状
况报告提供关于每个变化的信息给那些需要知道的人。
思考题
９．１ 为什么第一本系统工程法是真的？它将如何影响我们对软件工程范
型的理解？
９．２ 用你自己的话讨论使用基线的理由。
９．３ 假定你是某个小项目的管理者，你将为项目定义什么基线？以及如
何控制它们？
９．４ 设计一个项目数据库系统，它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存储、交叉引用、
跟踪、更新、修改所有重要的软件配置项。数据库将如何处理相同程序的不
同版本？源代码的处理会与文档的处理有所不同吗？两个开发者将如何避免
在相同时间内对相同的 ＳＣＩ 进行不同的修改？
９．５ 研究面向对象数据库，并撰写一篇描述它们如何被用于 ＳＣＭ 中的文
章。
９．６ 使用 Ｅ－Ｒ 模型（第 １２ 章）描述在 ９．１．２ 节中列出的 ＳＣＩ（对象）间的相
互关系。
９．７ 研究某现有的 ＳＣＭ 工具，并描述它如何实现对于版本、变体及配置
对象的控制。
９．８ 关系〈ｐａｒｔ－ｏｆ〉和〈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表示了配置对象之间的简单关
系，描述 ５ 种其他的可能在项目数据库中有用的关系。
９．９ 研究某现有的 ＳＣＭ 工具，并描述它如何实现版本控制的机制。此外，
阅读 ２－３ 提到的参考篇在本章中论文，并描述用于版本控制的不同数据结构
和引用机制。
９．１０ 用图 ９．７ 作为指南，为变化控制建立一个更详细的工作细分表。描
述 ＣＣＡ 的角色并给出变化请求、变化报告和 ＥＣＯ 的格式。
９．１１ 开发一个在配置审计中使用的检查表。
９．１２ ＳＣＭ 审计和正式的技术复审之间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功能可以被放
置在一个复审中吗？正反两面的观点各是什么？

第三部分

传统软件工程方法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考虑那些可应用于计算机软件的分析、设计和
测试的技术概念方法和测度。下面章节中，我们将涉及下列问题：
·如何在一个大型系统的范围内设计软件？产品工程和信息工程在什么
地方发挥作用？·可应用于软件需求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是什么？
·什么是结构化分析？它的各种模型如何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理解数
据、功能和行为？·软件设计活动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是什么？
·如何创建数据、体系结构、过程和界面等设计模型？
·实时系统有什么独特的特性？这些特性如何影响这种系统的分析和设
计方式？·可应用于软件测试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是什么？
·如何使用黑盒和白盒测试方法来设计有效的测试用例？
·软件测试的策略是什么？
·什么技术度量可用于评估分析和设计模型、源代码、以及测试用例？
一旦这些问题得到回答，你将了解如何使用严格的工程方法去建造软件。

第 １０ 章

系统工程

４８０ 年前，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比在引入新的事物秩序的
过程中领头更难于承担、更险于管理或对成功更具不确定性”。在 ２０ 世纪的
最后四分之一阶段，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已经引入了新的秩序，虽然技术自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的话问世以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他的话仍然是有用的。
软件工程是作为称为系统工程的过程的结果而发生的。不是仅仅着重于
软件，系统工程关注于一系列元素，关注于如何按一个系统分析、设计和组
织那些元素，该系统可以是针对信息变换或控制的产品、服务或技术。
当工程工作的前后相关环境着重于商业企业时，系统工程过程被称为信
息工程，当一个产品①被建造时，该过程称为产品工程②。
信息工程和产品工程均试图为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开发带来秩序。虽然
各自被应用于不同的应用领域，二者均努力将软件放置于前后相关的环境
中，即，信息工程和产品工程均致力于分配计算机软件的角色，并建立结合
软件和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其他元素之间的连接。
１０．１ 基于计算机的系统
词“系统”可能是在技术词典中使用最为过度和滥用的术语。我们谈论
政治系统和教育系统、航空电子设备系统和制造系统、银行系统和地铁系统。
这个词告知了我们很少的东西，我们使用“系统”的修饰词来理解该词所使
用的语境。Ｗｅｂｓｔｅｒ 字典定义“系统”为“事物的集合或排列，被相互关联
以使得形成一个联合或有机的整体，…一组事实、原理、规则等，被按有序
的形式分类和排列以使得能够显示连接各个部分的逻辑设计图，…一种分类
或排列的方法或计划，…一种确定的做某种事情、方法、规程的方式，…”
在字典中还有 ５ 种其他定义，然而没有提出任何精确的同义词。“系统”是
一个特殊的词。
借用 Ｗｅｂｓｔｅｒ 的定义，我们定义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为：
元素的集合或排列，这些元素被组织在一起，以便通过处理信息完成某
些预定义的目标。
其目标可能是支持某些业务功能或开发可被销售以产生业务收入的产
品，为了达到该目标，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使用一系列系统元素：
软件。计算机程序、数据结构和相关的文档，它们被用于实现所需的逻
辑方法、规程或控制。
硬件。提供计算能力的电子设备和提供外部世界功能的电子机械设备
（如，传感器、马达、抽水泵）。
人员。硬件和软件的用户和操作者。
数据库。通过软件访问的大型的有组织的信息集合。
文档。手册、表格和其他描述性信息，它们描绘系统的使用和／或操作。
规程。一序列步骤，定义每个系统元素的特定使用或系统驻留的过程性
①

在此，产品一词包括从单部电话到一种高技术系统。

②

实际中，于此常常用到“系统工程”一词，但，在本书中，“系统工程”一词是通用的，它包括信息工

程和产品工程。

语境。
这些元素按不同的方式组合可构成不同的信息。例如，市场部门将原始
的销售数据经组合转变成为典型的产品购买者能理解的图表，机器人将包含
特定指令的命令文件变换为一组导致某些特定物理动作的控制信号。创建一
个信息系统来帮助市场部门和控制软件来支持机器人均需要系统工程。
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一个复杂特征是：构成一个系统的一组元素可能也
表示了某个更大的系统的宏元素，宏元素是一个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它是某
更大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一部分。例如，我们考虑“工厂自动化系统”，
它实质上是如图 １０－１ 所示的层次结构。在结构的最低层，我们有数控机器、
机器人和数据输入设备，每台设备自身均是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数控机器的
元素包括电子的和电子机械的硬件（如，处理器和内存、马达、传感器）；软
件（用于通信、机器控制和内插校正）；人员（机器操纵者）；数据库（存储的
ＮＣ 程序）；以及文档和规程。类似的分解可应用于机器人和数据输入设备，
每个均是基于计算机的系统。
在层次（图 １０－１）的再上一层，定义了制造车间（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ｅｌｌ），
制造车间是一个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它可以有自己的元素（如计算机、固定设
备），并且也集成我们称为数控机器、机器人和数据输入设备的宏元素。
所以，制造车间和它的宏元素各自由一组通用标记的系统元素——软
件、硬件、人员、数据库、规程和文档——构成。在某些情况下，宏元素可
以共享这些通用元素，例如，机器人和 ＮＣ 机器可能均被单个操纵者管理（人
员元素）。在其他情况下，这些通用元素是只对某系统的。
系统工程师的角色是在系统的整体层次（宏元素）的语境内为特定的基于
计算机的系统定义一系列元素。在下面几节，我们检测组成计算机系统工程
的任务。
１０．２ 系统工程层次结构
不管关注的领域是什么，系统工程包含一组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的方法
来导出如图 １０－２ 所示的层次结构。系统工程过程通常从“整体视图（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开始，即，检查完整的业务或产品域以保证能够建立适当的业务或技
术语境。精化整体视图，以更完全地关注特定的兴趣域，在特定的领域内，
分析目标系统元素（如，数据、软件、硬件、人员）的需要，最后，开始分析、
设计和构造目标系统元素。在结构的顶层，建立了一个非常广的语境，而在
底层，进行导出由相关工程方法（如硬件或软件工程）完成的详细技术活动。①
以稍微形式化的方式来描述，整体视图（ＷＶ）包含若干个领域■（Ｄｉ），它
们本身可以是一个系统或系统的系统。
ＷＶ＝｛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ｎ ｝
每个领域由特定的元素（Ｅｊ ）构成，每个元素代表了完成领域的实体和目
标。

①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系统工程首先考虑的是单个系统元素和/或详细的需求，用这种方法，通过首先考虑

子系统的详细构件的样式从而自低向上地描述了子系统。

Ｄｉ ＝｛Ｅ１ ，Ｅ２ ，Ｅ３ ，…，Ｅｍ ｝
最后，通过刻划每个元素是实现完成元素必要功能的技术构件。
Ｅｊ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ｋ ｝
在软件语境内，构件应该是计算机程序、可复用的程序构件、模块、类
或对象、或甚至是程序设计语言语句。
重要的是要注意，系统工程师当他或她沿上面描述的层次从上向下开展
工作时，工作的关注区域越变越窄，然而，整体视图在适当的语境内清楚地
描绘了整个功能的定义，从而使工程师能理解整个领域、并最终理解系统或
产品。

１０．２．１ 系统建模
系统工程是一个建模过程，不管关注点是整体视图或详细视图，工程师
创建模型，该模型可以［ＭＯＴ９２］：
·定义可满足所考虑视图的需要的过程
·表示过程的行为和行为基于的假设
·显式地定义模型的外部（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和内部（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输入①
·表示将使得工程师更好的理解视图的所有连接（包括输出）
为了构造系统模型，工程师应该考虑一系列控制因素：
１．假设能减少可能的排列和变化数量，这样使得模型以合理的方式反映
问题。例如，考虑一个由娱乐产业用于创建现实动画的 ３ 维绘图产品，产品
的一个领域是要能够表示 ３Ｄ 人形，对 该领域的输入包含从活“演员”、视频、
或通过图形模型的创建来输入运动的能力。系统工程师给出某些关于可允许
的人体运动范围的假设（如，腿不能卷曲在躯体上），使得可限制输入的范围
和处理。
２．简化，使得能够以及时的方式创建模型。为了说明问题，假设以一个
办公产品公司为例，它销售和服务范围很宽，包括复印机、传真机和相关设
备。系统工程师正在为服务组织的需要建模，并正在为理解产生服务工单的
信息流而工作。虽然很多情况都可能产生服务工单需要，但工程师仅将它们
分为两类：内部需要和外部请求，这使得可以很简单地划分生成工单所需的
输入。
３．限制帮助定义系统边界。例如，正在为下一代飞机的一个飞机航空电
子设备系统建模，因为飞机将设计为双引擎，故要为所有针对推动力的监控
域建模，以便它们能够适应最多两个引擎，并有必要的相关联的冗余系统。
４．约束，将指导用什么方式来建立模型，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实现模型。
例如，上面描述的三维绘图系统的技术基础设施是基于 ＰｏｗｅｒＰＣ 的处理器，
因此，必须约束，问题的计算复杂性，以便该处理器的处理能力能够满足要
求。
５．优先选择指明，所有数据、函数和技术优先选择的体系结构。优先选
择的解决方案有时会和其他控制因素冲突，然而，客户的满意程度经常由优
①

外部输入与用同级别或其他级别中的其他元素给出的视图的一个元素有关，而内部输入则与特定视图中

的元素的单个构件有关。

先选择方法的实现程度相匹配。
（在任意视图中）为了完全自动得到一个、或半自动得到一个解决方案、
或手工导出一个方法，可能会调用二个已有的系统模型。事实上，用手工方
式为某个问题选用另一个解决方案时，考查每种类型模型的特征经常是很有
可能的，实质上，系统工程师只要简单地修改不同系统元素（人员、硬件、软
件）的相关影响，从而导出每种类型的模型。
１０．２．２ 信息工程：概述
信息工程（ＩＥ）的目标是为业务能够有效地使用信息，而定义体系结构，
此外，信息工程试图为实现那些体系结构创建一个整体计划［ＳＰＥ９３］。有三
种不同的体系结构必须在业务目标的语境内加于分析和设计：
·数据体系结构。
·应用软件体系结构。
·技术基础设施。
数据体系结构为业务或业务功能需要的信息提供框架，体系结构的个体
建造块是被业务使用的数据对象（在第 １２ 章讨论），数据对象在业务功能间流
动，并被组织在数据库中，并被变换，以提供服务于业务需要的信息。而且
在为了满足业务需要，提供服务时被不断变换。
应用软件体系结构包含那些为了某些业务目的而在数据体系结构中变换
数据对象的系统元素，在本书的范围内，我们通常考虑的应用软件体系结构
是指为完成这种变换而设计的程序（软件）系统，然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应
用软件体系结构可能包括人员（他们是信息变换者和用户）和尚未自动化的业
务规程。
技术基础设施为数据和应用软件体系结构提供基础，这些基础设施包括
用于支持应用软件和数据的硬件和软件，包括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通信连
接、存储技术和为实现这些技术而设计的体系结构（如，客户／服务器）。
为了给前面描述的系统体系结构建模，要定义一个信息工程活动层次结
构，如图 １０－３ 所示，整体视图为信息策略计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ＳＰ）①，ＩＳＰ 将整个的业务视为一个实体，并孤立成为整体企业具
有重要性的业务领域（如，工程、制造、市场、财会、销售）。ＩＳＰ 定义企业
级别中可见的数据对象、它们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在业务领域间流动
［ＭＡＲ９０］。
领域视图由称为业务域分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ｒｅ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Ａ）的 ＩＥ 活动
来组成，Ｈａｒｅｓ［ＨＡＲ９３］以如下方式描述 ＢＡＡ：
ＢＡＡ 关注于详细地标识在 ＩＳＰ 过程中定义的选定业务领域（ｄｏｍａｉｎ）中的
数据（以实体［数据对象］类型的形式）和功能需求（以处理的形式），并确定
它们的交互（以矩阵形式），它仅仅以特定的方式来关注什么是业务域中所需
要的。
当信息工程师开始 ＢＡＡ 时，则焦点缩小到特定的业务领域。ＢＡＡ 中将业
①

应该注意到图 10－3 中的技术术语词与一般的文学上的休词方法不同，但是，通过所有提到的主题可以

找到每个 IE 活动暗示的区域。

务域视为一个实体，并孤立看待业务域能够满足其目标的业务功能和规程。
ＢＡＡ，和 ＩＳＰ 一样，定义数据对象、它们的关系、以及数据如何流动，但是在
这一层上，这些特征均被局限在被分析的业务域内。ＢＡＡ 的结果是一个独立
的机会区域，在该区域中信息系统可能支持业务领域。
一旦为了进一步的开发而独立出信息系统，ＩＥ 开始就转变为软件工程。
通过启动业务系统设计（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ＢＳＤ）步骤，可为特定信息
系统的基本需求建模，并且使这些需求映射到数据体系结构、应用软件体系
结构和技术基础设施上去。
最后的 ＩＥ 步骤——构造和集成（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
Ｉ）主要关注实现细节。通过构造合适的数据库和内部数据结构、通过用程序
构件建造应用软件、以及通过选择合适的技术基础设施元素来支持在 ＢＳＤ 中
创建的设计，可以实现体系结构和基础设施。然后必须集成每一个系统构件，
以形成完整的信息系统或应用软件。集成活动也将新的信息系统放置到业务
域语境内，完成所有用户培训和后勤支持，从而实现平稳转变。
１０．２．３ 产品工程：概述
产品工程的目标是将客户对一组已定义的能力的希望映射为可工作的产
品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产品工程，和信息工程一样，必须导出体系结构和
基础设施。体系结构包括四种不同的系统构件：软件、硬件、数据（和数据库）、
和人员。建立一个支撑体系，并包括连接这些构
①

件在一起所需的技术和用于支持这些构件的信息（如，文档、ＣＤ－ＲＯＭ，
录象）。
如图 １０－４ 所示，整体视图由系统分析来完成。从客户处得到产品的整
体需求，这些需求包括信息和控制需要、产品功能和行为、整体产品的性能、
设计和界面约束，以及其他特殊需要。一旦知道了这些需求，系统分析的工
作是给上面提到的四种构件的每一种分配功能和行为。
一旦分配完成，构件工程开始。构件工程实际上是一组并发活动，它们
分别处理每一种系统构件，这些活动包括软件工程、硬件工程、人机工程和
数据库工程。每一个这些工程方法是一个特定领域视图，但是，重要的是要
注意，工程方法必须建立和保持与另一个方法之间的活跃通信，系统分析角
色的一部分工作是建立该事将发生的接口机制。
产品工程的元素视图（ｅｌｅｍｅｎｔ ｖｉｅｗ）本身是被用来分配构件的工程方
法，对软件工程而言，这实际是分析和设计建模活动（后面章节将详细讨论）
以及包括代码生成、测试和支持步骤的构造和集成活动。分析建模将需求分
解成数据、功能和行为，设计将分析模型映射成软件的数据、体系结构、界
面和过程设计。
１０．３ 信息工程

①

在某种高技术系统的开发中也用到产品工程［如航空交通控制系统］。

当商业自动化在 ６０ 年代早期被首次引入时，公司寻找机会区域，并简单
地自动化那些以前用手工方式完成的业务功能。随时间流逝，单个的计算机
程序被组合，来包含业务应用软件，这些应用软件被组合在一起成为服务于
特定业务区域的大的信息系统。虽然该方法是可用的，但它产生了一些问题：
很难完成，系统的相互“连接”；到处留下冗余数据；很难计划对服务于某
业务域的应用软件的修改影响，甚至难于实现修改；当旧程序已超越了使用
期时，由于资源的缺乏，而导致它们将跨越它们的限制时期，而长期使用。
Ｈａｍｍｅｒ 和 Ｃｈａｍｐｙ ［ ＨＡＭ９３ ］ 在 它 们 的 书 籍 “ 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中提到：
信息技术在业务再工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又很容易被不恰当的
使用。现代的高级信息技术是任何再工程努力的一部分，是基本的使能者，
它允许公司再工程其业务过程。但是，仅仅将计算机（和软件）投资于现存的
业务问题并不会导致它被再工程。
信息工程的整个目标是将业务的整个需要的方式的最好服务应用于“信
息技术”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ＩＥ 必须从分析业务目标开始，理解必须一
起工作以完成这些目标的很多业务域、然后必须定义每个业务域以及整体业
务的信息需求。仅仅在这些工作完成后，ＩＥ 才能转变为软件工程技术中要求
最高的领域——信息系统、应用软件和程序被分析、设计和建造的过程。
１０．４ 信息策略计划
第一个信息工程步骤是信息策略计划（ＩＳＰ），ＩＳＰ 的整体目标是：（１）定
义战略性的业务目的与目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ａｌｓ），（２）独立使业务能够达
到这些目标的关键成功因素，（３）分析技术和自动化对这些目标的影响，（４）
分析现存的信息，以确定其在达到目标中的所扮演角色。ＩＳＰ 也创建业务级
的数据模型，它定义了关键数据对象以及它们相互的关系及和各种业务域的
关系。
术语“目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和“目标（ｇｏａｌｓ）”在 ＩＳＰ 中具有特定的意义，
目的是对方向的一般性陈述，例如，蜂窝电话厂商的业务目的可能是减少产
品的制造成本。而目标则定义定量的动作过程，为了达到上面提到的目的，
制造商可能建立下面的目标：
·在 ９ 个月内使不合格率下降 ２０％。
·从供应商处获得 １０％的价格让步。
·对键盘进行再工程以减少 ３０％的组装成本。
·使手工的部件组装自动化。
·实现一个实时的生产控制系统。
目的往往是战略性的，而目标往往是战术性的。
关键成功因素（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ＳＦ）可能与某个目的或单个
目标有关，如果需要达到目的或目标，必须提出 ＣＳＦ，因此，管理计划必须
与该 ＣＳＦ 相适应。例如，对上面提到的制造目的的 ＣＳＦ 可能是：
·对制造组织的全部的质量管理策略。
·对工人的培训和鼓励。
·使用高可靠性的机器。
·使用高品质的零件。

·说服供应商降低价格的“销售计划”。
·启用优质的工程人员。
技术影响分析检查目标，并指明哪些技术将对成功地完成目标有直接或
间接的影响。信息工程师需回答下面的问题：技术对业务目标的完成是如何
起关键性作用的？技术当前可用吗？技术将改变业务管理的方式吗？直接和
间接的成本是什么？业务应该如何有效地修改或扩展目标，以适应技术的需
要？
因为每个业务域使用不同的信息技术，ＩＳＰ 还必须标识当前存在的技术
以及如何使用它可达到当前的目标。业务过程再工程（ＢＰＲ）是一个活动，它检
查现存的系统，试图再工程它们，以更好地满足业务需要。ＢＰＲ 在第 ２７ 章讨
论。
１０．４．１ 企业建模
企业建模创建业务的三维视图，第一维表达组织结构和在由组织结构定
义的业务域中完成的功能；第二维分解业务功能以独立使功能发生的处理工
作；最后，第三维将目的和目标以及 ＣＳＦ 与组织及其功能相关联。此外，企
业建模创建业务级的数据模型，该模型定义数据对象和它们与其他企业模型
元素的关系。
用传统的业务单元层次结构（如，“组织图”）来定义业务组织（图 １０－
５），在组织图中的每个方框表示公司的一个业务域，和所有层次结构一样，
通常有可能要精化组织图中的方框，直至分成为小的工作组或甚至某个个
体，然而，根据 ＩＳＰ 的目的，业务域是不可缺少的。
标识业务功能并且定义实现业务功能所需的处理，然后将每个业务功能
与对其有责任的业务域（图 １０－５）相关联。通常，一个业务功能是某个正在
进行的活动，必须完成它来支持整体业务，通常可将它描述为一个名词短语。
一种业务处理是一个变换，它接收特定的输入并产生特定的输出，通常可将
它描述为一个动词短语。
为了说明一个业务功能如何被精化为一组支持该功能的处理，以图 １０－
５ 中显示的市场分析功能为例，其处理求精如下：
市场分析：
·收集关于所有销售调查的数据。
·收集关于所有销售的数据。
·分析关于调查和销售的数据。
·开发顾客图表。
·比较图表和人口统计学的研究。
·研究产业购买趋势。
·建立重点小组，以确定最好的销售消息。
·设计粗略的销售材料。
·测试销售材料、并求精。
·最后确定销售方法。
这里列出的每个处理步骤可以进一步精化，以提供完成业务功能所需的
详细的计划图。
在 ＩＳＰ 过程中，信息工程师并没有专门去关心存在自动化机会的区域，

其意图仅仅是简单地理解业务并对其建模。

１０．４．２ 业务级数据建模
业务级数据建模［ＳＣＨ９２］是一个企业建模活动，它关注的是为完成在
１０．４．１ 节中提到的业务功能所需的数据对象（也称实体）。在业务级，典型的
数据对象包括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如，客户）、事物（如，报告）、出现的
事件（如，销售会议）、组织角色（如，工程副总裁）、组织单元（如，销售和市
场部门）、位置（如，制造车间）、或信息结构（如，雇员文件）。每个数据对象
包含一组属性，它们定义了被描述对象的某些方面、质量、特征或被描述的
数据描述体，例如，在企业建模过程中，信息工程师可能定义了数据对象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为了更完善地描述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定义了如下属性：
对象：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属性：
名字
公司名
工作分类和购买权限
业务地址和联络信息
产品利润
过去购买史
上次联络的日期
联络状况
一旦定义了一组数据对象，就标识了它们的关系，关系指明对象间如何
相互连接。例如，以对象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 和 ｓａｌ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为例，信息
工程师创建了一张图（图 １０－６）来描述这些关系①，根据该图，关系蕴含了数
据对象间的连接。通常，可从两个方向理解关系，如，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购买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 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 被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购买了均可。在现实中，提供的其他信息是数据
模型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到第 １２ 章对它们再作讨论。
ＩＳＰ 活动的顶点是创建一系列交叉引用矩阵，它们建立了组织（及其业务
域）、业务目的和目标、业务功能、以及数据对象间的全面关系，这种矩阵的
例子如图 １０－７ 显示。

１０．５ 业务域分析
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Ｒ９０］在其关于信息工程的书中如此描述业务域分析：
业务域分析为建造基于信息的企业建立详细的框架，它一次处理一个业
务域，并详细分析之。它使用图为企业中的数据和活动建模、并用矩阵记录
企业中的数据和活动，且给出对企业中信息方面的精细和微妙的相互关联方
式的清楚的说明。
①

该图，称为整体关系模型，在第 12 章将有详细描述。

在 ＢＡＡ 中，我们的重点从整体视图移向领域视图，为了对“企业中信息
方面的精细和微妙的相互关联方式”进行建模，信息工程师必须描述如何在
每个业务域中使用和变换数据对象（在 ＩＳＰ 中描述，并在 ＢＡＡ 中精化）以及如
何在每个业务域中的业务功能和处理中变换这些数据对象。实质上是，如何
分析每个业务域的外部和内部数据并对其建模。
为了完成该工作，ＢＡＡ 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模型：
·数据模型（现在被精化到业务域层）。
·处理流模型。
·处理分解图。
·一系列交叉引用矩阵。
精化在 ＩＳＰ 中定义的数据对象以便用于每个业务域中，例如，销售部门
使用在前面节描述的数据对象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在评估销售部门的需要后（销售域
分析），为满足销售的需要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的初始定义被进一步精化：
对象：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属性：
名字
公司名→对象：Ｃｏｍｐａｎｙ
工作分类和购买权限
业务地址和联络信息
产品利润
过去购买史
上次联络的日期→联络记录
联络状况→上次联络状况
→下次联络日期
→推荐的联络性质
属性公司名被修改为指向另一个称为 Ｃｏｍｐａｎｙ 的对象，该对象不仅包含
公司名，而且包括公司规模、它的购买需求、其他的联络名等信息，这些信
息在销售域中将是有用的。还修改和加入了其他属性。
１０．５．１ 处理建模
在业务域中完成的工作包括一组业务功能，它们被进一步精化为业务处
理，为了阐明如何精化，以在 １０．４．２ 节讨论的销售功能的简化版本为例，为
了完成销售而发生的处理是：
销售功能：
·建立客户联系。
·提供产品文献和相关信息。
·解答问题和关心的内容。
·提供评估用的产品。
·接收销售定单。
·检查订购配置的有效性。
·准备可交付的订货。
·和客户确认配置、价格和交货日期。
·传送可交付的订货到执行部门。

·跟踪客户。
可为这个处理序列开发处理流程图（如图 １０－８ 所示）。请注意，每个和
业务域相关的业务功能均可以以类似的方式精化。

１０．５．２ 信息流建模
处理流模型和数据模型组合起来可以指明信息如何在业务域中流动。显
示每个处理的输入和输出数据对象，指明处理如何变换信息（图 １０－９）来完
成业务功能。
一旦创建了一个完全的处理流模型集合，信息工程师（和其他人员一起）
检查现存的处理过程可以如何被再工程（如文献［ＨＡＭ９３］和［ＪＡＹ９４］），以及
现存信息系统或应用软件的什么地方可以被用更高效的信息技术来修改和替
代。修订的处理模型被用作新的或修订的支持业务功能的软件的规约的基
础。
在 ＢＡＡ 中建立的领域视图作为业务系统设计、构造和集成的基础——这
些 ＩＥ 步骤实际上是软件工程过程的一部分。这些步骤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
１０．６ 产品工程
产品工程（也称系统工程）是一个问题求解活动，揭示分析希望的产品数
据、功能和行为，并分配给单个的工程构件。系统工程师从客户为产品定义
的目标开始，进而以分配它们到一组工程构件——软件、硬件、数据（和数据
库）和人员——的方式对这些需求建模，建立起这些构件与支撑基础设施——
集成构件和被用于支持这些构件的信息（如文档、ＣＤ－ＲＯＭ、录象）所需的技术
——之间的连接。
大多数新产品和系统的起源从一个相当朦胧的希望功能的概念开始，因
此，ｓ 系统工程师必须通过标识希望的功能和性能范围来限制产品需求，例
如，仅仅说在制造自动化系统中的机器人的控制软件对“在零件托盘空时快
速反应”来说是不够的，系统工程师必须定义（１）什么时候指示机器人的零件
托盘空，（２）以什么来限制期望的软件反应的精确时间（以秒计），（３）必须说
明采取什么形式的反应。即，系统工程师必须描述驱动机器人行为的事件、
行为的性质、以及为行为设置的数量限制。
一旦限制了功能、性能、约束和接口，系统工程师开始转向任务分配，
在分配中，将功能赋给一个或多个工程构件。通常会建议和评估可选择的分
配，为了说明分配过程，我们以工厂自动化系统的一个宏元素为例——在第
５ 章引入的传送带分类系统（ＣＬＳＳ），下面是为系统工程师提出的 ＣＬＳＳ 目标的
陈述（还稍有些朦胧）：
必须开发 ＣＬＳＳ，以使得将传送带上移动的盒子识别出来并分类传送到传
送带末端的 ６ 个箱柜之一中去。盒子通过分类站，在这里它们被标识出来。
基于打印在盒子旁边的标识号（以等价的条形码形式表示），盒子将被分流到
合适的箱柜中。盒子之间的顺序是随机的，并且相互间间距是相同的，传送
带慢速移动。

在图 ５－１ 中用图形方式描述了 ＣＬＳＳ。在继续下一步工作前，如果你是
系统工程师请列出一系列你将问的问题。
下面是一些很多将被问和答的问题：
１．必须处理多少不同的标识号？它们的形式是什么？
２．什么是传送带的速度（以每秒英尺计）？什么是盒子间的间距（以英尺
计）？
３．分类站离箱柜有多远？
４．箱柜间相距多远？
５．如果盒子没有标识号或有错误的标识号，会发生什么？
６．当箱柜装满时，会发生什么？
７．是否关于盒子目的地和箱柜内容的信息将传送到工厂自动化系统的其
他地方？是否需要获取实时的数据？
８．容许什么样的错误／失败率？
９．传送带系统的什么部分已经存在并在运行中？
１０．有什么样的进度和预算约束？
注意，上面的问题着重于功能、性能、以及信息流和内容，系统工程师
并不问客户任务如何完成，而是问需要什么。
假定回答的合理，系统工程师可以开发出一组可选择的分配方案。注意，
功能和性能在每个分配方案中被赋予不同的常见系统元素。
分配方案 １。培训一个分类操纵者，并安置他工作在分类站位置上，他
／她辨认盒子，并将盒子放入合适的箱柜。
分配方案 １ 表示了对 ＣＬＳＳ 问题的纯粹的手工解决方案（但是，确实是奏
效的），主要的工程构件是人员（分类操纵者），人完成所有的分类功能。可能
需要某些文档（以表格的形式将标识号贴到箱柜上，以及针对操纵者培训的规
程说明），因此，这个分配仅仅有人员和文档元素。
分配方案 ２。一个条形码阅读器被放置在分类站上，输出的条形三被传
送给可编程控制器，它控制机械的分流机制，分流器将盒子滑动到合适的箱
柜。
对分配方案 ２，硬件（条形码阅读器、可编程控制器、分流硬件设备等）、
软件（针对条形码阅读器和可编程控制器的）和数据库（将盒子 ＩＤ 和箱柜位置
相对应的查找表）构件被用于提供实现自动化操作。有可能每个构件有对应的
手册和其他文档，这是另一个构件。
分配方案 ３。条形码阅读器和控制器被放置在分类站上，输出的条形码
被传送给机器人手臂，它抓住盒子，并将盒子放入合适的箱柜中。
分配方案 ３ 使用了一个宏元素——机器人，和分配方案 ２ 一样，该分配
方案使用了硬件、软件、数据库和文档作为工程构件，机器人是 ＣＬＳＳ 的宏元
素，并且本身包含一组工程构件。
通过检查三个可选择的 ＣＬＳＳ 分配方案，显然，相同的功能可以分配给不
同的构件。为了选择最有效的分配方案，应该对方案选择应用一组权衡标准。
下面的权衡标准用来对基于特定的常用系统元素的功能和性能而产生的
分配方案的选择：
项目考虑。该分配方案的配置可以在预先确定的成本和进度限制内被建
立吗？与成本和进度估算相关的风险是什么？
业务考虑。该方案的配置代表了最有利可图的解决方案吗？它在市场上

能成功吗？最后的回报能够证明开发风险是值得的吗？
技术分析。开发所有系统元素的所需的技术存在吗？功能和性能能否有
保证？方案配置可以恰当地保持吗？技术资源存在吗？和技术相关的风险是
什么？
制造评估。制造设施和装备可用吗？缺少必要的构件吗？质量保证能够
适当地完成吗？
人的问题。对开发和制造有可用的培训过的人员吗？是否存在政治问
题？客户理解将要完成什么样的系统吗？
环境接口。建议的方案配置和系统的外部环境有合适的接口吗？是否机
器和机器、人和机器间的通信以智能的方式来处理？
法律的考虑。该方案配置会引入不适当的责任风险吗？产权方面可以被
适当地保护吗？是否存在潜在的侵权。
我们将在本章后部更详细地对这些问题中的某些进行讨论。
重要的是要注意，系统工程师应该考虑对客户问题的可购买的解决方
案，是否已经有等价的系统存在？解决方案的大部分部件可以从第三方购买
吗？
权衡标准的应用软件将导致特定系统配置及分配对硬件、软件（和固
件）、人员、数据库、文档和规程的功能和性能规约的选择，实质上，功能和
性能的内容被分配给产品的每个工程构件，硬件工程、软件工程、人机工程
和数据库工程的角色是精化该内容，并产生可运行的与其他构件适当地集成
使用的产品构件。
１０．６．１ 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的进行应该将下面的目标置于脑中：（１）说明客户的需要；（２）
评估系统概念的可行性；（３）完成经济和技术分析；（４）分配功能到硬件、软
件、人员、数据库、和其他系统元素；（５）建立成本和进度约束；（６）创建形
成所有后续工程工作基础的系统定义。为了成功地达到上面的目标，需要专
门的硬件和软件技术（以及人机和数据库工程）。
１０．６．２ 说明客户需要
系统分析过程的第一步涉及对需要的说明。分析员（系统工程师）会见客
户和终端用户（如果用户不同于客户），客户可能是外面公司、分析员所在公
司的市场部门（当定义产品时）、或另一个技术部门（当内部系统将被开发时）
的代表，和信息工程一样，其意图是了解产品的目的，并定义满足该目的所
需的具体目标。
一旦确定了全部目标，分析员转向补充信息的评估：建造系统的技术是
否存在？将需要什么特殊的开发和制造资源？对成本和进度有什么限制？如
果新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为向很多客户销售而开发的产品，还应该问下面的问
题：产品的潜在市场是什么？该产品与竞争产品的比较情况如何？在公司的
整个产品线中该产品占据什么位置？
在系统概念文档中说明在需要标识步骤时收集的信息，初始的概念文档
有时是由客户在会见分析员前准备的，客户—分析员通信将总会导致对文档
的修订。

１０．６．３ 可行性研究
所有项目均是可行的——给定无限的资源和无限的时间！不幸的是，基
于计算机的系统或产品的开发是更可能受资源不足和困难的交付时间（如果
不是完全现实的）的折磨，在尽可能早的时间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既是必要的也
是应该的，如果在定义阶段较早地识别出一个错误构思的系统，那么，可以
避免成月或成年的工作量、数千或百万美元的投资、以及数不清的专业困窘。
可行性和风险分析是与很多方式相关的，如果项目风险过大（由于在第 ６
章讨论的任意理由），生产高质量软件的可行性将会降低。然而，在产品工程
阶段，我们主要对 ４ 个主要利润域更加关注：
经济可行性。评估开发成本相对于最后的从开发的系统或产品获得的收
入或收益。
技术可行性。研究可能影响完成一个可接受系统的能力的功能、性能和
约束。
法律可行性。确定可能产生自系统开发的任何侵权、妨碍或责任。
可选择性。评估系统或产品开发的其他可选方法。
可行性研究，不保证系统的经济回报是明显的、技术风险是低的、几乎
不预测法律问题、以及不考虑选择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任何前提条件失败，
就应该对该域进行研究。
经济回报通常是大多数系统考虑的“底线”（有时只有国防系统、法律授
权的系统、和如空间程序等高技术应用的领域才有例外存在）①，经济回报考
虑的非常广泛，如，成本—收益分析、长期的公司收入策略、对其他利润中
心或产品的影响、开发所需的资源成本、以及潜在的市场增长。
技术可行性经常是在产品工程过程阶段最难于评估的区域，因为目标、
功能和性能均稍微有些模糊的，如果“正确的”假设被给定，任何事似乎都
是可能的。分析和定义的过程与技术可行性评估并行进行是很重要的，采用
这种方式，可以对具体的规约在它们被确定时加于判断。
通常和技术可行性相关的该考虑问题包括：
开发风险。可以设计的系统元素，能在使得必要的功能和性能在分析中
揭示的约束的范围内完成吗？
资源可用性。有熟练的职员可用于系统元素的开发吗？其他必要的资源
（软件和硬件）对建造系统可用吗？
技术。相关的技术已经进展到可以支持系统的状态吗？
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开发者本性是乐天派（其他有什么人能有勇气敢于
去尝试我们经常承担的事情？），然而，在技术可行性评估阶段，应该保持批
评的态度，因为在此阶段的错误判断将是灾难性的。
法律可行性要考虑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它们包括合同、责任、侵权、
和技术人员不知道的无数其他的陷阱，关于法律问题和软件的讨论已超越本
书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文献［ＳＣＯ８９］。
对可选择性所考虑的程度经常受成本和时间约束所限制，然而，不应该
忽视合理的方案变体。
可行性研究可以文档化为独立的递交给高层管理者的报告，并且可作为
①

这些方面现在也在改变，以便使政府“预算”能够缩小。今天，任何系统都应该考虑投资回报。

系统规约的附录。虽然可行性研究的格式可能变化，但下面提供的大纲覆盖
了大多数主要话题。
Ⅰ．引言 Ａ．可选择的系统配置
Ａ．问题的说明 Ｂ．用于选择最后方法的标准
Ｂ．实现环境Ⅳ．系统描述
Ｃ．约束 Ａ．内容的简略说明
Ⅱ．管理总结和见意 Ｂ．被分配元素的可行性
Ａ．重要的发现Ⅴ．成本收益分析
Ｂ．注释Ⅵ．技术风险评估
Ｃ．见意Ⅶ．法律问题
Ｄ．影响 Ⅷ．其他项目特定的话题
Ⅲ．可选择性
可行性研究首先由项目管理层复审（评估内容可靠性）和高层管理者复审
（评估项目状况），研究将导致一个“进行／不进行”的决策。应该注意，其他
的进行／不进行决策将在硬件和软件工程的计划、规约、和开发阶段给出。
１０．６．４ 经济分析
包含在可行性研究中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是成本—收益分析——对基于
计算机的系统项目的经济回报的评估。成本—收益分析描绘项目开发的成
本，并将它们和系统的实际的（即，可直接用美元测度的）和无形的收益相比
较。
成本—收益分析由于一些评估标准而复杂化，这些标准随将被开发的系
统的特征、项目的相对规模、以及作为公司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希望的投资
期望回报变化而发生变化。此外，很多从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导出的收益是无
形的（如，通过迭代优化而带来的更好的设计质量、通过可编程的控制而增加
的客户满意程度、以及通过重新格式化和预先分析的销售数据而带来的更好
的业务决策），直接的数量比较可能难于实现。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收益的分析将依赖于系统特征而产生差异。为了说
明该问题，以表 １０－１ 中显示的管理信息系统［ＫＩＮ７８］的收益为例。大多数
数据处理系统的开发是以“更好的信息数量、质量、合时、或组织”作为主
要目标，因此，在表 １０－１ 中提到的收益着重于信息访问和它对用户环境的影
响。与工程－科学分析程序或基于计算机的产品相关的收益可能会有实质性的
差异。

表 １０ － １ 可 能 的 信 息 系 统 收 益 ［ ＫＩＮ７８ ］
来自对计算和打印任务所做努力的收益
在计算和打印方面的每单位成本的降低（ＣＲ）
改善的计算任务精度（ＥＲ）
在计算程序中快速改变变量和值的能力（ＩＦ）
在计算和打印方面极大增加的速度（ＩＳ）
来自对记录保持任务所做努力的收益
从记录“自动地”收集和存储数据的能力（ＣＲ 、 ＩＳ 、 ＥＲ）
更完整的和系统化的记录保持（ＣＲ 、 ＥＲ）
在空间和成本方面对记录保持增加的容量（ＣＲ）
记录保持的标准化（ＣＲ 、 ＩＳ）
每个记录可以存储的数据量的增加（ＣＲ 、 ＩＳ）
改善的记录存储安全性（ＥＲ 、 ＣＲ 、 ＭＣ）
改善的记录可移植性（ＩＦ 、 ＣＲ 、 ＩＳ）
来自对记录搜索任务所做努力的收益
记录的快速检索（ＩＳ）
改善的从大型数据库访问记录的能力（ＩＦ）
改善的在数据库中修改记录的能力（ＩＦ 、 ＣＲ）
通过远程通信连接需要搜索的地点的能力（ＩＦ 、 ＩＳ）
改善的创建被访问的记录的记录的能力（ＥＲ 、 ＭＣ）
审计和分析记录搜索活动的能力（ＭＣ 、 ＥＲ）
来自对系统重构能力所做努力的收益
同时修改全部记录类的能力（ＩＳ 、 ＩＦ 、 ＣＲ）
移动大批数据文件的能力（ＩＳ 、 ＩＦ）
通过合并其他文件的某些方面而创建新文件的能力（ＩＳ 、 ＩＦ）
来自对分析和仿真能力所做努力的收益
快速完成复杂的、同时计算的能力（ＩＳ 、 ＩＦ 、 ＥＲ）
创建复杂现象的仿真以回答“是什么？”问题的能力（ＭＣ 、 ＩＦ）
聚合大量的对计划和决策有用的数据的能力（ＭＣ 、 ＩＦ）
来自对过程和资源控制所做努力的收益
在过程和资源控制方面需要减少的工作量（ＣＲ）
改善的“微调”过程（如组装线）的能力（ＣＲ 、 ＭＣ 、 ＩＳ 、 ＥＲ）
改善的保持对资源的连续监控的能力（ＭＣ 、 ＥＲ 、 ＩＦ）
注： ＣＲ＝成本降低或避免； ＥＲ＝错误减少； ＩＦ＝增加的灵活性； ＩＳ＝增加的活动速
度； ＭＣ＝管理计划和控制的改善。

和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开发相关的成本［ＫＩＮ７８］被列在表 １０－２ 中，分
析员可以估算每个成计划和控制的本，然后使用开发和运行成本来确定投资
回报、收支平衡点、以及偿还期。

表 １０－２ 可 能 的 信 息 系 统 成 本
获得成本
咨询成本
实际的设备购买或租赁成本
设备安装成本
装修设备地点的成本（空调、安全等）
资金的成本
涉及获取过程的管理和人员的成本
启动成本
操作系统软件成本
通信设备安装成本（电话线、数据线等）
启动人员成本
人员搜索和雇佣活动的成本
对组织的其余部分中断的成本
指导启动活动所需的管理成本
项目相关的成本
应用软件购买成本
修改软件以符合本地系统的成本
来自内部应用开发的人员、一般管理费用等的成本在应用软件使用
中培训用户人员的成本
数据收集和安装数据集过程的成本
准备文档的成本
开发管理成本
运行成本
系统维护成本（硬件、软件和设施）
租赁成本（电力、电话等）
硬件折旧成本
涉及信息系统管理、运行和计划活动的人员的成本

下面的摘录［ＦＲＩ７７］可能最恰当地说明了成本—收益分析：
和选举后的政治许诺一样，成本—收益分析可能在项目实现开始后被忘
记，然而，它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它是得到管理批准的手段。
仅仅通过花费时间去评估可行性，我们减少了在系统项目的后期阶段极
端困窘（或更糟）的机会，对建议的项目被取消而花费在可行性分析上的工作
量并不是浪费。
１０．６．５ 技术分析
在技术分析中，分析员评估系统概念的技术优点，同时收集关于性能、
可靠性、易维护性和生产率的附加信息，在某些情形下，该系统分析步骤也
包括有限数量的研究和设计。
技术分析从对系统的技术生存力的建议评估开始，要完成系统功能和性

能需要什么技术？需要什么新材料、方法、算法或处理，并且它们的开发风
险是什么？这些技术问题将如何影响成本？
技术分析可用的工具可从数学建模和优化技术、概率和统计、排队论和
控制论中导出①，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并不总是可以进行的分析评估。建
模（数学的或物理的）是对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有效的技术分析机制。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和 Ｆａｂｒｙｃｋｙ［ＢＬＡ８１］，定义了在系统的技术分析中为模型使
用的一组标准：
１．模型应该能动态地表示系统配置的评估，这种配置要求很容易理解和
操纵、并且与现实操作足够接近的方式产生结果。
２．模型应该关注那些和手边的问题最相关的因素，并且抑制（通过判断）
那些不很重要的因素。
３．模型应该尽可能全面的包括所有相关的因素，并且应该使结果的可重
复性尽可能可靠。
４．模型设计应该足够简单，以允许在问题求解中适时的实现。除非分析
员或管理者可以以适时和高效的方式使用模型，否则它是没有价值的。如果
模型很大，且高度复杂，就可能需要开发一系列更小的模型（其中一个模型的
输出当成另一个模型的输入）。而且，有可能希望独立于其他元素来评估系统
的某特定元素。
５．模型设计应该将易于修改和／或扩展的能力相结合，以允许需要时对其
他附加因素的评估。在整体目标被满足前成功的模型开发经常包括一系列试
验，最初的意途主要是忽视一些不被立即注意的数据，随后再去将它们加上，
从中获得更高的效益。
从技术分析得到的结果形成了关于系统的另一个“进行／不进行”决策的
基础，如果技术风险很严重，如果模型指明希望的功能或性能不能被完成，
如果各部分将不能被平稳地结合在一起——它将回到最初状态，从头开始！
１０．７ 系统体系结构建模
每个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可用输入－处理（加工）－输出的体系结构来为信息
变换建模，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ＨＡＴ８７］为了包括两个附加的系统特性——用
户界面处理以及维护和自测试处理——扩展了该视图。虽然没有对每个基于
计算机的系统提出这些附加的特性，但是，它们是非常常见的，并且它们的
规约使得系统模型更健壮。使用输入、处理、输出、用户界面处理和自测试
处理的表示方法，系统工程师可以创建一个系统构件模型，从而建立了在每
种工程方法中后期的需求分析和设计步骤的基础。
为了开发系统模型，要使用一个体系结构模板［ＨＡＴ８７］。系统工程师给
模板内的 ５ 个处理区域的每一个分配系统元素：（１）用户界面，（２）输入，（３）
系统功能和控制，（４）输出，（５）维护和自测试。体系结构模板的格式如图 １０
－１０ 所示。
与用于系统和软件工程的几乎所有建模技术一样，体系结构模板使得分
析员能够创建详细的层次结构。体系结构语境图（ＡＣＤ）驻留于层次的最顶层。
①

称为原型和仿真工具的许多 CASE 工具可以来辅助完成大部分的技术分析，第 28 章将讨论这些工具。

语境图“建立了实现的系统和系统将运行的环境间的信息边界”
［ＨＡＴ８７］，即，ＡＣＤ 定义了系统使用信息的所有外部生产者、系统创建信息
的所有外部消费者、以及所有通过界面通信或完成维护和自测试的实体。
为了说明 ＡＣＤ 的使用，以本章前面讨论的传送带分类系统（ＣＬＳＳ）的扩展
版本为例，该扩展版本在分类站位置使用 ＰＣ 机。ＰＣ 机执行所有 ＣＬＳＳ 软件，
和条形码阅读器接口，以读取盒子上的零件号，和传送带监控设备接口，以
获取传送带速度，存储所有已分类的零件号，和分类站操纵者交互，以产生
一系列报告和诊断，发送控制信号给分流硬件，以对盒子进行分类，以及和
中央工厂自动化主机通信。扩展 ＣＬＳＳ 的 ＡＣＤ 如图 １０－１１ 所示。
显示在图 １０－１１ 中的每个方框表示一个外部实体——即，来自系统的信
息的生产者或消费者，例如，条码阅读器产生信息，它是 ＣＬＳＳ 系统的输入。
完整系统的符号（或在较低层的主要子系统）是具有圆角的矩形，因此，ＣＬＳＳ
被表示在 ＡＣＤ 中部的处理和控制区域。在 ＡＣＤ 中显示的标记箭头表示在外部
环境和 ＣＬＳＳ 系统间流动的信息（数据和控制）。外部实体条码阅读器产生标记
为条码的输入信息，在本质上，ＡＣＤ 将任何系统放置于其外部环境的语境中。
系统工程师通过更详细地考虑图 １０－１１ 中的阴影矩形，而精化体系结构
语境图。使得传送带分类系统能够在 ＡＣＤ 定义的语境中标识主要运行子系
统，在图 １０－１２ 中，主要子系统被定义在体系结构流程图（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ＦＤ）中，它是从 ＡＣＤ 导出的。跨越 ＡＣＤ 的区域的信息流用于指导
系统工程师开发 ＡＦＤ——对 ＣＬＳＳ 的更详细的图形表示，体系结构流程图显示
了主要的子系统和重要的信息（数据和控制）的流程。此外，体系结构模板将
处理子系统划分为前面讨论的 ５ 个处理区域，在此阶段，每个子系统可包含
一个或多个系统元素（如，硬件、软件、人员），到底包含谁，由系统工程师
分配。
初始体系结构流程图（ＡＦＤ）变成 ＡＦＤ 层次的顶层结点，在最初的 ＡＦＤ 中的
每个圆角矩形可被扩展为另一个专门描述它的体系结构模板。这个过程如图
１０－１３ 所示，系统的每个 ＡＦＤ 可被用作来描述子系统的后续工程步骤的起始
点。
子系统和在它们间流动的信息可被用来指定后续工程的工作（的限制），
每个子系统的说明性描述和在子系统间流动的所有数据的定义变成了系统规
约的重要元素。
１０．８ 系统建模和仿真
大约 ３０ 年以前，Ｒ．Ｍ．Ｇｒａｈａｍ［ＧＲＡ６９］对我们建造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
方式给出了一个悲观的评论：“我们建造系统就象 Ｗｒｉｇｈｔ 兄弟建造飞机一样
——建造整个事物，将它推出悬崖，让它坠毁，而后又从头开始”。事实上，
至少有一类系统——受刺激有反应的系统，我们今天仍在这么做。
很多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和现实世界以一种受刺激有反应的方式交互，即
现实世界事件由构成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监控，并且基于这些事
件，系统实施对机器、过程、以及甚至导致事件发生的人员的控制。实时和
嵌入式系统经常归类为受激反应系统范畴。

不幸的是，受激反应系统的开发者有时努力去使它们能适当地工作，直
至最近，在建造它们之前要预测这样的系统的性能、效率、和行为仍是很困
难的。作为非常真实的感受，很多实时系统的构造是一次“飞行”的冒险，
直至系统被建造完并被“推出悬崖”，令人震惊不已的现象（大多数是不愉快
的）才被发现。如果系统由于不正确的功能、不合适的行为或很差的性能而“坠
毁”，我们只好捡起碎片，又从头开始。
最高级体系结构流程图
在受激反应范畴的很多系统是用来控制机器和／或过程（如，商业航班或
石油精炼厂），它们必须以极其高的可靠性运行，如果系统失败，就可能造成
巨大的经济或人员损失。为此，Ｇｒａｈａｍ 描述的这类问题是痛苦的和危险的。
今天，针对系统建模和仿真的 ＣＡＳＥ 工具正被用于帮助消除当建造受激反
应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时的不良后痪。这些工具被用在系统工程过程中，且
由工具来指定硬件和软件的角色、数据库和人员。建模和仿真工具使得系统
工程师能够去“测试驱动”系统的规约。如何才能来测试驱动的技术细节和
特殊建模技术在第 ２９ 章有概略地讨论。
１０．９ 系统规约
系统规约是一份文档，它是硬件工程、软件工程、数据库工程和人机工
程的基础。它描述了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功能和性能以及将支配其开发的约
束。规约限制了每个分配的系统元素，例如，它为软件工程师指明了软件在
系统的整体语境内的角色，并且指明了在体系结构流程图中描述的不同的子
系统，。系统规约也描述了系统输入和输出的信息（数据和控制）。
下面是推荐了一个系统规约的大纲，然而，应该注意，这仅仅是很多可
被用于定义系统描述文档的大纲之一，实际的格式和内容可以由软件或系统
工程标准或本地的习惯和喜好规定。
Ⅰ． 引言
Ａ．文档的范围和目的
Ｂ．概述
１．目标
２．约束
Ⅱ．功能和数据描述
Ａ．系统体系结构
１．体系结构语境图
２．ＡＣＤ 描述
Ⅲ．子系统描述
Ａ．子系统 Ｎ 的体系结构图规约
１．体系结构流程图
２．系统模块叙述
３．性能问题
４．设计约束
５．系统构件分配
Ｂ．体系结构字典

Ｃ．体系结构互连图和描述
Ⅳ．系统建模和仿真结果
Ａ．用于仿真的系统模型
Ｂ．仿真结果
Ｃ．特殊性能问题
Ｖ．项目问题
Ａ．计划的开发成本
Ｂ．计划的进度
Ⅵ．附录
１０．１０ 小结
高技术系统包含一系列构成成分（构件）：软件、硬件、人员、数据库、
文档和过程。系统工程帮助将客户的需要映射到使用一个或多个这些构件的
系统。
系统工程从“整体视图”开始，分析业务域或产品，以建立所有的基本
需求。然后，关注点缩小到“领域视图”，这里单独地分析每个系统元素，
给每个元素分配给一个或多个工程构件，它们然后由相关的工程方法处理。
信息工程是一种系统工程方法，它被用来定义使业务能够有效地的使用
信息的体系结构。信息工程的意图是导出全面的数据体系结构、应用体系结
构和技术基础设施，它们将一起满足业务策略的需要和每个业务域的目的和
目标。信息工程包括信息策略计划（ＩＳＰ）、业务域分析（ＢＡＡ）、以及特定应用
的分析（它实际上是软件工程的一部分）。
产品工程是一种从系统分析开始的系统工程方法，系统工程师标识客户
的需要、确定经济和技术可行性、以及分配功能和性能到软件、硬件、人员
和数据库——这些是关键的工程构件。生成系统或产品的体系结构模型，并
且开发每个主要子系统的表示，最后，系统工程师可以创建受激反应系统模
型，它可被用作性能和行为仿真的基础。系统工程任务以系统规约的创建为
最后的终结，系统规约是形成后续的所有工程工作的基础文档。
系统工程要求在客户和信息或系统工程师间的密切通信，客户必须了解
系统目标，并能够清楚地说清它们，工程师必须知道问什么问题、给什么建
议、以及做什么研究。如果通信成功，并且创建完整的系统模型，则建立了
系统构造的坚固基石。
思考题
１０．１ 尽你的可能，找出词“系统”的尽可能多的单个同义词。
１０．２ 针对大型系统建造类似于如图 １０－１ 所示的“系统的系统”（不能
使用图中的例子），你的层次应该沿至少一个“树”分支向下扩展到简单的系
统元素（硬件、软件等）。
１０．３ 选择你熟悉的任何大型系统或产品，定义描述系统或产品的整体视
图的一组领域，描述构成一个或两个领域的元素集合，对一个元素，标识必
须开发的技术构件。
１０．４ 选择你熟悉的任何大型系统或产品，陈述为了建造有效的（和可实

现的）系统模型而必须给出的假设、简单要求、限制、约束和优先选择。
１０．５ 信息工程试图定义数据和应用软件体系结构以及技术基础设施，描
述这些术语的含义，并给出一个例子。
１０．６ 信息策略计划从目的和目标定义开始，给出来自业务域的例子。
１０．７ 你已经决定开展计算机软件的邮购业务，因为想高效地运行业务，
你决定进行信息工程。请从 ＩＳＰ 开始，建造简单的企业模型，包括组织图、
业务功能和业务处理的大纲、以及业务级的数据模型。
１０．８ 让我们假定你对软件邮购业务（思考题 １０．７）标识的业务域之一是
电话订货处理，对该业务域进行 ＢＡＡ，以开发更详细的数据模型和处理流程
图。
１０．９ 系统工程师可来自三种人员之一：系统开发者、客户或某些外部组
织，讨论每种人员的优势和劣势，描述“理想的系统工程师”。
１０．１０ 对 １０．６ 节中的 ＣＬＳＳ 系统的列表加入至少 ５ 个其他附加问题，并
提出两种其他的 ＣＬＳＳ 系统分配方案。
１０．１１ 你的老师将分别描述某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或产品的高层结构。
ａ．给出一组你作为系统工程师应该问的问题。
ｂ．基于老师对你的问题的回答，建议至少两种系统的分配方案。
ｃ．在班级上，比较你的分配方案和其他同学的方案。
１０．１２ 开发一个当系统或产品的“可行性”将被评估时考虑的属性的检
查表，讨论属性间的相互影响，并提供一种分级方法，使得开发出可量化的
“可行性数”。
１０．１３ 研究用于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它将需要某些硬件制造和组装）的详
细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记帐技术，写出一个技术管理者可应用的指南的“食
谱”集。
１０．１４ 为你选择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或你老师赋予的题目）开发体系结构
语境图（ＡＣＤ）和体系结构流程图（ＡＦＤ）。
１０．１５ 撰写系统模块说明，它包括在为思考题 １０．１４ 开发的 ＡＦＤ 中定义
的一个或多个子系统的体系结构图规约中。
１０．１６ 研究关于 ＣＡＳＥ 工具的文献，并撰写一篇概略性论文，描述建模和
仿真工具是如何工作的。（或者，收集来自两个或多个销售建模和仿真工具的
ＣＡＳＥ 厂商的文献，并评估相似处和不同处。）
１０．１７ 基于你老师提供的文档，为下面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之一开发简
略的系统规约：
ａ．非线性的、数字视频编辑系统
ｂ．个人计算机的数字扫描仪
ｃ．电子邮件系统
ｄ．大学注册系统
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访问提供商
ｆ．交互式酒店预定系统
ｇ．本地感兴趣的系统
确定已经创建了描述在 １０．８ 节中的体系结构模型。
１０．１８ 存在不能在系统工程活动中建立的系统特征吗？描述这些特征，
并解释为什么对它们的考虑必须延迟到后面的工程步骤。
１０．１９ 存在形式化的系统规约可以被简略或完全排除的情况吗？解释

之。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Ｍａｒｔ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３ ｖｏｌｕｍｅ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对 信 息 工 程 话 题 进 行 了 全 面 讨 论 。 Ｈａｒｅｓ ［ ＨＡＲ９３ ］ 、
Ｓｐｅｗａｋ［ＳＰＥ９３］，以及 Ｆｌｙｎｎ 和 Ｆｒａｇｏｓｏ－Ｄｉａｚ（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ｔａ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等书籍也详细地讨论了
该主题。
因为它是交叉学科话题，产品工程是一个可能的主题。Ａｒｍｓｔｏｎｇ 和
Ｓａｇ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７），Ｍａｒｔ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Ｗｙｍｏｒｅ（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Ｌａｃｙ（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２）、Ａｓｌａｋｓｅｎ 和 Ｂｅｌｃ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１９９２）、Ａｔｈｅ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８２），以及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和 Ｆａｂｒｙｃｋｙ［ＢＬＡ８１］等书籍讨论了系统工程过程（具
有各自不同的工程强调）并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南。
Ｔｈａｙｅｒ 和 Ｄｏｒｆｍａｎ 的 优 秀 的 ＩＥＥＥ 教 程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讨论了在
系统和软件级别需求分析问题间的关系，同一作者的另一部相关书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对分析工
作的标准和指南进行了全面讨论。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４）、Ｓｉｌｖｅｒ 和 Ｓｉｌ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１９８９），Ｍｏｄｅｌｌ（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１９８８），以及 ＭｃＭｅｎａｍｉｎ 和 Ｐａｌｍｅ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Ｙｏｕｒ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提供了对用于信息系统世界的系统分析任务的有用的
讨论，每个讨论包含了对实例的研究，阐明了在系统分析中要面对的问题、
方法、和解决方案。
对那些活跃地涉及到系统工作或对更高级的话题感兴趣的读者来说，
Ｇｅｒａｌｄ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的书（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ｉｌｅｙ
－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６， 和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ｌｅｙ －
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９）已经变成经典文献，并对“一般系统”思维（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它隐式地导向了一般性的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给出了
很 好 的 讨 论 。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最 近 的 书 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ｓｉｇｎ，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８，和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８）继承了他早期工作的传统。
可在下面网址上得到关于“系统科学”信息的其他有关资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ａ．ｕｎｉ－ｌｉｎｚ．ａｃ．ａｔ
下面的 ＷＷＷ 网址讨论了系统和信息工程的研究和实际应用：
系统理论和信息工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ｔ．ｕｎｉ－ｌｉｎｚ．ａｃ．ａｔ／ｓｔ／
信息工程初步：

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ｅｃｈｏ．ｌｕ／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ｅｎ／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ｅｌｐｕｂ２００１．ｈｔｍｌ
系统工程主页：
ｈｔｔｐ：／／ｒｓ７１２ｂ．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７０４／７０４ｈｏｍｅ．ｈｔｍｌ
关 于 信 息 工 程 和 产 品 工 程 的 ＷＷＷ 文 献 最 新 消 息 可 在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到。

第 １１ 章

分析概念和原则

对软件需求的完全理解对软件开发工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我们
设计得如何好、编码得如何好，未很好地分析和编写的程序将只会给用户带
来失望，并给开发者带来烦恼。
需求分析任务是发现、求精、建模和规约的过程。包括详细地精化初始
由系统工程师建立并在软件项目计划中精化的软件范围，创建所需数据、信
息和控制流以及操作行为的模型，此外还有分析可选择的解决方案，并将它
们分配到各软件元素中去。
在需求分析和规约中，软件开发者和客户均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客户必
须尽力将有时有些模糊的软件功能和性能概念重新具体详细地描述出来，而
开发者则是软件功能的询问者、咨询顾问和问题解决者。
需求分析和规约看起来可能是相当简单的任务，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用
户与开发者之间需要通信的内容非常大，其中可能会存在错误解释或误传的
可能性，或含糊性。软件工程师可能要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可通过重复某
客户的陈述而得到最好的理解：“我知道你认为你已经理解了我所说的内容，
但是我并不能肯定你已认识到你所听到的并不是我所想要的。”
１１．１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一种软件工程活动，它在系统级软件分配和软件设计间起到
桥梁的作用（如图 １１－１ 所示）。需求分析使得系统工程师能够刻划出软件的
功能和性能、指明软件和其他系统元素的接口、并建立软件必须满足的约束。
需求分析允许软件工程师（在这种角色中经常称为分析员）精化软件分解模
块，并建造将被软件处理的数据、功能、和行为模型。需求分析为软件设计
者提供了可被翻译成数据、体系结构、界面和过程设计的模型，最后，需求
规约为开发者和客户提供了软件建造完后质量评估的依据。
软件需求分析可被划分成 ５ 个工作阶段：（１）问题分析，（２）问题评估和
方案综合，（３）建模，（４）规约，和（５）复审。
初始时，分析员研究系统规约（如果存在的话）和软件项目计划，并在系
统语境内理解软件和复审，从而生成计划软件范围的估算。接着，必须建立
针对分析的相互通信方式，以使得问题分析得到保证。分析员的目标是对用
户／客户认识到的基本问题要素进行识别。
问题评估和方案综合是分析工作的下一个主要关注点，分析员必须定义
所有外部可观察到的数据对象，评估信息流和内容；定义并详细阐述所有软
件功能；在影响系统的事件的语境内理解软件行为；建立系统界面特征；以
及揭示其他设计约束。这些任务中的每一个旨在描述问题，以便可以综合出
全面的方法或解决方案。
例如，汽车零件的主要供应商需要一个库存控制系统，分析员发现与当
前的手工系统相关的问题包括：（１）不能快速地获得部件的状况；（２）更新卡
片文件需要 ２ 或 ３ 天的工作量；（３）由于没有办法查找相关厂商的部件信息而
使得对同一厂商同一货品多次再订货，等等。一旦问题被标识出来，分析员

将确定新系统该产生什么信息，以及将提供什么信息给系统①，例如，客户希
望得到指明什么零件被从库存中取出以及还剩余多少相似零件的日报表。客
户指明一旦当该零件离开仓库时库存管理员就该记载每个零件的标号。
通过对当前问题和希望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进行的评估，分析员开始综
合一个或多个解决方案。为了便于开始，必须详细地定义系统的数据、处理
功能和行为。一旦已经建立这些信息，就该考虑针对实现的基本体系结构。
客户／服务器方法似乎是合适的，但是，它确实属于在软件计划中概括的范围
吗？似乎需要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但是，该数据库系统真的是用户／客户需
要的吗？继续评估和综合的过程，直至分析员和客户均确信针对后面的开发
步骤软件确实已被适当地刻划了。
贯穿整个评估和综合过程，分析员的主要焦点是“什么（ｗｈａｔ）”，而不
是“怎么做（ｈｏｗ）”，系统会产生和使用什么数据？系统必须完成什么功能？
将定义什么界面？会应用什么约束？等。②
在问题评估和综合解决方案的活动中，分析员创建系统模型，以便可以
更好地理解数据和控制流、处理功能和操作行为、以及信息内容。模型是软
件设计的基础，也是创建软件规约的基础。
重要的是要注意，在本阶段要得到详细的规约是不可能的。客户可能并
不能精确地肯定需要什么，开发者可能不能肯定可用什么特定的方法来适当
地完成功能和性能。由于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理由，可以采用一种可选择的需
求分析方法——原型法，（第 ２ 章），本章后面我们将讨论原型法。
１１．２ 通信技术
软件需求分析中的相互通信总是要在两方或多方间进行。客户有某个问
题需要基于计算机的解决方案，开发者要要针对客户的请求提供帮助，这时
便产生了通信需求。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从相关通信、交流到理解的
道路经常是充满坎坷的。
１１．２．１ 过程的启动
客户和开发者之间最常用的交流方式以及开始相互通信过程的技术是进
行预备会议或访谈。在软件工程师（分析员）和客户间的第一次会议可与两个
青年间的第一次约会的笨拙程度相比较，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或问什么；双
方均担心他们所说的会被误解；双方均在考虑最终谈话将导向何处（双方在这
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期望）；双方均希望能控制事情的进程；而同时，双方均
希望能够获得成功。
然而，相互交流活动必须被启动。Ｇａｕｓｅ 和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ＡＵ８９］建议分析
员从寻问一组无关的问题（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ｒｅ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开始比较好，即，首选
该问问问题的性质、需要解决方案的人数及能力、希望的解决方案的性质，
①

实际中，如果这些问题已有答案，那么它们中的大部分将作为信息工程行为（第 10 章有详述）的一个组

成部分。
②

Davis［DAV93］中只是粗略地讨论了术语“什么”和“怎么做”，有兴趣了解对它们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Davis 编写的专著。

以及第一次可能遭遇什么问题。第一组问及的问题主要是关注客户、整体目
标和收益，例如，分析员可能问：
·谁是本工作的最初请求者？
·谁将使用该解决方案？
·成功的解决方案的经济收益是什么？
·存在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下一组问题该使得分析员能够对问题更好的理解，并使得客户能够表达
其关于解决方案的感觉：
·如何刻画将由某成功的解决方案所产生的“好的”输出？
·该解决方案强调了什么问题？
·能向我显示（或描述）解决方案所应用的环境吗？
·存在影响解决方案的特殊性能问题或约束吗？
最后一组问题该关注于会议的效果。Ｇａｕｓｅ 和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ＡＵ８９］将它们
称为元问题，并给出了下面的简略问题列表：
·你是回答这些的问题的合适人员吗？你的回答是“正式的”吗？
·我的提问和你想解决的问题相关吗？
·我是否问了太多的问题？
·还有其他人员可以提供附加信息吗？
·还有其他我应该问你的问题吗？
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将帮助“打破坚冰”，并启动对成功的分析至关
重要的相互通信活动，但是，提问和回答的会议形式并不是一定会取得成功
的方法，事实上，Ｑ＆Ａ 会议应该仅仅用于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然后该用包含
问题求解、商议和规约等活动的会议形式来取代。在下节中将给出这种会议
形式。
１１．２．２ 便利的应用规约技术
客户和软件工程师经常有无意识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分，不是按工作
的需要来将一支队伍标识和精化，而是各自定义自己的“版图”并通过一系
列备忘录、正式的意见书、文档以及提问和回答会议来相互通信。历史已经
证明，这种方法不能很好地奏效，会产生大量的误解、忽略重要的信息、以
及无法建立成功的工作关系。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一系列独立的研究者开发了一种面向团队的
需求收集方法，该方法被应用在分析和规约的早期阶段，被称为便利的应用
规约技术（ＦＡＳＴ），该方法鼓励建立客户和开发者队伍之间的合作，他们共同
工作来标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要素、商议不同的方法、以及刻划出初步
的解决方案需求［ＺＡＨ９０］。今天，ＦＡＳＴ 已经成为信息系统界使用的主流技
术，该技术为改善所有各种应用中的相互通信提供了潜在可能。
已经提出了很多不同的 ＦＡＳＴ 方法①，各自使用的场景稍有不同，但是，
所有方法均是在下面的基本原则之上进行某些修改的：
·在中立的地点举行会议，由开发者和客户出席。
①

FAST 两个更常用的方法——联合应用软件开发（JAD），由 IM 开发的；和 METHOD，由

PerformaceResource，Inc 开发；已广为大家使用。

·建立准备和参与会议的规则。
·建议一个足够正式的议程以便可以进行所有重要点的，而又是足够非
正式的，鼓励思维的自由交流。
·一个“协调者”（他可以是客户、开发者或其他外人）控制会议。
·使用一种“定义机制”（它可以是工作表、图表、墙上胶黏纸或墙板）。
·目标是标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要素、商议不同的方法、以及在有
利于完成目标的氛围中刻划出初步的解决方案需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典型的 ＦＡＳＴ 会议中所发生的事件流，我们提出了一个概
略的场景，该场景概述了作为会议所准备的事件序列、在会议中发生的事件
序列、以及在会议之后的事件序列。
当举行了开发者和客户间的初始会议（１１．２．１ 节）并且基本的提问和回
答帮助建立了问题的范围和解决方案的整体感觉。在初始会议之外，开发者
和客户要写下一页或者二页的“产品请求”，选择 ＦＡＳＴ 的会议地点、时间和
日期，并选举协调者。邀请来自开发方和客户方组织的双方代表出席会议，
并在会议日之前将产品请求发布给所有的与会者。
当在会议前复审请求时，要求每个 ＦＡＳＴ 出席者列出一组环绕系统环境的
一部分对象、产生将系统的其他对象、以及完成系统功能的对象。此外，要
求每个出席者列出另一个服务（处理或功能）列表，这些服务操纵对象或与对
象的交互。最后，开发出约束列表（如，成本、规模大小、重量）和性能标准
列表（如，速度、精度）。通知出席者：不期望这些列表是穷尽的，但是，希
望每套表反应的是每个人对系统的感觉。
例如①，假定对消费产品公司工作的 ＦＡＳＴ 团队提供了下面的产品描述：
我们的研究表明，家庭安全系统的市场正以每年 ４０％的比率增长，我们
希望能进入该市场，并试图建造基于微处理器的家庭安全系统，该系统将保
护和／或识别一系列出人意料之外的“情况”，如非法进入、火警、水灾或其
他。该产品，暂时称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产品将使用合适的传感器来检测各种情况，
具体使用时房主可按需要编程，并且当系统检测到情况时，会自动地给监控
机构拨打电话。
现实中，在本阶段将提供大量更多的信息，但是，即使有了附加的信息，
仍存在问题的含糊性、仍存在问题被忽略的可能、并且仍可能发生错误。就
现在而言，上面的“产品描述”已是足够了。
ＦＡＳＴ 团队由来自市场、软件和硬件工程以及制造方的代表组成，并选择
外来人员作为协调者。
ＦＡＳＴ 团队（图 １１－２）的每个人给出上面产品描述的列表。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描
述的对象可能包括：若干烟雾检测器、若干窗口和门传感器、若干运动检测
器、一个警报器、一个事件（启动某传感器）、一个控制模板、一个显示器、
一串电话号码、一次电话拨号等等。服务的列表可能包括：设置警报器、监
控传感器、电话拨号、控制面板编程、以及读显示器（注意，服务作用于对象）。
以类似的方式，每个 ＦＡＳＴ 出席者将开发约束列表（如，系统的制造成本必须
低于 ２００ 万美元，界面必须是友好的，以及必须是和标准电话线接口）和性能
标准列表（如，应该在一秒钟之内识别传感器事件，应该实现事件优先级模
①

该例子［有扩展和变型］在后面的许多章节中被用于说明重要的软件工程方法，用它来作为一个练习，

使大家在得出自己的一系列 FAST 会谈和开发列表也是可取的。

式）。
在提出某话题的单个列表后，团队将创建一个组合的列表，该组合列表
将删去冗余项，并加入在表达过程中出现的新思想，但是不删除任何其他东
西。在建好所有话题的组合列表后，开始讨论活动（有协调者主持）。缩短、
加长或重新措词组合列表以适当地反应将被开发的产品／系统。讨论活动的目
标是要为每个话题（对象、服务、约束和性能）开发出一个意见一致的列表，
这些列表然后被用于后面的活动中。
一旦创建了意见一致的列表，该将团队分为更小的小组，每个小组力图
为每个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项开发出小型规约，小规约是对包含在列表中的
单词或短语的精细化。例如，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中的对象“控制面板”的小规约可能
是：
·安装在墙纸上。
·大小大约为 ９×５ 英寸。
·包含标准的 １２ 键键盘和特殊键。
·包含 ＬＣＤ 显示，操作如草图所示（未在此给出）。
·所有的客户交互通过键盘发生，键盘被用于启动或关闭系统。
·连接提供交互指南、回显等的软件到所有的传感器。
每个小组然后将他们开发的每个小规约提交给所有的 ＦＡＳＴ 出席者讨
论，进行添加、删除或进一步的精化等工作，在某些情形中，小规约的开发
将可能发现新的对象、服务、约束或性能需求，它们将被添加到原列表中。
在所有讨论过程中，团队可能提出某些不能在会议过程中解决的问题，此时
要保留问题列表以使得这些思想在以后的活动中产生作用。
在小规约完成后，每个 ＦＡＳＴ 的出席者提出一个针对产品／系统的确切标
准列表，并将该列表提交给团队，然后创建一个意见一致的确定标准列表，
最后，一个或多个参与者（或外来者）被赋予撰写完整的规约草案的任务（用来
自 ＦＡＳＴ 会议的结果为输入）。
ＦＡＳＴ 并不是解决在早期需求收集阶段遇到的问题的万能药，但是，团队
方法提供了集中很多不同观点的好处、即时的讨论和求精、以及具体的规约
开发步骤。
１１．２．３ 质量功能部署
质量功能部署（ＱＦＤ）是一种质量管理技术，它将客户的需要翻译为软件的
技术需求。该方法初始在日本开发，并于 ７０ 年代早期首先被用于 Ｋｏｂｅ
Ｓｈｉｐｙａｒｄ ｏｆ 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ｕｅｓ，Ｌｔｄ。ＱＦＤ“集中来最大限度地
让客户满意”［ＺＵＬ９２］，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ＱＦＤ 强调理解什么是对客户有
价值的，然后在整个工程活动中部署这些价值。
ＱＦＤ 标识三类需求［ＺＵＬ９２］：
正常的需求。在与客户的会谈中，所陈述的针对某产品或系统的目标。
如果提出这些需求，则将满足客户需要。正常需求的例子可能是：要求按图
形方式显示特定的系统功能、以及自定义的性能级别。
期望的需求。这些需求对产品或系统是隐式的，并且可能是非常基础
的，以致于客户没有显式地陈述它们。它们的缺席将导致很多不满意。期望

的需求的例子有：人机交互的容易性、整体的操作正确性和可靠性、以及软
件安装的容易性。
兴奋的需求。这些特征在客户的期望范围之外，并且当其存在时将是非
常令人满意的。例如，字处理软件要求标准的特征，所交付的产品包含一系
列页面布局能力，这将是令人愉快的和出人意料的。
在现实中，ＱＦＤ 贯穿于整个工程过程［ＡＫＡ９０］，然而，很多 ＱＦＤ 概念可
用于软件工程师需求分析的早期阶段来面对与客户的相互通信问题，下面的
段落中，我们仅仅给出这些概念（适用于计算机软件）的概述。
在和客户的会谈中，功能部署被用于确定系统所需的每个功能的价值；
信息部署标识系统必须使用和产生的数据对象和事件，这些数据对象和事件
和功能有联系；最后，任务部署在合适的语境内检查系统或产品的行为；价
值分析确定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部署中确定的需求的相对优先级别。
ＱＦＤ 使用客户访谈和观察、调查、以及历史数据（如，问题报告）的检查
来作为需求收集活动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然后被翻译为需求表——客户意
见表（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ｖｏｉｃｅ ｔａｂｌｅ）——需要和客户一起复审该表。然后一系列图
表、矩阵、以及评估方法被用于抽取期望的需求，并力图导出令人感兴趣的
需求［ＢＯＳ９１］。
１１．３ 分析原则
在过去 ２０ 年，研究者已经标出了若干分析问题和它们的原因，并开发了
一系列建模符号体系和对应的启发规则来克服这些问题，每个分析方法有独
特的观点，然而，所有分析方法与一组操作原则相关联：
１．必须表示和理解问题的信息域。
２．必须定义软件将完成的功能。
３．必须表示软件的行为（作为外部事件的结果）。
４．必须划分描述信息、功能和行为的模型，从而使得可以以层次的方式
揭示细节。
５．分析过程应该从要素信息移向细节实现。
通过应用这些原则，分析员系统地处理某问题。检查信息域以使得功能
可以被更完整地理解，使用模型以使得可以以简洁的方式交流功能和行为的
特征，应用划分以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在这些处理过程中软件的要素和视图
实现对适当由处理需求带来的逻辑约束和由其他系统元素带来的物理约束是
必需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操作性分析原则，Ｄａｖｉｓ［ＤＡＶ９５ａ］，建议了一组针对“需
求工程”的指导性原则： ①
·在开始建立分析模型前先理解问题。人们通常总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
甚至在问题被很好地理解前，这经常会导致产生一个解决错误问题的优美软
件的诞生。
·开发原型，使得用户能够了解将如何发生人机交互。因为人们一般对
软件质量的感觉经常基于对界面“友好性”的感觉，因此，强力推荐使用原
型方法（以及相应产生的迭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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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每个需求的起源及原因。这是建立回溯到客户的可追踪性的第一
步。
·使用多个需求视图。建立数据、功能和行为模型，为软件工程师提供
三种不同的视图，这将减少忽视某些东西的可能性，并增加识别不一致性的
可能性。
·给需求赋予优先级。过短的时限可能使每个软件需求得于实现的可能
性减小，如果采用增量过程模型（第 ２ 章），必须标识那些将在第一个增量中
要交付的需求。
·努力删除含糊性。因为大多数需求以自然语言描述，存在含糊性的可
能，正式的技术复审是发现并删除含糊性的一种方法。
软件工程师将这些原则牢记在心，则有可能开发出为软件设计提供优秀
基础的软件规约。
１１．３．１ 信息域
所有的软件应用程序均可被称为数据处理。有趣的是，这个术语包含了
一个我们理解软件需求的关键性含义，软件被建造来处理数据，将数据从一
种形式变换为另一种形式，即接收输入，以某种方式操作之，并产生输出。
这个基本的策略始终是不变的陈述，不管我们是开发针对工资系统的批处理
软件，还是开发控制汽车发动机油流的实时嵌入式软件。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软件也处理事件，一个事件表示了系统控制的
某些方面，实质上仅仅是一个布尔值数据——或者开或者关、或者真或者假、
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例如，一个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是否超过安全值，并
发送警报到监控软件，警报信号是一个事件，该事件控制系统的行为，因此，
数据（数值、字符、图象、声音等）和控制（事件）二者均驻留于问题的信息域
内。
第一条操作性分析原则需要对信息域进行检查，信息域包含三个不同的
数据和控制视图，每个视图被一个计算机程序处理：（１）信息内容和关系，（２）
信息流，（３）信息结构。为了完全理解信息域，应该考虑每个视图。
信息内容表示了单个数据和控制对象，它们构成了某个更大的由软件变
换的信息集合。例如，数据对象“工资”是一组重要数据体的组合：领款人
的姓名、净付款数、付款总额、扣除额等等，因此，创建“工资”的内容以
确定它所需的属性定义。类似地，控制对象“系统状态”的内容可能由一个
位串定义，每个位表示一个单独的信息项，它指明是否某特殊的设备是在线
或是离线。
数据和控制对象可和其他的数据和控制对象相关联，例如，数据对象“工
资”和对象“时间卡、雇主、银行”及其他对象有一个或多个关系，在信息
域的分析过程中，应该定义这些关系。
信息流表示了数据和控制在系统中流动时的变化方式，如图 １１－３ 所示，
输入对象被变换为中间信息（数据和／或控制），它们被进一步变换为输出。沿
着这个（或这些）变换路径，可能从现存的数据存储（如，磁盘文件或内存缓冲
区）中引入附加的信息。数据的变换是程序必须完成的功能或子功能，在两个
变换（功能）间流动的数据和控制定义了每个功能的接口。
信息结构表示了各种数据和控制项的内部组织，数据或控制项将被组织

为 ｎ 维表还是层次树形结构？在结构的语境内，什么信息是和其他信息相关
的？所有的信息是包含在单个结构中，还是使用不同的结构？在某信息结构
中的信息如何和在另一个结构中的信息相关？通过对信息结构的估价可回答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应该注意，数据结构（在本书后面讨论的一个相关概
念）指明了信息结构的设计和实现。

１１．３．２ 建模
我们创建模型可获得对将要建造的实际实体的更好的理解。当实体是物
理的事物时（如建筑物、飞机、机器），我们可以建造在形式和形状上相同、
但在规模上要小的模型，然而，当所建造的实体是软件时，我们的模型必须
采用不同的形式，从而使它们能够对软件变换的信息进行建模、对变换发生
的功能（和子功能）进行建模、以及对变换发生时的系统行为进行建模。
在软件需求分析阶段，我们创建将要建造的系统的模型，这些模型着重
于描述系统必须做什么、而不是如何去做系统。在很多情形下，我们使用图
形符号体系创建模型，将信息、处理、系统行为和其他特征描述为不同的、
可识别的符号，模型的其他部分可能是完全文字的，可使用自然语言或某特
殊的专用于描述需求的语言来提供信息描述。
第二条和第三条操作性分析原则需要我们建立功能和行为模型。
功能模型。软件变换信息，为了达到此目标必须至少完成三个常见功
能：输入、处理和输出。当创建应用的功能模型时，软件工程师只关注于问
题特定的功能。功能模型从单个的语境层模型（即，将被建造的软件的名字）
开始，经过一系列的迭代，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功能细节，直至得到所有系统
功能的完全描绘。
行为模型。大多数软件对来自外界的事件做出反应，这种刺激－反应特
征构成了行为模型的基础。一个计算机程序总是存在于某个状态——一种外
部可观测到的行为模式（如，等待、计算、打印、投票），仅当某事件发生时
才被改变。例如，软件将保持等待状态直至（１）某内部时钟指明某个时间段已
经过去，（２）某外部事件（如，鼠标移动）产生一个中断，或（３）某外部系统通
知该软件以某种方式动作。行为模型创建了软件状态的表示，以及导致软件
状态变化的事件的表示。
在需求分析阶段创建的模型扮演了一系列重要的角色：
·模型帮助分析员理解系统的信息、功能和行为，因此，使得需求分析
任务更容易实现结果更系统化。
·模型变成了复审的焦点，因此，也成为确定规约的完整性、一致性和
精确性的重要依据。
·模型变成了设计的基础，为设计者提供了软件要素的表示视图，该表
示可被转化到实现的语境中去。
在第 １２ 和 ２０ 章讨论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是建模方法，虽然使用的建模方
法经常取决于个人（或组织）的喜爱，但对好的分析工作而言，建模活动是最
基础的行为。

１１．３．３ 划分
问题经常太大而且复杂，以致于难于进行整体理解，为此，我们往往将
这样的问题划分（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为易于理解的子问题，并建立各子问题间的接口
以使得可以完成整个的功能。第四条操作性分析原则建议划分软件的信息、
功能和行为域。
在本质上，划分将问题分解为其构成成分。在概念上，我们建立信息或
功能的层次表示，然后划分最上层的元素，通过（１）在层次上垂直向下移动而
显露更多的细节，或 （２）在层次上水平移动而分解问题。为了阐明这些划分方
法，让我们重新考虑描述在 １１．２．２ 节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系统，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软
件划分（作为系统工程和 ＦＡＳＴ 活动的结果）描述如下：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使得房主能够在安装时自行设置安全系统，监控所有和安
全系统连接的传感器，以及通过包含在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中的控制面板（如图 １１－４
所示）的键盘和功能键和房主进行信息交互。
在安装过程中，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控制面板被用来“编程”和配置系统，每个传
感器被赋予一个编号和类型，编写主人密码以启动和关闭系统，当传感器事
件发生时将输入电话号码进行拨号。
当某传感器事件被识别出时，软件激活一个附于系统上的可发声的警
报，在一定的延迟时间后（由房主在系统配置活动中指定），软件拨出监控服
务的电话号码并报告关于位置和被检测到的事件的性质等信息，电话号码将
每 ２０ 秒重拨一次，直至电话接通。
和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所有交互由用户交互子系统管理，该子系统读入通过键盘
和功能键提供的输入，在 ＬＣＤ 显示屏上显示提示信息和系统状况。键盘交互
采用下面的形式…。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需求可以通过划分产品的信息、功能和行为域而分析，
为了阐明问题，可划分问题的功能域，图 １１－５ 给出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水平
分解，通过在功能层次中水平地移动，表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功能构成成分，
并将问题分解，三个主要的功能记录在层次的第一层。
和某主要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功能相关联的子功能可以通过在层次中垂直地显
示出细节而得于检查，如图 １１－６ 所示。沿着监视传感器功能下的单条路径向
下移动，产生垂直的划分，以显示出增加的功能细节的级别。
我们应用于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功能的划分方法也可以应用于信息域和行为域，事
实上，信息流和系统行为的划分（在第 １２ 章讨论）将提供对系统需求的额外观
察。当问题被划分时，将导出功能间的接口，跨接口移动的数据和控制项应
该至少包括用于完成所陈述的功能所需的输入以及其他功能或系统元素所需
的输出。
１１．３．４ 基本视图和实现视图软件需求的基本视图（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ｖｉｅｗ）给出了
将要完成的功能和将要处理的信息，而不管实现细节。例如，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功能
“读监视器状态”的基本视图本身并不关心数据的物理形式或使用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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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事实上，可以说“读状态”将是本功能更合适的名字，因为它根本
不考虑关于输入机制的细节。类似地，在本阶段可表示数据项“电话号码”（由
功能“拨电话号码”暗含）的基本数据模型，而不管用于实现该数据项的底层
数据结构。在需求分析的早期阶段，通过将注意力着重集中于问题的基本要
求，我们可以在后期的需求规约和软件设计中对刻划细节的实现留下更多的
选择。
软件需求的实现视图给出了处理功能和信息结构的现实世界表示下，在
某些情形下，在软件设计中，物理表示的开发被作为第一步，然而，大多数
基于计算机的系统通过规定适应某些实现细节的方式来刻划。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一
个输入设备是边界传感器（不是看门狗、警卫人员、或陷阱），该传感器通过
感知电路的中断而检测进入是否非法，该传感器的一般性特征应该作为软件
需求规约的一部分被记录，分析员必须识别由于预定义的系统元素（该传感器）
而带来的约束，并在合适的时候考虑功能和信息的实现视图。
我们已经提到，软件需求分析应该着重于软件将完成什么，而不是处理
将如何实现，然而，实现视图不一定被解释为表示“如何做”，而是表示实
现模型操作的当前模式，即对所有系统元素现存的或建议性的划分。（功能或
数据的）基本模型是一种，明显地指明功能实现的基本模型。
１１．４ 软件原型
应该不管应用的软件工程范型而进行软件分析，然而，分析采用的形式
是不同的，在某些情形下，有可能应用操作性分析原则，并导出可从该模型
开发设计出的软件模型。在其他情况下，为客户和开发者的评估而构造的需
求收集（通过 ＦＡＳＴ、ＱＦＤ、或其他“大脑风暴”技术［ＪＯＲ８９］）被进行，分析原
则被应用，以及软件模型被建造——称为原型。最后，存在一种需要在分析
开始时构造原型的环境，因为该模型是唯一的可以有效地导出需求的手段，
该模型然后演化为产品软件。
Ｂｏａｒ［ＢＯＡ８４］以如下方式评判原型技术：
当前大多数推荐的定义业务系统需求的方法被设计为：在系统被设计、
构造、被用户看见或试用前，建立一个最终的、完整的、一致的和正确的需
求集合。常见的和多次的产业经验表明，尽管使用了严格的技术，在很多情
况下用户仍因为最终产品的不正确性和不完整性而拒绝应用它，结果是导致
需要进行昂贵的、耗时的重新工作，以协调初始的规约和实际操作需求的最
后测试，在最坏的情形下，不是重新修订交付的系统，而是将系统丢弃。开
发者可以针对规约进行系统的建造和测试，但用户是根据当前的和实际的操
作现实而确定是接收或是拒绝使用系统。
虽然上面的叙述代表了一种极端的观点，它的基本论据却是正确的，在
很多（但不是所有）情形下，原型的构造，可能结合系统化的分析方法，是一
种有效的软件工程方法。
１１．４．１ 选择原型方法
原型范型可以是封闭结束的或开放结束的，封闭结束的方法经常称为丢
弃型原型方法，使用该方法，原型仅仅粗略展示需求，然后原型被丢弃，再

使用不同的范型来开发软件。开放结束的方法称为演化型原型方法，使用原
型作为继续进入设计和构造的分析活动的第一部分，软件的原型是最终系统
的第一次演化。
在选择封闭结束的或开放结束的方法之前，有必要确定是否将要建造的
系统是否适合于原型方法，可定义一系列候选原型方法的因素［ＢＯＡ８４］：软件
应用领域、软件应用复杂性、客户特征、以及项目特征。①
通常，任何要创建动态可视显示、和人员用户有很多的交互、或要求必
须以演化方式开发的算法或组合处理等的应用软件是原型方法的候选者，然
而，这些软件应用领域必须针对应用软件复杂性进行权衡，如果一个候选的
应用软件（它具有上面提到的特征）在任何演示功能被完成前需要开发数万行
代码，那么有可能采用原型方法会太复杂②。然而，如果可以分解复杂性，仍
有可能对软件的各部分采用原型方法。
因为客户必须在稍后的步骤中和原型交互信息，因此，如下两个基本点
是：（１）用原型评估和精化的客户资源，（２）能够以即时的方式作出需求决策
的客户。最后，开发项目的性质将对原型方法的功效有很大影响，项目管理
愿意并能够使用原型方法吗？有原型工具可用吗？开发者有使用原型方法的
经验吗？
Ａｎｄｒｉｏｌｅ［ＡＮＤ９２］建议了一组 ６ 个问题，它们将有助于原型方法的选择：
·客户已和开发者已很好地理解将被建造的软件的应用域了吗？
·要求解的问题支持建模吗？
·客户能清楚地确定基本的系统需求吗？
·需求被很好地建立并有可能相当稳定吗？
·有任何需求是含糊的吗？
·在需求中存在矛盾吗？
表 １１ — １
问题

选择适当的原型方法

丢弃型原型法

演化型原型法

需要的其他预备性工作

应用域已被建模码？

是

是

否

问题可被建模吗？

是

是

否

客户能确定基本需求吗？

是/否

是/否

否

需求已被建立并稳定吗？

否

是

是

有任何需求是含糊的吗？

是

否

是

需求中有矛盾吗？

是

否

是

１１．４．２ 原型方法和工具
为了使软件原型方法有效，必须快速地开发原型以使得客户可以评估结
果和建议做修改，为了导出快速原型，三个基本的方法和工具类（如参考文献
［ＡＮＤ９２］和［ＴＡＮ８９］）是可用的：第四代技术、可复用软件构件、形式化规约和

①

在[DAV956]中可找到其他候选因素——“什么时候用原型法”——的有效讨论信息。

②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使用第四代技术或复用软件构件可以更快速地构造出更复杂的原型。

原型环境。
第四代技术。第四代技术（４ＧＴ）包括广泛的数据库查询和报表语言、程序
和应用软件生成器以及其他非常高级的非过程语言。因为 ４ＧＴ 使得软件工程
师能够快速地生成可执行代码，因此，它们是理想的快速原型工具。
可复用软件构件。另一种快速原型方法是使用一组现存的软件构件来装
配，而不是构造原型。一个软件构件可以是数据结构（或数据库）或软件体系
结构构件（即程序）或过程构件（即模块），在每种情形中，必须设计软件构件
以使得它可以在不知道其内部工作细节的条件下被复用。
混合型方法和程序构件复用将只有在一个可使得存在的构件可以被分类
和检索的库系统已被开发的情况下才可以有效地工作，虽然一系列工具已经
被开发来满足该需要（如参考文献［ＡＲＮ８７］），但在此领域仍有大量工作需要
做。
应该注意，现存的软件产品可以被用作“新的、改进的”竞争性产品的
原型，在某种意义下，这也是一种软件原型复用的形式。
形式化规约和原型环境。在过去 ２０ 年里，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形式化规约
语言和工具，它们是自然语言规约技术的替代品，今天，这些形式化语言的
开发者正在开发交互式的环境，该环境（１）使得分析员能够交互地创建基于语
言的系统或软件规约，（２）激活自动工具将基于语言的规约翻译为可执行代
码，（３）使得客户能够使用原型可执行代码去精化形式化需求。
１１．５ 规约
毫无疑问，规约的模式与解决方案的质量有很大关系，曾经被迫使用不
完整的、不一致的或易误解的规约进行工作的开发者，均曾经历过由此产生
的失败和混乱，这是以软件的质量、时间和完整性为代价的。
１１．５．１ 规约原则
规约可被视为一个表示过程，不管我们完成规约的模式有多么不同，需
求以最终导向成功的软件实现的方式来表示。Ｂａｌｚｅｒ 和 Ｇｏｌｄｍａｎ 给出了如下
的一系列规约原则：
１．从实现中分离出功能性
２．开发一个系统希望的行为模型，该模型包含了系统对来自环境的各种
刺激的数据和功能反应。
３．建立软件操作的语境，通过它刻划其他系统构件和软件交互的方式。
４．定义系统运作的环境，并指明“一组高度缠绕在一起的代理如何对环
境中由其他代理产生的刺激（对对象的变化）作出反应”。
５．创建认知模型而不是设计或实现模型，该认知模型按用户感觉系统的
方式来描述系统。
６．认识清楚“规约必定是不完整的和可增加的”。规约总是某个通常相
当复杂的现实的（或想象的）情形的一个模型——一个抽象，因此，它将是不
完整思维，并将存在多个细节层次。
７．建立规约的内容和结构，并使得它将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
上面给出的这个基本规约原则的列表提供了表示软件需求的基础，然

而，原则必须被翻译为实现，在下一节，我们将给出一组创建需求规约的指
南。
１１．５．２ 表示
图 １１－７ 是一个好规约的经典例子，该图来自于 Ｇａｌｉｌｅｏ 的著作（大约在
１６３８），在著作中该例子用于描述横梁的力度分析的文字说明，即使在没有伴
随的说明文字的情况下，该图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必须做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软件需求可以用一系列方式来刻划，然而，如果需求被
用纸张或电子表示媒体提交（它们几乎总是应该如此），一系列的简单指南是
值得注意的：
表示格式和内容应该和问题相关。可以为软件需求规约的内容开发一般
性的大纲，然而，包含在规约中的表示形式有可能随软件应用领域的变化而
发生变化，例如，制造自动化系统的规约将使用和程序设计语言编译器的规
约不同的符号、图和语言。
包含在规约中的信息应该是嵌套的。表示应该展示信息的层次性以使得
读者能够转移到需要的细节级别，段落和图的编号模式应该指明它所表示的
细节层次，有时，值得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中表示相同的信息，以辅助理解规
约。
图和其他符号应该在数量上有所限制，并在使用上一致。混乱的或不一
致的符号体系，不管是图形的还是符号的，均会妨碍理解，并导致错误。
表示应该是可修订的。规约的内容将会被修改，理想地情况下，ＣＡＳＥ 工
具应该可用于更新被每个修改所影响的所有表示。
研究者们对和规约相关联的人的因素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如参考文献
［ＨＯＬ９５］和［ＣＵＲ８５］），毫无疑问符号体系和符号排列将影响人们对问题的理
解，然而，软件工程师似乎都有自己对特定符号和图形的喜好，熟悉经常是
人的喜好的根源，但是，其他更切实的因素如空间排列、易于识别的模式、
以及形式化程度经常主宰了对所用符号的选择。
１１．５．３ 软件需求规约
软件需求规约是分析任务的最终产物，作为系统工程一部分的，且分配
给软件的功能和性能通过建立完整的信息描述、详细的功能和行为描述、性
能需求和设计约束的说明、合适的校验校准、以及其他和需求相关的数据而
被精化。国家标准局、ＩＥＥＥ（标准号 ８３０－１９８４）以及美国防御部门均已经提
出了软件需求规约（以及其他软件工程文档）的候选格式，然而，为了达到我
们的目的，表 １１－２ 给出的简化大纲可被用作为规约的框架。

表 １１ － ２

软件需求规约的框架

Ⅰ．引言

４．设计约束

Ａ．系统参考文献
Ｂ．整体描述

５．支撑图
Ｃ．控制描述

Ｃ．软件项目约束

１．控制规约

Ⅱ．信息描述
Ａ．信息内容表示
Ｂ．信息流表示
１．数据流
２．控制流
Ⅲ．功能描述

２．设计约束
Ⅳ．行为描述
Ａ．系统状态
Ｂ．事件和动作
Ⅴ．校验和校准
Ａ．性能范围

Ａ．功能划分

Ｂ．测试的类

Ｂ．功能描述

Ｃ．期望的软件响应

１．处理说明

Ｄ．特殊的考虑

２．限制／局限

Ⅵ．参考书目

３．性能需求

Ⅶ．附录

“引言”陈述的软件目标，可在基于计算机的系统语境内进行描述。实
际上，引言仅仅是计划文档中关于软件范围的描述。
“信息描述”给出软件必须解决的问题的详细描述，并记录了信息内容
和关系、流和结构，此外针对外部系统元素和内部软件功能描述了硬件、软
件和人机界面。
解决问题所需的每个功能的描述在“功能描述”中给出，这其中为每个
功能说明了一个处理过程；叙述并证明了设计约束；叙述了性能特征；以及
用一个或多个图形来图形地表示的软件的整体结构和软件功能与其他系统元
素间的相互影响。规约的“行为描述”部分检查作为外部事件和内部产生的
控制特征的软件的操作。
可能最重要，但是又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软件需求规约中最经常被忽
视的内容是“校验标准”，我们如何识别是实现成功的？为了校验功能、性
能和约束，必须进行什么类型的测试？我们忽视这些内容是因为要完成它需
要对软件需求的全面理解——有时这是我们在本阶段做不到的事。然而，校
验标准的规约实际上是对其他需求的隐式复审。将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到该内
容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软件需求规约包括“参考书目”和“附录”，参考书目包含了对
所有和该软件相关的文档的引用，这些内容包括其他的软件工程文档、技术
参考文献、厂商文献以及标准。附录包含了规约的补充信息，表格数据、算
法的详细描述、图表以及其他材料均在附录中给出。
在很多情形下，软件需求规约可能伴随有可执行的原型（它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替代规约）、纸上原型、或初步的用户手册。初步的用户手册将软件表示
为一个黑盒，即重点是放在用户的输入和结果输出。手册可作为发现人机界
面中的问题的有价值的工具。
１１．６ 规约复审

软件需求规约（和／或原型）的复审是由软件开发者和客户一起进行的，因
为规约构成了设计和以后的软件工程活动的基础，在进行复审时必须给予特
别的重视。
复审首先在宏观的（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级别上进行，在该层次上，复审者试图
保证规约是完整的、一致的、精确的。下面的问题会被提出：
·叙述的软件目标和系统的目标是否保持一致？
·对已经描述了所有系统元素的重要接口吗？
·已合适的定义了问题域的信息流和结构吗？
·图是否清楚？每个图可以没有文字补充而单独存在吗？
·是否主要的功能保留在范围中，并且均已适地描述？
·软件的行为和它所必须处理的信息及必须完成的功能是否一致？
·设计约束是现实的吗？
·是否考虑过开发的技术风险？
·是否考虑过其他可选的软件需求？
·校验标准是否被详细地陈述？它们对成功描述的系统是合适的吗？
·是否存在不一致性、是否信息被忽略或冗余？
·和客户全面接触过吗？
·是否用户复审过初步的用户手册或原型？
·计划的估算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为了开发对上面很多问题的答案，复审可能着重于更详细的层次，这里，
我们的关注点是规约的措词，我们试图去发现隐藏在规约内容中的问题。下
面的指南是针对详细的规约复审而提出的：
·着重于说服性的连接词（例如，当然、因此、明确地、显然地、紧随的），
并问“为什么”。
·观察含糊的术语（例如，一些、有时、经常、通常、一般地、大多数、
大多数的），并进行澄清。
·当给出了不完整的列表时，确定已理解了所有的项。关键是查找“等
等、如此这样”。
·确定陈述的范围没有包含未陈述的假设（例如，从 １０ 到 １００ 的校验代
码范围究竟是整数？实数？还是复数？）
·小心含糊的动词如“处理、拒绝、处制、跳过、限制”等，它们可以
以很多方式来解释。
·小心含糊的代词（例如，Ｉ／Ｏ 模块与数据校验模块通信，且设置它的控
制标志，那么标志是谁的？）
·查找蕴含了确定性的语句（例如，总是、每次、所有、无、永不），然
后要求证明它们。
·当某术语被明确地定义在某地方，力图用该定义去替换其他的出现术
语。
·当用语句描述某结构，画出图以帮助理解。
·当刻划计算时，至少试验两个例子。
一旦复审完成，软件需求规约被客户和开发者双方“终止”，规约变成
了软件开发的“合约”。在规约完成后并不被排除请求修改需求，但是，客
户应该注意，每个事后的修改是对软件范围的扩展，因此可能增加成本和／

或延长项目进度。
即使采用最好的复审规程，一系列常见的规约问题仍然存在。规约是难
于“测试”的，因此，不一致性或信息的忽略可能不会被注意到。在复审过
程中，对规约的修改可被推荐，但要评估修改的全局影响是极端困难的，即
在一个功能中的某个修改如何影响其他功能的需求是很难评估的？现代软件
工程环境（第 ２９ 章）使用 ＣＡＳＥ 工具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１１．７ 小结
需求分析是软件工程过程的第一个技术步骤，在此阶段，一般性的软件
范围陈述被精化为具体的规约，它成为后面的所有软件设计活动的基础。
分析必须关注于问题的信息、功能和行为域，为了更好地理解需要什么，
必须创建模型、划分问题、以及描述需求要素和表示以后要开发的实现细节
的。
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在早期阶段完整地刻划问题，原型方法提供了一
种可选的方法，它产生软件的可执行的模型，并从该模型精化出需求。为了
适当地使用原型方法，需要特殊的技术和工具。
软件需求规约作为分析的结果而被开发。复审对保证开发者和客户有相
同的系统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即使采用最好的方法，依然存在的
问题是：问题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思考题
１１．１ 软件需求分析无疑是软件工程过程中最强调相互通信的步骤，为什
么通信路径经常中断？
１１．２ 当软件需求分析（和／或系统分析）开始时，经常遇到严重的行政上
的反弹，例如，工人可能感觉到工作安全性受到了新的自动化系统的威胁。
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分析任务可以进行得使行政问题减少到最小程
度吗？
１１．３ 讨论你对系统分析员的理想培训和背景的理解。
１１．４ 贯穿本章，我们均涉及“客户”，描述信息系统开发者的“客户”、
基于计算机的产品建造者的“客户”、以及系统建造者的“客户”。这里要
小心，对该问题可能有比你第一次想象更多的东西。
１１．５ 开发一个便利的应用规约技术（ＦＡＳＴ）“工具箱”，该工具箱应该包
括一组指导 ＦＡＳＴ 会议的指南、可用于帮助创建列表的材料、以及任何其他的
可能对需求定义有帮助的事项。
１１．６ 你的老师将把班级分成 ４—６ 个学生的小组，一半小组将扮演市场
部门的角色，而另一半将扮演软件工程的角色，你们的工作是定义本章所描
述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系统的需求，用本章给出的指南来指导 ＦＡＳＴ 会议。
１１．７ 说“初步的用户手册是一种原型形式”对吗？解释你的回答。
１１．８ 分析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信息域，表示（使用任何合适的符号体系）系统的
信息流、信息内容和任何相关的信息结构。
１１．９ 划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功能域，首先完成水平划分，然后进行垂直划分。
１１．１０ 创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基本视图和实现视图的表示。

１１．１１ 建造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纸上原型（或真实原型），并描述房主和整个
系统功能的交互。
１１．１２ 力图标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中可能被其他产品或系统“复用”的软件
构件，力图对这些构件进行分类。
１１．１３ 用在图 １１－９ 中提供的大纲开发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规约。（注：你
的老师将建议此时完成的章节）。找出应用了针对规约复审描述的问题。
１１．１４ 你的需求如何不同于其他人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开发的需求？谁建造了
“Ｃｈｅｖｙ”？谁建造了“Ｃａｄｉｌｌａｃ”？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需求分析是一种强调相互通信的活动，如果通信失败，甚至最好的技术
方法也将难以实现。Ｇａｕｓｅ 和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Ｌｉｇｈｔ Ｏｎ？，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１），Ｄａｖｉｓ［ＤＡＶ９３］ ， 以 及 Ｋｉｌｏｖ 和 Ｒｏｓ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４）的书籍包含了对需求分
析 原 则 和 概 念 的 很 好 讨 论 ， Ｊａｃｋｓｏｎ 的 书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５）给出了来自该领域的某个专家的观
点和指导。
对一种需求收集方法，联合应用软件设计，的全面讨论被 Ｗｏｏｄ 和
Ｓｉｌｖｅｒ（Ｊｏｉ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Ｗｉｌｅｙ ， １９９５） 给 出 ，
Ｃｏｈ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５）、Ｇａｕｓｅ 和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ＡＵ８９］，以及 Ｚａｈｎｉｓｅｒ［ＺＡＨ９０］给出了进行 ＦＡＳＴ 会谈的有价值的
指南，作者讨论了有效会谈的技巧、集体讨论的方法、可以用于澄清结果的
途 径 、 以 及 一 系 列 其 他 有 用 的 问 题 。 Ｍａｒｔｉｎ 的 书 籍 （Ｕｓ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８８）也讨论了对有效的客户—开
发者通信的需要。
信息域分析是需求分析的基本原则，Ｍａｔｔｉｓｏｎ（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４）、Ｔｉ１１ｍａｎ（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３），和 Ｍｏｄｅｌｌ（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
Ｍａ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２）等书籍介绍了该重要主
题 的 各 个 方 面 。 Ｇｅｈａｎｉ 和 ＭｃＧｅｔｔｒｉｃｋ（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８６）编辑了一本规约软件分析话题的重要论
文专集，内容从规约的基本原则到高级的规约和设计环境。更新的研究结果
可 从 ＩＥＥＥ 主 办 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中得到。
Ｂｏａｒ 的关于应用原型方法的书籍［ＢＯＡ８４］和 Ｃｏｎｎｅｌｌ 和 Ｓｈａｆｅｒ 的书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１１，１９８９）针对强调的信息系
统特征讨论了这种重要的分析技术，然而，作者所讨论的很多话题可跨应用
域使用。 ＩＥＥＥ 主办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ａｐｉｄ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 给出了在快速原型方法方面进展的很好概述。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一个在线出版物）可从下面
网址上得到：
ｈｔｔｐ：／／ｗｅｂ．ｃｓ．ｃｉｔｙ．ａｃ．ｕｋ／ｈｏｍｅｓ／ａｃｗｆ／ｒｅｈｏｍｅ．ｈｔｍｌ
关于需求工程的扩展参考书目可从下面网址上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ａ．ｌｉｕ．ｓｅ／ｌａｂｓ／ａｓｌａｂ／ｐｅｏｐｌｅ／ｊｏａｋａ／ｒｅ＿ｂｉｂ．ｈｔｍｌ
其他关于需求工程、企业建模、和相关话题的信息可从下面网址上得到：
ｈｔｔｐ：／／ｍｉｊｕｎｏ．ｌａｒ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ｄｆｃ／ｒｅ．ｈｔｍｌ
关 于 软 件 需 求 分 析 活 动 的 最 新 ＷＷＷ 参 考 文 献 列 表 可 在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到。

第 １２ 章

分析建模

在技术层次上，软件工程是从一系列建模任务开始的，这些任务导致了
对被建立的软件的完整的需求规约和全面的设计的表示。分析模型——实际
上是一组模型，是系统的第一个技术表示。在过去的数年中，人们提出了许
多种分析建模的方法，然而，其中两种在分析建模领域占有主导地位，第一
个是“结构化分析”，这是传统的建模方法，将在本章进行描述。另一种方
法——“面向对象的分析”，将在第 ２０ 章详细介绍。１２．８ 节将对其他普遍
使用的分析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
结构化分析是一种建立模型的活动。通过使用满足第 １１ 章描述的操作性
分析原则的符号体系，我们创建描述信息（数据和控制）内容和流的模型、依
据功能和行为对系统进行划分、并描述必须要建立的要素。结构化分析不是
被所有的使用者一致使用的单一方法，相反，它是发展了几乎 ２０ 多年的一个
混合物。
可能没有其他的软件工程方法引起了如此多的兴趣、被如此众多的人试
用（经常是被抛弃，然后再试用）、激起如此多的批评、以及引发如此多的辩
论，但这种方法成功了，并在软件工程界获得了大量的追随者。
在这个学科的创始书籍中，Ｔｏｍ ＤｅＭａｒｃｏ［ＤＥＭ７９］这样描述结构化分析：
回顾被识别的问题和分析阶段的失败，我建议对分析阶段的目标进行以
下的增补。
·分析的产品必须是高度可维护的。这特别被应用于目标文档（软件需求
规约）。
·必须使用有效的划分方法控制问题的规模。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式的规
约是不行的。
·尽可能地使用图形符号。
·必须区分逻辑的（本质的）和物理的（实现）考虑。
至少，我们需要：
·某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划分需求，并在规约前用文档记录该划分。
·某种跟踪和评价接口的手段。
·比叙述性的正文更好的新工具来描述逻辑和策略。
这样，Ｔｏｍ ＤｅＭａｒｃｏ 建立了在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分析方法的主要目标。
在本章，我们将考察这种方法及其扩展。
１２．１ 简史
象许多对软件工程的重要贡献一样，结构化分析并不是由里程碑式的明
确地涉及这个主题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引入的。分析建模的早期工作开始于
１９６０ 年代后期和 １９７０ 年代初期，但结构化分析方法的第一次出现是作为另
一个重要课题——结构化设计的附属品而出现的。研究者（如参考文献［ＳＴＥ７４］
和［ＹＯＵ７８］需要一种图形符号体系来表示数据和对数据进行变换的处理（加
工），这些处理将最终被映射到体系结构设计中去。
术语“结构化分析”，最初由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Ｒｏｓｓ 提出，由 ＤｅＭａｒｃｏ［ＤＥＭ７９］
进行了推广。在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书中，ＤｅＭａｒｃｏ 引入并命名了使得分析员
可以创建信息流模型的主要图形记号、提出了使用这些符号的启发信息、建

议“数据字典”和“处理说明”可以作为信息流模型的补充、并给出了说明
如何使用这种新方法的大量实例。在以后的几年中， Ｐａｇｅ－Ｊｏｎｅｓ［ＰＡＧ８０］、
Ｇａｎｅ 和 Ｓａｒｓｏｎ［ＧＡＮ８２］等人提出了结构化分析方法的一些变种，在这些变种
中，方法关注于信息系统的应用，而没有提供足够的符号来表示实时工程问
题中的控制和行为方面的问题。
在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结构化分析（当试图应用于面向控制的应用中时）的不
足 明 显 地 表 现 了 出 来 。 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ＷＡＲ８５］ 以 及 以 后 的 Ｈａｔｌ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ＨＡＴ８７］实时引入了“扩展”版结构化分析，这些扩展版导致了可以
有效地应用于工程问题的一个更加强壮的分析方法。人们还进行了开发一致
符号体系的努力［ＢＲＵ８８］以及适应 ＣＡＳＥ 工具使用的现代处理［ＹＯＵ８９］方法。
１２．２ 分析模型的元素
分析模型必须达到三个主要目标：（１）描述客户的需要；（２）建立创建软
件设计的基础；（３）定义在软件完成后可以被确认的一组需求。为了达到这些
目标，在结构化分析中导出的分析模型采用图 １２—１ 所描述的形式。
在模型的核心是“数据字典”——包含了软件使用或生产的所有数据对
象描述的中心库。围绕着这个核心有三种图，“实体—关系图”（ＥＲＤ）描述数
据对象间的关系，ＥＲＤ 是用来进行数据建模活动的记号，在 ＥＲＤ 中出现的每
个数据对象的属性可以使用“数据对象描述”来描述。
“数据流图”（ＤＦＤ）服务于两个目的：（１）指明数据在系统中移动时如何
被变换；（２）描述对数据流进行变换的功能（和子功能）。ＤＦＤ 提供了附加的信
息，它们可以被用于信息域的分析，并作为功能建模的基础。在 ＤＦＤ 中出现
的每个功能的描述包含在“加工规约”（ＰＳＰＥＣ）中。
“状态—变迁图”（ＳＴＤ）指明作为外部事件的结果，系统将如何动作，为
此，ＳＴＤ 表示了系统的各种行为模式（称为“状态”）以及在状态间进行变迁
的方式，ＳＴＤ 是行为建模的基础。关于软件控制方面的附加信息包含在“控
制规约”（ＣＳＰＥＣ）中。
分析模型包含了图 １２－１ 中提到的各种图、规约、描述和字典。以下各
节将对分析模型中的这些元素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１２．３ 数据建模
数据建模回答与任何数据处理应用相关的一组特定问题：系统处理哪些
主要的数据对象？每个数据对象的组成如何，哪些属性描述了这些对象？这
些对象当前位于何处？每个对象与其他对象有哪些关系？对象和变换它们的
处理之间有哪些关系？
为回答这些问题，数据建模使用实体—关系图（ＥＲＤ），本节将详细地描述
ＥＲＤ。ＥＲＤ 使得软件工程师可以使用图形符号来标识数据对象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在结构化分析的语境中，ＥＲＤ 定义了应用中输入、存储、变换和产生的
所有数据。
“实体—关系图只是关注于数据（这样就满足了第一条操作性分析原
则），表示了存在于给定系统中的“数据网络”。ＥＲＤ 对于数据及其之间的关

系比较复杂的应用特别有用。与数据流图不同（数据流图用来表示数据如何被
变换，将在 １２．４ 节讨论），数据建模独立于变换数据的处理来考察数据。
１２．３．１ 数据对象、属性和关系
数据模型包含三种互相关联的信息：数据对象、描述数据对象的属性和
数据对象相互连接的关系。
数据对象
“数据对象”是几乎任何必须被软件理解的复合信息的表示。“复合信
息”是指具有若干不同的特征或属性的事物。因此，“宽度”（单个的值）不
是有效的数据对象，但坐标系（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包括高度、宽度和深度）可以被
定义为一个对象。
数据对象可能是一个外部实体（例如，生产或消费信息的任何事物）、一
个事物（例如，报告或显示）、一次行为（例如，一个电话呼叫）或事件（例如，
一个警报）、一个角色（例如，销售人员）、一个组织单元（例如，统计部门）、
一个地点（例如，仓库）或一个结构（例如，文件）。例如，人或车（图 １２－２）
可以被认为是数据对象，因为它们可以用一组属性来定义。“数据对象描述”
则包含了数据对象及其所有属性。
数据对象是相互关联的，例如，人可以“拥有”车，“拥有”关系意味
着人和车之间的一种特定的连接。关系总是由被分析的问题的语境定义的。
数据对象只封装了数据，在数据对象中没有指向作用于数据的操作的引
①
用 。因此，数据对象可以表示为如图 １２－３ 所示的一个表，表头反映了对象
的属性。在这个例子中，车是通过制造商、模型、ＩＤ＃、实体类型、颜色和
拥有者的定义。表格式的实体表示了数据对象的特定实例。例如，Ｃｈｅｖｙ
Ｃｏｒｖｅｔｔｅ 是数据对象车的一个实例。
属性
属性定义了数据对象的性质，它可以具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特性之一，它
们可以用来：（１）为数据对象的实例命名；（２）描述这个实例；（３）建立对另一
个表中的另一个实例的引用。另外，一个或多个属性应被定义为“标识符”，
即当我们要找到数据对象的一个实例时，标识符属性成为一个“关键性属
性”。在有些情况下，标识符的值是唯一的，尽管这不是必须的。在数据对
象车的例子中，ＩＤ＃可以是一个合理的标识符。
特定数据对象的一组合适的属性是通过对问题语境的理解而确定的。以
上描述的车的属性可以很好地用于机动车辆部门的应用系统，但这些属性对
于需要制造控制软件的汽车公司来说是无用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车的属性
可能也包括 ＩＤ＃、实体类型和颜色，但为了使车在制造控制的语境中成为一
个有用的对象，必须增加许多其他的属性（如内码、驱动训练类型、掠过软件
设计者、传递类型）。
关系
数据对象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连接。考虑数据对象“书”和“书
店”。这些对象可以用图 １２－４ａ 中的简单符号表示。由于这两个对象是相关
①

这种区别可将数据对象与作为本书第四部分要讨论的面向对象范型的部分的“类”或“对象”区分开来。

的，在 ｂｏｏｋ 和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之间建立了连接。但这个关系是什么呢？为确定该
答案，我们必须理解在将要建立的软件的语境中书和书店的角色。我们可以
定义一组“对象——关系对”来定义有关的关系。例如：
·书店订购书。
·书店陈列书。
·书店储存书。
·书店销售书。
·书店返还书。
关系“订购”、“陈列”、“储存”、“销售”、“返还”定义了书和
书店间的相关连接。图 １２－４ｂ 以图形的方式显示了这些对象—关系对。
重要的是要注意，对象—关系对是双向的，即它们可以在两个方向读—
—书店订购书或书被书店订购否①。
１２．３．２ 基数和形态
数据建模的基本元素——数据对象、属性和关系提供了理解问题的信息
域的基础，然而，也必须理解与这些基本元素相关的其他元素。
我们已经定义了一组对象，并表示了把它们绑定在一起的对象—关系
对，但是，简单地说实体 Ｘ 与实体 Ｙ 相关，并没有为软件工程的目的提供足
够的信息，我们必须理解实体 Ｘ 多少次出现与实体 Ｙ 的多少次出现相关。这
引出了称为“基数（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ｔｙ）”的数据建模概念。
基数
数据模型必须能够表示在一个给定的关系中，对象出现的次数。
Ｔｉｌｌｍａｎｎ［ＴＩＬ９３］如下定义了对象—关系对的基数：
基数是关于一个对象可以与另一个对象的出现次数相关联的出现次数的
规约。基数通常简单地表达为‘一’或‘多’。例如，一个丈夫只能有‘一’
个妻子（在多数文化中），而一对父母可以有‘多’个孩子。考虑到‘一’和
‘多’的所有组合，两个对象可以如下关联：
·一对一（１∶１）：（对象）Ａ 的一次出现可以并且只能关联到（对象）Ｂ 的一
次出现，Ｂ 的一次出现只能关联到 Ａ 的一次出现。例如，一个丈夫只能有一
个妻子，一个妻子也只能有一个丈夫（至少在新泽西州是如此）。
·一对多（１∶Ｎ）：（对象）Ａ 的一次出现可以关联到（对象）Ｂ 的一次或多次
出现，但 Ｂ 的一次出现只能关联到 Ａ 的一次出现。例如，一个母亲可以有多
个孩子，但一个孩子只能有一个母亲。
·多对多（Ｍ∶Ｎ）：（对象）Ａ 的一次出现可以关联到（对象）Ｂ 的一次或多次
出现，同时 Ｂ 的一次出现也可以关联到 Ａ 的一次或多次出现。例如，一个叔
叔可以有多个侄子，一个侄子可以有多个叔叔。
基数定义了“可以参与在一个关系中的对象关联的最大数目”［ＴＩＬ９３］，
然而，它没有指出一个特定的数据对象是否必须参与在关系中。为说明这种
信息，数据模型为对象—关系对增加了“形态（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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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不明确性，要考虑标记关系的方式。例如，如果没有考虑双向关系的语境，图 12.4b 可能被错误

地解释为意味着书订购书店。在这种情况下，改述是必要的。

形态
如果对关系的出现没有明显的需要或关系是可选的时，关系的形态是
０。如果关系必须出现一次，则形态是 １。为说明这一点，我们考虑本地电话
公司用于处理区域服务的软件。一个客户指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诊断出这个
问题是相对简单的，就发生一次简单的修理行为，如果问题是复杂的，就需
要多次修理行为。图 １２－５ 说明了数据对象“客户”和“修理行为”间的关
系、基数和形态。
在图中，建立了一个“一对多”的关系。即可以向一个客户提供零个或
多个修理行为①。在关系连接上距数据对象矩形最近的符号②表示的是基数。
竖短线表示 １，三叉表示多。形态是用距数据对象矩形较远的记号表示的。
左边的第二个竖短线指示为发生一次修理行为，必须有一个客户，右边的圆
圈表示对客户报告的问题类型可能不需要修理行为。
１２．３．３ 实体—关系图
对象—关系对（在 １２．３．１ 节中进行了讨论）是数据模型的基础，这些对可
以使“实体—关系图”（ＥＲＤ）③以图形的方式进行表示。ＥＲＤ 最初是由 Ｐｅｔｅｒ
Ｃｈｅｎ［ＣＨＥ７７］为关系数据库系统的设计提出的，并被其他人进行了扩展。ＥＲＤ
标识了一组基本的构件：数据对象、属性、关系和各种类型指示符。ＥＲＤ 的
主要目的是表示数据对象及其关系。
基本的 ＥＲＤ 符号已经在 １２．３ 节进行了介绍，带标记的矩形表示数据对
象，连接对象的带标记的线表示关系。在 ＥＲＤ 的某些变种中，连接线包含一
个标记关系的菱形。数据对象的连接和关系使用各种表示基数和形态的特殊
符号来建立。
数据对象“车”和“制造商”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如图 １２－６ 所示。
一个厂商生产一辆或多辆汽车。在这张 ＥＲＤ 所示的语境中，数据对象“车”
的规约（图 １２－６ 中的数据对象表）与较早的规约（图 １２－３）有根本的不同。
通过考察对象间连接线端的记号，可以看到两处出现的形态都是必须的（竖
线）。
扩展这个模型，我们绘制了一张大大简化了的关于汽车业务销售元素的
ＥＲＤ（见图 １２－７），其中引入了新的数据对象“货主”和“销售关系”。另外，
新的关系——运输、合同、许可证和货栈指明了图中所示的数据对象如何互
相关联。ＥＲＤ 中包含的每个数据对象的表必须依据本章介绍的规则进行开
发。
除了在图 １２－６ 和 １２－７ 中介绍的基本 ＥＲＤ 符号之外，分析员还可以表
示“数据对象类型层次”。在许多情况下，数据对象可能实际上表示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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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形记号名称的一部分。

类或分类，例如，数据对象“车”可以被分类为国内的、欧洲的或亚洲的。
图 １２－８ 所示的 ＥＲＤ 记号以层次的形式表示了这种分类。
ＥＲＤ 符号还提供了表示对象间关联性的机制。“关联数据对象”如图 １２
－９ 所示。在图中，为单个子系统建模的每个数据对象都被关联到数据对象
“车”。
数据建模和实体—关系图向分析员提供了一种简明的符号体系，从而可
以方便对数据处理应用语境中的数据考察。在多数情况下，数据建模方法用
来创建部分分析模型，但它也可以用于数据库设计，并支持任何其他的需求
分析方法。
１２．４ 功能建模和信息流
当信息“流”过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时会被变换。系统以多种形式接受输
入；应用硬件、软件以及人的元素将输入变换为输出；并以多种形式产生输
出。输入可能是由传感器传输的一个控制信号、由操作员键入的一列数字、
通过网络连接传输的一个信息包、或从 ＣＤ－ＲＯＭ 提取的大量的数据文件。变换
可以包括单个的逻辑比较、复杂的数值算法或专家系统中的规则—推理方
法。输出可能是使一个 ＬＥＤ 发光、或产生 ２００ 页的报告。实际上，我们可以
为任何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产生“流模型”，不管其规模与复杂性。
结构化分析开始是作为信息流建模技术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被表示为
图 １２－１０ 所示的信息变换流程图。系统的整个功能被表示为单个的信息变换
流，即图中的“泡泡”。表示为带标记的箭头的一个或多个输入来自于表示
为方框的外部实体，输入驱动了变换并产生传递给外部实体的输出信息（也表
示为带标记的箭头）。要注意的是，这个模型可以应用于整个系统，也可以只
应用于软件元素。关键是表示变换所接受和产生的信息。

１２．４．１ 数据流图
当信息在软件中移动时，它会被一系列变换所修改。“数据流图”（ＤＦＤ）
是描述信息流和当数据从输入移动到输出时被应用的变换的图形化技术。数
据流图的基本形式如图 １２－１０ 所示。ＤＦＤ 也被称为“数据流图表”或“泡泡
图”。
数据流图可以被用来抽象地表示系统或软件。事实上，ＤＦＤ 可以被划分
为内容在不断增加的多种信息流和功能细节的表示图，因此，ＤＦＤ 既提供了
功能建模的机制，也提供了信息流建模的机制，从而，它满足了第 １１ 章讨论
的第二条操作性分析原则（即创建功能模型）。
第 ０ 层的 ＤＦＤ，也被称为基本系统模型或语境模型，将整个软件元素表
示为一个具有分别由进入的和离开的箭头表示的输入和输出数据的泡泡。当
第 ０ 层的 ＤＦＤ 被划分来揭示更多的细节时，附加的加工（泡泡）和信息流路径
也被表示出来。例如，第 １ 层的 ＤＦＤ 可能包括 ５ 或 ６ 个具有互相连接箭头的
泡泡。表示在第 １ 层的每个加工代表的是在语境模型中的整个系统的子功

能。
用于建立 ＤＦＤ 的基本符号体系①如图 １２－１１ 所示。矩形用来表示外部实
体，即为软件中的变换产生信息或接受软件产生的信息的系统元素（例如硬
件、人、另一个程序）或另一个系统。圆圈代表应用于数据（或控制）并以某种
方式改变它的“加工”或“变换”。箭头代表一个或多个数据项或数据对象。
数据流图中所有的箭头应具有标记。双线代表“数据存储”——被软件所使
用的要保存的信息。ＤＦＤ 记号的简单性是结构化分析技术被最广泛地使用的
原因之一。

重要的是要注意，图中没有提供对加工顺序的明显的指示。过程或顺序
在图中可以是隐式的，但是，明显的过程表示通常延迟到软件设计中才表示。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每个泡泡可以通过描述更多的细节来精化或层次
化。图 １２－１２ 说明了这个概念，系统 Ｆ 的一个基本模型指出主要的输入是 Ａ，
最终的输出是 Ｂ。我们将模型 Ｆ 精化为变换 ｆ１ 到 ｆ７，注意必须保持“信息流
连续性”，即必须保持每次精化的输入和输出相同，这个概念，有时称为“平
衡”，对于开发一致的模型非常重要。对 ｆ４ 的进一步精化，以变换 ｆ４１ 到
ｆ４５ 的形式描述了细节，输入（Ｘ， Ｙ）和输出（Ｚ）仍然没有变化。
数据流图在软件需求分析中是非常有价值的图形工具，但如果将它的功
能与流程图混淆就有可能对图进行错误的解释，数据流图描述信息流，不明
显地表示过程逻辑（如条件或循环），它不是具有圆形边的流程图。
用于开发 ＤＦＤ 的基本符号自身并不能充分地描述软件的需求，例如，ＤＦＤ
中的箭头代表输入到加工中或从加工中输出的数据对象，数据存储表示有组
织的数据的集合，但是，箭头所意味的或存储所描述的数据的“内容”是什
么？如果箭头（或存储）代表数据的集合，那么数据是什么？应用结构化分析
的另一部分基本符号——“数据字典”①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数据字典的形式
和使用在本章的以后部分有介绍。
最后，图 １２－１１ 中的图形符号必须用叙述性的正文来说明。
“加工规约”
（ＰＳＰＥＣ）可以用来说明 ＤＦＤ 中的泡泡蕴含的加工细节，加工规约描述了功能的
输入、施加于输入的算法、产生的输出。另外，ＰＳＰＥＣ 指示了加工（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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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和限制、与加工相关的性能特征、以及影响加工实现方式的设计约束。
１２．４．２ 针对实时系统的扩展
许多应用软件是依赖于时间的，并将越来越多的面向控制的信息作为数
据进行处理。实时系统必须在现实世界所规定的时间框架内与现实世界进行
交互。飞机电子设备、制造过程控制、客户产品以及工业仪器仅仅是数百种
实时软件应用中的一部分。
为适应实时系统的分析，人们提出了对结构化分析的基本符号的一些扩
展。由 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 ［ＷＡＲ８５］以及由 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ＨＡＴ８７］给出的扩展
如图 １２－１３ 和图 １２－１４ 所示，这些扩展使得分析员可以在表示数据流和加
工的同时，表示控制流和控制加工。

１２．４．３ 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 扩展
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ＷＡＲ８５］对基本的结构化分析符号体系进行了扩展，从而
使得这些符号体系可以适应实时系统提出的以下要求：
·在时间连续的基础上收集或产生信息流。
·传遍系统的控制信息以及相关的控制处理。
·同一个变换的多个实例，这在多任务的条件下可能遇到。
·系统状态以及导致状态变迁的机制。
在相当比例的实时系统应用中，系统必须监控由一些现实世界处理产生
的“时间连续”的信息。例如，汽油涡轮发动机的实时测试监控系统需要监
控涡轮速度、燃烧室温度和连续探测到的各种压力，传统的数据流符号不能
区分离散的数据和时间连续的数据。对基本结构化分析符号体系的一个扩
展，如图 １２－１５ 所示，提供了表示时间连续的数据流的机制，双头箭头用来
表示时间连续的流，单头箭头指示离散的数据流。在图中，“监控温度”被
连续地测量，同时提供了“温度设置点”的单个值，图中的加工产生了一个
时间连续的输出“已校正的值”。
离散的和时间连续的数据流的区分对于系统工程师和软件设计者都有重
要的影响。在创建系统模型时，系统工程师最好能够将性能关键的加工分离
出来（通常时间连续的数据的输入和输出是关键性性能）。创建物理或实现模
型时，设计者必须建立搜集时间连续的数据的机制，很明显，数字系统使用
诸如高速轮流检测等技术以半连续的方式来搜集数据。符号指明了哪里需要
模拟数字硬件，以及哪些变换需要高性能的软件。
在传统的数据流图中，控制或“事件流”没有显式地表示出来，事实上，
分析员被特别地警告，在数据流图中排除控制流的表示。但当考虑实时应用
时，这种排除太严格了，为此，开发了代表事件流和控制加工的特殊符号。
数据流继续使用传统的数据流图中的实线箭头表示，“控制流”表示为虚线
箭头或阴影箭头，只处理控制流的加工，称为“控制加工”，类似地表示为
虚线泡泡。

控制流可以直接输入到一个传统的加工或控制加工中，图 １２－１６ 以 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 的符号说明控制流和加工，该图说明了一个制造车间①的数据和控
制流的顶层视图。当要被机器人组装的部件放在工作固件上时，就设置指示
每个部件存在或空缺的“部件状态缓冲器”（一个控制存储件）的某个状态位，
包含在“部件状态缓冲器”中的事件信息作为“位串”传递给加工“监控固
件和操作接口”，该加工只在控制信息“位串”指示所有的工作固件都有部
件时才读“操作命令”。一个事件标志“开始／停止”发送给“机器人初始化
控制”，它是一个使得进一步的命令处理可以进行的控制加工。作为发送给
“处理机器人命令”的“处理活动”事件的后继结果，产生了其他数据流。
在某些情况下，在实时系统中可能出现同一个控制或数据变换加工会引
发多个后续工作的实例。当任务作为内部加工或外部事件的结果产生时，这
种情况可能在多任务的环境中发生，例如，多个“部件状态缓冲器”可能被
监控，这样在适当的时间可以用信号通知不同的机器人开始工作。另外，每
个机器人可能有自己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图 １２－１３ 显示了用 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
符号来表示相同加工的“多个对等实例”。
１２．４．４ 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 扩展
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ＨＡＴ８７］对基本结构化分析符号体系的扩展对创建新
的图形符号关注较少，对软件的面向控制方面的规约表示关注的较多。在图
１２－１４ 中，虚线再次用来表示控制或事件流。与 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 不同，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 建议虚符号和实符号分开来表示，这样，就定义了“控制流图”
（ＣＦＤ）。ＣＦＤ 包含与 ＤＦＤ 相同的加工，但显示控制流而不是数据流。与在流模
型中直接表示控制加工相反，使用了对“控制规约”（ＣＳＰＥＣ）的一个引用符号
（实短线），实质上，实短线可以看作是进入到“执行者”（ＣＳＰＥＣ）的一个窗口，
该执行者基于通过窗口传送的事件而控制表示在 ＤＦＤ 中的加工（功能）。将在
１２．６．４ 节中描述的 ＣＳＰＥＣ，用来指明：（１）当事件或控制信号被感知时软件如
何行动；（２）作为事件发生的结果，哪些加工被激活。加工规约用来描述表示
在流图中的加工的内部工作。
使用图 １２－１１ 和图 １２－１４ 所示的符号，以及包含在 ＰＳＰＥＣ 和 ＣＳＰＥＣ 中
的附加信息，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 创建了实时系统的模型。数据流图用来表示
数据和操作数据的加工；控制流图表示事件在加工间的流动，说明导致各种
加工被激活的外部事件。加工和控制模型的关联显示在图 １２－１７ 中，加工模
型通过“数据条件”连接到控制模型，控制模型通过包含在 ＣＳＰＥＣ 中的激活
信息的加工连接到加工模型。
当一个加工的数据输入导致了一个控制输出时，数据条件发生，这种情
况如图 １２－１８ 所示，这是部分石油精炼中压力容器自动监控和控制系统的流
模型。加工“检测＆转换压力”实现了在 ＰＳＰＥＣ 伪码中算法的描述，当绝对
油箱压力大于允许的最大值时，产生了一个“压力过大”事件。当使用 Ｈａｔｌ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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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 符号时，数据流是 ＤＦＤ 的一部分，而控制流则独立地构成控制流
图的一部分。为了确定当事件发生时，会出现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检查
ＣＳＰＥＣ。
控制规约（ＣＳＰＥＣ）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建模工具，“加工激活表”（在
１２．６．４ 节描述）用来指明什么加工被给定的流过竖短线的事件激活，例如，
图 １２－１８ 中的加工激活表（ＰＡＴ）指示“压力过大”事件将导致加工“减小容
器压力”（图中未显示）被激活。除了 ＰＡＴ 以外，ＣＳＰＥＣ 还包括“状态—变迁
图”（ＳＴＤ），ＳＴＤ 是依赖于一组“系统状态”的定义的行为模型，将在下节中
介绍。
１２．５ 行为建模
行为建模是所有需求分析方法的操作原则。然而，只有结构化分析的扩
展版本（见参考文献［ＷＡＲ８５］和［ＨＡＴ８７］）才提供了这种建模的符号。状态—变
迁图①通过描述状态以及导致系统改变状态的事件来表示系统的行为，另外，
ＳＴＤ 指明了作为特定事件的结果，要执行哪些行为（例如，活动加工）。
状态是可观察的行为模式，例如，在 １２．４．４ 节中所描述的压力容器监控
和控制系统的状态可能包括“监视状态”、“报警状态”、“压力释放状态”
等，每个状态代表系统的一种行为模式。状态变迁图指明了系统如何在状态
间移动。
为了例举 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 的控制和行为扩展的使用，以一台办公室复
印机中嵌入的软件为例。复印机要执行包含在图 １２－１９ 所示的第 １ 层 ＤＦＤ 中
的若干功能，应该注意数据流和每个数据项的定义（使用数据字典）需要进一
步的精化。
复印机软件的控制流显示在图 １２－２０ 中。控制流显示了进入和离开单个
加工以及 ＣＳＰＥＣ“窗口”的状态，例如，事件“进纸状态”和“开始／停止”
流入了 ＣＳＰＥＣ 短线，这意味着每个事件将导致 ＣＦＤ 中的某些加工被激活。考
察 ＣＳＰＥＣ 的内部，“开始／停止”事件将激活／撤销“复印管理”加工。类似
地，“卡纸”事件（“进纸状态”的一种）将激活“完成问题诊断”活动。应
该注意，ＣＦＤ 中所有的竖短线指向相同的 ＣＳＰＥＣ。
事件流可以直接被输入到加工中，如“重新处理失败”所示。然而，这
个流并没有激活加工，而是为加工的算法提供了控制信息，数据流箭头为了
举例的目的被轻微地加上了阴影，但是在现实中，它们不是作为控制流图的
一部分显示的。
以上描述的复印机软件的一个简化状态的变形图如图 １２－２１ 所示。矩形
代表系统状态，箭头代表状态间的“变迁”。每个箭头用规则表达式标记，
箭头上的说明的“分子”值指明导致变迁发生的事件，“分为”值指明作为
事件的结果发生的行为，因此，当纸匣是“满”并且“开始”按钮被按下时，
系统由“读命令”状态进入“复印”状态。状态不必与加工一一对应，例如，
状态“复印”包含了图 １２－２０ 所示的加工“复印”和“向用户显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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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结构化分析的技巧
在前面的一节中，我们讨论了结构化分析的基本和扩展符号体系。为了
在软件需求分析中有效地应用这些符号必须与一组使得软件工程师可以导出
良好分析模型的启发性信息相结合。为了阐明这些启发性信息的使用，在本
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采用 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ＨＡＴ８７］对基本结构化分析符
号体系的扩展的一个修改版本来说明问题。
在以下的几节中，我们将考察为使用结构化分析开发完整的和准确的模
型所需要的每个步骤。在这些讨论中，将使用 １２．４ 节介绍的符号体系，并详
细地给出前面间接地介绍的其他符号形式。
１２．６．１ 创建实体—关系图
实体—关系图使得软件工程师可以完整地刻划系统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对
象、定义这些对象的性质的属性、以及对象间的关系。与分析模型中的其他
元素一样，ＥＲＤ 是以迭代的方式构造的。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
１．在需求搜集的过程中，要求客户列出应用软件或业务过程涉及到的“事
物”。这些“事物”演化为一组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对象，以及生产和消费信
息的外部实体。
２．一次考虑一个对象，分析员和客户定义这个对象和其他对象间是否存
在连接（在这个阶段没有命名）。
３．当连接存在时，分析员和客户应创建一个或多个对象—关系对。
４．对每个对象—关系对，考察其基数和形态。
５．迭代地进行步骤 ２ 到步骤 ４，直至定义了所有的对象—关系对。在这
个过程进展中发现遗漏是很正常的。当进行若干次迭代时，将总是不断地增
加新的对象和关系。
６．定义每个实体的属性。
７．形式化并复审实体—关系图。
８．重复步骤 １ 到步骤 ７，直到数据建模完成。
为说明这些基本指南的使用，我们将使用第十一章讨论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
系统的例子。再次描述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处理如下：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使得房主能够在安装时配置安全系统，监控所有和安全系
统连接的传感器，以及通过包含在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控制面板（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ａｎｅｌ）（如图
１１－４ 所示）中的键盘和功能键和房主进行信息交互。
在安装过程中，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控制面板被用于“编程”和配置系统，每个传
感器被赋予一个编号和类型，编置主人密码以启动和关闭系统，当传感器事
件发生时将输入电话号码并拨号。
当某传感器事件被识别出时，软件激活一个附于系统上的可发声的警
报，在一定的延迟时间后（由房主在系统配置活动中指定），软件拨出监控服
务的电话号码，并报告关于位置和被检测到的事件的性质等信息，电话号码
将每 ２０ 秒重拨一次，直至电话接通。
和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所有交互由用户交互子系统管理，该子系统读入通过键盘

和功能键提供的输入，在 ＬＣＤ 显示屏上显示提示信息和系统状况。键盘交互
采用下面的形式…。
分析员和客户间的讨论指出以下一组（部分）“事物”是与问题相关的：
·房主。
·控制面板。
·传感器。
·安全系统。
·监控服务。
一次只考虑一个“事物”，才能发现连接。为此，画出每个对象，并标
记连接对象的线，例如，图 １２－２２ 显示了“房主”和“控制面板”、“安全
系统”、“监控服务”间存在着直接连接，“传感器”和“安全系统”间也
存在着单一连接，等等。
一旦定义了所有的连接后，针对每个连接标识一个或多个对象—关系
对，例如，可确定“传感器”和“安全系统”间的连接具有以下对象—关系
对：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ｓｅｎｓｏｒ 安全系统“监控”传感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ａｂｌｅｓ／ｄｉｓａｂｌｅｓ ｓｅｎｓｏｒ 安全系统“允许／不 允
许”，传感器起作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ｓｔｓ ｓｅｎｓｏｒ 安全系统“检测”传感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ｓｅｎｓｏｒ 安全系统“编程”传感器
分析以上的每个对象—关系对以确定基数和形态，例如，在对象—关系
对安全系统“监控”传感器中，安全系统和传感器间的基数是一对多，形态
是安全系统的一次出现（必须的）和传感器的至少一次出现（必须的）。使用
１２．３ 节引入的 ＥＲＤ 记号，安全系统和传感器间的连接被修改为如图 １２－２３
所示。类似的分析也要应用于其他所有数据对象。
考察每个对象从而确定其属性。由于我们考虑的软件必须支持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属性应集中于为了使系统运行而必须存储的数据，例如，传感器
对象应有以下属性：传感器类型、内部标识号、区域位置、和警报级别。
１２．６．２ 创建数据流模型
数据流图（ＤＦＤ）使得软件工程师可以同时开发信息域和功能域的模型。当
ＤＦＤ 被精化到较细的级别时，分析员对系统进行了隐式的功能分解，这样完
成了第四条操作性分析原则。同时，当数据流过体现应用的加工时，ＤＦＤ 的
精化导致了数据的相应精化。
一些简单的指南在导出数据流图时会有所帮助：（１）第 ０ 层的数据流图应
将软件／系统描述为一个泡泡；（２）应仔细地标记主要的输入和输出；（３）通过
隔离要表示在下一层中的候选加工、数据对象和存储而开始精化过程；（４）
所有的箭头和泡泡应使用有意义的名称标记；（５）当从一个级别到另一个级别
时要维护“信息流连续性”；（６）一次精化一个泡泡。经常存在一种使数据流
图过分复杂的自然趋势，当分析员试图过早地显示过多的细节或在信息流中
表示软件的过程时，会发生这种情况。

再来考虑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产品，图 １２－２４ 显示了系统第 ０ 层的 ＤＦＤ。主要的
外部实体（方盒）产生了系统所使用的信息及系统产生的消费信息，带标记的
箭头代表数据对象或数据对象类型层次。例如，用户命令和数据包括了所有
的配置命令、所有的激活／撤销命令、所有各色各样的交互以及所有修饰或扩
展某命令的输入数据。
第 ０ 层的 ＤＦＤ 现在要扩展到第 １ 层，但我们应怎样进行呢？一个简单而
有效的方法是对描述语境级的泡泡的处理进行“语法扫描”描述，即将叙述
中的所有名词（和名词短语）和动词（和动词短语）隔离出来。为进行说明，我
们再重述一次处理的描述方法，对其中第一次出现的名词加下划线，对第一
次出现的动词采用斜体。（忽略同义词的或与建模过程没有直接关系的名词和
动词。）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使得房主能够在安装时配置安全系统，监控所有和安全系
统连接的传感器，以及通过包含在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控制面板（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ｎｅｌ）（如图
１１－４ 所示）中的键盘和功能键和房主进行信息交互。
在安装过程中，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控制面板被用于“编程”和配置系统，每个传
感器被赋予一个编号和类型，编置主人密码以启动和关闭系统，当传感器事
件发生时将输入电话号码并拨号。
当某传感器事件被识别出时，软件激活一个附于系统上的可发声的警
报，在一定的延迟时间后（由房主在系统配置活动中指定），软件拨出监控服
务的电话号码，并报告关于位置和被检测到的事件的性质等信息，电话号码
将每 ２０ 秒重拨一次，直至电话接通。
和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所有交互由用户交互子系统管理，该子系统读入通过键盘
和功能键提供的输入，在 ＬＣＤ 显示屏上显示提示信息和系统状况。键盘交互
采用下面的形式…。
当考察这种语法扫描时，我们看到出现了一种模式，所有的动词都是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加工，即它们最终将被表示为后来的 ＤＦＤ 中的泡泡，所有的名词
是外部实体（方盒）或数据或控制对象（箭头）或数据存储（双线），进一步注意
到名词和动词可以互相连起来（例如，传感器被赋予一个编号和类型）。因此，
通过对任何 ＤＦＤ 层次中某泡泡的处理的描述可进行语法扫描，我们可以产生
许多关于如何精化到下一个层次的有用的信息。使用这些信息，第 １ 层的 ＤＦＤ
如图 １２－２５ 所示，图 １２－２４ 所示的语境层次的加工通过对语法扫描的考察
被扩展为 ７ 个加工，类似地，第 １ 层加工间的信息流也通过扫描而导出。
应该注意，在第 ０ 层和第 １ 层之间保持了信息流连续性，在第 ０ 层和第
１ 层 ＤＦＤ 中的输入和输出的内容的说明推迟到 １２．７ 节。
第 １ 层 ＤＦＤ 中的加工可以被进一步精化到更低的级别，例如，加工“监
控传感器”可以被精化为如图 １２－２６ 所示的第 ２ 层 ＤＦＤ，再次注意级别之间
保持了信息流连续性。
ＤＦＤ 的精化可以连续进行，直至每个泡泡只执行一个简单的操作，即直
至每个泡泡所代表的加工执行一个可以很容易地实现为程序组成部分的功
能。在第 １３ 章，我们将讨论“内聚”的概念，它可以用来评估给定功能的简
单性，现在，我们只是努力地精化，直到每个泡泡都是简单的。

１２．６．３ 创建控制流模型
对于很多数据处理应用的类型来说，数据模型和数据流模型对于获得关
于软件需求的有意义的考察均是必要的。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存在
这样的一大类应用软件——它们是事件驱动的，而不是数据驱动的；产生控
制信息，而不是报告或显示值；处理信息时非常关注时间和性能。这些应用
软件在数据流建模以外还需要使用控制流建模。
创建控制流图（ＣＦＤ）所需的图形记号在 １２．４．４ 节中已说明，为了回顾创
建 ＣＦＤ 的方法，从数据流模型中“剥去”所有的数据流箭头①，然后向图中加
入事件和控制项（虚线箭头），并显示一个到控制规约的“窗口”（竖短线）。
但如何选择事件呢？
我们已经提到事件或控制项实现为布尔值（例如，ｔｒｕｅ 或 ｆａｌｓｅ，ｏｎ 或
ｏｆｆ，１ 或 ０）或条件的离散列表（缺纸、卡纸、满）。为选择潜在的候选事件，
有以下指南：
·列出所有被软件“读取”的传感器。
·列出所有的中断条件。
·列出所有被操作者开动的“开关”。
·列出所有的数据条件。
·回忆对加工叙述进行的名词—动词扫描，回顾所有作为可能的 ＣＳＰＥＣ
的输入／输出的“控制项”。
·通过标识其状态描述系统的行为；标识这些状态是如何达到的，并定
义状态间的变迁。
·关注可能的省略——这是在刻划控制时非常普遍的错误（例如，问“有
什么其他的途径可以达到这个状态或从它离开吗？”）。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第 １ 层 ＣＦＤ 如图 １２－２７ 所示。在这些事件和控制项中
要注意传感器事件（即一个传感器已经出错）、闪烁标志（在 ＬＣＤ 显示上闪烁的
一个信号）和开／关切换（关闭或打开系统的信号）。从外部世界流入 ＣＳＰＥＣ 窗
口的事件意味着 ＣＳＰＥＣ 将激活一个或多个显示在 ＣＦＤ 中的加工，当控制项从
一个加工发出，流入 ＣＳＰＥＣ 窗口时，意味着某些其他加工或外部实体的控制
和激活。

１２．６．４ 控制规约
控制规约（ＣＳＰＥＣ）在两个不同的方面表示系统的行为（在它被引用的层次
上），ＣＳＰＥＣ 包括一个状态变迁图（ＳＴＤ），它是行为的“顺序规约”；ＣＳＰＥＣ
还包括加工激活表（ＰＡＴ）——行为的“组合规约”。ＣＳＰＥＣ 的基本属性在 １２．４．４
节进行了介绍，现在到了看看结构化分析这种重要记号的一个例子的时候。
图 １２－２８ 显示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第 １ 层流模型的“状态—变迁图”。带标
记的变迁箭头指明当系统定义在这个层次上的四个状态间来回移动的时候，
如何对事件作出响应。通过研究 ＳＴＤ，软件工程师可以确定系统的行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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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可以确定被描述的行为中是否存在“空洞（ｈｏ１ｅ）”，例如，这张
ＳＴＤ（图 １２－２８）指明当遇到开／关切换事件时，从状态“读用户输入”出发的
唯一变迁发生，并到达状态“监控系统”，然而，除了发生“传感器事件”，
没有方法使得系统回到状态“读用户输入”，这是规约中的一个错误，是希
望在复审中发现并修改的。请考察 ＳＴＤ，以确定是否有其他异常之处。
一种不同的表示行为的模式是“加工激活表”（ＰＡＴ），ＰＡＴ 在加工的语境
中，而不是在状态的语境中，表示 ＳＴＤ 中包含的信息，即这张表指明当事件
发生时，流模型中的哪些加工（泡泡）被激活。ＰＡＴ 可以作为那些必须确立执
行者来控制在该层次上表示的加工的设计者的指南。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第 １ 层
流模型的 ＰＡＴ 如图 １２－２９ 所示。
ＣＳＰＥＣ 描述了系统的行为，但它没有提供关于作为行为的结果被激活的
加工的内部工作的任何信息，提供这种信息的建模记号在下一节讨论。

１２．６．５ 加工规约
加工规约（ＰＳＰＥＣ）用来描述出现在求精过程的最终层次的所有流模型加
工。加工规约的内容可以包括叙述性正文、加工算法的“程序设计语言”（ＰＤＬ）
描述①、数学方程、表、图或图表。为流模型中的每个泡泡提供了 ＰＳＰＥＣ，软
件工程师就创建了一个“小规约”，它可以作为创建软件需求规约的第一步，
并作为对实现加工的程序成分进行设计的指南。
为了例举 ＰＳＰＥＣ 的使用，以一个软件应用为例，其中要分析各种几何对
象的维度，以识别对象的形状。语境层次的数据流图被持续地精化直到产生
第 ２ 层的加工，其中一个，三角分析，如图 １２－３０ 所示。三角分析的 ＰＳＰＥＣ
首先如图写成英语的叙述。如果在这个阶段希望增加算法细节，一个程序设
计语言的表示（图 １２－３１）也可以作为 ＰＳＰＥＣ 的一部分，然而，多数人认为，
ＰＤＬ 的版本应推迟到设计开始时。

１２．７ 数据字典
分析模型中包含对数据对象、功能和控制的表示。在每种表示中，数据
对象和／或控制项都扮演一定的角色，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有组织的方式来
表示每个数据对象和控制项的特性，这是由数据字典来完成的。
数据字典是为描述在结构化分析中定义的对象的内容而作为半形式化的
语法被提出的，这个重要的建模记号被定义如下［ＹＯＵ８９］：
数据字典是对所有与系统相关的数据元素的一个有组织的列表，以及精
确的、严格的定义，使得用户和系统分析员对于输入、输出、存储成分和［甚
至］中间计算有共同的理解。
今天，数据字典几乎总是作为 ＣＡＳＥ“结构化分析与设计工具”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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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工具中字典的形式各不相同，但都包含以下信息：
·名称——数据或控制项、数据存储或外部实体的主要名称
·别名——第一项的其他名字
·何处使用／如何使用——使用数据或控制项的加工列表，以及如何使用
（例如，加工的输入、加工的输出、作为存储、作为外部实体）
·内容描述——表示内容的符号
·补充信息——关于数据类型、预设值（如果知道）、限制或局限等的其
他信息
一旦数据对象或控制项的名称和别名被输入了数据字典，就要保持命名
的一致性，即如果一个分析组的成员决定将一个新导出的数据项命名为
ｘｙｚ，而 ｘｙｚ 已经存在于字典中，支持字典的 ＣＡＳＥ 工具应发出警告，指出重
名，这改进了分析模型的一致性，有助于减少错误。
“何处使用／如何使用”的信息是从流模型中自动记录的，当一个字典项
被创建时，ＣＡＳＥ 工具扫描 ＤＦＤ 和 ＣＦＤ，确定哪些加工使用了该数据或控制信
息、以及如何使用。尽管这看起来并不重要，但这事实上是字典的最重要的
益处之一。在分析中，总是存在连续的修改流，对于大型的项目来说，确定
修改的影响常常是很困难的，很多软件工程师会问：“这个数据对象在哪里
被使用了？如果修改了它还有哪里会被影响？这个修改的整体影响如何？”
因为数据字典可以看作一个数据库①，分析员可以询问“何处使用／如何使用”
的问题，并获得回答。
用来开发内容描述的符号如表 １２－１ 所示，使得分析员可以以三种基本
的构造方式之一来表示“复合数据”（即数据对象）：
１．作为数据项的序列。
２．作为从一组数据项中的选择。
３．作为数据项的重复分组。
每个表示序列、选择或重复的一部分的数据项自身可能是另一个数据对
象，需要在字典中进一步精化。
表 １２ － １
数据结构

数据字典的内容描述符号
记号

意义

＝

由……构成

顺序

＋

和

选择

［｜］

重复

｛｝

或
ｎ

（）
＊ ＊

Ｎ 次重复
可选择的数据
限定的注释

为说明数据字典的使用和表 １２－１ 所示的内容描述符号，我们回到图 １２
－２６ 所示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中“监控系统”加工的第 ２ 层 ＤＦＤ。在该图中，数据项
“电话号码”被刻划为输入，但严格地讲，电话号码是什么呢？它可以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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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地电话、４ 位的分机电话，或 ２５ 位的长途载波序列，数据字典提供了 ＤＦＤ
中“电话号码”的精确定义。另外，它还指出了何处和如何使用这个数据项，
以及相关的任何其他补充信息，数据字典中该项的定义如下：
名称
电话号码
别名
无
何处使用
如何使用 预计设置（输入）
拨号（输出）
描述
电话号码＝当地分机号｜外地号码
以上的内容可以读作：电话号码或者是当地分机号的组合，或者是外地
号码。当地分机号和外地号码表示复合数据，必须在其他的内容描述陈述中
进一步精化。继续该内容描述：
电话号码＝［当地分机号｜外地号码］
当地分机号＝［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９９９］
外地号码＝９＋［当地号码｜长途号码］
当地分机号＝前缀＋访问的号码
长途号码＝（１）＋区号＋当地号码
前缀＝［７９５｜７９９｜８７４｜８７７］
访问的号码＝＊任意四位串号码＊
内容描述被扩展直至所有的复合数据项（数据对象）都被表示为元素项
（不需要进一步扩展的项），或所有的数据对象用众所周知的对所有读者没有
歧义的方式（例如，区号通常被理解为不以 ０ 或 １ 开头的 ３ 位数字）表示。重
要的是要注意，基本数据的规约常常限制系统，例如，前缀的定义指明在本
地只可以访问 ４ 个分支交换机。
数据字典明确地定义了信息项，尽管我们假定图 １２－２６ 所示的 ＤＦＤ 中的
电话号码可以包括 ２５ 位的长途载波数字，数据字典内容描述告诉我们，这样
２５ 位长的数字不是可以使用的数据。
对于大型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数据字典的规模和复杂性迅速地增长，
事实上，手工地维护数据字典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使用 ＣＡＳＥ 工具的原因。
１２．８ 其他传统分析方法的概述
多年以来，在工业界已使用了许多其他有价值的软件需求分析方法。它
们都遵循第 １１ 章讨论的操作性分析原则，每种方法都引入了构造分析模型的
不同符号体系和启发信息。在本节，我们对三种使用较为普遍的方法进行简
要的概述。为获得进一步的信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参考文献①。
１２．８．１ 数据结构化系统开发
“数据结构化系统开发”（ＤＳＳＤ），也被称为 Ｗａｒｎｉｅｒ－Ｏｒｒ 方法，是由
Ｊ．Ｄ．Ｗａｒｎｉｅｒ［ＷＡＲ７４，ＷＡＲ８１］进行的信息域分析的开创性工作演化而来。
Ｗａｒｎｉｅｒ 开发了使用顺序、选择和重复三种结构表示信息层次的符号体系，
并说明软件结构可以由数据结构直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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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ｎ Ｏｒｒ［ＯＲＲ７７，ＯＲＲ８１］扩展了 Ｗａｒｎｉｅｒ 的工作，使得它可以包含信息域
的更广泛的视图，这样演化成为数据结构化系统开发。ＤＳＳＤ 包含信息流和功
能特征以及数据层次。
１２．８．２ Ｊａｃｋｓｏｎ 系统开发
Ｊａｃｋｓｏｎ 系统开发（ＪＳＤ）由 Ｍ．Ａ．Ｊａｃｋｓｏｎ（见参考文献［ＪＡＣ７５ 和 ＪＡＣ８３］）
关于信息域分析及其与程序设计和系统设计的关系方面的工作演化而来。在
某些方面与 Ｗａｒｎｉｅｒ 的方法和 ＤＳＳＤ 类似，ＪＳＤ 关注“现实世界”信息域的模
型，用 Ｊａｃｋｓｏｎ 的话来说［ＪＡＣ８３］：“开发者首先创建系统涉及的、提供系统
主题的现实模型……”
为实施 ＪＳＤ，分析员应采用以下步骤：
实体动作步骤：采用与第 ２０ 章介绍的面向对象分析技术非常类似的方
法，标识“实体”（系统需要用于生产或使用信息的人、对象或组织）和“动
作”（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影响实体的事件）。
实体结构步骤：影响实体的动作依据时间排序并用“Ｊａｃｋｓｏｎ 图”（一
种树型的符号）表示。
初始建模步骤：实体和动作被表示为处理模型；定义模型和现实世界间
的连接。
功能步骤：刻划与被定义的动作相对应的功能。
系统时间步骤：估算和刻划处理的调度特性。
实现步骤：刻划作为设计的硬件和软件。
ＪＳＤ 中最后三步与系统或软件设计有密切的联系。
１２．８．３ ＳＡＤＴ
“结构化分析和设计”（ＳＡＤＴ）是作为系统定义、处理表示、软件需求分
析和系统／软件设计的符号体系而被广泛地应用的技术（见参考文献［ＲＯＳ７７
和 ＲＯＳ８５］）。ＳＡＤＴ 包括允许分析员对软件（或系统）功能进行分解的过程、对
信息间的关系和软件中的功能进行通信的图形符号——ＳＡＤＴ“活动图和数据
图”、以及应用此方法的项目控制指南。
ＳＡＤＴ 方法包括了支持分析过程的自动化工具和应用工具的良好定义的
组织装备，刻划说明了复审和里程碑，以允许对开发者—客户之间的通信进
行确认。
１２．９ 小结
结构化分析是最广泛使用的需求建模方法，它是依赖于数据建模和流建
模来创建全面的分析模型的基础。使用实体—关系图，软件工程师创建了系
统中所有重要的数据对象的表示。数据和控制流图用来作为表示数据和控制
转换的基础。同时，这些模型用来创建软件的功能模型，并为功能划分提供
机制。使用状态变迁图创建行为模型，使用数据字典开发数据内容。加工和
控制规约提供了附加的细节说明。
结构化分析的初始记号是为传统的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的，扩展使得该方

法适用于实时系统。很多 ＣＡＳＥ 工具支持结构化分析，它们辅助创建模型中的
元素，并帮助保证一致性和正确性。
思考题
１２．１ 至少获取 １２．１ 节中的三篇引用并写一篇简要的文章，给出对结构
化分析的理解随着时间变化的纲要。作为结论，提出你认为这种方法在将来
的发展方向。
１２．２ 你被要求建立以下的系统之一：
ａ．你所在大学的基于网络的课程注册系统；
ｂ．计算机软件产品的直接邮件广告客户的订货处理系统；
ｃ．小型业务的简单发货系统；
ｄ．代替 Ｒｏｌｏｄｅｘ 的软件产品；
ｅ．自动食谱产品
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系统，开发描述数据对象、关系和属性的实体—关
系图。
１２．３ 基数和形态的区别是什么？
１２．４ 为思考题 １２．２．中列出的五个系统之一绘制语境层次模型（第 ０ 层
ＤＦＤ）。为系统撰写语境层次的加工描述。
１２．５ 使用思考题 １２．４．中开发的语境层次 ＤＦＤ，开发第 １ 层和第 ２ 层数
据流图，以对语境层次加工描述进行“语法扫描”作为开始，通过为泡泡之
间的箭头加标记刻划所有的信息流，为每个变换使用有意义的名称。
１２．６ 为你在思考题 １２．２．中选择的系统开发 ＣＦＤ、ＣＳＰＥＣ、ＰＳＰＥＣ 和数据
字典，努力使你的模型完整。
１２．７ 信息流连续性是否意味着在第 ０ 层作为输入的流箭头，在以后的层
次中必须作为输入出现？讨论你的答案。
１２．８ 使用 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 扩展，重新绘制图 １２－１９ 和图 １２－２０ 中的流
模型。你如何包括隐含在图 １２．２０ 中的 ＣＳＰＥＣ？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 并没有使用这
个符号。
１２．９ 使用 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 扩展，重新绘制图 １２－１６ 中的流模型。你
如何包括隐含在图 １２．１６ 中的控制加工（虚泡泡）？（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ｄｉ 没有
使用这个符号）
１２．１０ 用你自己的语言描述事件流。
１２．１１ 为 １２．５ 节讨论的复印机软件开发一个完整的流模型。你可以使用
Ｗａｒｄ 和 Ｍｅｌｌｏｒ 或 Ｈａｔｌｅｙ 和 Ｐｉｒｂｈａｉ 扩展，保证为系统开发一个详细的状态
—变迁图。
１２．１２ 为图 １２－２５ 所示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分析模型完成处理说明，描
述用户和系统间的交互机制。你增加的信息是否改变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流模型？
如果改变了，是如何改变的？
１２．１３ 一个大城市的公共工作部门决定开发一个“计算机化的”坑洼跟
踪和修理系统（ＰＨＴＲＳ）。当报告有坑洼时，它们被赋予一个标识号，并依据街
道地址、大小（１ 到 １０）、地点（路中或路边等）、区域（由街道地址确定）和修
理优先级（由坑洼的大小确定）储存起来。工单数据被关联到每个坑洼，其中
包括地点和大小、修理队标识号、修理队的人数、被分配的装备、修理所用

的时间、坑洼状况（正在工作、已被修理、临时修理、未修理）、使用填料的
数量和修理的开销（由使用的时间、人数、使用的材料的装备计算得到），最
后，产生一个损害文件包括关于坑洼的被报告的损害信息，并包括居民的姓
名、地址、电话号码、损害的类型和损害的钱数。ＰＨＴＲＳ 是一个联机系统；
请求可以交互式地进行。使用结构化分析为 ＰＨＴＲＳ 建模。
１２．１４ 要开发一个字处理软件。对这个应用领域进行几个小时的研究，
并与你的同学进行 ＦＡＳＴ 会谈（参看第 １１ 章）以开发需求。使用结构化分析为
系统建立需求模型。
１２．１５ 要开发汽油涡轮发动机的实时测试监控系统的软件。象思考题
１２．１４ 一样进行。
１２．１６ 要开发汽车组装工厂的生产控制系统的软件。象思考题 １２．１４ 一
样进行。
１２．１７ 要开发一个视频游戏的软件。像思考题 １２．１４ 一样进行。
１２．１８ 与 ４ 到 ５ 个结构化分析 ＣＡＳＥ 工具的厂商取得联系，复审他们的文
献，撰写一篇简要的文章，总结将各个工具区别开来的一般性特征。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已出版了很多关于结构化分析的书籍。大多数都全面地阐述了这个主
题，但只有很少做的工作真正出色。ＤｅＭａｒｃｏ 的书［ＤＥＭ７９］仍然是对基本符号
体系的最好的介绍。Ｈｏｆｆｅｒ ｅｔ ａｌ．（Ｍｏｄｅｒ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１９９６）、Ｍｏｄｅｌ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 ， １９９６）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４），Ｐａｇｅ－Ｊｏｎｅｓ（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ｓｉｇｎ，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８８）的书籍
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Ｙｏｕｒｄｏｎ 的书［ＹＯＵ８９］到今天仍然最广泛地阐述了这
个 课 题 。 Ｋｉｒｎｅｒ（ “ Ａ Ｔｏｏｌ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ａｌ －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ｔｅｓ，Ｊｕｌｙ １９９３）提供了关于实时分析
方法的出色的参考书目。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新闻组 ｃｏｍｐ．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常常包括对实时分
析和规约方法的讨论。
在过去十年中结构化分析出现了很多变种。Ｃｕｔ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 ＶａｎＮｏｓｔｒａｎｄ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 １９９０） 和
Ｈａｒｅｓ（ＳＳＡＤＭ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０）描述了 ＳＳＡＤＭ，这
是在英国和欧洲广泛使用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的一个变种。
Ｒｅｉｎｇｒｕｂｅｒ 和 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５）以及
Ｔｉｌｌｍａｎ［ＴＩＬ９３］ 提 出 了 创 建 工 业 质 量 数 据 模 型 的 详 细 教 程 。 Ｋｉｍ 和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Ｊｕｎｅ １９９５）对数据建模方法进行了出色的比较。Ｈａｙ 的一本有趣的
书（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Ｄｏｒｓｅｔ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５）提供了在很多不同的业
务中出现的典型的数据模型“模式”。行为建模的详细处理可以在 Ｋｏｗａｌ 的
书（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 Ｕｓｅｒ′ｓ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９２）中找到。
软件技术支持中心（ＳＴＳＣ）提供了对于可用于分析建模的 ＣＡＳＥ 工具的全
面 研 究（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４）。ＳＴＳＣ 是位于犹他州 Ｈｉｌｌ ＡｉｒＦｏｒｃｅ Ｂａｓｅ 的政府资助的组织。
关于需求分析方法的简短参考书目和指向其他关于功能分析和质量功能
部署的参考书目的指针可以在以下地址中找到：
ｈｔｔｐ：／／ｍｉｊｕｎｏ．ｌａｒ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ｄｆｃ／ｂｉｂｌｉｏ／ｒｅｑｅｎｇＢｉｂｌｉｏ．ｈｔｍｌ
许多 ＣＡＳＥ 工具的生产者提供了包含结构化分析工具信息的 Ｗｅｂ 站点。一
组广泛的指针可以从以下地址中获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ｕｃｉｓ．ｑｕｅｅｎｓｕ．ｃ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ｏｏｌｃａｔ．ｈｔｍｌ
结构化分析的简短教程可以参看：
ｈｔｔｐ：／／ｃｓｃｍｏｓａｉｃ．ａｌｂａｎｙ．ｅｄｕ／～ｇａｎｇｏｌｌｙ／ｓｓａｌ．ｈｔｍｌ
关于软件分析建模的最新 ＷＷＷ 参考文献列表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到。

第 １３ 章

设计概念和原则

在任何工程化产品或系统的开发阶段中，设计是第一步。它可以定义为
“为了能够足够详细地定义一种设备、一个处理或一个系统，以便保证其物
理实现，而应用各种技术和原则的过程。”［ＴＡＹ５９］。
设计者的目标是生成一个随后要构造的实体的一种模型或表示。开发模
型的过程综合了基于构造类似实体的经验的直觉和判断、一系列指导模型演
化路径的原则和直观推断、一系列判断质量的标准以及导出最终设计表示的
迭代过程。
象其他学科中的设计方法一样，软件设计随着新的方法、更好的分析和
更广泛的理解的引入而不断地变化着。与机械或电子设计不同的是，软件设
计在它的演化过程中处于一种相对早期的阶段。我们对软件设计（相对于“编
程”或“代码书写”）给予正式考虑仅仅才三十年，因此，软件设计方法学缺
少那些更经典的工程设计学科所具有的深度、灵活性和定量性。但是，软件
设计的方法是存在的；设计质量的标准是能够获得的；设计符号体系也是能
够应用的。在本章中，我们探讨可以应用于所有软件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原则。
第 １４ 章和第 ２１ 章考察各种软件设计方法。
１３．１ 软件设计和软件工程
软件设计处于软件工程过程中的技术核心位置，并且它的应用不考虑所
使用的软件过程模型。软件设计开始于对软件需求进行分析和规约之后，它
是构造和验证软件所需的三项技术活动—设计、代码生成和测试—之一，每
一项活动都最终导致经过验证的计算机软件的方式变换信息。
分析模型（第 １２ 章）的每一个元素均提供了创建设计模型所需的信息。软
件设计中的信息流表示在图 １３－１ 中，通过数据、功能和行为模型展示的软
件需求被传送给设计阶段，使用许多设计方法（在后面章节中讨论）中的一
种，设计阶段产生数据设计、体系结构设计、接口设计和过程设计。
数据设计将分析时创建的信息域模型变换成实现软件所需的数据结构。
在实体—关系图中定义的数据对象和关系以及数据字典中描述的详细数据内
容为数据设计活动奠定了基础。
结构设计定义了程序的主要结构元素之间的关系。这种设计表示—计算
机程序的模块框架—可以从分析模型和分析模型中定义的子系统的交互导
出。
接口设计描述了软件内部、软件和协作系统之间以及软件同人之间如何
通信。一个接口意味着信息流（如数据和／或控制流），因此，数据和控制流图
提供了接口设计所需的信息。
过程设计将程序体系结构的结构元素变换为对软件构件的过程性描述。
从 ＰＳＰＥＣ，ＣＳＰＥＣ 和 ＳＴＤ 获得的信息是过程设计的基础。
我们在设计时作出的决策最终将会影响软件构造是否成功，更重要的是
会决定，软件维护的难易程度，但是，为什么设计如此重要呢？
软件设计的重要性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质量。设计是在软件开发中形
成质量的地方，设计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用于质量评估的软件表示，设计是我
们能将用户需求准确地转化为完整的软件产品或系统的唯一方法。软件设计

作为所有软件工程和软件维护步骤的基础，没有设计，我们将冒构造出不稳
定系统的风险—稍作改动就会失败；难于测试的系统；直到软件工程过程后
期才能评估系统的质量，到那时时间已不够并且已经花销很多经费。

１３．２ 设计过程
软件设计是一个迭代的过程，通过它需求被变换为用于构造软件的“蓝
图”。初始时，蓝图描述了软件的整体视图，也就是说，设计在高的抽象层
次上表示—在该层次可以直接追踪到特定数据、功能和行为需求。随着数据
迭代的开始，后续的精化将导致更低抽象级别的设计表示，这些表示仍然能
够追踪到需求，但是连接更微妙了。
１３．２．１ 设计和软件质量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演化的设计的质量可以通过在第 ８ 章讨论的一系列
正式技术复审或设计追踪审查来评估。ＭｃＧｌａｎｇｈｌｉｎ［ＭｃＧ９１］提出了可以指导
良好设计演化的三个特征：
·设计必须实现所有包含在分析模型中的明显需求，并且必须满足客户
希望的所有隐式需求。
·对于那些生成代码和那些进行测试并随后维护软件的人而言，设计必
须是可读的，可理解的。
·设计应该提供软件的完整面貌，这与从某个实现视角看到的数据、功
能、和行为域有关。
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是设计过程的目标。但是如何达到这些目
标呢？
为评价一项设计表示的质量，我们必须建立良好的设计技术标准，在本
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详细讨论设计质量标准，现在，我们给出下面的指南：
１．设计应该展示一种层次性组织，从而使得可以有指导性地使用软件元
素间的控制。①
２．设计应该模块化，也就是说软件应该逻辑地划分成完成特定功能和子
功能的构件。
３．设计应该既包含数据抽象，也包含过程抽象。
４．设计应该导出具有独立功能特征的模块（例如，子例程或过程）。
５．设计应该导出降低模块和外部环境间复杂连接的接口。
６．设计应该通过使用由软件需求分析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导出要驱动的可
重复的方法。
这些标准不是偶然获得的，软件设计过程通过应用基本设计原则、系统
化的方法学和完全的复审来促进良好的设计。
１３．２．２ 软件设计的演化

①

要注意的是良好的面向对象设计不必表现出这项特点。参见第 19 章和 21 章的详细信息

软件设计的演化是一个历经以往三十年的连续过程。早期的设计工作集
中 在 模 块 化 程 序 的 开 发 标 准 ［ＤＥＮ７３］ 和 自 顶 向 下 求 精 软 件 结 构 的 方 法
［ＷＩＲ７１］，设计定义的过程方面发展成一种称为结构化程序设计的理论
［ＤＡＨ７１，ＭＩＬ７２］，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将数据流［ＳＴＥ７４］或数据结构［ＪＡＣ７５，
ＷＡＲ７４］转化为设计定义的方法。近期的设计方法（例如参考文献［ＪＡＣ９２］和
［ＧＡＭ９５］）提出一种面向对象方法导出的设计。
在上述工作中出现的许多设计方法，正在被整个产业界应用。同第 １２
章中提到的分析方法一样，每一种软件设计方法引入了独特的启发信息和符
号体系，以及有些狭隘的关于什么特性会影响设计质量的观点。然而，这些
方法都具有一些共同特性：（１）一种用于将分析模型变换到设计表示的机制，
（２）用于表示功能性构件及其接口的符号体系，（３）用于求精和划分的启发信
息，以及（４）质量评价的指南。
不管使用的是什么设计方法，软件工程师应该在数据、体系结构、接口
和过程设计方面应用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概念。
１３．３ 设计原则
软件设计既是过程又是模型。设计过程是一系列迭代的步骤，它们使设
计者能够描述要构造的软件的所有侧面，然而，要注意的是，设计过程不仅
仅是一本菜谱，创造性的技能、以往的经验、对于什么能形成“良好”软件
的感觉、以及对质量的全部责任是设计成功的关键因素。
设计模型和建筑师的房屋设计图是类似的，它首先表示出要构造的事物
的整体（例如，房屋的三维表示），然后逐渐精化事物，以提供构造每个细节（例
如，管道布置）的指南，类似地，软件的设计模型提供了计算机程序的一系列
不同视图。
基本的设计原则使软件工程师能够为设计过程导航。Ｄａｖｉｓ［ＤＡＶ９５］提出
了一系列①软件设计的原则。下面的列表中对它们作了些修改和扩充：
·设计过程不应该受“隧道视野”的限制。一名好的设计者应该考虑替
代的手段，根据问题的要求，可用 １３．４ 节提到的设计概念来判断完成工作的
资源。
·设计对于分析模型应该是可跟踪的。因为设计模型的单独一个元素经
常会跟踪到多个需求上，所以对设计模型如何满足需求进行的追踪是必要
的。
·设计不应该从头做起。系统是使用一系列设计模式构造的，很多模式
很可能在以前就遇到过。这些模式通常被称为可复用设计构件，应该总是作
为一切都从头开始的方法的一种替代选择。时间短暂而资源有限！设计时间
应该投入到表示真正的新思想和集成那些已有模式上去。
·设计应该缩短软件和现实世界中问题的“智力距离”［ＤＡＶ９５］，也就是
说，软件设计的结构应该（尽可能）模拟问题域的结构。
·设计应该表现出一致性和集成性。如果一项设计整体上看上去象是一
个人完成的，那它就是一致的。在设计工作开始之前，设计小组应该定义风
格和格式的规则，如果注意定义了设计构件之间的接口，那么，设计就是集
①

这里只提到 Davis 的设计原则的部分子集。有关更多的信息，参见文献[DAV95]。

成的。
·设计应该构造以适应修改。下一节中讨论的许多概念使设计能实现这
项原则。
·设计应该构造以使得即使遇到异常的数据、事件或操作条件时也能够
平滑、轻巧地降级。设计良好的计算机程序应该从不“彻底崩溃”，它应该
设计为适应异常的条件，并且即使它必须中止处理时，也要采用优雅的方式。
·设计不是编码，编码也不是设计。即使在为程序构件构造详细的过程
设计时，设计模型的抽象级别也比源代码要高，在编码级别上作出的唯一设
计决策是描述能使过程性设计被编码的小的实现细节。
·在创建设计时就应该能够评估质量，而不是在事情完成之后。有许多
设计概念（１３．４ 节）和设计方法（第 １９ 和 ２３ 章）可以帮助设计者评估质量。
·应该复审设计以减少概念性（语义性）错误。有时人们在复审设计中倾
向于注重细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关注设计模型的语法之前，设计者应
该确保已经检查过设计的主要概念性元素（忽略、含糊性、不一致性）。
正确应用上述设计原则时，软件工程师创建的设计就会展现出外部和内
部的质量因素［ＭＥＹ８８］。外部质量因素是那些用户能轻易观察到的软件特性
（例如，速度、可靠性、正确性、可用性）①；内部质量因素对软件工程师是重
要的，它们能导致技术角度上的高质量设计。要取得内部质量因素，设计者
必须理解基本的设计概念。
１３．４ 设计概念
在过去 ３０ 年中发展起来了一套基本的软件设计概念。尽管对于每一种概
念的感兴趣程度在几十年中一直变化着，但它们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每一
种概念都为设计者提供了应用软件更加复杂的设计方法的基础。它们可以帮
助软件工程师回答下述问题：
·能使用什么标准将软件划分为单个构件？
·如何将功能或数据结构与软件的概念性表示分离开？
·是否存在定义软件设计的技术质量的统一标准？
Ｍ．Ａ．Ｊａｃｋｓｏｎ 曾经说过：“软件工程师的智慧的体现开始于对程序工作
和程序正确性之间的区别的识别”［ＪＡＣ７５］，基本的软件设计概念为“使程序
正确”提供了必要的框架。
１３．４．１ 抽象
当我们考虑任何问题的模块化解决方案时，可以给出许多抽象级别。在
最高的抽象级别中，解决方案使用问题环境的语言来进行概括性的术语描
述，在低一些的抽象级别中，会有更加面向过程的倾向。为了描述解决方案，
要一同使用面向问题的术语和面向实现的术语，最后，在最低的抽象级别中，
用能够直接实现的方式描述解决方案。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ＷＡＳ８３］提供了一种有用的
定义：
“抽象”的心理学观念使人能够集中于某个一般性级别上的问题，而不
①

有关质量因素的更详细讨论在第 18 章。

去考虑无关的低层细节；使用抽象还能使人能用问题环境中熟悉的概念和术
语工作，而不必将它们转换成一种不熟悉的结构…
软件工程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软件解决方案抽象级别上的求精。在
系统工程时，软件划分为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一种元素；在软件需求分析时，
使用“问题环境中熟悉的”术语来描述软件解决方案；当我们在设计过程中
时，降低了抽象级别，最终，当源代码生成时，就到达了最低的抽象级别。
当我们在不同的抽象级别中移动时，我们努力去创建抽象的过程和数
据。抽象过程是一个命名的指令序列，它具有特定和有限的功能，抽象过程
的一个例子是单词“开”（门）。“开”蕴含了一长串过程性步骤（例如，走向
门；伸出手并抓住把手；转动把手并拉门；离开移动的门等）。抽象数据是命
名的数据集合，它描述了一个数据对象。
在上面提到的抽象过程“开”的情形中，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称作“门”
的抽象数据。同任何抽象数据一样，门的抽象数据会包含一组描述门的属性
（例如，门的类型、转动方向、打开机制、重量和维度），抽象过程“开”将
使用抽象数据“门”的属性中包含的信息。
许多编程语言（例如，Ａｄａ，Ｍｏｄｕｌａ，ＣＬＵ）提供了创建抽象数据类型的机
制，例如，Ａｄａ 的 Ｐａｃｋａｇｅ（包）就是一种程序设计语言机制，它提供了对数据
和过程抽象的支持。初始的抽象数据类型被用作能够被实例化的其他数据结
构的模板或类属数据结构。
抽象控制是软件设计中使用的第三种抽象形式。同抽象过程和抽象数据
类似，抽象控制蕴含了不刻划内部细节的程序控制机制，抽象控制的一个例
子是用来在操作系统中协调活动的同步信号量［ＫＡＩ８３］。
１３．４．２ 求精
逐步求精是由 Ｎｉｋｌａｕｓ Ｗｉｒｔｈ［ＷＩＲ７１］最初提出的一种自顶向下设计策
略，程序的体系结构是通过过程细节的逐步层次精化开发的，层次结构通过
逐步地分解功能的宏观声明，直至形成程序设计语言的语句而开发出来。
Ｗｉｒｔｈ［ＷＩＲ７１］给出了该概念的简要定义：
在（求精的）每一步中，给定程序的一条或几条指令被分解成更详细的指
令，这种连续的对规约的分解或求精，直至所有指令都用某种底层的计算机
或程序设计语言表达时才中止…。当任务被精化时，数据可能也要被精化、
分解或结构化，而且，并行地精化程序和数据规约是很自然的。
每一步求精都蕴含了某些设计决策，对于程序员而言，注意根本性的标
准（针对设计决策）和可替换的解决方案是重要的…
Ｗｉｒｔｈ 提出的程序精化过程同需求分析时所用的过程精化和划分是类似
的，区别在于所考虑的是在实现细节级别上，而不是方法。
求精实际上是一个推敲的过程。我们从高抽象级别定义的功能描述（或信
息描述）开始，也就是说，该描述概念性地说明了功能或信息，但没有提供有
关功能内部工作的情况或信息的内部结构。求精使设计者去推敲原始声明，
并在后续的求精（推敲）活动中提供越来越多的细节。
抽象和求精是互补的概念，抽象使得设计者能够刻划过程和数据而同时
忽略低层细节，求精有助于设计者在数据过程中揭示低层的细节，两个概念
均帮助设计者在设计演化中构造出完整的设计模型。

１３．４．３ 模块化
计算机软件的模块化概念已经被采纳了将近四十年，软件体系结构（在
１３．４．４ 节中描述）体现了模块化；即软件被划分成独立命名和可独立访问的
被称作模块的构件，它们集成到一起满足问题需求。
有人提出“模块化是软件的单个属性，它使程序能被理性地管理”
［ＭＹＥ７８］。读者无法简单地掌握单块集成电路式的软件（例如，由单一模块构
成的大程序），控制路径的数量、引用的跨度、变量的数量和整体的复杂性会
使对软件的理解接近于不可能。为说明这一点，考虑下面的论据，它们是基
于对人解决问题的观察而提出的。
设 Ｃ（ｘ）是描述问题 ｘ 复杂性的函数，Ｅ（ｘ）是定义解决问题 ｘ 所需工作量
（按时间计算）的函数。对于两个问题 ｐ１ 和 ｐ２ ，如果
Ｃ（ｐ１ ）＞Ｃ（ｐ２ ）
（１３．１ａ）
那么
Ｅ（ｐ１ ）＞Ｅ（ｐ２ ）

（１３．１ｂ）

作为普遍的情况，这个结构直观上是显然的。解决困难问题需要花费更
多时间。
通过对人解决问题的实验又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特性。即，
Ｃ（ｐ１ ＋ｐ２ ）＞Ｃ（ｐ１ ）＋Ｃ（ｐ２ ）
（１３．２）
方程式（１３．２）意味着 ｐ１ 和 ｐ２ 组合后的复杂性比单独考虑每个问题时的
复杂性要大。考虑方程式（１３．２）和方程式（１３．１）隐含的条件，可以得出
Ｅ（ｐ１ ＋ｐ２ ）Ｅ（ｐ１ ）＋Ｅ（ｐ２ ）
（１３．３）
这引出了“分而治之”的结论—将复杂问题分解成可以管理的片断会更
容易。不等式（１３．３）表达的结果对模块化和软件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它是
模块化的论据。
从不等式（１３．３）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划分软件，那么
开发它所需的工作量会变得小到可以忽略！不幸的是，其他因素开始起作用，
使得这个结论（遗憾地）无效了。如图 １３－２ 所示，开发单个软件模块所需的
工作量（成本）的确随着模块数量的增加而下降，给定同样的需求，更多的模
块意味着每个模块的尺寸更小，然而，随着模块数量的增长，集成模块所需
的工作量（成本）也在增长。这些特性形成了图中所示的总成本或工作量曲
线。存在一个模块数量—Ｍ—可以导致最小的开发成本，但是，我们无法确切
地预测 Ｍ。
图 １３－２ 所示的曲线为考虑模块化提供了有用的指导，我们应该进行模
块化，但应注意保持在 Ｍ 附近，应该避免过低或过高的模块性，但是，我们
如何知道“Ｍ 的附近”呢？我们应该怎样将软件划分成模块呢？回答这些问
题需要理解本章后面提出的其他设计概念。
在考虑模块化时，出现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如何定义给定大小的一
个合适模块？答案在于用来在系统中定义模块的方法（有关设计方法将在第
１４ 和第 ２１ 章中讨论）。Ｍｅｙｅｒ［ＡＥＹ８８］定义了五个标准，它们用我们可以根据
定义有效的模块化系统的能力来评价一种设计方法：

模块可分解性。如果一种设计方法提供了将问题分解成子问题的系统化
机制，它就能降低整个系统的复杂性，从而实现一种有效的模块化解决方案。
模块可组装性。如果一种设计方法使现存的（可复用的）设计构件能被组
装成新系统，它就能提供一种不一切从头开始的模块化解决方案。
模块可理解性。如果一个模块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不用参考其他
模块）被理解，那么它就易于构造和修改。
模块连续性。如果对系统需求的微小修改只导致对单个模块，而不是整
个系统的修改，则修改引起的副作用就会被最小化。
模块保护。如果模块内出现异常情况，并且它的影响限制在模块内部，
则错误引起的副作用就会被最小化。
最后，要注意的是：即使系统的实现必须是“单块集成电路式的”，它
也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有些情况（例如，实时软件，嵌入式软件）下，由
子程序（例如，子例程，过程）造成的即使是比较小的速度和内存开销也是无
法接收的。在这种情况下，软件能够而且也应该采用模块化设计作为一种指
导思想，可以“内嵌地（ｉｎ－ｌｉｎｅ）”开发代码。尽管程序源代码看上去可能
没有模块性，但这种思想依然有效，而且程序对提供模块化系统非常有益。
１３．４．４ 软件体系结构
软件体系结构意指“软件的整体结构和这种结构提供给系统在概念上的
整体性的方式”［ＳＨＡ９５ａ］。以最简单的形式为例，体系结构是程序构件（模块）
的层次结构、构件间交互的方式、以及构件使用的数据的结构，然而，在更
广泛的意义上讲，“构件”可以被推广来代表主要的系统元素和它们的相互
交互。①
软件设计的一个目标是导出系统的体系结构表示，这个表示作为一个框
架，指导更详细的设计活动，一组体系结构模式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复用设
计层的内容。
Ｓｈａｗ 和 Ｇａｒｌａｎ［ＳＨＡ９５ａ］描述了一组性质，它们应该是体系结构设计中的
一部分：
结构性质。体系结构设计表示的这一方面定义了系统的构件（例如，模
块、对象、过滤器）以及这些构件被打包和相互交互的方式，例如，将对象打
包以便封装数据和操纵数据的处理，并且通过方法调用进行交互（第 １９ 章）。
附加的功能性质。体系结构设计描述应该说明设计的体系结构如何实现
对性能、功能、可靠性、安全性、适应性、和其他系统特征的需求。
相关系统族。体系结构设计应该基于可复用的模式进行描述，这些模式
通常会在类似系统族的设计中遇到，重要的是，设计应该能够复用体系结构
的构造块。
如果给定这些性质的规约，体系结构设计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不同模型
［ＣＡＲ９５］来表示。结构模型将体系结构作为程序构件的有组织的集合来表示；
框架模型通过试图标识类似应用软件中遇到的可复用的体系结构设计框架
（模式）而提高设计抽象级别；动态模型强调程序体系结构的行为侧面，指明
结构或系统配置作为外部事件的函数将如何变化；过程模型注重系统必须适
①

例如，客户/服务器系统的结构性构件在不同的抽象级别上有表示。有关详细信息参见第 28 章。

应的业务或技术过程；最后，功能模型可以用来表示系统的功能层次结构。
人们已经开发出一系列不同的体系结构描述语言（ＡＤＬ）来表示上面提到
的模型［ＳＨＡ９５ｂ］，尽管已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 ＡＤＬ，大多数都提供了描述系
统构件和构件互联方式的机制。
１３．４．５ 控制层次
控制层次，也称作程序结构，代表了程序构件（模块）的组织（常常是结构
化的），并表示了控制的层次结构，它并不表示软件的过程性，例如进程序列、
事件／决策的顺序、或重复的操作。
许多不同的标记被用来表示控制层次，最常用的是表示层次结构的树形
图（图 １３－３），然而，像 Ｗａｒｎｉｅｒ－Ｏｒｒ［ＯＲＲ７７］和 Ｊａｃｋｓｏｎ［ＪＡＣ８３］图一类的
其他符号体系也可以同样有效地拿来使用①。为了有助于后面有关结构的讨
论，我们定义一些简单的方法和术语。在图 １３－３ 中，宽度和深度分别提供
了对控制级别的数量和整体控制跨度的指示，扇出（ｆａｎ－ｏｕｔ）衡量的是被一
个模块直接控制的其他模块的数量，扇入（ｆａｎ－ｉｎ）指出有多少模块直接控制
一个给定模块。
模块间的控制关系是通过下述方法表达的：控制其他模块的模块被称作
上级模块；相对的被其他模块控制的模块被称作控制者的从属模块［ＹＯＵ７９］，
例如，如图 １３－３ 所示，模块 Ｍ 是模块 ａ、ｂ 和 ｃ 的上级模块，模块 ｈ 是模块
ｅ 的从属模块和最终是模块 Ｍ 的从属模块。宽度方向的关系（例如，模块 ｄ 和
ｅ 之间），尽管在实际中可能有表达，但这种关系是不需要用明显的术语来定
义。
控制层次还代表了两种略有不同的软件体系结构特征：可见性和连接
性，可见性指明可以被调用或被给定构件用作数据的一组程序构件，即使是
通过间接方式实现的。例如，在面向对象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可以访问它所继
承的很多属性，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拿来用，所有这些属性对该模块都
是可见的。连接性指明被给定构件直接调用或用作数据的一组构件，例如，
直接导致另一个模块开始执行的模块是连接到该模块的。②
１３．４．６ 结构划分
程序结构应该被水平和垂直地划分，如图 １３—４ａ 所示，水平划分为每个
主要程序功能定义了分离的模块结构分支，用深色阴影表示的控制模块被用
来协调程序功能之间的通讯和运行。水平划分的最简单方法定义了三个划分
—输入、数据变换（通常称作处理）和输出。对体系结构进行水平划分获得有
关她的许多特殊的优点：
·产生易于测试的软件。
·产生易于维护的软件。
·产生副作用更小的传播。
·产生易于扩展的软件。
①

对于面向对象的设计（第 21 章），程序结构的概念不太明显。

由于主要的功能相互分离，修改变得更加简单，对系统的扩展（常见情况）
往往变得更加容易完成，且没有副作用。从消极的方面看，水平划分常常通
过模块接口传递更多的数据，因而可能会使程序流的整体控制复杂化（如果处
理需要从一个功能快速移动到另一个功能）。
垂直划分（图 １３－４ｂ），常常称作因子划分，要求发生在程序体系结构中
（决策），且工作应该自顶向下分布，顶层模块应该执行控制功能，而少作实
际处理工作，在层次结构中位于低层的模块应该是工作者，它们完成所有的
输入、计算和输出任务。
程序体系结构的变化的性质验证了垂直划分的必要性，（高层的）控制模
块的变化很可能将副作用传播到下层的从属模块，对工作者模块的修改，假
定它在结构中位于下层，就不太可能引起副作用的传播。通常情况下，对计
算机程序的修改会在输入、计算或变换和输出的修改间循环，程序的整体控
制结构（例如，它的基本行为）不太可能修改，由于这个原因，垂直划分的体
系结构在作修改时更不容易受到副作用的影响，因而更加易于维护－这是一
项关键的质量因素。
１３．４．７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是单个数据元素之间逻辑关系的表示。因为信息结构必将会影
响最终的过程设计，对于软件体系结构的表示而言，数据结构同程序结构同
样重要。
数据结构决定了信息的组织、访问方法、关联程度、可替换的处理方法，
有关这些专题已经有完整的文章做了介绍（例如参考文献［ＡＨＯ３］、［ＫＲＵ８４］和
［ＧＡＮ８９］），而完整的讨论已超出本书范围，然而理解可用的组织信息的经典
方法和信息层次结构的基础概念是重要的。
数据结构的组织和复杂性仅仅受设计者创造性的局限，不过，已存在有
限数量的经典数据结构构成了更复杂结构的基本构造块。
标量项是最简单的数据结构，就象名字的含义一样，标量项代表一个单
独的信息元素，它可以通过一个标识符来引用；即可以通过指定一个单独的
存储地址来实现对它的访问。
当标量被组织成序列或相邻的组时，就形成了一个顺序向量，向量是数
据结构中最常用的，并且开启了信息变量索引之门。
当顺序向量扩展到两维、三维、最终是任意维时，就创建了一个 ｎ 维空
间，最常见的 ｎ 维空间是二维的矩阵，在大多数编程语言中，ｎ 维空间被称
作数组。
项、向量和空间可以按多种格式组织，链表是将不相邻的标量项、向量
或空间以某种方式（称为节点）组织起来的数据结构，这种方式使得可以象处
理列表一样处理结点，每一个节点包含适当的数据组织（例如，一个向量）和
一个或更多个指示，列表中下一个节点存储位置的指针。在列表中的任意处
都可以加入新节点，方法是重新定义指针以适应新的列表项。
使用上述的基本数据结构进行组合或构造可以得出其它的数据结构，例
如，层次数据结构通过包含的标量项、向量和可能是 ｎ 维的空间的多链链表
来实现。层次结构通常在需要信息分类和关联的应用中将遇到，分类蕴含了

根据某种类属种类（例如，所有 ６４ 位微处理器）将信息分组。
关联意味着从不同类别中关联信息的能力，例如，在微处理器类中找出
所有价格低于 １００ 美元（价格子类），运行在 １００ＭＨｚ（时钟周期子类）以内并且
有美国厂商制造（供应商子类）的条目。
要注意的是，数据结构象程序结构一样可以在不同的抽象级别上表示出
来，例如，一个堆栈就是一个概念性的模型，它既可以作为向量实现，也可
以作为链表实现。根据设计细节的层次，可能指定堆栈的内部工作机制，也
可能不作指定。
１３．４．８ 软件过程
程序结构定义了控制层次，而不管处理和决策的顺序。软件过程着重于
每个模块单个的处理细节，过程必须提供处理的精确定义，包括事件的顺序、
准确的决策点、循环操作、甚至还有数据组织／结构。
当然，结构和过程之间有关系，为每个模块指明的处理必须包括对所有
从属模块的引用，也就是说，软件的过程表示是分层的，如图 １３－５ 所示。

１３．４．９ 信息隐蔽
模块化的概念将所有软件设计者引向一个问题：“如何分解软件的解决
方案，以便获得最佳的模块集？”信息隐藏的原则［ＰＡＲ７２］提出模块的“特征
在于每个模块都对其他模块隐蔽的设计决策”，换句话说，模块应该设计成
其中包含的信息（过程和数据）对不需要这些信息的其他模块是不可访问的。
隐蔽的含义是：有效的模块化可以通过定义一组独立模块来实现，这些
模块相互之间只交流实现软件功能必需的信息。抽象有助于定义组成软件的
过程（或信息）实体。隐蔽定义并加强了对模块内部过程细节或模块使用的任
何局部数据结构的访问约束［ＲＯＳ７５］。
将信息隐藏用作模块化系统的设计标准为在测试及以后维护中需作修改
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大多数数据和过程对软件其他部分是隐蔽的，修
改时无意中引入的错误就不太可能传播到软件中其他位置。
１３．５ 有效的模块设计
前面章节中描述的基本设计概念都是用来阐述模块化设计的，事实上，
模块化已经成为所有工程学科中广为接收的方法。模块化设计降低了复杂性
（参见 １３．４．３ 节）、方便了修改（软件可维护性的关键方面）、并且通过鼓励系
统的不同部分的并行开发简化了实现。
１３．５．１ 功能独立性
功能独立性是模块化和抽象及信息隐藏概念的直接产物。Ｐａｒｎａｓ［ＰＡＲ７２］
和 Ｗｉｒｔｈ［ＷＩＲ７１］在关于软件设计的里程碑性文献中提到了促进模块化的求
精技术，以后，Ｓｔｅｖｅｎｓ，Ｍｙｅｒｓ 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ＳＴＥ７４］的工作巩固了这个概

念。
功能独立性是通过开发具有“专用”功能的模块和“反对”同其他模块
的过分交互而实现的，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将软件设计成每个模块完成需求
的一个特定子功能，并且从程序结构的其他部分观察时具有简单的接口。有
理由询问为什么独立性是重要的，因为功能可以被划分，并且接口简化了（考
虑由小组完成开发时的分支情况），有效模块化的软件（例如，独立模块）更易
于开发。因为由设计／编码修改引起的副作用受到局限，错误传播被减小，以
及模块复用成为可能，因此，独立的模块更易于维护（及测试）。总而言之，
功能独立性是良好设计的关键，而设计又是软件质量的关键。
独立性是通过两项质量标准来衡量的：内聚和耦合。内聚是模块相对功
能密度的度量，耦合是模块间相对独立性的度量。
１３．５．２ 内聚
内聚是 １３．４．９ 节描述的信息隐蔽功能的自然扩展。内聚的模块在软件过
程中完成单一的任务，同程序其他部分执行的过程交互很少，简而言之，内
聚模块（理想情况下）应该只完成一件事。
内聚可以用图 １３－６ 所示的“谱系”来表示，尽管谱系的中段通常也是
可以接收的，但我们总是尽量争取高内聚。内聚的刻度是非线性的，也就是
说，低端内聚比中段内聚要“差”得多，而中段内聚几乎和高端内聚一样“好”，
在实际上，设计者不必关心对特定模块的内聚分类，而应该理解整体概念并
且在设计模块时应该避免低内聚。
为了说明（有些开玩笑的）谱系的低端，我们讲述下面的故事：
在六十年代后期，大多数 ＤＰ 经理开始认识到模块化的价值，不幸的是，
许多现有的程序都是单块的－例如，２００００ 行没有文档的 Ｆｏｒｔｒａｎ 程序加上 ２
５００ 行子程序！为了将一个大型计算机程序达到一种艺术境界，一位经理命
令她的员工对程序进行模块化，而这些工作要在“你的业余时间”完成。
在压力下，一名员工（天真地）询问每个模块的合适长度，回答是“７５ 行
代码”，然后，他得到了一只红色的笔和一把尺子，测量 ７５ 行源代码的线性
距离，随后在源程序清单上一条接一条地划上红色的线，每一条红线表示一
个模块的边界。这种技术就类似于去开发具有偶然内聚的软件！
执行一组彼此松散相关的任务的模块就称作偶然内聚，执行逻辑相关的
任务模块（例如，产生所有输出而不管类型的模块）就是逻辑内聚，当模块包
含着由于必须在相同时间段内执行而相关的任务时，该模块就表现为时间内
聚。
以一个低内聚为例子，如有一个工程分析包错误执行处理的模块，当计
算的数据超出预定义的边界时调用该模块，它执行下列任务：（１）根据初始计
算的数据，计算补充数据；（２）在用户的工作站上生成错误报告（以图形方
式）；（３）执行用户要求的跟踪计算；（４）更新数据库；以及（５）使选择后续处
理的菜单有效。虽然前面的任务是松散相关的，但是，每一项都是独立的功
能实体，并且最好作为独立的模块完成。将这些功能组合在单一的模块中只
会起到在修改上述任一处理任务时增加错误传播可能性的作用。
中度内聚在模块独立程度上是彼此接近的。当模块的处理元素相关，并

必须按指定顺序执行时，就存在过程内聚；当所有处理元素集中在某个数据
结构的一块区域上时，通信内聚就产生了。高内聚是以执行单独过程任务的
模块为特征的。
如前所述，确定内聚的精确级别是不必要的，重要的该是尽量争取高内
聚和识别低内聚，这样就可以修改软件设计来实现功能独立。
１３．５．３ 耦合
耦合是程序结构中模块相互连接的测度。同内聚类似，耦合可以用图 １３
－７ 所示的谱系表示，耦合依赖于模块间接口的复杂性、引用或进入模块所
在的点、以及什么数据通过接口传递。
在软件设计中我们力争尽可能低的耦合。模块间的简单连接导致软件易
于理解，并且当错误发生于某个位置并在系统中传播时更少受“涟漪效应”
的影响。
图 １３－８ 提供了不同类型耦合模块的例子。模块 ａ 和 ｂ 是不同模块的子
模块，相互之间无关，因而没有直接耦合发生；模块 ｃ 是模块 ａ 的子模块，
并通过常规的参数表来访问，数据通过该列表传递，只存在简单的参数表（例
如，传递简单数据；存在项的一对一对应），这部分结构中就体现了低耦合（谱
系中的数据耦合）；当数据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的参数）通过模块接口传
递时就会发现数据耦合的一个变体，被称作印记（ｓｔａｍｐ）耦合，这种情况出现
在模块 ｂ 和 ａ 之间。
在中度耦合级别上，耦合的特性是在模块间传递控制。控制耦合在大多
数软件设计中非常普遍，如图 １３－８ 所示，在这里，“控制标记”（在从属或
上级模块中控制决策的变量）在模块 ｄ 和 ｅ 之间传递。
当模块连接到软件外部环境上时会发生相对高度的耦合，例如，Ｉ／Ｏ 将
模块耦合到特定设备、格式和通信协议上。外部耦合是重要的，但应该局限
在结构中少量的模块上。高耦合还发生在许多模块引用一个全局数据区时。
共用耦合，就象这种模式的名称一样，显示在图 １３－８ 中，模块 ｃ、ｇ 和 ｋ
都访问一块全局数据区中的数据项（例如，一个磁盘文件、 Ｆｏｒｔｒ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
或 Ｃ 语言中的外部数据类型），模块 ｃ 初始化该数据目，以后模块 ｇ 重新计算
并更新该数据目，让我们设想出现了错误，并且 ｇ 错误地更新了该数据目，
再以后的处理中，模块 ｋ 读取该数据目，试图处理它并失败了，引起软件异
常中止。引起软件异常中止的表面原因是模块 ｋ，实际的原因在于模块 ｇ。在
具有很多共用耦合的结构中诊断错误是费时和困难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使用全局变量就一定是“坏的”，它的含义是软件设计者应该注意共用耦合
的潜在后果，并特别注意防范这些后果。
耦合的最高层次，内容耦合，出现在一个模块使用在另一个模块的边界
中维护的数据或控制信息的情况下，其次，内客耦合出现在分支并跳转到模
块中间时，这种模式的耦合能够并且应该避免。
上面讨论的耦合模式的出现是由于设计决策是在开发程序结构时做出
的，然而，各种各样的外部耦合也可能在编码时引入，例如，编译器耦合将
源代码同编译器的特定（常常是不标准的）属性联系到一起；操作系统（ＯＳ）耦

合将设计和结果代码同操作系统的“钩子”联系到一起，而当 ＯＳ 发生变化时
这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１３．６ 针对有效模块化的设计启发
一旦开发了程序结构，就可以通过应用本章前面介绍的设计概念实现有
效的模块化。程序体系结构是根据本节描述的一组启发方法（指南）来处理
的。
Ⅰ．评估程序结构的“第一次迭代”以降低耦合并提高内聚。一旦开
发了程序结构，为了增强模块独立性可以对模块进行向外或向内的突破，一
个向外突破后的模块变成最终程序结构中的两个或多个模块，一个向内突破
的模块是组合两个或多个蕴含待处理产物的模块。
当两个或多个模块中存在共同的处理构件时，可以将该构件重新定义成
一个内聚的模块，这时常常形成向外突破的模块。在期望高耦合时，有时可
以将模块向内突破，从而减少控制传递、对全局变量的引用和接口的复杂性。
Ⅱ．试图用高扇出使结构最小化；当深度增加时争取提高扇入。图 １３
－９ 中阴影中所示的结构没有有效地使模块因子化，所有的模块都“平铺”
在单个控制模块下，而上面非阴影中的结构显示出通常更合理的控制分布，
结构采用椭圆外形，指明一系列控制层次以及低层的高度实用性的模块。
Ⅲ．将模块的影响限制在模块的控制范围内。模块 ｅ 的影响范围定义
成所有受模块 ｅ 中决策影响的其他模块，模块 ｅ 的控制范围是模块 ｅ 的所有
从属及最终的子模块。如图 １３－９ 所示，如果模块 ｅ 作出的决策影响了模块
ｒ，这就违反了规则Ⅲ，因为模块 ｒ 位于模块 ｅ 的控制范围之外。
Ⅳ．评估模块接口以降低复杂度和冗余并提高一致性。模块接口太复
杂是软件错误的首要原因，接口应该设计成简单地传递信息并且应该同模块
的功能保持一致，接口不一致（看上去是指无关的数据通过参数表或其他技术
进行传递）是低内聚的表现。有问题的模块应该重新评估。
Ⅴ．定义功能可以预测的模块，但要避免过分限制的模块。当模块可
以作为黑盒对待时就是可预测的；即同样的外部数据可以在不考虑内部处理
细节的情况下生成。①具有内部“存储器”的模块可能是不可预测的，除非使
用时加以注意。
将处理限制在单个子函数中的模块体现出高内聚，而且为设计者支持。
然而任意限制局部数据结构大小、控制流内选项或外部接口模式的模块将不
可避免地需要维护来清除这些限制。
Ⅵ．力争“受控入口”模块，避免 “病态连接”。 这条设计原则针对
内容耦合提出警告，当模块接口受到约束和控制时，软件易于理解，因而易
于维护。病态连接是指指向模块中间的分支或引用。
Ⅶ．根据设计约束和可移植性需求，对软件进行打包。打包的含义是
指用来为特定处理环境组装软件的技术。设计约束有时要求程序在内存中“覆
盖”自己，当这种情况必须发生时，设计结构可能必须重新组织，以便根据
重复的程度、访问的频度和调用的间隔将模块分组，此外，可选的或“只用
①

“黑盒”模块是一种过程抽象。

一次”的模块可以在结构中分离出来，以便有效的覆盖它们。
１３．７ 设计模型
本章讨论的设计原则和概念为创建包括数据、体系结构、接口和过程的
设计模型建立了基础。同前面的分析模型类似，在设计模型中每种设计表示
都同其他表示相关联，而且都可以追踪到软件需求。
在图 １３－１ 中，设计模型表示成金字塔，这种形状的象征意义是重要的，
金字塔是极为稳固的物体，它具有宽大的基础和低的重心。象金字塔一样，
我们希望构造坚固的软件设计，我们通过用数据设计建立宽广的基础，用体
系结构和接口设计建立坚固的中部，以及应用过程设计构造尖锐的顶部，从
而创建出不会被修改之风轻易“吹倒”的设计模型。
有意思的是，有些程序员继续在隐晦地设计，从而导致过程设计发生在
编码时，这就类似将金字塔倒立着放在地上——一种非常不稳固的设计结
果，最微小的修改也可能导致金字塔（和这个程序）倾覆。
引入创建设计模型的方法在第 １４ 章和 ２１ 章（关于面向对象系统）描述，
每种方法都使设计者能够创建出符合基本原则并形成高质量软件的稳固设
计。
１３．８ 设计文档
表 １３－１ 所示的文档可以用作设计规约的模板，每一个编号的段落都描
述设计模型的不同侧面，在设计者精化他或她的软件表示时，设计规约的章
节编号也就完成了。

表 １３ － １
Ⅰ．范围

设计规约大纲
Ｃ．外部接口设计

Ａ．系统目标

１．外部数据接口

Ｂ．主要软件需求

２．外部系统或设备接口

Ｃ．设计约束，限制
Ⅱ．数据设计

Ｄ．内部接口设计规则
Ⅴ．（每个模块的）过程性设计

Ａ．数据对象和形成的数据结构

Ａ．处理说明

Ｂ．文件和数据库结构

Ｂ．接口描述

１．外部文件结构

Ｃ．设计语言（或其他）描述

ａ．逻辑结构

Ｄ．使用的模块

ｂ．逻辑记录描述

Ｅ．内部设计结构

ｃ．访问方法

Ｆ．注释／约束／限制

２．全局数据

Ⅵ．需求交叉索引

３．文件和数据交叉索引

Ⅶ．测试部分

Ⅲ．体系结构设计

１．测试方针

Ａ．数据和控制流复审

２．集成策略

Ｂ．得出的程序结构

３．特殊考虑

Ⅳ．接口设计
Ａ．人机界面规约

Ⅷ．特殊注解
Ⅸ．附录

Ｂ．人机界面设计规则

第Ⅰ节（节号指设计规约大纲）中描述了设计工作的整体范围。这一节中
包含的大部分信息来自系统规约和分析模型（软件需求说明）。
第Ⅱ节说明数据设计，描述了外部文件结构、内部数据结构以及连接数
据对象到特定文件的交叉索引。第Ⅲ节是体系结构设计，它说明程序体系结
构如何从分析模型导出，结构图（程序结构的表示）用来表示模块的层次结
构。
第Ⅳ节和第Ⅴ节在开始接口和过程设计时出现。这里描述了外部和内部
的程序接口以及人—机交互界面的详细设计，对模块—可独立引用的软件成
分，例如子例程、函数或过程—使用英语的处理说明进行的描述，处理说明
解释了模块的过程功能，然后过程设计工具用来将该说明翻译成结构化的描
述。
设计规约的第Ⅵ节包含需求交叉索引，这个交叉索引矩阵的目的是（１）
确保软件设计满足所有需求，和（２）指出哪些模块对特定功能的实现是关键
的。
设计文档的第Ⅶ节包含了开发测试文档的第一个阶段。一旦软件结构和
接口建立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发用来测试单个模块和集成整个包的指南。在
有些情况下，详细的测试规程规约和设计平行出现，在这种情况中，这一节
可以从设计规约中删除。
设计约束，例如物理内存限制或对特殊外部接口的需求，会对软件组装
或打包提出特殊要求。由对程序覆盖、虚存管理、高速处理或其他因素的需
求而引起的特殊考虑会导致对从信息流或结构导出的设计的修改。第Ⅷ节描

述了对软件打包的需求和考虑，其次，这一节描述了用来向客户传送软件的
方法。
设计规约的第Ⅸ节包含着补充数据。算法描述、可替换的过程、表格数
据、其他文档的摘要和其他相关信息作为特殊注解或独立的附录描述来出
现。建议开发一份初步操作／安装手册，并将它包含在设计文档的附录中。
１３．９ 小结
设计是软件工程的技术核心。在设计时，对数据结构、程序体系结构、
接口和过程细节进行了逐步的求精、复审和文档描述。设计导致能够评估质
量的软件的表示。
过去三十年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软件设计原则和概念。设计原则在设计
过程进行中指导软件工程师开展工作。设计概念提供了有关设计质量的基本
标准。
（程序和数据的）模块化和抽象的概念使设计者能够简化并复用软件构
件。求精提供了表示连续层次功能细节的机制。程序结构和数据结构对软件
体系结构的整体视图做出了贡献，而过程提供了算法实现的必要细节。信息
隐蔽和功能独立性为实现有效的模块化提供了途径。
我们用 Ｇｌｅｎｆｏｒｄ Ｍｙｅｒｓ［ＭＹＥ７８］的话总结我们有关设计基本原理的讨
论：
我们试图匆忙完成设计过程，以便在项目结尾时节省出足够的时间去发
现由于我们匆忙完成设计过程而造成的错误来解决问题…。
基本准则是：不要匆忙地完成它！设计是值得花费精力的。
我们还没有为设计的讨论作结论，在下面一章中会讨论设计方法，这些
方法同本章中的基本原理以及第 ２１ 章中的其他方法相结合，就构成了软件设
计的完整基础。
思考题
１３．１ 你在“编写”程序时对软件进行过设计吗？软件设计和编码的区别
是什么？
１３．２ 开发三个其他的设计原则以便添加到 １３．３ 节中提到的原则中去。
１３．３ 提供三个抽象数据以及可以用来对它们进行操作的抽象过程的例
子。
１３．４ 应用“逐步求精方法”开发下面一个或多个程序的三种不同层次的
抽象过程：
ａ．开发一个支票打印机。给定美元数额，以支票上通常要求的格式
打印出数额。
ｂ．超越（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方程式根的迭代解法。
ｃ．为操作系统开发一个简单的 ｒｏｕｎｄ－ｒｏｂｉｎ 调度算法。
１３．５ 不等式（１３．２）有没有可能取非真值？这样的情况对模块化的论证
有何影响？
１３．６ 何时应该将模块设计实现成一个单片集成电路式的软件？如何做
到这一点？性能是不是实现单片集成电路式软件的唯一要求？

１３．７ 为下面软件问题之一开发至少五层的抽象：
ａ．消费者银行应用软件
ｂ．计算机图形应用软件的 ３ 维变换包
ｃ．ＢＡＳＩＣ 语言解释器
ｄ．两个自由的机器人控制器
ｅ．你和你的导师同意的任何问题
随着抽象层次的降低，你的注意力会逐步集中，这样在最后的层次中（源
代码）只需要描述单个任务。
１３．８ 获取 Ｐａｒｎａｓ 的原始文章［ＰＡＲ７２］并总结用来例举将系统分解为模块
的软件例子。在实现分解的过程中是怎样隐蔽应用信息的？
１３．９ 讨论下面两个概念的区别：作为有效模块化特性的信息隐蔽和模块
独立性。
１３．１０ 复审你最近的一些软件开发工作，并对每个模块分级（按照从 １－
低到 ７－高的刻度）。举出你最好和最差的工作。
１３．１１ 许多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将内部过程作为一种模块构件。这种构件
怎样影响耦合？怎样影响信息隐蔽？
１３．１２ 耦合和软件可移植性的概念有何关系？提供例子支持你的讨论。
１３．１３ 讨论结构划分怎样能帮助提高软件可维护性？
１３．１４ 开发因子化的软件体系结构的目的是什么？
１３．１５ 用你自己的话描述信息隐蔽概念。
１３．１６ 为什么将模块的影响范围限制在它的控制范围内是个好主意？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由 Ｆｒｅｅｍａｎ 和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ＥＥＥ １９８３）编写的文选中包含了对有关软件设计的重要文章的出色的历史性
概述。这本指南再版了许多已经形成当今软件设计主流的基本经典文章。在
Ｍｙｅｒｓ［ＭＹＥ７８］，Ｐｅｔｅｒｓ［ＰＥＴ８１］，Ｍａ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 Ｈａｌｌ ， １９９０） 和 Ｓｏｍｍｅｒｖｉｌｌ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５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６）的书中可以找到有关
软 件 设 计 基 本 原 理 的 有 益 讨 论 。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Ｃｏ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对设计高质量计算机软件的实际方面作了精彩的讨论。
在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ＭｃＣｌｕｒｅ 的书（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８５）中可以找到不同设计符号体系的介绍。
Ｓｔｅｖｅｎ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０）
探讨了数据、结构和过程设计。Ｗｉｔｔ 和他的同事们（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ｎ
Ｎｏｓｔｒａｎｄ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 １９９３） 也 透 彻 的 讨 论 了 这 个 问 题 。 Ｓｈａｗ 和
Ｇａｒｌａ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以及 Ｃｏｐｌｉｅｎ 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 编写的一本文选（Ｐａｔｔ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ｓｉｇｎ，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５）中论述了围绕创建有效软件体系结构的设计问题。
对计算机软件和设计基本原理的严格的数学研究可以在
Ｊｏｎｅ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ｉｇｏｒｕｒｏｕ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８０），Ｗｕｌｆ（Ｆｕ 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８１）以及 Ｂｒａｓｓａｒｄ 和 Ｂｒａｔｌｅｙ（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ｓ，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的书中找到。这些文献都为我们对计算机软件的理解
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Ｋｒｕｓｅ（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４）和 Ｔｕ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Ｉ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１９９５）提供了关于数据结构的有价值的信息。Ｃａｒｄ 和 Ｇｌａ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０）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
讨论了设计质量的测度。
对设计问题的一般讨论可以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新闻组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 和
其他许多新闻组中找到。
在下述站点上有对软件设计集成环境的讨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ｓ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ＫＳ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ＫＳＬ－９１－７３．ｈｔｍｌ
各种有关软件设计的联机文章以及其他最新信息可以从软件设计协会得
到：
ｈｔｔｐ：／／ｐｃ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ａｓｄ／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对软件体系结构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研究，在下面的站点可以找到关于这
个专题的出色性的技术指导：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ｒｓ．ｒｅｓｔｏｎ．ｐａｒａｍａｘ．ｃｏｍ／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ｈｔｍｌ
有关当前工作的链接可以在下面站点中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ｃｍｕ．ｅｄｕ／～ｓｈａｗ／Ｓｈａｗｐａｒｔｓ／ＡｒｃｈＰｕｂ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ｉ．ｃｍｕ．ｅｄｕ／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ｕｍａｓｓｄ．ｅｄｕ／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ｔｍｌ
有关软件设计的最新 ＷＷＷ 文献列表可以在：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中找
到。

第 １４ 章

设计方法

设计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多步的过程，其主要任务是从信息需求中综合出
数据结构的表示、程序结构、接口特征和过程细节。Ｆｒｅｅｍａｎ 在［ＦＲＥ８０］中对
设计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设计是一项主要考虑进行重要决策的活动，这些决策通常都与结构有
关。设计与编程都要考虑抽象信息表示，但其详细程度与编程有很大的不同。
设计的结果是一个一致的、合理计划的程序表示，主要描述高层各部分的相
互关系和低层所需的逻辑操作…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指出，设计是由信息驱动的。各种软件设计方法主要
考虑分析模型中的三个域，因此数据、功能和行为三个域是整个设计创建活
动的指南。
本章将讨论多种用于创建设计模型（见图 １３－１）的各个层次的方法，本
章的目标是提供一个系统地完成设计的方法，设计的结果就是构造软件的蓝
图。
１４．１ 数据设计
数据设计是实施软件工程中的四个设计活动的第一个（有人也认为是最
重要的一个）。由于数据结构对程序结构和过程复杂性都有影响，数据结构对
软件质量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信息隐蔽和抽象数据的概念为数据设计提供了
基础。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在参考文献［ＷＡＳ８０］中总结了数据设计的过程：
数据设计的主要活动是选择对需求定义和规约过程中找出来的数据对象
（数据结构）的逻辑表示。选择过程可以包括对候选结构进行算法分析，以决
定出效率最高的结构；选择过程也可以只使用一组模块（一个包），在对象的
某种表示上提供需要的操作。
设计中的另一个相关的活动是标识要直接作用于逻辑数据结构的程序模
块，这样，各个数据设计决策的影响域就受到了约束。
无论采用哪种设计技术，好的数据设计将改善程序结构和模块划分，降
低过程复杂性。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ＷＡＳ８０］提出了一组用于数据规约和设计的原则。在实际应用
中，数据设计在创建分析模型（见第 １２ 章）就已经开始了，考虑到需求分析和
设计经常要重叠，我们主要考虑以下一组数据规约原则［ＷＡＳ８０］：
１．用于功能和行为的系统分析原则也应用于数据。我们通常要在导出、
复审和刻画功能需求和初步设计上花很多时间和工作量；数据对象及其关
系、数据流和内容的表示也应该按步骤进行开发和复审，其他可选的数据组
织结构也应加以考虑，数据模型对于软件设计的影响也应得到正确的评估，
例如，一个多环链表可能可以很好地满足数据需求，但它也可能导致过于复
杂的软件设计，而其他替代的数据组织结构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２．应该标识所有的数据结构以及其上的操作。设计一个高效的数据结构
必须考虑其上的操作（见参考文献［ＡＨＯ８３］），例如，考虑一个由不同数据元素
组成的数据结构，在许多重要的软件功能中都要操作这个数据结构。通过评
估该数据结构上的操作，可定义一个抽象数据类型，以便在以后的软件设计

中使用。抽象数据类型的规约将大大简化软件设计。
３．应当建立数据字典，并用于数据设计和程序设计。数据字典的概念在
第 １２ 章中已经介绍，数据字典明确表示了数据对象间的关系以及对数据结构
中的元素的约束。如果有一个类似字典的数据规约存在，那些必须利用某些
特定关系的优秀算法的定义将得到简化。
４．低层的设计决策应该推迟到设计过程的后期。数据设计可以采用逐步
求精的过程，也就是说，总体的数据组织可以在需求分析阶段定义，在概要
设计中进行精化，并在以后的设计迭代中进行详细描述。在数据设计中应用
自顶向下方法的优点与在软件设计中应用自顶向下方法的优点类似：主要的
结构属性要首先进行设计和评估，以便建立数据的体系结构。
５．只有那些需要直接使用数据结构内部数据的模块才能看到该数据结构
的表示。信息隐蔽的概念以及相关的耦合概念为软件设计质量的评估提供了
依据。本原则不但强调了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还强调了“将数据对象的逻
辑视图和物理视图分开的重要性”［ＷＡＳ８０］。
６．应该开发一个由有用的数据结构和应用于其上的操作组成的库。数据
结构和操作都应被看作可用于软件设计的资源，数据结构的设计可以考虑到
复用。数据结构模板（抽象数据类型）库可以减少数据规约和设计的工作量。
７．软件设计和程序设计语言应该支持抽象数据类型的规约和实现。如果
没有办法对已有的数据结构直接进行规约，复杂数据结构的实现（以及对应的
设计）将变得非常困难。例如，如果目标语言是 Ｆｏｒｔｒａｎ 的话，实现（或设计）
一个链表或多层异构数组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 Ｆｏｒｔｒａｎ 不支持直接对这些
数据结构进行规约。
以上这些原则为数据设计提供了基础，它们既可以应用在软件工程的定
义阶段，也可以应用在开发阶段。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我们已经指出，清晰的
信息定义是软件开发成功的关键。
１４．２ 体系结构设计
体系结构设计的主要目标是开发一个模块化的程序结构，并表示出模块
间的控制关系。此外，体系结构设计将程序结构和数据结构相结合，为数据
在程序中的流动定义了接口。
为了理解体系结构设计的重要性，这里给出一个日常生活的小例子：
你存了一笔钱，买了一块土地，准备盖一幢自己梦想中的房子。由于没
有这方面的经验，你拜访了一位建筑师，向建筑师解释了自己的要求：房间
的大小和数目、流行的式样、温泉、教堂式的屋顶、大量的玻璃窗等等。建
筑师仔细的听了，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表示需要花几个星期进行设计。
你在焦急的等待中一直在想象自己的房子会是什么样，脑海里已经有了
好几幅画面（当然，都非常昂贵）。最后建筑师来了电话，你就立刻赶往建筑
师的办公室。
建筑师打开自己的文件夹，拿出第二层浴室的设计图纸，并进行了详细
的解释。
“可是，总体的设计是怎样的？”你问。
“不用着急，”建筑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
建筑师的做法是不是有些不正常？你是不是对建筑师最后的回答感到满

意？当然不满意。你需要看到房子的草图、楼层平面图以及其他一些可以提
供体系结构视图的信息。然而，许多软件开发人员的做法和例子中的建筑师
是类似的，他们注重具体的设计（过程细节和代码），而忽略了软件体系结构。
本节给出的设计方法鼓励软件工程师在考虑具体的设计之前先集中考虑体系
结构设计。
１４．２．１ 贡献者
体系结构设计（和通常的软件设计）起源于早期的强调模块化的设计概念
［ＤＥＮ７３］、 自 顶 向 下 的 设 计［ＷＩＲ７１］ 和结构化程序设计 ［ＤＡＨ７２， ＬＩＮ７９］ 。
Ｓｔｅｖｅｎ、Ｍｙｅｒｓ 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ＳＴＥ７４］是基于数据在系统中流动的软件设计
的最早支持者。这些工作经过精化后归纳在 Ｍｙｅｒｓ［ＭＹＥ７８］以及 Ｙｏｕｒｄｏｎ 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ＹＯＵ７９］的书中。
有关软件体系结构设计的一些新工作则对此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Ｓｈａｗ
和 Ｇａｒｌａｎ［ＳＨＡ９５］的书以及 Ｄｅａｎ［ＤＥＡ９５］和 Ｍｏｒｉｃｏｎｉ［ＭＯＲ９５］的文章是有代表
性的关于用形式化方法表示体系结构设计模型和模式的工作。
１４．２．２ 应用域
每种软件设计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选择设计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其应用的范围。面向数据流的设计可以用于大量的应用领域，事实上，由于
所有的软件都可以用数据流图表示，从理论上讲，使用这些数据流图的设计
方法可以应用到各种软件开发中。面向数据流的设计在那些信息需要顺序进
行处理，并且基本没有层次数据结构的应用中特别有效，例如，微处理器控
制；复杂的数值分析过程；过程控制；以及其他一些属于这一类的工程和科
学应用软件。面向数据流的设计技术还可以用于数据处理应用，也可以有效
地用于有层次数据结构的应用。
然而，在某些应用中对数据流的考虑最好作为一个次要方面，在这些应
用中（比如数据库系统、专家系统、面向对象用户界面），其他的设计方法可
能会更有效。
１４．３ 体系结构设计过程
面向数据流的设计是一种体系结构设计方法，它可以方便地从分析模型
转换到程序结构的设计描述。这种从信息流（用数据流图表示）向结构的变迁
是通过以下五步过程的某些部分来完成的：（１）建立数据流的类型；（２）指明
流的边界；（３）将 ＤＦＤ 映射到程序结构；（４）用“因子化”的方法定义控制的
层次结构；以及（５）用设计测度和启发信息对结构进行求精。其中，信息流的
类型是第三步中的映射驱动因素。下面，我们考查两种流类型。
１４．３．１ 变换流
在基本的系统模型（第 ０ 层数据流图）中，信息必须以“外部世界”信息
的形式进出软件。例如，键盘输入的数据、电话线上的语音信号以及计算机

显式器上的图形都是外部世界的信息。为了处理方便，外部的数据形式必须
转化成内部的形式，图 １４－１ 表示了数据的时间历史。信息可以通过各种路径
进入系统，并被标识为输入流，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由外部数据变换成内部的
形式。在软件的核心，有一个重要的变换，输入数据通过了“变换中心”，
并沿各种路径流出软件，这些流出的数据称为输出流。整个的数据流动以一
直顺序的方式沿一条或几条路径进行。如果一部分数据流图体现了这些特
征，这就是变换流。

１４．３．２ 事务流
由于基本的系统模型隐含着变换流，可以把所有的数据流都归为这一
类。然而，信息流经常可以被描述成有一个称为事务的单个数据项，它可以
沿多条路径之一触发其他数据流。如果数据流图类似于图 １４－２ 的形式，则就
是事务流。
事务流的特征是数据沿某输入路径流动，该路径将外部信息转换成事
务，估计事务的价值，根据其价值，启动沿很多“动作路径”之一的流。其
中发射出多条动作路径的信息流中心被称为事务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大系统的 ＤＦＤ 中，变换流和事务流可能会同时出
现，例如，在一个面向事务的流中，动作路径上的信息流可能会体现出变换
流的特征。
１４．４ 变换映射
变换映射是一组设计步骤，可以将具有变换流特征的 ＤＦＤ 映射为一个预
定义的程序结构模板。本节通过将这些设计步骤应用于一个实例系统来说明
变换映射，该实例系统是前面章节提到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软件的一部分。
１４．４．１ 一个实例
前面提到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软件是目前仍在使用的许多基于计算机的产
品和系统的代表，该产品监视现实世界，并对遇到的变化做出反应，它也可
以通过一系列相应的输入和字母数字显示器与用户交互。图 １４－３ 是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第 ０ 层数据流图，与第 １２ 章相同。
在需求分析阶段，应该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建立更详细的流模型，另外，还应建
立控制和加工规约、数据字典和各种行为模型。①
１４．４．２ 设计步骤
上面的例子将被用于说明变换映射的各个步骤，这些步骤首先都要对需
①

在阅读本章之前应先阅读第 11 章和第 12 章。

求分析中完成的工作进行重新评估，然后转向程序结构的开发。
步骤 １ 复审基本系统模型。基本系统模型包括第 ０ 层 ＤＦＤ 和支持信息，
在实际应用时，这一步骤需要评估系统规约和软件需求规约，这两个文档在
软件接口级描述了信息流和结构，图 １４－３ 和 １４－４ 描述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第
０ 层和第 １ 层数据流。
步骤 ２ 复审和精化软件的数据流图。需要对从包含在软件需求规约中的
分析模型中获得的信息进行精化，以便得到更多的细节。例如，检查第 ２ 层
的“监控传感器”的 ＤＦＤ（图 １４－４ 和图 １４－５），导出了第 ３ 层数据流图（见图
１４－６）。在第 ３ 层，数据流图中的每个变换都展示了高的内聚性（见第 １３ 章），
也就是说，变换所代表的加工执行单一、独立的功能，该功能可由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中的一个模块来实现，因此，图 １４－６ 中的 ＤＦＤ 包含了用于设计“监控传
感器”子系统的程序结构所需的足够多的细节信息，不需要再进一步精化。
步骤 ３ 确定 ＤＦＤ 含有变换流还是事务流特征。总的来说，系统里的信息
流总可以表示为变换流，但如果其中有明显的事务流特征（见图 １４－２），最好
采用另一种设计映射。在这一步骤中，设计人员根据前面介绍的 ＤＦＤ 特征确
定全局（整个软件）的流特征。此外，也应隔离出局部的变换流和事务流，这
些局部流可以用于精化按照全局 ＤＦＤ 特征导出的程序结构。下面就针对图
１４－６ 中的“监控传感器”子系统的数据流进行讨论。
通过对 ＤＦＤ（图 １４－６）的评估，我们可以看出，数据通过一条输入路径进
入软件，沿三条输出路径流出，没有明显的事务中心（虽然变换“询问警报条
件”也可以被看作事务中心），因此，整个 ＤＦＤ 具有变换流特征。
步骤 ４ 划分输入和输出流的边界，隔离变换中心。前面已经指出，输入
流被描述为信息从外部形式变换为内部形式的路径；输出流是信息从内部形
式变换为外部形式的路径，但对输入流和输出流的边界并未加以说明。实际
上，不同的设计人员在选择流边界时可能不尽相同，不同的流边界选择也将
导致不同的设计方案。虽然在选择流边界时要加以注意，但是，沿流路径的
某个泡泡的变化对最终的程序结构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例子中的流边界由两条纵向的曲线确定（见图 １４－６），包括变换中心在内
的变换（泡泡）位于两条边界曲线之间。另一种调整方案是，将输入流的边界
定在“读传感器”和“询问响应信息”之间。本步骤的重点在于选择合理的
边界，而不是关于边界位置的冗长迭代。
步骤 ５ 完成“第一级因子化”。程序结构表示了控制自顶向下的分布，
因子化的作用是得到一个顶层模块完成决策，低层模块完成大多数输入、计
算和输出工作的程序结构，中层的模块既完成一部分控制，又完成适量的工
作。
对于变换流，ＤＦＤ 将被映射成一个能为信息的输入、变换和输出提供控
制的特定结构。图 １４－７ 表示了对“监控传感器”子系统进行第一级因子化的
结果，主控模块（图中称为“监控传感器执行程序”）位于程序结构的顶端，
负责协调以下的子控制功能：
输入信息处理控制模块（图中称为传感器输入控制），负责协调接收所有
输入数据。

变换流控制模块（图中称为警报条件控制），负责管理采用内部形式的数
据上的所有操作（如，一个调用多个数据变换过程的模块）。
输出信息处理控制模块（图中称为警报输出控制），负责产生输出信息。
虽然图 １４－７ 蕴含了一种三叉的结构，但是，大型系统的复杂数据流图可
能会要求为上述的每个控制功能提供两个或多个模块。第一层模块的数量应
为既完成控制功能又维持良好的耦合和内聚特征的最少模块数。
步骤 ６ 完成“第二级因子化”。第二级因子化是将 ＤＦＤ 中的每一个变换
（泡泡）映射为程序结构中的模块。从变换中心的边界开始，沿输入路径和输
出路径向外，将变换依次映射到子层的软件结构中去。图 １４－８ 表 示 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第二级因子化的一般结果。
虽然图 １４－８ 表示了 ＤＦＤ 变换和软件模块间的一对一映射，其他的映射方
式也经常采用。两个甚至三个变换可以合并在一起，用一个模块表示（有时会
产生内聚问题）；一个变换也可以扩展成两个或多个模块。第二级因子化的结
果往往是现实考虑和设计质量要求的折衷，以后的复审和精化可能会导致这
个结构的改变，但这个结构仍然应作为第一次的迭代结果。
对于输入流的第二级因子化，方法也是类似的，因子化是从变换中心与
输入流的边界开始沿输入流反方向进行。子系统软件的变换中心的映射略有
不同，ＤＦＤ 变换中心部分的每个代表转换或计算的变换应该被映射为变换控
制模块的子模块。图 １４－９ 是一个完整的第一次迭代的程序结构。
按以上方法映射出来的模块（见图 １４－９）表示了最初的程序结构设计结
果。虽然模块的名字已经可以体现其功能，我们仍然需要为每个模块提供简
要的处理说明（可以经修改分析建模时创建的 ＰＳＰＥＣ 得到）。处理说明应该包
含以下内容：·模块输入和输出的信息，即接口描述。
·模块要保留的信息，例如，在局部数据结构中存储的数据。
·过程描述，指明主要的决策点和任务。
·有关限制和特殊特性的讨论（例如，文件 Ｉ／Ｏ、与硬件相关的特征、特
殊的时间要求）。
这些描述可以作为第一代的设计规约，以后的设计过程中还要对此进行
不断的求精。
步骤 ７ 用提高软件质量的启发信息，精化第一次迭代得到的程序结构。
应用模块独立性的概念（见第 １３ 章）总能对第一个程序结构进行精化。对模块
进行“外突破”或“内突破”，可以得到合理的因子化、好的内聚、低的耦
合的程序结构，最重要的是易于实现、测试和维护的程序结构。
求精往往是对现实进行考虑和常识的要求，例如，有时输入数据流的控
制模块完全没有必要；有时输入处理需要在变换控制模块的子模块中完成；
有时全局数据的存在使得高耦合不可避免；有时优化结构不可能达到。软件
需求加人工的判断是最终的依据。
对于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监控传感器子系统开发的第一次迭代结果来说，可以
进行很多修改：（１）由于只有一条输入路径，输入控制模块就变得没有必要
了，因此可以去掉；（２）由变换流生成的子结构可以内突破成模块“建立报警
条件”（其中现在包括了“选择电话号码”所代表的处理），变换控制模块就

不再需要了，由此导致的内聚性的较小降低是可以容忍的；（３）模块格式化显
示和模块产生显示可以合并成一个新的模块显示过程（我们认为数据的格式
是非常简单的）。图 １４－１０ 表示了精化以后的监控传感器程序结构。
以上七个步骤的目的是开发一个全局的软件表示，即一旦结构被定义，
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并据此对软件体系结构进行评估和求精。虽
然以后的修改仍然需要做一些工作，但这部分的工作对软件的质量和可维护
性具有深远的影响。
读者可以停下来考虑一下以上设计步骤和编写程序的区别。如果只有代
码作为软件的表示，开发人员就很难在全局的层次上对软件进行评估和求
精，容易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和后果”。

１４．５ 事务映射
在许多软件应用中，一个单个数据项触发一条或多条信息流，每条信息
流代表一个由数据项的内容蕴含的功能，这个数据项被称为事务。其相应的
流特征在 １４．３．２ 节中已做了讨论，在本节我们主要考虑处理事务流的设计步
骤。
１４．５．１ 一个实例
为了阐明事务映射，可以考虑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用户交互子系统。该子系
统的第 １ 层的数据流图如图 １４－４ 所示，对此图进行精化后得到第 ２ 层数据流
图（见图 １４－１１），相应的数据字典、ＣＳＰＥＣ 和 ＰＳＰＥＣ 也应被创建出来。
如图所示，用户命令流入系统，沿三条动作路径之一产生其他的信息流，
单个数据项命令类型导致数据流从中心扇出，因此整个数据流的特征是面向
事务的。
应该注意，沿这三条动作路径中的两条路径的信息流还需要其他的输入
流，例如，系统参数和数据是动作路径配置的输入。三条动作路径都流入变
换显示信息和状态。
１４．５．２ 设计步骤
事务映射的步骤与变换映射的步骤很相似，有时甚至是相同的，主要区
别在于将 ＤＦＤ 映射成的软件结构不同。
步骤 １ 复审基本系统模型。
步骤 ２ 复审和精化软件的数据流图。
步骤 ３ 确定 ＤＦＤ 含有变换流还是事务流特征。这三个步骤与变换映射中
的对应步骤是一致的。图 １４－１１ 中的 ＤＦＤ 具有典型的事务流特征，但从变换
与“命令处理”相关发出的两条动作路径上的流具有变换流的特征，因此必
须为这两种流建立流边界。
步骤 ４ 标识事务中心和每条动作路径上的流特征。事务中心的位置可以
从 ＤＦＤ 上直接识别出来，事务中心位于几条动作路径的起始点上，在图 １４－

１１ 来看，变换与“命令处理相关”就是事务中心。
输入路径（就是接受事务的路径）和所有的动作路径都必须被隔离出来。
图 １４－１１ 中也标识出了接受路径和动作路径的边界。对于每条动作路径来
说，还应确定它们自己的流特征。例如，路径密码（在图 １４－１１ 中用阴影标出）
具有变换流特征，对其又要找出输入、变换和输出流及其边界。
步骤 ５ 将 ＤＦＤ 映射到一个适合于进行事务处理的程序结构上。事务流应
被映射到包含一个输入分支和一个分类处理分支的程序结构上，输入分支结
构的开发与变换流中采用的方法是类似的，从事务中心开始，沿输入路径的
变换都被映射成模块。分类处理分支结构又包含一个分类控制模块，它控制
下面的动作模块。ＤＦＤ 的每一个动作流路径应映射成与其自身的流特征一致
的结构，图 １４－１２ 表示了这一过程。
考虑用户交互子系统的数据流，本步骤的第一级因子化如图 １４．１３ 所
示，变换读用户命令和变换激活／非激活系统可以直接映射到程序结构中，而
不需要中间的控制模块；事务中心与“命令处理”相关直接映射成同名的子
控制模块；对系统配置和密码处理的控制模块的映射如图 １４—１２ 所示。
步骤 ６ 因了化并精化该事务结构和每条动作路径的结构。每条动作路径
的数据流图有自己的信息流特征，它可以是变换流也可以是事务流。与动作
路径相关的子结构可以根据本部分和上部分讨论的设计步骤进行开发。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图 １４－１１ 中的密码处理信息流（阴影部分），它具有
典型的变换流特征。密码作为输入流，它被送到变换中心与以前记录的密码
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结果不匹配的话，将产生报警和警告信息。配置路径也
是类似地按变换流处理。图 １４－１４ 是最后的程序结构。
步骤 ７ 用提高软件质量的启发信息，精化第一次迭代得到的程序结构。
这一步与对应的变换映射的步骤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方法中，模块相关性、
实用性（实现和测试的有效性）以及可维护性的标准在修改程序结构时必须加
以认真的考虑。
１４．６ 设计的后处理
应用变换和事务映射后，还应增加作为体系结构设计一部分的所需文
档。程序结构开发出来并进行精化以后，还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为每个模块开发处理说明。
·为每个模块提供接口描述。
·定义局部和全局数据结构。
·标出所有各种设计限制／局限。
·进行设计复审。
·进行优化（如果需要的话）。
处理说明应该是无二义的，它应正确描述模块内的处理过程，其内容主
要包括处理任务、决策和 Ｉ／Ｏ 的描述。
接口描述需要对内部模块接口、外部系统接口和人机界面进行设计，这
些内容在 １４．８ 节讨论。

数据结构的设计对程序结构和每个模块的过程细节都有深远的影响。第
１２ 章中介绍的技术可以用来建立基础数据模型和标识各种重要数据对象，它
们可以作为设计局部和全局数据结构的基础。
应该记录下对模块的限制和／或局限，典型的讨论话题包括对数据类型和
格式的限制、对内存和时间的局限、对数据结构的量和边界值的限制、没有
考虑的特殊情况和个体模块的独特特征。记录这些限制／局限的目的是减少因
对模块的功能理解不准确而引入的错误的数量。
每个模块的设计文档开发完毕后，就要对设计进行复审（复审的指南见第
８ 章）。复审强调软件需求的可跟踪性、程序结构的质量、接口的描述、数据
结构的描述、实现和测试的实用性以及可维护性。
１４．７ 体系结构设计优化
在对设计优化进行讨论之前，应首先记住这句话：“不能实施的‘优化
设计’是毫无价值的”。软件设计人员应该始终考虑开发一个能满足所有功
能和性能需求以及设计质量要求的软件表示。
应该鼓励设计阶段早期对程序结构多做精化，软件表示在开发出来以后
应该不断精化和评估，以达到“最好”。便于优化也是开发软件体系结构表
示的一个重要因素。
重要的是要注意，结构上的简单往往反映出程序的优雅和高效。设计优
化应在满足模块化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模块数量，在满足信息需求的前提
下尽量减少复杂数据结构。
对于对性能要求很高的应用来说，可能还需要在设计的后期甚至编码阶
段进行优化。软件工程师应该注意，一小部分程序（通常占 １０％～２０％）往往
占用大部分的处理时间（５０％～８０％）。因此，以下的方法对于对性能要求很
高的应用来说并非是不合理的：
１．开发和精化程序结构，且不考虑关键性能而进行的优化。
２．使用可以提高运行性能的 ＣＡＳＥ 工具来孤立低效的部分。
３．在后期设计中，对有可能最消耗时间的模块的算法进行时间优化。
４．用适当的程序设计语言编码。
５．孤立出那些大量占用处理器时间的模块。
６．如果需要，用依赖机器的语言重新设计和编码，以提高效率。
这一方法遵循了下面的格言：“先使其工作起来，再设法使其更好地工
作”。后面我们还要对此进一步讨论。
１４．８ 接口设计
体系结构设计为软件工程师提供了程序结构的全局视图，就像房子的蓝
图一样，如果不画出门、窗、水管、电线和电话线（更不要说有线电视的电缆），
整个设计是不完整的。对于计算机软件来说，这些“门、窗和布线”就构成
了系统的接口设计。
接口设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１）设计软件模块间的接口；（２）设计模块
和其他非人的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比如外部实体）的接口；以及（３）设计人
（用户）和计算机间的接口。

１４．８．１ 内部和外部接口设计
内部程序接口的设计有时也被称为模块间的接口设计，它是由模块间传
递的数据和程序设计语言的特性共同导致的。①一般来说，分析模型中包含了
足够的信息用于模块间的接口设计。数据流图（见第 １２ 章）描述了数据对象在
系统中流动时发生的变换，ＤＦＤ 中的变换（泡泡）被映射到程序结构的模块中
（见 １４．４ 节和 １４．５ 节），因此，每个 ＤＦＤ 变换的输入和输出箭头（数据对象）
必须被映射到与该变换对应的模块接口上。
外部接口设计起始于对分析模型的 ＤＦＤ 中的每个外部实体的评估。外部
实体的数据和控制需求确定下来以后，就可以设计外部接口了，例如，前面
讨论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需要与各种传感器连接，每个传感器的外部接口设计由
传感器所需的特定数据和控制项决定。
内部和外部接口设计必须与模块内的数据验证和错误处理算法紧密相
关，由于副作用往往是由程序接口进行传播的，必须对从某模块流向另一个
模块（或流向外部世界）的数据进行检查，以保证符合需求分析时要求的确
定。
１４．８．２ 用户界面设计
在 Ｂｅｎ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ＳＨＮ８７］专门介绍用户界面设计的书中，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指出：
对于许多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的用户来说，挫折和焦虑是他们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他们努力地学习命令语言和菜单选择系统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
工作。有些人甚至对计算机、终端和网络产生了恐惧，因而刻意地回避计算
机化的系统。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提到的问题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也都遇到过难学、难用、
令人迷惑、对人过于苛刻，总之使人感到沮丧的用户界面。然而，仍然有人
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开发这样的界面，看起来，他们并不是有意地在制造问题。
用户界面的设计要求在研究技术问题的同时对人加以研究。用户是什么
样的人？用户怎样学习与新的计算机系统交互？用户怎样解释系统产生的信
息？用户对系统有那些期望？这些问题仅仅是需要在用户界面设计时必须询
问和回答的部分问题。
１４．９ 人机界面设计
设计用户界面的过程应该从创建不同的系统功能模型（从外部对系统的
视图）开始。从此时开始，用以完成系统功能的任务被分为了面向人的和面向
计算机的；它们在要应用到接口设计的各种设计问题中得到考虑。各种工具
可被用于建造原型和最终实现设计模型；最后从质量的角度对结果进行评
估。
１４．９．１ 界面设计模型
①

常规的编程语言通常采用参数表示进行接口上的数据传递；面向对象语言使用消息实现数据传递。在这

两种情况下设计要考虑的问题是不同的。

设计人机界面（ＨＣＩ）时要考虑四种模型：软件工程师创建“设计模型”；
人员工程师（或者也是软件工程师）建立“用户模型”；终端用户在脑海里对
界面产生的映象称为“用户的模型”或“系统感觉”；系统的实现者创建“系
统映像”［ＲＵＢ８８］。不幸的是，这四种模型可能会相去甚远，界面设计人员的
任务就是消除这些差距，导出一致的表示界面。
整个系统的设计模型包括对软件的数据、体系结构、界面和过程的表示，
需求规约可以建立一定的约束以有助于定义系统的用户，界面的设计往往是
设计模型附带结果①。
用户模型描述了系统终端用户的特点。为了建立有效的用户界面，“开
始设计之前，必须对用户加以了解，包括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教育、文
化和种族背景、动机、目的以及性格”［ＳＨＮ８７］。此外，用户可以分类为：
·新手：对系统没有任何“语法了解”②，对该应用程序或计算机的一般
用法几乎没有“语义了解”③；
·对系统有了解的中级用户：对该应用程序有一定的合理的语义了解，
但对使用界面所必需的语法信息的了解还比较少；
·对系统有了解的常用用户：对该应用程序有很好的语义和语法了解（这
经常导致“强力用户综合症”），这些用户经常寻找更简洁和快速的交互方式。
系统感觉（用户的模型）是终端用户在脑海里对系统产生的印象，例如，
请某种特殊字处理程序的用户描述其功能，系统感觉是用户回答的依据，准
确的回答取决于用户的特点（新手只能做简要的回答）和用户对同领域软件的
了解。一个对字处理软件有深刻了解，但刚刚开始使用这种字处理程序的用
户可能比已经使用该字处理程序好几个星期的新手回答得更详细。
系统映像包括计算机系统的外在表示（界面的观感）和用来描述系统语法
和语义的支撑信息（书、手册、录像带）。如果系统映像和系统感觉是一致的，
用户就会对软件感到很舒服，使用起来效率就很高。为了将这些模型融合起
来，设计模型必须包括用户模型中的一些信息，系统映像必须准确地反映接
口的语法和语义信息。这几种模型的关系如图 １４－１５ 所示。
这些模型是对“用户在使用交互式系统时的所作所为、或是用户想象中
的所作所为、或是他人想象中的用户的所作所为的抽象”［ＭＯＮ８４］。从本质上
看，这些模型使得界面设计人员能够满足界面设计中的最重要的原则：“了
解用户，了解任务。”
１４．９．２ 任务分析和建模
任务分析和建模有助于理解人们同时执行的任务（以手工或半自动的方
式），并将它们映射成在 ＨＣＩ 环境中实现的一组类似的任务（并不需要完全一
样）。这一过程可以通过研究已有的计算机解决方案的规约，导出能够表示用
户模型、设计模型和系统感觉的一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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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时也并不是这样。对于交互式系统来说，界面设计和数据、体系结构、过程的设计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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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语法了解”是指有效使用界面所需的交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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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了解”是指该应用程序的内在含义，即对执行的功能、输入输出的含义、系统的目的理解。

无论通过什么渠道进行任务分析，人员工程师必须首先定义任务并对任
务分类，一种办法是分多步进行（见第 １３ 章）。例如，一个小软件公司想要为
室内设计人员建立一个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通过对设计人员工作的观察，
工程师注意到室内设计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活动：家具布局、材料选择、墙面
和窗面的选择、向用户的展示、商定价格和购买。其中每项任务又可分成子
任务，例如，家具布局可以分为：（１）基于房间格局画出楼层平面图；（２）将
门窗放在适当的位置；（３）用家具模板在平面图上画出家具轮廓；（４）将家具
轮廓放到最合适的位置；（５）标记出所有家具轮廓；（６）画出标尺，以确定位
置；以及（７）画出客户的视图。对于其他任务也可以进行类似划分。
这七个子任务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前六个子任务可以通过用户界面来操
纵信息和执行动作，第七个子任务则由软件自动完成，基本不需要用户干预。
界面的设计模型应该以一种与用户模型（“典型的”室内设计人员的视图）和
系统感觉（室内设计人员对自动系统的期望）一致的方式完成这些任务。
另一种任务分析方法采用了面向对象的观点①。人员工程师观察室内设计
人员使用的物理对象以及施加在每个对象上的动作，例如，家具模板就应是
这种任务分析方法中的一个对象，室内设计人员可以“选择”适当家具模板，
将其“移动”到合适的位置，“画出”家具模板的轮廓等等。界面的设计模
型不必描述每个动作的实现细节，但必须定义出完成最后结果的用户任务（在
这里就是“在平面图上画出家具轮廓”）。
定义好每一项任务或动作后，界面设计就开始了。界面设计过程最初的
步骤［ＮＯＲ８６］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
１．建立任务的目标和意图。
２．为每个目标或意图制订特定的动作序列。
３．按在界面上执行的方式对动作序列进行规约。
４．指明系统状态，即执行动作时的界面表现。
５．定义控制机制，即用户可用的改变系统状态的设备和动作。
６．指明控制机制如何影响系统状态。
７．指明用户如何通过界面上的信息解释系统状态。
１４．９．３ 设计问题
在进行用户界面设计时，几乎总会遇到以下四种问题：系统响应时间、
用户帮助设施、错误信息处理和命令交互。不幸的是，许多设计人员往往在
很晚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些问题（有时在操作原型已经建立起来后问题才出
现），这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反复、项目滞后和用户的挫折感，最好的办法是
在设计的初期就将这些作为设计问题加以考虑，因为此时修改比较容易，代
价也低。
系统响应时间是交互式系统中用户经常抱怨的地方。一般来说，系统响
应时间是指从用户开始执行动作（比如按“回车”键或点鼠标）到软件给出预
期的响应的等待时间。
系统响应时间包括两方面的属性：长度和易变性。如果系统响应时间过
长，用户就会感到不安和沮丧，过快的系统相应时间有时也会成为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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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的观点在本书的第 4 部分有进一步的讨论。

为这会迫使用户加快操作节奏，从而导致错误。
系统响应时间的易变性是指相对于平均响应时间的偏差，这往往更重
要。即使响应时间比较长，低的响应时间易变性也有助于用户建立稳定的节
奏。例如，稳定在 １ 秒的响应时间比从 ０．１ 到 ２．５ 秒不定的响应时间要好。
用户往往比较敏感，他们总是关心界面后面是否发生了异常。
交互式系统的用户总是或多或少地需要帮助。有时问一下同事就可以解
决问题，但细致的问题需要查看用户手册，在多数情况下，现代的软件均提
供联机帮助，用户可以不离开界面就解决自己的问题。
常见的帮助设施有两种：集成的和附加的［ＲＵＢ８８］。集成的帮助设施是一
开始就设计在软件里面的，它通常与语境相关，用户可以直接选择与所要执
行操作相关的主题。显然，这可以缩短用户获得帮助的时间，增加界面的友
好性。附加的帮助设施是在系统建好以后再加进去的，在多数情况下，这种
帮助是一种查询能力较弱的联机帮助，用户必须自己在成百上千条主题中查
找所需主题，经常会有无用的查找和得到无关信息，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集
成的帮助优于附加的帮助。
考虑到帮助设施，设计时又要考虑一系列问题［ＲＵＢ８８］：
·在进行系统交互时，是否总能得到各种系统功能的帮助？有两种选择：
提供部分功能的帮助和提供全部功能的帮助。
·用户怎样请求帮助？有三种选择：帮助菜单、特殊功能键和 ＨＥＬＰ 命令。
·怎样表示帮助？有三种选择：在另一个窗口中、指出参考某个文档和
在屏幕特定位置的简单提示。
·用户怎样回到正常的交互方式？有两种选择：屏幕上的返回键和功能
键或控制序列。
·怎样构造帮助信息？有三种选择：平面式（所有信息均通过一个关键词
来访问）、分层式（用户可以进一步查询得到更详细的信息）和超文本式。
出错信息和警告是指出现问题时系统给出的坏消息。如果做不好的话，
出错信息和警告会给出无用或误导的信息，反而增加了用户的沮丧感。很少
有用户没有遇到类似以下的出错信息：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１４Ａ
应该在某处有对错误 １４Ａ 的解释，否则设计者为什么会指出 １４Ａ 呢？但
出错信息并没有指出是什么错误或从何处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信息。类似上面
的出错信息既不能减轻用户的焦虑感也不能解决问题。
通常，交互式系统给出的出错信息和警告应具备以下特征：
·信息以用户可以理解的术语描述问题。
·信息应提供如何从错误中恢复的建设性意见。
·信息应指出错误可能导致哪些不良后果（比如破坏数据），以便用户检
查是否出现了这些情况，或帮助用户进行改正。
·信息应伴随着视觉或听觉上的提示。即显示信息时应该伴随警告声，
或信息用闪烁方式显示，或信息用明显的表示错误的颜色显示。
·信息不能带有判决色彩，即不能指责用户。
由于没有人喜欢坏消息，无论出错信息代表了什么也很少有用户喜欢出
错信息，但从道理上讲，在出现问题时有效的出错信息能够提高交互式系统
的质量、减少用户的沮丧感。
命令行曾经是用户和系统交互的主要方式，并广泛用于各种应用程序

中。现在，面向窗口的采用点击（ｐｏｉｎｔ）和拾取（ｐｉｃｋ）方式的界面减少了用户
对命令行的依赖，但许多高级用户仍然喜欢面向命令的交互方式。在许多软
件中，用户既可以从菜单中选择一个命令，也可以用键盘输入命令序列。
在提供命令交互方式时，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每一个菜单选项是否都有对应命令？
·以何种方式提供命令？有三种选择：控制序列（比如＾Ｐ）、功能键和键
入命令。
·学习和记忆命令的难度有多大？命令忘了怎么办？（见本节前面有关帮
助的讨论）。
·用户是否可以定制和缩写命令？
在越来越多的应用中，界面设计者提供“命令宏机制”，用用户定义的
名字代表一个常用的命令序列，用户不必分别输入这些命令，只需输入命令
宏就可以执行其代表的命令序列。
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应用程序应有通用的命令使用方法。如果在一个
应用中＾Ｄ 表示复制一个图形对象，而在另一个应用中＾Ｄ 表示删除一个图形
对象，这就会使用户感到困惑，并往往会导致错误，潜在的错误是明显的。
１４．９．４ 实现工具
界面设计是一个迭代的过程，设计模型先被实现成一个原型，①由用户进
行检查（用户最能体会用户模型），然后根据用户的意见进行修改。为了适应
这种迭代的过程，用于界面设计和原型开发的工具也应运而生。这些工具被
称为用户界面工具箱或用户界面开发系统（ＵＩＤＳ），它们为简化窗口、菜单、
设备交互、出错信息、命令以及很多其他交互环境元素的创建提供了各种例
程和对象。
由于采用了已经开发好的可以被设计者、实现者和用户界面直接使用的
软件包，ＵＩＤＳ 提供了以下的固有机制［ＭＹＥ８９］：
·管理输入设备（比如鼠标和键盘）。
·确认用户输入。
·处理错误和显示出错信息。
·提供反馈（比如自动的输入响应）。
·提供帮助和提示。
·处理窗口、域和窗口内的滚动。
·建立应用软件和界面间的连接。
·将应用程序与界面管理分离。
·允许用户定制界面。
以上功能既可以通过基于语言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基于图形的方式来实
现。
１４．９．５ 设计评估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飞机驾驶舱显示器）第一步应足在界面上驱动显示设备，而不是用驾驶

舱显示器建立原型。

建立好操作性用户界面原型后，必须对其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满足用
户的需求。评估可以很不正式，比如用户可以临时提供一些反馈；也可以非
常正式，比如按照统计学的方法向一定数量的用户发放问题评估表。
用户界面评估的周期如图 １４－１６ 所示。完成初步设计后就开始实现第一
级的原型；用户对该原型进行评估，直接向设计者提供有关界面功效的建议，
如果采用正式的评估技术（比如问题表），设计者需要从调查结果中得到需要
的信息（比如 ８０％的用户不喜欢其中的保存数据文件的机制）；针对用户的意
见对设计进行修改，完成下一级的原型。评估过程不断进行下去，直到不需
要再修改为止。但是，在建立原型以前是否就可以对用户界面的质量进行评
估呢？如果能够及早地发现和改正潜在的问题，就可以减少评估周期执行的
次数，从而缩短开发时间。
界面的设计模型完成以后，就可以运用下面的一系列评估标准［ＭＯＲ８１］
对设计进行早期复审：
１．书面的系统规约和界面规约的长度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用户
学习系统的难度。
２．命令或动作的个数、以及命令的平均参数个数或动作中单个操作的数
量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系统交互的时间和系统总体的效率。
３．设计模型中动作、命令和系统状态的数量反应了用户学习系统时所要
记忆的内容的多少。
４．界面风格、帮助设施和错误处理协议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界面的复杂
度和用户的接受程度。
原型完成以后，设计者就可以收集到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数据帮助进行界
面评估。问题表可以用于收集定性的数据，问题的答案可以是（１）是／否、（２）
数字、（３）程度（主观的）或（４）百分比（主观的）。例如：
１．该命令是否容易记忆？（是／否）
２．你使用了多少条命令？
３．学习基本系统操作的容易程度？（程度为 １ 至 ５）
４．与其他的界面相比，你对该界面的评价如何？（前 １％，前 １０％，前
２５％，前 ５０％，后 ５０％）
如果需要定量的数据，就必须进行某种形式的定时研究分析，观察用户
对界面交互的使用，记录以下数据：在标准时间内正确完成任务的数量、使
用命令的频度、命令序列、用于看屏幕的时间、出错的数目、错误的类型和
错误恢复时间、使用帮助的时间、标准时间段内查看帮助的次数，这些数据
可以用于指导界面修改。
有关用户界面评估方法的详细论述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参考文献［ＬＥＡ８８］。
１４．１０ 界面设计指南
界面的设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设计者的经验，许多文献（如，［ＤＵＭ８８］也
给出了设计友好、高效的界面的指南，本部分则指出一些更为重要的 ＨＣＩ 设
计指南。
下面分三部分讨论这些指南：一般交互、信息显示和数据输入。

１４．１０．１ 一般交互
一般交互的指南经常跨越边界进入信息显示、数据输入和整体系统控
制，因此这些指南是全局性的，忽略它们将承担较大风险。以下就是一些一
般交互的指南：
一致性。在 ＨＣＩ 中的菜单选择、命令输入、数据显示以及无数其他功能
都应使用一致的格式。
提供有意义的反馈。向用户提供视觉和听觉的反馈，以保证在用户和界
面间建立双向联系。
在执行有较大破坏性的动作前要求确认。如果用户要删除一个文件，或
覆盖一些重要信息，或请求停止一个程序，应该给出类似“您确实要…？”
的信息。
允许取消大多数操作。ＵＮＤＯ 或 ＲＥＶＥＲＳＥ 功能使成千上万的用户免受成百
万小时的挫折。每个交互式应用都应允许取消已完成的操作。
减少在动作间必须记忆的信息数量。不应期望用户能记住一大串数字或
名字，以便在下一步的功能中使用，记忆量应尽量减少。
在对话、移动和思考中提高效率。击键次数应尽量减少，设计屏幕布局
时应考虑鼠标移动的距离，用户问“下面怎么办？”的时候应尽量减少。
允许错误。系统应保护自己不受致命错误的破坏。
按功能对动作分类，并据此安排屏幕布局。下拉菜单的一个优点就是按
类型组织命令。实际上，设计者应努力提高命令和动作组织的内聚性。
提供语境相关的帮助机制。见 １４．９．３ 节。
命令用简单的动词或动词短语命名。过长的命令名难以识别和记忆，也
会占据过多的菜单位置。
１４．１０．２ 信息显示
如果 ＨＣＩ 显示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含糊的或难以理解的，应用软件就难
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信息可以以多种不同方式显示：用文字、图片和声音；
按位置、运动和大小；使用颜色、分辨率和甚至省略。下面是一些信息显示
的指南：
只显示与当前语境环境相关的信息。用户在获取有关某特定系统功能的
信息时，不必看到其他的数据、菜单和图形。
不要用数据将用户包围，使用便于用户迅速吸取信息的方式表现数据。
可以用各种图形取代巨大的表格。
使用一致的标记、标准的缩写和可预测的颜色。显示信息的含义应该非
常明确，用户不必再参照其他信息源。
允许用户维持可视化的语境。如果图形表示可以伸缩，原来的图像应一
直显示着（比如以缩小的形式放在屏幕的一角），以使得用户可以知道自己观
察的部分在原图中的相对位置。
产生有意义的出错信息。见 １４．９．３ 节。
使用大小写、缩进和文本来辅助理解。ＨＣＩ 显示的大部分信息是文字，
文字的布局和形式对用户从中吸取信息影响很大。

使用窗口分隔不同类型的信息。窗口使得用户可以方便地保存多种不同
类型的信息。
如果采用“模拟”的明显方式表示信息，更容易被用户理解，则应采用
模拟方式。例如，显示炼油厂储油罐的压力时，简单的数字表示难以被用户
理解。如果用类似温度计的方式来表示，用垂直的运动和颜色变化来表示危
险的压力状况，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样为用户提供了绝对和相对两方面
的信息。
高效地使用显示器的显示空间。如果采用多窗口，应该为每个窗口都留
一些显示空间。此外，屏幕的大小应该适合于应用程序（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
工程的问题）。
１４．１０．３ 数据输入
用户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选择命令、键入数据或者提供系统输入等方
面。在许多应用中，键盘是主要的输入介质，鼠标、数字化仪甚至语音识别
系统正在成为重要的输入手段。下面是一些数据输入的指南：
减少用户输入动作的数量。最主要的是减少击键的数量，这可以用以下
方式实现：用鼠标选择菜单代替击键；用滑动标尺输入一定范围内的值；使
用宏，用一次击键代表复杂的输入数据。
维护信息显示和数据输入的一致性。显示的视觉特征（比如文字的大小、
颜色和位置）应与输入域一致。
允许用户自定义输入。专家用户可能需要定义用户命令或省去警告信息
及动作确认。ＨＣＩ 应该允许这样做。
交互应该是灵活的，并可调整到用户最喜欢的输入方式。用户模型有助
于确定用户喜欢的输入模式。书记员可能很喜欢键盘输入，经理可能会喜欢
鼠标一类的点击设备。
在当前动作的语境中使不合适的命令不起作用。这使得用户不会使用哪
些肯定会导致错误的动作。
让用户控制交互流。用户应该能够跳过不必要的动作、改变所需动作的
顺序（如果应用的语境环境允许的话）以及在不退出系统的情况下从错误状态
恢复。
为所有的输入动作提供帮助。见 １４．９．３ 节。
消除冗余输入。不要要求用户指定工程输入的单位（除非不这样会产生含
混）；不要要求用户在整钱数后加．００、可能的话要提供缺省值、以及绝不要
让用户提供程序中可以自动获得或计算出来的信息。
１４．１１ 过程设计
过程（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设计应该在数据、体系结构和界面设计完成之后进
行。在理想情况下，用以定义算法细节的过程规约应该用自然语言表达（比如
英语）。软件开发组织内的人员都说自然语言，组织外的人员也更容易理解自
然语言，自然语言也不需要重新学习。
不幸的是，过程细节的规约必须是无二义的，而没有二义的自然语言就
不再是自然语言了。采用自然语言，一组过程步骤可以用多种方式表达，往

往需要根据语境环境来确定真正的含义。用自然语言书写过程步骤时，我们
往往假定可以与读者进行对话，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些原因，对过
程细节的表达必须有很强的约束。
１４．１１．１ 结构化程序设计
过程设计的基础在六十年代初已经形成，在 Ｅｄｓｇａｒ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等人的工
作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见参考文献［ＢＯＨ６６］、［ＤＩＪ６５］和［ＤＩＪ７６］），在六
十年代末，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等人提出，所有的程序都可以建立在一组已有的逻辑构
成元素上，这一组逻辑构成元素强调了“对功能域的维护”，其中每一个逻
辑构成元素有可预测的逻辑结构，从顶端进入，从底端退出，读者可以很容
易地理解过程流。①
这些逻辑构成元素包括顺序、条件和重复。顺序实现了任何算法规约中
的核心处理步骤；条件允许根据逻辑情况选择处理的方式；重复提供了循环。
这些逻辑构成元素是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础，而结构化程序设计是过程设计
的一种重要技术。
结构化的构成元素使得软件的过程设计只采用少数可预测的操作。复杂
性度量的理论（见第 １８ 章）表明，结构化的构成元素减少了程序复杂性，从而
增加了可读性、可测试性和可维护性。使用少量的构成元素也符合心理学家
所谓的“成块理解”的过程。要说明这一过程，可以考虑阅读一页书的过程，
读者不是阅读单个的字母，而是识别由字母组成的单词和短语。结构化的构
成元素就是一些逻辑块，读者可以用它来识别模块中的过程成份，而不必逐
行阅读设计或代码，遇到容易识别的逻辑结构就能提高理解度。
任何程序，无论是哪个应用领域，无论技术上有多复杂，总可以用这三
种结构来设计和实现。需要指出的是，完全只使用这三种结构可能会带来实
际的困难，１４．１１．２ 节进一步考虑了这方面的问题。
１４．１１．２ 图形设计符号
“一幅图胜过一千句话”，但也要看是哪幅图和哪一千句话。毫无疑问，
诸如流程图和盒状图等图形工具为描述过程细节提供了很好的图形模式，然
而，如果错误地使用了图形工具，错误的图形也将导致错误的软件。
流程图曾是最广泛使用的过程设计的图形表示方法，但它也是最广泛地
被滥用的方法。
流程图画起来很简单，方框表示处理步骤，菱形表示逻辑条件，箭头表
示控制流。图 １４—１７ 表示了 １４．１１．１ 节中讨论的三种结构化构成元素。顺序
由两个表示处理的方框以及连接两者的控制线表示；条件也称为 ｉｆ－ｔｈｅｎ－
ｅｌｓｅ 结构，由一个菱形表示，如果值为真则进行 ｔｈｅｎ 部分，如果值为假则
进行 ｅｌｓｅ 部分；重复可由两种略有不同的结构表示，ｄｏ－ｗｈｉｌｅ 结构首先测
试条件，然后重复执行循环任务，只要测试条件为真就不停止，ｒｅｐｅａｔ－ｕｎｔｉｌ
结构首先执行循环任务，然后再测试条件，只要不满足测试条件就不停止。
①

结构化编程的一个很少使用但非常重要的特性是“正确性证明”。可以在过程设计完成后就证明其正确

性。有关设计的正确性验证的介绍见第 25 章。

图中的选择结构（也称为 ｓｅｌｅｃｔ－ｃａｓｅ 结构）实际上是 ｉｆ－ｔｈｅｎ－ｅｌｓｅ 的扩展，
参数被连续地测试，直到有一次测试为真，其对应的处理步骤将被执行。
结构化的构成元素可以相互嵌套（见图 １４－１８）。在图中，一个 ｒｅｐｅａｔ－
ｕｎｔｉｌ 结构作为一个 ｉｆ－ｔｈｅｎ－ｅｌｓｅ 结构的 ｔｈｅｎ 部分（用虚线框标出）；另一
个 ｉｆ－ｔｈｅｎ－ｅｌｓｅ 结构则作为 ｅｌｓｅ 部分；最后，整个条件作为顺序结构中的
第二个步骤。用嵌套的方法可以表示复杂的逻辑结构。需要指出的是，图 １４
－１８ 中的每一个方框均可以引用其他的模块，从而表出程序结构中的过程分
层。
一般来说，如果需要从一组嵌套的循环或条件中退出，完全依赖结构化
的构成元素将导致效率降低。更重要的是，退出路径上的复杂的逻辑测试将
影响软件的控制流，增加出错的可能，降低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如何解决这
一问题呢？
设计人员有两种选择：（１）重新设计过程表示，保证内层嵌套的控制流中
不需要退出分支；或 （２）在一定的范围内破坏结构化的构成元素，设计一条特
殊的退出路径。第一种选择显然是最理想的，但第二种选择也不破坏结构化
编程的精神。
另一种图形化设计工具是盒状图，它的目标是开发一种不破坏结构化构
成元素的过程设计表示。盒状图由 Ｎａｓｓｉ 和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ＮＡＳ７３］开发，
Ｃｈａｐｉｎ［ＣＨＡ７４］对其进行了扩展，因此盒状图又称为 Ｎａｓｓｉ－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图，
或 Ｎ—Ｓ 图，或 Ｃｈａｐｉｎ 图。盒状图有以下特征：（１）功能域（即重复和 ｉｆ－
ｔｈｅｎ－ｅｌｓｅ 的作用域）定义明确、表示清晰；（２）不允许随意的控制流；（３）局
部和全局数据的作用域很容易确定；（４）表示递归很方便。
使用盒状图的结构化框架的图形表示见图 １４－１９，盒状图的最基本的成
份是方盒，两个方盒上下相连表示顺序；条件盒加上 ｔｈｅｎ 部分的方盒和 ｅｌｓｅ
部分的方盒表示 ｉｆ－ｔｈｅｎ－ｅｌｓｅ 结构；用边界部分将处理过程包围起来表示重
复（ｄｏ－ｗｈｉｌｅ 和 ｒｅｐｅａｔ－ｕｎｔｉｌ）；表示选择的盒状图在图 １４－１９ 的右下角。
和流程图一样，盒状图也可以画成分层结构，以表示模块的精化，对子
模块的调用可以表示为一个方盒，并将模块名写在一个椭圆中。
１４．１１．３ 表格设计符号
在许多软件应用中，模块需要对复杂的组合条件求值，并根据该值选择
要执行的动作。决策表可以将对处理过程的描述翻译成表格，该表很难被误
解，并且可以被计算机识别。ＮｅｄＣｈａｐｉｎ 对决策表的综合评价是［ＨＵＲ８３］：
一些旧的工具和技术可以与新的软件工程技术结合，决策表就是个很好
的例子。决策表比软件工程早出现十年，但它与软件工程非常吻合，好像专
为软件工程所设计。
决策表的组织见图 １４－２０，该表分为四个部分，左上部列出了所有的条
件，左下部列出了所有可能的动作，右半部构成了一个矩阵，表示条件的组
合以及特定条件组合对应的动作，因此矩阵的每一列可以解释成一条处理规
则。

下面是开发决策表的步骤：
１．列出与特定过程（或模块）相关的所有动作。
２．列出执行该过程时的所有条件（或决策）。
３．将特定的条件组合与特定的动作相关联，消除不可能的条件组合；或
者找出所有可能的条件排列。
４．定义规则，指出一组条件应对应哪个或哪些动作。
为了例举决策表的使用，考虑下面一段从一个用电收费系统中摘录的处
理说明：
如果用固定比率收费，月耗电少于 １００ 度的用户负担的费用为某个固定
值，其余用户应按照表 Ａ 中的比率计算。如果用可变比率收费，月耗电少于
１００ 度的部分用表 Ａ 计费，其余部分用表 Ｂ 计费。
图 １４－２１ 是上述处理说明的决策表。五条规则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五个条
件中的一个（用户不可能既按固定比率收费又按可变比率收费）。一般来说，
决策表可以作为其他过程设计方法的有效辅助方法。

１４．１１．４ 程序设计语言
程序设计语言（ＰＤＬ）也称为结构化的英语或伪码，它是“一种混合语言，
采用一种语言的词汇（即英语）和另一种语言的语法（即一种结构化程序设计
语言）”［ＣＡＩ７５］。在本章，ＰＤＬ 作为设计语言的附属参考。
ＰＤＬ 看起来像现代的编程语言，其区别在于 ＰＤＬ 允许在自身的语句间嵌
入叙述性文字（如英语），由于在有语法含义的结构中嵌入了叙述性文字，ＰＤＬ
不能被编译，但 ＰＤＬ 处理程序可以将 ＰＤＬ 翻译成图形表示，并生成嵌套图、
设计操作索引、交叉引用表以及其他一些信息。
程序设计语言可以由编程语言（比如 Ａｄａ 或 Ｃ）变换得来，也可以是专门
买来用于过程设计的产品。无论怎样得来，设计语言必须有以下特征：
·有为结构化构成元素、数据声明和模块化特征提供的固定的关键词语
法；
·是自由的自然语言语法，能用以描述处理特性；
·数据声明机制应既可以说明简单数据结构（如标量和数组），也可以声
明复杂数据结构（如链表和树）；
·支持各种接口描述的子程序定义和调用技术。目前，常用一种高级编
程语言作为 ＰＤＬ 的基础，例如，Ａｄａ－ＰＤＬ 是 Ａｄａ 程序员们常用的设计工具，
其中 Ａｄａ 语言的结构和格式与英语叙述混合构成了这种设计语言。
基本的 ＰＤＬ 语法应包括：子程序定义、接口描述和数据声明；以及针对
块结构、条件结构、重复结构和 Ｉ／Ｏ 结构的技术。这些 ＰＤＬ 构成元素的格式
和语义将在下一部分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可以对 ＰＤＬ 进行扩展，以支持多任务、并发处理、进程
间同步以及其他一些特性，使用 ＰＤＬ 的应用设计应采用该 ＰＤＬ 的最终格式。
１４．１１．５ 一个 ＰＤＬ 实例

为了说明 ＰＤＬ 的使用方法，我们以前面提到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系统的过程
设计为例。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监控火、烟、盗贼、水（洪水）和温度（比如冬天房
主外出时炉子熄火）等；产生报警信号；调用监控服务，发出合成的语音信息。
在下面的 ＰＤＬ 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 １４．１１．４ 节中提到的重要构成元素。
考虑到 ＰＤＬ 不是编程语言，设计人员可以随便修改而不必担心语法错
误，然而，监控软件的设计应该在编写代码之前进行复审（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吗？）和精化。下面的 ＰＤＬ 定义了“安全监控”过程的设计。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ｔｕｓ；
ＴＹＰ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ｎａｍｅＩＳ ＳＴＲ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 ＶＡ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Ｓ ＨＥＸ ｄｅｖｉｃ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 ＳＣＡＬＡＲ；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ＩＳ ＳＴＲ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 ＶＡＲ；
Ｅ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ＹＰＥ；
ＴＹＰ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ｔｕｓＩＳＢＩＴ（４）；
ＴＹＰＥ ａｌａｒｍ．ｔｙｐ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ｓｍｏｋｅ．ａｌａｒｍ ＩＳ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ｉｇｎａｌ；
ｆｉｒｅ．ａｌａｒｍ ＩＳ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ａｌａｒｍ ＩＳ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ｅｍｐ．ａｌａｒｍ ＩＳ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ｉｇｎａｌ；
ｂｕｒｇｌａｒ．ａｌａｒｍ ＩＳ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ｉｇｎａｌ；
ＴＹＰＥ ｐｈｏｎｅ．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ａｒｅａ ｃｏｄｅ＋７－ｄｉｇ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
·
·
·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 ａ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ｔ ａｌｌ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ａｎｅｌ．ｓｗｉｔｃｈｅｓ（ｃｐｓ）：
ＷＨＥＮ ｃｐｓ＝“ｔｅｓｔ”ＳＥＬＥＣＴ
ＣＡＬＬ ａｌａｒｍ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ｏｎ”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ｔｉｍｅ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ＷＨＥＮ ｃｐｓ＝“ａｌａｒｍ－ｏｆ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ＡＬＬ ａｌａｒｍ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ｏｆｆ”；
ＷＨＥＮ ｃｐｓ＝“ｎｅｗ．ｂｏｕｎｄ．ｔｅｍｐ”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ＡＬＬ ｋｅｙｐａｄ．ｉｎｐｕ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ＨＥＮ ｃｐｓ＝“ｂｕｒｇｌａｒ．ａｌａｒｍ．ｏｆ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ｄ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ｓｉｇｎａｌ［ｂｕｒｇｌａｒ．ａｌａｒｍ］；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ｎｏｎｅ；
ＥＮＤＣＡＳＥ
ＲＥＰＥＡＴＵＮＴＩ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ｓ ｔｕｒｎｅｄｏｆｆ
ｒｅｓｅｔ ａ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ｗｉｔｃｈｅｓ；
ＤＯ ＦＯＲ ａｌａｒｍ．ｔｙｐｅ＝ｓｍｏｋｅ，ｆｉｒ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ｂｕｒｇｌａｒ；
ＲＥＡ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ｌａｒｍ．ｔｙｐｅ］ｓｉｇｎａｌ．ｖａｌｕｅ；

ＩＦ ｓｉｇ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ｂｏｕｎｄ ［ａｌａｒｍ．ｔｙｐｅ］
ＴＨＥＮ ｐｈｏｎ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ｌａｒｍ．ｔｙｐｅ］；
ｓｅｔ ａｌａｒｍ．ｂｅｌｌ ｔｏ“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ａｒｍ．ｔｉｍｅｓｅｃｏｎｄｓ；
ＰＡＲＢＥＧＩＮ
ＣＡＬＬ ａｌａｒｍ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ｎ”，ａｌａｒｍ．ｔｉｍｅ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ＣＡ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ｌａｒｍ．ｔｙｐｅ］，
ｐｈｏｎｅ．ｎｕｍｂｅｒ；
ＥＮＤＰＡＲ
ＥＬＳＥ ｓｋｉｐ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ＥＮＤＲＥＰ
Ｅ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
注意到，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 过程的设计者采用了一个新的结构：
ＰＡＲＢＥＧＩＮ…ＥＮＤＰＡＲ，它表示并行的块，其中的所有任务都以并行方式执行。
在本例中没有考虑实现细节。
程序设计语言经常与 ＣＡＳＥ 设计工具结合使用，这样可以在过程设计表示
中嵌入图形化的成份。例如控制结构图（ＣＳＤ）［ＣＲＯ９６］可以用于编程语言的源
代码和 ＰＤＬ 中。用图形符号表示重要的结构化编程构成元素和特殊的语言形
式可以增强设计文字的表达能力。ＣＳＤ 记号见图 １４—２。
“何种设计符号体系最好？”是很自然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
异，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然而，似乎程序设计语言提供了最好的功能组合，
还可以把 ＰＤＬ 嵌入文档，降低设计维护的难度。可以用任何文本编辑器或字
处理系统对 ＰＤＬ 进行编辑；也可以用自动的处理程序进行处理，其“自动代
码生成”的前景也很不错。
然而，这并不说明其他的设计符号体系就比 ＰＤＬ 差，图形化的方式使得
使用流程图和盒状图的设计人员更容易看清控制流，因而为许多设计人员所
喜爱；决策表内容精确，是表驱动应用的理想工具；本书没有涉及的其他设
计表示［ＰＥＴ８１］［ＳＯＭ８９］也各有其优点，总之，对设计工具的选择可能更取决
于人的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
１４．１２ 小结
软件设计包括四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活动：数据设计、体系结构设计、
接口设计和过程设计，这四个活动完成以后就得到了全面的软件设计模型。
数据设计将分析模型中的数据对象转换成数据结构。数据对象的属性、
数据对象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程序中的使用都会影响数据结构的选择。
本章中的体系结构设计方法使用分析模型中信息流的特征来导出程序结
构。可以用两种方法将数据流图映射成程序结构：变换映射和事务映射。变
换映射适用于具有明确的输入和输出流边界的数据流图，ＤＦＤ 对应的程序结
构包括三个控制模块：输入、加工和输出。事务映射适用于单一数据项驱动
多条动作路径的数据流图，ＤＦＤ 对应的程序结构有一个控制模块处理事务的
获取和求值，另一个控制模块处理基于事务的动作。

接口（界面）设计包括内部和外部程序接口，以及用户界面设计。内部和
外部接口设计由分析模型中获得的信息作为指导。用户界面设计由任务分析
和建模开始，用逐步分解或面向对象的方法定义用户任务和动作。其中讨论
了一些设计问题（比如响应时间、命令格式、出错处理和帮助设施），并精化
了系统的设计模型。有许多工具都可以用于构造用户界面的原型。本章还讨
论了有关一般交互、信息显示和数据输入的指南。
设计符号体系和结构化编程概念结合使得设计者可以用易于翻译成代码
的方式表示过程细节。有图形、表格和文字三种符号体系用于表示设计。
本章给出的设计方法可以用于构造设计模型，可以用于开发数据结构、
建立程序体系结构、定义模块和建立接口，设计方法也是以后实现设计模型
的蓝图软件工程活动的基础。
思考题
１４．１ 写一篇三至五页的文章，给出基于问题的性质选择数据结构的指
南。首先描述在软件中经常遇到的一些经典数据结构，然后针对某几类问题
描述选择特殊类型的数据结构的标准。
１４．２ 有一些设计人员认为所有的数据流都可以当作面向变换的流。试指
出将面向事务的流当作面向变换的流会对软件结构有什么影响。请举例说明
要点。
１４．３ 完成第 １２ 章中的思考题 １２．１３，试用本章中的设计方法开发 ＰＨＴＲＳ
的程序结构。
１４．４ 试提出一种用面向数据流的技术设计实时软件应用的方法。在开始
讨论之前，请列出实时系统中导致面向数据流的设计方法不能直接应用的问
题（比如中断驱动）。
１４．５ 试用数据流图和处理说明描述一个具有明显变换流特征的计算机
系统。用 １４．４ 节中介绍的技术确定流的边界，并将 ＤＦＤ 映射成软件结构。
１４．６ 试用数据流图和处理说明描述一个具有明显事务流特征的计算机
系统。用 １４．５ 节中介绍的技术确定流的边界，并将 ＤＦＤ 映射成软件结构。
１４．７ 试用课堂讨论时得到的需求完成 １４．４ 节和 １４．５ 节中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例
子的 ＤＦＤ 和体系结构设计。评估所有模块间的功能依赖性，并为设计做文档。
１４．８ 对于有一定编译器设计背景的读者，试开发出一个简单编译器的
ＤＦＤ，评价它的流特征，并用本章中的技术导出程序结构，最后为每个模块完
成处理说明。
１４．９ 递归模块（自己调用自己）的概念如何适应本章提出的设计原则和
技术？
１４．１０ 试将图 １４－２３ 中的 ＤＦＤ 应用于事务分析，并导出程序结构。整个
图的流特征应是事务流（事务中心是变换 ｃ），Ⅰ区是变换流；Ⅱ区是事务流，
其子变换流如图所示； Ⅲ区是变换流。在你的程序结构中，除了有必要导出
一组控制模块以外，其余的模块应该与图中的变换一一对应。
１４．１１ 试讨论在下列领域中应用面向数据流的设计方法的优点和难点：
ａ．嵌入式微处理器内置应用软件
ｂ．工程／科学分析
ｃ．计算机图形

ｄ．操作系统设计
ｅ．商业应用软件
ｆ．数据库管理系统设计
ｇ．通讯软件设计
ｈ．编译器设计
ｉ．进程控制应用软件
ｊ．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１４．１２ 由老师给出一组需求（或当前工作中某个问题的一组需求），开发
一个包括所有设计文档的完整的设计。进行设计复审（见第 ８ 章），评估该设
计的质量。本问题可以由一个小组完成，而不是某个人。
１４．１３ 试举出所遇到过的一个不好的用户界面，用本章中的概念评价
它；试举出所遇到过的最好的用户界面，用本章中的概念评价它。
１４．１４ 以下列交互式应用软件之一：
ａ．桌面出版系统
ｂ．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ｃ．室内设计系统（如 １４．９．２ 节）
ｄ．大学自动课程注册系统
ｅ．图书馆管理系统
ｆ．下一代选举投票箱
ｇ．家庭银行系统
ｈ．老师布置的一个交互式系统
为例写出其中一个系统开发用户界面的设计模型、用户模型、系统映像
和系统感觉。
１４．１５ 对思考题 １４．１４ 中的任何一个系统进行详细的任务分析。可以用
逐步分解或面向对象的方法。
１４．１６ 继续思考题 １４．１５，应用本章给出的七个步骤完成界面设计过程。
１４．１７ 针对思考题 １４．１５ 和 １４．１６ 得到的结果，试描述自己的帮助设施。
１４．１８ 试举出一些例子，说明为什么响应时间的易变性会成为问题。
１４．１９ 试开发一种可以将出错信息与用户帮助设施自动集成的方法，即
系统自动识别出错信息，并在帮助窗口中提供修改建议。请完成一个相对完
整的软件设计，要考虑相应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１４．２０ 试开发一个界面评估问题表，其中包括可以适用于大多数界面的
２０ 个问题。针对一个大家都用的交互系统，让 １０ 位同学完成该问题表。总
结结果并向全班汇报。
１４．２１ 试为 １４．１０ 节中讨论的每一类中增加 ５ 条设计指南。
１４．２２ 已有很多关于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文献。试写一篇短文，指出有关
完全依赖结构化构成元素进行编程的正反两方面的论据。
思考题 ２３ 至 ３１ 必须使用任何一种（或多种）本章给出的过程设计符号体
系。具体选用何种符号体系由老师针对问题指定。
１４．２３ 试为以下几种排序算法进行过程设计： Ｓｈｅｌｌ－Ｍｅｔｚｎｅｒ 排序；
堆排序；ＢＳＳＴ（树）排序。如果对这几种排序算法不熟悉，可以参考有关数据
结构的书。
１４．２４ 试为基本收入税信息查询的交互界面进行过程设计。自己指定需

求，并假定所有税收计算由其他模块完成。
１４．２５ 试为针对可变分区的内存管理模式的垃圾回收功能进行过程设
计。在设计表示中要定义所有需要的数据结构，其他信息可参考有关操作系
统的书。
１４．２６ 试为一个以任意长的文本为输入，以文本中所有单词及其出现频
率为输出的程序进行过程设计。
１４．２７ 试为一个求函数 ｆ 在 ａ 到 ｂ 上的数学积分的程序进行过程设计。
１４．２８ 试为一个以四元组为输入，按指定进行输出的推广的图灵机进行
过程设计。
１４．２９ 试为解决 Ｈａｎｏｉ 塔问题的程序进行过程设计。许多人工智能的书
都对 Ｈａｎｏｉ 塔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１４．３０ 试为编译器中 ＬＲ 扫描器的主要或所有部分进行过程设计。可以参
考有关编译方面的书。
１４．３１ 试选择一种加密／解密算法进行过程设计。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大多数探讨软件工程的书中都涉及软件设计，最严格的观点见
Ｆｅｉｊｓ（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 Ｈａｌｌ ， １９９３） ，
Ｗｉｔ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４）和 Ｂｕｄｇｅ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４）
的专著。
全 面 的 面 向 数 据 流 的 设 计 见 Ｍｙｅｒｓ 、 Ｙｏｕｒｄｏｎ 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
Ｂｕｈｒ（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Ａｄａ，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８４）和 Ｐａｇｅ－Ｊｏｎｅｓ（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ｓｉｇｎ，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１９８８）的专著。这些书针对设计，并提供大量的教学实例。
有关人机界面和人为因素的文献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很快。
Ｔｈｉｍｂｌｅｙ（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Ｄｅｓｉｇｎ Ｂｏｏｋ ，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 １９８９） ，
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ｌ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１９９３），Ｎｉｅｌｓｅｎ（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ｒｅｅｃｅ（Ａ
Ｇｕｉｄｅｔｏ 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３）和 Ｌｅ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ＧＵ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４）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
讨。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和 Ｈｅｒｓｈ（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
Ｄｕｍａｓ［ＤＵＭ８８］，Ｈｅｌａｎｄｅｒ（Ｈａ 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８）和 Ｌａｕｒｅｌ（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０）则给出了界面设计的指导原
则。Ｎｏｒｍａｎ（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８）
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好的设计和坏的设计，他认为好的界面设计很好
地考虑到了人们的感知能力，坏的界面设计则相反。
Ｌｉｎｇｅｒ ， Ｍｉｌｌｓ 和 Ｗｉｔｔ 的 工 作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７９）仍然是这方面的基础，其中包
括了一个不错的 ＰＤＬ，并对结构化编程的各种流派进行了讨论。其他关于过
程设计的书还有 Ｂｅｎｔｌｅｙ 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Ｐｅａｒｌ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８６
和 Ｍｏ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Ｐｅａｒｌ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８８）以及 Ｄａｈｌ，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和 Ｈｏａｒｅ 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２）。
有 关 软 件 设 计 方 法 的 文 章 和 讨 论 可 以 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的站点上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ｃ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ａｓｄ／ｉｎｆ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有关软件体系结构技术的书目和讨论以及“软件体系结构技术指南”可
由以下站点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ｒｓ．ｒｅｓｔｏｎ．ｕｎｉｓｙｓｇｓｇ．ｃｏｍ／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ｃｉ．ｃｍｕ．ｅｄｕ／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ｔｍｌ
Ｇｅｏ ＷｉｅｄｅｒＨｏｌｄ 的经典著作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１９８８ 的在线版本可由下面站点得到：
ｈｔｔｐ：／／ｄｂ．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ｐｕｂ／ｇｉｏ／ｄｂｄ／ｉｎｔｒｏ．ｈｔｍｌ
简单的教学资料“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可
由下面站点得到：
ｈｔｔｐ：／／ｉｎｆｏｌａｂｗｗｗ．ｋｕｂ．ｎｌ：２０８０／ｗ３ｔｈｅｓｉｓ／Ｈｃｉ／ｕｓ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ｈｔｍｌ
Ｌｅｗｉｓ 和 Ｒｉｅｍａｎ 提供了一本联机教材，题目为 Ｔａｓｋ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Ｕ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可由下面站点得到：
ｆｔｐ ： ／／ｆｔｐ．ｃｓ．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ｅｄｕ／ｐｕｂ／ｃ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ｓ／ｃｌｅｗｉｓ／ＨＣｌ－Ｄｅｓｉｇｎ－
Ｂｏｏｋ／
ＷＷＷ 上最新的关于软件设计方法的文献列表可从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上得到。

第 １５ 章

实时系统的设计

实时计算系统的设计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所能从事的最有挑战性和最为复
杂的任务。由于这个特点，用于实时系统的软件需要其他应用领域没有涉及
到的分析、设计和测试技术。
实时软件是外部世界高度耦合的，也就是说，实时软件必须在问题域规
定的时间框架内对该问题域（现实世界）作出响应。由于实时软件必须在严格
的性能约束下操作，因此软件的设计常常是被硬件及软件体系结构、操作系
统特性、应用需求和编程语言的变化所驱动的。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ｌａｓｓ［ＧＬＡ８３］在他关于实时软件的书中，对实时系统主题给出了
一段很有帮助的介绍：
数字计算机在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正变得日益普及。计算机不但可
以让我们玩游戏，还可以报时、优化最新一代汽车的汽油里程以及控制我们
的家用电器……［在工业上，计算机可以控制机器、协调过程，并逐渐用自动
化系统和“人工智能”来代替手工操作和人的参与。］
所有上述的计算——不论是有帮助的还是强行引入的——都是实时计算
的例子。计算机正在控制着某些东西与外部世界的实时交互，事实上，时间
是交互的核心……反应迟钝的实时系统比完全没有系统还要糟糕。
就在十年前，实时软件开发还被认为是一种黑色的艺术，它的从事者是
那些充满嫉妒地保卫着他们封闭世界的巫师们。如今，巫师们已经供不应求
了！然而，实时软件的开发毫无疑问需要特殊的技能。在本章里我们将对实
时软件进行研究，并讨论建造实时软件所需的某些开发技能。
１５．１ 系统考虑
与其他任何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一样，一个实时系统必须将硬件、软件、
人力和数据库元素集成起来，以恰当地实现一组功能和性能需求。在第 １０
章中，我们探讨了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任务分配，并指出，系统工程师必须对
系统元素分配功能和性能。实时系统的问题在于恰当的分配。实时性能常常
与功能一样重要，但却很难有把握地作出与性能相关的分配决策。一个处理
算法能满足严格的时间约束吗，或者说我们应该建造特殊的硬件来完成这个
工作？一个购买来的操作系统能够满足我们进行高效的中断处理、多任务和
通信的需求吗，或者说我们应该使用自定义的执行程序？与推荐的软件配对
的特定硬件能够满足性能标准吗？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需要由实时
系统工程师来回答。
对实时系统所有成分的详细讨论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在［ＳＡＶ８５］、
［ＥＬＬ９４］和［ＳＥＬ９４］等文献中有大量好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在讨论软
件分析和设计问题前我们对实时系统的各个元素能有所理解还是非常重要
的。
Ｅｖｅｒｅｔｔ［ＥＶＥ９５］定义了实时软件开发不同于其他软件工程的三个特征：
·实时系统的设计是受资源约束的。时间是实时系统的首要资源，关键
是要在指定数目的 ＣＰＵ 周期内完成一个定义好的任务，除此以外，其他系统
资源，如内存大小等，在实现系统目标时都有可能和时间进行折衷。
·实时系统是紧凑而复杂的。尽管一个复杂的实时系统可能包含上百万

行的代码，但软件中有关时间标准的代码一般只占很小一部分。这一小部分
代码是最为复杂的（从算法的角度来说）。
·实时系统的运行常常不需要用户的参与。因此，实时软件必须能检测
到导致故障的问题，并在对数据和控制环境造成破坏前改正这些问题。
在下面一节中，我们将探讨一下实时系统不同于其他类型计算机软件的
一些关键性属性。
１５．２ 实时系统实时系统产生某种动作以响应外部世界。为了完成这个
功能，它们能高速地获取数据，并在严格的时间和可靠性约束控制下。由于
这些约束是如此苛刻，实时系统通常只用于满足单个的应用。
实时系统广泛地用于各种应用领域，包括军用的命令与控制系统、消费
者电器、过程控制、工业自动化、医疗和科学研究、计算机图形、局域和广
域通信、航天系统、计算机辅助测试以及大量的工业仪器。
１５．２．１ 集成和性能问题
为了将一个实时系统组织在一起，系统工程师需要作出困难的硬件和软
件决策。（实时系统与硬件相关的分配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更多的信息请
参阅文献［ＳＡＶ８５］。）一旦分配好软件成分，就要建立详细的软件需求，并必
须开发出一个基本的软件设计。许多实时设计关心的是实时任务间的协调、
系统中断的处理、保证不丢失数据的 Ｉ／Ｏ 处理、指定系统的内部和外部时间
约束、以及确保数据库的准确度等。
实时设计关注的每个部分都必须应用到系统性能这个语境中。在大多数
情况下，一个实时系统的性能是由一个或多个与时间相关的特征来测度的，
但也可能用容错性之类的指标来测度。
某些实时系统是设计来用于那些只关注反应时间或数据传输率的应用
中，其他实时应用还需要对峰值负载条件下的这两个参数进行优化，而且，
实时系统必须在执行一系列并发任务时处理它们的峰值负载。
由于一个实时系统的性能主要由系统响应时间和它的数据传输率决定，
所以理解这两个参数是很重要的。系统的响应时间是从系统检测到一个内部
或外部事件到发出响应动作这段时间，事件检测和反应生成常常是很简单
的，对事件信息进行处理以判断合适的反应往往会涉及到复杂耗时的算法。
语境切换和中断等待时间是影响反应时间的两个关键参数。语境切换包
括在任务间切换的时间和系统开销，而中断等待时间是实际的切换发生之前
的延迟时间。计算速度和大容量存储介质的存取速度也会影响到系统的反应
时间。
数据传输率指的是串行／并行数据以及模拟／数字信号进出系统的速度。
硬件厂商常常援引时间和容量值作为性能指数，但是，硬件的性能规范通常
是单独衡量的，而且一般对整个实时系统的性能影响甚微。因此，Ｉ／Ｏ 设备
的性能、总线延迟、缓冲区大小、磁盘性能及其他一系列因素，尽管很重要，
但也只占实时系统设计的一小部分。
①

以 H.J.Hinden 和 W..RauschHinden 所著的“实时系统”[HIN83]为基础，该书的使用权已由电子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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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系统常常被用来处理一个连续的输入数据流，设计必须保证数据不
会丢失，除此以外，实时系统必须要响应异步事件，因此，到达序列和数据
容量是很难事先预测的。
尽管所有软件都必须要求可靠，但实时系统在可靠性、重启动和故障恢
复方面有更为特别的要求。由于它监视和控制着现实世界，因此失去监视或
控制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忍受的（例如航空交通控制系统）。于是，实时系统
都包含有重启动和故障恢复机制，并通常有用于备份的内置冗余。
但是，对可靠性的要求已经引发了一场关于联机系统（如机票预订系统和
自动银行出纳等）是否也可以算作实时系统的争论。一方面，这样的联机系统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以秒级时间响应外部中断，另一方面，如果联机系统无
法满足响应需求，并不会有任何大灾难发生，只是会造成系统性能的降低。
１５．２．２ 中断处理
中断处理是实时系统不同于其他任何类型系统的一大特性。实时系统在
外部世界规定的时间框架内响应外部刺激——中断。由于多种刺激（中断）常
常并存，必须建立优先级和优先级中断，换句话说，最重要的任务必须比其
他事件优先在预定时间内得到服务。
中断处理不仅需要保存信息，以使计算机能够重新开始被中断的任务，
而且要避免死锁和无限循环，图 １５－１ 说明了中断处理的整个过程。正常的
处理流是被处理器硬件检测到的一个事件“中断”，由硬件或软件产生的任
何需要立即服务的要求都称为事件，中断程序的状态被保存起来（即所有寄存
器的内容、控制块等等），控制被传递给一个中断服务例程，它将控制转移到
一个适当的处理中断的软件，一旦完成中断服务，将恢复机器的状态，继续
进行正常的处理流。
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事件的中断服务自身可能会被另一个更高优先级的
事件所中断，可以建立中断优先级（图 １５－２）。如果一个低优先级的进程偶
然被允许中断一个更高优先级的进程，再用正确顺序重新启动进程就可能很
困难了，并且可能导致无限循环。
为了在满足系统时间约束的前提下处理中断，许多实时操作系统进行动
态计算，以决定是否能满足系统目标。这些动态计算是基于事件的平均出现
频率、占用的服务时间（如果它们被服务到的话）以及可能会中断它们和暂时
阻止它们服务的例程。
如果动态计算证明，在满足时间约束的前提下不可能处理系统中发生的
事件，系统就必须决定一个动作计划。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先将数据送入缓冲
区，等到系统准备就绪时再来快速处理它们。
１５．２．３ 实时数据库
象许多数据处理系统一样，实时系统常常具有数据库管理功能，但是，
在实时系统中分布式数据库似乎是首选，因为实时系统中多任务是很常见
的，并且数据常常是并行处理。如果数据库是分布式的，各个任务就可以更

快更可靠地访问到库中的数据，瓶颈也比中心式数据库少。在实时应用中使
用分布式数据库，将划分开输入／输出“交通”，并缩短等待访问数据库的任
务队列。而且，如果有内置的冗余的话，一个数据库发生故障很少会引起整
个系统的瘫痪。
通过使用分布式数据库可以提高性能，但也有数据分区和复制造成的潜
在问题。尽管数据冗余通过提供多个信息源提高了响应时间，但分布式文件
的复制需求也造成了系统的开销，因为所有的文件副本都必须被更新。此外，
使用分布式数据库还引入了并发控制问题，并发控制涉及到数据库的同步，
以便所有副本都有正确的、相同的信息可供访问。
并发控制的传统方法是基于锁定和时间戳。系统定期执行下列任务：（１）
“锁住”数据库，以保证控制并发；不允许 Ｉ／Ｏ；（２）必要时进行更新；（３）
给数据库解锁； （４）确认文件以确保正确进行了所有更新；（５）认可完整的更
新。所有上锁的任务都由一个主时钟监控着（即时间戳），这些过程产生的延
迟以及避免不一致的更新和死锁的问题，影响了分布式数据库的广泛使用。
但是已经开发了一些用于加速更新和解决并发问题的技术，其中有一个
被称为唯一写者协议（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ｗｒｉｔｅｒ ｐｒｏｔｏｃａｌ），它通过只允许一个唯
一的写任务更新文件来维护被复制文件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了上锁或时间戳
过程的大量开销。
１５．２．４ 实时操作系统
一些实时操作系统（ＲＴＯＳ）被应用到大量的系统配置中，而有些操作系统
则被固化在一块特定的电路板甚至微处理器上，不用考虑周围的电子环境。
ＲＴＯＳ 通过将软件特性和（逐渐增多）在硬件中实现的各种微码功能结合起来
实现了自己的功能。
现在，在实时应用中有两大类操作系统：（１）专为实时应用设计的专用操
作系统，（２）增加了实时功能的通用操作系统。实时执行程序（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的
使用使得通用操作系统的实时性能变得可行，执行程序在行为上类似于一个
应用软件，它负责执行大量的操作系统功能——尤其是那些影响实时性能的
功能——它比通用操作系统更快、更有效率。
所有操作系统都必须有一个优先级调度机制，但 ＲＴＯＳ 必须提供一个允许
高优先级中断低优先级中断的优先级机制，而且，由于中断响应是异步的、
不可再现的事件，因此它们必须被服务，而不应该先花时间将程序从磁盘存
储调换到内存。为了保证所需的响应时间，实时操作系统必须有一个内存锁
定的机制——也就是说，在主存中常驻一些程序以避免调换的开销。
为了决定哪类操作系统最适合于一个应用需要，定义和评价 ＲＴＯＳ 的测度
可以。语境切换时间和中断等待（前面讨论的）决定了中断处理的能力，这是
一个实时系统最重要的方面。语境切换时间是操作系统用来保存计算机状态
和寄存器内容，以便在中断服务结束后能返回到正在处理的任务的时间。
中断等待，是系统着手去切换一个任务之前的最大延迟时间，这是因为
在操作系统中经常有不可再入的或关键的处理路径，它们必须在中断处理前
被完成。
系统处理中断前的这些路径的长度（指令数目）代表着最坏情况下的时间
延迟。最坏的情况是，当系统刚进入一个中断和中断服务之间的关键路径，

这时又发生了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如果时间太长，系统可能会丢失那些不可
恢复的数据，因此，设计者知道这个延迟时间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让系统
对此作出补偿。
许多操作系统会执行多任务［ＷＯＯ９０］和并发处理，这是实时系统的另一个
重要需求，但为了让实时操作变得可行，系统开销相对于切换时间和占用的
内存空间来说必须很低。
１５．２．５ 实时语言
由于实时系统对性能和可靠性的特殊需求，程序设计语言的选择也是很
重要的。许多通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如 Ｃ、Ｆｏｒｔｒａｎ、Ｍｏｄｕｌａ－２）对实时应用
是有效的。然而，有一类所谓的“实时语言”（如 Ａｄａ、Ｊｏｖｉａｌ、ＨＡＬ／Ｓ、Ｃｈｉｌｌ
等）经常被用在专门的军事和通信应用上。
各种特点的结合使得实时语言有别于通用语言，这包括多任务能力、直
接实现实时功能的结构和帮助保证程序正确性的现代程序设计特征。
直接支持多任务的编程语言是很重要的，因为实时系统必须响应异步事
件。尽管许多 ＲＴＯＳ 提供了多任务能力，但内嵌的实时软件经常独立于操作系
统而存在，而内嵌的应用软件是用为实时程序执行提供足够运行时刻支持的
语言编写的，运行时刻支持比操作系统需要的内存更少，它可以针对应用来
裁剪，从而增强了性能。
１５．２．６ 任务同步和通信
一个多任务系统必须具有在任务间传递消息和保证任务同步的机制，为
此，操作系统和具有支持运行时刻的语言一般使用信号量队列、邮箱或消息
系统来完成同步。信号量使得并发任务能够同步，它提供同步和信号发出，
但不包含信息。消息与信号量的不同之处在于消息带有相关的信息，而邮箱，
则不发出信号，仅包含信息。
信号量排队（ｑｕｅｕｉｎｇ ｓｅｍａｐｈｏｒｅｓ）是帮助管理通信的软件原语，它们提
供了一种管理多个队列的方法——例如，等待资源、数据库访问和设备的任
务队列，以及资源和设备队列。信号量负责协调（同步）正在等待的任务，不
论它们在等待什么，任务和资源之间都不会互相干扰。
在实时系统中，信号量常用来实现和管理邮箱，邮箱用于暂时存放一个
进程发送给另一个进程的消息（也称为消息池或缓冲区），进程产生一条消息
后，将它放入邮箱中，接着用信号通知一个要用消息的进程：邮箱中有一条
消息可供使用。
一些实时操作系统或支持的运行时刻系统将邮箱看作进程间效率最高的
通信方式。一些实时操作系统有一个发送和接收邮箱中数据指针的地方，这
样就避免了传送所有的数据——从而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开销。
进程间通信和同步的第三种方法是消息系统，一个进程可以利用消息系
统发送消息给另一个进程，接着后者被自动运行时支持系统，或由操作系统
激活来处理这条消息，这样的系统带来了开销问题，因为它需要传送实际的
信息，但它也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并易于使用。

１５．３ 实时系统的分析和仿真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讨论了一组与实时系统的功能需求不可分离的动态
属性：
·中断处理和语境切换。
·响应时间。
·数据传输率和吞吐量。
·资源分配和优先级处理。
·任务同步和任务间通信。
所有这些性能属性都可以被详细说明，但要验证是否系统成分会达到满
意的响应时间、是否有足够的系统资源来满足计算需求、或处理算法的执行
速度是否足够快，这些都是极为困难的。
对实时系统的分析需要建模和仿真，才能使系统工程师能够访问到“时
间长短和资源大小”的问题。尽管在文献中提出了大量的分析技术（如参考文
献［ＬＩＵ９０］、［ＷＩＬ９０］和［ＺＵＣ８９］），但公正地说，对实时系统分析和设计的分
析方法还处在它们的初级阶段。
１５．３．１ 实时系统分析的数学工具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ｂｅ［ＭＣＣ８５］已提出了一组数学工具，使得系统工程师能够对
实时系统元素进行建模，并评价时间长短和资源大小问题。这组数学工具大
致根据数据流分析技术（第 １２ 章），ＭｃＣａｂｅ 的方法使分析者能够对实时系统
的硬件和软件元素建模；以概率的方式表示控制；并应用网络分析、排队论、
图论和一个 Ｍａｒｋｏｖｉａｎ 数学模型［ＧＲＯ８５］来推导出系统时间和资源大小。不幸
的是，这里牵涉的数学知识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要详细阐明 ＭｃＣａｂｅ 的工作
就变得很困难了，但是，对这项技术的综述将提供一个对实时系统工程的分
析方法很有价值的认识视角。
ＭｃＣａｂｅ 的 实 时 分 析 技 术 依 据 的 是 实 时 系 统 的 数 据 流 模 型 ， 但 是 ，
ＭｃＣａｂｅ［ＭＣＣ８５］没有使用传统的 ＤＦＤ 方式，而是主张一个 ＤＦＤ 中的加工（泡泡）
可以表示为一个加工状态的 Ｍａｒｋｏｖ 链（一种概率排队模型），数据流自身表示
加工状态之间的变迁。分析者可以给每条数据流路径赋予变迁概率，如图 １５
－３ 所示，可以为每条流路径指定一个值，
０＜ｐｉｊ ≤１．０
这里 ｐｉｊ 表示加工 ｐｉ 和 Ｐｊ 之间的流发生的概率。这些加工对应于 ＤＦＤ
中的信息变换（泡泡）。
可以给定 ＤＦＤ 类模型中的每个加工一个“单价”，表示执行它的功能估
计需要的（或实际需要的）执行时间，还可以有一个“入口值”，用于描述该
加工对应的系统中断数量。接着要使用一组数学工具来分析该模型，工具要
计算（１）对一个加工期望的访问次数，（２）从一个特定加工开始处理时所花的
系统时间，（３）系统所花的总时间。
为了用一个实际的例子说明 ＭｃＣａｂｅ 技术，我们以图 １５－４ 中一个电子对
抗系统的 ＤＦＤ 为例。数据流用的是标准形式，但数据流的标识被 ｐｉｊ 替换了。
图 １５－５ 中显示了一个从 ＤＦＤ 导出的队列网络模型，数值λｉ 对应于每个加工

的到达率（每秒到达数），根据遇到的队列的类型，分析者必须决定各种统计
信息，如平均服务率（每个加工的平均运行时间）、服务率的方差、到达率的
方差等等。

每个加工的到达率是由流路径的概率 ｐｉｊ 和系统的到达率λｉｎ 决定的。可
导出一组流平衡方程来计算经过每个加工的流，对图 １５－５ 所示的例子，有
如下的流平衡方程［ＭＣＣ８５］
λ１ ＝λｉｎ ＋λ４
λ２ ＝ｐ１２ λ１
λ３ ＝ｐｌ３ λｌ ＋ｐ２３ λ２
λ４ ＝ｐ６４ λ６
λ５ ＝Ｐ２５ λ２ ＝λ３
λ６ ＝λ５
λ７ ＝Ｐ６７ λ６
根据图中所示的 Ｐｉｊ 以及到达率，λｉｎ ＝５，以上方程可以得到解出：
λ１ ＝８．３
λ２ ＝５．８
λ３ ＝５．４
λ４ ＝３．３
λ５ ＝８．３
λ６ ＝８．３
λ７ ＝５．０
计算出到达率后，可以使用标准排队论来计算系统时间，每个子系统（队
列 Ｑ 和服务器 Ｓ）可以利用队列类型对应的公式来评价。对 ｍ／ｍ／１ 队列
［ＫＬＩ７５］：
利用率：ρ＝λ／μ
期望的队列长度：Ｎｑ ＝ρ２ ／（１－ρ）
期望的子系统数：Ｎｓ ＝ρ１ ／（１－ρ）
队列期望的时间：Ｔｑ ＝λ／（μ（μ－λ））
子系统期望的时间：Ｔｓ ＝１／（μ－λ）
μ是完成率（完成数／秒）。应用标准的排队网络归约规则，如图 １５－６ 所
示，从数据流图（图 １５－４）导出的最初的网络队列可以用图 １５－７ 所示的步骤
来简化，系统所花的总时间是 ２．３７ 秒。
很明显，ＭｃＣａｂｅ 分析方法的精度只能依赖于流概率、到达率和完成率的
估计水准，但是，通过在分析时采用更具时间系统分析观点的方法来进行分
析，确实可以达到显著的效益。引用 ＭｃＣａｂｅ 的话如下［ＭＣＣ８５］：
通过改变象到达率、中断率、拆分概率、优先级结构、队列规程、配置、
需求、物理实现和方差等变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向程序管理者展示：影响
这些变量的因素将影响手边的系统。这些迭代的方法论对于填补实时规约建

模的空白是必要的。
（ａ）串行规则——被子系统串行服务的每个到达
（ｂ）并行规则——被子系统并行服务的每个到达
T并行 =

p1T1 + p 2 T2
p1 + p 2

Ｐ１ ＝进入服务器 １ 系统的概率
Ｐ２ ＝进入服务器 ２ 系统的概率
（ｃ）循环规则——延迟为 Ｔ（λμ）的服务器和循环概率为 Ｐ 的“反馈”循
环

１５．３．２ 仿真和建模技术
实时系统的数学分析代表了一种可用于理解项目性能的方法，然而，越
来越多的实时软件开发者使用了仿真和建模工具，这些工具不仅能分析系统
的性能，还能使软件工程师建立一个原型、执行它并由此获得对系统行为的
理解。
对实时系统仿真和建模的基本原理曾由 Ｉ－ＬｏｇｉＸ（一个为系统工程师开
发工具的公司）给出过如下讨论［ＩＬＯ８９］：
在一个项目的设计、实现和测试阶段，经常需要通过反复的试验和排错
来理解系统在其环境中的时间行为。Ｓｔａｔｅｍａｔｅ（一个用于仿真和建模的系统
工程工具）方法提供了一种对这个昂贵过程的替换方法。它允许你建立一个全
面的系统模型，这个模型足够精确可靠，足够清晰有用。这个模型涉及到通
常的功能和流问题，但也涉及了一个系统动态行为。可以用 Ｓｔａｔｅｍａｔｅ 分析
和检索工具来测试这个模型，这些工具提供了检查和调试规约并从中检索信
息的扩展机制，通过测试实现模型，系统工程师可以看到被规约描述的系统
在实现后的行为。
ＬＯｇｉＸ 方法［ＨＡＲ９０］使用了一种组合系统三种不同视图的符号体系：活
动图、模块图和状态图，下面一段将描述用于实时系统仿真和建模的 ｉ－
ＬｏｇｉＸ 方法。①
概念视图
功能问题是用表示系统处理能力的活动来体现的。在航空订票系统中处
理客户的确认请求以及在一个航空电子系统中更新飞机的位置都是活动的实
例。活动可以被嵌套，从而形成了系统功能分解的层次。信息项，如到目的
地的距离或客户的名字，一般会在活动之间流动，也有可能保存在数据库中。
活动图体现了系统的功能视图，它类似于传统的数据流图。
动态行为问题，通常涉及控制方面，是用状态图来体现的，这种符号体
系是由 Ｈａｒｅｌ 和他的同事开发的［ＨＡＲ８８］［ＨＡＲ９２］。在这里，状态（或模式）

①

以下描述 Statemate 的文字改编自［ILO89］，由 i－Logix 公司授权使用。

可以被用一系列表示顺序或并发行为的方式来嵌套和链接，例如，一台承担
航空电子使命的计算机可能有三种状态：空对空、空对地和导航，同时它必
须处于自动或手工飞行控制状态。状态间的变迁通常由事件触发，事件还可
以有限制条件，例如，在风门上敲击一个特定的开关，是一个会引起从导航
状态到空对地状态的变迁事件，但条件是飞机有可用的空对地导航。再举个
简单的例子，如图 １５－８ 中的数字手表，图 １５－９ 显示了手表的状态图。
一个系统的这两种视图是按下面的方式构集的。活动图的每层通常关联
了一个被称为控制活动的状态图，它的角色是控制该层的活动和数据流（这在
某些方面类似于第 １２ 章所说的流模型和 ＣＳＰＥＣ）。状态图能够对活动施加控
制，例如，它能指导活动的开始和终止，以及暂停和恢复，它能改变变量的
值，并因此影响活动的处理，它还能向其他活动发送信号并因此使它们改变
自己的行为。除了能够产生行为外，控制状态图还可以检测到其他状态图正
在实施的行为，例如，如果一个状态图开始了一个活动或增加了一个变量的
值，另一个状态图就可以检测到这个事件并利用它来触发一个变迁。
认识到活动图和状态图紧密关联是很重要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的不
同表示。作为系统模型，活动图自身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行为；
状态图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如果没有活动它就没有可控制的东西。总的来说，
一个详细的活动图和它的控制状态图提供了概念模型，活动图是模型的主
干；它的系统能力分解构成了规约的主要层次，而它的控制状态图是系统行
为背后的驱动力。
物理视图
一个以概念模型形式使用活动图和状态图的规约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但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它缺少一种从物理（实现）视角描述系统的方式——
一种可以确信系统的实现，使该规约有效的方式。物理视角描述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描述系统的物理分解以及它与概念模型的关系。
Ｓｔａｔｅｔｍａｔｅ 中是用模块图语言来体现物理特征的。术语“物理”和“模
块”一般用于表示系统的构件，可以是硬件、软件或者二者的混合。同活动
图中的活动一样，模块是以层次方式排列的，表示一个系统被分解为它的构
件和子构件。模块用流线连接，流线可以看作是模块间信息的载体。
分析和仿真
我们建立了由一个活动图和它的控制状态图构成的概念模型后，就可以
对它进行彻底的分析和测试了。模型可能描述的是整个系统，向下一直到最
底层的细节，或者它只是一个部分的规约。
我们首先必须确信，这个模型在语法上是正确的。这引发了许多比较简
单的测试：例如，各种图在表面上应该是完整的（如不会缺少标记或名字，不
会有悬浮的箭头等）；事件和条件等非图形元素的定义，只能使用合法的操作
等等。语法检查也会涉及到更加精细的测试。如输入和输出的正确性，例如，
测试在状态图中使用过但既不是输入也不被内部影响的元素。如开电源事
件，它会引起状态图中的一个变迁，但并没有在活动图中被定义为输入。所
有这些通常被称为一致性和完整性测试，其中的大部分类似于编译器在实际
编译一个语言之前执行的检查。
运行样例
一个语法正确的模型精确地描述了某个系统，但它也可能不是我们想要

的系统。事实上，被描述的系统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语法正确并不能保
证功能或行为的正确。分析这个模型的真正目的，是看它是否真的描述了我
们想要的系统。分析应该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被构造的系统，检验基于它
的系统的行为，并验证它是否真的满足需要。我们还需要一个语法更具形式
化的建模语言，需要创建模型的系统也能识别形式化语义（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如果这个模型是基于一个形式的语义，系统工程师就可以执行这个模
型。工程师能够创建并运行一个样例，允许他在系统实际开发出来之前，就
可以“按按钮”并观察模型的行为。例如，要试验一个自动取款机（ＡＴＭ）模型，
步骤如下：（１）创建一个概念模型；（２）工程师扮演客户和银行电脑的角色，
产生诸如插入一张银行卡、按下按钮及新的结余信息到达等事件；（３）监控系
统对这些事件的反应；（４）记录下行为的不一致之处；（５）修改概念模型以反
映正确的行为；（６）重复以上步骤直到演化出所需的系统。
系统工程师运行样例，并用图形化的方式观察系统的反应。模型的“活
动”元素（如系统此刻所处的状态和当前的活动）被高亮度显示，动态的执行
结果以生动的模型表示出来。对样例的执行模拟了实时运行的系统，并记录
了依赖于时间的信息。在执行中的任意一点，工程师都能够看到任何非图形
元素的状态，如一个变量或一个条件的值。
编程的仿真
样例使得系统工程师能够交互式地试验模型，但有时还需要更广泛的仿
真。可能需要评估典型和非典型情况时随机条件下的性能。面对实时系统需
要更广泛的仿真的情况，仿真控制语言（ＳＣＬ）使得工程师能对执行进度保持整
体的控制，同时利用工具的能力来接管许多细节。
用 ＳＣＬ 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从一个批处理文件中读取事件列
表，这意味着要事先准备好冗长的样例再自动执行，这些都能被系统工程师
遵从。系统工程师也可以用 ＳＣＬ 来编程设置端点并监控特定的变量、状态或
条件，例如，在运行一个航空电子系统的仿真时，工程师可以让 ＳＣＬ 程序在
雷达锁定目标时停下来，切换到交互模式，一旦遇到“锁定”，工程师就交
互式地接管过来，这样就能更加详细地检查这个状态。
使用样例和仿真也能使工程师收集到关于要开发的系统的操作的有意义
的统计数字。例如，我们可能想知道，在飞机一次飞行中，雷达有多少次丢
失了锁定的目标。由于系统工程师可能很难组起一次单一的、完全封装的飞
行样例，因此可以开发一个模拟的程序，利用其他样例汇集的结果来获得平
均情况下的统计数字。仿真控制程序根据预先定义的概率产生随机事件，因
此，很少发生的事件（比如说，飞行中的座位弹射）可以被赋予很低的概率，
而其他事件可以被赋予较高一些的概率，从而使事件的随机选择成为了现
实。为了收集所需的统计数字，我们在 ＳＣＬ 程序中插入了适当的断点。
自动翻译为代码
系统模型建立起来后，利用原型函数可以将它整个翻译为可执行的代
码。活动图和它们的控制状态图可以被翻译成一种高级的程序设计语言，如
Ａｄａ 或 Ｃ。如今，产生的结果代码的主要用处是在尽可能接近现实世界的环境
下观察系统的运行情况，例如，原型代码可以在目标环境成熟的仿真器中或
在最终环境中执行。这类 ＣＡＳＥ 工具产生的代码应该被看作是“原型化的”，
而不是产品或最终代码，它可能不一定反映了所需系统精确的实时性能，但
是，可以用它在接近于现实的环境中测试系统的性能。

１５．４ 实时设计
实时软件的设计必须具体体现高质量软件所具有的所有基本概念和原则
（第 １３ 章），除此以外，实时软件还给设计者带来了以下一系列独特的问题：
·中断和语境切换的表示。
·多任务和多处理所需的并发。
·任务间通信和同步。
·数据和通信速率大幅度的变化。
·时间约束的表示。
·异步处理。
·与操作系统、硬件及其他外部系统元素间必要和不可避免的耦合。
为实时系统的设计给出一组专门的设计原则是很有价值的，Ｋｕｒｋｉ－
Ｓｕｏｎｏ［ＫＵＲ９３］讨论了实时（“受激反应式”）软件的设计模型：
所有的推理，不论是形式化的还是直觉的，都由一些抽象来完成，因此，
理解哪类特性在抽象中是可表达的就很重要了。以一个受激反应式系统为
例，该产品强调对形式化方法的更直接需要和强调，它应该使用的模型还没
有一个公论的事实。严格的形式化方法既包括进程代数和时序逻辑，也包括
具体的状态模型和 Ｐｅｔｒｉ 网，不同的学派仍在不停地争论它们各自的优点。
接着，他定义了在实时软件设计中应该考虑的一些“建模原则［ＫＵＲ９３］：
显式的原子性。在实时设计模型中明显地定义“原子操作”是必要的。
一个原子操作或事件是一个约束严格的、有限的功能，它可以被一个单一的
任务执行，也可以被几个任务并发执行。一个原子操作只能被那些需要它的
任务（“参与者”）激活，而且它的执行结果只会影响到那些参与者，系统的
其他部分不会受到影响。
交错（ｉｎｔｅｒｌｅａｖｉｎｇ）。尽管处理可以并发，但某些计算的历史应该用线
性操作序列的方式刻划出来。从初始状态开始，第一个操作被启动和执行，
这个操作改变了状态，于是第二个操作发生了。由于在一个给定的状态里多
个操作都可能会发生，因此从同一个初始状态可能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历
史）。“这种非确定性是并发交错建模的本质”［ＫＵＲ９３］。
非终止的历史和完美性。受激反应式系统的处理历史被假设为无限的，
也就是说，处理无限继续，或者“原地不动（ｓｔｕｔｔｅｒ）”，直到某个事件使它
继续处理下去。完美性避免了系统在任意一点中止。
封闭的系统原则。实时系统的设计模型应该包含了软件和软件驻留的环
境，“动作因此能划分为那些系统自身可以负责的部分，以及那些环境执行
的部分”［ＫＵＲ９３］。
状态的结构。一个实时系统可以被模型描述为一组对象，其中每个对象
都具有自身的状态。
在实时系统的设计演化中，软件工程师应该考虑上面提到的每个概念。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为了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实时软件
设计方法。一些实时设计方法扩展了第 １４ 章和第 ２１ 章中讨论的方法（如数据
流［ＷＡＲ８５］［ＨＡＴ８７］、数据结构［ＪＡＣ８３］或面向对象［ＬＥＶ９０］）方法。还
有一些引入了一整套独立的方法，利用有限状态机模型、消息传递系统、Ｐｅｔｒｉ
网或一种专门的语言作为设计的基础。对实时系统软件设计的深入讨论已超

出了本书的范围。要进一步了解细节，请参考文献［ＬＥＶ９０］、［ＳＨＵ９２］、
［ＳＥＬ９４］和［ＧＯＭ９５］。
１５．５ 小结
实时软件的设计不仅包含了传统软件设计的所有方面，还引入了一套新
的设计标准和关注点。由于实时软件必须在外部事件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对事
件作出响应，因此各种类型的设计将变得更为复杂。
将软件设计与更大的面向系统的问题孤立开来是很困难、而且常常是不
现实的。实时软件设计者必须考虑硬件和软件的功能和性能，因为实时软件
要么是时钟驱动，要么是事件驱动。中断处理和数据传输率、分布式数据库
和操作系统、专门的程序设计语言和同步方法都只是实时系统设计者关注的
某个部分。
对实时系统的分析既包括数学模型，又包括仿真。排队和网络模型使得
系统工程师能够评价总体响应时间、处理率以及其他时间和大小问题。形式
化的分析工具为实时系统提供了仿真机制。
实时系统的软件设计可基于传统的设计方法学来扩展，其中通过提供一
种强调实时系统特征的符号体系和方法，对面向流或面向对象的设计进行了
扩展。设计方法也可以利用独特的符号体系或应用专门的语言来实现。
实时系统的软件设计仍然是一项挑战。有所进步的，方法也确实存在，
但对目前发展水平的现实的评价表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
思考题
１５． １ 列出五个基于计算机的实时系统的例子。说明系统有哪些“刺激
（ｓｔｉｍｕｌｉ）”，以及系统控制或监视了什么环境。
１５．２ 获取关于商用实时操作系统的信息（ＲＴＯＳ），并写一篇短文来讨论
ＲＴＯＳ 的内核。它有什么特殊的特征？中断处理是怎样的？ＲＴＯＳ 是如何实现任
务同步的？
１５．３ 写一篇对程序设计语言 Ａｄａ 和 Ｍｏｄｕｌａ－２ 的实时构成成分进行比较
的文章。这些构成成分提供了显著的超越 Ｃ 或 Ｐａｓｃａｌ 的优点吗？
１５．４ 给出三个信号量作为任务同步机制的例子。
１５．５ １５．３ 节介绍的实时系统分析技术假定了排队模型的知识，使用指
定的参考文献进行研究并：
ａ．描述图 １５－５ 如何从图 １５－４ 导出。
ｂ．说明流平衡方程如何从图 １５－５ 导出。
１５．６ 获取一个或多个实时系统形式化分析工具的信息（１５．３．２ 节），写
一篇文章，简述每个工具在实时系统规约和设计中的使用。

第 １６ 章

软件测试技术

软件测试的重要性及其对软件质量的好坏的预意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这
段话引自 Ｄｅｕｔｓｃｈ［ＤＥＵ７９］：性及其对软件质量的好坏的预意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这段话引自 Ｄｅｕｔｓｃｈ［ＤＥＵ７９］：
软件系统的开发包括一系列生产活动，其中由人带来的错误因素非常
多。错误可能出现在程序的最初…，其时目标可能是错误的或描述不完整，
也可能在后期的设计和开发阶段…，因为人们不能完好无缺地工作和交流，
软件开发过程中必须伴有质量保证活动。
软件测试是软件质量保证的关键元素，代表了规约、设计和编码的最终
检查。
软件作为系统元素的可见性不断增加软件故障带来的代价太高使得人们
注重于规划良好的彻底测试，软件开发组织将 ３０％—４０％的项目精力花在测
试上并不为怪。另一方面，人命悠关的软件（如飞行控制和核反应堆）测试所
花的时间往往是其他软件工程活动时间之和的三到五倍。
本章讨论软件测试基础和设计软件测试用例的技术。软件测试基础定义
了软件测试的目标，测试用例的设计讨论符合整体目标的测试用例创建技
术。第 １７ 章讨论测试策略和软件调试。
１６．１ 软件测试基础
测试为软件工程师带来了很有趣的意外。在软件过程的早期，软件工程
师试图由抽象概念到具体实现来建立软件，现在来了测试，工程师创建测试
用例试图“摧毁”已经建立的软件。事实上，在软件工程过程中，测试可以
看成（至少心理上）摧毁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
软件开发者就其本性而言是建设者，测试要求开发者放弃刚开发的软件
是正确的观念，并克服发现错误时的心理矛盾。Ｂｅｉｚｅｒｓ［ＢＥＩ９０］如下描述
了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真正擅长编程，就应当不会有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神话。如果
我们真的很认真，如果每个人都使用结构化方法，自顶向下设计而且使用决
策表，如果程序是用 ＳＱＵＩＳＨ 写的，如果我们有合适的银弹，就不会有错误了，
这样，神话就不存在。因为我们并不擅长所做的事，所以有错误，如果不擅
长，就应当感到内疚。因此，测试和测试用例设计是对失误的承认，它注入
了一针内疚剂。测试的枯燥是对我们错误的处罚，为什么处罚？为了人？为
什么内疚？为了没能达到人类的完美境界？为了没有区别另一个程序员所想
的和所说的？为了没有心灵感应？为了没有解决人类四千年来尚未解决的相
互通信问题？
测试真的应当注入内疚感？测试真的是摧毁性的？这些问题的回答是
“不！”，然而，测试的目标可能和我们所期待的不同。
１６．１．１ 测试目标
Ｇｌｅｎ Ｍｙｅｒｓ［ＭＹＥ７９］在他的软件测试著作中陈述了一系列关于测试目标
的规则：欢
馐？

１．测试是一个为了寻找错误而运行程序的过程。
２．一个好的测试用例是指很可能找到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错误的用例。
３．一个成功的测试是指揭示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错误的测试。
上述目标蕴含了一个观点上的戏剧性变化，他们转向通常的观点，即一
个成功的测试是指没有找到错误的测试。我们的目标是设计这样的测试，它
们能够系统地揭示不同类型的错误，并且耗费最少时间与最小工作量。
如果成功构造了测试（根据上述目标），则能够在软件中揭示错误。测试
的第二个好处在于它证实了软件依据规约所具有的功能及其性能需求，此
外，构造测试时的数据收集提供了软件可靠性以及软件整体质量的一些信
息。但是，有一件事测试无法完成：
测试无法说明错误不存在，它只能表示软件错误已经出现。
在构造测试时必须牢记这一点。
１６．１．２ 测试原则
在设计有效的测试用例之前，软件工程师必须理解软件测试的基本原
则。Ｄａｖｉｅ［ＤＡＶ９５］提出了一组①测试原则：
·所有的测试都应追溯到用户需求。正如我们所知，软件测试的目标在
于揭示错误。而最严重的错误（从用户角度来看）是那些导致程序无法满足需
求的错误。
·应该在测试工作真正开始的前较长时间内就进行测试计划。测试计划
（第 １７ 章）可以在需求模型一完成就开始，详细的测试用例定义可以在设计模
型被确定后立即开始，因此，所有测试可以在任何代码被产生前进行计划和
设计。
· Ｐａｒｅｔｏ 原则应用于软件测试。简单而言， Ｐａｒｅｔｏ 原则暗示着测试发
现的错误中的 ８０％很可能起源于程序模块中的 ２０％。当然，问题在于如何孤
立这些有疑点的模块并进行彻底的测试。
·测试应从“小规模”开始，逐步转向“大规模”。最初的测试通常把
焦点放在单个程序模块上，进一步测试的焦点则转向在集成的模块簇中寻找
错误，最后在整个系统中寻找错误（第 １７ 章）。
·穷举测试是不可能的。甚至一个大小适度的程序，其路径排列的数量
也非常大（进一步讨论参见第 １６．２ 节），因此，在测试中不可能运行路径的每
一种组合，然而，充分覆盖程序逻辑，并确保程序设计中使用的所有条件是
有可能的。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来构造测试。“最佳效果”
指最可能发现错误的测试（测试的主要目标）。由于本章中已经介绍过、并将
在第 １７ 章进一步讨论的那些原因，创建系统的软件工程师并不是构造软件测
试的最佳人选。
１６．１．３ 可测试性
在理想的情况下，软件工程师在设计计算机程序、系统或产品时应该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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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可测试性，这就使得负责测试的人能够更容易地设计有效的测试用例，但
是，什么是“可测试性”呢？ ＪａｍｅｓＢａｃｈ②这样描述可测试性：
软件可测试性就是一个计算机程序能够被测试的容易程度。因为测试是
如此的困难，因此，需要知道做些什么才能理顺测试过程。有时，程序员愿
意去做对测试过程有帮助的事，而一个包括可能的设计点、特性等等的检查
表对他们是很有用的。
肯定存在可用于在很多方面测度可测试性的度量，有时，可测试性被用
来表示一个特定测试集覆盖产品的充分程度。在军方还用它来表示工具被检
验和修复的容易程度。这两种意义都略不同于“软件可测试性”。下面的检
查表提供了一组可测试软件的特征：
可操作性。“运行得越好，被测试的效率越高。”
·系统的错误很少（错误加上测试过程中的分析和报告开销）。·没有阻
碍测试执行的错误。
·产品在功能阶段的演化（允许同时的开发和测试）。
可观察性。“你所看见的就是你所测试的。”
·每个输入有唯一的输出。
·系统状态和变量可见，或在运行中可查询。
·过去的系统状态和变量可见，或在运行中可查询（例如：事务日志）。·所
有影响输出的因素都可见。
·容易识别错误输出。
·通过自测机制自动侦测内部错误。
·自动报告内部错误。
·可获取源代码。
可控制性。“对软件的控制越好，测试越能够被自动执行与优化。”·所
有可能的输出都产生于某种输入组合。
·通过某种输入组合，所有的代码都可能被执行。
·测试工程师可直接控制软件和硬件的状态及变量。
·输入和输出格式保持一致且有结构。
·能够便利地对测试进行说明、自动化和再生。
可分解性。“通过控制测试范围，能够更快地分解问题，执行更灵巧的
再测试。”·软件系统由独立模块构成。
·能够独立测试各软件模块。
简单性。“需要测试的内容越少，测试的速度越快。”
·功能简单性（例如：特性集是满足需求所需的最小集合）。
·结构简单性（例如：将体系结构模块化以限制错误的繁殖）。
·代码简单性（例如：采用代码标准为检查和维护提供方便）。
稳定性。“改变越少，对测试的破坏越小。”
·软件的变化是不经常的。
·软件的变化是可控制的。
·软件的变化不影响已有的测试。
·软件失效后能得到良好恢复。
易理解性。“得到的信息越多，进行的测试越灵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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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能够被很好地理解。
·内部、外部和共享构件之间的依赖性能够被很好地理解。
·设计的改变被通知。
·可随时获取技术文档。
·技术文档组织合理。
·技术文档明确详细。
·技术文档精确性稳定。
软件工程师可运用 Ｊａｍｅｓ Ｂａｃｈ 提出的这些属性来开发可测试的软件配置
（即程序、数据和文档）。
但是关于测试本身呢？ Ｋａｎｅｒ， Ｆａｌｋ 和 Ｎｇｕｙｅｎ［ＫＡＮ９３］给出了“好”
测试的一些属性：文 １．一个好的测试发现错误的可能性很高。为了达到这个
目标，测试者必须理解软件，并尝试设想软件如何才能失败，理想，被探测
的错误类别，例如，在 ＧＵＩ（图形用户界面）中有一种潜在的错误，即错误识
别鼠标位置。应该设计一个测试集来验证鼠标位置识别的错误。
２．一个好的测试并不冗余。测试的时间和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必要构造
一个与其他测试用途完全相同的测试，每一个测试都应该有不同的用途（哪怕
是细微的差异）。例如，软件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①中有一个模块被用来识别用户密码以
决定是否启动系统，为了测试密码输入的错误，测试者设计了一系列的输入
密码测试。在不同的测试中输入有效与无效密码（四个数字），然而，每一个
有效／无效密码将检测一种不同错误模式，例如，一个将 ８０８０ 作为有效密码
的系统将不会接受非法密码 １２３４，如果接收 １２３４，将产生错误，另一个测试
输入 １２３５，与 １２３４ 的测试意图相同，因此是冗余的，然而，非法输入 ８０８１
或 ８１８０ 就有些细微的差异，即对与有效密码相近但并不相同的密码该进行测
试。
３．一个好的测试应该是“最佳品种” ［ＫＡＮ９３］。在一组目的相似的测
试中，时间和资源的限制可能只影响其某个子集的执行，此时，应该使用最
可能找到所有错误的测试。
４．一个好的测试既不会太简单，也不会太复杂。虽然有时会将一组测试
组合到一个测试用例中，其副作用可能屏蔽错误，通常，每一个测试应该独
立执行。
１６．２ 测试用例设计
软件和其他工程产品的测试设计与产品本身的设计一样具有挑战性，然
而由于已经讨论过的一些原因，软件工程师经常将测试作为一种事后的措
施，开发一些“感觉上正确”但是缺乏完整保证的测试用例。再回头看看测
试目标，我们必须设计出最可能发现最多数量的错误、并耗费最少时间和最
小代价的测试。
在过去的 ２０ 年，出现了大量的测试用例设计方法，为开发人员进行测试
提供了系统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方法提供了一种有助于确保完全测试的机
制，并提供了揭示软件错误的最高可能性。
能够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对任何工程化产品（以及大多数其他东西）进
行测试：（１）若了解产品的特定功能，则构造测试，以证实各功能完全可执行，
同时在各功能中寻找错误；（２）若了解产品的内部构造，则构造测试，以确保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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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齿轮吻合”，即内部操作依据规约执行，而且所有的内部构件被充分
利用。第一种测试方法被称为黑盒测试，第二种则被称为白盒测试。
如果考虑计算机软件，黑盒测试指在软件界面上进行的测试，虽然设计
黑盒测试是为了发现错误，它们却被用来证实软件功能的可操作性；证实能
很好地接收输入，并正确地产生输出；以及证实对外部信息完整性（例如：数
据文件）的保持。黑盒测试检验系统的一些基本特征，很少涉及软件的内部逻
辑结构。
软件的白盒测试依赖对程序细节的严密检验，提供运用特定条件和／与循
环集的测试用例，对软件的逻辑路径进行测试，在不同的点检验“程序的状
态”以判定预期状态或待验证状态与真实状态是否相符。
一眼看去，可能认为全面的白盒测试将产生“百分之百正确的程序”，
需要我们做的只是定义所有的逻辑路径、开发相应的测试用例，并评估结果，
简而言之，详尽地生成用例以测试程序逻辑。不幸的是，穷举测试带来了必
然的计算问题，即使是很小的程序，可能的逻辑路径数量也非常大，例如，
考虑 １００ 行 Ｃ 语言程序，在一些基本的数据声明之后，程序包含两个嵌套循
环，根据输入的条件分别执行 １ 到 ２０ 次，在内部循环中，需要四个 ｉｆ－
ｔｈｅｎ－ｅｌｓｅ 结构，该程序中大约有 １０１４ 条可能路径！
为了正确表达这个数值，我们假设开发了一个有魔力的测试处理器（“有
魔力”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处理器）进行穷举测试。该处理器能在一毫秒内开
发一个测试用例、进行运行并评估结果，如果每天运行 ２４ 小时，每年运行
３６５ 天，则需要 ３１７０ 年的时间来测试这个程序。不可否认，这将导致大多数
开发进度表的混乱，对大型软件系统不可能进行穷举测试。
然而，白盒测试不应该被抛弃，可选择有限数量的重要逻辑路径进行测
试，检测重要数据结构的有效性，可以综合黑盒测试和白盒测试的属性提供
一种方法，以验证软件界面，并有选择地保证软件内部工作的正确性。
１６．３ 白盒测试
白盒测试，有时称为玻璃盒测试，是一种测试用例设计方法，它使用程
序设计的控制结构导出测试用例。使用白盒测试方法，软件工程师能够产生
测试用例（１）保证一个模块中的所有独立路径至少被使用一次；（２）对所有逻
辑值均需测试 ｔｒｕｅ 和 ｆａｌｓｅ；（３）在上下边界及可操作范围内运行所有循
环；（４）检查内部数据结构以确保其有效性。
此时可能会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我们应该更注重于保证程序需求的
实现，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担心（和测试）逻辑细节？”换一种说法，
我们为什么不将所有精力用于黑盒测试呢？答案在于软件自身的缺陷（例如
参考文献［ＪＯＮ８１］）：
·逻辑错误和不正确假设与一条程序路径被运行的可能性成反比。当我
们设计和实现主流之外的功能、条件或控制时，错误往往开始出现在我们的
工作中。日常处理往往被很好地了解（和很好地细查），而“特殊情况”的处
理则难于发现。
·我们经常相信某逻辑路径不可能被执行，而事实上，它可能在正常的
基础上被执行。程序的逻辑流有时是违反直觉的，这意味着我们关于控制流
和数据流的一些无意识的假设可能导致设计错误，只有路径测试才能发现这

些错误。
·印刷上的错误是随机的。当一个程序被翻译为程序设计语言源代码时，
有可能产生某些打印错误，很多将被语法检查机制发现，但是，其他的会在
测试开始时才会被发现。打印错误出现在主流上和不明显的逻辑路径上的可
能性是一样的。
上述任何一条原因都是该进行白盒测试的论据，黑盒测试，不管它多么
全面，都可能忽略前面提到的某些类型的错误。正如 Ｂｅｉｚｅｒ 所说［ＢＥＩ９０］：
“错误潜伏在角落里，聚集在边界上”。白盒测试更可能发现它们。
１６．４ 基本路径测试
基本路径测试是 Ｔｏｍ ＭｃＣａｂｅ［ＭＣＣ７６］首先提出的一种白盒测试技术，
基本路径测试方法上”。允许测试用例设计者导出一个过程设计的逻辑复杂
性测度，并使用该测度作为指南来定义执行路径的基本集。从该基本集导出
的测试用例保证对程序中的每一条语句至少执行一次。
１６．４．１ 流图符号
在介绍基本路径方法之前，必须先介绍一种简单的控制流表示方法，即
流图或程序图①。流图使用图 １６－１ 中的符号描述逻辑控制流，每一种结构化
构成元素（第 １４ 章）有一个相应的流图符号。
为了说明流图的用法，我们采用图 １６－２ａ 中的过程设计表示法，此处，
流程图用来描述程序控制结构。图 １６－２ｂ 将流程图映射到一个相应的流图
（假设流程图的菱形决定框中不包含复合条件）。在图 １６－２ｂ 中，每一个圆，
称为流图的节点，代表一个或多个语句。一个处理方框序列和一个菱形决测
框可被映射为一个节点，流图中的箭头，称为边或连接，代表控制流，类似
于流程图中的箭头。一条边必须终止于一个节点，即使该节点并不代表任何
语句（例如：参见 ｉｆ－ｅｌｓｅ－ｔｈｅｎ 结构的符号）。由边和节点限定的范围称为区
域。计算区域时应包括图外部的范围①。
任何过程设计表示法都可被翻译成流图，图 １６－３ 显示了一个程序设计
语言（ＰＤ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ｅｓ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片段及其对应的流图，注意，对 ＰＤＬ
语句进行了编号，并将相应的编号用于流图中。
程序设计中遇到复合条件时，生成的流图变得更为复杂。当条件语句中
用到一个或多个布尔运算符（逻辑 ＯＲ，ＡＮＤ，ＮＡＮＤ，ＮＯＲ）时，就出现了复合条
件。图 １６－４ 中，将一个 ＰＤＬ 片段翻译为流图，注意，为语句 ＩＦ ａ ＯＲ ｂ 中的
每一个 ａ 和 ｂ 创建了一个独立的节点，包含条件的节点被称为判定节点，从
每一个判定节点发出两条或多条边。

①

事实上，没有流图也可以执行基本路径测试。但是，用流图可以很好地理解控制流程和阐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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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6.1 章详细讨论了图及其在测试时的用法。

１６．４．２ 环形复杂性
环形复杂性是一种为程序逻辑复杂性提供定量测度的软件度量，将该度
量用于基本路径方法，计算所得的值定义了程序基本集的独立路径数量，并
为我们提供了确保所有语句至少执行一次的测试数量的上界。
独立路径是指程序中至少引进一个新的处理语句集合或一个新条件的任
一路径。采用流图的术语，即独立路径必须至少包含一条在定义路径之前不
曾用到的边。例如，图 １６－２ｂ 中所示流图的一个独立路径集合为：
路径 １：１－１１
路径 ２：１－２－３－４－５－１０－１－１１
路径 ３：１－２－３－６－８－９－１０－１－１１
路径 ４：１－２－３－６－７－９－１０－１－１１
注意，每一条新的路径都包含了一条新边。路径 １－２－３－４－５－１０－１－２－３－
６－８－９－１０－１－１１ 不是独立路径，意味它只是已有路径的简单合并，并未包含
任何新边。
上面定义的路径 １，２，３ 和 ４ 包含了图 １６－２ｂ 所示流图的一个基本集，
简而言之，如果能将测试设计为强迫运行这些路径（基本集），那么程序中的
每一条语句将至少被执行一次，每一个条件执行时都将分别取 ｔｒｕｅ 和
ｆａｌｓｅ。应该注意到基本集并不唯一，实际上，给定的过程设计可派生出任意
数量的不同基本集。
如何才能知道需要寻找多少条路径呢？对环形复杂性的计算提供了这个
问题的答案。环形复杂性以图论为基础，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软件度量。
可用如下三种方法之一来计算复杂性：
１．流图中区域的数量对应于环形的复杂性。
２．给定流图 Ｇ 的环形复杂性——Ｖ（Ｇ），定义为 Ｖ（Ｇ）＝Ｅ－Ｎ＋２，Ｅ 是流图中
边的数量，Ｎ 是流图节点数量。
３．给定流图 Ｇ 的环形复杂性——Ｖ（Ｇ），也可定义为 Ｖ（Ｇ）＝Ｐ＋１，Ｐ 是流图
Ｇ 中判定节点的数量。
再回到图 １６－２ｂ。可采用上述任意一种算法来计算环形复杂性。
１．流图有 ４ 个区域。
２．Ｖ（Ｇ）＝１１ 条边－９ 个节点＋２＝４。
３．Ｖ（Ｇ）＝３ 个判定节点＋１＝４。
因此，图 １６－２ｂ 的环形复杂性是 ４。
更重要的是，Ｖ（Ｇ）的值提供了组成基本集的独立路径的上界，并由此得
出覆盖所有程序语句所需的测试设计数量的上界。
１６．４．３ 导出测试用例
基本路径测试方法可用于过程设计或源代码生产。本节中，我们将基本
路径测试表示为一系列步骤，图 １６－５ 中 ＰＤＬ 所描述的过程“求平均值”将被
用于阐明测试用例设计方法中的各个步骤。注意，“求平均值”虽然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算法，但是仍然包含了复合条件和循环。
１．以设计或代码为基础，画出相应的流图。使用符号和第 １６．４．１ 节中的
构造规则创建一个流图，参考图 １６－５ 中“求平均值”的 ＰＤＬ。创建流图时，

要对将被映射为流图节点的 ＰＤＬ 语句进行标号，图 １６－６ 显示了对应的流图。
２．确定结果流图的环形复杂性。可采用上一节中的任意一种算法来计算
环形复杂性——Ｖ（Ｇ）。应该注意到，计算 Ｖ（Ｇ）并不一定要画出流图，计算 ＰＤＬ
中的所有条件语句数量（过程求平均值中复合条件语句计数为 ２），然后加 １
即可得到环形复杂性。在图 １６－６ 中，
Ｖ（Ｇ）＝６ 个区域
Ｖ（Ｇ）＝１８ 条边－１４ 个节点＋２＝６。
Ｖ（Ｇ）＝５ 个判定节点＋１＝６。
３．确定线性独立的路径的一个基本集。Ｖ（Ｇ）的值提供了程序控制结构中
线性独立的路径的数量，在过程求平均值中，我们指定六条路径：
路径 １：１－２－１０－１１－１３
路径 ２：１－２－１０－１２－１３
路径 ３：１－２－３－１０－１１－１３
路径 ４：１－２－３－４－５－８－９－２－……
路径 ５：１－２－３－４－５－６－８－９－２－……
路径 ６：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２－……
路径 ４、５ 和 ６ 后面的省略号（……）表示可加上控制结构其余部分的任意
路径。通常在导出测试用例时，识别判定节点是很有必要的。本例中，节点
２、３、５、６ 和 １０ 是判定节点。
４．准备测试用例，强制执行基本集中每条路径。测试人员可选择数据以
便在测试每条路径时适当设置判定节点的条件。满足上述基本集的测试用例
如下：
路径 １ 测试用例：
ｖａｌｕｅ（ｋ）＝有效输入，其中 ｋ＜ｉ
ｖａｌｕｅ（ｉ）＝－９９９，其中 ２≤ｉ≤１００
期望结果：基于 ｋ 的正确平均值和总数
注意：路径 １ 无法独立测试，必须作为路径 ４、５ 和 ６ 测试的一部分。
路径 ２ 测试用例：
ｖａｌｕｅ（１）＝－９９９
期望结果：求平均值＝－９９９；其他按初值汇总
路径 ３ 测试用例：
试图处理 １０１ 或更大的值
前 １００ 个数值应该有效
期望结果：与测试用例 １ 相同
路径 ４ 测试用例：
ｖａｌｕｅ（ｉ）＝有效输入，其中 ｉ＜１００
ｖａｌｕｅ（ｋ）＜最小值，其中 ｋ＜ｉ
期望结果：基于 ｋ 的正确平均值和总数
路径 ５ 测试用例：
ｖａｌｕｅ（ｉ）＝有效输入，其中 ｉ＜１００
ｖａｌｕｅ（ｋ）＞最大值，其中 ｋ≥ｉ
期望结果：基于 ｋ 的正确平均值和总数
路径 ６ 测试用例：

ｖａｌｕｅ（ｉ）＝有效输入，其中 ｉ＜１００
期望结果：基于 ｋ 的正确平均值和总数
执行每个测试用例，并和期望值比较，一旦完成所有测试用例，测试者
可以确定在程序中的所有语句至少被执行一次。
重要的是要注意，某些独立路径（如，例子中的路径 １）不能以独立的方
式被测试，即，穿越路径所需的数据组合不能形成程序的正常流，在这种情
况下，这些路径必须作为另一个路径测试的一部分来进行测试。
１６．４．４ 图矩阵
导出流图和决定基本测试路径的过程均需要机械化，为了开发辅助基本
路径测试的软件工具，称为图矩阵（ｇｒａｐｈ ｍａｔｒｉｘ）的数据结构很有用。
图矩阵是一个正方形矩阵，其大小（即列数和行数）等于流图的节点数。
每列和每行都对应于标识的节点，矩阵项对应于节点间的连接（边），图 １６－７
显示了一个简单的流图及其对应的图矩阵［ＢＥＩ９０］。
该图中，流图的节点以数字标识，边以字母标识，矩阵中的字母项对应
于节点间的连接，例如，边 ｂ 连接节点 ３ 和节点 ４。
这里，图矩阵只是流图的表格表示，然而，对每个矩阵项加入连接权值
（ｌｉｎｋ ｗｅｉｇｈｔ），图矩阵就可以用于在测试中评估程序的控制结构，连接权值
为控制流提供了另外的信息。最简单情况下，连接权值是 １（存在连接）或
０（不存在连接），但是，连接权值可以赋予更有趣的属性：
·执行连接（边）的概率。
·穿越连接的处理时间。
·穿越连接时所需的内存。
·穿越连接时所需的资源。
举例来说，我们用最简单的权值（０ 或 １）来标识连接，图 １６－７ 所示的图
矩阵重画为图 １６－８。字母替换为 １，表示存在边（为清晰起见，没有画出 ０），
这种形式的图矩阵称为连接矩阵（ｌｉｎｋｍａｔｒｉｘ）。图 １６－８ 中，含两个或两个以
上项的行表示判定节点，所以，右边所示的算术计算就提供了另一种环形复
杂性计算（参 １６．４．２ 节）的方法。
Ｂｅｉｚｅｒ［ＢＥＩ９０］提供了可用于图矩阵的其他数学算法的处理，利用这些
技术，设计测试用例的分析就可以自动化或部分自动化。

１６．５ 控制结构测试
１６．４ 节所述的基本路径测试技术是控制结构测试技术之一。尽管基本路
径测试简单高效，但是，其本身并不充分。本节讨论控制结构测试的其他变
种，这些测试覆盖并提高了白盒测试的质量。
１６．５．１ 条件测试条件测试是检查程序模块中所包含逻辑条件的测试用例设
①

16.5.1 节和 16.5.2 节经 K.C.Tai 教授的同意摘自［TAI89］。

计方法。一个简单条件是一个布尔变量或一个可能带有 ＮＯＴ（“┓”）操作符
的关系表达式。关系表达式的形式如：
Ｅ１ ＜关系操作符＞Ｅ２
其中 Ｅ１ 和 Ｅ２ 是算术表达式，而＜关系操作符＞是下列之一：
“＜”，
“≤”，
“＝”，“≠”（“┓＝”），“＞”，或“≥”。复杂条件由简单条件、布尔
操作符和括弧组成。我们假定可用于复杂条件的布尔算子包括 ＯＲ“｜”，ＡＮＤ
“＆”和 ＮＯＴ“┓”，不含关系表达式的条件称为布尔表达式。
所以条件的成分类型包括布尔操作符、布尔变量、布尔括弧（括住简单或
复杂条件）、关系操作符或算术表达式。
如果条件不正确，则至少有一个条件成分不正确，这样，条件的错误类
型如下：
·布尔操作符错误（遗漏布尔操作符，布尔操作符多余或布尔操作符不正
确）。
·布尔变量错误。
·布尔括弧错误。
·关系操作符错误。
·算术表达式错误。
条件测试方法注重于测试程序中的条件。本节后面讨论的条件测试策略
主要有两个优点，首先，测度条件测试的覆盖率是简单的，其次，程序的条
件测试覆盖率为产生另外的程序测试提供了指导。
条件测试的目的是测试程序条件的错误和程序的其他错误。如果程序 Ｐ
的测试集能够有效地检测 Ｐ 中的条件错误，则该测试集可能也会有效地检测
Ｐ 中的其他错误，此外，如果测试策略对检测条件错误有效，则它也可能有
效地检测程序错误。
已经提出了几个条件测试策略。分支测试可能是最简单的条件测试策
略，对于复合条件 Ｃ，Ｃ 的真分支和假分支以及 Ｃ 中的每个简单条件都需要至
少执行一次［ＭＹＥ９７］。
域测试（Ｄｏｍａｉ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ＷＨＩ８０］要求从有理表达式中导出三个或四个
测试，有理表达式的形式如：
Ｅ１ ＜关系操作符＞Ｅ２
需 要 三 个 测 试 分 别 用 于 计 算 Ｅ１ 的值是大于、等于或小于 Ｅ２ 的 值
［ＨＯＷ８２］。如果＜关系操作符＞错误，而 Ｅ１ 和 Ｅ２ 正确，则这三个测试能够
发现关系算子的错误。为了发现 Ｅ１ 和 Ｅ２ 的错误，计算 Ｅ１ 小于或大于 Ｅ２ 的测
试应使两个值间的差别尽可能小。
有 ｎ 个变量的布尔表达式需要 ２ｎ 个可能的测试（ｎ＞０）。这种策略可以发
现布尔操作符、变量和括弧的错误，但是只有在 ｎ 很小时实用。
也可以派生出敏感布尔表达式错误的测试［ＦＯＳ８４，ＴＡＩ８７］。对于有 ｎ
个布尔变量（ｎ＞０）的单布尔表达式（每个布尔变量只出现一次），可以很容易
地产生测试数小于 ２ｎ 的测试集，该测试集能够发现多个布尔操作符错误和其
他错误。
Ｔａｉ［ＴＡＩ８９］建议在上述技术之上建立条件测试策略，称为 ＢＲＯ（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试集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的测试保证能发现布尔变量和关系操作符只
出现一次而且没有公共变量的条件中的分支和条件操作符错误。

ＢＲＯ 策略利用条件 Ｃ 的条件约束。有 ｎ 个简单条件的条件 Ｃ 的条件约束
定义为（Ｄ１ ，Ｄ２ ，…，Ｄｎ ），其中 Ｄｉ （０＜ｉ≤ｎ）表示条件 Ｃ 中第 ｉ 个简单条件的
输出约束。如果 Ｃ 的执行过程中 Ｃ 的每个简单条件的输出都满足 Ｄ 中对应的
约束，则称条件 Ｃ 的条件约束 Ｄ 由 Ｃ 的执行所覆盖。
对于布尔变量 Ｂ，Ｂ 输出的约束说明 Ｂ 必须是真（ｔ）或假（ｆ）。类似地，对
于关系表达式，符号＜、＝、＞用于指定表达式输出的约束。
作为简单的例子，考虑条件
Ｃ１ ∶Ｂ１ ＆Ｂ２
其中 Ｂ１ 和 Ｂ２ 是布尔变量。Ｃ１ 的条件约束式如（Ｄ１ ，Ｄ２ ），其中 Ｄ１ 和 Ｄ２ 是
“ｔ”或“ｆ”，值（ｔ，ｆ）是 Ｃ１ 的条件约束，由使 Ｂ１ 为真 Ｂ２ 为假的测试所覆
盖。ＢＲＯ 测试策略要求约束集｛（ｔ，ｔ），（ｆ，ｔ），（ｔ，ｆ）｝由 Ｃ１ 的执行所覆
盖，如果 Ｃ１ 由于布尔算子的错误而不正确，至少有一个约束强制 Ｃ１ 失败。
作为第二个例子，考虑
Ｃ２ ∶Ｂ１ ＆（Ｅ３ ＝Ｅ４ ）
其中 Ｂ１ 是布尔表达式，而 Ｅ３ 和 Ｅ４ 是算术表达式。Ｃ２ 的条件约束形式如
（Ｄ１ ，Ｄ２ ），其中 Ｄ１ 是“ｔ”或“ｆ”，Ｄ２ 是＜，＝或＞。除了 Ｃ２ 的第二个简单
条件是关系表达式以外，Ｃ２ 和 Ｃ１ 相同，所以可以修改 Ｃ１ 的约束集｛（ｔ，ｔ），
（ｆ，ｔ），（ｔ，ｆ）｝，得到 Ｃ２ 的约束集，注意（Ｅ３ ＝Ｅ４ ）的“ｔ”意味着“＝”，而
（Ｅ３ ＝Ｅ４ ）的“ｆ”意味着“＞”或“＜”。分别用（ｔ，＝）和（ｆ，＝）替换（ｔ，ｔ）
和（ｆ，ｔ），并用（ｔ，＜＼＜＞）和（ｔ，＞）替换（ｔ，ｆ），就得到 Ｃ２ 的约束集｛（ｔ，
＝），（ｆ，＝），（ｔ，＜），（ｔ，＞）｝。上述条件约束集的覆盖率将保证检测 Ｃ２
的布尔和关系算子的错误。
作为第三个例子，考虑
Ｃ３ ∶（Ｅ１ ＞Ｅ２ ）＆（Ｅ３ ＝Ｅ４ ）
其中 Ｅ１ 、Ｅ２ 、Ｅ３ 和 Ｅ４ 是算术表达式。Ｃ３ 的条件约束形式如（Ｄ１ ，Ｄ２ ），其
中 Ｄ１ 和 Ｄ２ 是＜、＝或＞。除了 Ｃ３ 的第一个简单条件是关系表达式以外，Ｃ３ 和
Ｃ２ 相同，所以可以修改 Ｃ２ 的约束集得到 Ｃ３ 的约束集，结果为
｛（＞，＝），（＝，＝），（＜，＝），（＞，＞），（＞，＜）｝
上述条件约束集能够保证检测 Ｃ３ 的关系操作符的错误。
１６．５．２ 数据流测试
数据流测试方法按照程序中的变量定义和使用的位置来选择程序的测试
路径。已经有不少关于数据流测试策略的研究（如参考文献［ＦＲＡ８８］、［ＮＴＡ８８］
和［ＦＲＡ９３］）。肪丁Ｒ丫 胁簧＊
为了说明数据流测试方法，假设程序的每条语句都赋予了独特的语句
号，而且每个函数都不改变其参数和全局变量。对于语句号为 Ｓ 的语句，
ＤＥＦ（Ｓ）＝｛Ｘ｜语句 Ｓ 包含 Ｘ 的定义｝
ＵＳＥ（Ｓ）＝｛Ｘ｜语句 Ｓ 包含 Ｘ 的使用｝
如果语句 Ｓ 是 ｉｆ 或循环语句，它的 ＤＥＦ 集为空，而 ＵＳＥ 集取决于 Ｓ 的条
件。如果存在从 Ｓ 到 Ｓ′的路径，并且该路径不含 Ｘ 的其他定义，则称变量 Ｘ

在语句 Ｓ 处的定义在语句 Ｓ′仍有效。
变量 Ｘ 的定义—使用链（或称 ＤＵ 链）形式如［Ｘ，Ｓ，Ｓ′］，其中 Ｓ 和 Ｓ
′是语句号，Ｘ 在 ＤＥＦ（Ｓ）和 ＵＳＥ（Ｓ′）中，而且语句 Ｓ 定义的 Ｘ 在语句 Ｓ′有
效。
一种简单的数据流测试策略是要求覆盖每个 ＤＵ 链至少一次。我们将这种
策略称为 ＤＵ 测试策略。已经证明 ＤＵ 测试并不能保证覆盖程序的所有分支，
但是，ＤＵ 测试不覆盖某个分支仅仅在于如下之类的情况：ｉｆ－ｔｈｅｎ－ｅｌｓｅ 中的
ｔｈｅｎ 没有定义变量，而且不存在 ｅｌｓｅ 部分。这种情况下，ｉｆ 语句的 ｅｌｓｅ
分支并不需要由 ＤＵ 测试覆盖。
数据流测试策略可用于为包含嵌套 ｉｆ 和循环语句的程序选择测试路
径，为此，考虑使用 ＤＵ 测试为如下的 ＰＤＬ 选择测试路径：
ｐｒｏｃ ｘ
Ｂ１；
ｄｏ ｗｈｉｌｅ Ｃ１
ｉｆ Ｃ２
ｔｈｅｎ
ｉｆ Ｃ４
ｔｈｅｎ Ｂ４；
ｅｌｓｅ Ｂ５；
ｅｎｄｉｆ；
ｅｌｓｅ
ｉｆ Ｃ３
ｔｈｅｎ Ｂ２；
ｅｌｓｅ Ｂ３；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ｄｏ；
Ｂ６；
ｅｎｄ ｐｒｏｃ；
为了用 ＤＵ 测试选择控制流图的测试路径，需要知道 ＰＤＬ 条件或块中的变
量定义和使用。假设变量 Ｘ 定义在块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 和 Ｂ５ 的最后一条语句
之中，并在块 Ｂ２，Ｂ３，Ｂ４，Ｂ５ 和 Ｂ６ 的第一条语句中使用。ＤＵ 测试策略要求
执行从每个 Ｂ（０＜ｉ≤５）到 Ｂｊ （０＜ｊ≤６）的最短路径（这样的测试也覆盖了条
件 Ｃ１ ，Ｃ２ ，Ｃ３ 和 Ｃ４ 中的变量使用）。尽管有 ２５ 条 Ｘ 的 ＤＵ 链，只需 ５ 条路径
覆盖这些 ＤＵ 链。原因在于可用 ５ 条从 Ｂｉ （０＜ｉ≤５）到 Ｂ６ 的路径覆盖 Ｘ 的链，
而这 ５ 条链包含循环的迭代就可以覆盖其他的 ＤＵ 链。
注意如果要用分支测试策略为上述的 ＰＤＬ 选择测试路径，并不需要另外
的信息。为了选择 ＢＲＯ 测试的路径，只需知道每个条件和块的结构。（选择程
序的路径之后，需要决定该路径是否实用于该程序，即是否存在执行该路径
的至少一个输入）。
由于变量的定义和使用，程序中的语句都彼此相关，所以数据流测试方
法能够有效地发现错误，但是，数据流测试的覆盖率测度和路径选择比条件
测试更为困难。

１６．５．３ 循环测试
循环是大多数软件实现算法的重要部分，但是，在软件测试时却很少注
意它们。
循环测试是一种白盒测试技术，注重于循环构造的有效性。有四种循环
［ＢＥＩ９０］：简单循环，串接循环，嵌套循环和不规则循环（如图 １６－９ 所示）。
简单循环。下列测试集应当用于简单循环，其中 ｎ 是允许通过循环的最
大次数。
１．整个跳过循环。
２．只有一次通过循环。
３．两次通过循环。
４．ｍ 次通过循环，其中 ｍ＜ｎ。
５．ｎ－１，ｎ，ｎ＋１ 次通过循环。
嵌套循环。如果要将简单循环的测试方法用于嵌套循环，可能的测试数
就会随嵌套层数成几何级增加，这会导致不实际的测试数目，Ｂｅｉｚｅｒ［ＢＥＩ９０］
提出了一种减少测试数的方法：＊
１．从最内层循环开始，将其他循环设置为最小值。
２．对最内层循环使用简单循环测试，而使外层循环的迭代参数（即循环计
数）最小，并为范围外或排除的值增加其他测试。
３．由内向外构造下一个循环的测试，但其他的外层循环为最小值，并使
其他的嵌套循环为“典型”值。
４．继续直到测试完所有的循环。
串接循环。如果串接循环的循环都彼此独立，可以使用嵌套循环的策略
测试串接循环。但是，如果两个循环串接起来，而第一个循环的循环计数是
第二个循环的初始值，则这两个循环并不是独立的。如果循环不独立，则推
荐使用嵌套循环的方法进行测试。
不规则循环。尽可能的情况下，要将这类循环重新设计为结构化的程序
结构（参第 １４ 章）。
１６．６ 黑盒测试
黑盒测试注重于测试软件的功能性需求，也即黑盒测试使软件工程师派
生出执行程序所有功能需求的输入条件。黑盒测试并不是白盒测试的替代
品，而是用于辅助白盒测试发现其他类型的错误。
黑盒测试试图发现以下类型的错误：（１）功能不对或遗漏，（２）界面错误，
（３）数据结构或外部数据库访问错误，（４）性能错误和（５）初始化和终止错误。
白盒测试在测试的早期执行，而黑盒测试主要用于测试的后期（参第 １７
章）。黑盒测试故意不考虑控制结构，而是注意信息域。测试用于回答以下问
题：
·如何测试功能的有效性？
·何种类型的输入会产生好的测试用例？
·系统是否对特定的输入值尤其敏感？

·如何分隔数据类的边界？
·系统能够承受何种数据率和数据量？
·特定类型的数据组合会对系统产生何种影响？
运用黑盒测试，可以导出满足以下标准的测试用例集［ＭＹＥ７９］：（１）所
设计的测试用例能够减少达到合理测试所需的附加测试用例数，和（２）所设计
的测试用例能够告知某些类型错误的存在或不存在，而不是仅仅与特定测试
相关的错误。
１６．６．１ 基于图的测试方法
黑盒测试①的第一步是理解软件所表示的对象②及其关系，然后，第二步
是定义一组保证“所有对象与其他对象都具有所期望的关系”［ＢＥＩ９５］的测
试序列，换而言之，软件测试首先是创建对象及其关系图，然后导出测试序
列以检查对象及其关系，并发现错误。
为了完成这些步骤，软件工程师首先创建一个图，节点代表对象，连接
代表对象间的关系，节点权值描述节点的属性（如特定的数据值或状态行
为），连接权值描述连接的特点①。
图的符号表示如图 １６－１０ａ 所示。节点表示为圆，而连接有几种，有向连
接（有箭头表示）表明关系只在一个方向上存在。双向连接，也称为对称连接，
表示关系适于两个方向。如果节点间有几种联系，就使用并行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考虑部分字处理应用程序图，如图 １６－１０ｂ 所示：
对象＃１＝新建文件菜单选择
对象＃２＝文档窗口
对象＃３＝文档文本
如图所示，选择菜单“新建文件”产生一个文档窗口，文档窗口的节点
权值提供窗口产生时所期望的属性集，连接权值表明窗口必须在 １．０ 秒之内
产生，一条无向边在“选择菜单新建文件”和“文档文本”之间建立对称联
系，并行连接表明“文档窗口”和“文档文本”间的联系，事实上，要产生
测试用例还需要更加详细的图。软件工程师遍历图，并覆盖所显示的联系就
可以导出测试用例，这些用例用于发现联系之间的错误。
Ｂｅｉｚｅｒ［ＢＥＩ９５］描述了几个使用图的行为测试方法：
事务流建模。节点代表事务的步数（如使用联机服务预订航空机票的步
数），连接代表步骤之间的连接关系（如 ｆｌｉｇｈｇ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ｕｔ 后跟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ｔ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数据流图（参见第 １２ 章）可用于辅助
产生这种图。
有限状态建模。节点代表不同用户可见的软件状态（如订票人员处理订票
时的各个屏幕），而连接代表状态之间的转换（如 ｏｒｄ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在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ｏｏｋ－ｕｐ 时 验 证 并 后 跟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ｂｉｌｌｉｎｇ－
①

黑盒测试有时也称为行为测试或分隔测试。

②

在此，术语“对象”包括在第 11 和 12 章讨论的数据对象和程序对象，如模块和编程语言句集。

①

如果上述概念看起来相当熟悉，请回忆 16.4.1 节讨论的为基本路径测试方法创建的图。程序节点代表过

程序设计表示或源代码，有向边表示程序对象间的控制流。此处，也将图用于黑盒测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ｕｔ）。状态变迁图（参见第 １２ 章）可用于辅助产生这种图。
数据流建模。节点是数据对象，而连接是将数据对象转换为其他对象时
发生的变换。例如，节点 ＦＩＣＡ．ｔｚｘ．ｗｉｔｈｈｅｌｄ（ＦＴＷ）由 ｇｒｏｓｓ．ｗａｇｅｓｓ（ＧＷ）利用
关系 ＦＴＷ＝０．０６２×ＧＷ 计算而来。
时间建模。节点是程序对象，而连接是对象间的顺序连接。连接权值用
于指定程序执行时所需的执行时间。
基于图的测试方法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
读（见参考文献［ＢＥＩ９５］）一书。但是，大致了解一下基于图的测试还是值得
的。
基于图的测试开始定义节点和节点权值，也即标识对象及其属性，数据
模型（参见第 １２ 章）可以作为起始点，但是要注意很多节点是程序对象（不在
数据模型中时显表示出来），为了标识图的起点和终点，可以定义入点和出
点。
标识节点以后，就可以建立连接及其权值，连接一般应当命名，但是当
代表程序对象间控制流的连接时除外。
很多情况下，图模型可能有循环（如图的路径含有环），循环测试（参见
１６．５．３ 节）也可用于行为（黑盒）测试，图可用于标识需要测试的循环。
分别研究每个关系，以导出测试用例。研究顺序关系的传递性可以发现
关系在对象间传播的影响。举例说明，有三个对象 Ｘ，Ｙ 和 Ｚ。考虑如下关系：
计算 Ｙ 需要 Ｘ
计算 Ｚ 需要 Ｙ
所以，Ｘ 和 Ｚ 之间有传递性：
计算 Ｚ 需要 Ｘ
基于这种传递性，测试 Ｚ 的计算时要考虑 Ｘ 和 Ｙ 的各种值。
关系（图连接）的对称性也是设计测试用例的重要考虑，如果关系是双向
（对称）的，就要测试这种性质。很多应用程序的 ＵＮＤＯ 功能［ＢＥＩ９５］实现了
有限的对称性，应该彻底测试并标识鸵２ 馑 械囊斐＃ḿ床荒苁褂肬 ＮＤＯ 的
地方）。最后，图的每个节点都应当有到自己的关系，本质上是“空操作”循
环，自反性也应当进行测试。
开始设计测试用例时，第一个目标是节点的覆盖度，这意味着测试不应
当遗漏某个节点，而且节点的权值是正确的。
接着，考虑连接的覆盖率，基于属性测试每个关系，例如，测试对称关
系以表明它的确是双向的，测试传递关系以表明存在传递性，测试自反关系
以表明存在空操作。指明连接权值时，要设计测试以展示权值是否有效，最
后，加入循环测试（参见 １６．５．３ 节）。
１６．６．２ 等价划分
等价划分是一种黑盒测试方法，将程序的输入域划分为数据类，以便导
出测试用例。理想的测试用例是独自发现一类错误（如字符数据的处理不正
确）。等价划分试图定义一个测试用例以发现各类错误，从而减少必须开发的
测试用例数。
等价划分的测试用例设计基于输入条件的等价类评估。使用前面章节介
绍的概念，如果对象由具有对称性、传递性或自反性的关系连接，就存在等

价类［ＢＥＩ９５］。等价类表示输入条件的一组有效或无效的状态。典型地，输
入条件通常是一个特定的数值，一个数值域，一组相关值或一个布尔条件。
可按照如下指南定义等价类：
１．如果输入条件代表一个范围，可以定义一个有效等价类和两个无效等
价类。
２．如果输入条件需要特定的值，可以定义一个有效等价类和两个无效等
价类。
３．如果输入条件代表集合的某个元素，可以定义一个有效等价类和一个
无效等价类。
４．如果输入条件是布尔式，可以定义一个有效等价类和一个无效等价
类。
作为例子，考虑自动银行应用软件所维护的数据，用户可以用自己的微
机拨号到银行，提供六位数的密码，并遵循一序列键盘命令以触发各种银行
功能。银行应用程序的软件可以接受如下格式的数据：
区号——空或三位数字。
前缀——三位数字，但不是 ０ 和 １ 开始。
后缀——四位数字。
密码——六位字母或数字。
命令——“检查”，“存款”，“付款”等。
与银行应用程序各种数据元素相关的输入条件可以表示为：
区号：输入条件，布尔——区号存在与否。
输入条件，范围——定义在 ２００ 和 ９９９ 之间的数值，少数例外。
前缀：输入条件，范围——大于 ２００ 不含 ０ 的数值。
后缀：输入条件，值——四位数字。
密码：输入条件，布尔——密码存在与否。
输入条件，值——六位字符串。
命令：输入条件，集合——包含上述命令。
利用上述导出等价类的指南，就可以为每个输入域的数据项开发并执行
测试用例，测试用例的选择最好是每次执行最多的等价类属性。
１６．６．３ 边界值分析
由于某些未被完全知道的原因，输入域的边界比中间更加容易发生错
误，为此，可用的边界值分析（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ＶＡ）可作为一种
测试技术。边界值分析选择一组测试用例检查边界值。
边界值分析是一种补充等价划分的测试用例设计技术。ＢＶＡ 不是选择等
价类的任意元素，而是选择等价类边界的测试用例，ＢＶＡ 不仅注重于输入条
件，而且也从输出域导出测试用例［ＭＹＥ７９］。
ＢＶＡ 的指南类似于等价划分：
１．如果输入条件代表以 ａ 和 ｂ 为边界的范围，测试用例应当包含 ａ、ｂ、
略大于 ａ 和略小于 ｂ 的值。
２．如果输入条件代表一组值，测试用例应当执行其中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还应当测试略大于最小值的值和略小于最大值的值。
３．指南 １ 和 ２ 也适用于输出条件，例如，工程分析程序要求输出温度和

压强的对照表，测试用例应当能够创建包含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项。
４．如果程序数据结构有预定义的边界（如数组有 １００ 项），要测试其边界
的数据项。
大多数软件工程师会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执行 ＢＶＡ，利用上述指南，边
界测试会更加完整，从而更可能发现错误。
１６．６．４ 比较测试
有些情况下（如航空电子设备、核电厂控制），软件的可靠性绝对重要，
此时，需要冗余的硬件和软件，以减小错误的可能性。开发冗余软件时，另
外的软件工程师队伍利用相同的需求开发应用程序的另外版本，这样，可用
相同的测试数据引进测试以产生相同的输出，接着，并行执行所有版本并进
行实时结果比较以保证一致性。
利用从冗余系统中学到的经验，研究者（如参考文献［ＢＲＩ８７］）建议对关
键应用程序开发不同的软件版本，即便最后只使用一个版本，不同的版本成
了称为比较测试或背靠背测试参考文献［ＫＮＩ８９］的黑盒测试技术的基础。
同样的需求有不同的实现时，利用其他黑盒技术（如等价分割）设计的测
试用例可以作为另一个版本的输入，如果每个版本的输出相同，就可以假定
所有的实现都正确，如果输出不同，就要调查各个版本，以发现错误所在。
大多数情况下，可用自动化工具进行输出比较。
比较测试并不能够保证无错，如果需求本身有错，所有的版本都可能反
映错误，另外，如果各个版本产生相同但却错误的结构，条件测试也无法发
现错误。
１６．７ 针对专门环境和应用的测试
随着计算机软件变得更为复杂，对特殊测试方法的需求也增加了。１６．５
和 １６．６ 两节所讨论的白盒和黑盒测试方法可以用于所有的环境、体系结构和
应用程序，但是有时还是需要专门的指南和方法。本节讨论用于软件工程师
常见的特定环境、体系结构和应用程序的测试指南。
１６．７．１

ＧＵＩ 测试

图形用户界面（ＧＵＩ）对软件工程师提出了有趣的挑战，因为 ＧＵＩ 开发环境
有可复用的构件，开发用户界面更加省时而且更加精确，同时，ＧＵＩ 的复杂
性也增加了，从而增加了设计和执行测试用例的难度。
因为现代 ＧＵＩ 有相同的观感，已经有一序列标准的测试。下列问题可以
作为常见 ＧＵＩ 测试的指南：
对于窗口：
·窗口能否基于相关的输入或菜单命令适当地打开？
·窗口能否改变大小、移动和滚动？
·窗口中的数据内容能否用鼠标、功能键、方向箭头和键盘访问？
·当被覆盖并重调用后，窗口能否正确地再生？
·需要时能否使用所有窗口相关的功能？

·所有窗口相关的功能是可操作的吗？
·是否有相关的下拉式菜单、工具条、滚动条、对话框、按钮、图标和
其他控制可为窗口可用，并适当地显示？
·显示多个窗口时，窗口的名称是否被适当地表示？
·活动窗口是否被适当地加亮？
·如果使用多任务，是否所有的窗口被实时更新？
·多次或不正确按鼠标是否会导致无法预料的副作用？
·窗口的声音和颜色提示和窗口的操作顺序是否符合需求？
·窗口是否正确地关闭？
对于下拉式菜单和鼠标操作：
·菜单条是否显示在合适的语境中？
·应用程序的菜单条是否显示系统相关的特性（如时钟显示）？
·下拉式操作能正确工作吗？
·菜单、调色板和工具条是否工作正确？
·是否适当地列出了所有的菜单功能和下拉式子功能？
·是否可以通过鼠标访问所有的菜单功能？
·文本字体、大小和格式是否正确？
·是否能够用其他的文本命令激活每个菜单功能？
·菜单功能是否随当前的窗口操作加亮或变灰？
·菜单功能是否正确执行？
·菜单功能的名字是否具有自解释性？
·菜单项是否有帮助，是否语境相关？
·在整个交互式语境中，是否可以识别鼠标操作？
·如果要求多次点击鼠标，是否能够在语境中正确识别？
·如果鼠标有多个按钮，是否能够在语境中正确识别？
·光标、处理指示器和识别指针是否随操作恰当地改变？
对于数据项：
·字母数字数据项是否能够正确回显，并输入到系统中？
·图形模式的数据项（如滑动条）是否正常工作？
·是否能够识别非法数据？
·数据输入消息是否可理解？
除了上述智能以外，有限状态建模图（参见 １６．６．１ 节）也可以用于导出
ＧＵＩ 相关的数据和程序对象的测试集。
因为 ＧＵＩ 操作相关的排列数很大，所以应当用自动化工具进行测试。近
几年来市场上已有不少的 ＧＵＩ 测试工具，关于详细情况，请参见第 ２９ 章。
１６．７．２ 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的测试
客户／服务器体系（Ｃ／Ｓ）结构（如参考文献［ＢＥＲ９２］和［ＶＡＳ９３］）对软件测
试人员提出了很大挑战。客户／服务器的分布式特性、事务处理相关的性能、
不同硬件平台存在的可能性、网络通讯的复杂性、由中心（或分布式）数据库
为多个客户服务和服务器的协调需求一起使得 Ｃ／Ｓ 体系结构及其软件的测试
更为困难。事实上，最近的工业研究表明开发 Ｃ／Ｓ 环境时显著增加了测试时
间和成本。有关客户／服务器测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２８ 章。

１６．７．３ 测试文档和帮助设施
术语“软件测试”造成一种假象，即测试用例是为程序及其操纵的数据
准备的。回忆一下本书第一章所讲的软件定义，要注意到测试必须扩展到软
件的第三个元素——文档①。
文档错误会同数据和代码错误一样给程序带来灾难性后果。没有什么比
精确地按照用户指南，但得到的结果却不符合文档的描述更令人气恼的了。
为此，文档测试也是每个软件测试中有意义的一部分。
文档测试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为正式的技术复审（见第 ８ 章），检
查文档的编辑错误；第二步是活性测试（ｌｉｖ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结合实际程序的使
用而使用文档。
活性测试可使用类似于 １６．６ 节所述的黑盒测试方法，基于图的测试可用
于描述程序的使用。等价划分和边界值分析可以定义输入类型及其相关的交
互，然后就可以按照文档跟踪程序的使用：
·文档是否精确描述了如何使用各种使用模式？
·交互顺序的描述是否精确？
·例子是否精确？
·术语、菜单描述和系统响应是否与实际程序一致？
·是否能够很方便地在文档中定位指南？
·是否能够很方便地使用文档排除错误？
·文档的内容和索引是否精确完整？
·文档的设计（布局、缩进和图形）是否便于信息的理解？
·显示给用户的错误信息是否有更详细的文档解释？
·如果使用超级链接，超级链接是否精确完整？
回答这些问题最可行的方法是让第三个组（如选择用户）按照程序的使用
测试文档。标出所有错误和模糊的地方，以便重写。
１６．７．４ 实时系统测试
很多实时系统（第 １５ 章）的时间依赖性和异步性给测试带来新的困难—
—时间。测试用例的设计者考虑的不仅是白盒和黑盒测试用例，而且包括事
件处理（如中断处理），数据的时间安排以及处理数据的任务（进程）的并发
性。很多情况下，提供的测试数据有时使得实时系统在某状态下可以正常运
行，而同样的数据在系统处于不同状态时有时又会导致错误。
例如，控制复印机的实时软件在机器复印时接收操作员的中断（如操作员
按某些键如“ｒｅｓｅｔ”或“ｄａｒｋｅｎ”）不会产生错误，但是如果在夹纸时，按
同样的键就会产生一个诊断代码，指明夹纸的位置信息将被丢失。
另外，实时系统的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会导致测试问题，软件
测试必须考虑硬件故障对软件处理的影响，这种故障很难实时仿真。
实时系统的综合性测试用例设计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仍然已
有了大致的四步策略：
①

在此，文档指打印的手册和联机帮助。

任务测试 测试实时系统的第一步是独立地测试各个任务。也即对每个
任务设计白盒和黑盒测试用例，并在测试时执行每个任务。任务测试能够发
现逻辑和功能错误，但是不能发现时间和行为错误。
行为测试 利用 ＣＡＳＥ 工具（参见 １５．３ 节）创建的软件模型，就可能仿真
实时系统，并按照外部事件的序列检查其行为，这些分析活动可作为创建实
时系统时设计测试用例的基础。使用类似于等价划分的技术（参见 １６．６．２
节），可以对事件（如中断、控制信号和数据）分类测试，例如，复印机的事件
可能是用户中断（如重置计数）、机器中断（如卡纸）、系统中断（如缺粉）和故
障模式（如过热）。每种事件都可以独立测试，并且检查可执行系统的行为以
检测是否有与事件处理相关的继发性错误。对系统模型（在分析活动时开发）
的行为和可执行软件进行符合性比较，看是否一致。测试每种事件以后，以
随机顺序和随机频率将事件传给系统，检查系统行为看是否有行为错误。
任务间测试 在隔离了任务内部和系统行为错误以后，测试就要转向时
间相关的错误。用不同的数据率和处理负载来测试与其他任务通讯的异步任
务，看任务间的同步是否会产生错误。另外，测试通过消息队列和数据存储
进行通讯的任务，以发现这些数据存储区域大小方面的错误。
系统测试 集成软件和硬件，并进行大范围的系统测试（参见第 １７ 章），
以发现软件／硬件接口间的错误。
很多实时系统处理中断，所以，测试布尔事件的处理尤其重要。利用状
态变迁图和控制规约（参见第 １２ 章），测试者可开发一系列可能的中断及其将
发生的处理，设计测试用例以验证如下的系统特性：
·是否能够正确赋予和处理中断的优先权？
·每个中断的处理是否正确？
·中断处理的性能（如处理时间）是否符合需求？
·关键时刻有大量中断时，是否会导致功能和性能上的问题？
另外，也测试应当作为中断处理一部分的传输信息的全局数据区域，以
评估潜在的副作用。
１６．８ 小结
测试用例设计的主要目标是导出有可能发现软件错误的测试集，为此，
有两种不同的测试用例设计技术：白盒测试和黑盒测试。
白盒测试注重于程序控制结构。测试用例要保证测试时程序的所有语句
至少执行一次，而且检查了所有的逻辑条件。基本路径测试利用程序图（或图
矩阵）导出保证覆盖率的线性无关的测试集。条件和数据流测试进一步检测程
序逻辑，而循环测试补充其他的白盒测试技术，来对不同复杂度的循环进行
测试。
Ｈｅｔｅｌ［ＨＥＴ８４］将白盒测试描述为“小规模测试”，意味着本章所讨论
的白盒测试一般用于小的程序构件的测试（如模块和小模块组）。黑盒测试扩
大了测试焦点，因而称为“大规模测试”。
黑盒测试发现功能需求错误，而不考虑程序的内部工作。黑盒测试技术
注重于软件的信息域，划分程序的输入域和输出域而导出测试用例。基于图
的测试方法检查程序对象的行为及其之间的联系。等价划分将输入域划分成
数据类，每类执行特定的软件功能。边界值分析则检查程序处理边界数据的

能力。
特定的测试方法包括广泛的软件功能和应用区域，图形用户界面，客户／
服务器结构，文档和帮助功能以及实时系统都需要专门的测试指南和技术。
有经验的软件开发者经常说：“测试永不终止，只是从软件工程师转移
到客户。客户每次使用程序时，都是一次测试。”通过设计测试用例，软件
工程师可以进行更广泛的测试，从而在“客户测试”之前发现并修改尽可能
多的错误。
思考题
１６．１ Ｍｙｅｒｓ［ＭＹＥ７９］用以下的程序作为对测试能力的自我评估：某程序
读入三个整数值，这三个整数值表示三角形的三条边长。该程序打印信息表
明三角形是不等边三角形、等腰三角思考题形或等边三角形。开发一个测试
用例集测试该程序。
１６．２ 设计和实现思考题 １６．１ 描述的问题（带有适当的错误处理）。从程
序中导出流图，并用基本路径测试方法开发保证测试所有程序语句的测试用
例。执行测试用例，并显示结果。
１６．３ 请列举出 １６．１．１ 节中没有讨论的测试目标。
１６．４ 用基本路径测试技术测试实现思考题 １４．２３ 到 １４．３１ 的程序。
１６．５ 规约、设计和实现一个计算所选语言环形复杂性的软件工具。利用
图矩阵作为设计的数据结构。
１６．６ 阅读 Ｂｅｉｚｅｒ［ＢＥＩ９５］一文并尝试使思考题 １６．５ 中开发的程序如
何扩展以适应各种连接权值。扩展你的工具以处理执行概率或连接处理时
间。
１６．７ 使用 １６．５．１ 节描述的条件测试方法为思考题 １６．２ 中的程序设计测
试用例集。
１６．８ 使用 １６．５．２ 节描述的数据流测试方法列出题 １６．２ 中的程序定义—
—使用链。
１６．９ 设计一个自动化工具，使其能够识别循环并按照 １６．５．３ 节所描述
的方法分类。
１６．１０ 扩展思考题 １６．９ 描述的工具，可以为每种遇到的循环类型设计测
试用例。有必要让测试人员交互式使用该工具。
１６．１１ 列出至少三个例子，使得黑盒测试能够给出“一切正常”的印象，
而白盒测试可能发现错误。列出至少三个例子，使得白盒测试给出“一切正
常”的印象，而黑盒测试可能发现错误。
１６．１２ 穷尽测试（即便可能是对非常小的程序）是否能够保证程序 １００％
正确？
１６．１３ 使用等价划分方法为本书前面描述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导出测试用例
集。
１６．１４ 使用边界值分析方法为思考题 １２．１３ 所描述的 ＰＨＴＲＳ 系统导出测
试用例集。
１６．１５ 选择熟悉的 ＧＵＩ 并为之设计一组测试用例集。
１６．１６ 测试某个经常使用的软件手册（或帮助），以发现文档中的错误。

第 １７ 章

软件测试策略

软件测试策略把软件测试用例的设计方法集成到一系列已经周密计划过
的步骤中去，从而使得软件的开发得以成功的完成。同样重要的是，软件测
试策略为软件开发人员、质量保证组织、和客户提供了一个路线图——这个
路线图描述了测试的步骤，以及当这些步骤在计划和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多
少工作量、时间、和资源。因此，任何测试策略都必须和测试计划、测试用
例设计、测试执行、还有测试结果数据的收集与分析结合在一起。
一种软件测试策略应当具备足够的灵活性，这样在必要的时候它能够有
足够的创造性和可塑性来应付所有的大软件系统。与此同时，软件测试策略
还必须保证足够的严格，这样才能保证对项目的整个进程进行合理的计划和
跟踪管理。Ｓｈｏｏｍａｎ［ＳＨＯ８３］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许多情况下，测试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不同的测试类型的数量和不同
的开发方法是一样多。许多年以来，我们对付程序出错的唯一武器就是谨慎
的设计，以及程序员个人的智慧。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现代设
计技术（和正式的技术复审）正在帮助我们减少代码中存在的初始错误。类似
地，不同的测试方法正在开始聚合为有限的几种方法和思想。
这些方法和思想就是我们所说的策略。在第 １６ 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软
件测试技术①。在本章中，我们将会把注意力放在软件测试策略上。
１７．１ 软件测试的策略途径
测试是一系列可以事先计划并且可以系统地进行管理的活动。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应当为软件工程过程定义一个软件测试的模板——即我们可以把
特定的测试用例设计方法放置进去的一系列步骤。
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软件测试策略，所有这些策略都为软件开发人员提
供了一个供测试用的模板，而且它们都包含下列的类属特征：
·测试开始于模块层②，然后“延伸”到整个基于计算机的系统集合中。
·不同的测试技术适用于不同的时间点。
·测试是由软件的开发人员和（对大型系统来说）独立的测试组来管理
的。
·测试和调试是不同的活动，但是调试必须能够适应任何的测试策略。
软件测试策略必须提供可以用来检验一小段源代码是否得以正确实现的
低层测试，同时也要提供能够验证整个系统的功能是否符合用户需求的高层
测试。一种策略必须为使用者提供指南，并且为管理者提供一系列的重要的
程碑。因为测试策略的步骤是在软件完成的最终期限的压力已经开始出现的
时候才开始进行的，所以测试的进度必须是可测量的，而且问题要尽可能早
的暴露出来才好。
１７．１．１ 验证和确认

①

面向对象的测试将在第 22 章中讨论。

②

对面向对象系统，测试开始于类似或对象层。细节参见第 22 章。

软件测试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一个更为广泛的话题验证和确认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Ｖ＆Ｖ）的一个部分。验证指的是保证软件正
确地实现了某一特定功能的一系列活动。确认指的则是保证软件的实现满足
了用户需求的一系列活动。Ｂｏｅｈｍ［ＢＯＥ８１］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这两者
的区别的：
验证：“我们是否正确地完成了产品？”
确认：“我们是否完成了正确的产品？”
Ｖ＆Ｖ 的定义还包含了许多我们称作软件质量保证（ＳＱＡ）的许多活动。
回忆一下我们在第 ８ 章中对软件质量的讨论。为了获取软件质量而必需
的活动可以看作是图 １７－１ 中所描绘的一些组成部分。软件工程方法提供了质
量的基础，分析、设计和构造（编码）方法通过提供一致的技术和可预测的结
果而帮助提高质量，正式的技术复审（跟踪检查）有助于保证作为每一个软件
工程步骤的结果而产生的工作产品的质量。在这些过程当中，测度和控制被
应用于软件配置的每一个元素中。标准和规程也有助于保证一致性，而一个
形式化的 ＳＱＡ 过程保证了“整套质量思想”的实现。
测试是质量可以被评估——更实际点说，错误可以被发现——的最后堡
垒，但是，测试不应当被视为一个安全网。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你不能测
试质量。如果你开始测试的时候它不在那里，那么当你完成测试的时候它仍
然不会在那里”。质量在软件的整个过程中都和软件结合在一起。方法和工
具的正确使用，有效的正式技术复审和可靠的管理与测度都可以导致在测试
过程中得以认可的质量。
Ｍｉｌｌｅｒ［ＭＩＬ７７］把软件测试和质量保证联系在一起：“程序测试的内在
动机是使用对大规模系统和小规模系统都能节约地并且有效地应用的方法来
认可软件的质量。”
需要重点加以注意的是，验证和确认包含了范围很广的 ＳＱＡ 活动，其中
包括正式技术复审、质量和配置审查、性能监控、仿真、可行性研究、文档
复审、数据库复审、算法分析、开发测试、质量测试和安装测试［ＷＡＬ８９］。
虽然测试在 Ｖ＆Ｖ 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他的活动也是必要的。
１７．１．２ 软件测试的组织
对每一个软件项目来说，在测试开始的时候总会产生一些固有的利益冲
突。开发软件的人们现在开始被要求对软件进行测试。这本身来说似乎是无
害的：毕竟，谁能比开发人员更了解这个软件呢？不幸的是，这些开发人员
有很高的兴趣要急于证明他们的程序是毫无错误的，是按照用户的需求开发
的，而且完全能够按照预定的进度和预算完成。这些兴趣和认真地测试是相
互冲突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软件分析和设计（包括编码）是建设性的工作。
软件工程师构造一个计算机程序、程序文档、还有相关的数据结构。和其他
任何建设者们一样，软件工程师也对自己的“大厦”感到非常骄傲，而对任
何试图摧毁其“大厦”的人嗤之以鼻。当测试开始的时候，就会存在一种微
妙的、但确实存在着的、试图要“摧毁”软件工程师建立起来的东西的企图。
从开发者的观点来看，测试可以被看作是（从心理上来说）破坏性的。所以开

发者只是简单地设计和进行能够证明程序正确性的测试，而不是去尽量发现
错误。不幸的是，错误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的，而且如果软件工程师不能找
到错误，那么客户就会找到它们。
通过上面的这些讨论，常常会导致人们产生如下的误解：（１）软件的开发
人员根本不应当参与测试；（２）软件应当给那些会无情地挑毛病的陌生人来测
试；（３）测试者只有在测试的步骤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参与项目。这些想法都是
错误的。
软件开发者总是负责程序的单个单元（模块）的测试，保证每个单元能够
完成设计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开发者也进行集成测试——进行完整的程
序结构构造（和测试）的步骤。仅仅在软件体系结构完成后，独立测试组织才
开始介入。
独立测试组织（ＩＴＧ）的功能就是为了避免让开发者来进行测试时会引发
固有问题。独立地测试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毕竟，独立组织中的
人员是靠找错误来拿工资的。
然而，软件开发人员并不能把程序交给 ＩＴＧ 就一走了之，开发人员和 ＩＴＧ
在软件项目中应当紧密合作，以保证测试顺利进行。而且在测试进行过程中，
那么开发人员必须可以去修改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错误。
ＩＴＧ 从需求说明过程开始，参与了一个大项目的整个过程（计划和确定测
试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软件项目组中的一部分。然而，在许多情
况下，ＩＴＧ 是直接向软件质量保证组织负责的，这样它就获得它作为软件开
发组织的一部分而可能得不到的独立性。
１７．１．３ 一种软件测试策略
软件工程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如图 １７－２ 所示的一个螺旋结构。最初，系
统工程定义了软件的功能，从而引出了软件需求分析，建立了软件的信息域、
功能、行为、性能、约束和确认标准。沿着螺旋向内前进，经过设计阶段，
最终到达了编码。为了开发计算机软件，我们沿着流线的螺旋前进，每一圈
都会降低软件的抽象层次。
软件测试策略也可以放在螺旋的语境里来考虑（图 １７－２）。单元测试从螺
旋的漩涡中心开始，它着重于软件以源代码形式实现的各个单元；测试沿着
螺旋向外前进就到了集成测试，这时的测试则着重于对软件的体系结构的设
计和构造；再沿着螺旋向外走一圈，我们就遇到了确认测试，我们要用根据
软件需求分析得到的需求对已经建造好的系统进行验证；最后，我们要进行
系统测试，也就是把软件和其他的系统元素放在一起进行测试。为了对计算
机软件进行测试，我们沿着螺旋的流线向外，每转一圈都扩宽了测试的范围。
从过程的观点来考虑测试的整个过程的话，在软件工程环境中的测试事
实上是顺序实现的四个步骤的序列，这些步骤表示在图 １７－３ 中。最开始，测
试着重于每一个单独的模块，以确保每个模块都能正确执行，所以，我们把
它叫做单元测试，单元测试大量地使用白盒测试技术，检查每一个控制结构
的分支以确保完全覆盖和最大可能的错误检查；接下来，模块必须装配或集
成在一起形式完整的软件包，集成测试解决的是验证与程序构造的双重问
题，在集成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是黑盒测试用例设计技术，当然，为了保证覆

盖一些大的分支，也会用一定数量的白盒测试技术；在软件集成（构造）完成
之后，一系列高级测试就开始了，确认标准（在需求分析阶段就已经确定了的）
必须进行测试，确认测试提供了对软件符合所有功能的、行为的和性能的需
求的最后保证，在确认过程中，只使用黑盒测试技术。
最后的高级测试步骤已经跳出了软件工程的边界，而属于范围更广的计
算机系统工程的一部分，软件，一旦经过验证之后，就必须和其他的系统元
素（比如硬件、人员、数据库）结合在一起。系统测试要验证所有的元素能正
常地啮合在一起，从而完成整个系统的功能／性能。
１７．１．４ 测试完成的标准
每当讨论软件测试的时候都会引发一个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什么时
候做测试呢？我们又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测试已经足够了呢？”很遗憾的
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但是还是有一些在经
验引导下的实际的答案和早期的尝试。
对上面问题的一个答复是：“你永远也不可能完成测试，这个重担将会
简单地从你（或者开发人员）身上转移到你的客户身上”。每次客户／用户执行
一个计算机程序的时候，程序就是在一个新的数据集合下经受测试的考验，
这个清醒的事实使得其他的软件质量保证活动更加重要。对上面问题的另一
个答复是（有些讽刺，但无疑是准确的）：“当你时间不够或者资金不够用的
时候，就完成了测试。”
虽然很少有人会对这些答复产生异议，但是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需要
有更严格的标准来决定是否已经进行了足够的测试。Ｍｕｓａ 和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ＭＵＳ８９］提出了一个基于统计标准的答复：“不，我们不能绝对地认定软件
永远也不会再出错，但是相对于一个理论上合理的和在试验中有效的统计模
型来说，如果一个在按照概率的方法定义的环境中，１０００ 个 ＣＰＵ 小时内不出
错的操作概率大于 ０．９９５ 的话，那么我们就有 ９５％的信心说我们已经进行了
足够的测试。”
使用概率论模型和软件可靠性理论，可以建立一种作为执行时间的函数
软件故障（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错误）模型［ＭＵＳ８９］。一个称为对数泊松执行
时间模型（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Ｐｏｉｓｓｏｎ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ｍｏｄｅｌ）的软件故障模型为：
ｆ（ｔ）＝（１／ｐ）１ｎ（ｌ０ ｐｔ＋１）
（１７．１）
其中 ｆ（ｔ）＝软件在一定的测试时间 ｔ 后，可能会发生故障的预期累计数
目。
ｌ０ ＝在测试刚开始时的初始软件故障密度（单位时间内的故障数）。
ｐ＝错误被发现和修正的过程中故障密度的指数递减值。
瞬时的故障密度，ｌ（ｔ）可以使用 ｆ（ｔ）的导数得出，
ｌ（ｔ）＝ｌ０／（ｌ０ｐｔ＋１）
（１７．２）
使用等式（１７．２）中给出的关系，测试人员可以预测测试进程中错误的急
剧减少。实际的错误密度可以画在预测曲线上（图 １７－４）。如果在测试过程中
实际收集的数据和对数泊松执行时间模型能够在大量数据下都相当好地接近
的话，那么这个模型就可以用来预测为了达到一个可以接收的低故障密度，
整个测试过程所需要的时间。

通过在软件测试过程中收集数据和利用现有的软件可靠性模型，就可能
得到回答“测试什么时候完成”这种问题的有意义的指导原则。毫无疑问的
是，在测试的量化规则建立之前仍然需要大量的进一步工作，但是，现有经
验理论总比直觉要好不少。
１７．２ 策略问题
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会探讨一个软件测试的系统化策略。但是，如
果 无 视 一 些 重 要 的 问 题 的 话 ， 那 么 即 使 是 最 好 的 策 略 也 会 失 败 。 Ｔｏｍ
Ｇｉｌｂ［ＧＩＬ９５］指出如果要实现一个成功的软件测试策略的话，下面的问题是必
须涉及的：
在着手开始测试之前较长时间内，就要以量化的形式确定产品的需求。
虽然测试的主要目的是找错误，一个好的测试策略同样可以评估其他的质量
特性，比如可移植性、可维护性和可用性（第 １８ 章）。这些应当用一种可以测
度的方式来表示，从而保证测试结果是不含糊的。
明显地指出测试目标。测试的特定目标应当用可以测度的术语来描述。
比如，测试有效性、测试覆盖率、故障出现的平均时间、发现和改正缺陷的
开销、允许剩余的缺陷密度或出现频率、以及每次回归测试的工作时间都应
当在测试计划中清楚地说明［ＧＩＬ９５］。
了解软件的用户并为每一类用户建立相应档案通过着重于测试产品的实
际用途。“使用实例”——描述每一类用户的交互情况图（第 ２０ 章）研究可以
减少整个测试的工作量。
建立一个强调“快速循环测试”的测试计划。Ｇｉｌｂ［ＧＩＬ９５］建议软件工程
队伍“学会以对客户有用的功能添加或／和质量改进的快速循环测试方法（用
百分之二的项目开销）进行测试”。从这些快速循环测试中得到的反馈可以用
来控制质量的级别和相应的测试策略。
设计一个能够测试自身是否“强壮”的软件。软件可以使用反调试技术（第
１７．３．１ 节）的方法来设计，这就是说，软件应当能够诊断特定类型的错误，
另外，设计应当能够包括自动测试和回归测试。
使用有效的正式技术复审作为测试之前的过滤器。正式技术复审（第 ８
章）在发现错误方面可以和测试一样有效，由于这个原因，复审可以减少为了
得到高质量软件所需的测试工作量。
使用正式技术复审来评估测试策略和测试用例本身。正式的技术复审可
以发现在测试过程中的不一致性、遗漏和完全的错误。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质量。
为测试过程建立一种连续改善的实现方法。测试策略必须进行测量，在
测试过程中收集的度量数据应当被用作软件测试的统计过程控制方法的一部
分。
１７．３ 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完成对最小的软件设计单元——模块的验证工作。使用过程设
计描述作为指南，对重要的控制路径进行测试以发现模块内的错误。测试的

相关复杂度和发现的错误是由单元测试的约束范围来限定的。单元测试通常
情况下是面向白盒的，而且这个步骤可以针对多个模块并行进行。
１７．３．１ 单元测试考虑
作为单元测试的一部分而出现的测试在图 １７－５ 中用图形的方式说明。对
模块接口的测试保证在测试时进出程序单元的数据流是正确的，对局部数据
结构的检查保证临时存储的数据在算法执行的整个过程中都能维持其完整
性，对边界条件的测试保证模块在极限或严格的情形下仍然能够正确执行，
在控制结构中的所有独立路径（基本路径）都要走遍，以保证在一个模块中的
所有语句都能执行至少一次，最后，要对所有处理错误的路径进行测试。
对穿越模块接口的数据流的测试需要在任何其他测试开始之前进行，如
果数据不能正确地输入和输出的话，所有的其他测试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Ｍｙｅｒｓ［ＭＹＥ７９］在他关于软件测试的文章中提出了接口测试的一个清单：１．输
入的形参数目是否等于实参的数目？
２．实参和形参的属性是否匹配？
３．实参和形参的单元系统是否匹配？
４．传递给被调用模块的实参数目是否等于形参的数目？５．传递给被调用
模块的实参属性是否等于形参的属性？６．传递给被调用模块的实参的单元系
统是否等于形参的单元系统？７．传递给内置函数的数值属性和参数顺序是否
正确？
８．任何对参数的引用和当前入口点是否有关联？
９．只输入的参数是否被改变了？
１０．跨模块的全局变量定义是否一致？
１１．约束条件是否作为参数传递？
当一个模块执行外部 Ｉ／Ｏ 操作的时候，必须进行附加的接口测试，下面
的列表仍来自 Ｍｙｅｒｓ［ＭＹＥ７９］：
１．文件属性是否正确？
２．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语句是否正确？
３．格式规约是否和 Ｉ／Ｏ 语句匹配？
４．缓冲区大小是否和记录大小匹配？
５．文件是否在打开之前被使用？
６．是否处理了文件结束条件？
７．是否处理了 Ｉ／Ｏ 错误？
８．在输出信息里是否有文本错误？
模块的局部数据结构是经常出现的错误源。应当设计测试用例以发现下
列类型的错误：
１．不正确或者不一致的类型描述。
２．错误的初始化或缺省值。
３．不正确的（拼写错误的或被截断的）变量名字。
４．不一致的数据类型。
５．下溢、上溢和地址错误。
除了局部数据结构，全局数据对模块的影响在单元测试过程中也应当进

行审查。
在单元测试过程中，对执行路径的选择性测试是最主要的任务。测试用
例应当能够发现由于错误计算、不正确的比较、或者不正常的控制流而产生
的错误。基本路径和循环测试是发现更多的路径错误的一种有效技术。
其他常见的错误有：（１）误解的或者不正确的算术优先级；（２）混合模式
的操作；（３）不正确的初始化；（４）精度不够精确；（５）表达式的不正确符号表
示。比较和控制流是紧密地耦合在一起的（比如，控制流的转移是在比较之后
发生的），测试用例应当能够发现下列错误：（１）不同数据类型的比较；（２）
不正确的逻辑操作或优先级；（３）应该相等的地方由于精度的错误而不能相
等；（４）不正确的比较或者变量；（５）不正常的或者不存在的循环中止；（６）
当遇到分支循环的时候不能退出；（７）不适当地修改循环变量。
好的设计要求错误条件是可以预料的，而且当错误真的发生的时候，错
误处理路径被建立，以重定向或者干净地终止处理。Ｙｏｕｒｄｏｎ［ＹＯＵ７５］把这种
方法叫做反调试（ａｎｔｉｄｅｂｕｇｇｉｎｇ），不幸的是，存在一种把错误处理过程加到
软件中去，但从不进行测试的倾向。这里有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可以说明
这个问题：
一个交互式设计系统按照合同进行开发。在一个事务处理模块中，开发
人员将错误处理信息“错误！你不可能到达这里！”加入到调用各种控制流
分支的一系列条件测试之后。这个“错误信息”在用户培训过程中被一个客
户发现了！
在错误处理部分应当考虑的潜在错误有下列情况：
１．对错误描述的莫名其妙。
２．所报的错误与真正遇到的错误不一致。
３．错误条件在错误处理之前就引起了系统异常。
４．例外条件处理不正确。
５．错误描述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帮助确定错误发生的位置。
边界测试是单元测试的最后（而且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步骤。软件
通常是在边界情况下出现故障的，这就是说，错误往往出现在一个 ｎ 元数组
的第 ｎ 个元素被处理的时候，或者一个 ｉ 次循环的第 ｉ 次调用，或者当允许
的最大或最小数值出现的时候。使用刚好小于、等于和刚好大于最大值和最
小值的数据结构、控制流、数值来作为测试用例就很有可能发现错误。
１７．３．２ 单元测试规程
单元测试通常看成为是编码步骤的附属品。在源代码级的代码被开发、
复审、和语法正确性验证之后，单元测试用例设计就开始了。对设计信息的
复审可能能够为建立前面讨论过的每一类错误的测试用例提供指导，每一个
测试用例都应当和一系列的预期结果联系在一起。
因为一个模块本身不是一个单独的程序，所以必须为每个单元测试开发
驱动器或／和稳定桩（ｓｔｕｂ）。单元测试的环境如图 １７－６ 所示。在绝大多数应
用中，一个驱动只是一个接收测试数据，并把数据传送给（要测试的）模块，
然后打印相关结果的“主程序”。毫无错误的子程序桩的功能是替代那些隶
属于本模块（被调用）的模块。一个毫无错误的子程序桩或“空子程序”可能
要使用子模块的接口，才能做一些少量的数据操作，并验证打印入口处的信

息，然后返回。
驱动器和稳定桩都是额外的开销，这就是说，两种都属于必须开发但又
不能和最终软件一起提交的软件，如果驱动器和稳定桩很简单的话，那么额
外开销相对来说是很低的。不幸的是，许多模块使用“简单”的额外软件是
不能进行足够的单元测试的。在这些情况下，完整的测试要推迟到集成测试
步骤时再完成。
当一个模块被设计为高内聚时，单元测试是很简单的。当一个模块只表
示一个函数时，测试用例的数量就会降低，而且错误也就更容易被预测和发
现。

１７．４ 集成测试 一个在软件世界里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可能在所有的模块都
已经完成单元测试之后会问这样一个似乎很合理的问题：“如果它们每一个
都能单独工作得很好，那么你为什么要怀疑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不能正常工作
呢？”当然，这个问题就在于“把它们如何放在一起？”——接口。数据可
能在通过接口的时候丢失；一个模块可能对另外一个模块产生无法预料的副
作用；当子函数被联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不能达到期望中的功能；在单个模
块中可以接受的不精确性在联起来之后可能会扩大到无法接受的程度；全局
数据结构可能也会存在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集成测试是通过测试发现和接口有关的问题来构造程序结构的系统化技
术，它的目标是把通过了单元测试的模块拿来，构造一个在设计中所描述的
程序结构。
通常存在进行非增量集成的倾向，也就是说，使用一步到位的方法来构
造程序。所有的模块都预先结合在一起，整个程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测试，
然后的结果通常是混乱不堪！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错误，错误的修正也是非常
困难的，因为在整个程序的庞大区域中想要分离出一个错误是很复杂的。一
旦这些错误被修正之后，就马上会有新的错误出现，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
而且看上去似乎是个无限循环的。
增量集成是一步到位的方法的对立面。程序先分成小的部分进行构造和
测试，这个时候错误比较容易分离和修正；接口也更容易进行彻底地测试；
而且也可以使用一种系统化的测试方法。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要讨论许多不
同的增量集成策略。
１７．４．１ 自顶向下集成
自顶向下的集成是一种构造程序结构的增量实现方法。模块集成的顺序
是首先集成主控模块（主程序），然后按照控制层次结构向下进行集成。隶属
于（和间接隶属于）主控模块的模块按照深度优先或者广度优先的方式集成到
整个结构中去。
如图 １７－７ 所示，深度优先的集成首先集成在结构中的一个主控路径下的
所有模块。主控路径的选择是有些任意的，它依赖于应用程序的特性，例如，
选择最左边的路径，模块 Ｍ１ ，Ｍ２ ，和 Ｍ５ ，将会首先进行集成，然后是 Ｍ８ 或者
①

而向对象的集成测试将在第 22 章中讨论。

Ｍ６ （如果对 Ｍ２ 的适当的功能是必要的），然后，开始构造中间的和右边的控制
路径。广度优先的集成首先沿着水平的方向，把每一层中所有直接隶属于上
一层模块的模块集成起来，从图中来说，模块 Ｍ２ ，Ｍ３ 和 Ｍ４ 首先进行集成，然
后是下一层的 Ｍ５ ，Ｍ６ ，然后继续。
集成的整个过程由下列五个步骤来完成：
１．主控模块作为测试驱动器，所有的稳定桩替换为直接隶属于主控模块
的模块。
２．根据集成的实现方法（如深度或广度优先），下层的稳定桩一次一个地
被替换为真正的模块。
３．在每一个模块集成的时候都要进行测试。
４．在完成了每一次测试之后，又一个稳定桩被用真正的模块替换。
５．可以用回归测试（第 １７．４．３ 节）来保证没有引进新的错误。
整个过程回到第 ２ 步循环继续进行，直至这个系统结构被构造完成。
自顶向下的集成策略在测试过程的早期主要验证控制和决策点。在一个
好的程序结构中，决策的确定往往发生在层次结构中的高层，因此首先会被
遇到。如果主控制的确存在问题，尽早地发现它是很重要的。如果选择了深
度优先集成，软件的某个完整的功能会被实现和证明，例如，考虑一个经典
的事务性结构（第 １４ 章），在这个结构中，有一系列复杂的交互式输入要通过
一条输入路径请求、获得和验证，这条输入路径就可以用自顶向下的方式来
进行集成。早期的对功能性的验证对开发人员和客户来说都是会增加信心
的。
自顶向下的策略似乎相对来说不是很复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
出现逻辑上的问题。最普通的这类问题出现在当高层测试需要首先对较低层
次的足够测试后才能完成的时候。在自顶向下的测试开始的时候，稳定桩代
替了低层的模块，因此，在程序结构中就不会有重要的数据向上传递，测试
者只有下面的三种选择：（１）把测试推迟到稳定桩被换成实际的模块之后再进
行，（２）开发能够实现有限功能的用来模拟实际模块的稳定桩，或者（３）从层
次结构的最底部向上来对软件进行集成。图 １７－８ 给出了典型的几种稳定桩类
型，从最简单的（稳定桩 Ａ）到最复杂的（稳定桩 Ｄ）。
第一种实现方法（把测试推迟到稳定桩被换成实际的模块之后再进行）使
我们失去了对许多在特定测试和特定模块组合之间的对应性的控制，这样可
能导致在确定错误发生原因时的困难性，并且会违背自顶向下方法的高度受
限的本质。第二中方法是可行的，但是会导致很大的额外开销，因为稳定桩
会变的越来越复杂。第三种方法，也就是自底向上的测试，将在下一节加以
讨论。
１７．４．２ 自底向上集成
自底向上的测试，就象它的名字中所暗示的一样，是从原子模块（比如在
程序结构的最低层的模块）开始来进行构造和测试的，因为模块是自底向上集
成的，在进行时要求所有隶属于某个给定层次的模块总是存在的，而且也不

再有使用稳定桩的必要。
自底向上的集成策略可以使用下列步骤来实现：
１．低层模块组合成能够实现软件特定子功能的簇。
２．写一个驱动程序（一个供测试用的控制程序）来协调测试用例的输入输
出。
３．对簇进行测试。
４．移走驱动程序，沿着程序结构的层次向上对簇进行组合。
这样的集成遵循在图 １７－９ 中说明的模式，首先把所有的模块聚集成三个
簇 １，２，３，然后用对每一个簇使用驱动器（图中的虚线框）进行测试，在簇 １
和簇 ２ 中的模块隶属于 Ｍａ ，把驱动 Ｄ１ 和 Ｄ２ 去掉，然后把这两个簇和 Ｍａ 直接
连在一起。类似地，驱动器 Ｄ３ 也在模块 Ｍｂ 集成之前去掉。Ｍａ 和 Ｍｂ 最后都要
和模块 Ｍｃ 一起进行集成，驱动器的不同种类如图 １７－１０ 所示。
当测试在向上进行的过程中，对单独的测试驱动器的需求减少了，事实
上，如果程序结构的最上两层是自顶向下集成的，那么所需的驱动数目就会
明显的减少，从而对簇的集成会变得非常简单。

１７．４．３ 回归测试
每当一个新的模块被当作集成测试的一部分加进来的时候，软件就发生
了改变。新的数据流路径建立了起来，新的 Ｉ／Ｏ 操作可能也会出现，还有可
能激活了新的控制逻辑。这些改变可能会使原本工作得很正常的功能产生错
误。在集成测试策略的环境中，回归测试是对某些已经进行过的测试的某些
子集再重新进行一遍，以保证上述改变不会传播无法预料的副作用。
在更广的环境里，（任何种类的）成功测试结果都是发现错误，而错误是
要被修改的，每当软件被修改的时候，软件配置的某些方面（程序、文档、或
者数据）也被修改了，回归测试就是用来保证（由于测试或者其他原因的）改动
不会带来不可预料的行为或者另外的错误的活动。
回归测试可以通过重新执行所有的测试用例的一个子集人工地来进行，
也可以使用自动化的捕获回放工具来进行。捕获回放工具使得软件工程师能
够捕获到测试用例，然后就可以进行回放和比较。回归测试集（要进行的测试
的子集）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测试用例：
·能够测试软件的所有功能的代表性测试用例。
·专门针对可能会被修改影响的软件功能的附加测试。
·针对修改过的软件成分的测试。
在集成测试进行的过程中，回归测试可能会变的非常庞大。因此，回归
测试集应当设计为只包括那些涉及在主要的软件功能中出现的一个或多个错
误类的那些测试，每当进行一个修改时，就对每一个程序功能都重新执行所
有的测试是不实际的而且效率很低的。
１７．４．４ 关于集成测试的讨论
关于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的集成测试的相对优缺点有许多人进行了探讨

（比如：［ＢＥＩ８４］），总的来说，一种策略的优点差不多就是另一种策略的缺点。
自顶向下的方法的主要缺点是需要稳定桩和与稳定桩有关的附加测试困难。
和稳定桩有关的问题可以被主要控制功能的尽早测试来抵消。自底向上的集
成的主要缺点就是“直到最后一个模块被加进去之后才能看到整个程序的框
架”［ＭＹＥ７９］，该缺点由简单的测试用例设计和不用稳定桩来弥补的。
选择一种集成策略依赖于软件的特性，有的时候还有项目的进度安排。
总的来说，一种组合策略（有时候被称作是三明治测试）可能是最好的折衷：
在程序结构的高层使用自顶向下策略，而在下面的较低层中使用自底向上策
略。
当集成测试进行时，测试人员应当能够识别关键模块。一个关键模块具
有一个或多个下列特性：（１）和好几个软件需求有关；（２）含有高层控制（位于
程序结构的高层）；（３）本身是复杂的或者是容易出错的；（４）含有确定性的性
能需求。关键模块应当尽可能早地进行测试，另外，回归测试也应当集中在
关键模块的功能上。
１７．４．５ 集成测试文档
软件集成的总体计划和详细的测试描述要按照测试规约来写入文档。规
约是软件工程过程中的重要文件，已经成为了软件配置的一部分。表 １７－１
给出了一个测试规约的大纲，可以用作这一类文档的框架。

表 １７－１

测试规约大纲

Ⅰ．测试范围

１．对模块 ｎ 的测试描述

Ⅱ．测试计划

２．额外软件的描述

Ａ．测试阶段和结构
Ｂ．进度

３．期望的结果
Ｃ．测试环境

Ｃ．额外的软件

１．特殊的工具和技术

Ｄ．坏境和资源

２．额外软件的描述

Ⅲ．测试过程 ｎ（对结构 ｎ 的测试的描述）
Ａ．集成顺序

Ｄ．测试用例数据
Ｅ．建立 ｎ 所期望的结果

１．目的

Ⅳ．实际的测试结果

２．要测试的模块

Ⅴ．参考文献

Ｂ．对结构中模块单元的测试

Ⅵ．附录

“测试的范围”总结了要进行测试的特定功能的、性能的、和内部设计
的特征；界定了测试工作量；描述了每一个测试阶段完成的标准；并把对进
度的约束写入文档。
“测试计划”部分描述了集成的总体策略，把测试划分为涉及软件的特
定功能和行为特征的阶段和结构。例如，对一个面向图形的 ＣＡＤ 系统的集成
测试可以被划分为下面的测试阶段：
·用户交互（命令选择、图形生成、显示的表示、错误处理和表示）。
·数据操作和分析（符号创建、维数转化、旋转、物理属性的计算）。

·显示的处理和生成（二维显示、三维显示、图表）。
·数据库管理（访问、更新、完整性、性能）。
所有这些阶段和子阶段（在括号中说明的）勾勒出了在软件内部的比较大
的功能类别，所以通常来说可以和程序结构的一个特定领域联系起来，因此，
对每一个阶段都建立了相应的程序结构（程序模块集）。
下面的标准和相应的测试被应用于所有的测试阶段：
接口完整性。在每一个模块集成到整个结构中去的时候，要对其内部和
外部接口进行测试。
功能有效性。进行以发现功能性错误为目的的测试。
信息内容。进行以发现和局部或全局数据结构相关的错误为目的的测
试。
性能。在进行软件设计的过程中，设计用来验证性能边界的测试。
这些标准与和它们相联系的测试都在测试规约的这一节中讨论。
集成的进度、额外的软件和相关的话题也在“测试计划”一节中讨论。
确定每一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日期，定义测试模块单元的可用性窗口，对额外
软件（稳定桩和驱动器）的简单描述着重于可能会需要特殊工作量的特征，最
后，描述测试环境和资源、特殊的硬件配置、奇异的仿真器、特殊的测试工
具和技术也是在这一节中要讨论的众多话题。
为了完成在“测试过程”一节中描述的测试计划，需要有一个详细的测
试过程。在测试规约大纲的第Ⅲ条中，描述了每一个测试步骤的集成顺序和
相应的测试。其中还含有全部测试用例（和次要引用注释）和期望有结果。实
际测试结果、问题或特性的历史值记录在测试说明的第四部分。软件维护时
该部分的信息是很有用的核心，在最后两节中给出的是相应的参考文献和附
录。
象软件配置的其他所有元素一样，可以根据软件开发组织的具体需要裁
剪测试规约格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测试计划中的集成策略和在测试
过程中描述的测试细节是最基本的成分，因而是必须出现的。
１７．５ 确认测试
当集成测试结束的时候，软件就全部组装到一起了，接口错误已经被发
现并修正了，而软件测试的最后一部分（确认测试）就可以开始了。确认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来定义，但是，一个简单（虽然很粗糙）的定义是当软件可以按
照用户合理地期望的方式来工作的时候，确认即算成功。从这一点上，一个
爱挑毛病的软件开发人员可能会提出抗议：“谁或者什么来作为合理的期望
的裁定者呢？”
合理的期望在描述软件的所有用户可见的属性文档——软件需求规约中
（第 １２ 章）被定义。这个规约包含了标题为“确认标准”的一节内容，在这节
中的信息就形成了确认测试方法的基础。
１７．５．１ 确认测试的标准
软件确认通过一系列证明软件功能和需求一致的黑盒测试来达到。测试
计划列出了要进行的测试种类，定义了为了发现和需求不一致的错误而使用

的详细测试实例的测试过程。计划和过程都是为了保证所有的功能需求都得
到了满足；所有性能需求都达到了；文档是正确且合理的；还有其他的需求
也都满足了（比如，可移植性，兼容性，错误恢复，可维护性）。
在每个确认测试实例进行时，会出现以下两种可能的条件之一：（１）和需
求说明一致的功能或性能特性是可接受的，或者（２）和需求说明的偏差被发现
时，要列出问题清单。一个项目中在这个阶段所发现的偏差或者错误是无法
在原定进度下得到修改的。和客户协商一下解决这些缺陷的方法往往是有必
要的。
１７．５．２ 配置复审
确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配置复审。复审的目的是保证软件配置的
所有元素都已进行正确地开发和分类，而且有支持软件生命周期维护阶段的
必要细节。配置复审，有时候被称为审计（ａｕｄｉｔ），在第 ９ 章中已经进行了详
细的讨论。
１７．５．３

Ａｌｐｈａ 和 Ｂｅｔａ 测试

软件开发者想要预见到用户是如何实际地使用程序实质上是不可能的。
使用的命令可能会被误解；还可能经常有奇怪的数据组合出现；输出对测试
者来说似乎是很清晰的，但对在这个领域里的用户可能会是无法理解的。
如果软件是给一个客户开发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接收测试来保证客户
对所有的需求都满意。接收测试是由最终用户而不是系统开发者来进行的，
它的范围从非正式的“测试驱动”直到有计划的系统化进行的系列测试。事
实上，接收测试可以进行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因此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流逝
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累积错误。
如果一个软件是给许多客户使用的，那么让每一个用户都进行正式的接
收测试是不切实际的。大多数软件厂商使用一个被称作 ａｌｐｈａ 测试和 ｂｅｔａ
测试的过程来发现那些似乎只有最终用户才能发现的错误。
ａｌｐｈａ 测试是由一个用户在开发者的场所来进行的，软件在开发者对用
户的“指导”下进行测试，开发者负责记录错误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ａｌｐｈａ
测试是在一个受控的环境中进行的。
ｂｅｔａ 测试是由软件的最终用户在一个或多个用户场所来进行的，不象
ａｌｐｈａ 测试，开发者通常来说不会在场，因此，ｂｅｔａ 测试是软件在一个开发
者不能控制的环境中的“活的”应用。用户记录下所有在 ｂｅｔａ 测试中遇到的
（真正的或是想象中的）问题，并定期把这些问题报告给开发者，在接到 ｂｅｔａ
测试的问题报告之后，开发者对系统进行最后的修改，然后就开始准备向所
有的用户发布最终的软件产品。
１７．６ 系统测试
在本书的开始，我们就强调过软件只是一个大的计算机系统的一个构成
成分这个事实。在最后，软件要和其他的系统成分（比如，新的硬件、信息）
集成起来，然后要进行系统集成和确认测试。这些测试不属于软件工程过程

的研究范围，而且也不只是由软件开发人员来进行的。然而，在软件设计和
测试阶段采用的步骤能够大大增加软件成功地在大的系统中进行集成的可能
性。
一个经典的系统测试问题是“互相指责”。当一个错误出现时，每一个
系统构件的开发者都会指责其他构件的开发者要对此负责。软件工程师不应
当沉溺于这种无谓的斗嘴，而应当能够预料到潜在的接口问题和（１）设计测试
所有从系统的其他元素来的信息的错误处理路径；（２）在软件接口处进行一系
列仿真错误数据或者其他潜在错误的测试；（３）记录测试的结果作为当“互相
指责”时出现的“证据”；以及（４）参与系统测试的计划和设计来保证系统进
行了足够的测试。
系统测试事实上是对整个基于计算机的系统进行考验的一系列不同测
试。虽然每一个测试都有不同的目的，但所有都是为了整个系统成分能正常
地集成到一起以完成分配的功能而工作的。在下面的几节中，我们将会讨论
对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有用的系统测试类型［ＢＥＩ８４］。
１７．６．１ 恢复测试
许多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从错误中恢复过来，然后继
续运行。在有些情况下，一个系统必须是可以容错的，这就是说，运行过程
中的错误必须不能使得整个系统的功能都停止。在其他情况下，一个系统错
误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之内改正，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损失。
恢复测试是通过各种手段，让软件强制性地发生故障，然后来验证恢复
是否能正常进行的一种系统测试方法。如果恢复是自动的（由系统本身来进行
的），重新初始化、检查点机制、数据恢复和重启动都要进行正确验证。如果
恢复是需要人工干预的，那么要估算修复的平均时间是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之内。
１７．６．２ 安全测试
任何管理敏感信息或者能够对个人造成不正当伤害的计算机系统都是不
正当的或非法侵入的目标。侵入包括了范围很广的活动：只是为练习而试图
侵入系统的黑客；为了报复而试图攻破系统的有怨言的雇员；还有为了得到
非法的利益而试图侵入系统的不诚实的个人。
安全测试用来验证集成在系统内的保护机制是否能够在实际中保护系统
不受到非法侵入。引用 Ｂｅｉｚｅｒ 的话来说［ＢＥＩ８４］：“系统的安全当然必须能
够经受住正面的攻击——但是它也必须能够经受住侧面的和背后的攻击。”
在安全测试过程中，测试者扮演着一个试图攻击系统的个人角色。就是
这样！测试者可以尝试去通过外部的手段来获取系统的密码，可以使用可以
瓦解任何防守的客户软件来攻击系统；可以把系统“制服”，使得别人无法
访问；可以有目的地引发系统错误，期望在系统恢复过程中侵入系统；可以
通过浏览非保密的数据，从中找到进入系统的钥匙；等等。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好的安全测试就一定能够最终侵入一个系
统。系统设计者的任务就是要把系统设计为想要攻破系统而付出的代价大于
攻破系统之后得到的信息的价值。

１７．６．３ 压力测试
在较早的软件测试步骤中，白盒和黑盒技术对正常的程序功能和性能进
行了详尽的检查。压力测试（ｓｔｒｅｅ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的目的是要对付非正常的情
形。在本质上说，进行压力测试的人应该这样问：“我们能够将系统折腾到
什么程度而又不会出错？”
压力测试是在一种需要反常数量、频率或资源的方式下执行系统。例如，
（１）当平均每秒出现 １ 个或 ２ 个中断的情形下，应当对每秒出现 １０ 个中断的
情形来进行特殊的测试；（２）把输入数据的量提高一个数量级来测试输入功能
会如何响应；（３）应当执行需要最大的内存或其他资源的测试实例；（４）使用
在一个虚拟的操作系统中会引起颠簸的测试实例；或者（５）可能会引起大量的
驻留磁盘数据的测试实例。从本质上来说，测试者是想要破坏程序。
压力测试的一个变种是一种被称为是敏感测试的技术。在有些情形（最常
见的是在数学算法中）下，在有效数据界限之内的一个很小范围的数据可能会
引起极端的甚至是错误的运行，或者引起性能的急剧下降，这种情形和数学
函数中的奇点相类似。敏感测试就是要发现在有效数据输入里的可能会引发
不稳定或者错误处理的数据组合。
１７．６．４ 性能测试
在实时系统和嵌入系统中，提高符合功能需求但不符合性能需求的软件
是不能接受的。性能测试就是用来测试软件在集成系统中的运行性能的。性
能测试可以发生在测试过程的所有步骤中，即使是在单元层，一个单独模块
的性能也可以使用白盒测试来进行评估，然而，只有当整个系统的所有成分
都集成到一起之后，才能检查一个系统的真正性能。
性能测试经常和压力测试一起进行，而且常常需要硬件和软件测试设
备，这就是说，在一种苛刻的环境中衡量资源的使用（比如，处理器周期）常
常是必要的。外部的测试设备可以监测执行的间歇，当出现情况（比如中断）
时记录下来。通过对系统的检测，测试者可以发现导致效率降低和系统故障
的情况。
１７．７ 调试的技巧
软件测试是一个可以系统地进行计划的过程，可以指导测试用例的设
计，定义测试策略，测试结果可以和预期的结果进行对照评估。
成功的测试之后需要调试，也就是说，调试就是在测试发现一个错误后
消除错误的过程。尽管调试可以也应该是一个有序的过程，但是仍然还有许
多特别的技术。软件工程师评估测试结果时，常常会看到问题的症状。错误
的外部表现和它的内部原因并没有明显的关系，调试就是发现问题症状原因
的、尚未很好理解的智力过程。
１７．７．１ 调试过程

调试并不是测试，但总是发生在测试①之后。如图 １７－１１ 所示，调试过程
从执行一个测试例子开始，得到执行结果并且发生了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不
一致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不一致表明还有隐藏的问题。调试过程试
图找到症状的原因，从而使得能够改正错误。
调试过程总会有以下两种结果之一：（１）发现问题的原因并将之改正及消
除，（２）未能发现问题的原因。在后一种情况下，调试人员应假设一个错误原
因，设计测试例子帮助验证此假设，并重复此过程最后改正错误。
为什么调试会如此困难呢？在很大困难程度上，人类心理（参见下一节）
比软件技术更多地涉及对该问题的答案，不过，错误的以下特征提供了一些
线索：
１．症状和原因可能是相隔很远的。也就是说，症状可能在程序的一部分
出现，而原因实际上可能在很远的另一个地方。高度耦合的程序结构（第 １４
章）加剧了这种情况。
２．症状可能在另一个错误被纠正后消失或暂时性的消失。
３．症状可能实际上并不是由错误引起的（如舍入误差）。
４．症状可能是由不太容易跟踪的人工错误引起的。
５．症状可能是和时间相关的，而不是处理问题。
６．很难重新产生完全一样的输入条件（如一个输入顺序不确定的实时应
用）。
７．症状可能是时有时无的。这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耦合硬件和软件的嵌入
式系统中特别常见。
８．症状可能是由分布在许多不同任务中的原因引起的，这些任务运行在
不同的处理器上［ＣＨＥ９０］。
在调试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恼人的小错误（比如，不正确的输出格式）到
灾难性的大错误（比如系统失效，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物质损失）。错误越严重，
相应的查找错误原因的压力也越大。通常情况下，这种压力会导致软件开发
人员修正一个错误的同时引入两个甚至更多的错误。
１７．７．２ 心理考虑
不幸的是，有证据表明，调试的本领是属于一种个人的先天本领。有些
人精于此道，而其他人就不行。虽然关于调试的试验证据表明对此可以有多
种解释，但是对于具有相同教育和试验背景的程序员来说，他们的调试能力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ＳＨＮ８０］是这样来评价调试的人为因素的：
调试是一种更容易让人感到沮丧的编程工作。它包含解决问题或智力测
验，而同时最恼人的是认识到你犯下了错误。高度的焦虑和不愿接受可能发
现的错误，会增加这项任务的难度。幸运的是，当错误最终……被改正的时
候，你还能感受到强烈的放松。
虽然“学会”调试可能是很困难的，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使用的。我们
①

此处我们考虑最广义的测试，不仅包括软件发布之前开发人员的测试，也包括用户每次使用软件时对软

件的测试。

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些方法。
１７．７．３ 调试方法
无论调试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它都有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寻找错误的原
因并改正之。这个目标是通过有系统的评估、直觉和运气一起来完成的。
Ｂｒａｄｌｅｙ［ＢＲＡ８５］如此描述调试的过程：
调试是对过去 ２，５００ 年间一直在发展的科学方法的直接应用。调试是以
根据对将被检查的新值的预测的假设通过二分法定位问题源［原因］为基础。
拿一个简单的和软件无关的例子来说：我屋里的一个台灯不亮了。如果
整个屋子都没电了，那么一定是总闸或者是外面坏了；我出去看是否邻居家
也是黑的。如果不是，我把台灯插到好的插座里试试，或者把别的正常的电
器插到原来插台灯的插座里检查一下。这就是假设和检测的过程。
总的来说有三种调试的实现方法（见参考文献［ＭＹＥ７９］）：
·蛮力法（ｂｒｕｔｅ ｆｏｒｃｅ）。
·回溯法（ｂａｃｋ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原因排除法（ｃａｕｓ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蛮力法的调试可能是为了找到错误原因而使用的最普通但是最低效的方
法了。当所有其他的方法都失败的情形下，我们才会使用这种方法。根据“让
计算机自己来寻找错误”的思想，进行内存映象，激活运行时的跟踪，而且
程序里到处都是 ＷＲＩＴＥ 语句。我们希望在这么多的信息的海洋里能够发现一
点儿有助于我们找到错误原因的线索。虽然大量的信息可能最终导致成功，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只是浪费精力和时间。你必须首先进行思考！
回溯是在小程序中经常能够奏效的相当常用的调试方法。从发现症状的
地方开始，开始（手工地）向回跟踪源代码，直到发现错误原因。不幸地是，
随着源代码行数的增加，潜在的回溯路径可能会多到无法管理的地步。
第三种调试方法——原因排除法，是通过演绎和归纳，以及二分法来实
现的。对和错误发生有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可寻找到潜在的原因。先假设一个
可能的错误原因，然后利用数据来证明或者否定这个假设。也可以先列出所
有可能的原因，然后进行检测来一个个地进行排除。如果最初的测试表明某
个原因看起来很象的话，那么就要对数据进行细化来精确定位错误。
上面的每一种方法都可以使用调试工具来辅助完成。我们可以使用许多
带调试功能的编译器、动态的调试辅助工具（“跟踪器”）、自动的测试用例
生成器、内存映象工具、以及交叉引用生成工具。然而，工具是不可能代替
基于完整的软件设计文档和清晰代码的人为的细心评价的。
任何对调试方法和工具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到另外
一个最有力的助手，那就是：其他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好多小时或好
几天一直在为一个错误头疼的经历。这时候，有一个同事正好路过，在绝望
中我们对他描述了我们遇到的问题，几乎是在刹那间，错误就被他找到了，
这个同事洋洋得意地笑着走了。在许多个小时的沮丧的阴云笼罩下，一个新
鲜的观点可能创造奇迹。所以对调试的最后的箴言应该是：“如果什么办法
都失败了，那么就问问别人！”
一旦找到了错误，那么就必须纠正。但是我们已经提醒过了，修改一个
错误可能会带来其他的错误，因此，做得过多将害大于利。Ｖａｎ Ｖｌｅｃｋ［ＶＡＮ８９］

提出了每一个软件工程师在进行排除错误发生原因的“修改”之前都必须问
的三个问题：
１．这个错误原因在程序的其他地方也产生过吗？在许多情形下，一个程
序错误是由错误的逻辑模式引起的，而这种逻辑模式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出
现。对这种逻辑模式的仔细考虑可以帮助发现其他的错误。
２．我将要进行的修改可能会引发的“下一个错误”是什么？在进行修改
之前，需要认真地研究源代码（最好包括设计）的逻辑和数据结构之间的耦
合，如果是在修改高度耦合的程序段的话，那么就应当格外的小心。
３．为了防止这个错误，我们首先应当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建立统计的
软件质量保证方法的第一个步骤（第 ８ 章）。如果我们不仅修改了产品，还修
改了过程，那么我们就不仅排除了现在的程序错误，还避免了所有今后的程
序可能出现的错误。
１７．８ 小结
软件测试在软件过程中占有最大百分比的技术工作量，而我们只是刚刚
开始理解系统化测试的计划、执行和控制的一些皮毛。
软件测试的目的是发现错误。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需要计划和进行一系
列的测试步骤——单元、集成、确认和系统测试。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侧重
于验证一个模块的功能和把模块集成到程序结构中去。确认测试用来验证软
件需求，系统测试在软件集成为一个大的系统时才进行。
每一个测试步骤都是通过一系列有助于测试用例设计的系统化测试技术
来完成的。在每一步测试中，软件考虑的抽象层次都提高了。
和测试不一样（一个系统化、有计划的活动），调试则必须被看作是一种
艺术。从一个问题的症状开始，调试活动要去追寻错误的原因。在调试过程
中可利用众多资源中，最有价值的是和其他软件工程师的协商。
更高质量的软件则需要更系统化的测试方法。引用 Ｄｕｎｎ 和 Ｕｌｌｍａｎ［ＤＵＮ８２］
的话来说：
我们所需要的是贯穿整个测试过程的一个整体策略，而且在方法学上应
当象基于分析、设计和编码的系统化软件开发一样地进行周密的计划。
在本章中，我们详细的探讨了测试策略的问题，考虑了达到主要测试目
标最可能需要的步骤：以一种有序的和有效的方法来发现并纠正错误。

思考题
１７．１ 用你自己的话来描述一下验证和确认的区别。它们两个都要使用测
试用例设计方法和测试策略吗？
１７．２ 列出一些可能和独立测试组织有关的问题。ＩＴＧ 和 ＳＱＡ 组织是由同
样的人来组成的吗？
１７．３ 使用在 １７．１．３ 节中所描述的测试步骤序列来建立测试软件的策略
总是可能的吗？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可能会有那些复杂性呢？
１７．４ 如果你只能在单元测试过程中选择三种测试用例设计方法，那么应
该选择哪几种，为什么呢？

１７．５ 向在 １７．３．１ 节中列出的单元测试检查点的每个部分添加三个另外
的问题。
１７．６“反调试”（１７．３．１ 节）的概念是当发现错误之后提供内置的调试帮
助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ａ．为反调试建立一些指南。
ｂ．讨论一下使用这种技术的优点。
ｃ．讨论一下缺点。
１７．７ 为思考题 １４．２３ 到 １４．３１ 实现的任何一个系统建立相应的集成测试
策略。定义测试阶段，说明集成的顺序，指出需要的额外测试软件，然后证
明你的集成顺序是可行的。假设所有的模块都已经经过了单元测试，并且都
是可用的。（注意：你可能需要先进行一点儿设计工作）。
１７．８ 项目的进度是如何影响集成测试的？
１７．９ 在所有的情况下单元测试都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值得做的吗？提供
可以证明你的回答的实例。
１７．１０ 谁来进行确认测试？是软件开发人员还是软件最终用户？为什
么？
１７．１１ 为在本书前面讨论过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建立一份完整的测试策略。
并依据测试规约完成文档。
１７．１２ 作为一个班级项目，为你们的程序开发建立一份调试指南，其中
应当提供面向你们在学校里学过的语言和系统的提示。从一个经过全班和老
师复审过的大纲开始做起。并把这个指南介绍你周围的其他人。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对测试策略的详细讨论可以在 Ｋｉ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 １９９５） ， Ｅｖａ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４）， Ｈｅｔｚｅｌ（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Ｑ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８４）， Ｂｅｉｚｅｒ ［ＢＥＩ８４］，
Ｏｕｌｄ 和 Ｕｎｗｉｎ（Ｔｅ 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Ｍａｒｋｓ（Ｔｅｓｔｉｎｇ ＶｅｒｙＢｉ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２），和
Ｋａｎｅｒ 等（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ｎｄ Ｅｉｔｉｏｎ，ＶａｎＮｏｓｔｒａｎｄ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１９９３）的书中找到。每一本书中都描绘了一种有效的策略的各个步骤，提供了
一系列的技术和指南，并提出了控制和跟踪测试过程的方式。
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ｒｉｃｓ，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９６）
不仅给出了测试的方法和策略，还提供了对如何为了获得有效的测试而使用
度量手段的详细讨论。
对开发商品软件的个体来说，Ｇｕｎｔｈｅｒ 的书（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８）对建立和
管 理 有 效 的 测 试 策 略 是 一 本 很 有 用 的 指 南 。 另 外 ，Ｐｅｒｒｙ（Ｈｏｗ ｔｏ Ｔｅｓ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６）提供了对产品开发者和购买者都很有用的
信息。Ｍｏｓｌｅｙ（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提出了对基于客户／服务器的应用的测试策略和技术。
和调试有关的内容在一本由 Ｄｕｎｎ 写的书（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８４）中可以找到。Ｂｅｉｚｅｒ［ＢＥＩ８４］也给出了有助于建立测试计

划的有效方法的一套很有意思的“错误分类学”书籍。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Ｃｏｄ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给出了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和调
试在内的很实用的建议。
关于软件测试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的信息源在第 １６ 章和第 ２２ 章的“推荐阅读
文献和其他信息资源”一节中可以找到。

第 １８ 章

软件的技术度量

测度是任意一个工程过程中的重要元素。运用测度，我们能更好的理解
我们所建立的模型的属性，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运用测度来评价我们
所建立的工程化产品或系统的质量。
不象其他的工程学科，软件工程并不是建立在基本物理定量规律上的。
绝对测度，如电压、重量、速度、或者温度，在软件界中并不普遍。相反，
我们是要设法获取一套间接测度方法来提供对软件质量的表示。因为软件测
度不是绝对的，所以它们是可以讨论的。Ｆｅｎｔｏｎ［ＦＥＮ９１］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谈
到：
测度是把数字或符号分配给现实世界实体的属性，根据明确定义的规则
来定义它们……在物理科学、医学、经济和较新的社会科学方面，现在我们
能够测度我们原先认为不能测度的属性……。当然，这些测度并不象在物理
科学中定义的一些测度那么完美……，但是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往往基于它们
可作出重要的决策。为了提高我们对特定实体的理解，我们有责任尝试去测
度所谓不可测度的东西，这种责任在软件工程中和在其他学科中是一样重
要。
但是有一些软件业人员继续争论道软件是不是可测度的或者说测度的尝
试应该推迟到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软件和用以描述软件的属性的时候。这是个
错误的说法。
虽然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度量并不是绝对的，但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基于
一套清晰定义规则的一种系统的方法来评价质量。它们同时还为软件工程提
供了一种现场的而不是事后的洞察，这使得工程师能在潜在的问题变成灾难
性错误前发现和纠正它们。
在第 ４ 章我们讨论了运用在过程和项目级别的软件度量。在这一章，我
们的重点转移到当产品被工程化的时候，可以用来评价产品的质量的度量。
这些产品内部属性的测度为软件工程提供了对分析、设计和编码模型的有效
性；测试用例的有效性以及要开发的软件整体质量的一个实时的指示。
１８．１ 软件质量
甚至最老练的软件开发者都会同意高质量的软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
是我们如何定义质量呢？一句谐趣话曾经这样说道，“每一个程序能正确地
做某件事，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它做的事情。”
在第 ８ 章我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看待软件质量并介绍了一个定
义，它强调了与清晰描述的功能和性能需求的符合性、明显的文档的开发标
准、以及被认为是所有专业开发的软件所应具备的隐式特征。
毫无疑问上述定义可以被无休止地修改、扩展或讨论。针对本书的目的，
定义强调了以下三个重点：
１．软件需求是质量测度的基础。需求符合性的缺乏也就是缺乏质量。①
２．特定的标准定义了一套开发标准，用以指导软件开发的方式。如果标
①

值得指出质量可扩展到分析，设计和编码模型的技术属性。展示高质量的模型（在技术角度）将使得软

件从用户角度展示出高的质量。

准未能够遵守，那么缺少质量就几乎是肯定的结论。
３．要有一套经常未被提及的隐式需求（例如，对好的可维护性的期望）。
如果软件符合其显式的需求，但是未能满足隐式需求，软件质量仍是值得怀
疑的。
软件质量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混合，这些因素随着不同的应用和需要它
们的用户而变化。以下章节标识了软件质量因素，以及描述了用以获取它们
的人类活动。
１８．１．１ ＭｃＣａｌｌ 的质量因素
影响软件质量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１）可以直接测度的因素（例如，
每个功能点的错误）和（２）只能间接测度的因素（例如，可用性和可维护性）。
在每种情况下测度都必须发生。我们必须对软件（文档、程序、数据）和一些
数据作一些比较，并获得质量的指示。
ＭｃＣａｌｌ 和他的同事［ＭＣＣ７７］提出了对影响软件质量的因素的有用的分
类。这些软件质量因素，如图 １８－１ 所示，集中在软件产品的三个重要方面：
它的操作特性、它承受改变的能力、以及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对于在图 １８－１ 提到的因素，ＭｃＣａｌｌ 提供了如下的描述：
正确性。一个程序满足它的需求规约和实现用户任务目标的程度。
可靠性。一个程序期望以所需的精确度完成它的预期功能的程度。更完
整的对可靠性的定义已经在前面提出过了（见第 ８ 章）。
功效。一个程序完成其功能所需的计算资源和代码的数量。
完整性。对未授权人员访问软件或数据的可控制程度。
可用性。学习、操作、准备输入和解释程序输出所需的工作量。
可维护性。定位和修复程序中一个错误所需的工作量。（这是一个十分
局限的定义。）
灵活性。修改一个运作的程序所需的工作量。
可测试性。测试一个程序以确保它完成所期望的功能所需的工作量。
可移植性。把一个程序从一个硬件和／或软件系统环境移植到另一个环
境所需的工作量。
可复用性。一个程序［或一个程序的一部分］可以在另外一个应用程序
中复用的程度——这和程序完成的功能的包装和范围相关。
互操作性。连接一个系统和另一个系统所需的工作量。
很难，在一些情况下也不可能，去开发一个对以上的质量因素的直接测
度，因此，定义一组度量，并被用于按照下面的关系为每个因素开发表达式：
Ｆｑ ＝ｃ１ ×ｍ１ ＋ｃ２ ×ｍ２ ＋…＋ｃｎ ×ｍｎ
这里 Ｆｑ 是一个软件质量因素，ｃｎ 是回归系数，ｍｎ 是影响质量因素的度量
值。不幸的是许多 ＭｃＣａｌｌ 定义的度量值只能主观地测度。度量可以用检查表
的形式，来给软件的特定属性进行评分［ＣＡＶ７８］。由 ＭｃＣａｌｌ 提出的评分方
案是从 ０（低）到 １０（高）的范围。以下是用在评分方案中的度量：
能听度（ａｕｄｉｂｉｌｉｔｙ）。和标准的符合性可被检查的容易程度。
准确度（ａｃｃｕｒａｃｙ）。计算和控制的准确度。
通讯公用度（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标准界面、协议和带宽的

使用程度。
完全性（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所需功能完全实现的程度。
简洁度（ｃｏｎｃｉｓｅｎｅｓｓ）。以代码行数来评价程序的简洁程度。
一致性（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在软件开发项目中一致的设计和文档技术的使
用。
数据公用性（ｄａｔａ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在整个程序中对标准数据结构和类型
的使用。
容错度（ｅｒｒｏｒ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当程序遇到错误时所造成的损失。
执行效率（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一个程序的运行性能。
可扩展性（ｅｘｐ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结构、数据或过程设计可被扩展的程度。
通用性（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ｙ）。程序构件潜在的应用广度。
硬件独立性（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软件独立于其运行之上的硬件
的程度。
检自性（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程序监视它自身的操作并且标识产生的错
误的程度。
模快性（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程序部件的功能独立性（第 １３ 章）。
可操作性（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程序操作的容易度。
安全性（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控制和保护程序和数据的机制的可用度。
自 包 含 文 档 度 （ｓｅｌ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源代码提供有意义的文档程
度。
简单性（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一个程序可以没有困难的被理解的程度。
软件系统独立性（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程序独立于非标准
编程特性、操作系统特性、和其他环境限制的程度。
可追溯性（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从一个设计表示或实际程序部件追溯到需求
说明的能力。
可培训性（ｔｒａｉｎｉｎｇ）。软件支持使得新用户使用系统的能力。
软件质量因素的关系和上述的度量在图 １８－２ 中有所描述。值得注意的
是分给每个度量的权值依赖于本地的产品和考虑。
１８．１．２ ＦＵＲＰＳ
ＭｃＣａｌｌ 和他的同事提出的质量因素［ＭＣＣ７７］代表了被提出的众多软件
质量“检查表”之一。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ＧＲＡ８７］提出了一套考虑软件质量
的因素，简称为 ＦＵＲＰＳ——功能性（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可用性（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可靠性（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性能（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和支持度（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ＵＲＰＳ 质量因素是从早期工作中的得出的，五个主要因素每一个都定义了如
下评估方式：
·功能性：通过评价特征集和程序的能力、交付的函数的通用性、和整
体系统的安全性来评估。
·可用性：通过考虑人的因素（第 １４ 章）、整体美学、一致性、和文档来
评估。
·可靠性：通过测度错误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输出结果的准确度、平均
失效间隔时间（ＭＴＢＦ）、从失效恢复的能力、程序的可预测性等来评估。

·性能：通过测度处理速度、响应时间、资源消耗、吞吐量、和效率来
评估。
·支持度：包括扩展程序的能力（可扩展性）、可适应性、和服务性（这三
个属性代表了一个更一般的概念——可维护性），以及可测试性、兼容度、可
配置性［组织和控制软件配置的元素的能力（第 ９ 章）］、一个系统可以被安装
的容易程度、问题可以被局部化的容易程度。
ＦＵＲＰＳ 质量因素和上述描述的属性可以用来为软件过程中的每个活动建
立质量度量。
１８．１．３ 到量化视图的变迁
在前面的章节里，讨论了一套软件质量测度定性因素。我们设法开发精
确的软件质量的测度，但有时又会被活动的主观性质所困惑。Ｃａｖａｎｏ 和
ＭｃＣａｌｌ［ＣＡＶ７８］讨论了该情形：
决定质量在日常事件（葡萄酒品尝比赛、运动赛事［例如体操］、智力竞赛
等等）中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这些情形下，质量是以最基本和最直接的方式来
判定的：在相同的条件和预先决定的概念下并列对比物体。葡萄酒可以根据
清澈度、颜色、花束、味道等。但是，这种类型的判定是十分主观的；为了
最终得到某一个值，它必须由一个专家来判定。
主观性和特殊性同样应用于确定软件质量。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一
个对软件质量更为精确的定义是必需的，同样，为了客观的分析，需要一个
方法来导出软件质量的定量测度…，因为这样一件事情不是绝对知识的，不
能期望去很精确地测度软件质量，因为每一个测度方法都是不完美的。Ｊａｃｏｂ
Ｂｒｏｎｋｏｗｓｋｉ 这样来描述这个知识的矛盾：“年复一年，我们设计更为精确的
仪器来更好地观察自然，而当我们看到观察资料时，我们十分沮丧地看到它
们仍然很模糊，并且我们感觉到它们和以往一样仍然不确定。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检查了一组软件度量，它们可以应用到软件质
量的定量评价。在所有的场合里，度量代表着间接测度；也就是说，我们从
来没有真正地测度质量，而是测度一些质量的表现。复杂的因素在于所测度
的变量和软件质量间的准确关系。
１８．２ 软件技术度量框架
如我们在这章的介绍中所说的，测度分配数字或符号给现实世界中的实
体的属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一个包含一组一致规则的测度模型。尽
管测度理论（例如，
［ＫＹＢ９４］及其在计算机软件的应用（例如参考文献［ＤＥＭ８１］
和［ＢＲＩ９６］）这些话题不在本书的内容范围，但是，仍然值得去建立一个基
本框架和一组软件的技术度量的测度的基本原则。
１８．２．１ 技术度量的挑战
在过去二十年中，许多研究者尝试着开发能提供软件复杂度的全面测度
的单一度量。Ｆｅｎｔｏｎ［ＦＥＮ９４］把这种研究看成是对“不可能的圣杯”的搜寻。
尽管已经提出了很多的复杂度测度［ＺＵＳ９０］，但是每一种都对复杂度是什么
以及是什么系统属性导致的复杂性持有不同的看法。类比而言，考虑一个评
价有吸引力的汽车的度量，一些观察者可能强调车身的设计，另外一些会考

虑机械特性，而有人会考虑成本、性能或燃料经济性、或当汽车需丢弃时的
回收能力。因为这些特性中的任意一个都有可能和其他的产生不一致，这样
很难给吸引力一个单一的值。对计算机软件而言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
但是，仍然有必要去测度和控制软件复杂度。并且如果这个“质量度量”
的单一值难以获取的话，应该有可能去开发不同程序内部属性的度量（例如，
有效模块度、功能独立性和在 １３ 章讨论的其他属性），这些测度和从它们导
出的度量可被用作分析和设计模型的质量的独立指示。但是，在这里又出现
了问题，Ｆｅｎｔｏｎ［ＦＥＮ９４］这样说道：
尝试去寻找标识那么多不同属性的测度的危险是度量不可避免地不得不
满足有冲突的目标。这是和测度的代表性理论相冲突的。
尽管 Ｆｅｎｔｏｎ 的论述是正确的，许多人争论道在软件过程的早期阶段采取
的技术测度给软件工程提供了评估质量的一个一致和客观的机制。
但是，询问技术度量有多么正确是很合理的。也就是说，度量和基于计
算机的系统的长期的可靠性及质量的符合程度有多少？ Ｆｅｎｔｏｎ［ＦＥＮ９ｌ］用
下面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尽管软件产品的内部结构［技术度量］和它的外部产品和过程属性间存在
直觉的联系，实际上，仍然几乎没有科学的尝试来建立特定的关系。为什么
这样有许多原因；最普遍的说法是进行相关实验是不实际的。
上述的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原因，但是并不是摒弃技术度量
的原因。①如果要获得质量，那么测度是很重要的。
１８．２．２ 测度原则
前面我们介绍了一系列的技术度量，它们（１）辅助评价分析和设计模型，
（２）提供了过程设计和源代码的复杂度指示，以及（３）辅助设计更为有效的测
试。理解基本的测度原则是很重要的，Ｒｏｃｈｅ［ＲＯＣ９４］建议了一个测度过程，
它以下面五个活动为特征：
·简洁表示——导出适合于所考虑软件的表示的软件测度和度量。
·收集——用以积累导出简洁度量所需的数据的机制。
·分析——计算度量值且应用数学工具。
·解释——为了获得对所表示的质量的洞察，对度量结果进行评价。
·反馈——把对技术度量的解释获得的建议递交给软件队伍。
可以和技术度量的表示相关联的原则如下（见参考文献［ＲＯＣ９４］ ）：
·应该在数据收集开始前确定测度的目标。
·每一个技术度量应该以无二义的方式进行定义。
·度量应该基于应用领域是正确的理论之上而导出（例如，设计度量应该
基于基本的设计概念和原则而导出，并且设法提供被认为是需要的属性存在
的指示）。
·度量应该被剪裁以最适应特定的产品和过程（见参考文献［ＢＡＳ８４］ ）。
尽管简洁表示是一个关键的出发点，然而收集和分析是推进测度过程的
①

已经出现了软件度量的许多专著（例如，见参考文献[FEN94]，[ROC94]可得更广泛的文献目录），并且

对特定的度量的批评也很普通。但是，许多批评集中在深奥的话题上，且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的度量的主要
目标——帮助工程师建立一个系统的和客观的方法来获得对他的工作的洞察且用来提高产品的质量。

活动。Ｒｏｃｈｅ（见参考文献［ＲＯＣ９４］）针对这些活动建议了以下原则：
·任何时候应尽可能使得收集和分析自动化。
·应该应用正确的统计技术来建立内部产品属性和外部质量特性的关系
（例如，结构复杂度层次和产品使用中报告的错误数是不是有关联？）。
·应该给每个度量建立解释性的指南和建议。
除上面提到的原则以外，度量活动的成功也和管理支持紧密相关，如果
要建立和维持一个技术度量计划，资金、培训和能力提高均应该加以考虑。
１８． ２． ３ 有效软件度量的属性
对计算机软件，已经提出过有几百个度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对软
件工程有实际的支持，有些度量太复杂了，其他一些太深奥以至于很少现实
世界的专业人员能理解它们，另外一些则违反了高质量软件的实际的基本直
觉概念。
Ｅｊｉｏｇｕ［ＥＪＩ９１］定义了一组应该由有效软件度量包含的属性，导出的度
量及导致它的测度如下：
·简单的和可计算的。学习如何导出度量值应该是相对简单的，并且它
的计算不应该要求过多的工作量和时间。
·经验和直觉上有说服力。度量应该满足工程师对于所考虑的产品的直
觉概念（例如，一个测度模块内聚性的度量值应该随着内聚度的提高而提
高）。
·一致的和客观的。度量应该总是产生非二义性的结果。一个独立的第
三方使用该软件的相同信息能够得到相同的度量值。
·在其单位和维度的使用上是一致的。度量的数学计算应该使用不会导
致奇异单位组合的测度。例如，把项目队伍的人员乘以程序中的编程语言的
变量会引起一个直觉上没有说服力的单位组合。
·编程语言独立的。度量应该基于分析模型、设计模型、或程序本身的
结构。它们不应该依赖于不同的编程语言的句法和语法。
·质量反馈的有效机制。度量应该给软件工程师提供能导致更高质量的
最终产品信息。
尽管许多软件度量都满足上述的属性，一些普遍应用的度量也可能会不
满足其中一到两个属性。例如对功能点方法（在第 ４ 章讨论过，这章又要再讨
论），可以争辩①说一致性和客观性属性不满足，因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不可
能获得和一个同事用相同的软件信息得到的同样的功能点。难道我们因此就
拒绝使用功能点度量吗？回答是“当然不！”即使它不能很好地满足一个属
性，功能点却提供了有用的洞察方法，且提供了清晰的值。
１８． ３ 分析模型的度量
软件工程的技术性工作开始于分析模型的创建①。在这个阶段可以导出需
求分析，并建立设计的基础，所以，提供了对分析模型质量的洞察的技术度
①

请注意也可以同样做出严厉的相反论点。这是软件度量的性质。

①

分析模型包括数据、功能、行为的表示。见第 11 和 12 章有详细的信息。

量是有必要的。
尽管在文献里很少出现分析和规约度量，但是仍然有可能把针对项目应
用导出的度量作适应性修改后用于这个语境中。这些度量以预测结果系统的
大小为目的，来检查分析模型，有可能大小和设计复杂度将被直接相关联。
１８．３．１ 基于功能的度量
功能点（ＦＰ）度量（第 ４ 章）可以用来作为预测从分析模型得到的系统大小
的手段。为了说明 ＦＰ 度量在该语境的使用，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
见图 １８－３，在图中描述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②的一个功能数据流图（第 １２ 章），
该功能管理用户交互，接收一个用户密码来启动或关闭系统，并且允许对安
全区状态和不同安全传感器进行查询。该功能显示了一系列的提示信息且发
送合适的控制信号到安全系统的不同部件。
为了确定用以计算功能点度量所需的关键测度，对数据流图加以评估（第
４ 章）：
·用户输入数。
·用户输出数。
·用户查询数。
·文件数。
·外部接口数。
三个用户输入：密码、莫名奇妙的按键、和激活／非活动在图中有所显示，
另外还有两个查询：零查询和传感器查询。还显示有一个文件（系统配置文
件）。还有两个用户输出（信息和传感器状态）和四个外部接口（测试传感器、
零设置、激活／非激活、及报警警报）。这些数据以及合适的复杂度在图 １８－
３ 中显示。
在图 １８－４ 中显示的总计数必须用公式（４．１）调整：
ＦＰ＝总计数×（０．６５＋０．０１×ΣＦｉ ）
这里总计数是所有从图 １８－３ 中获得的 ＦＰ 项的总和，Ｆｉ （ｉ＝１ 到 １４）是
“复杂度调整值。”对于这个例子，我们假设ΣＦｉ 是 ４６（一个适度复杂的产
品），所以，
ＦＰ＝５０×［０．６５＋（０．０１×４６）］＝５６
基于从分析模型得到的项目 ＦＰ 值，项目队伍可以估计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用户交
互功能的整体实现后的大小。假设过去的数据表明一个 ＦＰ 转换成 ６０ 行源代
码（使用面向对象语言）且每个人月的工作量产生 １２ＦＰ，这些历史数据给项目
经理提供了基于分析模型而不是初步估计的重要的计划信息。

１８．３．２ “撞击值”度量
象功能点度量一样，ｂａｎｇ 度量可以由分析模型得到对将要实现的软件的

②

SafeHome 是一个在前些章节用作应用程序例子的家庭保安系统。

大小的指示。“撞击值”（ｂａｎｇ）度量由 Ｔｏｍ ＤｅＭａｒｃｏ［ＤＥＭ８９２］提出，它是
“一个实现独立的系统大小的指示。”为了独立计算 ｂａｎｇ，软件工程师必须
首先评价一组原语——在分析层次不能再划分了的分析模型的元素。原语是
通过评价分析模型和开发以下项的计数来决定的①：
功能原语（ＦｕＰ）。在数据流图（第 １２ 章）中最低层次的变换（泡泡）。
数据元素（ＤＥ）。数据对象的属性，数据元素不是复合数据且在数据字典
里出现。
对象（ＯＢ）。在第 １１ 章里描述的数据对象。
关系（ＲＥ）。在第 １２ 章里描述的数据对象间的联系。
状态（ＳＴ）。在状态变迁图（第 １２ 章）中用户可观察的状态数量。
变迁（ＴＲ）。在状态变迁图（第 １２ 章）中用户状态变迁的数量。
除了上述的六个原语，另外如下的计数也需确定：
修改的手工功能原语（ＦｕＰＭ）。在系统边界之外且必须为了适应新系统
而必须修改的功能。
输入数据元素（ＤＥＩ）。输入到系统的数据元素。
输出数据元素（ＤＥＯ）。从系统输出的数据元素。
存储数据元素（ＤＥＲ）。被系统存储的数据元素。
数据记号（ＴＣｉ）。存在第 Ｉ 个功能原语（为每一个原语评价）的边界上的
数据记号（在一个功能原语内不能再分割的数据项）。
关系连接（ＲＥｉ）。在数据模型中连接第 ｉ 个对象和其他的对象的关系。
ＤｅＭａｒｃｏ［ＤＥＭ８２］建议大多数软件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领域之一，功能很
强型或数据复杂型，这依赖于比率 ＲＥ／ＦｕＰ。功能很强型应用程序（一般在工
程和科学应用程序中遇到的多）强调数据的变换且通常没有复杂的数据结
构。数据复杂型的应用程序（一般在信息系统应用程序中遇到的多）往往有复
杂的数据模型。
ＲＥ／ＦｕＰ＜０．７ 意味着一个功能很强型应用程序
０．８＜ＲＥ／ＦｕＰ＜１．４ 意味着混合型应用程序
ＲＥ／ＦｕＰ＞１．５ 意味着数据复杂型应用程序
因为不同的分析模型将模型分成或大或小的细化程度，ＤｅＭａｒｃｏ 建议了
一个对每个原语的平均记号计数
ＴＣａｖｇ ＝ΣＴＣｉ／ＦｕＰ
它被用来控制在某应用程序领域中跨越很多不同模型划分的一致性。
为了计算功能很强型应用软件的“撞击值”，可以用以下算法：
ｓｅ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ｂａｎｇ＝０；
ｄｏ ｗｈ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ｏ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ｔｏｋｅｎ－ｃｏｕ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ｉ；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ＦｕＰ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ＣＦｕＰＩ）；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ｌａ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ｎｏｔ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ＣＦｕＰＩ ｂｙ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ｇ＝ｂａｎｇ＋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ＣＦｕＰＩ；
①

在下面原语后面括号中的首字母缩写是用来指示特定原语的计数的；例如，FuP 表示在分析模型中的功

能原语的数目。

ｅｎｄｄｏ
通过确定在原语中有多少分离的记号是“可见的”［ＤＥＭ８２］来计算记号计
数。如果数据元素可以没有任何内部变换地从输入移到输出，记号的数目和
数据元素的数目不相同是有可能的。纠正的 ＣＦｕＰＩ 可以从 ＤｅＭａｒｃｏ 公开的表
中得出。一个节选版本如下所示：
Ｔｃｉ
ＣＦｕＰＩ
２
１．０
５
５．８
１０
１６．６
１５
２９．３
２０
４３．２
上述算法提到的评价加权由 ＤｅＭａｒｃｏ 定义的 １６ 个不同的功能原语类导
出。一个权值依赖于原语的类别分配，其范围从 ０．６（简单数据路由）到 ２．５（数
据管理功能）。
对于数据复杂型应用程序，撞击值用以下算法来计算：
ｓｅ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ｂａｎｇ＝０；
ｄｏ ｗｈｉ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ｏ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 ｉ；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ＯＢ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ＢＩ）；
ｂａｎｇ＝ｂａｎｇ＋ＣＯＢＩ；
ｅｎｄｄｏ
纠正的 ＣＯＢＩ 也可以从 ＤｅＭａｒｃｏ 公布的表格确定，一个节选的版本如下所
示：
ＲＥｉ
ＣＯＢＩ
１
１．０
３
４．０
６
９．８
一旦撞击值计算后，过去的历史可以把它和大小和工作量关联起来。
ＤｅＭａｒｃｏ 建议一个组织建立它自己的 ＣＦｕＰＩ 和 ＣＯＢＩ 表版本，以用于从已完成
软件项目来校准信息。
１８．３．３ 规约质量的度量
Ｄａｖｉｓ 及其同事［ＤＡＶ９３］提出了一列可以用来评价分析模型和相应的需
求规约质量的特征：明确性（无二义性）、完全性、正确性、可理解性、可验
证性、内部和外部一致性、可完成性、简洁性、可追踪性、可修改性、精确
性和可复用性。此外，作者还提到高质量的规约是电子存储的、可执行的或
至少可解释的、对相对重要性和稳定性进行注释的、并在适当的详细级别提
供版本化、组织、交叉引用和表示。
尽管上述的许多特性在性质上看起来象是定性的，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ＤＡＶ９３］
建议每一个可以用一到多个度量来表示。①例如，我们假设在一个规约中有 ｎ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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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规格质量度量的讨论不在本章的范围。详细信息见［DAV93］。

个需求，所以
ｎｒ ＝ｎｆ ＋ｎｎｆ
其中 ｎｆ 是功能需求的数目，ｎｎｆ 是非功能需求数目（例如，性能）。
为了确定需求的确定性（无二义性），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建议了一种基于复审
者对每个需求的解释的一致性的度量方法：
Ｑ１ ＝ｎｕｉ ／ｎｒ
其中 ｎｕｉ 是所有复审者都有相同解释的需求数目。当需求的模糊性越低
时，Ｑ 的值越接近 １。
功能需求的完整性可以通过计算以下比率获得：
Ｑ２ ＝ｎｕ ／（ｎｉ ×ｎｓ ）
其中 ｎｕ 是唯一功能需求的数目，ｎｉ 是由规约定义或包含的输入（刺激）的
个数，ｎｓ 是被表示的状态的个数。Ｑ２ 比率测度了一个系统所表示的必需的功
能百分比，但是它并没有考虑非功能需求，为了把这些非功能需求结合到整
体度量中以求完整，我们必须考虑已经需求已经被确认的程度。
Ｑ３ ＝ｎｃ ／（ｎｃ ＋ｎｎｖ ）
其中 ｎｃ 是已经确认为正确的需求的个数，ｎｎｖ 是尚未被确认的需求的个
数。
１８．４ 设计模型的度量
很难想象一个新的飞机、一个新的计算机芯片、或一个新的办公楼的设
计可以在没有定义设计测度、确定设计质量的各个方面的度量、和使用它们
来指导设计演化方式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然而，基于复杂软件的系统设计实
际上经常在没有测度的情况下进行。有讽刺意义的是软件的设计度量是可以
获得的，但是很大部分的软件工程师却继续忽视它的存在。
和所有其他的软件度量一样，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度量并不是完美的。对
于它们的功效和它们应该如何应用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许多专家争论道在设
计测度可以使用之前需要进一步的试验，但是，没有测度的设计是一个难以
接受的选择。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讨论一些计算机软件更为常见的设计度量，尽管
其中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都给设计者提供了改善的洞察方式，且
所有的都可以帮助设计演化到一个更高质量的水平。
１８．４．１ 高层设计度量
高层次的设计度量集中于程序体系结构（第 １４ 章）的特征上，它强调了体
系结构上的结构和模块的有效性，这些度量在某种意义上是黑盒的，它们不
需要系统某一个特定模块的内部运作的知识。
Ｃａｒｄ 和 Ｇｌａｓｓ［ＣＡＲ９０］定义了三个软件设计复杂度测度：结构复杂度、
数据复杂度和系统复杂度。一个模块 ｉ 的结构复杂度，Ｓ（ｉ），按如下方式定
义：
Ｓ（ｉ）＝ｆ２ ｏｕｔ （ｉ）
（１８．１）

其中 ｆｏｕｔ （ｉ）是模块 ｉ 的扇出①。
数据复杂度，Ｄ（ｉ），提供了一个模块 ｉ 的内部接口的复杂度的指示，定
义如下：
Ｄ（ｉ）＝ｖ（ｉ）／［ｆｏｕｔ （ｉ）＋１］
（１８．２）
其中 Ｖ（ｉ）是传入传出模块 ｉ 的输入输出变量的个数。
最后，系统复杂度，Ｃ（ｉ），定义为结构复杂度和数据复杂度的总和，如
下定义：
Ｃ（ｉ０＝Ｓ（ｉ）＋Ｄ（ｉ）
（１８．３）
当其中的任何一个复杂度的值增大，整体的系统体系结构复杂度也随着
提高，这导致集成和测试开销也跟着上升的可能性增大。
由 Ｈｅｎｒｙ 和 Ｋａｆｕｒａ（见参考文献［ＨＥＮ８１］）提出的一个早期高层次的体
系结构设计度量也使用了扇入扇出。作者定义了如下形式的复杂性度量：
ＨＫＭ＝ｌｅｎｇｔｈ（ｉ）×［ｆｉｎ （ｉ）＋ｆｏｕｔ （ｉ）］２
（１８．４）
其中 ｌｅｎｇｔｈ（ｉ）是在模块 ｉ 中编程语言语句的数目，ｆｉｎ （ｉ）是模块 ｉ 的扇
入。Ｈｅｎｒｙ 和 Ｋａｆｕｒａ 扩展了在本书的扇入扇出概念，包括了不仅是模块控制
连接（模块调用），而且还包括当模块 ｉ 所读取（扇入）或更新（扇出）另外模块
的数据时，这些模块的数目。为了在设计中计算 ＨＫＭ，必须用过程设计来估
计模块 ｉ 的编程语言语句的数目。如同 Ｃａｒｄ 和 Ｇｌａｓｓ 上面提及的度量一样，
在 Ｈｅｎｒｙ－Ｋａｆｕｒａ 度量值的增大时会导致模块集成和测试开销也跟着上升的
可能性也增大。
Ｆｅｎｔｏｎ［ＦＥＮ９１］建议了一些简单的形态（例如，外形）度量，使得不同的
程序体系结构可以用一套简单的维度来加以比较。在图 １８－５ 中，可以定义
下面的度量：
ｓｉｚｅ＝ｎ＋ａ
其中 ｎ 是节点（模块）的数目，ａ 是弧线（控制线）的数目。对于图 １８－５ 所
示的体系结构，
ｓｉｚｅ＝１７＋１８＝３５
深度＝从根节点到页节点的最长路径。对于图 １８－５ 所示的体系结构，深
度＝４。
广度＝在体系结构的任意一层的最大节点数。对于图 １８－５ 所示的体系结
构，广度＝６。
弧和节点的比率，ｒ＝ａ／ｎ，
测度了体系结构的连接密度且对体系结构的耦合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指
示。对于图 １８－５ 所示的体系结构，ｒ＝１８／１７＝１．０６。
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ＵＳＡ８７］基于计算机程序的可测度设计特性开发了
一组软件质量指示。空军使用了类似于在 ＩＥＥＥ Ｓｔｄ．９８２．１－１９８８［ＩＥＥＥ９４］中
提出的概念，使用了从数据和体系结构设计中获得的信息而导出了一个范围
从 ０ 到 １ 的设计结构质量指标（ＤＳＱＩ）。为了计算 ＤＳＱＩ，以下值必须要获得
［ＣＨＡ８９］：
Ｓ１ ＝在程序体系结构中定义的模块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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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第 13 章的讨论，扇出指示了直接从属与模块 i 的模块个数，也就是说，被模块 I 直接调用的模块数。

Ｓ２ ＝其正确功能依赖于数据输入源或产生在其他地方使用的数据的模块
数［通常，控制模块（在其他模块之中）将不会被计为 Ｓ２ 的一部分］
Ｓ３ ＝其正确功能依赖于前导处理的模块数
Ｓ４ ＝数据库中的项目数（包括数据对象和所有定义对象的属性）
Ｓ５ ＝独特的数据库项目的总数
Ｓ６ ＝数据库段的数目（不同的记录或单个对象）
Ｓ７ ＝有单个入口和出口的模块数目（异常处理不被看作是多重出口）
一旦一个计算机程序的 Ｓ１ 到 Ｓ７ 的值确定后，以下中间值可以计算出来：
程序结构：Ｄ１ ，其中 Ｄ１ 如下定义：如果体系结构设计是用一个明显的方
法（例如，面向数据流设计或面向对象设计）来开发的，那么 Ｄ１ ＝１，否则 Ｄ１ ＝０。
模块独立性：Ｄ２ ＝１－（Ｓ２ ／Ｓ１ ）
模块不依赖于前导处理：Ｄ３ ＝１－（Ｓ３ ／Ｓ１ ）
数据库大小：Ｄ４ ＝１－（Ｓ５ ／Ｓ４ ）
数据库分区：Ｄ５ ＝１－（Ｓ６ ／Ｓ４ ）
模块出／入口特性：Ｄ６ ＝１－（Ｓ７ ／Ｓ１ ）
当这些中间值确定后，ＤＳＱＩ 以下面的方式来计算：
ＤＳＱＩ＝∑ｗｉ Ｄｉ
（１８．５）
其中 ｉ＝１ 到 ６，ｗｉ 是每个中间值的重要性的相对权值，∑ｗｉ ＝１（如果所有
Ｄｉ 平均地加权，那么 ｗｉ ＝０．１６７）。
过去设计的 ＤＳＱＩ 值可以确定下来并和目前正在开发的设计相比较。如果
ＤＳＱＩ 明显低于平均值，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设计和考虑，同样，如果将要对
一个现存的设计做重要的改动，这些改动对 ＤＳＱＩ 的影响也可以被计算出来。
１８．４．２ 构件级设计度量
构件级的设计度量集中于软件构件的内部特性且包括模块内聚、耦合和
复杂度的度量。这三个属性可以帮助软件工程师判定一个构件级的设计。
在本章节讨论的度量在某种意义上是玻璃盒，它需要所考虑的模块的内
部运作知识。一旦一个过程设计已经开发完，构件级设计度量就可以被应用。
另外，他们也可以延迟到有源代码时才用。
内聚度量 Ｂｉｅｍａｎ 和 Ｏｔｔ［ＢＩＥ９４］定义了一组给模块内聚性（第 １３ 章）提供
指示的度量。该度量以五个概念和测度来定义：
数据 ０ 片。简单的说，一个数据片是一个对模块进行回溯跟踪检查，找
到的在影响可查开始处的模块位置的数据值。值得一提的是程序片（主要集中
在语句和条件）和数据片都可以加以定义。
数据表征。为模块定义的变量可以被定义为模块的数据表征。
胶合表征。位于一个或多个数据片的数据表征集合。
超胶合表征。在一个模块里每个数据片都公有的数据表征。
粘度。一个胶合表征的相对粘度是和它所绑定的数据片的数目直接成比
例。
Ｂｉｅｍａｎ 和 Ｏｔｔ 开发了强功能内聚（ＳＦＣ）、弱功能内聚（ＷＦＣ）、以及附着性

（胶合表示号绑定数据片的相对程度）的度量，这些度量可以用下面方式来解
释［ＢＩＥ９４］：
所有这些内聚度量值范围在 ０ 到 １ 之间。当一个过程有多于一个输出且
没有展示任何由某一特定的度量指示的内聚属性时具有值 ０。没有超胶合表
征，也就是没有一个为所有数据片所公有的表征的过程具有零强功能内聚—
—即没有对所有输出有贡献的数据表征。一个没有胶合表征的过程，即没有
对多于一个数据片公有的表征（在具有多于一个的数据片的过程中），展示了
零弱功能内聚和零附着性——即没有对多于一个输出有贡献的数据表征。
当 Ｂｉｅｍａｎ 和 Ｏｔｔ 度量取得最大值 １ 时，出现了强功能内聚和附着性。
一个详细的关于 Ｂｉｅｍａｎ 和 Ｏｔｔ 度量的讨论最好是留给作者［ＢＩＥ９４］，但
是，为了解释这些度量的特性，考虑强功能内聚的度量：
ＳＦＣ（ｉ）＝ＳＧ（ＳＡ（ｉ））／ｔｏｋｅｎｓ（ｉ）（１８．６）
其中 ＳＧ（ＳＡ（ｉ））指超胶合表征——位于一个模块 ｉ 的所有数据片的数据
表征集合。当超胶合表征比上模块 ｉ 中的所有的表征的总和上升到最大值 １
的时候，模块的功能内聚也增加。
耦合度量。模块耦合提供了一个对一个模块与其他模块、全局数据、和
外部环境的连接的指示。在第 １３ 章，耦合是以定性的角度讨论的。
Ｄｈａｍａ［ＤＨＡ９５］提出了一个包含数据和控制流耦合、全局耦合、和环境耦
合的对模块的度量。计算模块耦合需要的度量按上述的三种耦合类型的每一
种来定义。
对数据和控制流耦合：
ｄｉ ＝输入数据参数的个数
ｃｉ ＝输入控制参数的个数
ｄ０ ＝输出数据参数的个数
ｃ０ ＝输出控制参数的个数
对全局耦合：
ｇｄ ＝用作数据的全局变量的个数
ｇｃ ＝用作控制的全局变量的个数
对环境耦合：
ｗ＝被调用模块的个数（扇出）
ｒ＝调用所考虑的模块的模块数（扇入）
使用这些度量，一个模块耦合指示器，ｍｃ ，以下面方式定义：
ｍｃ ＝ｋ／Ｍ
其中 ｋ＝１，一个比例常数。①
Ｍ＝ｄｉ ＋ａ×ｃｉ ＋ｄ０ ＋ｂ×ｃ０ ＋ｇｄ ＋ｃ×ｇｃ ＋ｗ＋ｒ
其中
ｍｃ 的值越高，整体模块耦合越低。例如，如果一个模块有一个单一的输
入和输出数据参数，没有访问全局数据，且只被一个单一的模块调用：
ｍｃ ＝１／（１＋０＋１＋０＋０＋０＋１＋０）＝１／３＝０．３３

①

作者在[DHA95]提到当进行更多的实验性验证时，k 和 a，b，和 c（在下一个公式讨论）的值可以进行调

整。

我们将预计到这样一个模块将有低耦合，所以一个 ｍｃ ＝０．３３ 的值意味着
低耦合。另外，如果一个模块有 ５ 个输入和 ５ 个输出数据参数，一个相等数
目的控制参数，访问了 １０ 个条目的全局数据，且有 ３ 个扇入和 ４ 个扇出，
ｍｃ ＝１／（５＋２×５＋５＋２×５＋１０＋０＋３＋４）＝０．０２
其意味着高耦合。
为了让耦合度量随着耦合度的上升而上升，一个改进的耦合度量定义
成：
Ｃ＝１－ｍｃ
其中耦合度在最小值 ０．６６ 到接近 １ 的最大值之间非线性上升。
复杂度度量一系列软件度量可以计算出来以确定程序控制流的复杂度，
其中许多是基于一个称做流图的表示形式来计算的。如我们在第 １６ 章所讨论
的一样，一个图是由节点和链接（也称为边）构成的表示形式，当链接（边）是
有方向时，流图是一个有向图。
ＭｃＣａｂｅ［ＭＣＣ９４］指出了复杂度度量的一系列重要应用：
复杂度度量可以用来预计关于从源代码［或过程设计信息］的自动分析得
到的软件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复杂度度量同时也在软件项目中提供反
馈以帮助控制［设计活动］。在测试和维护中，他们提供了模块的详细信息以
帮助指出潜在的不稳定的地方。
计算机软件最广泛使用的（且最广泛被讨论的）复杂度度量是环形计数复
杂度，它最先是由 Ｔ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ｂｅ［ＭＣＣ７６，ＭＣＣ８９］提出，且在 １６．４．２ 节里有
详细讨论。
ＭｃＣａｂｅ 度量提供了对测试困难度和最终可靠性标识提供了一个定量的
度量。试验研究表明 ＭｃＣａｂｅ 度量和在源代码中存在的错误数、以及需要发现
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时间是有很强关联的。
ＭｃＣａｂｅ 也提出环形计数复杂度也可以用来提供一个最大模块大小规模
的定量指示。通过从许多实际的编程项目中收集数据，他发现值为 １０ 的环形
计数复杂度似乎是一个实际的模块大小的上限。当模块的环形计数复杂度超
过这个数，要充分测试一个模块就变得特别难。把环形计数复杂度作为对白
盒测试用例设计的指导可见第 １６ 章。
Ｚｕｓｅ［ＺＵＳ９０］给出了一个对不少于 １８ 种不同的软件复杂度度量的全面讨
论。作者对每一个种类中的度量给出了基本定义（例如，有许多环形计数复杂
度度量的变种）且对每一个都进行了分析和评论。Ｚｕｓｅ 的工作是至今为止最
为全面的。
１８．４．３ 界面设计度量
尽管在人机界面设计方面有许多重要的文献（见第 １４ 章），但是，对提供
对界面的质量和可用性洞察的度量的信息倒是相对较少。
Ｓｅａｒ［ＳＥＡ９３］建议布局恰当性（ｌａｙｏｕ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ＬＡ）是一个人机
界面有价值的设计度量。一个典型的 ＧＵＩ 使用布局实体——图标、文本、菜
单、窗口等——来辅助用户完成任务。为了使用 ＧＵＩ 完成一个给定的任务，
一个用户必须从一个布局实体移动到另一个布局实体，每一个布局实体的绝
对和相对位置、及其被使用的频率、和从一个布局实体变迁到下一个布局实

体的“开销”将影响界面的恰当性。
对于一个特定的布局（例如，一个特定的 ＧＵＩ 设计），根据下面的关系，
开销可以分配给每个动作序列：
开销＝∑［变迁频率（ｋ）×变迁开销（ｋ）］（１８．７）
其中 ｋ 是当一个特定任务完成时，从一个布局实体到下一个实体的特定
变迁。对完成某应用功能所需的一个特定任务或任务集的所有变迁形成一个
总和。开销可以用时间、处理延迟、或其他合理的值，例如一个鼠标在布局
实体之间移动的距离，来标识。
布局恰当性定义成：
ＬＡ＝１００×［（ＬＡ 最优布局开销）／（提出的布局开销）］
（１８．８）
其中对于一个最优布局 ＬＡ＝１００。
为了计算 ＧＵＩ 的最优布局，界面区域（屏幕的区域）被分成方格，每个方
格代表着一个布局实体可能的位置。对于一个有 Ｎ 个可能位置的且放置 Ｋ 个
不同的布局实体的方格，可能的布局数以下面方式给出［ＳＥＡ９３］：
可能的布局数＝［Ｎ！／（Ｋ！×（Ｎ－Ｋ）！）］×Ｋ！
（１８．９）
当布局位置数上升，可能的布局数增长得十分大。为了发现一个最优（最
低开销）的布局，Ｓｅａｒｓ［ＳＥＡ９３］提出了一个树搜索算法。
ＬＡ 用来评价不同的建议 ＧＵＩ 布局和一个特定的布局对任务描述的变化的
敏感度（例如，序 列和／或变迁频率的改变）。界面设计者可以使用布局恰当性
的改变，△ＬＡ，作为给一个特定应用选择最好的 ＧＵＩ 布局的指导。
值得指出的是选择 ＧＵＩ 设计可以用度量，例如 ＬＡ，来指导，但是最后的
裁定应该是基于 ＧＵＩ 原型的用户反馈。Ｎｉｅｌｓｅｎ 和 Ｌｅｖｙ［ＮＩＥ９４］说道“如果谁
在仅仅从基于用户的观点的界面［设计］中选择，他就有相当大的机会获得成
功。用户的平均任务性能和他们对一个 ＧＵＩ 的主观满意程度是紧密相关的。”
１８．５ 源代码度量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的软件科学理论［ＨＡＬ７７］可能是“最著名的和最完全的…（软件）
复杂度的复合度量”［ＣＵＲ８０］。软件科学提出了第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分析。
“定
①
律”。
软件科学把定量定律赋予了计算机软件的开发。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的理论是从一
个基本的假设得来的［ＨＡＬ７７］：“人脑遵循一套比大家已知道的还要严格的规
则…”，软件科学使用的一组基本测度可以在代码产生后或一旦设计完成后
对代码进行估算得到，列举如。
ｎ１ ——在一个程序中出现的不同操作符
ｎ２ ——在一个程序中出现的不同操作数
Ｎ１ ——操作符出现的总数
Ｎ２ ——操作数出现的总数
为了解释这些初始的度量是如何获得的，可参见在图 １８－６ 所示的简单的
排序程序［ＦＩＴ７８］。

①

应该指出 Halstead 的“定律”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且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其根本的理论是正确的。但

是，已经对许多编程语言对 Halstead 的发现进行了试验验证。（例如，[FEL89]）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使用了基本测度来为以下几方面开发表达式：整体程序长度；
一个算法的潜在的最小体积；实际体积（表示一个程序所需的位数）；程序层
次（一种软件复杂度测度）；语言层次（针对某给定语言的一个常量）；和其他
的特征如开发工作量、开发时间、甚至在软件中被计划的错误数。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展示了长度 Ｎ 可以这样来估计：
Ｎ＝ｎ１ ｌｏｇ２ ｎ１ ＋ｎ２ ｌｏｇ２ ｎ２ （１８．１０）
程序体积可以如下定义：
Ｖ＝Ｎｌｏｇ２ （ｎ１ ＋ｎ２ ）

（１８．１１）

值得提出的是 Ｖ 会随着编程语言的不同而不同，且它代表了写一个程序
所需的信息量（以位数计）。对于图 １８－６ 所示的排序模块，可以看到 Ｆｏｒｔｒａｎ
版本的体积是 ２０４［ＦＩＴ７８］。对于等价的汇编语言版本的体积是 ３２８。如我们
所预料的，用汇编语言来写程序要化更多的工作量。
理论上，一个特定的算法存在一个最小体积。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定义了一个体积
比率 Ｌ，作为程序最简洁形式的体积比上实际程序的体积。实际上，Ｌ 一定总
是小于 １。以基本测度而言，体积比率可以写成：
Ｌ＝２／ｎ１ ×ｎ２ ／Ｎ２
（１８．１２）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提出每个语言都可以按语言层次 １ 来分类，１ 可以在语言中改
变。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理论总结道，语言层次对于一个给定的语言是常量，但是其他
的一些工作［ＺＥＬ８１］指出语言层次是语言和编程者的函数。以下语言层次值已
经由实践获得：
语言平均值
１
英语散文
２．１６
ＰＬ
１１．５３
ＡＬＧＯＬ
６８ ２．１２
ＦＯＲＴＲＡＮ
１．１４
汇编
０．８８
看起来语言层次蕴含了在过程规约中的一个抽象层次。高层次语言允许
代码规约比汇编语言（面向机器）具有更高层次的抽象。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的工作易于接受试验的验证，而且大量的研究已经针对软件科
学进行。对该工作的讨论已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是，可以说在分析性预
测和试验结果之间已经发现了很好的一致性。对于进一步的信息，见参考文
献［ＺＵＳ９０］和［ＦＥＮ９１］。
１８．６ 对测试的度量
尽管在软件测试度量方面已写有不少东西（例如参考文献［ＨＥＴ９３］），但是
提出的大部分度量都集中在测试的过程，而不是测试本身的技术特性。通常
而言，测试者在测试用例的设计和执行上必须依赖于分析、设计和代码度量
来指导他们。
基于功能的度量（１８．３．１ 节）可以用来作为整体测试工作量的指示器。以
往项目的不同项目层次特性（例如，测试工作量和时间、未发现的错误、产生

的测试用例的数目）可以收集起来且和项目队伍产生的 ＦＰ 数关联。队伍可以
为将来的项目的这些特征预测“所期望”的值。
“撞击值”度量可以通过检查在 １８．３．２ 节讨论的基本测度而提供所需的
测试用例数目的指示。功能原语（ＦｕＰ）、数据元素（ＤＥ）、对象（ＯＢ）、关系（ＲＥ）、
状态（ＳＴ）、和变迁（ＴＲ）可被用来为软件设计黑盒和白盒测试的数目和类型。
例如，和人机界面关联的测试数可以通过检查以下项来估计：（１）包含在 ＨＣＩ
的状态变迁表示图中的变迁（ＴＲ）的数目以及评价检测每个转换所需的测试，
（２）穿过界面的数据对象（ＯＢ）数目，和（３）输入或输出的数据元素的数目。
高层次的设计度量提供了和集成测试（第 １７ 章）相关联的难易信息以及
对专用的测试软件（例如，桩和驱动器）的需求。环形计数复杂度（一种构件设
计度量）位于基本路径测试的核心，这是在第 １６ 章提出的测试用例设计方
法，另外，环形计数复杂度还可以用来定位模块作为广泛的单元测试的候选
（第 １７ 章），环形计数复杂度高的模块可能比环形计数复杂度低的模块更易出
错。由于这个原因，测试者应该在模块集成进系统之前花费超过平均工作量
的时间来发现模块中的错误。测试工作量也可以使用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度量（１８．５ 节）
来估算。使用程序体积的定义 Ｖ、和程序层次 ＰＬ，软件科学工作量 ｅ，可以
如下计算：
ＰＬ＝１／［（ｎ１ ／２）×（Ｎ２ ／ｎ２ ）］
（１８．１３ａ）
ｅ＝Ｖ／ＰＬ
（１８．１３ｂ）
将被分配给模块 ｋ 的整体测试工作量百分比可以用下面的关系来估算：
测试工作量百分比(k) = e(k) / ∑ e(i)
其中 ｅ（ｋ）是用公式（１８．１３）为模块 ｋ 计算的且在公式（１８．１４）的分母是系
统所有模块的软件科学工作量的总和。
当测试进行时，有三个不同的测度提供了一个对测试完全性的指示。测
试广度的测度提供了多少需求（在所有需求的数目中）已经被测试，这样给测
试计划完全性提供了指示。测试深度是对被测试覆盖的独立基本路径占在程
序中的基本路径的总数的百分比的测度，基本路径数目的相当精确的估算可
以通过累加所有程序模块的环形计数复杂度而计算得到。最后，当测试进行
时且错误数据收集起来时，收集的错误值可以用来对未发现的错误进行优先
级和分类处理。优先级指明问题的严重性，错误类别提供了错误的描述以使
得可以进行统计错误分析。
１８．７ 对维护的度量
所有在本章介绍的度量可以用来开发新的软件和维护现存的软件，但
是，人们也提出了明确针对维护活动设计的度量。
ＩＥＥＥ Ｓｔｄ．９８２．１－１９８８［ＩＥＥ９４］建议了一个软件成熟度指标（ＳＭＩ），它提供
了对软件产品的稳定性的指示（基于为每一个产品的发布而做的变动），以下
信息可以确定：
ＭＴ ＝当前发布中的模块数
Ｆｃ ＝当前发布中已经变动的模块数
Ｆａ ＝当前发布中已经增加的模块数
Ｆｄ ＝当前发布中已删除的前一发布中的模块数

软件成熟度指标以下面的方式计算：
ＳＭＩ＝［ＭＴ －（Ｆａ ＋Ｆｃ ＋Ｆｄ ）］／ＭＴ

（１８．１５）

当 ＳＭＩ 接近 １．０ 的时候，产品开始稳定。ＳＭＩ 也可以用作计划软件维护
活动的度量。产生一个软件产品的发布的平均时间可以和 ＳＭＩ 关联起来，且
也可以开发一个维护工作量的经验模型。
１８．８ 小结
软件度量提供了一个定量的方法来评价产品内部属性的质量，因此可以
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在产品完成之前进行质量评估。度量提供了创建有效的
分析和设计模型、可靠的代码、和完全的测试必需的洞察。
为了在现实世界环境中有用，一个软件度量必须简单和可计算、有说服
力、以及一致和客观。它应该是独立于编程语言的，且给软件工程师提供了
有效的反馈。
分析模型的度量集中于功能、数据和行为——分析模型的三个元素。功
能点和撞击击度量各自给评价分析模型提供了定量的方法。设计度量考虑了
高层次、构件层次、和界面设计问题。高层次设计度量考虑了设计模型的体
系结构和结构方面。构件层次设计度量通过建立内聚、耦合、和复杂度的间
接度量提供了模块质量的指示。界面设计度量给 ＧＵＩ 的布局恰当性提供了指
示。
软件科学提供了一组在源代码级别的令人感兴趣的度量。使用在代码中
出现的操作符和操作数，软件科学提供了可以用来评价程序质量的各种度
量。
很少有技术度量提出来是直接用于软件测试和维护的，但是，许多其他
的技术度量可以用来指导测试过程和作为一种机制来评价计算机程序的可维
护性。
思考题
１８．１ 测度理论是一个对软件度量有重大意义的高级话题。使用参考文献
［ＦＥＮ９１］、［ＺＵＳ９０］和［ＫＹＢ８４］，或其他信息来源，写一篇短论文概括测度理论
的主要原则。个人项目：写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介绍，并在班上进行交流。
１８．２ ＭｃＣａｌｌ 的质量因素是在七十年代提出的。自从它们被提出来后几
乎计算的每个方面改动都很大，但是，ＭｃＣａｌｌ 的因素继续应用到现代软件。
你能根据这个事实得出什么结论吗？
１８．３ 为什么没有一个单一的、全包容的对程序复杂度或程序质量的度
量？
１８．４ 复审你作为思考题 １２．３ 建立的分析模型。使用在 １８．３．１ 节提出的
指南，对和 ＰＨＴＲＳ 相关联的功能点数作一个估算。
１８．５ 复审你作为思考题 １２．３ 建立的分析模型。使用在 １８．３．２ 节提出的
指导原则，对撞击值度量开发一个基本计数。请问 ＰＨＴＲＳ 系统是功能很强型
的还是数据复杂型的？
１８．６ 使用你在思考题 １８．５ 中得到的测度来计算撞击值度量的值。
１８．７ 为你老师提出的系统创建一个完整的设计模型。使用在 １８．４．ｌ 节

描述的度量来计算结构和数据复杂度。同时也为设计模型计算 Ｈｅｎｒｙ－Ｋａｆｕｒａ
和形态度量值。
１８．８ 一个主要的信息系统有 １１４０ 个模块，其中有 ９６ 个模块执行控制和
协调功能，４９０ 个模块其功能依赖于前导处理，系统处理大约 ２２０ 个数据对
象，每个对象平均有三个属性，有 １４０ 个独特的数据库条目和 ９０ 个不同的数
据库，６００ 个模块有单一的入口和出口点。为这个系统计算 ＤＳＱＩ 值。
１８．９ 研究 Ｂｉｅｍａｎ 和 Ｏｔｔ［ＢＩＥ９４］的论文并设计一个完整的例子来解释它
们内聚度量的计算。注意指明数据片、数据表征、和胶合及超胶合表征是如
何确定的。
１８．１０ 选择现有计算机程序的五个模块。使用在 １８．４．２ 描述的 Ｄｈａｍａ 度
量来计算每个模块的耦合值。
１８．１１ 开发一个软件工具用以计算一个编程语言模块的环形计数复杂
度。你可以任选一种语言。
１８．１２ 开发一个软件工具用以计算 ＧＵＩ 的布局恰当性。工具能使你在布
局实体间赋予变迁开销。［注意：认识到当可能的方格位置数目增长时，其他
布局方案的潜在数量的大小增长得很快。］
１８．１３ 开发一个小型的软件工具用来对你选择的编程语言源代码进行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分析。
１８．１４ 研究文献并撰写一篇关于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 和 ＭｃＣａｂｅ 的软件质量度量（以
错误数来测度）关系的论文。这些数据是不是引人注意？推荐应用这些度量的
指南。
１８．１５ 研究关于支持测试用例设计的度量的近期文献，并在班上宣读你
的发现。
１８．１６ 一个遗产系统有 ９４０ 个模块，最新发布中需要其中的 ９０ 个模块被
改动，另外，４０ 个新模块被加入其中，且 １２ 个旧模块被删除。为该系统计
算软件成熟度指标。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Ｓｈｅｐｐａｒｄ， 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９２．
由 Ｄｅｎｖｉｒ，Ｈｅｒｍａｎ，和 Ｗｈｉｔｔｙ 编辑的论文集讨论了软件测度理论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ＣＳＦＡＣ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ｏｒｍ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２）。Ｓｈｅｐｐｅｒ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９６）也详细讨论了测度理论。
在［ＩＥＥ９４］中提出了对众多有用的软件度量的完整总结。通常而言，每个
度量的讨论都已经被提练到计算度量所需的关键的“基本”（测度）和影响计
算的适当的关系，它的附录中提供了一些讨论和许多参考书。
一个覆盖了过程、项目、和产品度量的广泛的软件度量书目已经由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 所收
集，可以在下面网址上找到：
ｈｔｔｐ：／／ｉｒｂ．ｃｓ．ｕｎｉ－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ｄｅ／ｓｅ／ｍｅｔｒｉｃｓ＿ｅｎｇ．ｈｔｍｌ
许多咨询公司专门研究软件度量。它们的网址包含了有用的信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ｒ．ｃｏｍ／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ｎｃ．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ｓｍ．ｃｏｍ
美国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也有在如下网址中描述的正在进行的度量项
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ｍｙ．ｍｉｌ／ｏｐｔｅｃ－ｐｇ／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ｈｔｍ
ｈｔｔｐ：／／ｖｉｓｌａｂ－ｗｗｗ．ｎｐｓ．ｎａｖｙ．ｍｉｌ／～ｓ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ｓｈｔｍｌ
加拿大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也有正在进行的度量项目，下面
网址提供了工具以及手册和其他有用的信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ｃ．ｃａ／ｓｐｃ／ｍｅｔｒｏｖｒｖ．ｈｔｍ
一批剪裁后以适应工业和学术特定需要的教育材料，称为 ＭＥＴＫＩＴ，在以
下网址上可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ｂｕ．ａｃ．ｕｋ／～ｃｓｓｅ／ｍｅｔｋｉｔ．ｈｔｍｌ
一个有 ５００ 个条目的关于技术度量的数据库已经由 Ｈｏｒｓｔ Ｚｕｓｅ 教授建
立，他还写了联机的关于软件度量发展历史的文章，并包括了广泛的参考书
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ｔｕ－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ｚｕｓｅ／３－ｈｉｓｔ．ｈｔｍｌ
关于技术度量的最新 ＷＷＷ 文献列表可以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上找
到。

第四部分

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讨论那些应用于面向对象软件的分析、设计和
测试的技术概念、方法和测度。下面章节中，我们将涉及下列问题：
·什么是应用于面向对象思维的基本概念和原则？
·如何计划和管理面向对象的软件项目？
·什么是面向对象的分析？它的各种模型如何能使软件工程师理解类及
它们的关系和行为？
·什么是“使用实例”？它如何被用于分析系统的需求？
·传统的和面向对象的方法有何不同？
·什么是面向对象设计模型的构成成分？
·如何将“模式（ｐａｔｔｅｒｎ）”用来创建面向对象设计？
·什么是应用于面向对象软件的测试的基本概念和原则？
·当考虑面向对象软件时，测试策略和测试用例的设计方法将如何改变？
·什么技术度量可用于评估面向对象软件的质量？
一旦这些问题得到回答，你将了解如何使用面向对象的范型去分析、设
计、实现和测试软件。

第 １９ 章

面向对象的概念和原则

我们生活在对象的世界，这些对象存在于自然中、人造实体中、商业中、
以及我们使用的产品中，它们可以被分类、描述、组织、组合、操纵和创建。
因此，为计算机软件的创建提出面向对象的观点是毫不奇怪的，这是一种模
型化世界的抽象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探索世界。
软件开发的面向对象方法首先于 ６０ 年代后期提出，然而，花了几乎 ２０
年的时间对象技术才开始被广为使用。在 ９０ 年代的前半部，面向对象软件工
程变成了很多软件产品建造者、以及不断增长的信息系统和工程专业人员的
首选范型。随时间的流逝，对象技术正在取代传统的软件开发方法。一个重
要的问题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象很多其他软件工程问题的答案一样）并不简单。某
些人将争辩说软件专业人员只是向往“新”技术，但是这个观点过分简单化，
面向对象技术确实导致了一系列内在的优点，在管理和技术层次均提供了优
势。
对象技术导致复用，而（程序构件的）复用导致更快的软件开发和高质量
的程序。面向对象软件易于维护，因为它的结构是内在松耦合的，这样，当
进行修改时，产生较少的副作用，也对软件工程师和客户来产生较小的挫折
感。此外，面向对象系统易于进行适应性修改及伸缩（即，通过组装可复用子
系统而可以创建大的系统）。
在本章，我们介绍形成理解对象技术的基础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在第四
部分的其他剩余部分，我们考虑形成创建面向对象产品和系统的工程途径的
基础的方法。
１９．１ 面向对象的范型
曾经有很多年，“面向对象”（ＯＯ）被用于指使用一系列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语言（如，Ａｄａ９５，Ｃ＋＋，Ｅｉｆｆｅｌ，Ｓｍａｌｌｔａｌｋ）的软件开发方法。今天，ＯＯ
范型包含完整的软件工程观点。ＥｄｗａｒｄＢｅｒａｒｄ 有如下陈述：
如果在软件工程过程的早期和全程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则该技术将产生
更多的优势。那些考虑面向对象技术的人们必须评估它对整个软件工程过程
的影响。仅仅使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ＯＯＰ）将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软件工程
师及其管理者必须考虑面向对象需求分析（ＯＯＲＡ）、面向对象设计（ＯＯＤ）、面向
对象领域分析（ＯＯＤＡ）、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ＯＯＤＢＭＳ）和面向对象计算机辅助
软件工程（ＯＯＣＡＳＥ）等。
熟悉传统软件工程方法（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的读者可能会对上面的陈述
不以为然：“当我们使用传统方法开发软件时，我们也使用分析、设计、编
程、测试、和其他相关技术，为什么 ＯＯ 应该有任何不同呢？”确实，为什么
ＯＯ 应该有任何不同呢？简而言之，它不应该有不同！
在第 ２ 章，我们讨论了一系列软件工程的不同的过程模型，虽然这些模
型的任意一个均可以适用于 ＯＯ 技术，但是，最好的选择应该认识到：ＯＯ 系
统往往随时间演化，因此，演化过程模型结合鼓励构件组装（复用）的方法是
ＯＯ 软件工程的最好范型。在图 １９－１ 中，构件组装过程模型（第 ２ 章）已被剪
裁以适应 ＯＯ 软件工程。

ＯＯ 过程沿演化的螺旋迭代，从用户通信起步，在这里，问题域被定义，
并且定义基本的问题类（本章后面将讨论）；计划和风险分析阶段建立 ＯＯ 项目
计划的基础和 ＯＯ 软件工程关联的技术工作遵循在阴影方框中显示的迭代路
径，ＯＯ 软件工程强调复用，因此，类在被建造前，先在（现存的 ＯＯ 类）库中
“查找”，当在库中没有找到时，软件工程师应用面向对象分析（ＯＯＡ）、面向
对象设计（ＯＯ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ＯＯＰ）、和面向对象测试（ＯＯＴ）来创建类及
从类导出的对象，新的类然后又被放入库中，使得可以在将来被复用。
面向对象的观点要求演化的软件工程方法，就如我们将在本章及下面章
节中看到的那样，要在一次单个迭代中为主要的系统或产品定义出所有必需
的类是极端困难的，当 ＯＯ 分析和设计模型演化时，对附加类的需要就变得明
显化。正因为如此，上面描述的范型特别适合于 ＯＯ。在 １９．４．１ 节对 ＯＯ 过程
模型进一步讨论。
１９．２ 面向对象概念
任何对面向对象软件工程的讨论必须从解释术语“面向对象”开始。什
么是面向对象的观点？为什么一个方法被认为是面向对象的？什么是对象？
很多年来，存在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的不同的观点（如参考文献
［ＢＥＲ９３］、［ＴＡＹ９０］、［ＳＴＲ８８］及［ＢＯＯ８６］），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试图综合这
些观点中最公共的部分。
为了理解面向对象的观点，考虑一个现实世界对象的例子——你现在正
坐在上面的东西——椅子（ｃｈａｉｒ），ｃｈａｉｒ 是某个称为家具（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的更
大的对象类的一个成员（也使用术语“实例”）。一组类属属性和类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中的每个对象关联，例如，所有家具在其很多可能的属性中，有 ｃｏｓｔ（价格）、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尺寸）、ｗｅｉｇｈｔ（重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位置）和 ｃｏｌｏｒ（颜色）等，无论
我们谈论桌子或椅子、沙发或衣橱，这些属性总是可用的。因为 ｃｈａｉｒ 是类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的成员，椅子继承了为类定义的所有属性。该概念在图 １９－２ 中以
图形的方式说明。
一旦类被定义，当新的类的实例被创建时，属性可以被复用，例如，假
定我们要定义一个新的称为 ｃｈａｂｌｅ（在椅子（Ｃｈａｉｒ）和桌子（ｔａｂｌｅ）间的东西）
的对象，它也是类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的成员，ｃｈａｂｌｅ 继承了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的所有属性。
我们试图通过描述类的属性给出了它的定义，但是某些东西并未考虑。
在类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中的每个对象可以被一系列不同的方式操纵，它可以被买和
卖、物理地修改（如，你可以锯去一条腿或漆上紫色）或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
个地方。这些操作（也称“服务”或“方法”）将修改对象的一个或多个属性，
例如，位置（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属性是一个复合数据项，定义如下（使用第 １２ 章的数
据字典符号）：
位置＝大厦＋楼层＋房号
则命名为 ｍｏｖｅ（移动）的操作将修改构成属性位置的一个或多个数据项
（大厦、楼层或房子）。为了完成该操作，“移动”必须“知道”这些数据项。
操作“移动”可用于桌子或椅子，只要二者是类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的实例。所有对
类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的合法操作（如，买，卖，重量）被“联结”对象的定义中，如

图 １９－３ 所示，并且被类的所有实例继承。
对象 ｃｈａｉｒ（和所有一般的对象）封装数据用于（定义椅子的属性值）、操
作（ 用 以 修 改 对 象 ｃｈａｉｒ 的 属 性 的 动 作） 、 其 他 对 象 （可 定 义 复 合 对 象
［ＥＶＢ８９］）、常量（给定值）、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封装意味着所有信息被包装
在一个名字下，可以作为一个规约或程序构件复用。
既然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面向对象的更正式的定义将是更有
意义的。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ＣＯＡ９１］给出该术语的如下定义：
面向对象（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对象（ｏｂｊｅｃｔｓ）＋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继承（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通信（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已经介绍了其中的三个概念，我们将在后面再讨论通信。
１９．２．１ 类和对象
导致高质量设计（第 １３ 章）的基本概念对使用传统方法和面向对象的方
法的系统开发均有效。为此，计算机软件的 ＯＯ 模型必须展示导致有效模块化
的数据和过程抽象。类是一个 ＯＯ 概念，它封装了对描述某些现实世界实体的
内容和行为所需的数据和过程抽象。Ｔａｙｌｏｒ［ＴＡＹ９０］使用如图 １９－４ 右边所示
的符号来描述类（和从类导出的对象）。
描述类的数据抽象（属性）被一个能够以某种方式操纵数据的过程抽象
（称为操作、方法或服务）的“墙”所包围，唯一能接触到属性（及操作属性）
的方式是通过构成“墙”的其中一种方法。因此，类封装数据（在“墙”内）
和操纵数据的过程（构成墙的方法），这样到达隐蔽信息和减少与变化相伴生
的副作用的影响。因为方法往往只操纵有限的属性。它们是结合一起的，并
且因为通信仅仅通过构成“墙”的方法进行，所以类往往和系统中其他元素
间松耦合。所有这些设计特征（第 １３ 章）均导致高质量的软件。
以另一种方式陈述，类是一个对一组相似对象的一般性描述（如，模板、
模式或蓝图）。通过定义，存在于类中的所有对象继承其属性和用于操纵属性
的操作。超类是类的集合，子类是类的实例。
这些定义蕴含了类层次的存在，超类的属性和操作被子类继承，而子类
也可加入自己“私有的”属性和方法。类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的类层次如图 １９－５ 所示。
１９．２．２ 属性
我们已经看到，属性依附于类和对象，并且以某种方式描述类或对象。
Ｃｈａｍｐｅａｕｘ 及其同事给出了如下的关于属性的讨论［ＣＨＡ９３］：
现实的实体经常用指明其稳定特性的词来描述。大多数物理对象具有形
状、重量、颜色和材料类型等特性；人具有生日、父母、名字和眼睛颜色等
特性。特性可被视为在类和某确定域之间的二元关系。
上面提到的二元关系蕴含着属性可以取由一个枚举域定义的值。大多数
情况下，域只是某些特定值的集合。例如，假定类自动具有属性颜色，颜色
的值域是｛ ｛白，黑，银，灰，蓝，红，黄，绿｝；在更复杂的情况下，域
可以是类的集合，继续上面的例子，类自动也有属性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ｉｎ，它包含

下面值域：｛１６ ｖａｌ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ｐｔｉｏｎ， １６ ｖａｌｖｅ ｓｐｏｒｔ ｏｐｔｉｏｎ， ２４ ｖａｌｖｅ
ｓｐｏｒｔ ｏｐｔｉｏｎ， ３２ｖａｌｖｅ ｌｕｘｕｒｙ ｏｐｔｉｏｎ｝，上面提到的每个“选项”具有
一组自己的特定属性。
特性（域的值）可以通过赋予某属性一个缺省值（特性）而被扩展，例如，
上面提到的 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ｉｎ 属性被赋予 １６ ｖａｌｖｅ ｓｐｏｒｔ ｏｐｔｉｏｎ 的缺省值。对某
特殊的特性通过赋予一个＜值，概率＞对而关联一个概率也可能是有用的，
考虑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的 ｃｏｌｏｒ 属性，在某些应用（如，制造计划）中，可能有必要
为每种颜色赋予一个概率（黑和白是最有可能作为汽车颜色的）。
１９．２．３

操作、方法和服务

对象封装数据（表示为属性集合）和处理数据的算法，这些算法称为操
作、方法或服务，并且可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模块。
被对象封装的每个操作提供了对象的一种行为，例如，对象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的操作 ＧｅｔＣｏｌｏｒ 将提取存放在 ｃｏｌｏｒ 属性中的颜色，该操作的存在暗示类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被设计为可接收要求类中某特定实例的颜色的激励［ＪＡＣ９２］（我
们将激励称为“消息”）。一旦当对象接收到激励，它就开始某种行为，这可
以简单到查询汽车的颜色，也可以复杂到启动一系列将在不同的对象中传递
的激励。对后一种情形考虑一个例子，对象 １ 接收的初始激励导致生成被发
送给对象 ２ 和对象 ３ 的两个其他激励，对象 ２ 和对象 ３ 所封装的操作对激励
作出反应，向对象 １ 返回必要的信息，对象 １ 使用返回的信息来满足初始激
励要求的行为。
１９．２．４ 消息
消息是对象间交互的手段，使用在前面节中引入的术语，消息刺激接收
对象产生某种行为，通过操作的执行来完成相应行为。
图 １９－６ 以图形的方式说明了对象间的交互作用，在 ｓｅｎｄ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 中的
操作产生如下形式的消息：
ｍｅｓｓａｇ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这里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定义被消息刺激的接收者对象（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指接收消息的方法，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提供操作成功所必需的信息。
作为在 ＯＯ 系统中消息传递的例子，考虑图 １９－７ 所示的对象，四个对象
Ａ、 Ｂ、 Ｃ、Ｄ 通过消息传递相互通信，例如，如果对象 Ｂ 要求对象 Ｄ 配合处
理操作 ｏｐ１０，它将向 Ｄ 传递如下消息：
ｍｅｓｓａｇｅ：［Ｄ，ｏｐ１０，＜ｄａｔａ＞］
作为执行 ｏｐ １０ 的一部分，对象 Ｄ 可能传递如下消息给对象 Ｃ：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Ｃ， ｏｐ０８，＜ｄａｔａ＞］
Ｃ 找到操作 ｏｐ０８，完成该操作，然后将合适的返回值传送给 Ｄ。操作 ｏｐ１０
完成其执行并将返回值传送给 Ｂ。
Ｃｏｘ［ＣＯＸ８６］以如下方式描述对象间的交互：
对象通过接收到一个告知它做什么的消息而被请求完成某一操作。接收
者（对象）对消息的反应是：首先选择实现该消息名的操作，执行该操作，然

后返回控制给调用者。
消息传递将面向对象系统连在一起，消息提供了对个体对象的行为和 ＯＯ
系统整体的洞察。
１９．２．５ 封装、继承和多态
在 １９．２．１ 到 １９．２．４ 节中引入的结构和术语区分了 ＯＯ 系统和传统的系统
不同，面向对象系统的三个特征使它们得以区分。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ＯＯ
的类和从类导出的对象封装数据和数据上的操作在同一个包中，这提供了一
系列重要的益处：
·数据和过程的内部实现细节对外界隐蔽（信息隐蔽），这减少当变化发
生时副作用的传播。
·数据结构和对它们的操作被合并在单个名字的实体（类）中，这将便利
于构件复用。
·简化被封装对象间的接口。发送消息的对象不需要关心接收对象的内
部数据结构，因此，接口被简化，系统耦合度被降低。
继承是传统系统和 ＯＯ 系统间的关键区别之一。子类 Ｙ 继承其超类 Ｘ 的所
有属性和操作，这意味着，所有原本针对 Ｘ 设计和实现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作立即可被 Ｙ 使用。复用被直接实现。
对包含在超类中的数据或操作的任何修改立即被继承该超类的所有子类
继承，因此，类层次变成了一种机制，通过它，（在高层的）变化可以立即传
播到系统的其他部分。
必须注意，在类层次的每个层上，新的属性和操作可以被加到那些从其
高层继承来的属性和操作中，事实上，一旦要创建新的类，软件工程师可有
一系列选择：
·可以从头开始设计和建造类，即，不使用继承。
·搜索类层次以确定是否某祖先类包含了所需的属性和操作中的大部
分。
·新的类继承祖先类，并根据需要加入新的内容。
·重新构造类层次，使得需要的属性和操作可被新的类继承。
·现存类的特征可以被重载，并对新的类实现私有版本的属性或操作。
为了阐明如何对类层次重构以导致希望的类，考虑图 １９－８ 所示的例子。
图 １９－８ａ 所示的类层次使得我们能够导出类 Ｘ３ 和 Ｘ４，各自具有特性 １、２、
３、４、５ 和 ６，以及 １、２、 ３、 ４、５ 和 ７。现在，假设需要一个仅具有特性
１、２、３、４ 和 ８ 的新类，本例中称为类 ｘ２ｂ，为了导出这个类，类层次可以
如图 １９－８ｂ 所示重构。必须注意，类层次的重构可能是困难的，为此，有时
需要使用重载。
在本质上，当属性和操作被以正常的方式继承时重载发生，但然后被修
改以满足新类的特定需要时。如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所说，当使用重载时，“继承是不
可传递的”［ＪＡＣ９２］。
在某些情形，可能试图从某类继承某些属性和操作，而从另一个类继承
其他的属性和操作，这称为多继承，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特性。通常，多继承
使类层次复杂化，并产生在配置控制（第 ９ 章）方面的潜在问题，因为多继承
序列更难于跟踪，对位于类层次高层的类定义的改变可能产生对低层的类的

未预料的影响。
多态是大大减少于扩展现存 ＯＯ 系统所需的工作量的特性。为了理解多
态，考虑一个传统的应用，它必须画四种不同类型的图：线图、饼图、柱状
图和 Ｋｉｖｉａｔ 图。理想情况，一旦收集到某类图形所需的数据，图将自己画出。
为了在传统应用中完成此功能（并保持模块内聚性），必须为每种图形类型开
发一个画图模块，那么，在对每种图形类型的设计中，必须嵌入类似于下面
的控制逻辑：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ｔｙｐｅ：
ｉｆ ｇｒａｐｈｔｙｐｅ＝ｌｉｎｅｇｒａｐｈ ｔｈｅｎ ＤｒａｗＬｉｎｅＧｒａｐｈ（ｄａｔａ）；
ｉｆ ｇｒａｐｈｔｙｐｅ＝ｐｉｅｃｈａｒｔ ｔｈｅｎ ＤｒａｗＰｉｅＣｈａｒｔ（ｄａｔａ）；
ｉｆ ｇｒａｐｈｔｙｐ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ｔｈｅｎ ＤｒａｗＨｉｓｔｏ（ｄａｔａ）；
ｉｆ ｇｒａｐｈｔｙｐｅ＝ｋｉｖｉａｔ ｔｈｅｎ ＤｒａｗＫｉｖｉａｔ（ｄａｔａ）；
ｅｎｄ ｃａｓｅ；
虽然这个设计是相当直接的，但是，加入新的图形类型将可能很棘手。
对每种图形类型必须创建一个新的画图模块，并且对每种类型的控制逻辑将
必须更新。
在 ＯＯ 系统中解决这一问题，上面提到的每种图形均变成了一个一般类
ｇｒａｐｈ 的子类，使用重载概念［ＴＡＹ９０］，每个子类定义一个操作 ｄｒａｗ，一个
对象可以传递 ｄｒａｗ 消息给任意子类的任意实例对象，接收消息的对象将激活
它自己的 ｄｒａｗ 操作来创建合适的图形，因此，上面的设计简化为：
ｇｒａｐｈｔｙｐｅ ｄｒａｗ
当子系统中加入一种新的图形类型时，创建一个具有自己的 ｄｒａｗ 操作的
子类，但是对任何希望画图的对象不需做任何修改，因为消息 ｇｒａｐｈｔｙｐｅ ｄｒａｗ
是不变的。总而言之，多态使得一系列不同的操作具有相同的名字，这使得
对象间相互松耦合，相互更加独立。
１９．３ 标识对象模型的元素
对象模型的元素——类及对象、属性、操作、和消息——已在前一节中
一一定义和讨论，但是，我们如何对一个实际问题标识这些元素？下面的几
节将提出一系列非正式的指南，以帮助对象模型的元素的标识。
１９．３．１ 标识类和对象
如果环视房间一圈，你可以发现一组易于标识、分类和定义（使用术语属
性操作）的物理对象。但是，当你“环视”软件应用的问题空间时，对象可能
是较难理解的。
我们可以通过检查问题陈述或（使用 １２ 章中的术语）对将被建造的系统
的过程叙述进行“语法分析”来开始标识对象。通过在每个名词或名词短语
下面划线并将其输入简单表格中而确定对象，必须注意同义词。如果对象是
对实现解决方案必须的，则它是解空间的一部分，否则，如果仅仅是对描述
解决方案必需的，则它是问题空间的一部分。但是，一旦所有名词已经被孤
立出来，我们将查找什么？

对象以如图 １９－９ 所示的方式之一展示，对象可以是：
·外部实体（如，其他系统、设备、人员），它们生产或消费被基于计算
机的系统使用的信息。
·事物（如，报告、显示、文字、信号），它们是问题的信息域的一部分。
·发生的事情或事件（如，性质变迁或完成一系列的遥控的运动），它们
出现在系统运行的环境内。
·角色（如，管理者、工程师、销售人员），由和系统交互的人员所扮演。
·组织单位（如，分支、小组、小队），它们和应用相关。
·位置（如，制造场所或装载码头），它们建立问题和系统整体功能的环
境。
·结构（如，传感器、四轮交通工具或计算机），它们定义一类对象，或
者在极端情况下，定义对象的相关类。
上面的分类仅仅是在文献中提出的很多分类的一种，例如，Ｂｕｄｄ［ＢＵＤ９６］
建议了一种类的分类学，它包含数据的生产者（源）和消费者（潭）、数据管理
者、视图或观察者类、以及帮助者类。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对象不是什么。通常，一个对象决不能有“命令型过
程名”［ＣＡＳ８９］，例如，如果医学图像系统的软件开发者定义一个名为“图
像反转”的对象，他们可能正在犯一个微妙的错误。从软件得到的 ｉｍａｇｅ 当
然是一个对象（它是一种事物，是信息域的一部分），图象的反转（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是应用到该对象的一个操作，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可被定义为对象 ｉｍａｇｅ 的一个操作，
但是它不可定义为单独的蕴含反转图像的对象。如 Ｃａｓｈｍａｎ［ＣＡＳ８９］所说，
“面向对象的意图是封装数据和数据上的操作，但仍然保持分离”。
为了阐明如何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定义对象，我们回到在本书前面引入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系统的例子，在第 １２ 章，我们完成了对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过程
叙述的“语法分析”过程叙述被重引用如下：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使得房主能够在安装时配置安全系统、监控所有和安全系
统连接的传感器、以及通过键盘及包含在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控制面板（如图 １１—４ 所
示）中的功能键和房主交互。
在安装过程中，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控制面板被用于“编程”和配置系统，每个传
感器被赋予一个编号和类型，用于启动和关闭系统的主要码被编程，并且传
感器事件发生时所拨电话的电话号码被输入。
当接收到传感器事件后，软件激活附于系统上的警铃，在一段延时（由房
主在系统配置阶段规定）后，软件拨监控服务的电话号码，提供关于位置的信
息，报告被检测到的事件的性质。此号码将每 ２０ 秒重拨一次，直至电话接通
为止。
所有和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交互由用户交互子系统管理，它读取通过键盘和功能
键的输入，在 ＬＣＤ 显示板上显示提示信息和系统状况，键盘交互采用如下形
式…
抽取其中的名词，我们可以建议一组潜在对象：
潜在对象

类

房主

角色或外部实体

传感器

外部实体

一般分类

（续）
潜在对象／类

一般分类

控制面板

外部实体

安装

发生的事情（事件）

系统（别名安全系统）

事物

编号、类型

非对象，传感器的属性

主密码

事物

电话号码

事物

传感器事件

发生的事情（事件）

警铃

外部实体

监控服务

组织单位或外部实体

上面表格可以继续补充，直至过程叙述中的所有名词全被考虑到。注意，
我们称在表中的每个项为潜在对象，在最后决定前，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
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ＣＯＡ９１］建议了 ６ 个选择特征，它们应用于分析员考虑每
个潜在对象是否应包含在分析模型中：
１．保留的信息——仅当关于潜在对象的信息必须被记住才能使系统可以
工作时，则它在分析中是有用的；
２．需要的服务——潜在对象必须拥有一组可标识的操作，它们可以以某
种方式修改对象属性的值；
３．多个属性——在需求分析阶段，关注点应该是“较大的”信息（仅具有
单个属性的对象在设计时可能是可用的，但是在分析阶段，最好将它表示为
另一个对象的属性）；
４．公共属性——可以为潜在对象定义一组属性，这些属性适用于对象每
一次发生的事件；
５．公共操作——可以为潜在对象定义一组操作，这些操作适用于对象每
一次发生的事件；
６．必要的需求——出现在问题空间的外部实体以及对系统的任何解决方
案的操作都是必要的生产或消费信息将几乎总是被定义为需求模型中的对
象。
只有一个潜在的对象满足所有（或几乎所有）上面提到的特征，才可能会
被考虑成为包含在需求模型中的合法对象。决定潜在对象是否包含在分析模
型中具有某种主观性，后面的评估可能使得某对象被丢弃或恢复。然而，ＯＯＡ
的第一步必须定义对象并进行决策（即使是主观的）。记住以上所述，我们将
选择特征应用到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潜在对象表上：

潜在对象／类
房主

适用的特征编号
拒绝： １ 、 ２ 失败，即使 ６ 适用

传感器

接受：所有均适用

控制面板

接受：所有均适用

安装
系统（别名安全系统）

拒绝
接受：所有均适用

编号、类型

拒绝： ３ 失败，传感器的属性

主密码

拒绝： ３ 失败

电话号码

拒绝： ３ 失败

传感器事件

接受：所有均适用

警铃

接受：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适用

监控服务

拒绝： １ 、 ２ 失败，即使 ６ 适用

应该注意到：（１）上面的表并不是全包含的，可能必须加入其他的对象才
能完成模型；（２）某些被拒绝的潜在对象将变成被接受的对象的属性（如，编
号和类型是传感器 ｓｅｎｓｏｒ 的属性，主人密码和电话号码可能变成 ｓｙｓｔｅｍ 的
属性）；（３）对问题的不同陈述可能导致不同的“接受或拒绝”决策（如，如果
每个房主有自己的密码或通过声音纹来识别，则房主对象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将满足
特征 １ 和 ２，从而被接受）。
１９．３．２ 表示属性
属性描述已经被选择包含在分析模型中的对象。在本质上，正是属性定
义了对象——它们阐明了在问题空间中对象意味着什么，例如，如果我们将
建造一个用于跟踪职业棒球运动员的统计数据的系统，对象 Ｐｌａｙｅｒ 的属性和
用于职业棒球运动员退休金系统中的相同对象的属性间就存在较大差异，对
前者，名字、位置、平均击球数、接球百分率、已打球年数、以及已参加球
赛场数等属性是相关的；对后者，这些属性中的某些是有意义的，但是其他
将被平均工资、信用度、选择的退休金计划选项、通信地址等属性所替代（或
增强）。
为了为对象开发有意义的属性集，分析员可以再次研究对问题的过程叙
述（或范围陈述）并选择那些应“属于”该对象的事物，此外，对每个对象应
回答下列问题：“在当前的问题范围内，什么数据项（复合的和／或基本的）
完整地定义了该对象”？
为了阐明这点，我们考虑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定义的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在前面我们
已提到房主可以配置安全系统以反映传感器信息、警报反应信息、激活／非激
活信息、标识信息等等，使用在第 １２ 章讨论的数据字典中的内容描述符号，
我们可以以如下方式表示这些复合数据项：
传感器信息＝传感器类型＋传感器编号＋警报阀值
警报反应信息＝延迟时间＋电话号码＋警报类型
激活／非激活信息＝主密码＋可允许的尝试次数＋临时密码
标识信息＝系统 ＩＤ＋验证电话号码＋系统状况

在等号右边的每个数据项可以进一步被定义到基本层次，但是对我们的
目的来说，它们构成了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的合理的属性列表（图 １９－１０ 中阴影部
分）。

１９．３．３ 定义操作
操作定义对象的行为并以某种方式修改对象的属性，更专业地说，操作
修改包含在对象中的一个或多个属性值。因此，操作必须“知道”对象属性
的性质，并且必须以一种使得它可以操纵从属性导出的数据结构的方式来实
现。
虽然存在很多不同类型的操作，但总体来说它们可被分为三类：（１）以某
种方式操纵数据的操作（如，增、删、重格式化、选择）；（２）完成某种计算的
操作；（３）为控制事件的发生而监控对象的操作。
作为对分析模型的对象导出操作集的第一次递进，分析员可以再次研究
问题的过程叙述（或范围的陈述）并选择那些应属于对象的操作。为了到达这
个目标，可再次进行语法分析，从中分离出动词。部分动词将是合法的操作
并可以容易地和特定对象相联系，例如，从本章前面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过程叙述
中，我们看见“传感器（ｓｅｎｓｏｒ）被赋予（ｉｓ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一个编号和类型”或“主
密码被编程（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以用于启动（ａｒｍｉｎｇ）和关闭（ｄｉｓａｒｍｉｎｇ）系统”这样
的句子，这两个句子表明了下面的事情：
·赋予（ａｓｓｉｇｎ）操作和传感器（ｓｅｎｓｏｒ）对象相关。
·编程（Ｐｒｏｇｒａｍ）操作适用于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
·启动（ａｒｍ）和关闭（ｄｉｓａｒｍ）操作可以适用于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也可能使用数
据字典符号，最终定义了系统状态（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ｔｕｓ），如下。
系统状况＝［启动态（ａｒｍｅｄ）关闭态（ｄｉｓａｒｍｅｄ）］
通过进一步研究，有可能操作 ｐｒｏｇｒａｍ 将被分解成一系列用于系统配置
的更特定的子操作，例如，ｐｒｏｇｒａｍ 蕴含着指定电话号码、配置系统特征（如，
创建传感器表，输入警报特征）以及输入密码，但是现在，我们定义 ｐｒｏｇｒａｍ
为一个单一的操作。
除了语法分析，我们可以通过考虑发生在对象间的通信而获得对其他操
作的进一步了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那样，对象间通过传递消息来相互通信，
对象间传递的消息暗示了一组必须存在的操作。
１９．３．４ 完成对象定义
对操作的定义是完成刻划对象的最后一步，在 １９．３．３ 节中，操作通过对
系统过程叙述的语法分析而被精选出来，其他的操作可通过考虑对象的“生
命历史”［ＣＯＡ９１］和考虑在系统的对象间传递的消息而确定。
可以通过对对象必须被创建、修改、以某种方式操纵或读出、可能被删
除的认识来定义对象的类属生命历史。对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这可以扩展到在其生
命期内（在此情况下，指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保持运行的区间）对发生的已知活动的反
应。某些操纵可以从对象间可能的通信来确定，例如，传感器事件（ｓｅｎｓｏｒ
ｅｖｅｎｔ）将发送消息给 ｓｙｓｔｅｍ 以显示（ｄｉｓｐｌａｙ）事件位置和编号；控制面板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ｎｅｌ）将发送复位（ｒｅｓｅｔ）消息以更新系统状况（一个属性）；警铃
（ａｕｄｉｂｌｅ ａｌａｒｍ）将发送查询（ｑｕｅｒｙ）消息；控制面板（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ｎｅｌ）将发送
修改（ｍｏｄｉｆｙ）消息以在不重新配置整个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前提下改变一个或多个
属性；传感器（ｓｅｎｓｏｒ）也将发送消息去拨打包含在对象中的电话号码。也可
考虑其他消息并导出相应操作，最终的对象定义如图 １９－１０ 中所示。
类似的方法可以用于在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中定义每个对象，在对当前确定的每个
对象的属性和操作的定义完成后，就已创建完一个 ＯＯＡ 的初始模型。更详细
的对分析模型（作为 ＯＯＡ 的一部分而被创建）的讨论在第 ２０ 章。
１９．４ 面向对象软件项目的管理
如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所讨论的那样，现代软件项目管理可以被分解为
如下活动：
１．建立项目的公共过程框架。
２．使用框架和历史度量信息来进行工作量和时间估算。
３．规定工作产品和里程碑，以使得进展可以被测度。
４．定义用于质量保证和控制的检查点。
５．管理当项目进展中不时发生的变化。
６．跟踪、监控和控制项目进展。
从事面向对象项目的技术管理者运用这 ６ 项活动，但是由于面向对象软
件的独特性质，这些管理活动每个均有微妙的不同并必须以不同的思路来加
以运用。
在下面几节中，我们考察对面向对象项目的软件项目管理，管理的基本
原则是相同的，但是必须采用适当的技术来有效地管理 ＯＯ 项目。
１９．４．１ＯＯ 的公共过程框架
公共过程框架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ＰＦ）定义了组织的软件开发
和维护途径，它标识了用于建造和维护软件的软件工程范型以及需要的任
务、里程碑和可交付的产品。它确立了用于不同种类的项目开发的管理严格
程度。
ＣＰＦ 总是可以进行适应性的修改，使得它可以满足每个项目组的需要，
这是它最重要的特征。
对 ＯＯ 项目的有效的 ＣＰＦ 不是线性的顺序模型。线性顺序模型，即广为所
知的生命期或瀑布模型，假定在项目的开始定义要求，并且工程活动以线性
顺序的模式进展。就其本身性质而言，面向对象软件工程必须应用鼓励递进
发表的范型，即，ＯＯ 软件通过一系列循环周期而演进。用于管理 ＯＯ 项目的
公共过程框架必须本质上是演进的，在 １９．１ 节中给出了一个 ＯＯ 过程模型。
Ｅｄ Ｂｅｒａｒｄ［ＢＥＲ９３］和 Ｇｒａｄｙ Ｂｏｏｃｈ［ＢＯＯ９１］建议使用“递归／并行模型”
来进行面向对象软件开发，在本质上，递归／并行模型以如下方式工作：·进
行足够的分析以分离出主要的问题类和联系。
·进行少量的设计以确定类和联系是否可以用实际的方式实现。
·从库中提取可复用对象建造大致的原型。
·通过测试发现原型中的错误。

·获取客户对原型的反馈。
·基于从原型、少量设计和客户反馈学到的知识来修改分析模型。
·精化设计以适应你的修改。
·开发特殊的对象（从库中得不到的）。
·用来自库中的和你新创建的对象组装新的原型。
·进行测试以发现原型的错误。
·获取客户对原型的反馈。
该方法一直继续，直至原型发展为可用的产品。
递归／并行模型和本章前面讨论的 ＯＯ 过程模型是非常相似的，即项目递
进地进展，但递归／并行模型在下面两点认识上不同：（１）对 ＯＯ 系统模型的分
析和设计不能在相同的抽象层次上进行；（２）可以对系统中相互独立的构件同
时进行分析和设计。Ｂｅｒａｒｄ［ＢＥＲ９３］以如下方式描述该模型：
·将问题系统地分解为高度独立的构件。
·对每个独立构件进一步进行分解（此即递归部分）。
·对所有构件的分解工作同时进行（此即并行部分）。
·继续此过程直至完成。
必须注意，当分析员／设计者认识到所需的构件或子构件在复用库中存在
时上面的分解过程即不再继续。
为了控制递归／并行过程框架，项目管理者必须认识到进展要被增量式地
计划和测度，即，项目任务和项目进度同每个“高度独立的构件”紧密联系
的，要针对每个构件进行独立的进度测量。
递归／并行过程的每次递进需要计划、工程（分析、设计、类提取、原型
开发和测试）和评估活动（如图 １９－１１ 所示）。在计划阶段，对每个和独立程序
构件相关联的活动进行计划、制定进度（注：针对每次递进，要进行同本次迭
代的变化相适应的进度安排的调整）；为了分离出 ＯＯ 分析和设计模型中的所
有重要元素，在工程的早期阶段要迭代地进行分析和设计工作；随着工程工
作不断开展，产生软件的增补版本；通过评估、复审、客户评价和针对每个
增补的性能测试，得到反馈信息，这将影响下一次计划和随后的增补。

１９．４．２ 面向对象项目的度量和估算
传统的软件项目的代码行（ＬＯＣ）或功能点（ＦＰ）的估算作为项目估算的基
本元素。对 ＯＯ 项目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复用，所以代码行估算的意
义就不是很大，但 ＦＰ 估算可以被有效地应用，因为所需的信息域计数可很容
易地从问题陈述中得到。虽然 ＦＰ 分析可以运用于 ＯＯ 项目估算，但是当我们
进行递归／并行范型的迭代时，ＦＰ 测度没有提供进度安排和工作量调整所需
的足够的粒度。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ＬＯＲ９４］建议了下面一组项目度量：
场景脚本的数量。场景脚本是描述用户和应用间交互的详细的步骤序
列，每个脚本被组织为如下形式的三元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发起者、动作、参与者｝）
这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 是请求某种服务的对象（它启动一个消息）；ａｃｔｉｏｎ 是请
求的结果；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是满足请求的服务器对象。

场景脚本的数量同应用的大小和当系统完成时必须开发的测试用例的数
量直接相关。
关键类的数量。关键类是在 ＯＯＡ 早期定义的“高度独立的构件”［ＬＯＲ９４］。
因为关键类是问题域的核心，所以它的数量是开发该软件所需的工作量的一
个指标，也是在系统开发中将应用的潜在的复用量的一个指标。
支持类的数量。支持类是实现系统所需要的，但不是和问题域直接相关
的，例如：ＧＵＩ（图形用户界面）类、数据库访问和操纵类、以及通信类。此外，
可以为每个关键类开发支持类，且在整个递归／并行过程中迭代地定义支持
类。
支持类的数量是开发软件所需的工作量的一个指标，也是在系统开发过
程中将应用的潜在的复用量的一个指标。
每个关键类的平均支持类数量。通常，关键类在项目的早期被定义，而
支持类在整个过程中被定义。如果对某个给定问题域已知每个关键类的平均
支持类数量，则估算（基于全部类的数量）将是非常简单的。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 提出，对带有 ＧＵＩ 的应用，支持类是关键类的 ２－３ 倍，
对不带 ＧＵＩ 的应用，支持类的数量最多是关键类的 ２ 倍。
子系统的数量。子系统是支持对系统的终端用户可见的某功能的类的集
合。一旦标识出子系统，则易于安排一个合理的进度，子系统的工作可基于
此进度在项目组内合理地划分。
１９．４．３ 一种 ＯＯ 估算和进度安排方法
软件项目估算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然而，这并不妨碍采用系
统化的方法。为了得到合理的估算，开发多个数据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估
算应该采用不同的技术进行。对传统软件开发使用的工作量和时间估算方法
（第 ５ 章）对 ＯＯ 也可使用，但是对很多组织来说，ＯＯ 项目的历史数据库相对
较小，因此，以明显的设计用于 ＯＯ 软件的方法对传统软件的成本估算进行补
充是值得考虑的。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ＬＯＲ９４］提出了下面的方法：
１．使用工作量分解、ＦＰ 分析以及任何其他可应用于传统应用的方法来进
行估算。
２．使用 ＯＯＡ（第 ２０ 章）开发场景脚本并确定脚本数量。注意，场景脚本的
数量可能随项目进展而改变。
３．使用 ＯＯＡ，确定关键类的数量。
４．划分应用的界面类型并确定支持类的倍数：
界面类型

倍数

非 ＧＵＩ

２．０

基于字符的用户界面

２．２５

ＧＵＩ

２．５

复杂的 ＧＵＩ

３．０

将关键类的数量（第 ３ 步）和上面的倍数相乘可得到支持类的数量的估

算。
５．将全部类的数量（关键类＋支持类）和每个类的平均工作单元相乘，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 建议每个类以 １０－１５ 个人日计算。
６．通过乘上每个场景脚本的平均工作单元，对基于类的估算进行交叉检
查。
面向对象项目的进度安排由于其过程框架的递进性质而变得复杂，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 建议了一组可以帮助进行项目进度安排的度量方法：
主要的递进的次数。回想 ＯＯ 的过程模型，一次主要的递进相应于一个弹
簧的一次 ３６０°旋转。递归／并行过程模型将衍生出一系列小的螺旋（局部递
进），它们在主要递进的进展过程中产生。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 建议 ２．５ 到 ４ 个月
进行一次递进是最容易跟踪和管理的。完成的合约的数量。一份合约是“由
子系统和类向其客户提供的一组相关的公共责任”［ＬＯＲ９４］，一份合约是一个
最好的里程碑，至少一份合约应该和每个项目的递进相关联。项目经理可以
将完成的合约作为 ＯＯ 项目进展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１９．４．４ 面向对象项目的跟踪过程
虽然递归／并行过程模型是针对 ＯＯ 项目的最好框架，但是，任务并行性
使得项目的跟踪变的困难。因为一系列不同的事物同时发生。项目经理可能
难于为 ＯＯ 项目建立有意义的里程碑，通常，可以认为已“完成”了如下的主
要里程碑，当满足给定的标准时：
技术里程碑：ＯＯ 分析完成
·已经定义和复审了所有类和类层次。
·已经定义和复审了和类关联的类属性和操作。
·已经建立和复审了类关系（第 ２０ 章）。
·已经建立和复审了行为模型（第 ２０ 章）。
·已经注释了可复用类。
技术里程碑：ＯＯ 设计完成
·已经定义和复审了子系统集（第 ２１ 章）。
·分配类到子系统并通过复审。
·已经建立和复审了任务分配。
·（第 ２１ 章）已标识了责任和协作。
·已经设计和复审了属性和操作。
·已经创建和复审了消息模型。
技术里程碑：ＯＯ 编程完成
·已经根据设计模型编码实现了每个新类。
·已经集成了提取出的类（从复用库）。
·已经建造原型或增量。
技术里程碑：ＯＯ 测试
·已经复审了 ＯＯ 分析和设计模型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已经开发和复审了类—责任—协作网络（第 ２２ 章）。
·设计了测试用例，并且（第 ２２ 章）已经对每个类进行了类—级的测试。
·设计了测试用例，并且完成集簇测试（第 ２２ 章），完成类的集成。
·完成系统级的测试。

回忆在本章前面讨论的递归／并行模型，重要的是要注意：当将不同的增
补交付给客户时，可能会再次重复每一个里程碑。
１９．５ 小结
对象技术反应了对世界的自然视图。对象按类和类层次被分类，每个类
包含一组描述它的属性和一组定义其行为的操作。对象几乎模拟了问题域的
可标识的全部方面：外部实体、事物、发生的事情或事件、角色、组织单位、
位置、以及可以表示为对象的结构。很重要的一点，对象（及其从中导出的类）
封装了数据和处理。处理操作是对象的一部分，并且被传递给该对象一个消
息所引发。类定义，一旦定义完成，形成了在建模、设计和实现不同级别上
复用的基础。新对象可从类中通过实例化而产生。
三个重要的概念区分了 ＯＯ 方法和传统的软件工程方法。封装将数据和操
纵数据的操作包装到单个命名的对象中；继承使得类的属性和操作可以被通
过实例化产生的它的所有的子类和对象所继承；多态使得一系列不同的操作
具有相同的名字，减少实现系统所需的代码行数并方便修改。
面向对象的产品和系统使用演进模型来开发，有时又称为递归／并行模
型。ＯＯ 软件迭代地演进，并且管理时必须认识到最终产品须通过一系列的增
补来实现。
思考题
１９．１ 面向对象范型是一个“热点”。关于它的在不同技术复杂层次上的
文章已有很多，到图书馆去查找三篇当前的非技术文章（不是在工程杂志或期
刊上发表的，但可以是在 ＰＣ 杂志上发表的），并撰写一篇文章概述它们的内
容。
１９．２ 在本章中我们没有考虑这种情形，新对象需要一个在它继承属性和
操作的类中没有的属性或操作，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１９．３ 进行研究，找到思考题 １９．２ 的真正答案。
１９．４ 使用你自己的话和一些例子，定义术语“类”、“封装”、“继承”
和“多态”。
１９．５ 复审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定义的对象，你认为在开始建模时还应该定
义其它的对象吗？
１９．６ 考虑典型的图形用户界面（ＧＵＩ），为典型地 ＧＵＩ 中出现在的界面实
体定义一组类（和子类）。确保定义了合适的属性和操作。
１９．７ 给出一个复合对象的例子。
１９．８ 对一项开发新的字处理软件的工作，已经标识了一个名为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的类，定义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相关的属性和操作。
１９．９ 研究两种不同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并找出如何在语言的语法
中如何实现消息的，给出每种语言的一些例子。
１９．１０ 给出一个具体的类层次重构的例子（在图 １９－８ 中讨论过）。
１９．１１ 给出一个多继承的具体例子，研究几篇关于该主题的文章，给出
关于多继承的正反两面的论点。
１９．１２ 给出一个指定在系统的开发范围的陈述，使用语法分析分离出系
统的候选类、属性和操作。使用在 １９．３．１ 节中讨论的选择标准来确定在分析

模型中是否使用这些类。
１９．１３ 用你自己的话，描述为什么递归／并行过程模型适用于 ＯＯ 系统。
１９．１４ 给出 ３ 到 ４ 个在 １９．４．２ 节中讲述的关键类和支持类的例子。

第 ２０ 章

面向对象分析

当开发一个新的产品或系统时，我们如何以遵从 ＯＯ 软件工程的方式来刻
划它？什么是相关的对象？它们如何相互关联？对象如何在系统的范围内工
作？我们应如何对问题刻划或建模以使得我们可有效地进行设计？
所有这些问题涵盖在面向对象分析（ＯＯＡ）的范围内，ＯＯＡ 是作为 ＯＯ 软件
工程的第一项技术活动来实现的。ＯＯＡ 基于在第 １１ 章引入的一组基本原则，
为了建立一个分析模型，要运用如下 ５ 个基本原则：（１）建模信息域；（２）描
述模块功能；（３）表示模型行为；（４）分解以模型显示更多细节；（５）早期模型
表示问题的本质，而后期模型提供实现细节。这些原则形成了在本章中讨论
的 ＯＯＡ 方法的基础。
ＯＯＡ 的意图是定义所有和被求解的问题相关的类（及同类关联的关系和
行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完成以下任务显示：
１．必须在客户和软件工程师之间沟通了解基本的用户需求。
２．必须标识类（即，定义属性和方法）。
３．必须刻划类层次。
４．表示对象—对象关系（对象连接）。
５．必须建模对象行为。
６．任务 １ 到 ５ 递进地反复使用，直至完成建模。
代替用传统的输入—加工—输出（信息流）模型或仅从层次信息结构唯一
地导出模型考察问题的方式，ＯＯＡ 引入了一系列新概念。这些新概念看上去
可能有一些不寻常，但是它们实际是相当自然的。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ＣＯＡ９１］
对该问题有如下论述：些不寻常，但是它们实际是相当自然的。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ＣＯＡ９１］对该问题有如下论述：
ＯＯＡ（面向对象分析）是基于我们在幼儿园首先学到的概念：对象和属性、
类和成员、整体和部分。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将这些概念应用于
信息系统的分析和规约——也许是由于我们忙于在结构化分析的全盛时期
“跟随潮流”而未曾考虑其他的选择。
重要的是要注意：对作为 ＯＯＡ 基础的“概念”，不存在一致的共识，但
是一些关键思想重复地出现，这些正是我们将在本章中考虑的。
２０．１ 面向对象的分析
面向对象的分析的目标是开发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被用来描述以满足
一组客户需求的计算机软件。ＯＯＡ 和在第 １２ 章描述的传统分析方法一样，建
造一个多部分的分析模型以满足这个目标。分析模型（在第 １９ 章描述的对象
模型的元素的语境内）描述信息、功能和行为。
２０．１．１ 传统方法和 ＯＯ 方法
面向对象分析是否确实不同于在第 １２ 章讨论的结构化分析方法？虽然
争论仍在继续，Ｆｉｃｈｍａｎ 和 Ｋｅｍｅｒｅｒ［ＦＩＣ９２］正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够
治龇椒ǎ克淙徽 廴栽诩绦 ＊
我们的结论是面向对象分析方法代表了相对于面向过程的方法学（如结

构化分析）的根本性变化，但相对于面向数据的方法学（如信息工程方法）仅仅
是适当增补。面向过程的方法学在建模过程中的关注点不是对象的内在性
质，从而导致了和面向对象的三个基本原则（封装、对象分类和继承）相正交
的问题域模型。
简而言之，结构化分析对需求采用独特的“输入－加工－输出”视角，数
据被脱离数据的变换过程而单独考虑，系统行为虽然是重要的，但在结构化
分析中往往扮演第二位的角色。结构化分析方法着重于功能分解的使用（数据
流图的划分，第 １２ 章）。
Ｆｉｃｈｍａｎ 和 Ｋｅｍｅｒｅｒ ［ ＦＩＣ９２ ］ 建 议 了 １１ 个 “ 建 模 维 数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可用它们来比较各种传统的和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
１．实体的标识／分类①。
２．一般到特殊以及整体到部分的实体关系。
３．其他实体关系。
４．实体属性的描述。
５．大型模型的划分。
６．状态和状态间的变迁。
７．功能的详细刻划。
８．自上向下的分解。
９．端到端的处理序列。
１０．排它性服务的标识。
１１．实体通信（通过消息或事件）。
因为结构化分析方法及 ＯＯＡ 方法（见 ２０．１．２ 节）均有很多种，所以很难在
两种方法间进行一般性的比较。然而，可以确定，建模维数 ８ 和 ９ 总是在结
构化分析中出现，而很少在 ＯＯＡ 中使用。
２０．１．２ ＯＯＡ 概述
对象技术的流行已经衍生出许多的 ＯＯＡ 方法②，每个方法都引入一个产品
或系统分析的过程、一组随过程演化的模型、以及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以一
致的方式创建模型的符号体系。在下面篇幅中，概略地讨论了某些流行的 ＯＯＡ
方法③，其意图是提供一个由方法的作者建议的 ＯＯＡ 过程④的概览。
Ｂｏｏｃｈ 方法
Ｂｏｏｃｈ 方法［ＢＯＯ９４］ 包含“微开发过程”和“宏开发过程”两个过程，
微级别定义了一组在宏过程中的每一步反复应用的分析任务，因此，演进途
径得以维持。Ｂｏｏｃｈ 方法得到了一系列自动工具的支持。Ｂｏｏｃｈ 的 ＯＯＡ 宏观开
发过程概述如下：
·标识类和对象
①

在这，上下文中的“实体”或者指数据对象（在结构分析的情况中），或者指对象（在 OOA 情况中）。

②

这些方法及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讨论已超出本书的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erard［ER92］和 Graham

［GRA94］，从中可见到详细的比较。
③

通常，OOA 方法以方法开发者的名字来命名，即使方法已有一个给定的名字或缩略词代号。

④

下面描述的过程的多个步骤的许多详细含义将在第 20.3 和 20.4 节详细讨论。第 21 章中也将主要讨论这

些方法中的每一步里提到的设计构件。

提出候选对象
进行行为分析
标识相关场景
为每个类定义属性和操作
·标识类和对象的语义
选择场景并分析
赋予责任以完成希望的行为
划分责任以平衡行为
选择一个对象，枚举其角色和责任
定义操作以满足责任
寻找对象间的协作
·标识类和对象间的关系
定义对象间存在的依赖
描述每个参与对象的角色
通过走查场景进行确认
·进行一系列精化
对上面进行的工作制作适当的图解
定义合适的类层次
完成基于类共性的聚合
·实现类和对象（在 ＯＯＡ 的语境中，这意味着分析模型的完成）
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 方法
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 方法［ＣＯＡ９１］ 经常被视为最容易学习的 ＯＯＡ 方法之一。
建模符号相当简单且开发分析模型的指引是直接明了的。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 的
ＯＯＡ 过程概述如下：
·使用“寻找什么（ｗｈａｔ ｔｏ ｌｏｏｋ ｆｏｒ）”标准来标识对象
·定义一般—特殊结构
·定义整体—部分结构
·标识主题（子系统构件的表示）
·定义属性
·定义服务
Ｊｏｃｏｂｓｏｎ 方法
也称为 ＯＯＳＥ（面向对象软件工程），Ｊｏｃｏｂｓｏｎ 方法［ＪＡＣ９２］是 Ｊｏｃｏｂｓｏｎ
开发的专有的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ｙ 方法的一个简化版本。该方法和其他方法的不同点
是特别强调使用实例——用以描述用户和产品或系统间如何交互的场景。
Ｊｏｃｏｂｓｏｎ 的 ＯＯＡ 过程概述如下：
·标识系统的用户和他们的整体责任
·建造需求模型
定义参与者（ａｃｔｏｒ）和他们的责任
为每个参与者标识使用实例
准备系统对象和关系的初步视图
应用使用实例作为场景去复审模型以确定有效性
·建造分析模型
使用参与者交互的信息来标识界面对象
创建界面对象的结构视图

表示对象行为
分离出每个对象的子系统和模型
使用使用实例作为场景去复审模型以确定合法性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方法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ＲＡＭ９１］及其同事开发了用于分析、系统设计和对象级设计的
对象建模技术（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ＭＴ）。分析活动创建三个模型：
对象模型（对象、类、层次和关系的表示）、动态模型（对象和系统行为的表
示）、以及功能模型（高层的类似 ＤＦＤ 的时系统信息流的表示）。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的
ＯＯＡ 过程概述如下：
·开发对问题的范围陈述
·建造对象模型
标识和问题相关的类
定义属性和关联
定义对象链接
用继承来组织对象类
·开发动态模型
准备场景
定义事件并为每个场景开发一个事件轨迹
构造事件流图解
开发状态图解
复审行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构造系统的功能模型
标识输入和输出
使用数据流图表示流变换
为每个功能开发 ＰＳＰＥＣｓ（第 １２ 章）
规定约束和优化标准
应该注意，合并 Ｂｏｏｃｈ 和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方法的工作正在进行，其产生的符号
和启发信息集，称为统一方法（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ＢＯＯ９６］［ＬＯＣ９６］，组合
了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方法对数据的重视以及 Ｂｏｏｃｈ 方法对行为和操作的重视。
Ｗｉｒｆｓ－Ｂｒｏｃｋ 方法
Ｗｉｒｆｓ－Ｂｒｏｃｋ 方法［ＷＩＲ９０］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分析和设计任务，而是
从对客户规约的估价到设计完成的一个连续过程。Ｗｉｒｆｓ－Ｂｒｏｃｋ 的可分析相
关的任务概述如下：
·评估客户规约
·使用语法分析从规约中抽取候选类
·组合类以试图标识超类
·为每个类定义责任
·为每个类赋予责任
·标识类之间的关系
·定义类之间基于责任的协作
·构造类的层次表示以显示继承关系
·构造系统的协作图
虽然这些 ＯＯＡ 方法的术语和过程步骤各有差异，但整体的 ＯＯＡ 过程是非
常相似的。为了完成面向对象分析，软件工程师应该完成如下的类属步骤：

·获取客户对 ＯＯ 系统的需求
标识场景或使用实例
建造需求模型
·使用基本的需求作为指引来选择类和对象
·为每个系统对象标识属性和操作
·定义组织类的结构和层次
·建造对象—关系模型
·建造对象—行为模型
·用使用实例／场景来复审 ＯＯ 分析模型
将在 ２０．３ 和 ２０．４ 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些类属步骤。
２０．２ 领域分析
面向对象系统的分析可以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进行。在商业或企业级，
ＯＯＡ 技术可以同信息工程方法，（第 １０ 章）结合，来定义模拟全部业务的类、
对象、关系和行为，这个层次的 ＯＯＡ 类似于信息策略计划；在业务范围层次，
可以定义一个描述某特殊的业务范围（或某产品或系统范畴）的工作的对象模
型；在应用层次，对象模型着重于特定的客户需求，因为那些需求将影响应
用的实现。
在最高抽象层次（企业级）的 ＯＯＡ 已超出本书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
文献［ＤＵＥ９２］、［ＭＡＴ９４］、［ＳＵＬ９４］和［ＴＡＹ９５］。在最低抽象层次的 ＯＯＡ
着重于面向对象软件工程的一般的范围，将在本章其他几节重点讨论。在本
节，我们集中讨论在中间抽象层次进行的 ＯＯＡ，该活动称为领域分析，在某
组织希望创建可以广泛地用于整个应用范畴的可复用类（构件）库时进行。
２０．２．１ 复用和领域分析
对象技术通过复用产生杠杆作用。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一个新应用
的需求分析指明需要 １００ 个类，两个项目组被委派去实现该应用，各自将设
计和构造一个最终产品，每个组由具有相同的技能级别和经验的人构成。
组 Ａ 不访问类库，这样它必须从头开发所有 １００ 个类；组 Ｂ 使用一个强
健的类库并从中找到 ５５ 个类，则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
１．组 Ｂ 将比组 Ａ 快得多地完成项目。
２．组 Ｂ 的产品成本将大大低于组 Ａ 的产品成本。
３．组 Ｂ 的产品将比组 Ａ 的产品有更少的错误。
虽然对组 Ｂ 的工作将超出组 Ａ 的工作的利润差数仍然存在争论，但很少
有人会否认复用为组 Ｂ 带来了实质性的优势。
但是“强健的复用类库”从何而来？并且如何确定在库中的项是否适用
于新应用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创建和维护库的组织必须采用领域分析方
法。
２０．２．２ 领域分析过程
Ｆｉｒｅｓｍｉｔｈ［ＦＩＲ９３］以如下方式描述了领域分析：方法。

软件的领域分析是在特定应用领域中标识、分析和规约公共需求，典型
地是在应用领域中多个项目间的复用。面向对象领域分析是以公共对象、类、
子集合和框架等形式在特定应用领域中标识、分析和规约公共的可复用的能
力。
“特定应用领域”可以涵盖从航空电子设备到银行，从多媒体视频游戏
到计算机 Ｘ 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机（ＣＡＴ ｓｃａｎｎｅｒ）中的软件。领域分析的目
标是直接明了的：发现或创建那些可广泛应用的类，使得它们可以被复用。
使用在本书前面引入的行话，领域分析可以被视为软件过程的一个全程
活动，其含义是指领域分析是一个进行中的软件工程活动，它不和任何的软
件项目相联系。在某些方面，领域分析的角色类似于制造环境中的工具制造
者，工具制造者的工作是设计和制造可用于很多相似工作（但不一定是相同的
工作）的工具。领域分析员的工作是设计和建造可复用构件，它们可以用于很
多相似的（但不一定是相同的）应用开发工作。
图 ２０－１［ＡＲＡ８９］指明了领域分析过程的关键输入和输出。考察领域知
识源以试图标识可在领域中指明复用的对象，在本质上，领域分析和知识工
程相当类似，知识工程师调查特定的兴趣域，试图抽取出可用于创建专家系
统或人工神经网络的关键事实。在领域分析过程中，抽取出对象（和类）。
领域分析过程可以用起始于标识被调查的领域到刻划领域的对象和类的
规约的一系列活动来表示。Ｂｅｒａｒｄ［ＢＥＲ９３］建议了下列活动：
定义将被调查的领域。 为了完成此工作，分析员必须首先隔离感兴趣
的业务范围、系统类型或产品范畴。接着，必须从中抽出 ＯＯ 和非 ＯＯ 的“项”。
ＯＯ 项包括：现存 ＯＯ 应用的类的规约、设计和代码；支持类（如，ＧＵＩ 类或数
据库访问类）；和领域相关的 ＣＯＴＳ（ｃｏｍｍｅｒｉｃａｌ ｏｆｆ－ｔｈｅｓｈｅｌｆ）构件库以及
测试用例。非 ＯＯ 项包括：政策、步骤、规程、计划、标准和指南；现存非
ＯＯ 应用的部件（包括规约、设计和测试信息）；度量；以及 ＣＯＴＳ 非 ＯＯ 软件。
分类将从领域中抽取出来的项分类。这些项被分类，并且定义种类的
一般定义特征。提出种类的分类模式，并为每个项定义命名惯例。在合适的
时候，建立分类层次。
收集领域中应用的代表性样本。为了完成该活动，分析员必须保证正
被讨论的应用包括满足已被定义的种类的项。Ｂｅｒａｒｄ［ＢＥＲ９３］提到在使用对
象技术的早期阶段，一个软件组织几乎没有任何 ＯＯ 应用，因此，领域分析员
必须“在每个（非 ＯＯ）应用中标识概念的（相对物理的）对象”。
分析样本中的每个应用 。［ＢＥＲ９３］ 在领域分析中进行如下步骤：念
的（相对物理的）对象”。
·标识候选的可复用对象。
·指明对象被标识为可复用的理由。
·定义对对象的适应性修改（可能也是可复用的）。
·估算在领域中可利用对象复用的应用的百分率。
·用名字标识对象，并运用配置管理技术（第 ９ 章）来控制它们。
此外，一旦对象已被定义，要估算典型应用可使用该可复用对象来构造
的百分率。
为对象开发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将作为设计和构造领域对象的基础。
除了以上步骤，领域分析员也应该创建一组复用指南并给出一个例子，

以指说明如何应用领域对象来创建新的应用。
领域分析是被称为领域工程（第 ２６ 章）的更大的学科中的第一项技术活
动。当业务、系统或产品域被定义为长期的业务策略，则可以展开持续的创
建强健的可复用库的工作，其目标是能够在领域中以非常高的可复用构件率
来创建软件。低成本、高质量和改善的项目所需时间是支持领域工程的论据。
２０．３ ＯＯ 分析模型的类属成分
面向对象分析过程遵从在第 １１ 章讨论的基本的分析概念和原则，虽然术
语、符号体系和活动 ＯＯＡ 与传统方法有所不同，但 ＯＯＡ（在其核心）也强调相
同的根本目标。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等［ＲＡＭ９１］有如下论述：
分析…涉及到建立真实世界的精确的、简明的、易理解的、和正确的模
型…。面向对象分析的目的是以可理解的方式模拟真实世界。为了达到这个
目标，必须检查需求，分析含义，并重新严格地加以陈述。必须首先抽象出
真实世界的特征，而将小的细节推迟到以后考虑。
为了开发“真实世界的精确的、简明的、易理解的和正确的模型”，软
件工程师必须从一系列 ＯＯＡ 符号体系和过程中选择一种。如在 ２０．１．２ 节中所
说，每种 ＯＯＡ 方法（存在许多 ＯＯＡ 方法）有独特的过程和不同的符号体系，然
而，所有方法均遵从一定的类属过程步骤（２０．１．２ 节），并且均提供了实现一
组 ＯＯ 分析模型①的类属成分的符号体系。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 和 Ｐｕｈｒ［ＭＯＮ９２］定义了一组出现在所有 ＯＯ 分析模型中的类属
表示成分，静态成分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它指明了在应用的整个运行生命
期中不变的特征，这些特征区分一个对象和其他对象。动态成分关注于控制
并且对时序和事件处理敏感，它们定义了对象如何和其他对象在一定时间区
间内交互。［ＭＯＮ９２］标识出如下的模型描述成分：
语义类的静态视图。典型的类的分类法如第 １９ 章所述，作为分析模型的
一部分评价需求并且抽取（并表示）类。这些类在整个应用的生命期内存在并
且是基于客户需求的语义而被导出的。
属性的静态视图。每个类必须被显式地描述，和类关联的属性对描述类
并且暗示了和类相关的操作。
关系的静态视图。对象以一系列方式相互“联接”，分析模型必须表示
出这些关系以便于标识操作（它们影响这些连接）及完成消息序列的设计。
行为的静态视图。上面所述的关系定义了一组适应于系统的使用场景（使
用实例）的行为，通过定义完成这些行为的一系列操作来实现。
通信的动态视图。对象间必须相互通信，并且基于导致系统从一个状态
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一系列事件来完成通信工作。
控制和时序的动态视图。必须描述导致状态变迁的事件的性质和时序。
如图 ２０－２ 所示， ｄｅ Ｃｈａｍｐｅａｕｘ 及其同事［ＣＨＡ９３］定义了一个稍有不
同的 ＯＯＡ 表示视图，针对对象内部和对象之间的表示来标识静态和动态成
分。对象内部的动态视图可被刻划为对象生命历史（ｏｂｊｅｃｔ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即，当对对象的属性执行各种操作，对象随时间发生的状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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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ON92］还提供了 23 种 OOA 方法和它们如何查找这些构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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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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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时序

图 ２０－２ ＯＯＡ 表示［ ＣＨＡ９３ ］通信时序

２０．４ ＯＯＡ 过程
ＯＯＡ 过程并不是从考虑对象开始，而是从理解系统的使用方式开始，如
果系统是人机交互的，则考虑被人使用的方式；如果系统是涉及过程控制的，
则考虑被机器使用的方式；或者如果系统协调和控制应用，则考虑被其他程
序使用的方式。定义了使用场景后，即开始软件的建模过程。
下面的几节定义一系列用于收集基本的客户需求并定义面向对象系统的
分析模型的技术。
２０．４．１ 使用实例
需求收集总是任何软件分析活动的第一步。如在第 １１ 章讨论的那样，需
求收集可以采用 ＦＡＳＴ 会议的形式，客户和开发者在一起定义基本的系统和软
件需求。基于这些需求，软件工程师（分析员）可以创建一组场景，每个场景
标识系统的一个使用序列。场景，经常称为使用实例［ＪＡＣ９２］，描述系统将
如何运作。
为了创建使用实例，分析员必须首先标识使用该系统或产品的不同类型
的人（或设备），这些参与者（ａｃｔｏｒ）真实地代表了当系统运行时人（或设备）
所扮演的角色，更正式地定义，参与者是存在于系统之外和系统或产品通信
的任何事物。
重要的是注意参与者和用户并不是相同的概念；一个典型的用户可能在
使用系统时扮演一系列不同的角色，而一个参与者表示一个外部实体类（经
常，但并不总是人），它只扮演一个角色。例如，某机器操纵者（用户），和某
制造设备的控制计算机交互工作，该设备包含了一组机器人和数值控制的机
器。在仔细的研究需求后，控制计算机的软件需要四种不同的交互模式（角
色）：编程模式、测试模式、监控模式和排除故障模式，因此，须定义四个参
与者：程序员、测试员、监控者和故障排除者。在某些情况下，机器操纵者
可以扮演所有这些角色，在其他情况，不同的人可能扮演不同的参与者的角
色。
和 ＯＯ 分析模型的其他方面一样，并不是在第一次递进时标识所有参与
者，有可能在第一次递进时标识出主要参与者［ＪＡＣ９２］，当更多的认识了系
统后再标识出次要的参与者。主要参与者交互工作以达到所需的系统功能并
从系统导出所需要的收益，它们直接地、频繁地和软件一起工作。次要参与
者用以支持系统，以使得主要参与者能够完成它们的工作。
一旦标识参与者后，使用实例就可以开发，使用实例描述了参与者和系
统交互的方式。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ＪＡＣ９２］ 提出了一组应该在使用实例中回答的问
题。参与者和系统交互的方式。
·参与者执行的主要任务或功能是什么？

·参与者将获取、生产或改变什么系统信息？
·参与者是否必须通知系统关于外部环境的改变？
·参与者希望从系统中得到什么信息？
·参与者是否希望得到关于未预料的改变的通知？
通常，使用实例仅仅是一段关于参与者和系统发生交互时所处的角色的
描述。
用在前几章讨论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系统来说明如何开发使用实例。回忆系
统的基本需求，我们可定义三个参与者：房主（用户）、传感器（连接于系统的
设备）以及监控和反应子系统（监控中心）。在此，我们仅考虑房主参与者，房
主和产品以以下一系列不同的方式交互：
·输入密码以允许所有其他交互进行。
·查询安全区域的状况。
·查询传感器的状况。
·在紧急情况时按下紧急按钮。
·启动／关闭安全系统。
下面是系统启动的使用实例：
１．房主观察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控制面板（图 １１－４）以确定系统是否已准
备好接收输入，如果未准备好，房主必须关闭窗户／门，以使系统就绪。（未
准备好的指示器表明某传感器是开着的，即，某道门或窗户是开着的。）
２．房主使用键盘键入四位密码，和存放在系统中的合法密码比较，如果
密码不符，控制面板将鸣叫一次并复位等待再次输入。如果密码正确，控制
面板等待进一步的动作。
３．房主选择并键入 ｓｔａｙ 或 ａｗａｙ（见图 １１－４）以启动系统，ｓｔａｙ 仅仅启
动外围传感器（不启动内部的运动检测传感器），ａｗａｙ 启动所有传感器。
４．当启动进行时，房主可以观察到一个红色警灯。
以类似的方式开发其他的房主交互的使用实例。要注意，必须仔细地复
审每个使用实例。如果交互的某些元素是含混不清的，对使用实例的复审将
可能指出问题。
每个使用实例提供了参与者和软件间交互的明确的场景，它也用于刻划
时序需求或对场景的其他约束。例如，在上面提到的使用实例中，需要在按
ｓｔａｙ 或 ａｗａｙ 键 ３０ 秒后，启动系统。可将该信息附加到使用实例中。
使用实例描述了对不同参与者产生不同感觉的场景，Ｗｙｄｅｒ［ＷＹＤ９６］建
议可以使用质量功能部署（ｑｕ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ＱＦＤ①）来为每个使
用实例确定加权优先级，为了完成此工作，对使用实例以系统定义的所有参
与者的观点进行评估，每个参与者② 对每个使用实例赋予不同的优先级（例
如，值从 １ 到 １０）。然后计算平均优先级，指明每个使用实例的主观的重要
性。当将迭代或增量过程模型使用于面向对象软件工程时，优先级将影响先
交付哪个系统功能。
２０．４．２ 类—责任—协作者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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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中主要讨论 QFD。

②

理论上，这些估算应该是由作为参与者的各个组织或商业功能代表未完成的。

一旦系统的基本使用场景确定后，则要开始标识候选类并指明它们的责
任和协作，类—责任—协作者（Ｃｌａ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ＣＲＣ）
建模［ＷＩＲ９０］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标识和组织与系统或产品需求相关的类的手
段。Ａｍｂｌｅｒ［ＡＭＢ９５］对 ＣＲＣ 建模的描述如下：
ＣＲＣ 模型实际上是一组表示类的标准的索引卡片的集合。卡片被分成三
个部分，在卡片的顶部为类的名字，在卡片体的左边列出类的责任，在右边
列出协作者。
实际上，ＣＲＣ 模型可以使用真实的或虚拟的索引卡片，其目的是开发一
个有组织的类的表示法。责任是和类相关的属性和操作，简单地说，责任是
“类知道或做的任何事情”［ＡＭＢ９５］。协作者是为某类提供完成责任所需要
的信息的类，通常，协作蕴含着对信息的请求或对某种动作的请求。
类
在第 １９ 章已讨论过标识类和对象的基本指南。总的来说，对象以一系列
不同的形式展示出来（１９．３．１ 节）：外部实体、事物、发生的事情或事件、角
色、组织单位、位置或结构。在软件问题的语境内标识这些对象的一种技术
是对系统的过程叙述进行语法分析，将所有名词变成潜在的对象，然而，并
非每个潜在对象都会成为最终对象。在第 １９ 章中定义了 ６ 条选择特征：保留
的信息、需要的服务、多个属性、公共属性、公共操作以及基本的需求，只
有满足所有这 ６ 条选择特征的潜在对象，才被考虑包含在 ＣＲＣ 模型中。
Ｆｉｒｅｓｍｉｔｈ［ＦＩＲ９３］扩展了上述的类的分类法，提出了如下类型：求，
只有满足所有这 ６ 条选择特征的潜在对象，才被考虑包含在 ＣＲＣ 模型中。
设备类。模拟外部实体，如传感器、发动机和键盘等。
属性类。表示问题环境的某些重要性质（例如，在抵押贷款应用语境中的
信用级别）。
交互类。模拟在其他对象间发生的交互（例如，购买或执照）。
此外，对象和类可以按以下特征进行分类：
有形性（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类是表示了有形的事物（如，键盘或传感器），还
是表示了抽象的信息（如，某预期的输出）？
包含性（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类是原子的（即，不包含任何其他类），还是聚
合的（包含至少一个被嵌套对象）？
顺序性（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类并发的（即，拥有自己的控制线程），还是顺
序的（被外面的资源控制）？
持续性（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类是短暂的（即，在程序运行中被创建和删除）、
临时的（在程序运行中被创建，在程序终止时被删除）还是永久的（存放在数据
库中）？
完整性（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类是易被侵害的（即，没有保护资源不受外界的影
响）、还是被保护的（类加强对其资源访问的控制）？
基于上述类的分类，要对作为 ＣＲＣ 模型一部分的“索引卡片”扩展以包
含类的类型及其特征（如图 ２０－３）。
责任
在第 １９ 章也讨论了标识责任（属性和操作）的基本指南。总而言之，属性
表示类的稳定特性，即为了完成客户规定的软件目标所必须保持的类的信
息，一般可以从对问题的范围陈述中抽取出或通过对类的本质的理解而辨识

出属性。可以通过对系统的过程叙述进行语法分析而抽取出操作，动词作为
候选的操作，每个为类选择的操作展示了类的某种行为。
Ｗｉｒｆｓ－Ｂｒｏｃｋ 及其同事［ＷＩＲ９０］给出了将责任分配到类的 ５ 条指南：
１．应该平均地分布系统智能。每个系统均包含一定程度的智能，即系统
知道什么会做什么。智能可以以一系列不同的方式在类间分布，“ 废 物
（ｄｕｍｐ）”类（几乎没有责任的类）作为“聪明（ｓｍａｒｔ）”类（有很多责任的类）
的服务提供者。虽然该方法使系统中的控制流程直接明了，但它也有一些缺
点：
·它将所有智能集中在一些类中，使修改更为困难。
·需要更多的类从而导致需要更多的开发工作量。
因此，系统智能应该在应用的类之间平均分布。因为每个对象仅仅知道
并做少量的事情（它们通常是被很好聚焦的），从而系统的内聚性得到改善。
此外，因为系统智能已经被分布在很多对象间，由于变化而引起的副作用将
被减弱。
为确定系统智能是否已被平均分布，须评估每个 ＣＲＣ 模型索引卡片上的
责任列表，确定是否某个类具有特别长的责任列表，这表明存在智能的集中。
此外，每个类的责任应该有相同的抽象层次，例如，在一个称为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的聚合类的操作列表中，有两个责任：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ｈｅ－ａｃｃｏｕｎｔ 和
ｃｈｅｃｋ－ｏｆｆ－ｃｌｅａｒｅｄ－ｃｈｅｃｋｓ，第一个操作（责任）蕴含了复杂的数学和逻辑过
程，第二个操作是一个简单的书记性活动。因为这两个操作在不同的抽象层
次，Ｃｈｅｃｋ－ｏｆｆ－ｃｌｅａｒｅｄ－ｃｈｅｃｋｓ 应该包含在聚合类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中的
类 Ｃｈｅｅｋ－ｅｎｔｙ 的责任中。
２．责任应该尽可能通用性地加以陈述。这个指南指出通用性责任（属性和
操作）应存在于类层次的高层（因为它们是类属的，它们适用于所有子类）。此
外，多态（第 １９ 章）应该用来定义总体上适用于超类但在每个子类中有不同实
现的操作。
３．信息和与其相关的行为应该存在同一类中。这体现了我们称为封装的
ＯＯ 原则（第 １９ 章），数据和操纵该数据的处理应该作为内聚的单元来封装。
４．关于一个事物的信息应该包含在单个类中，而不是分布在多个类中。
单个类应该承担存储和操纵特定信息类型的责任，通常，该责任不应该由一
组类分享。如果信息被分布，软件将变得更难于维护及测试。
５．当适当时候，在相关类间分享责任。在很多情况下，一系列相关对象
必须同时展示相同的行为。作为一个例子，考虑必须显示下列对象的视频游
戏：ｐｌａｙｅｒ、ｐｌａｙｅｒ－ｂｏｄｙ、ｐｌａｙｅｒ－ａｒｍｓ、ｐｌａｙｅｒ－ｈｅａｄ，每个对象均有自
己的属性（例如，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ｏｒ、ｓｐｅｅｄ），并且当用尸操纵
游戏杆时，所有对象必须被更新和显示。因此责任 ｕｐｄａｔｅ 和 ｄｉｓｐｌａｙ 必须被
上面的每个对象分享，当某些东西改变时，ｐｌａｙｅｒ 要知道所发生的改变并进
行更新，它和其他对象协作以完成新的位置或方向，但是每个对象控制自己
的显示。
协作者
类以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完成它们的责任：（１）类使用它自己的操作去操纵
它自己的属性，从而完成某一特定责任；（２）类可以和其他类协作。
Ｗｉｒｆｓ－Ｂｒｏｃｋ［ＷＩＲ９０］ 及其同事对协作定义如下：
协作表示了为完成客户的责任，对客户服务器的请求。协作是在客户和

服务器间合约的具体体现…。如果为了完成某责任，一个对象需要向其他对
象发送任何消息，则我们说该对象和另一个对象协作。单个协作流是单方向
的——表示从客户到服务器的请求。从客户的观点来看，它的每个协作是和
服务器实现某特殊责任相关联的。
协作标识了类之间的关系。当一组类一起协作以完成某需求时，可将它
们组织为子系统（这是一个设计问题）。
通过确定类是否可以自己完成每个责任来标识协作，如果不能，则它需
要和另一个对象交互，因此，产生协作。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①。作为启动过程的一部分（见 ２０．４．１
节中针对启动的使用实例），控制面板（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ｎｅｌ）对象必须确定是否任
一传感器是打开的，相应定义一名为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ａｔｕｓ 的责任。如
果传感器是打开的，控制面板对象必须将状况（ｓｔａｔｕｓ）属性设置为“未准备
好”。可以从 ｓｅｎｓｏｒ 对象获取传感器的信息。因此，仅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ｎｅｌ
和 ｓｅｎｓｏｒ 协作时才可以完成责任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ａｔｕｓ。
为了帮助标识协作者，分析员可以检查类之间的三种不同的类属关系
［ＷＩＲ９０］：（１）部分（ｉｓ－ｐａｒｔ－ｏｆ）关系，（２）获知（ｈａ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
关系，（３）依赖（ｄｅｐｅｎｄｓ－ｕｐｏｎ）关系。通过创建一个类－关系图（２０．４．４ 节），
分析员开发出标识这些关系所必需的连接。在下面的篇幅中，概略地讨论三
种类属关系。
所有是某聚合类的一部分的类通过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 关系同该聚合类连
接。考虑前面提到的为视频游戏定义的类，类 ｐｌａｙｅｒ－ｂｏｄｙ 同类 ｐｌａｙｅｒ 是
ｉｓ－ｐａｒｔｏｆ 关系，ｐｌａｙｅｒ－ａｒｍｓ、ｐｌａｙｅｒ－ｌｅｇｓ 和 ｐｌａｙｅｒ－ｈｅａｄ 与 ｐｌａｙｅｒ
间也是同样的关系。
当一个类必须从另一个类获取信息时，就建立 ｈａ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 关
系。前面提到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ａｔｕｓ 责任是 ｈａ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
关系的一个例子。
ｄｅｐｅｎｄｓ－ｕｐｏｎ 关系表示着两个类间存在由 ｈａ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 或 ｉｓ－
ｐａｒｔ－ｏｆ 所不能完成的依赖关系。例如，ｐｌａｙｅｒ－ｈｅａｄ 必须总是和 ｐｌａｙｅｒ
－ｂｏｄｙ 相连接（除非该视频游戏是特别暴力的），但每个对象仍可以在不直接
知道另一个对象的情况下存在。 ｐｌａｙｅｒ－ｈｅａｄ 对象的一个称为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的属性，将根据 ｐｌａｙｅｒ－ｂｏｄｙ 对象的 ｃｅｎｔ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属性来确
定，该信息是通过第三个对象 ｐｌａｙｅｒ 从对象 ｐｌａｙｅｒ－ｂｏｄｙ 获取的，因此，
ｐｌａｙｅｒ－ｈｅａｄｄｅｐｅｎｄｓ－ｕｐｏｎｐｌａｙｅｒ－ｂｏｄｙ。
在所有情形，将协作者类名记录在 ＣＲＣ 模型的索引卡片上衍生出该协作
的责任的旁边，因此，索引卡片包含一组责任和使得责任能够被完成的相应
的协作。
当已建好了一个完整的 ＣＲＣ 模型后，来自客户和软件工程组织的代表可
以使用下面的方法［ＡＭＢ９５］遍览该模型：
１．给所有参加（ＣＲＣ 模型）复审的人一个 ＣＲＣ 模型索引卡片的子集，有协
作关系的卡片要分开（即，没有任何复审者持有两张有协作关系的卡片）。
２．应该将所有使用实例场景组织为种类。
３．复审的负责人仔细地阅读使用实例，当复审负责人遇到一个命名对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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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将令牌传送给持有对应的类索引卡片的人员。例如，在 ２０．４．１ 节中讲
述的使用实例包含以下叙述：
１．房主观察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控制面板（图 １１－４）以确定系统是否已准备好接收
输入，如果尚未准备好，房主必须关闭窗户／门，以使系统就绪。（未准备好
的指示器表明某传感器是开着的，即，某道门或窗户是开着的。）
当复审负责人在 ｗｅ ｃａｓｅ 叙述中遇到“控制面板”，则将令牌传送给持
有“控制面板”卡片的人。短语“表明某传感器是开着的”需要一个包含可
确认此状态的责任（责任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ａｔｕｓ 达到此目的）的索引卡
片。在索引卡片上紧靠责任的地方是协作者 ｓｅｎｓｏｒ，则令牌又被传送给
ｓｅｎｓｏｒ 对象的索引卡片。
４．当传送令牌时，类卡片的持有者要描述卡片上记录的责任，小组将确
定是否一个（或多个）责任满足使用实例需求。
５．如果索引卡片上的责任和协作不能适应使用实例，则需对卡片进行修
改，这可能包括定义新类（及相应的 ＣＲＣ 索引卡片）或在现存卡片上刻划新的
或修订的责任或协作。这种做法持续至使用实例完成。
ＣＲＣ 模型是第一个关于 ＯＯ 系统的分析模型的表示，可以通过进行从系统
导出的被使用实例所驱动的复审来进行测试。
２０．４．３ 定义结构和层次
一旦已经使用 ＣＲＣ 模型标识了类和对象，分析员开始关注类模型的结构
及由类和子类所引致的类层次。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ＣＯＡ９１］建议应该从已标识
的类中导出其一般—特殊（ｇｅｎ－ｓｐｅｃ）结构。
例如，考虑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定义的 ｓｅｎｓｏｒ 对象，如图 ２０－４ 所示。这里，
一般类 ｓｅｎｓｏｒ 被细分为一组特殊类－ｅｎｔｒｙ ｓｅｎｓｏｒ、ｓｍｏｋｅ ｓｅｎｓｏｒ 和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类层次。
在其他情形，一个在初始模型中表示的对象可能实际上是由一组成员部
件（它们本身可能被定义为对象）构成，这些聚合的对象可以表示为整体一部
分（ｗｈｏｌｅ－ｐａｒｔ）结构［ＣＯＡ９１］，并用在图 ２０－５ 中的标志法来定义。三角
表示组装关系。要注意，可以用附加的符号（图中未显示）来增强连接线以表
示基数。这些是从第 １２ 章讨论的实体—关系建模符号借用过来的。
结构表示为分析员提供了划分 ＣＲＣ 模型并图形地表示划分的工具，每个
类的扩展为复审和后继的设计提供了所需的细节。

２０．４．４ 定义主题和子系统
复杂系统的分析模型可以包含成百个类和许多个结构，为此，有必要定
义一种简洁的表示法，它是前面描述的 ＣＲＣ 和结构模型的摘要。
当类的某个子集相互协作以完成一组内聚的责任时，它们常被称为主题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ＣＯＡ９１］ 或子系统［ＷＩＲ９０］。主题和子系统都是一种抽象，提
供了指向分析模型中更细节内容的引用或指针。当从外界观察时，主题或子
系统可被视为黑盒子，它包含了一组责任并且有自己的（外界）协作者。子系

统和其外界协作者间实现一份或多份合约（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一份合约是协作者可
以对子系统①进行的一组特定请求的清单。
子系统可以在 ＣＲＣ 建模的语境内通过创建一个子系统索引卡片来表示。
子系统索引卡片标明子系统的名字、子系统必须服务的合约以及支持合约的
类或（其他）子系统。
主题在目的和内容上和子系统是相同的，但是主题可被图形化地表示，
例如，假定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控制面板远远比图 ２０－５ 所示的控制面板复杂，包含
了多个显示区域、复杂的键盘安排以及其他特性，它可被以如图 ２０－６ 所示
的整体—部分结构的方式建模。如果整体需求模型包含许多这种的结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不存在这种情况），要一次给出完整的表示是困难的。通过定义如
图 ２０－６ 所示的主题引用，整个结构可以通过单个图符（矩形）来加以引用。
通常对多于 ５ 到 ６ 个对象的任何结构创建主题引用。
在最抽象的层次，ＯＯＡ 模型将只包含类似图 ２０－７ 顶部所示的主题引用，
每个引用将被扩展为一个结构。控制面板（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ｎｅｌ）和传感器（ｓｅｎｓｏｒ）
对象的结构（图 ２０－６ 和图 ２０－４）已经给出，如果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ｓｏｒ ｅｖｅｎｔ 和
ａｕｄｉｂｌｅ ａｌａｒｍ 对象需要多于 ５ 到 ６ 个的分类或组装对象，则也可创建相互
的结构。
在图 ２０－７ 顶部所示的双向箭头表示在主题引用内部的对象间通信（消
息）的路径，这是作为在下一节所述的建模活动的结果而导出的。
２０．５ 对象—关系模型
在前几节中使用的 ＣＲＣ 建模方法已经建立了类和对象关系的首要因素。
建立关系的第一步是理解每个类的责任，ＣＲＣ 模型索引卡片包含了一系列责
任。第二步是定义那些有助于完成责任的协作者类，这建立了类间的“连接”。
关系存在于任意两个相连接①的类之间，因此，协作者总是以某种方式相
关的。最常见的关系类型是二元关系——在两个类之间存在的连接。当在 ＯＯ
系统的语境内讨论时，二元关系有确定的方向①，这是根据哪个类扮演客户角
色及哪个类作为服务器而定义的。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及其同事［ＲＡＭ９１］建议可以通过检查对系统的范围或使用实
例的陈述中的动词或动词短语而导出关系。使用语法分析，分析员分离出如
下动词：指明物理位置的动词（ｎｅｘｔｔｏ、ｐａｒｔ 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指明通信
的动词（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ｓ ｔｏ、ａｃｑｕｉｒｅｓ ｆｒｏｍ）、指明所有权的动词（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ｂｙ、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以及指明条件满足的动词（ｍａｎａｇｅ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这些提供了对关系的暗示。
对对象的关系模型已经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图形符号（ 如参考文献
［ＣＯＡ９１］、［ＲＡＭ９１］、［ＥＭＢ９２］、［ＢＯＯ９４］），虽然各自使用自己的符号体
①

回顾一下与客户/服务器方法有关的分类原则，在此子系统是指服务器和外部与客户的协作者。

①

“关系（Relationship）”术语的其他说法是“相关（association）”［RAM91］和“连接（connection）”

［COA91］。
①

第 12 章的数据模型中关系的自然双向特性的区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系，但所有均是自第 １２ 章讨论的实体—关系建模技术演变而来。本质上，对
象通过指定的关系和其他对象连接。规定连接的基数（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ｔｙ）（见第 １２
章）并建立整体的关系网络。
对象—关系模型（如实体—关系模型一样）可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导出：
１．利用 ＣＲＣ 索引卡片，可以画出协作者对象的网络。图 ２０－８ 表示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对象间的类连接，首先对象被用无标记的线连接（图中未显示），这
表示在被连接的对象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２．复审 ＣＲＣ 模型索引卡片，评估责任和协作者，命名未标记的连接线。
为了避免含混不清，用箭头指明关系的方向（图 ２０－８）。
３．一旦已经建成命名的关系，对每个端评估以确定基数（图 ２０－８）。存
在四种选项：０—１、１—１、 Ｏ—多、或 １—多，例如，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包含一
个的控制面板（１∶１ 基数符号指明这个关系），至少有一个被控制面板检测的
传感器，然而，可能存在很多传感器（１∶ｍ 符号指明这个关系），一个传感器
可以识别从 ０ 到很多传感器事件（如，烟雾被检测到或闯入事件发生）。
持续进行以上步骤，直至得到一个完全的对象—关系模型。
通过建立对象—关系模型，分析员为整体的分析模型增加了另一维。不
仅标识了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且定义了所有重要的消息路径（第 １９ 章）。在对
图 ２０－７ 的讨论中，我们提到了连接主题符号的箭头，这些也是消息路径，
每个箭头蕴含了模型中子系统之间的消息交换。
２０．６ 对象—行为模型
ＣＲＣ 模型和对象—关系模型表示了 ＯＯ 分析模型中的静态元素，现在我们
转向讨论 ＯＯ 系统或产品的动态行为。为达到此目标，我们必须将系统的行为
表示为特定事件和时间的函数。
对象—行为模型指明 ＯＯ 系统如何相应外部事件或激励。为了创建该模
型，分析员必须完成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
１．评估所有的使用实例（２０．４．１ 节）以完全地理解系统中交互的序列。
２．标识驱动交互序列的事件，理解这些事件如何和特定的对象相关联。
３．为每个使用实例创建事件轨迹［ＲＡＭ９１］。
４．为系统建造状态—变迁图。
５．复审对象—行为模型以验证精确性和一致性。
上面的每个步骤将在以下节中讨论。
２０．６．１ 用使用实例标识事件
如在 ２０．４．１ 节中所述，使用实例（ｕｓｅ ｃａｓｅ）表示了涉及参与者和系统的
一系列活动。通常，当 ＯＯ 系统和参与者（记住，参与者可以是人、设备甚或
外部系统）交换信息时，引发一个事件。回忆在第 １２ 章的讨论，重要的是注
意到事件是布尔量，即，事件不是已经被交换的信息，而是信息已经被交换
这样一个事实。
为指出信息交换检查使用实例，例如，回忆在 ２０．４．１ 节中描述的使用实
例：

１．房主观察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控制面板（图 １１－４）以确定系统是否已准备好接收
输入，如果系统未准备好，房主必须地关闭窗户／门，以使系统就绪。（未准
备好的指示器表明某传感器是开着的，即，某道门或窗户是开着的。）
２．房主使用键盘键入四位密码，和存放在系统中的合法密码比较，如果
密码不符，控制面板将鸣叫一次并复位等待再次输入。如果密码正确，控制
面板等待进一步的动作。
３．房主选择并键入 ｓｔａｙ 或 ａｗａｙ（见图 １１－４）以启动系统，ｓｔａｙ 仅仅启动
外围传感器（不启动内部的运动检测传感器），ａｗａｙ 启动所有传感器。
４．当启动进行时，房主可以观察到一个红色警灯。
上面给出的使用实例场景中带下划线的部分表示事件。应该对每个事件
标识一个参与者，给出被交换的信息并且指明任何条件和约束。
作为典型事件的例子，考虑有下划线的使用实例短语房主使用键盘键入
四位密码。在 ＯＯ 分析模型的语境内，参与者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发送一个事件给对象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ｎｅｌ，这个事件可被称为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ｅｎｔｅｒｅｄ；传送的信息是构成
密码的四位数字，但这不是行为模型的本质构成部分。要注意：某些事件对
使用实例的控制流有直接的影响，而其他一些事件对控制流无直接影响。例
如，事件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ｅｎｔｅｒｅｄ 对使用实例的控制无直接改变，但是事件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从将密码与存在系统中的合法密码进行比较的交互过程中导出）的
结果将对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信息和控制流有直接影响。
一旦标识完所有事件，它们即被分配给所涉及的对象。参与者（外部实体）
和对象负责生成事件（例如，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生成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ｅｎｔｅｒｅｄ 事件）或识别
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件（例如，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ａｎｅｌ 识别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事件的
二元结果）。
２０．６．２ 状态表示
在 ＯＯ 系统语境内，须考虑两种不同的状态特征：
·当系统执行其功能时每个对象的状态。
·当系统执行其功能时从外界观察到的系统的状态。
一个对象的状态有被动（ｐａｓｓｉｖｅ）和主动（ａｃｔｉｖｅ）两种特征［ＣＨＡ９３］。
被动状态仅是简单的对象所有属性的当前状况，例如，聚合对象 ｐｌａｙｅｒ（在
前面讨论的视频游戏应用中）的被动状态包括 ｐｌａｙｅｒ 的当前位置（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和方位（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对象属性 ）以及和游戏相关的其他特征（ 如，指明
ｍａｇｉｃ ｗｉｓｈ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的属性）。主动状态是当对象经历连续的变换或处理
时的当前状况，对象 ｐｌａｙｅｒ 可能有如下主动状态：ｍｏｖｉｎｇ、ａｔ ｒｅｓｔ、ｉｎｊｕｒｅｄ、
ｂｅｉｎｇ ｃｕｒｅｄ、ｔｒａｐｐｅｄ、ｌｏｓｔ 等等。必须发生某一事件（有时称为触发）来促
使对象从一个主动状态过渡到另一个主动状态。对象—行为模型的组成成分
仅仅对对象的主动状态及促使对象于不同的主动状态间转变的事件（触发）的
简单表示。图 ２０－９ 给出了在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中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ａｎｅｌ 对象的主动状
态的简单表示。
图 ２０－９ 中的每个箭头代表了从对象的一个主动状态到另一个主动状态
的转变，每个箭头的标记代表触发转变的事件。虽然主动状态模型提供了对
对象的“生命历史”的有用的深入了解，但仍有可能刻划其他附加信息以更

深入地理解对象的行为。除了刻划导致转变发生的事件外，分析员还可以规
定保护条件（ｇｕａｒｄ）和动作（ａ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９３］ 。保护条件是一个布尔变量是
转变要发生所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例如，图 ２０－９ 中从“ａｔ ｒｅｓｔ”状态到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状态的转变的保护条件可以通过检查使用实例来确定：
如果（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ｉｎｐｕｔ＝４ ｄｉｇｉｔｓ）那么发生到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的转变；
通常，转变的保护条件依赖于对象的一个或多个属性的值，换句话说，
保护条件依赖于对象的被动状态。
动作和转变并发或作为转变的结果而发生，并且通常涉及对象的一个或
多个操作（责任），例如，和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ｅｎｔｅｒｅｄ 事件相（图 ２０－９）连接的动作
是输入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对象并逐位进行比较以校验输入的密码的操作。
ＯＯＡ 行为表示的第二种类型考虑对整体产品或系统的状态表示，它包含
一个用以指明事件如何引起从对象到对象的转变的简单的事件轨迹模型
［ＲＡＭ９１］，以及一个描述每个对象的处理行为的状态转变图。
一旦已经为使用实例标识出事件后，分析员要创建一个对事件如何导致
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的流的表示，称为事件轨迹（ｅｖｅｎｔ ｔｒａｃｅ），该表示
是使用实例的简化版本，它表示了引致行为从对象流向对象的关键对象和事
件。
图 ２０－１０ 给出了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部分事件轨迹，每个箭头表示一个事
件（从某使用实例导出）并指明事件如何在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对象之间引导行为。第一
个事件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ａｄｙ 是从外部环境导出的并引导行为到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房主输
入密码，事件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ｓ ｂｅｅｐ 和 ｂｅｅｐ ｓｏｕｎｄｅｄ 指明如果密码不符时如何引
导行为，合法的密码导致返回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其余的事件和轨迹遵从系统被启
动或关闭时的行为。
一旦确定完全的事件轨迹后，所有引致系统对象间的转变的事件可以被
分为输入事件集和输出事件集（从一个对象），这可以使用事件流图（ｅｖ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来表示［ＲＡＭ９１］。所有流入和流出某对象的事件以图 ２０－１１
所示的方式标注。可以用状态—变迁图（第 １２ 章）来表示和每个类的责任相关
联的行为。①
和第 １２ 章提出的结构化分析图一样，图形表示形成了 ＯＯ 分析模型的基
础，并且为软件需求规约的创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２０．７ 小结
面向对象分析方法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通过对对象、属性和操作（作为主
要的建模成分）的表示来对问题建模。在文献中已经提出了大量的不同的面向
对象分析方法，但是所有方法均有一组共同的特征：（１）类和类层次的表示；
（２）对象—关系模型的创建；（３）对象—行为模型的导出。
面向对象系统的分析发生在很多不同的抽象层次，在业务或企业层，和
ＯＯＡ 关联的技术可以同信息工程方法相结合，该技术通常称为领域分析；在
应用层，对象模型着重于特定的客户需求，因为这些需求影响将被建造的应
用。
ＯＯＡ 过程从定义使用实例（描述 ＯＯ 系统如何被使用的场景）开始；然后应
用类—责任—协作者（ＣＲＣ）建模技术来为类和它们的属性与操作建立文档，这

也提供了在对象间的协作的初始视图；再下一步是对象的分类和类层次的创
建。可使用子系统（主题）可用于封装相关的对象，对象—关系模型提供了对
象间如何相互连接的标记，而对象—行为模型指明了个体对象的行为和 ＯＯ
系统的整体行为。
思考题
２０．１ 选择 ５ 种面向对象分析方法和结构化分析方法（第 １２ 章）并用
Ｆｉｃｈｍａｎ 和 Ｋｅｍｅｒｅｒ［ＦＩＣ９２］（２０．１．１ 节）提出的建模维数对它们进行比较。
１２ 章）并用 Ｆｉｃｈｍａｎ 和 Ｋｅｍｅｒｅｒ
２０．２ 为在 ２０．１．２ 节中讨论的 ＯＯＡ 方法之一准备一份讲课稿。结合一个
简单的例子讨论该方法，并标注那些使用独特的符号或方法的地方。
２０．３ 对下列领域之一进行概略的领域分析：
ａ．大学学生成绩记录系统
ｂ．联机服务
ｃ．银行的客户服务
ｄ．视频游戏开发
ｅ．老师建议的应用领域
分离出那些可以被领域中一组应用所使用的类。
２０．４ 用你自己的话描述 ＯＯ 系统的静态和动态视图间的不同。
２０．５ 为在本书中讨论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写出使用实例，使用实例应该强
调定义安全区域所需的场景。安全区域包含一组可以作为整体而不是以个体
方式来定位、启动和关闭的传感器。可以定义多达 １０ 个安全区域。以发挥你
的创造力，但是仍需在本书前面定义的控制面板的范围内。
２０．６ 为在思考题 １２．１３ 中引入的 ＰＨＴＲＳ 系统开发一组使用实例，你必须
给出假设一组用户和系统交互的方式。
２０．７ 为表 ２０－１ 或你的老师建议的产品或系统开发一组使用实例；对应
用领域进行研究并和你的同学举行 ＦＡＳＴ 会议（第 １１ 章）以确定基本需求（老师
将帮助进行协调）。
表 ２０ － １

为 思 考 题 ２０．７ 到 ２０．１２ 所 建 议 的 应 用

在思考题 １２．１３ 引入的 ＰＨＴＲＳ 应用
个人计算机的字处理系统的软件
煤气涡轮机的实时测试监控系统

（续）
在思考题 １２．１３ 引入的 ＰＨＴＲＳ 应用
制造控制系统的软件
你选定的视频游戏的软件
电子表格应用
基于 ＰＣ 的 ３Ｄ 图形包
老师建议的系统

２０．８ 为在思考题 ２０．７ 中选择的产品或系统开发一组完全的 ＣＲＣ 模型索
引卡片。
２０．９ 和同学一起，对思考题 ２０．８ 中开发的 ＣＲＣ 模型索引卡片进行复审，
作为复审的结果，加入了多少附加的类、责任和协作者？
２０．１０ 为在思考题 ２０．７ 中选择的产品或系统开发类层次。
２０．１１ 为在思考题 ２０．７ 中选择的产品或系统开发一组子系统。
２０．１２ 为在思考题 ２０．７ 中选择的产品或系统开发对象—关系模型。
２０．１３ 为在思考题 ２０．７ 中选择的产品或系统开发对象—行为模型。确保
列出了所有事件，提供了事件轨迹，开发了事件流图，为每个类并定义了状
态图。
２０．１４ 用你自己的话，描述如何确定类的协作者。
２０．１５ 你建议是什么策略来为一组类定义子系统？
２０．１６ 在对象—关系模型的开发中，基数扮演了什么角色？
２０．１７ 对象的被动状态和主动状态间有什么不同？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已有很多书籍涉及面向对象分析。在选择书籍之前，读者应该首先选择
适合自己需要的 ００Ａ 方法，然后再选择关于该方法的书籍。对可用方法的很
好的概述可见［Ｍ０Ｎ９２］和需要的［ＦＩＣ９２］。
对 ＯＯＡ 的详细讨论可见文献［ＢＥＲ９３］，［ＢＯＯ９４］，［ＣＨＡ９３］，［ＣＯＡ９１］，
［ＦＩＲ９３］，
［ＪＡＣ９２］，
［ＲＡＭ９１］和［ＷＩＲ９０］。此外， Ｓｈｌａｅｒ 和 Ｍｅｌｌｏｒ（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２），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Ｏｄｅｌｌ（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２），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和 Ａｌｇ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２），和 Ｌｏｒｅｎｚ（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３）等的书籍包含
了 有 用 的 讨 论 。 Ｙｏｕｒｄｏｎ 和 Ａｒｇｉｌ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Ｏｂｊｅｃ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给出了两个现实的
实例研究，详细讨论了 ＯＯＡ 过程。Ｃｏｎｎｅｌｌ 和 Ｓｈａｆ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ａｐｉｄ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４）以及 Ｋｒｉｅｆ（Ｕｓ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Ｒａｐｉｄ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对原型的 ＯＯ
技术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
和第 １９ 章相同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信息源也可用于 ＯＯ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新闻组

ｃｏｍｐ．ｏｂｊｅｃｔ 是关于 ＯＯＡ 方法和工具的信息、讨论和争论的有用的信息源。
该新闻组的 ＦＡＱ 包含了 ＯＯＡ 方法的概述以及到其他参考文献的指针，其网址
如下：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ｍｕ．ｅｄｕ／Ｗｅｂ／Ｇｒｏｕｐｓ／ＡＩ／ｈｔｍｌ／ｆａｑｓ／ｌａｎｇ／ｏｏｐ／ｆａｑ．ｈｔｍｌ
有时可在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 和 ｃｏｍ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找到对 ＯＯＡ 问题
的讨论，可以找到 ＥｄｗａｒｄＢｅｒａｒｄ 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可在下面网址选择“ｏｎ－ｌｉｎ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ｏａ．ｃｏｍ
其他的关于 ＯＯＡ 和对象技术的一般性信息可在下面网址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
很多关于 ＯＯＡ 论文和书籍的参考文献可在下面网址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ｒａ２．ｃｏｍ／ｏｂｊｅｃｔ．ｈｔｍ
关于面向对象分析的 ＷＷＷ 文献的最新列表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到。

第 ２１ 章

面向对象设计

面向对象设计（ＯＯＤ）将用面向对象分析（第 ２０ 章）所创建的分析模型转变
为将作为软件构造的蓝图的设计模型和传统软件设计方法不同，ＯＯＤ 实现一
个完成一系列不同的模块性等级的设计。主要的系统构件被组织为称为子系
统的系统级“模块”，数据和操纵数据的操作被封装为对象——一种作为 ＯＯ
系统的构造块的模块形式。此外，ＯＯＤ 必须描述属性的特定数据组织和个体
操作的过程细节，这些表示了 ＯＯ 系统的数据和算法片，从而实现整体模块
性。
面向对象设计的独特性在于其基于四个重要的软件设计概念——抽象、
信息隐蔽、功能独立性和模块性（第 １３ 章）建造系统的能力。所有的设计方法
均力图建造有这些基本特征的软件，但是，只有 ＯＯＤ 提供了使设计者能够以
较少的复杂性和折衷达到所有这四个特征的机制。
软件设计者的工作可能是使人畏缩的，Ｇａｍｍａ［ＧＡＭ９５］及其同事给出了
对 ＯＯＤ 的适当的精确的描述：
设计面向对象的软件是困难的，设计可复用的面向对象的软件更加困
难。你必须找到适当的对象、以适当的粒度将它们转化为类的因子、定义类
接口和继承层次以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键关系。你的设计应该针对于手边的
问题，但也应足够通用化以适应将来的问题和需求。你也应避免重复设计，
至少应使重设计减少到最小程度。有经验的面向对象设计者将告诉你虽然不
是不可能在第一次就达到目标，但可复用的灵活的设计是困难的。在设计完
成前，他们通常尝试复用几次，并每次做一些修改。
面向对象设计、面向对象编程和面向对象测试是构造 ＯＯ 系统的活动，在
本章，我们考虑其中的第一步。
２１．１ 面向对象系统的设计
在第 １３ 章，我们介绍了针对传统软件的设计金字塔的概念，四个设计层
次——数据、体系结构、界面和过程——被一一定义和讨论。对面向对象系
统，我们也可以定义一个设计金字塔，但是层次略有不同，如图 ２１－１ 所示，
ＯＯ 设计金字塔的四个层次是：
子系统层。包含每个子系统的表示，这些子系统使得软件能够满足客户
定义的需求，并实现支持客户需求的技术基础设施。
类和对象层。包含类层次，它们使得系统能够以通用化方式创建并不断
逼近特殊需求，这层也包含了每个对象的设计表示。
消息层。包含使得每个对象能够和其协作者通信的细节，本层建立了系
统的外部和内部接口。
责任层。包含针对每个对象的所有属性和操作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设
计。
设计金字塔着重于特定产品或系统的设计，然而，应该注意，存在另一
个设计“层”，该层形成了金字塔的基础。基础层着重于领域对象（在本章后
面称为设计模式）的设计，领域对象通过提供对人机界面活动、任务管理和数
据管理的支持，在建造 ＯＯ 系统的基础设施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领域对象也

可以被用于应用系统本身的设计。
２１．１．１ 传统方法和 ＯＯ 方法
传统的软件设计方法使用清楚的符号和一组启发规则将分析模型映射为
设计模型，回忆图 １３－１，传统分析模型的每个元素被映射到设计模型的一
个或多个层次内。和传统软件设计一样，ＯＯＤ 使用数据设计（当属性被表示
时）、接口设计（当开发消息模型时）以及过程设计（在操作的设计中）。然而，
体系结构的设计是不同的，和使用传统软件工程方法导出的体系结构设计不
一样，ＯＯ 设计并不展示层次化的控制结构①，事实上，ＯＯ 设计的“体系结构”
更多地关心伴随着控制流程的对象间的协作。
虽然在传统设计模型和 ＯＯ 设计模型间确实存在相似性，我们已经选择重
命名设计金字塔的层次以更精确地反应 ＯＯ 设计的本质。图 ２１－２ 给出了 ＯＯ
分析模型（第 ２０ 章）和将其导出②的设计模型之间的关系。
子系统设计通过考虑整体客户需求（用使用实例表示）和外部可观察的事
件和状态（对象—行为模型）而导出的类和对象设计通过对包含在 ＣＲＣ 模型中
的属性、操作和协作的描述的映射得来的；消息设计由对象—关系模型导出；
责任设计利用 ＣＲＣ 模型中的属性、操作和协作导出。
Ｆｉｃｈｍａｎ 和 Ｋｅｍｅｒｅｒ［ＦＩＣ９２］提出了可用来比较各种传统的和面向对象
的设计方法的 １０ 种设计建模成分：
１．模块层次的表示。
２．数据定义的规约。
３．过程逻辑的规约。
４．端到端处理序列的指明。
５．对象状态和转变的表示。
６．类及层次的定义。
７．将操作赋予类。
８．详细的操作定义。
９．消息连接的规约。
１０．独有服务的标识。
因为有很多传统的以及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所以很难在两种方法间进
行一般性的比较。然而，我们可以说，建模维数 ５ 到 １０ 是结构化方法（第 １４
章）或其派生方法所不支持的。
２１．１．２ 设计问题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Ｍｅｙｅｒ［ＭＥＹ９０］建议了 ５ 种标准来判断设计方法的模块化的能
力，并将它们和面向对象设计相联系：
·分解性（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ａｂｉｌｉｔｙ）——一种设施，设计方法利用它帮助设计者
将一个大型问题分解为易于求解的子问题。
①

请回顾一下第 13 章中讨论的各主要控制结构的表示。

②

值得注意的是导出不总是直接完成的。详细讨论请见［DAV95］。

·组装性（ｃｏｍｐｏｓａｂｉｌｉｔｙ）——一种级别，当设计方法保证当程序构件（模
块）一旦被设计和建造到此级别后，即可被复用去创建其他系统。
·易理解性（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一种简单度，程序构件在此简单度
下，不参考其他信息或其他模块即可被理解。
·连贯性（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在程序中进行小的修改的能力以及使这些修
改在仅仅一个或很少的几个模块中发生对应修改下展示自己的能力。
·保护性（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一个体系结构特征，它将在给定模块中发生
错误时减少副作用的传播。
根据这些标准，Ｍｅｙｅｒ［ＭＥＹ９０］建议了可为模块化体系结构导出的 ５ 种
基本设计原则：（１）语义模块单元；（２）很少的接口；（３）小的接口（弱耦合）；
（４）显式的接口；以及（５）信息隐蔽。
对应于所用语言中的语法单元；模块被定义为语义模块单元（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ｕｎｉｔｓ），［ＭＥＹ９０］，即，所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应该有支持被直接
定义的模块性的能力，例如，如果设
普叽唇ㄒ桓鲎永 蹋 词故谴 车
某绦蛏杓朴镅裕ㄈ纾現 ｏｒｔａｒａｎ、Ｃ、Ｐａｓｃａｌ）也可以实现它为一个语法单元，
但是，如果定义一个包含数据结构和过程并将它们标识为单个单元的包
（ｐａｃｋａｇｅ），则需要如 Ａｄａ 的语言（或其他面向对象语言）以便可直接在语言句
情中表示这种类型的模块。
为了达到低耦合（在第 １３ 章中引入的设计概念），模块间接口的数量应该
最小化（很少的接口）并且在接口间传递的信息量也应该最小化（小的接口）。
当模块通信时，它们应该以明显的和直接的方式进行（显式的接口）。例如，
如果模块 Ｘ 和模块 Ｙ 通过一个全局数据区域进行通信（在第 １３ 章我们称为公
共耦合），它们便违反了显式接口的原则，因为模块间的通信对外部观察者来
说是不明显的。最后，当关于模块的所有信息对外界访问是隐蔽的时，我们
达到了信息隐蔽的原则，除非该信息被特别地定义为“公共信息”。
在本节中提出的设计标准和原则可以被应用于任意设计方法（如，我们可
以应用它们于结构化设计），然而，如我们将看到，面向对象设计方法比其他
方法能更高效地达到每个标准，并产生模块化的体系结构以允许我们更有效
地满足每条模块性标准。
２１．１．３ ＯＯＤ 概述
在第 ２０ 章我们给出了一组流行 ＯＯＡ 方法的概述，每个方法都有对应的
ＯＯＤ 过程，它衍生出一组设计表示和符号体系以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以一致
的方式创建设计模型。在下面篇幅中，概括介绍对应的 ＯＯＤ 方法①，目的是提
供方法作者②建议的 ＯＯＤ 过程的概述。
Ｂｏｏｃｈ 方法
我们已在第 ２０ 章中提到，Ｂｏｏｃｈ 方法［ＢＯＯ９４］包含“微开发过程”和
“宏开发过程”，微层次定义了可在宏过程的每一步被复用的一组设计任务。
因此，演进的进程得以维持。对 Ｂｏｏｃｈ 的 ＯＯＤ 微开发过程的概述如下：
体系结构计划：
①

通常，OOD 方法以方法开发者的名字来命名，即使方法已有一个给定的名字或缩略词代号。

②

过程描述中的多个步骤的许多详细含义将在第 21.3 和 21.4 中讨论。

·将相似的对象聚集于独立的体系结构区间。
·根据抽象层次对对象分层。
·标识相关的场景。
·创建设计原型。
·通过将设计原型应用到使用场景来校验设计原型。
战术的设计：
·定义领域独立的方针（即，管理操作和属性的使用的“规则”）。
·为存储管理、错误处理和其他基础设施功能定义领域特定的方针。
·开发一个描述这些方针的语义的场景。
·为每个方针创建一个原型。
·装备并精化原型。
·复审每个方针以保证“它传播了它的体系结构设想”［ＢＯＯ９４］。
发布计划：
·根据优先级组织在 ＯＯＡ 中开发的场景。
·将对应的体系结构发布分配给场景。
·增量地设计和构造每个体系结构发布。
·根据需要调整增量发布的目标和进度。
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 方法
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 的 ＯＯＤ 方法［ＣＯＡ９１］是通过研究“有效的面向对象设
计者”如何完成他们的设计而开发的，该方法不仅强调应用而且强调应用的
基础设施。对 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 的 ＯＯＤ 过程概述如下：问题域部分：
·组合所有的领域特定类。
·为应用类设计适当的类层次。
·当适当时，简化继承。
·精化设计以改善性能。
·开发和数据管理构件的接口。
·当需要时，精化并加入低层的对象。
·复审设计并审查对分析模型的任何增补。人机交互部分：
·定义人员参与者。
·开发任务场景。
·设计用户命令层次。
·精化用户交互序列。
·设计相关的类和类层次
·适当时集成 ＧＵＩ 类。
任务管理部分：
·标识任务的类型（如，事件驱动、时钟驱动）。
·建立优先级。
·标识作为其他任务的协调者的任务。
·为每个任务设计合适的对象。
数据管理部分：
·设计数据结构和布局。
·设计管理数据结构所需的服务。
·标识可以协助实现数据管理的工具。
·设计适当的类和类层次。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方法
ＯＯＳ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ＡＣ９２］的设计活动
是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开发的专属的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ｙ 方法的简化版本，该设计模型强调对
ＯＯＳＥ 分析模型的可追踪性。对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的 ＯＯＤ 过程概述如下：
·适应性修改以使得理想化的分析模型适合现实世界环境的要求。
·创建块（ｂｌｏｃｋｓ）作为主要设计对象①。
定义块去实现相关的分析对象。
标识界面块、实体块和控制块。
描述在执行中块如何通信。
标识在块之间传送的刺激及它们的通信顺序。
·创建一个显示了刺激如何在块间传送的交互图。
·组织块为子系统。
·复审设计工作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方法
对象建模技术（ＯＭＴ）［ＲＡＭ９１］包含了一个设计活动，它鼓励在两个不同
的抽象级别上进行设计。系统设计着重于构造一个完全的产品或系统所需的
构件的布局，对象设计强调个体对象的详细布局。对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的 ＯＯＤ 过程概
述如下：
·进行系统设计
划分分析模型为子系统。
标识由问题所指令的并发性。
将子系统分配到处理器和任务。
选择实现数据管理的基本策略。
标识全局资源及访问它们所需的控制机制。
为系统设计适当的控制机制。
考虑如何处理边界条件。
复审并考虑权衡。
·进行对象设计
从分析模型选择操作。
为每个操作定义算法。
选择适应于算法的数据结构。
定义任意的内部类。
修订类组织以优化对数据的访问并改善计算效率。
设计类属性。
·实现在系统设计中定义的控制机制。
·调整类结构以加强继承性。
·设计消息序列以实现对象关系（关联）。
·包装类和关联为模块。
我们已在第 ２０ 章提到，合并 Ｂｏｏｃｈ 和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方法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ＢＯＯ９６］［ＬＯＣ９６］。
Ｗｉｒｆｓ－Ｂｒｏｃｋ 方法
Ｗｉｒｆｓ－Ｂｒｏｃｋ［ＷＩＲ９０］定义了技术任务的连续统一体，分析通过它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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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是一个设计抽象；它可能是代表某个集合对象。

地过渡到设计。对 Ｗｉｒｆｓ－Ｂｒｏｃｋ 方法的设计相关的任务概述如下：
·为每个类构造协议①。
精化对象间的合约为精化的协议。
设计每个操作（责任）。
设计每个协议（接口设计）。
·为每个类创建设计规约。
详细描述每个合约。
定义私有责任。
为每个操作刻划算法。
标注特殊的考虑和约束。
·为每个子系统创建设计规约。
标识所有被封装的类。
详细描述子系统是服务器的合约。
标注特殊的考虑和约束。
虽然这些 ＯＯＤ 方法的术语和过程步骤各不相同，但是，整体的 ＯＯＤ 过程
基本是一致的。为了完成面向对象设计，软件工程师要执行下列的类属步骤：
·以可实现的方式描述每个子系统。
将子系统分配到处理器和任务。
选择实现数据管理、界面支持和任务管理的设计策略。
为系统设计合适的控制机制。
复审并考虑权衡。
·对象设计：
在过程级别设计每个操作。
定义任意内部类。
为类属性设计内部数据结构。
·消息设计：
使用对象间的协作和对象—关系模型，设计消息模型。
·复审设计模型并在需要时迭代。
要注意，本节讨论的设计步骤是递进的，即，它们可以被增量地执行，
伴随着附加 ＯＯＡ 活动，直至完成完整的设计。
２１．２

ＯＯ 设计模型的类属成分

有时很难明确区分面向对象分析（第 ２０ 章）和面向对象设计①。本质上，
面向对象分析（ＯＯＡ）是一个分类活动，即分析问题力图确定在开发解决方案时
可应用的对象类，同时确定对象关系和行为。面向对象设计（ＯＯＤ）使得软件工
程师能够确定从类中导出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如何相互关联，此外，ＯＯＤ
描述了对象间的关系如何达到，行为如何实现以及对象间通信如何实现。
从分析到设计的类属过程流如图 ２１－３ 所示。一旦已经开发完一个合理的
完整的分析模型后，②软件工程师开始关注于系统的设计，这是通过描述要实
①

协议是对到响应类的信息的格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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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记住 OOA 是一组迭代活动。分析工作又在设计工作之后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现客户需求及实现需求所必需的支持环境所需的子系统的特征来完成的。
当子系统被定义后，它们必须在客户需求的整体语境内相互协调，哪个
子系统负责什么客户需求？在 ＯＯＡ 中定义的对象驻留在哪个子系统内？哪些
子系统必须并发运行以及什么系统构件协调和控制它们？全局资源如何被子
系统管理？
在子系统设计过程中，软件工程师必须定义四种重要的设计构件
［ＣＯＡ９１］：
·问题域——那些直接负责实现客户需求的子系统；
·人机交互——实现用户界面的子系统（包括可复用的 ＧＵＩ 子系统）；
·任务管理——负责控制和协调并发任务的子系统，这些任务可能被包
装在一个子系统中或在不同的子系统间；
·数据管理——负责对象的存储和检索的子系统。
这些类属构件的每一个都可能被用一系列类以及必备的关系和行为来建
模（在 ＯＯＡ 过程中），此外，设计构件通过定义协议［ＷＩＲ９０］来实现，协议正
式地描述每个构件的消息模型。
一旦已经定义了子系统，并且开始设计上述的每个构件，则重点开始转
移到对象设计，在这个层次，ＣＲＣ 模型（第 ２０ 章）的元素被转换为设计实现，
实质上，进行图 ２１－４ 中所示的转换。

２１．３ 系统设计过程
虽然很多研究者提出了 ＯＯ 系统设计的过程模型，但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及其同事
［ＲＡＭ９１］提出的活动序列是比较完善的处理方法之一，在 ２１．１．３ 节中给出
的概述中，定义了如下的设计步骤：
·将分析模型划分为子系统。
·标识问题本身的并发性。
·将子系统分配到处理器和任务。
·选择实现数据管理的基本策略。
·标识全局资源及访问它们所需的控制机制。
·为系统定义合适的控制机制。
·考虑边界条件应该如何处理。
·复审并考虑权衡。
在下面几节，将详细地讨论和这些步骤相关的设计活动。
２１．３．１ 划分分析模型
基本的分析原则之一（第 １１ 章）是划分。在 ＯＯ 系统设计中，我们划分分
析模型以定义类、关系和行为的内聚集合，这些设计元素被包装为子系统。
通常，子系统的所有元素共享某些公共的性质，它们可能均涉及完成相
同的功能；它们可能驻留在相同的产品硬件中；或它们可能管理相同的类和
资源。子系统由它们的责任所刻划，即，一个子系统可以通过它所提供的服
务来标识［ＲＡＭ９１］。当应用在 ＯＯ 系统设计的语境中时，服务是完成特定功

能（如，管理字处理器文件、生成三维渲染、将模拟视频信号转换为压缩的数
字图像）的一组操作。
在定义（和设计）子系统时，应该遵从下面的设计标准：
·子系统应该具有良好定义的接口，通过接口和系统的其余部分通信。
·除了少数的“通信类”，子系统中的类应该只和该子系统中的其他类
协作。
·子系统的数量不应太多。
·可以在子系统内部划分以降低复杂性。
当两个子系统相互通信时，它们可以建立客户／服务器连接或端对端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连接［ＲＡＭ９１］。在客户／服务器连接方式中，每个子系统只
承担一个角色，服务只是单向地从服务器流向客户端。在端对端连接方式中，
服务可以双向流动。
可以用数据流图（第 １２ 章）来表示上述的通信和信息流，在这种情形，
ＤＦＤ 中的每个“泡泡”便是一个子系统。
２１．３．２ 并发性和子系统分配
对象—行为模型的动态方面提供了对对象间（或子系统间）并发性的指
示，如果对象（或子系统）不是同时活动的，则不需要并发处理。这意味着对
象（或子系统）可以在同一个处理器硬件上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对象（或子系
统）必须同时异步地作用于事件，则它们被视为并发的，当子系统间是并发
时，有以下两种分配方案：
·将每个子系统分配到独立的处理器。
·将子系统分配到相同的处理器并通过操作系统特性提供并发支持。
通过检查每个对象的状态图来定义并发任务［ＲＡＭ９１］，如果事件和转换
流指明在任何时刻只有单个对象是活动的，则建立一个控制线程（ｔｈｒ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即使当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发送消息，只要第一个对象在等待
回应，则控制线程一直持续。然而如果第一个对象在发送消息后继续处理，
则控制线程分叉。
在 ＯＯ 系统中通过分离出控制线程来设计任务，例如，当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
系统正在监控其传感器时，它也可以拨号到中心监控站以验证连接情况。因
为涉及这两个行为的对象是同时活动的，每个表示一个独立的控制线程并且
每个可被定义为独立的任务。如果监控和拨号活动顺序地发生，则可实现单
个任务。
为了确定上述的哪种处理器分配方案是合适的，设计者必须考虑性能需
求、成本和处理器间通信所带来的花销。
２１．３．３ 任务管理构件
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ＣＯＡ９１］建议了如下的设计管理并发任务的对象的策
略：
·确定任务的特征。
·定义协调者任务和关联的对象。
·集成协调者和其他任务。

通过理解任务如何初始化来确定任务的特征，事件驱动和时钟驱动任务
是最常遇见的，二者均由中断激活，但是前者接收来自某些外部源的中断
（如，另一个处理器、某传感器），而后者由系统时钟控制。
除了任务初始化方式外，也必须确定任务的优先级和关键程度，高优先
级任务必须能够立即访问系统资源，高关键度的任务即使在资源可用性减少
或系统处于退化状态下时也必须能够继续运行。
一旦任务的特征已经确定后，就定义为完成和其他任务的协调和通信所
需的属性和操作，基本任务模板（任务对象的）采用如下形式［ＣＯＡ９１］：
任务名——对象的名字。
描述——对对象目的的叙述。
优先级——任务优先级（如：低、中、高）。
服务——一组作为是对象责任的操作。
由…协调——对象行为被激活的方式。
通过…通信——和任务相关的输入和输出数据值。
然后模板描述可被转换为任务对象的标准设计模型（属性和操作的综合
表示）。
２１．３．４ 数据管理构件
数据管理包括两个不同的关注区域：（１）对应用本身关键的数据管理；（２）
创建用于对象存储和检索的基础设施。通常，数据管理设计为层次的模式，
其思想是分离操纵数据结构的低层需求和处理系统属性的高层需求。
在系统语境中，数据库管理系统常被用作所有子系统的公共数据仓库，
操纵该数据库所需的对象是通过领域分析（第 ２０ 章）标识的可复用类的成员
或直接由数据库厂商提供。对 ＯＯ 系统的数据库设计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书范
围。①
数据管理构件的设计包括管理对象所需的属性和操作的设计，相关的属
性被附加于问题域中的每个对象，并提供回答下列问题的信息：我如何存储
自身？ 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ＣＯＡ９１］建议创建一个对象服务器（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ｅｒ）
类，“其服务将（１）告知每个对象去存储自身，以及（２）检索被存储的对象以
供其他设计构件使用”。
作为对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系统中讨论的 ｓｅｎｓｏｒ 对象的数据管理的一个例
子，设计将定义一个称为 ｓｅｎｓｏｒ 的平坦文件，每个字段将对应 ｓｅｎｓｏｒ 的一
个指定的实例并且将包含该指定实例的每个属性的值。在 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ｅｒ 类
中的操作将使得能够存储在系统需要时任一特定的对象。检索对更复杂的对
象，可能必须定义一个全关系数据库或面向对象数据库来完成同样的功能。
２１．３．５ 资源管理构件
对 ＯＯ 系统或产品有一系列不同的有用资源，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子系统
同时竞争这些资源。全局的系统资源可以是外部实体（如，磁盘驱动器、处理
器或通信线）或抽象（如，数据库，对象），不管资源的性质如何，软件工程师
应该为其设计一个控制机制。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及其同事［ＲＡＭ９１］建议每个资源应
该由某“保护者对象（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拥有，保护者对象是该资源的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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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对资源的访问并协调对资源请求的冲突。
２１．３．６ 人机界面构件
虽然人机界面（ＨＣＩ）构件在问题域的语境内实现，但是，界面本身对大多
数现代应用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ＯＯ 分析模型（第 ２０ 章）包含了使
用场景（称为使用实例）和对用户在和系统交互时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参与者）
的描述，这些被作为 ＨＣＩ 设计过程的输入。
一旦定义了参与者及其使用场景，则标识了一个命令层次。命令层次定
义了主要的系统菜单类别（菜单条或工具调色板）以及在主要系统菜单类别
（菜单窗口）内可用的所有子功能。命令层次被递进地精化，直至通过探索功
能层次可实现所有 ｕｓｅ ｃａｓｅ。
因为已经有大量的 ＨＣＩ 开发环境（如 ＭａｃＡｐｐ 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ＧＵＩ 元素的设
计不是必要的。对于窗口、图符、鼠标操作和大量的其他交互功能已有可以
复用的类（具有合适的属性和操作），实现者只需要针对问题域的要求实例化
具有合适特征的对象即可。
２１．３．７ 子系统间通信
一旦已经定义了每个子系统后，有必要定义子系统间的协作关系。我们
使用的“对象到对象协作”模型可被扩展到用于子系统，图 ２１－５ 提供了协作
的图形表示。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所述，可以通过建立客户／服务器连接或端对
端连接进行通信。如图所示，我们必须确定存在于子系统间的合约。如前所
述，合约提供了一个子系统和另一个子系统交互的方式。
可运用下面的设计步骤来为子系统确定合约［ＷＩＲ９０］：
１．列出可以被子系统的协作者提出的每个请求，按子系统组织这些请求
并在一个或多个合约中定义，确定已标注了从超类继承的合约。
２．对每个合约，标注实现该合约蕴含的责任所需的操作（继承的和私有
的），确定将操作和子系统内的特定类相关联。
３．一次考虑一个合约，创建如图 ２１－６ 所示的表格，对每份合约，要创建
如下的表项：
类型——合约的类型（即，客户／服务器或端对端）
协作者——作为合约伙伴的子系统的名字
类——支持合约蕴含的服务的类（包含在子系统中）的名字
操作——实现服务的操作（在类中）的名字
消息格式——实现协作者间交互所需的消息格式
对于子系统间的每个交互草拟一份合适的消息描述。
４．如果子系统间的交互模式是复杂的，则可以创建如图 ２１－７ 所示的子系
统协作图。协作图在形式上类似于第 ２０ 章讨论的事件流图，同时表示出每个
子系统及其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在交互中被激活的合约如图中所标
注，交互的细节通过查找在子系统协作表（图 ２１－６）中的合约而确定。

２１．４ 对象设计过程
借鉴在本书前面所述的比喻，ＯＯ 系统设计可被视为房子的平面图，平面
图刻划了每个房间的用途，以及房间和房间、房间和外部环境间连接的机制。
现在到了提供建造每个房间所需的细节的时候了。
在 ＯＯＤ 的语境内，对象设计着重于“房间”。我们必须开发构成每个类
的属性和操作的详细设计，以及连接类和其协作者的完整的消息规约。
２１．４．１ 对象描述
对 象 （ 类 或 子 类 的 一 个 实 例） 的 设 计 描 述 可 以 采 用 以 下 形 式 之 一
［ＧＯＬ８３］：
１．协议描述，通过定义对象可以接收的每个消息和当对象接收到消息后
完成的相关操作来建立对象的接口。
２．实现描述，显示由传送给对象的消息所蕴含的每个操作的实现细节，
实现细节包括关于对象私有部分的信息，即关于描述对象的属性的数据结构
的内部细节及描述操作的过程细节。
协议描述仅仅是一组消息和对消息的注释，例如，对对象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前面所述）的协议描述的片断可能是：
ＭＥＳＳＡＧＥ（ｍｏ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ｒｅａｄ：ＲＥＴＵＲＮ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Ｄ，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
它描述了读传感器所需的消息。类似地，
ＭＥＳＳＡＧＥ（ｍｏ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ｓｅｔ：ＳＥＮＤＳｓｅｎｓｏｒＩＤ，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ａｔｕｓ；
设置或复位传感器的状况。
对有很多消息的大型系统，一般有可能创建消息类别，例如，对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的消息类别可能包括系统配置消息、监控消息、事件消息等
等。
对象的实现描述提供了内部的（“隐藏的”）细节，它是实现所需要的，
但不是调用所必需的。即，对象的设计者必须提供一个实现描述并创建对象
的内部细节，然而，使用该对象或该对象的某个其他实例的另一个设计者或
实现者所需要的仅仅是协议描述而不是实现描述。
实现描述包含了以下信息：（１）对象的名字的定义和类的引用；（２）指明
数据项和类型的私有数据结构的定义；（３）每个操作的过程描述或指向这样的
过程描述的指针。实现描述必须包含用以对在协议描述中所描述的所有消息
的适当处理的足够的信息。
Ｃｏｘ［ＣＯＸ８５］用服务的“用户”和“提供者”来刻划包含在协议描述中
的信息和包含在实现描述中的信息的不同，对象所提供的“服务”的用户必
须熟悉调用该服务的协议，即，刻划想要什么。服务的提供者（对象本身）必
须考虑如何将服务提供给用户，即，考虑实现细节。这就是在第 １９ 章引入“封
装”的目标的概念。
２１．４．２ 设计算法和数据结构
包含在分析模型和系统设计中的一系列表示提供了对所有操作和属性的
定义，使用与传统软件工程所讨论的数据设计和过程设计方法略有不同的方

法来设计算法和数据结构。
创建算法以实现每个操作的规约，在很多情况下，算法是可以自我包含
的软件模块来实现的简单的计算或过程序列，然而，如果操作的规约是复杂
的，有可能必须将操作模块化，可运用传统的过程设计技术来达到此目的。
数据结构被和算法并行地设计。因为操作总是要操纵类的属性，所以，
最好的反应了属性的数据结构设计将对相应操作的算法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存在很多不同的操作类型，它们通常可以分成三大类：（１）以某种方
式操纵数据的操作（如，加入、删除、重格式化、选择）；（２）执行计算的操作；
（３）为控制事件出现监控对象的操作。
例如，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过程化叙述包含了语句：“传感器被赋予一个编号和
类型”和“主密码被编程以用于启动和关闭系统”，这两个语句指明了如下
事情：
·赋值（ａｓｓｉｇｎ）操作和 ｓｅｎｓｏｒ 对象相关。
·编程（ｐｒｏｇｒａｍ）操作将被应用于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
·启动（ａｒｍ）和关闭（ｄｉｓａｒｍ）是应用于 ｓｙｓｔｅｍ 的操作，且系统状况可最
终定义为（使用数据字典符号）。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ｔｕｓ＝［ａｒｍｅｄ｜ ｄｉｓａｒｍｅｄ］
在 ＯＯＡ 阶段分配操作 ｐｒｏｇｒａｍ，但是在对象设计过程中它将被细分为一
组更特定的配置系统所需要的操作。例如，在和产品工程师、分析员、也可
能和市场部门讨论后，设计者可能精化初始的叙述并对编程（ｐｒｏｇｒａｍ）①操作
描述如下：
编程（ｐｒｏｇｒａｍ）使得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用户能够在安装时配置系统，用户可以（１）
设置（ｉｎｓｔａｌｌ）电话号码；（２）定义（ｄｅｆｉｎｅ）警报延迟时间；（３）建造（ｂｕｉｌｄ）
一个它包含每个传感器 ＩＤ、其类型、以及其位置的传感器表；（４）装载（ｌｏａｄ）
主密码。
即，设计者已将单个操作 ｐｒｏｇｒａｍ 精化为一组操作 ｉｎｓｔａｌｌ、ｄｅｆｉｎｅ、
ｂｕｉｌｄ 和 ｌｏａｄ，这些新操作成为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的一部分，知道实现对象属性的
内部数据结构，并且通过发送如下形式的消息而被调用：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ｔａｌｌ：ＳＥＮＤＳ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它表明为系统提供一个紧急电话号码，ｉｎｓｔａｌｌ 消息将被发送给 ｓｙｓｔｅｍ
对象。
动词意味着动作或事件，在进行对象设计形式化时，我们不仅考虑动词，
而且考虑描述性动词短语和谓词（如，“等于”）作为潜在操作，递归地应用
语法分析，直至全部操作已经被精化到最详细的层次。
一旦创建了基本对象模型后，应该进行优化。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及 其 同 事
［ＲＡＭ９１］建议了 ＯＯＤ 优化的三个主要的切入点：
·复审对象—关系模型以保证已实现的设计可带来对资源的高效使用并
容易实现，必要时加入冗余。
·修订属性数据结构和对应的操作算法以提高处理效率。
·创建新的属性以存放导出的信息，以避免重复计算。
对 ＯＯ 设计优化的详细讨论已超出本书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
［ＲＡＭ９１］和［ＤＥＣ９３］。
①

已对单个重要的动词添加了下划线。

２１．４．３ 程序构件和接口
软件设计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模块性——即，对被用来组合以形成完
整程序的程序构件（模块）的定义。面向对象的方法定义对象为和其他构件
（如，私有数据、操作）连接的程序构件，但是仅定义对象和操作是不够的，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标识存在于对象间的接口和对象的整体结构（在体
系结构的意义上考虑）。
虽然程序构件是一种设计抽象，但是它应该在实现该设计的程序设计语
言的语境内被表示出来，为了适应 ＯＯＤ，所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应该能够创建
下面的程序构件：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ｎａｍｅ ＩＳ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ｏｂｊｅｃｔｓ
·
·
·
ＰＲＯＣ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ｆ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ＢＯＤ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ｎａｍｅ ＩＳ
ＰＲＯ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１（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Ｓ
·
ＥＮＤ
ＰＲＯ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Ｓ
·
·
·
ＥＮＤ
Ｅ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ｎａｍｅ
在上面的类似 Ａｄａ 的 ＰＤＬ（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中，通过指明数据
对象和操作来刻划程序构件。构件的规约部分指明所有的数据对象（用 ＴＹＰＥ
语句声明）和作用于它们之上的操作（ＰＲＯＣ 用于过程声明），构件的私有部分
（ＰＲＩＶＡＴＥ）提供数据结构和处理的隐藏的细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ＰＡＣＫＡＧＥ
在概念上类似于本章讨论的对象。
被标识的第一批程序构件应该是最高层的模块，所有的处理发源于它们
并且所有数据结构从其演化而来。再一次考察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例子，我们可以定义
最高层的程序构件为：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构件可以和对下列的包（对象）的初步设计相结合：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ＹＰ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 ｉｎｓｔａｌｌ， ｄｅｆｉｎｅ， ｂｕｉｌｄ，ｌｏａｄ
ＰＲＯＣ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ｒｅｓｅｔ， ｑｕｅｒｙ， ｍｏｄｉｆｙ， ｃａｌ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ｄ ＩＳ ＳＴＲ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８）；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ＳＴＲ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８）；
ｓｅｎｓｏｒ ｔａｂｌ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ｔｙｐｅ ＩＳ ＳＴＲ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２），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ａｌａｒｍ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Ｉ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
ＰＲＯＣ ｉｎｓｔａｌｌ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ａｌｌ｝
·
·
·
Ｅ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Ｓ
ＴＹＰ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 ｒｅａｄ，ｓｅｔ，ｔｅｓ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ＢＯＤＹ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ｎｓｏｒ．ｉｄ ＩＳ ＳＴＲ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８）；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 ＳＴＲ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８）；
ａｌａｒ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ｉｇｎａｌ ｔｙｐｅ，ｓｉｇｎａ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ｙｐｅ， ａ／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ｉｍｉｎｇ．ｄａｔａ Ｉ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
ＥＮＤ ｓｅｎｓｏｒ
·
·
·
ＥＮ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软件的每个程序构件定义数据对象和对应的操作，对象设计
过程的最后一步是完成对完全实现包含在包的 ＰＲＩＶＡＴＥ 部分中的数据结构和
类型所需的所有信息，以及包含在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ＢＯＤＹ 部分中的所有过程细节。
为了阐明程序构件的详细设计，我们考虑上面描述的 ｓｅｎｓｏｒ 包，因为已
经定义了传感器属性的数据结构，所以，第一步是定义附于 ｓｅｎｓｏｒ 对象的每
个操作的接口：
ＰＲＯＣ ｒｅａ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ＯＵＴ）；
ＰＲＯＣ ｓｅｔ（ａｌａｒ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ＩＮ）；
ＰＲＯＣ ｔｅｓｔ（ｓｅｎｓｏｒ．ｉｄ，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ａｌａｒ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ＵＴ）；
下一步要对和 ｓｅｎｓｏｒ 包关联的每个操作逐步求精，为了说明求精过程，
我们给出对 ｒｅａｄ 的过程叙述（一个非正式的策略）：
当传感器对象接收到 ｒｅａｄ 消息时，激活 ｒｅａｄ 进程，该进程确定接口和
信号类型、查询传感器接口、转换 Ａ／Ｄ 特征为内部的信号电平、并将内部信

号电平和阀值比较，如果超出了阀值，传感器状况被设置为“事件”，否则，
传感器状况被设置为“无事件”，如果在查询传感器时检测到错误，则传感
器状况被设置为“错误”。
对上述过程描述，可以给出 ｒｅａｄ 处理的 ＰＤＬ 描述：
ＰＲＯＣ ｒｅａｄ（ｓｅｎｓｏｒ．ｉｄ，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ａｔｕｓ：ＯＵＴ）；
ｒａｗ．ｓｉｇｎａｌ ＩＳ ＢＩＴ ＳＴＲＩＮＧ
ＩＦ（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ｙｐｅ＝＂Ｓ＂ ＆
ａｌａｒ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ｉｇｎａｌ．ｔｙｐｅ＝＂Ｂ＂）
ＴＨＥＮ
ＧＥＴ（ｓｅｎｓｏｒ ，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 ： ＝
ｅｒｒｏｒ）ｒａｗ．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ｒａｗ．ｓｉｇｎａｌ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ｌｅｖｅｌ；
Ｉ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ＴＨＥ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ｖｅｎｔ＂；
ＥＬＳ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ｎｏ ｅｖｅｎｔ＂；
ＥＮＤＩＦ
ＥＬＳＥ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ＥＮＤＩ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ｓｅｎｓｏｒ．ｉｄ，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ＮＤ ｒｅａｄ
ｒｅａｄ 操作的 ＰＤＬ 表示可以被翻译为合适的实现语言，假定可在实时库中
找到函数 ＧＥＴ 和 ＣＯＮＶＥＲＴ。
２１．５ 设计模式
在任何领域的最好的设计者均具有这样的奇特能力，能够看见刻划问题
的模式和可被组合以创建解决方案的对应的模式，Ｇａｍｍａ 及其同事［ＧＡＭ９５］
讨论该问题如下：
在许多面向对象系统中，你将发现类和通信对象的重复出现的模式。这
些模式解决特定的设计问题，并使得面向对象的设计更灵活、优美并最终可
复用。它们通过将新的设计基于以前的经验之上来帮助设计者复用成功的设
计，熟悉这样的模式的设计者可以立即应用它们到设计问题中，而不需重新
发现它们。
贯穿整个 ＯＯＤ 过程，软件工程师应该去寻找每个复用现存设计模式的机
会，并且，如果复用不可能时，则力图创建新的设计模式。
２１．５．１ 描述设计模式
成熟的工程学科使用成千的设计模式。例如，机械工程师使用一个两步
键轴作为设计模式，该模式的固有性质是属性（轴的直径、键沟的维数，等）
和操作（如，轴旋转、轴连接）；电子工程师使用集成电路（一个极端复杂的设
计模式）来解决新问题的特定元素。所有设计模式均可以通过刻划四个信息而
描述［ＧＡＭ９５］：

·模式的名字。
·模式通常被应用的问题。
·设计模式的特征。
·应用设计模式的结果。
设计模式名是它传达关于其适用性和意图的有意义的信息的一个抽象；
问题描述指明使得设计模式可以被应用所必须存在的环境条件。模式特征指
明设计中可被调整以使得模式能够适应一系列问题的属性，这些属性表示了
可以被用来搜索（通过数据库）以找到合适的模式设计的特征；最后，和使用
设计模式相关联的结果指明了设计决策的分叉。
应该仔细选择对象和子系统（潜在的设计模式）的名字。如我们在第 ２６
章中所讨论，软件复用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之一就是不能在成百上千候选模式
中找到合用的可复用模式。对“合适”模式的搜索可从有意义的棱式名字及
一组帮助区分对象的特征［ＰＲＥ９５］中得到不可限量的帮助。
２１．５．２ 在设计中使用设计模式
在面向对象系统中，可以运用两种不同的机制来使用设计模式①：继承和
复合。继承是基本的 ＯＯ 概念，在第 １９ 章中有详细描述，使用继承，现存的
设计模式变成了新子类的模板，存在于模式中的属性和存在成为子类的一部
分。
复合是导致聚合对象的概念，即，一个问题可能需要具有复杂功能的的
对象（在极端情形，用子系统完成这些要求），复杂的对象可以通过选择一组
设计模式并复合适当的对象（或子系统）而被组装而成，每个设计模式被作为
黑盒，在模式间的通信仅仅通过良好定义的接口进行。
Ｇａｍｍａ 及其同事［ＧＡＭ９５］ 建议当两种选择并存时，对象复合应该优于
继承。不是去创建大型的、有时不可管理的类层次（过分使用继承的结果），
复合采用针对一个目标的小的类层次和对象。复合以不修改的方式使用现存
的设计模式（可复用构件）。
２１．６ 面向对象编程
虽然对象技术的所有区域均已经受到软件界的强烈关注，但是，还没有
一个主题比面向对象编程（ＯＯＰ）产生了更多的书籍、更多的讨论和更多的争
论。已经有超过 １００ 本涉及 Ｃ＋＋程序设计的书，成打的涉及 Ｓｍａｌｌｔａｌｋ 的书
籍，正在增多的涉及 Ａｄａ９５ 的书，及很多涉及并不广泛使用的 ＯＯ 语言的书籍。
软件工程的观点强调 ＯＯＡ 和 ＯＯＤ，而认为 ＯＯＰ（编码）是重要的但只是第二
位的活动，它是分析和设计的产物。理由纸简单，当系统复杂性增加时，最
终产品的设计体系结构比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对其成功有更强的影响，然
而，“语言战争”仍然风行。
ＯＯＰ 的细节最好留给专门涉及这一主题的书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在本章尾部的“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中列出的一本或多本 ＯＯＰ 书籍。

①

Gamma 和他的同事们［GAM95］已经发布了可用于 OO 系统的 23 个设计模式。

２１．７ 小结
面向对象设计将现实世界的 ＯＯＡ 模型转换为可以用软件实现的实现—特
定的模型。ＯＯＤ 过程可以被描述为有四个层次的金字塔，基础层着重于实现
主要系统功能的子系统的设计；类层刻划了实现系统所需的整体对象体系结
构和类层次；消息层指明如何实现对象间的协作；责任层标识用以刻划类特
征的属性和操作。
和 ＯＯＡ 一样，有很多不同的 ＯＯＤ 方法。虽然各自互不相同，但所有均遵
从设计金字塔，并且所有均通过两个层次的抽象完成设计过程——系统和子
系统的设计以及个体对象的设计。
在子系统设计过程中，涉及四类构件：问题域构件、人机交互构件、任
务管理构件和数据管理构件。问题域构件实现 ＯＯ 应用的客户需求，其他的构
件提供了使得应用能够有效运行的设计基础设施。对象设计过程关注于对实
现类属性的数据结构、实现操作的算法及支持协作和对象关系的消息的描
述。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扩展设计模型到可执行域。使用 ＯＯ 程序设计语言将
类、属性、操作和消息转换为可被机器执行的形式。
面向对象设计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软件工程方法，引用 Ｔｏｍ Ｌｏｖｅ［ＬＯＶ８５］
的话如下：
软件问题的根可能在于时我们的产业——数据处理的描述中的最传统的
术语，我们被告知数据和数据处理是构成我们的业务基础的两种不同的“事
物”。该划分所带来的危害可能远比我们认识到的多得多。
ＯＯＤ 为我们提供了打破这种数据和处理间的“划分”的手段，这样做，
可改善软件质量。
思考题
２１．１ ＯＯＤ 的设计金字塔和为传统软件设计描述的金字塔（第 １３ 章）略有
不同，讨论两个金字塔的不同和相似之处。
２１．２ ＯＯＤ 和结构化设计如何不同？这两种设计方法在什么方面是相同
的？
２１．３ 复审在 ２１．１．２ 节讨论的有效模块性的 ５ 个标准，使用在本章后部
描述的设计方法，展示如何达到的这 ５ 个标准。
２１．４ 选择在 ２１．１．３ 节描述的 ＯＯＤ 方法之一并为你的班级准备一小时的
教程，确信显示了作者建议的所有图形的建模约定。
２１．５ 选择未在 ２１．１．３ 节中描述的一种 ＯＯＤ 方法（如 ＨＯＯＤ），并为你的班
级准备一小时的教程，确信显示了作者建议的所有图形的建模约定。
２１．６ 讨论使用实例如何可以作为设计的重要信息源。
２１．７ 研究某种 ＧＵＩ 开发环境并显示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实现人机交互构
件。提供什么设计模式以及它们运用？
２１．８ ＯＯ 系统的任务管理可能是相当复杂的，对实时系统的 ＯＯＤ 方法（如
参考文献［ＢＩＨ９２］）进行研究，并确定在该语境中，任务管理是如何完成的。
２１．９ 讨论在典型的 ＯＯ 开发环境中，数据管理构件是如何实现的。
２１．１０ 撰写 ２ 到 ３ 页的关于面向对象数据库的论文，并讨论它们可如何

被用于开发数据管理构件。
２１．１１ 设计者如何识别必须并发的任务？
２１．１２ 应用在本章中讨论的 ＯＯＤ 方法来加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设计，定义
所有相关的子系统并对重要类进行对象设计。
２１．１３ 将本章中讨论的 ＯＯＤ 方法应用于思考题 １２．１３ 中描述的 ＰＨＴＲＳ 系
统。
２１．１４ 描述一个视频游戏并应用在本章讨论的 ＯＯＤ 方法来表示其设计。
２１．１５ 你正负责一个用在 ＰＣ 网络上的电子邮件（ｅ－ｍａｉｌ）系统的开发工
作，该 ｅ－ｍａｉｌ 系统将使得用户能够创建将被邮给另一个用户或邮给某特定
地址表的信件，信件可被读、拷贝、存储等。该 ｅ－ｍａｉｌ 系统将使用现存的
字处理能力来创建信件。使用这个描述作为起点，导出一组需求并应用 ＯＯＤ
技术来创建该 ｅ－ｍａｉｌ 系统的顶层设计。
２１．１６ 某 小 岛 国 决 定 为 机 场 建 造 一 个 航 空 交 通 控 制 系 统
（ａｉ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ＴＣ），系统被刻划如下：
所有停放在机场的飞机必须装有异频雷达收发机，它将飞机类型和航班
数据以高密度压缩的格式传送给 ＡＴＣ 地面站。ＡＴＣ 地面站可以查询飞机的特
殊信息。当 ＡＴＣ 地面站接收到数据，它将数据解包并存储到飞机数据库中。
从存储的信息来创建一个计算机图形显示，并显示给航空交通控制员，该显
示每 １０ 秒钟更新一次。分析所有信息以确定是否有“危险情况”出现。航空
交通控制员可以查询数据库，获得显示在屏幕上的任意飞机的特定信息。
使用 ＯＯＤ，为 ＡＴＣ 系统做一个设计。不要试图去实现它！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面向对象设计的文献正在迅速地扩展。 Ｒｅｉｌ（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 ， １９９６）， Ｇａｍｍａ 等［ ＧＡＭ９５ ］ ，
Ｂｏｏｃｈ［ＢＯＯ９４］ 、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ＪＡＣ９２］ ， Ｒａｍｂａｕｇｈ 等 ［ ＲＡＭ９１ ］ ， Ｃｏａｄ 和
Ｙｏｕｒｄｏｎ［ＣＯＡ９１］，以及 Ｗｉｒｆｓ－Ｂｒｏｃｋ、Ｗｉｌｋｅｒｓｏｎ 和 Ｗｅｉｎｅｒ［ＷＩＲ９０］等书籍
提供了对这个重要领域的深入的调察，此外，下列书籍也值得一看：
Ｂｅｒａｒｄ，Ｅ．Ｖ．，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３．Ｃｈａｍｐｅａｕｘ，Ｄ．，Ｄ．Ｌｅａ，ａｎｄ Ｐ．Ｆａｕｒｅ，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ｏｌｐｍｅｎｔ，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３．
Ｃｏａｄ，Ｐ．，Ｄ．Ｎｏｒｔｈ，ａｎｄ Ｍ．Ｍａｙｆｉｅｌｄ，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
Ｃｏｌｅｍａｎ ， Ｄ．ｅｔ ａｌ． ， Ｏｂｊｅｃ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４．
Ｈｕｔｔ ， Ｔ．Ｆ．（ｅｄ．） ，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４．
Ｍｅｙｅｒ，Ｂ．，Ｒｅｕｓａｂｌ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
Ｐａｇｅ－Ｊｏｎｅｓ，Ｍ．，Ｗ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Ｄｏｒｓｅｔ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５．
Ｓｃｈｌａｅｒ，Ｓ．，ａｎｄ Ｍｅｌｌｏｒ，Ｓ．，Ｏｂｊｅｃｔ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２．Ｗｉｌｋｉｅ，Ｇ．，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３．

Ｙｏｕｒｄｏｎ ， Ｅ． ， Ｏｂｊｅｃ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ｓｉｇｎ ：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４．
Ｙｏｕｒｄｏｎ，Ｅ．ｅｔ ａｌ．，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
Ｂｕｓｃｈｍａｎｎ 和 Ｍｅｕｎｉｅｒ（Ｐａｔｔｅｒｎ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６）显示了对大型应用的开发设计模式有何帮助。 Ｈｕｔｔ（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４）编辑了一本专辑，显示并比较了 １６ 种
不同的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方法。
在面向对象编程（ＯＯＰ）方面已经出版了上百的书籍，关于 ＯＯＰ 语言的书籍
举例如下：
Ａｄａ９５：Ｂａｒｎｅｓ，Ｊ．，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ａ９５，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５．
Ｃ＋＋：Ｅｃｋｅｌ，Ｂ．，Ｃ＋＋ＩｎｓｉｄｅａｎｄＯｕｔ，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３．
Ｌａｋｏｓ，Ｊ．，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１９９６．
Ｅｉｆｆｅｌ ： Ｒｉｓｔ ， Ｒ．Ｓ． ， ａｎｄ Ｒ．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ｎｇｅｒ ， Ｏｂｊｅｃ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Ｅｉｆｆｅｌ，１９９５．
Ｍｅｙｅｒ， Ｂ ，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
Ｊａｖａ：Ａｒｎｏｌｄ，Ｋ．，ａｎｄ Ｊ．Ｇｏｓｌｉｎｇ，Ｔｈｅ Ｊａｖ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６．
Ｍａｎｇｅｒ，Ｊ．，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Ｊａｖａ，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６．
ＳｍａｌｌＴａｌｋ：ＬａＬｏｎｄｅ，Ｗ．Ｒ．，ａｎｄ Ｊ．Ｒ．Ｐｕｇ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 Ｓｍａｌｌｔａｌｋ，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Ｋｌｉｍａｓ，Ｅ．ｅｔ ａｌ．，Ｓｍａｌｌｔａｌｋ ｗｉｔｈ
Ｓｔｙｌｅ，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
Ｓｅｌｅｋ 及其同事（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５）
讨 论 了 对 实 时 系 统 的 特 殊 需 求 。 Ｌｅｗｉｓ 及 其 同 事 （Ｏｂｊｅｃ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Ｉ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考虑
使用“应用框架（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作为设计机制。
和第 １９、２０ 章相同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信息源对 ＯＯＤ 也是可用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新
闻组 ｃｏｍｐ．ｏｂｊｅｃｔ 和针对 ＯＯ 程序设计语言的新闻组（如，ｃｏｍｐ．ｌａｎｇ．Ｃ＋＋和
ｃｏｍｐ．ｌａｎｇ．ｓｍａｌｌｔａｌｋ）是有用的关于 ＯＯＤ 方法、程序设计技术和工具的信
息、讨论和争论源。
下面的资源包含有用的关于 ＯＯＤ 和 ＯＯＰ 的信息，包括其他的参考文献、
文章和信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ｍｇ．ｏｒｇ／
ｈｔｔｐ：／／ｏｓｍ７．ｃｓ．ｂｙｕ．ｅｄ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ｓ．ｃｏｍ／～ ｗｏｏｄｓｍａｎ／ｏｔｅｋ．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ｅｓｅ．ｃｓ．ｕｔｗｅｎｔｅ．ｎ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关于面向对象设计的 ＷＷＷ 文献的最新列表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到。

第 ２２ 章

面向对象测试

在第 １６ 章，我们学习了测试的目标，简单地说，在现实可行的时间跨度
内应用可管理的工作量去发现尽可能多的错误。虽然对面向对象软件而言，
这个基本目标仍保持不变，但是 ＯＯ 程序的性质改变了测试的策略和测试战
术。
有人可能争辩说，随着 ＯＯＡ 和 ＯＯＤ 的成熟，更多的设计模式复用将减轻
ＯＯ 系统的繁重测试量。准确地说，其反面才是真的。Ｂｉｎｄｅｒ［ＢＩＮ９４ｂ］讨论
该问题如下：
每次复用是一个新的使用语境，要谨慎地重新测试。为了获得面向对象
系统的高可靠性，似乎可能将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测试。
为了充分地测试 ＯＯ 系统，必须做好三件事：（１）测试的定义必须扩大包
括用于 ＯＯＡ 和 ＯＯＤ 模型的错误发现技术；（２）单元和集成测试策略必须有很大
的改变；（３）测试用例的设计必须考虑 ＯＯ 软件的独特特征。
２２．１ 扩大测试的视角
面向对象软件的构造从分析和设计模型（第 １９、２０ 章）的创建开始。因为
ＯＯ 软件工程范型的演化性质，模型从对系统需求相对非正式的表示开始，逐
步演化为详细的类模型、类连接和关系、系统设计和分配、以及对象设计（通
过消息序列的对象连接模型）。在每个阶段，测试模型，以试图在错误传播到
下一次递进前发现错误。
可以争辩说时 ＯＯ 分析和设计模型的复审是特别有用的，因为相同的语义
结构（如，类、属性、操作、消息）出现在分析、设计和代码阶段，因此，在
分析阶段发现的类属性定义中的问题将遏止当问题直至设计或编码阶段（或
甚至到下一次分析迭代）才被发现所带来的副作用。
例如，考虑一个类，在第一次 ＯＯＡ 迭代时定义了其中一系列属性，一个
外来的无关属性被附于该类（由于对问题域的错误理解），然后定义两个操纵
该属性的操作。在复审时，一个领域专家指出该问题。通过在本阶段删除该
无关属性，可在分析过程中避免下面的问题和不必要的努力：
１．特殊的子类可能已经被生成以适应不必要的属性或它的例外。涉及不
必要的子类的创建工作可被避免。
２．类定义的错误解释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或无关的类关系。
３．系统或它的类的行为可能被不适当地刻划以适应该无关属性。
如果问题未在分析过程中被发现并进一步向前传播，在设计中可能产生
下面的问题（如尽早复审，应已避免的）：
１．在系统设计阶段可能将类不合适的分配到子系统和／或任务。
２．可能花费不必要的工作去创建针对无关属性的操作的过程设计。
３．消息模型将是不正确的（因为必须为无关的操作设计消息）。
如果问题在设计阶段仍未被检测到，并传送到编码活动中，则将花费大
量的工作努力和精力去生成那些实现一个不必要的属性、两个不必要的操
作、驱动对象间通信的消息以及很多其他相关问题的代码。此外，类的测试
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一旦问题最终被发现，必须对系统进行修改，从而引致
由于修改而产生到作用的很大的潜在可能性。

在它们的开发的后面阶段，ＯＯＡ 和 ＯＯＤ 模型提供了关于系统的结构和行
为的实质性信息，为此，这些模型应该在生成代码前经受严格的复审。
所有面向对象模型应该被测试（在这个语境内，术语“测试”代表正规的
技术复审），以保证在模型的语法、语义和语用［ＬＩＮ９４］的语境内的正确性、
完整性和一致性［ＭＣＧ９４］。），以保证在模型的语法、语义和语用［ＬＩＮ９４］的语
境内的正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
２２．２ 测试 ＯＯＡ 和 ＯＯＤ 模型
分析和设计模型不能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测试，因为它们不能被执行。然
而，正式的技术复审（第 ８ 章）可被用于检查分析和设计模型的正确性和一致
性。
２２．２．１ ＯＯＡ 和 ＯＯＤ 模型的正确性
用于表示分析和设计模型的符号体系和语法将是和为项目选定的特定分
析和设计方法联系的，因此，语法正确性基于符号是否合适使用，而且对每
个模型复审以保证保持合适的建模约定。
在分析和设计阶段，语义正确性必须基于模型对现实世界问题域的符合
度来判断，如果模型精确地反应了现实世界（到这样一个细节程度：它对模型
复审时所处的开发阶段是合适的），则它是语义正确的。为了确定是否模型确
实在事实上反应了现实世界，它应该被送给问题域专家，专家将检查类定义
和类层次以发现遗漏和含混。评估类关系（实例连接）以确定它们是否精确地
反应了现实世界的对象连接。①
２２．２．２ ＯＯＡ 和 ＯＯＤ 模型的一致性
对 ＯＯＡ 和 ＯＯＤ 模型的一致性判断可以通过“考虑模型中实体间的关系。
一个不一致的模型在某一部分有表示，但未在模型的其他部分正确地反应”
［ＭＣＧ９４］。
为了评估一致性，应该检查每个类及其和其他类的连接。可运用类—责
任—协作者（ＣＲＣ）模型和对象—关系图。如我们在第 ２０ 章提到，ＣＲＣ 模型由
ＣＲＣ 索引卡片构成，每个 ＣＲＣ 卡片列出类名、类的责任（操作）、以及其协作
者（其他类，类向它们发送消息并依赖于它们完成自己的责任）。协作蕴含了
在 ＯＯ 系统的类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即，连接），对象关系模型提供了类之间连
接的图形表示。所有这些信息可以从 ＯＯＡ 模型（第 ２０ 章）得到。
为了评估类模型，推荐采用以下面步骤［ＭＣＧ９４］：）得到。
１．再次考察 ＣＲＣ 模型和对象－关系模型，进行交叉检查以保证由 ＯＯＡ 模型
所蕴含的协作适当地反应在二者中。
２．检查每个 ＣＲＣ 索引卡片的描述以确定是否某被受权的责任是协作者的
定义的一部分，例如，考虑为某 ＰＯＳ 结账系统定义的类，称为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ａｌｅ，
①

对 OO 系统来说，在与真实世界不同的情况下，对使用实例（usecases）。进行的分析跟踪和模型设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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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的 ＣＲＣ 卡片如图 ２２－１ 所示。
对于这组类和协作，我们问如果某责任（如，ｒｅａ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被委托
给指定的协作者（ｃｒｅｄｉｔｃａｒｄ），该责任是否将被完成。即，类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是否具有一个操作以使得它可以被读。在本例的情形，我们的回答是“是”。
遍历对象关系以保证所有这样的连接是有效的。
３．反转该连接以保证每个被请求服务的协作者正在接收来自合理源的请
求，例如，如果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类接收来自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ａｌｅ 类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ｍｏｕｎｔ
请求，则将会有问题，因为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并不知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ｍｏｕｎｔ。
４．使用在第 ３ 步检查的反转连接，确定是否可能需要其他的类或责任是
否被合适地在类间分组。
５．确定是否被广泛请求的责任可被组合为单个的责任，例如， ｒｅａ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和 ｇｅ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在每种情况均发生，它们可以被组合为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 责任，它结合了获取信用卡号及获得授权。
６．步骤 １ 到 ５ 被迭代地应用到每个类，并贯穿 ＯＯＡ 模型的每次演化。
一旦已经创建了设计模型（第 ２１ 章），也应该进行对系统设计和对象设计
的复审。系统设计描述了构成产品的子系统、子系统被分配到处理器的方式、
以及类到子系统的分配。对象模型表示了每个类的细节和实现类间的协作所
必需的消息序列活动。
通过检查在 ＯＯＡ 阶段开发的对象—行为模型，和映射需要的系统行为到
被设计用于完成该行为的子系统来进行系统设计的复审。也在系统行为的语
境内复审并发性和任务分配，评估系统的行为状态以确定哪些行为并发地存
在。
对象模型应该针对对象—关系网络来测试，以保证所有设计对象包含为
实现为每张 ＣＲＣ 索引卡片定义的协作所必须的属性和操作。此外，使用传统
的检查技术来复杂操作细节的详细规约（即，实现操作的算法）。
２２．３ 面向对象的测试策略
传统的测试计算机软件的策略是从“小型测试”开始，逐步走向“大型
测试”。用软件测试的行话来陈述（第 １７ 章），我们从单元测试开始，然后逐
步进入集成测试，最后是有效性和系统测试。在传统应用中，单元测试集中
在最小的可编译程序单位——子程序（如，模块、子例程、进程），一旦这些
单元均被独立测试后，它被集成进程序结构中，这时要进行一系列的回归测
试以发现由于模块的接口所带来的错误和新单元加入所导致的副作用，最
后，系统被作为一个整体测试以保证发现在需求中的错误。
２２．３．１ 在 ＯＯ 语境中的单元测试
当考虑面向对象软件时，单元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封装驱动了类和对象
的定义，这意味着每个类和类的实例（对象）包装了属性（数据）和操纵这些数
据的操作（也称为方法或服务）。而不是个体的模块。最小的可测试单位是封
装的类或对象，类包含一组不同的操作，并且某特殊操作可能作为一组不同
类的一部分存在，因此，单元测试的意义发生了较大变化。

我们不再孤立地测试单个操作（传统的单元测试观点），而是将操作作为
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例子，考虑一个类层次，其中操作 Ｘ 针对超类定义并
被一组子类继承，每个子类使用操作 Ｘ，但是它被应用于为每个子类定义的
私有属性和操作的环境内。因为操作 Ｘ 被使用的语境有微妙的不同，有必要
在每个子类的语境内测试操作 Ｘ。这意味着在面向对象的语境内在真空中测
试操作 Ｘ（即传统的单元测试方法）是无效的。
对 ＯＯ 软件的类测试等价于传统软件①的单元测试。和传统软件的单元测
试不一样，它往往关注模块的算法细节和模块接口间流动的数据，ＯＯ 软件的
类测试是由封装在类中的操作和类的状态行为所驱动的。
２２．３．２ 在 ＯＯ 语境中的集成测试
因为面向对象软件没有层次的控制结构，传统的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集
成策略就没有意义，此外，一次集成一个操作到类中（传统的增量集成方法）
经常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构成类的成分的直接和间接的交互”［ＢＥＲ９３］。
对 ＯＯ 软件的集成测试有两种不同策略［ＢＩＮ９４ａ］，第一种称为基于线程
的测试（ｔｈｒｅａｄ－ｂａｓｅｄｔｅｓｔｉｎｇ），集成对回应系统的一个输入或事件所需的
一组类，每个线程被集成并分别测试，应用回归测试以保证没有产生副作用。
第二种称为基于使用的测试（ｕｓｅ－ｂａｓｅ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通过测试那些几乎不使
用服务器类的类（称为独立类）而开始构造系统，在独立类测试完成后，下一
层的使用独立类的类，称为依赖类，被测试。这个依赖类层次的测试序列一
直持续到构造完整个系统。序列和传统集成不同，使用驱动器和桩（ｓｔｕｂｓ）（第
１６ 章）作为替代操作是要尽可能避免的。
集群测试（ｃｌｕｓｔｅ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ＣＧ９４］ 是 ＯＯ 软件集成测试的一步，这
里一群协作类（通过检查 ＣＲＣ 和对象—关系模型而确定的）通过设计试图发现
协作中的错误的测试用例而被测试。
２２．３．３ 在 ＯＯ 语境中的有效性测试
在有效性或系统层次，类连接的细节消失了。和传统有效性一样，ＯＯ 软
件的有效性集中在用户可见的动作和用户可识别的系统输出。为了协助有效
性测试的导出，测试员应该利用作为分析模型一部分的使用实例（第 ２０ 章），
使用实例提供了在用户交互需求中很可能发现错误的一个场景。
传统的黑盒测试方法（第 １６ 章）可被用于驱动有效性测试，此外，测试用
例可以从对象—行为模型和作为 ＯＯＡ 的一部分的事件流图中导出。
２２．４ ＯＯ 软件的测试用例设计
ＯＯ 软件的测试用例设计方法还正处于成型期，然而，Ｂｅｒａｒｄ 已建议了对
ＯＯ 测试用例设计的整体方法［ＢＥＲ９３］：
１．每个测试用例应该被唯一标识，并且和将被测试的类显式地相关联。
２．应该陈述测试的目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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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每个测试应该开发一组测试步骤，应该包含［ＢＥＲ９３］：
ａ．将被测试的对象的一组特定状态。
ｂ．将作为测试的结果使用的一组消息和操作。
ｃ．当测试对象时可能产生的一组例外。
ｄ．一组外部条件（即，为了适当地进行测试而必须存在的软件的外部环境
的变化）。
ｅ．辅助理解或实现测试的补充信息。
和传统测试用例设计不同，传统测试是由软件的输入—加工—输出视图
或个体模块的算法细节驱动的，面向对象测试关注于设计合适的操作序列以
测试类的状态。
２２．４．１ＯＯ 概念的测试用例设计的含义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ＯＯ 类是测试用例设计的目标。因为属性和操作是被
封装的，对类之外操作的测试通常是徒劳的。虽然封装是 ＯＯ 的本质设计概
念，但是它可能会成为测试的小障碍，如 Ｂｉｎｄｅｒ［ＢＩＮ９４ａ］所说，“测试需
要对对象的具体和抽象状态的报告”，然而，封装却使得这些信息在某种程
度上难于获得。除非提供了内置操作来报告类属性的值，否则，对对象的状
态快照是难于获得的。
继承也造成了对测试用例设计者的挑战。我们已知道，即使是彻底复用
的，对每个新的使用语境也需要重测试。此外，多重继承①增加了需要测试的
语境数量［ＢＩＮ９４ａ］从而使测试进一得步复杂化。如果从超类导出的子类被
用于相同的问题域，有可能对超类导出的测试用例集可以用于子类的测试，
然而，如果子类被用于完全不同的语境，则超类的测试用例将没有多大用处，
必须设计新的测试用例集。
２２．４．２ 传统测试用例设计方法的可用性
在第 １６ 章描述的白盒测试方法可用于对为类定义的操作的测试，基本路
径、循环测试或数据流技术可以帮助保证已经测试了操作中的每一条语句，
然而，很多类操作的简洁结构导致某些人认为：将用于白盒测试的工作量用
于类级别的测试可能会更好。
黑盒测试方法就象对传统软件工程方法开发的系统和对 ＯＯ 系统同样适
用的，如我们在本章前面看到的，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 可以为黑盒及基于状态的测试
的设计提供有用的输入。
２２．４．３ 基于故障的测试在 ＯＯ 系统中基于故障的测试的目标是设计最有可
能发现似乎可能的故障的测试。因为产品或系统必须符合客户需求，因此，
完成基于故障的测试所需的初步计划是从分析模型开始。
测试员查找似乎可能的故障（即，系统实现中有可能产生错误的方面），
①

在大的实例中要用到 OO 设计概念。

②

第 22.4.3 到 22.4.7 中采用了 rianMarick 发表在 Internet 新闻组 comp.testing 中的文章。这的引用已获作者

的许可，关于这些主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MAR94］。

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这些故障，设计测试用例以测试设计或代码。
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③软件工程师经常在问题的边界处犯错误，例如，
当测试 ＳＱＲＴ 操作（该操作对负数返回错误）时，我们尝试边界：一个靠近零的
负数和零本身，“零本身”用于检查是否程序员犯了如下错误：
ｉｆ（ｘ＞０）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ｒｏｏｔ（）；
而不是正确的：
ｉｆ（ｘ＞＝ ０）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ｒｏｏｔ（）；
作为另一个例子，考虑布尔表达式：
ｉｆ（ａ＆＆ｂｌｌｃ）
多条件测试和相关的用于探查在该表达式中可能存在的故障的技术，
如：
“＆＆”应该是“ｌｌ”
“！”在需要处被省去
应该有括号包围“！ｂｌｌ”
对每个可能的故障，我们设计迫使不正确的表达式失败的测试用例。在
上面的表达式中，（ａ＝０，ｂ＝０，ｃ＝０）将使得表达式得到预估的“假”值，
如果“＆＆”已改为“ｌｌ”，则该代码做了错误的事情，有可能分叉到错误
的路径。
当然，这些技术的有效性依赖于测试员如何感觉“似乎可能的故障”，
如果 ＯＯ 系统中的真实故障被感觉为“难以置信的”，则本方法实质上不比任
何随机测试技术好。然而，如果分析和设计模型可以提供对什么可能出错的
深入洞察，则，基于故障的测试可以以相当低的工作量花费来发现大量的错
误。
集成测试在消息连接中查找似乎可能的故障，在此语境下，会遇到三种
类型的故障：未期望的结果、错误的操作／消息使用、不正确的调用。为了在
函数（操作）调用时确定似乎可能的故障，必须检查操作的行为。
集成测试，对象的“行为”通过其属性被赋予的值而定义，测试应该检
查属性以确定是否对对象行为的不同类型产生合适的值。
应该注意，集成测试试图在客户对象，而不是服务器对象中发现错误，
用传统的术语来说，集成测试的关注点是确定是否调用代码中存在错误，而
不是被调用代码中。用调用操作作为线索，这是发现实施调用代码的测试需
求的一种方式。
２２．４．４ ＯＯ 编程对测试的影响
面向对象编程可能对测试有几种方式的影响，依赖于 ＯＯＰ 的方法，
·某些类型的故障变得几乎不可能（不值得去测试）
·某些类型的故障变得更加可能（值得进行测试）
·出现某些新的故障类型
当调用一个操作时，可能很难确切知道执行什么代码，即，操作可能属
于很多类之一。同样，也很难确定准确的参数类型／类，当代码访问参数时，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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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得到一个未期望的值。
可以通过考虑如下的传统的函数调用来理解这种差异：
ｘ＝ｆｕｎｃ（ｙ）；
对传统软件，测试员需要考虑所有属于 ｆｕｎｃ 的行为，其他则不需考虑。
在 ＯＯ 语境中，测试员必须考虑 ｂａｓｅ：：ｆｕｎｃ（）、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ｕｎｃ（）等
行为。每次 ｆｕｎｃ 被调用，测试员必须考虑所有不同行为的集合，如果遵循了
好的 ＯＯ 设计习惯并且限制了在超类和子类（用 Ｃ＋＋的术语，称为基类和派生
类）间的差异，则这是较为容易的。对基类和派生类的测试方法实质上是相同
的，所不同的仅是簿记之一。
测试 ＯＯ 的类操作类似于测试一段代码，它设置函数参数，然后调用该函
数。继承是一种方便的生成多态操作的方式，在调用点，关心的不是继承，
而是多态。继承确实使得对测试需求的搜索更为直接。
由于 ＯＯ 系统的体系结构和构造，是否某些类型的故障更加可能，而其他
类型的故障则几乎不可能吗？对 ＯＯ 系统而言，回答是“是”。例如，因为
ＯＯ 操作通常是较小的，往往存在更多的集成工作和更多的集成故障的机会，
集成故障变得更加可能。
２２．４．５ 测试用例和类层次
如本章前面所述，继承并没有排除对所有派生类进行全面测试的需要，
事实上，它确实使测试过程变得复杂。
考虑下面情形，类 ｂａｓｅ 包含了操作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和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类 ｄｅｒｉｖｅｄ
时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重定义以用于局部语境中，毫无疑问，必须测试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操作，因为它表示了新的设计和新的代码。但是，必须重测试
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操作吗？
如果 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调用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而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的行为已
经改变，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可能错误地处理这新行为，因此，即使其
设计和代码没有改变，它需要被重新测试。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仅仅必
须执行 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的所有测试的一个子集。如果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的
设计和代码部分不依赖于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即，不调用它或任意间接调用它的代
码），则不需要在 ｄｅｒｉｖｅｄ 类中重测试该代码。
ｂａｓ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和 ｄｅｒｉｖｅｄ：：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是具有不同规约和实
现的两个不同的操作，它们各自具有一组从规约和实现导出的测试需求，这
些测试需求探查似乎可能的故障：集成故障、条件故障、边界故障等等。但
是，操作可能是相似的，它们的测试需求的集合将交迭，ＯＯ 设计得越好，交
迭 就 越 大 ， 仅 仅 需 要 对 那 些 不 能 被 ｂａｓｅ ： ：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测 试 满 足 的
ｄｅｒｉｖｅｄ：：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的需求来导出新测试。
小结一下，ｂａｓ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测试被应用于类 ｄｅｒｉｖｅｄ 的对象，测试
输入可能同时适合于 ｂａｓｅ 和 ｄｅｒｉｖｅｄ 类，但是，期望的结果可能在 ｄｅｒｉｖｅｄ
类中有所不同。
２２．４．６ 基于场景的测试设计
基于故障的测试忽略了两种主要的错误类型：（１）不正确的规约，和（２）

子系统间的交互。当和不正确的规约关联的错误发生时，产品不做客户希望
的事情，它可能做错误的事情，或它可能省略了重要的功能。在任一情形下，
质量（对要求的符合度）均受到影响。当一个子系统建立环境（如事件、数据流）
的行为使得另一个子系统失败时，发生和子系统交互相关联的错误。
基于场景的测试关心用户做什么而不是产品做什么。它意味着捕获用户
必须完成的任务（通过使用实例），然后应用它们或它们的变体作为测试。
场景揭示交互错误，为了达到此目标，测试用例必须比基于故障的测试
更复杂和更现实。基于场景的测试往往在单个测试中处理多个子系统（用户并
不限制他们自己一次只用一个子系统）。
例如，考虑对文本编辑器的基于场景的测试的设计，下面是使用实例：
使用实例：确定最终草稿
背景：打印“最终”草稿、阅读它并发现某些从屏幕上看是不明显的恼
人错误是常见的。该使用实例描述当此事发生时产生事件的序列。
１．打印完整的文档。
２．在文档中移动，修改某些页面。
３．当每页被修改后，打印它。
４．有时打印一系列页面。
该场景描述了两件事：测试和特定的用户需要。用户需要是明显的：（１）
打印单页的方法；以及（２）打印一组页面的方法。当测试进行时，有需要在打
印后测试编辑（以及相反）。测试员希望发现打印功能导致了编辑功能的错
误，即，此两个软件功能不是合适的相互独立的。
使用实例：打印新拷贝
背景：某人向用户要求文档的一份新拷贝，它必须被打印。
１．打开文档。
２．打印文档。
３．关闭文档。
测试方法也是相当明显的，除非该文档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它是在早
期的任务中创建的，该任务对现在的任务有影响吗？
在很多现代的编辑器中，文档记住它们上一次被如何打印，缺省情况下，
它们下一次用相同的方式打印。在“确定最终草稿”场景之后，仅仅在菜单
中选择“Ｐｒｉｎｔ”并对话盒里点击“Ｐｒｉｎｔ”按钮，将使得上次修正的页面再
打印一次，这样，按照编辑器，正确的场景应该是：
使用实例：打印新拷贝
１．打开文档。
２．选择菜单中的“Ｐｒｉｎｔ”。
３．检查你是否将打印一系列页面，如果是，点击以打印完整的文档。
４．点击“Ｐｒｉｎｔ”按钮。
５．关闭文档。
但是，这个场景指明了一个潜在的规约错误，编辑器没有做用户希望它
做的事。客户经常忽略在第 ３ 步中的检查，当他们走到打印机前发现只有一
页，而他们需要 １００ 页时，他们将是烦恼的。烦恼的客户指出这一规约错误。
测试用例的设计者可能在测试设计中忽略这种依赖，但是，有可能在测
试中问题会出现，测试员则将必须克服可能的反应，
“这就是它工作的方式”。

２２．４．７ 测试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表层结构指 ＯＯ 程序的外部可观察的结构，即，对终端用户立即可见的结
构。不是处理函数，而是很多 ＯＯ 系统的用户可能被给定一些以某种方式操纵
的对象。但是不管接口是什么，测试仍然基于用户任务进行。捕获这些任务
涉及到理解、观察以及和代表性用户（以及很多值得考虑的非代表性用户）的
交谈。
在细节上一定存在某些差异。例如，在传统的具有面向命令的界面的系
统中，用户可能使用所有命令的列表作为检查表。如果不存在执行某命令的
测试场景，测试可能忽略某些用户任务（或具有无用命令的界面）。在基于对
象的界面中，测试员可能使用所有的对象列表作为检查表。
当设计者以一种新的或非传统的方式来看待系统时，则可以得到最好的
测试。例如，如果系统或产品具有基于命令的界面，则当测试用例设计者假
设操作是独立于对象的，将可以得到更彻底的测试。提出这样的问题：“当
使用打印机工作时，用户有可能希望使用该操作（它仅应用于扫描仪对象）
吗？”不管界面风格是什么，针对表层结构的测试用例设计应该同时使用对
象和操作作为导向被忽视任务的线索。
深层结构指 ＯＯ 程序的内部技术细节，即，通过检查设计和／或代码而理
解的结构。深层结构测试被设计用以测试作为 ＯＯ 系统的子系统和对象设计
（第 ２１ 章）的一部分而建立的依赖、行为和通信机制。
分析和设计模型被用作深层结构测试的基础。例如，对象—关系图或子
系统协作图描述了在对象和子系统间的可能对外不可见的协作。那么测试用
例设计者会问：“我们已经捕获了某些测试任务，它测试在对象—关系图或
子系统协作图中记录的协作？如果没有，为什么？”
类层次的设计表示提供了对继承结构的误入洞察，继承结构被用在基于
故障的测试中。考虑如下一种情形：一个命名为 ｃａｌｌｅｒ 的操作只有一个参
数，并且该参数是到某基类的引用。当 ｃａｌｌｅｒ 被传递给派生类时将发生什么
事情？可能影响 ｃａｌｌｅｒ 的行为有什么差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导向特
殊测试的设计。
２２．５ 在类级别上可用的测试方法
在第 １６ 章，我们提到软件测试从“小型”测试开始，慢慢进展到“大型”
测试。对 ＯＯ 系统的小型测试着重于单个类和类封装的方法。随机测试和划分
是在 ＯＯ 测试中测试类的方法［ＫＩＲ９４］。宰胖赜诘ジ隼嗪屠喾庾暗姆椒āＫ婊
馐院突 质窃贠 Ｏ 测试中测试类的方法
２２．５．１ 对 ＯＯ 类的随机测试
为了提供时这些方法的简略性说明，考虑一个银行应用，其中 ａｃｃｏｕｎｔ
类有下列操作：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ｃｒｅｄｉｔＬｉｍｉｔ，和 ｃｌｏｓｅ［ＫＩＲ９４］，每一个操作均可应用于 ａｃｃｏｕｎｔ，但是，
该问题的本质包含了一些限制（如，帐号必须在其他操作可应用前被打开，在
所有操作完成后才关闭）。即使有了这些限制，也存在操作的很多排列。一个

ａｃｃｏｕｎｔ 实例的最小的行为生命历史包括下面操作：
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ｃｌｏｓｅ
这表示了对 ａｃｃｏｕｎｔ 的最小测试序列，然而，在下面序列中可能发生大
量的其他行为：
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ｄｅｐｏｓｉ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ｃｒｅｄｉｔＬｉｍｉｔ］ｎ·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ｃｌｏｓｅ
一系列不同的操作序列可以随机产生，例如：
测试用例＃ｒ１：
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ｄｅｐｏｓｉ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ｃｌｏｓｅ
测试用例＃ｒ２：
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ｒｅｄｉｔＬｉｍｉｔ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ｃｌｏｓｅ
执行这些和其他的随机顺序测试以测试不同的类实例生命历史。
２２．５．２ 在类级别上的划分测试
采用和划分测试（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可以来减少测试类所需的测试用
例的数量。传统软件的等价划分（第 １６ 章）基本相同的方式输入和输出被分
类，测试用例被设计以处理每个类别。但是，划分类别如何导出的呢？
基于状态的划分是根据类操作改变类的状态的能力来划分类操作的。再
次考虑 ａｃｃｏｕｎｔ 类，状态操作包括 ｄｅｐｏｓｉｔ 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而非状态操作包括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和 ｃｒｅｄｉｔＬｉｍｉｔ。测试被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设计：分别
独立测试改变状态的操作和不改变状态的操作，因此，
测
试
用
例
＃
ｐ１
：
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ｄｅｐｏｓｉ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ｃｌｏｓｅ
测
试
用
例
＃
ｐ２
：
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ｃｒｅｄｉｔＬｉｍｉ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ｃｌｏｓｅ
测试用例＃ｐ１ 改变状态，而测试用例＃ｐ２ 测试不改变状态的操作（除了
那些在最小序列中的操作）。
基于属性的划分是根据操作使用的属性来划分类操作。对 ａｃｃｏｕｎｔ 类，
用属性 ｂａｌａｎｃｅ 和 ｃｒｅｄｉｔ ｌｉｍｉｔ 来定义划分，操作被分为三个类别：（１）使
用 ｃｒｅｄｉｔ ｌｉｍｉｔ 的操作，（２）修改 ｃｒｅｄｉｔ ｌｉｍｉｔ 的操作，和（３）不使用或不
修改 ｃｒｅｄｉｔ ｌｉｍｉｔ 的操作。然后对每个划分设计测试序列。
基于类别的划分是根据各自完成的类属函数来划分类操作。例如，在
ａｃｃｏｕｎｔ 类 中 的 操 作 可 被 分 类 为 初 始 化 操 作（ｏｐｅｎ 、 ｓｅｔｕｐ） 、 计 算 操 作
（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ｗ）、查询操作（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ｃｒｅｄｉｔＬｉｍｉｔ）和终
止操作（ｃｌｏｓｅ）。
２２．６ 类间测试用例设计
当 ＯＯ 系统的集成开始后，测试用例的设计变得更复杂。正是在此阶段，
必须开始对类间的协作测试。为了说明类间测试用例生成［ＫＩＲ９４］，我们扩
展在 ２２．５ 节中引入的银行例子，使⑺
缤＊２２－２ 所示的类和协作，图

中箭头的方向指明消息的传递方向，标注则指明被作为消息所蕴含的一系列
协作来调用的操作。
和个体类的测试一样，类协作测试可通过应用随机和划分方法以及基于
场景的测试和行为测试来完成。
２２．６．１ 多个类测试
Ｋｉｒａｎｉ 和 Ｔｓａｉ［ＫＩＲ９４］建议采用下面的步骤序列以生成多个类随机测
试用例：
１．对每个客户类，使用类操作符列表来生成一系列随机测试序列，操作
符将发送消息给其他服务器对象。
２．对所生成的每个消息，确定在服务器对象中的协作者类和对应的操作
符。
３．对在服务器对象（已经被来自客户对象的消息调用）中的每个操作符确
定传递的消息。
４．对每个消息，确定下一层被调用的操作符并结合这些操作符到测试序
列中。
为了说明［ＫＩＲ９４］，考虑 ｂａｎｋ 类相对于 ＡＴＭ 类的（图 ２２－２）的操作序
列：
ｖｅｒｉｆｙＡｃｃｔ·ｖｅｒｉｆｙＰＩＮ·
［［ｖｅｒｉｆｙＰｏｌｉｃｙ·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Ｒｅｑ］┃ｄｅｐｏｓｉｔＲｅｑ
┃ａｃｃｔｌｎｆｏＲＥＱ］ｎ
对 ｂａｎｋ 类的随机测试用例可能是：
测试用例＃ｒ３：ｖｅｒｉｆｙＡｃｃｔ·ｖｅｒｉｆｙＰＩ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Ｒｅｑ
为了考虑涉及到该测试的协作者，要考虑同在测试用例 ｒ３ 中提到的每个
操作相关联的消息。ｂａｎｋ 必须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 协作以执行 ｖｅｒｉｆｙＡｃｃｔ 和
ｖｅｒｉｆｙＰＩＮ，ｂａｎｋ 必须和 ａｃｃｏｕｎｔ 协作以执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Ｒｅｑ，因此，测试上面
提到的协作的新的测试用例是：
测试用例＃ｒ４： ｖｅｒｉｆｙＡｃｃｔＢａｎｋ ·
［ｖａｌｉｄＡｃｃ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 ］·ｖｅｒｉｆｙＰＩＮ
Ｂａｎｋ ·［ｖａｌｉｄＰ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 ］ ｄｅｐｏｓｉｔＲｅｑ·［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ｃｃｏｕｎｔ ］
多个类划分测试的方法类似于单个类划分测试的方法，如在 ２２．５．２ 节讨
论那样划分单个类，然而，扩展测试序列以包括那些通过发送给协作类的消
息而激活的操作。另一种方法基于特殊类的接口来划分测试，如图 ２２－２ 所
示，ｂａｎｋ 类接收来自 ＡＴＭ 和 ｃａｓｈｉｅｒ 类的消息，因此，可以通过将 ｂａｎｋ 中
的方法划分为服务于 ＡＴＭ 和服务于 ｃａｓｈｉｅｒ 的操作来测试。基于状态的划分
（２２．５．２ 节）可用于进一步精化划分。
２２．６．２ 从行为模型导出的测试
在第 ２０ 章，我们讨论了使用状态—变迁图（ＳＴＤ）作为表示类的动态行为
的模型。类的 ＳＴＤ 可被用于帮助导出测试类（和那些与其协作的类）的动态行
为的测试序列。图 ２２－３［ＫＩＲ９４］给出了前面讨论的 ａｃｃｏｕｎｔ 类的 ＳＴＤ，根
据该图，初始变迁经过了 ｅｍｐｔｙ ａｃｃｔ 和 ｓｅｔｕｐ ａｃｃｔ 状态，类的实例的大多
数行为发生在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ｃｃｔ 状态，最终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和 ｃｌｏｓｅ 使得 ａｃｃｏｕｎｔ

类分别向 ｎ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ｃｃｔ 或 ｄｅａｄ ａｃｃｔ 状态变迁。
所设计的测试应该涵盖所有的状态［ＫＩＲ９４］，即，操作序列应该致使
ａｃｃｏｕｎｔ 类产生经过所有允许的状态的变迁：
测
试
用
例
＃
ｓ１
：
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Ａｃｃｎ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ｆｉｎａｌ）·ｃｌｏｓｅ
应该注意，该序列等同于 ２２．５．１ 节讨论的最小测试序列，加入其他测试
序列到最小序列中：
测
试
用
例
＃
ｓ２
：
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Ａｃｃｎ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ｒｅｄｉｔ·ｗｉｔｈ
ｄｒａｗ（ｆｉｎａｌ）·ｃｌｏｓｅ
测
试
用
例
＃
ｓ３
：
ｏｐｅｎ·ｓｅｔｕｐＡｃｃｎ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ｃｃｎｔｌｎｆ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ｆｉｎａｌ）·ｃｌｏｓｅ
仍然可以导出更多的测试用例以保证已经适当的测试了类的所有行为，
在类行为导致与一个或多个类协作的情况下，使用多个 ＳＴＤ 去跟踪系统的行
为流。
可以按“宽度优先的方式”遍历状态模型［ＭＣＧ９４］，在本语境内宽度优
先指明：一个测试用例测试单个变迁，并且当测试新的变迁时，仅使用以前
被测试的变迁。
考虑在 ２２．２．２ 节讨论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对象，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的初始状态是
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即，没有提供信用卡号 ），通过在销售中读信用卡，对象进入
ｄｅｆｉｎｅｄ 状态，即定义属性 ｃａｒｄ ｎｕｍｂｅｒ 和 ｅｘ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 以及银行特定的
标识符。当发送请求授权时，信用卡被提交（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当授权被接收时，
信用卡被核准（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ｃｒｅｄｉｔｃａｒｄ 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的变迁可
以通过导出引致变迁发生的测试用例来测试。对这种测试类型的宽度优先的
方法将不会在测试 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 和 ｄｅｆｉｎｅｄ 之前测试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如果这样做
了，它将使用了以前尚未测试的变迁，因此违反了宽度优先准则。
２２．７ 小结
面向对象测试的整体目标——以最小的工作量发现最多的错误——和传
统软件测试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 ＯＯ 测试的策略和战术有很大不同。测试的
视角扩大到包括复审分析和设计模型，此外，测试的焦点从过程构件（模块）
移向了类。
因为 ＯＯ 分析和设计模型以及产生源代码是语义耦合的，测试（以正式的
技术复审的方式）在这些活动进行中开始，为此，ＣＲＣ、对象—关系、和对象
—行为模型的复审可视为第一阶段的测试。
一旦已经完成 ＯＯＰ，可对每个类进行单元测试。类测试使用一系列不同
的方法：基于故障的测试、随机测试和划分测试。每种方法均测试类中封装
的操作。设计测试序列以保证相关的操作被处理。类的状态，由其属性的值
表示，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错误。
集成测试可使用基于线程或基于使用的策略来完成。基于线程的测试集
成一组相互协作以对某输入或事件作出回应的类。基于使用的测试按层次构
造系统，从那些不使用服务器类的类开始。集成测试用例设计方法也可以使

用随机和划分测试。此外，基于场景的测试和从行为模型导出的测试可用于
测试类及其协作者。测试序列跟踪跨越类协作的操作流。
ＯＯ 系统有效性测试是面向黑盒的并可以通过应用对传统软件讨论的相
同的黑盒方法来完成。然而，通过使用使用实例作为有效性测试的主要驱动
基于场景的测试主宰了 ＯＯ 系统的有效性。
思考题
２２．１ 用你自己的话，描述为什么类是 ＯＯ 系统中测试的最小合理单位。
２２．２ 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测试从某现存类导出的子类，即使已经完全地测
试过现存类？我们是否可以使用为现存类设计的测试用例？
２２．３ 为什么“测试”应该从 ＯＯＡ 和 ＯＯＤ 活动开始？
２２．４ 为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导出一组 ＣＲＣ 索引卡片，并进行在 ２２．２．２ 节提到的步
骤以确定是否存在不一致性。
２２．５ 用于集成测试的基于线程的和基于使用的策略间有什么不同？集
群测试如何适合它？
２２．６ 对你在思考题 ２１．１２ 中生成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设计中定义的三个
类运用随机测试和划分。制作指明将被调用的操作序列的测试用例。
２２．７ 对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的设计应用多个类测试和从行为模型导出的测试。
２２．８ 用在思考题 ２２．６ 和 ２２．７ 中提到的方法，为在思考题 １２．１３ 中描述
的 ＰＨＴＲＳ 系统导出测试用例。
２２．９ 用在思考题 ２２．６ 和 ２２．７ 中提到的方法，为在思考题 ２１．１４ 中描述
的视频游戏导出测试用例。
２２．１０ 用在思考题 ２２．６ 和 ２２．７ 中提到的方法，为在思考题 ２１．１５ 中描
述的 ｅ－ｍａｉｌ 系统导出测试用例。
２２．１１ 用在思考题 ２２．６ 和 ２２．７ 中提到的方法，为在思考题 ２１．１６ 中描
述的 ＡＴＣ 系统导出测试用例。
２２．１２ 用在思考题 ２２．６ 和 ２２．７ 中提到的每个方法，为在 ２２．５、２２．６ 节
中描述的银行应用导出四个其他的测试用例。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面向对象测试的文献才刚刚开始出现。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Ａ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ＭｃＧｒｅｇｏｒ 和 Ｓｙｋｅｓ（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ａｎ Ｎｏｓｔｒａｎｄ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１９９２）讨论了这
一主题。Ｂｅｉｚｅｒ（Ｂｌａｃｋ－Ｂｏｘ Ｔｅｓｔｉｎｇ，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５）讨论了一系列适合于
ＯＯ 语境的测试用例设计方法，Ｂｉｎｄｅｒ（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６）和 Ｍａｒｉｃｋ［ＭＡＲ９４］给出了对 ＯＯ 测试的详细讨论。
此外，在第 １６ 章提到的很多信息源通常也适用于 ＯＯ 测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 的 １９９４ 年第 ９ 期是 ＯＯ 测试专集，它给出
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和覆盖 ＯＯ 测试的较广范围的研究参考书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新闻组 ｃｏｍｐ．ｏｂｊｅｃｔ 也时常有关于 ＯＯ 测试的内容，不幸的是，
该新闻组的 ＦＡＱ（虽然在很多方面是全面的）当前尚未涉及 ＯＯ 测试。对 ＯＯ 测
试的进一步讨论有时可在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 和 ｃｏｍｐ．ｔｅｓｔｉｎｇ 找到。

下面的网址包含了关于 ＯＯ 测试的参考书目和其他信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ｂｓｃ．ｃｏｍ／ｐａｇｅｓ／ｏｏｔｂｉｂ．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ｄｏｎｋｅｙ．ｃｓ．ａｒｉｚｏｎａ．ｅｄｕ：１９９４／ｂｉｂ／Ｏｂｊｅｃｔ
下面网址包含了 ＯＯ 测试的讨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ｄｕ／ｈｏｍｅｓ／ｇｍｕｒｐｈｙ／ｔｅｓｔＳＴＡｐｐ．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ｌａｂｓ．ｃｏｍ／ｍａｒｉｃｋ／ｒｏｏｔ．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ｏａ．ｃｏｍ
关于面向对象测试的 ＷＷＷ 最新文献列表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
到。

第 ２３ 章

面向对象系统的技术度量

在本书前面我们提到，测度和度量是任何工程学科的关键构成成分——
面向对象软件工程也不例外。可悲的是，对 ＯＯ 系统的度量的使用比其他 ＯＯ
方法的使用的进展要慢得多。ＥｄＢｅｒａｒｄ［ＢＥＲ９５］提到如下对测度的讽刺：
软件人员似乎对度量有爱—恨关系。一方面，他们轻视和不信任任何听
起来或看起来象是测度的东西，他们能迅速指出在谈论测度软件产品、软件
过程和（特别地）软件人员的任何人们的论据中的“缺陷”。另一方面，同样
是这些人员，他们似乎在标识哪些程序设计语言是最好的、管理者所做的“破
坏”项目的最愚蠢的事情、以及谁的方法学适用于什么环境等方面又没有什
么困难。
Ｂｅｒａｒｄ 提到的“爱—恨关系”是真实的，然而，随着 ＯＯ 系统变得更普
遍深入，软件工程师具有量化的机制来评估设计的质量和 ＯＯ 程序的效果是非
常重要的。
２３．１ 面向对象度量的目的
面向对象度量的基本目标和那些针对传统软件的度量的目标是一样的：
·更好地理解产品的质量。
·评估过程的效果。
·改善在项目级别完成的工作的质量。
每一个目标都很重要，对软件工程师而言，产品质量是最重要的。但是，
我们如何测度 ＯＯ 系统的质量？可以评估设计模型的哪些特征以确定系统是
否易于实现、便于测试、修改简单、最重要、为终端用户所接受？本章的下
面部分将讨论这些问题。
２３．２ 区别性的特征
对任何工程产品的度量是由产品的独特特征所决定的。例如，对电动汽
车计算每加仑多少英里是没有意义的，该度量对传统的（即，汽油为动力的）
汽车是有效的，但是当推动模式发生巨大改变后，它是不适用的。面向对象
的软件和用传统方法开发的软件有本质性不同，为此，对 ＯＯ 系统的技术度量
必须调整以适应那些区别 ＯＯ 和传统软件的特征。
Ｂｅｒａｒｄ［ＢＥＲ９５］定义了 ５ 个导致特殊度量的特征：局部化、封装、信息
隐蔽、继承和对象抽象技术。在下面几节中，将简略地讨论每个特征。
２３．２．１ 局部化
局部化是软件的一个特征，它指明信息在程序中被集中的方式，例如，
针对功能分解的传统方法围绕功能局部化信息，它们典型地以过程模块来实
现。数据驱动方法围绕特定的数据结构局部化信息。在 ＯＯ 语境中，信息是通
过封装数据和处理在类或对象的边界内而集中的。
因为传统软件强调函数为局部化机制，软件度量着重于函数的内部结构
或复杂性（如，模块长度、内聚性或 ｃｙｃｌｏｍａｔｉｃ 复杂性）或函数间相互连接的

方式（如，模块耦合）。
因为类是 ＯＯ 系统的基本单位，所以，局部化是基于对象的，因此，度量
应该应用于作为一个完全实体的类（对象）。此外，在操作（函数）和类间的关
系不必要是一对一的。因此，反应类协作方式的度量必须能够适应一对多和
多对一的关系。①
２３．２．２ 封装
Ｂｅｒａｒｄ［ＢＥＲ９５］定义封装为“一组项的包装（或捆绑在一起），（对传统
软件的）低层封装例子包括记录和数组，而子程序（如，过程、函数、子例程
和段落）是封装的中层机制。”
对 ＯＯ 系统，封装包含了类的责任，包括其属性（和针对聚合对象的其他
类）和操作，以及由特定的属性值定义的类的状态。
封装通过将测度的焦点从单个模块改变到数据（属性）和处理模块（操作）
包而影响度量。此外，封装鼓励在高抽象层的测度，例如，在本章后面，将
介绍和每个类的操作数量关联的度量。将此层次的抽象同传统的度量相比
较，传统的着重于布尔条件的计数（ｃｙｃｌｏｍａｔｉｃ 复杂性）或代码行数。
２３．２．３ 信息隐蔽
信息隐蔽隐瞒（或隐藏）程序构件的操作细节，只将对访问该构件必需的
信息提供给那些希望访问它的其他构件。
良好设计的 ＯＯ 系统应该鼓励信息隐蔽，因此，指明隐蔽所达到程度的度
量应该提供了对 ＯＯ 设计质量的一个指标。
２３．２．４ 继承
继承是使得某对象的责任能够传播到其他对象的机制，继承出现在类层
次的所有层面上，通常，传统的软件不支持该特征。
因为继承是很多 ＯＯ 系统的关键特征，所以很多 ＯＯ 度量是关注于它的。
例子（在本章后面讨论）包括子女数（类的直接子类的数量）、父辈数（类的立即
一般化类的数量）。以及类层次嵌套级别（在继承层次中类的深度）。
２３．２．５ 抽象
抽象是使得设计者能够关注程序构件（数据或过程）的本质性细节而不需
考虑低层细节的机制。如 Ｂｅｒａｒｄ 所说：“抽象是一个相对概念，当我们移向
更高的抽象级别时，我们忽略了越来越多的细节，即，我们提供了对概念或
项的更一般化的视图；当我们移向抽象的低层时，我们引入了更多的细节，
即，我们提供了概念或项的更特定的视图。”
因为类是一种抽象，它可以在很多不同的细节级别上并以一系列不同的
方式（如，作为一个操作列表、作为一个状态序列、作为一系列协作）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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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ＯＯ 度量用类的测度（如，每个应用的每个类的实例数、每个应用的参数
化类数以及参数化类和非参数化类的比率）来表示抽象。
２３．３ 对 ＯＯ 设计模型的度量
关于面向对象设计的很多东西是主观性的——一个有经验的设计者“知
道”如何刻划 ＯＯ 系统使得它将有效地实现客户需求。但是，当 ＯＯ 设计模型
在规模和复杂性上增长时，对设计特征的更客观的观察对有经验的设计者（他
可获得更深的洞察）和新手（他可以得到关于质量的指标，否则是得不到这些
指标的）都是有益的。
对设计的客观观察应该有量化的成分——从而导向 ＯＯ 度量。在现实中，
ＯＯ 系统的技术度量不仅应用于设计模型，也可应用于分析模型。在下面几节
中，我们探讨在 ＯＯ 类级别和操作级别提供质量指标的度量以及可应用于项目
管理和测试的度量。
２３．４ 面向类的度量
类是 ＯＯ 系统的基本单位，因此，对个体类、类层次和类协作的测度和度
量对必须评估设计质量的软件工程师将是无价的。在前几章，我们已经看到
类封装操作（处理）和属性（数据），类经常是子类（有时称为子女）的“父辈”，
子类继承父类的属性和操作。类经常和其他类协作。这些特征的每一种均可
作为测度的基础。
２３．４．１ ＣＫ 度量套件
最广为引用的 ＯＯ 软件度量体系之一是由 Ｃｈｉｄａｍｂｅｒ 和 Ｋｅｍｅｒｅｒ［ＣＨＩ９４］
提出的，作者建议了Ｕ攵設 Ｏ 系统的 ６ 种基于类的设计度量（经常被称为 ＣＫ
度量套件（ＣＫ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ｓｕｉｔｅ））。①
每个类的加权方法（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ｐ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ＷＭＣ）
假定对类 Ｃ 定义了复杂度为 ｃ１ ，ｃ２ ，…ｃｎ 的 ｎ 个方法，所选择的特定的
复杂性度量（如 ｃｙｃｌｏｍａｔｉｃ 复杂性）应该规范化，使得对某方法的名义上的复
杂性取值 １．０。
ＷＭＣ＝Σｃｉ
对 ｉ＝１ 或 ｎ。
方法的数量和它们的复杂性是对实现和测试类所需的工作量的合理指
标，此外，方法数量越多，继承树也越复杂（所有子类继承它们父类的方法），
最后，随着一个给定类的方法的数量的增多，它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针对某一
应用，因此限制了潜在的复用。由于这些理由，ＷＭＣ 应该保持合适的低值。
虽然对类的方法数量的计数似乎是相当直接的，但此问题实际上比看上
去更复杂。Ｃｈｕｒｃｈｅｒ 和 Ｓｈｅｐｐｅｒｄ［ＣＨＵ９５］对此问题有如下论述：ù
为了统计方法的数量，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方法仅仅属
于定义它的类呢，或者它也属于直接或间接继承它的每个类？”这样的问题
①

Chidember 和 Kemerer 用的是术语“方法”，而不是“操作”本节中使用了这一术语。

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运行时系统将最终解决此问题，然而，对度量的意
义却可能是重大的。
一种可能性是限制对当前类计数，忽略继承来的方法。这样做的动机是：
继承来的方法已经在定义它们的类中被计数，所以类增量是其功能性的最好
测度——这反应了它存在的理由。为了理解一个类做什么，最重要的信息源
是它自己的操作。如果一个类不能对某消息作出回应（即，它缺少自己的对应
方法），则它将消息传送到其父类。
在另一个极端，计数可能包括定义在当前类中的所有方法及所有继承来
的方法。该方法强调在理解类时状态空间的重要性，而不是类增量的重要性。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存在其他可能性，例如，可能限制计数到当前类
的和直接从父类继承来的方法。该方法基于这样一个论据：父类的特例化是
同子类的行为最直接相关的。
和软件度量中的大多数计数惯例一样，上面概述的任何一种方法均是可
接受的，只需当收集度量数据时，一致地应用计数方法即可。
继承树的深度（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Ｔｒｅｅ，ＤＩＴ）
该度量被定义为“从结点到树根的最大长度”［ＣＨＩ９４］，在图 ２３－１
中，所显示的类层次的 ＤＩＴ 值是 ４。
当 ＤＩＴ 增大时，有可能低层的类将继承很多方法，这导致了企图预测类
的行为时的潜在困难。一个深的类层次（ＤＩＴ 值大）也导致更大的设计复杂
性。从正面来说，大的 ＤＩＴ 值表明很多方法可以被复用。
子女的数量（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ＮＯＣ）
在类层次中直接从属于某类的子类称为子女，在图 ２３－１ 中，类 Ｃ２ 有三
个子女——子类 Ｃ２１ 、Ｃ２２ 和 Ｃ２３ 。
当子女的数量增加时，复用也增加。但是，当 ＮＯＣ 增大时，父类表示的
抽象可能在减弱，即，有可能某些子女实际上不是父类的合适成员。当 ＮＯＣ
增大时，测试的工作量（需要时对每个子女在其运行语境内进行测试）也将增
大。
对象类之间的耦合（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ｌａｓｓｅｓ，ＣＢＯ）
ＣＲＣ 模型（第 ２０ 章）可被用于确定 ＣＢＯ 的值，本质上，ＣＢＯ 是对某个类在
ＣＲＣ 索引卡片上列出的协作的数量。
当 ＣＢＯ 增大时，有可能类的可复用性将减弱。ＣＢＯ 的高值也使得修改和
为确定何时进行修改的测试更为复杂。通常，每个类的 ＣＢＯ 值应该保持适当
的低值，这和传统软件中减少耦合的一般性指南是一致的。
对类的响应（ＲｅＰｏｎｓｅ ｆｏｒ ａ Ｃｌａｓｓ，ＲＦＣ）
类的响应集是“一组方法，它们可能会作为该类的某对象接收到的消息
的响应而被执行”［ＣＨＩ９４］，ＲＦＣ 被定义为响应集中方法的数量。该类的某
对象接收到的消息的响应而被执行”
当 ＲＦＣ 增大时，因为测试序列（第 ２２ 章）增加，所以，测试所需的工作量
也增大。同样，当 ＲＦＣ 增大时，类的整体设计复杂性增加。
方法中内聚性的缺乏（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ＬＣＯＭ）
类中的每个方法访问一个或多个属性（也称为实例变量），ＬＣＯＭ 是访问一

个或多个相同属性的方法的数量，如果没有方法访问相同的属性，①则 ＬＣＯＭ
为 ０。
为了说明 ＬＣＯＭ≠０ 的情形，考虑具有 ６ 个方法的类，其中 ４ 个方法有一
个或多个属性是共同的（即，它们访问共同属性），因此，ＬＣＯＭ＝４。
如果 ＬＣＯＭ 是高的，方法可以通过属性相互耦合，这增加了类设计的复杂
性。通常，ＬＣＯＭ 的高值表明最好将该类分解为两个或更多的独立类。虽然存
在 ＬＣＯＭ 的高值是合理的情形，但是，总希望保持高内聚性，即，保持 ＬＣＯＭ
值低。
２３．４．２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 建议的度量
在他们关于 ＯＯ 度量的书中，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ＬＯＲ９４］将基于类的度量分
为四大类：大小、继承、内部和外部。ＯＯ 类的面向大小的度量着重于个体类
的属性和操作的计数以及 ＯＯ 系统整体的平均值。基于继承的度量着重于在整
个类层次中操作被复用的方式。类内部的度量考察内聚性（２３．４．１ 节）和面向
代码的问题；外部度量检查耦合和复用。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 建议的度量体系的
抽样如下：②
类大小（Ｃｌａｓｓ Ｓｉｚｅ，ＣＳ）
可用下面测度来确定类的整体大小：
·被封装在类中的操作的总数（包括继承来的和私有的事例操作）
·被封装在类中的属性的数量（包括继承来的和私有的事例属性）
Ｃｈｉｄａｍｂｅｒ 和 Ｋｅｍｅｒｅｒ（２３．４．１ 节）提出的 ＷＭＣ 度量也是类大小的加权测
度。
如前面提到，大的 ＣＳ 值指明类可能有太多的责任，它将降低类的复用性
和使实现和测试复杂化。通常，在确定类的大小时，继承的和公共的操作和
属性应该被更重地加权［ＬＯＲ９４］，私有的操作和属性造成特例化并在设计中
是更局部化的。
也可以计算出类属性和操作数量的平均值。大小的平均值越低，系统中
的类越可能被广泛地复用。
由 子 类 重 载 的 操 作 数 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ｒｉｄｄｅｎ ｂｙ ａ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ＮＯＯ）
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子类用它自己使用的特殊版本替换从其超类继承的
某操作，这称为重载。大的 ＮＯＯ 值通常指明了，如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 所指出的
设计问题：
因为子类应该是其超类的特例化，它应该主要扩展超类的服务（操作），
这将导致独特的新的方法名。
如果 ＮＯＯ 是大的，则设计者破坏了超类所蕴含的抽象，这导致了弱的类
层次并可能使 ＯＯ 软件难于测试和修改。
由 子 类 增 加 的 操 作 的 数 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ｄｅｄ ｂｙ ａ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ＮＯＡ）
子类通过加入私有的操作和属性而特例化。当 ＮＯＡ 的值增大时，则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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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漂离超类所蕴含的抽象。通常，当类层次的深度增加（ＤＩＴ 变大）时，在层
次中低层的 ＮＯＡ 值将下降。
特例化索引（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Ｉ）
特例化索引提供了在 ＯＯ 系统中每个子类的特例化程度的粗略指标。可通
过加入或删除操作或通过重载而达到特例化。
ＳＩ＝［ＮＯＯ×ｌｅｖｅｌ］／Ｍｔｏｔａｌ
这里 ｌｅｖｅｌ 是在类层次中类驻留的层数，Ｍｔｏｔａｌ 是类的方法的总数。ＳＩ
的值越高，类层次中越有可能包含了更多的不遵从超类的抽象的类。
２３．５ 面向操作的度量
因为类是 ＯＯ 系统中的支配性单元，很少有针对类操作提出的度量。
Ｃｈｕｒｃｈｅｒ 和 Ｓｈｅｐｐｅｒｄ［ＣＨＵ９５］对此有如下论述： 苌儆姓攵岳嗖僮魈岢龅
亩攘俊
ｈｕｒｃｈｅｒ 和当前研究的结果表明：方法在语句数量和逻辑复杂性
［ＷＩＬ９２］方面趋向减小，这意味着系统的连接性结构可能比个体模块的内容
更为重要。
然而，通过检查类操作的一般特征可以获得某些深入了解，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ＬＯＲ９４］提出了统如下的三个简单度量：
平均操作大小（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ＯＳａｖｇ）虽然代码行可被用作操
作大小的指标，但是，ＬＯＣ 测度受第 ４ 章中讨论的所有问题的影响，为此，
操作发送的消息数量提供对操作大小的另一种度量。当某单个操作发送的消
息数量增加时，有可能责任没有在类中很好地分配。
操作复杂度（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Ｃ）可使用对传统软件提出的任何
复杂度度量（第 １８ 章）来计算操作的复杂度［ＺＵＳ９０］。因为操作应该被限制
到某一特定的责任，设计者应该努力保持 ＯＣ１８ 章）来尽可能低。
每
个
操
作
的
平
均
参
数
的
数
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Ｐａｖｇ）操作参数的数量越大，
对象间的协作越复杂，通常，ＮＰａｖｇ 应该保持尽可能低。
２３．６ 对面向对象测试的度量
在 ２３．４ 和 ２３．５ 节给出的设计度量提供了设计质量的指标，它们也提供
了测试 ＯＯ 系统所需的测试工作量的一般性指标。
Ｂｉｎｄｅｒ［ＢＩＮ９４］建议了一组设计度量，它对 ＯＯ 系统的“易测试性”有
直接的影响，该度量谋蛔橹 ７ 从χ匾Ｉ 杓铺卣鞯睦啾穑＊
封装
在方法中内聚性的缺乏（ＬＣＯＭ）。①ＬＣＯＭ 的值越高，则必须测试越多的状
态以保证方法不会产生副作用。
公共和受保护属性的百分比（Ｐｅｒｃ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ＰＡＰ）。公
共属性是从其他类继承来的，因此对那些类是可见的。受保护属性是特例化
的，为特定的类所私有。该度量指明公共属性的百分比，ＰＡＰ 的高值增加了
类间副作用的可能性，必须设计测试以保证发现这样的副作用。
①

LCOM 的描述参见第 23.4.1 节。

对数据成员的公共访问（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ｄａｔａ ｍｅｍｂｅｒｓ，ＰＡＤ）。该度
量指明可以访问另一个类的属性的类（或方法）的数量，是对封装的违背。ＰＡＤ
的高值导致了类间副作用的潜在可能，必须设计测试以保证发现这样的副作
用。
继承
根类的数量（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ｏｏｔ ｃｌａｓｓｅｓ，ＮＯＲ）。该度量是在设计模型中描
述的不同类层次的数量，必须为每个根类和对应的类层次开发测试。随着 ＮＯＲ
增加，测试工作量也增加。
扇入（Ｆａｎ ｉｎ，ＦＩＮ）。当用于 ＯＯ 语境时，扇入是多继承的指标，ＦＩＮ＞１
指明类从多于一个的根类继承属性和操作。ＦＩＮ＞１ 应该尽可能避免。
子女数（ＮＯＣ）和继承树的深度（ＤＩＴ）。①如我们在第 ２２ 章中所讨论，超类
的方法将必须针对每个子类被重新测试。
除了上面的度量，Ｂｉｎｄｅｒ［ＢＩＮ９４］还定义了对类复杂度和多态性的度量。
对类复杂度的度攵粤堪 ㄈ 鯟 Ｋ 度量（２３．４．１ 节）：每个类的加权方法
（ＷＭＣ）、对象类间的耦合（ＣＢＯ）、以及对类的回应（ＲＦＣ）。此外，也定义了和方
法计数关联的度量。和多态性关联的度量是非常特殊的，对它的讨论参见
Ｂｉｎｄｅｒ。
２３．７ 对面向对象项目的度量
如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所发现那样，项目管理者的工作是计划、协调、
跟踪和控制软件项目。在第 １９ 章，我们讨论了某些和 ＯＯ 项目的项目管理关
联的特殊问题。但是测度又怎样呢？有特殊的 ＯＯ 度量可被项目管理者使用以
提供对进展的更深入洞察吗？当然，回答是“是”。
项目管理者完成的第一个活动是计划，而早期的计划任务之一是估算。
回忆演化过程模型，②在软件的每次递进后被重新考察计划，因此，在 ＯＯＡ、
ＯＯＤ、以及甚至 ＯＯＰ 的每次递进后被重新考察计划及其项目估算。
项目管理者在计划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对软件的实现大小的估
算，大小是直接正比于工作量和时间的。下面的 ＯＯ 度量［ＬＯＲ９４］可以提供
对软件大小的考察：
场景脚本的数量（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ｃｒｉｐｔｓ，ＮＳＳ）。场景脚本或使用
实例（第 ２０ 章）的数量直接正比于满足需求所需的类的数量、每个类的状态数
量、以及方法、属性和协作的数量。ＮＳＳ 是对程序大小的有力的指标。
关键类的数量（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ｅｙ ｃｌａｓｓｅｓ，ＮＫＣ）。关键类直接聚焦于问题
的业务领域并且通过复用③而实现它们的可能性将很低。为此，ＨＫＣ 的高值表
明了仍要进行实质性的开发工作量。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ＬＯＲ９４］指出在典型的
ＯＯ 系统中所有类的 ２０％到 ４０％是关键类，其余的支持基础设施（ＧＵＩ、通信、
数据库、等等）。
子系统的数量（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ＳＵＢ）。子系统的数量提供了对
资源分配、进度安排（特别强调并行开发）以及整体集成工作量的考察。
①

NOC 和 DIT 的描述参见第 23.4.1 节。

②

演化过程模型最适于 OO 系统（参见第 2 章和第 19 章）。

③

直到一个特殊领域中的复用构件的强健复用类库被开发出来时，复用才真正得于实现。

度量 ＮＳＳ、ＮＫＣ 和 ＮＳＵＢ 可针对过去的 ＯＯ 项目来收集，并且和花费在整体
项目上的工作量以及花费在单个过程活动（如，ＯＯＡ、ＯＯＤ、ＯＯＰ 和 ＯＯＴ）上的工
作量相关联，这些数据也可结合本章前面讨论的设计度量一起用于计算“生
产率度量”，如每个开发者的类的平均数量或每个人月的方法的平均数量，
这些度量可结合起来用于针对当前项目估算工作量、工期、人员配备、以及
其他项目信息。
２３．８ 小结
面向对象软件和用传统方法开发的软件有根本性不同，因此，ＯＯ 系统的
度量着重于以下度量：可以应用于类和用于那些使得类独特的设计特征——
局部化、封装、信息隐蔽、继承和对象抽象技术的度量。
ＣＫ 度量套件定义了 ６ 个面向类的软件度量，它们着重于类和类层次。该
度量套件也给出了评估类间协作和驻留在类中的方法的内聚性的度量。在面
向类的级别上，ＣＫ 度量套件可以用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 提出的度量来增强，这些
包括类“大小”的测度和对子类的特例化程度提供考察的度量。
面向操作的度量着重于个体操作的大小和复杂性，然而，重要的是要注
意，对 ＯＯ 设计度量的主要切入点在类级别。
已经提出了大量的 ＯＯ 度量以评估 ＯＯ 系统的易测试性，这些度量着重于
封装、继承、类复杂度和多态性。
分析和设计模型的可测度的特征可以帮助 ＯＯ 系统的项目管理者的计划
和跟踪活动，场景脚本（使用实例）、关键类和子系统的数量一起提供了关于
实现系统所需的工作量的信息。
思考题
２３．１ 复审在本章和第 １８ 章提出的度量，你如何刻划传统软件和 ＯＯ 软件
的度量间在语法和语义上的不同？
２３．２ 局部化如何影响对传统软件和 ＯＯ 软件所开发的度量？
２３．３ 为什么不更多地强调那些涉及类中操作的特定特征的 ＯＯ 度量？
２３．４ 复审在本章讨论的度量并建议一些直接或间接地测度信息隐蔽的
度量。
２３．５ 复审在本章讨论的度量并建议一些直接或间接地测度抽象的度
量。
２３．６ 类 Ｘ 有 １２ 个操作，对在 ＯＯ 系统中的所有操作已经计算出 Ｃｙｃｌｏｍａｔｉｃ
复杂度，并且模块复杂度的平均值是 ４。对类 Ｘ，操作 １ 到 １２ 的复杂度分别
是 ５、４、３、３、６、８、２、２、５、５、４、４，计算 ＷＭＣ。
２３．７ 根据图 １９－８ａ 和 １９－８ｂ，计算每个继承树的 ＤＩＴ 值，类 Ｘ２ 对两棵
树的 ＮＯＣ 值是多少？
２３．８ 根据［ＣＨＩ９４］给出一页的关于 ＬＯＣＭ 度量的正式定义的讨论。棵树
的 ＮＯＣ 值是多少？
２３．９ 在图 １９－８ｂ 中，类 Ｘ３ 和 Ｘ４ 的 ＮＯＡ 值是多少？
２３．１０ 根据图 １９－８ｂ，假定在继承树（类层次）中已经重载了 ４ 个操作，该
类层次的 ＳＩ 值是多少？

２３．１１ 某软件项目组到目前已经完成了 ５ 个项目，已经对所有项目收集
了下面的数据：
项目号

ＮＳＳ

ＮＫＣ

ＮＳＵＢ

１

３４

６０

３

９００

２

５５

７５

６

１５７５

３

１２２

２６０

８

４４２０

４

４５

６６

２

９９０

５

８０

１２４

６

工 作 量 （天 ）

２４８０

一个新项目正处于 ＯＯＡ 的早期阶段，估计将会为该项目开发 ９５ 个使用实
例，估算：
ａ．实现系统所需要的类的总数。
ｂ．实现系统所需的总的工作量。
２３．１２ 由老师选出本章的一组 ＯＯ 度量，对下面的一个或多个问题计算这
些度量的值：ａ．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设计模型。
ｂ．思考题 １２．１３ 中描述的 ＰＨＴＲＳ 系统的设计模型。
ｃ．思考题 ２１．１４ 中考虑的视频游戏的设计模型。
ｄ．思考题 ２１．１５ 中考虑的 ｅ－ｍａｉｌ 系统的设计模型。
ｅ．思考题 ２１．１６ 中考虑的 ＡＴＣ 系统的设计模型。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一系列关于 ＯＯＡ、ＯＯＤ 和 ＯＯＴ 的书（见第 ２０、２１、２２ 章的“推荐阅读文献
及其他信息源”）对 ＯＯ 度量均有一定涉及，但是，很少详细地讨论该主题。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４）
和 Ｇｒａｈａｍ（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３）
的书比其他书进行了更多的讨论。
Ｌｏｒｅｎｚ 和 Ｋｉｄｄ［ＬＯＲ９４］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Ｓｅｌｌｅｒｓ（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ｅｔｒｉｃ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是当前出版的
关于 ＯＯ 度量的唯一书。Ｗｈｉｔｍｉｒ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Ｍａｒｃｉｎｉａｋ（ｅｄ．），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４）其中一章是关于 ＯＯ 度量的。其他针对传统
软件度量的书籍（见第 ４、１８ 章的“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包含有限
的对 ＯＯ 度量的讨论。
关于 ＯＯ 度量的主要信息可从出版于技术文献中的论文和文章中得到，
Ｗｈｉｔｔｙ（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５）收集
了当前已出版的关于 ＯＯ 度量的最全面的参考书目，其电子版本可在如下网址
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ｂｕ．ａｃ．ｕｋ／～ｃｓ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ｈｔｍｌ
本书第四部分提到的所有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信息源对 ＯＯ 度量的讨论是值得探查
的，此外，关于 ＯＯ 度量的偶尔的讨论可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新闻组 ｃｏｍｐ．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ｃｏｍ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 ｃｏｍｐ．ｔｅｓｔｉｎｇ 找到。

其他的关于 ＯＯ 度量的信息可在下面网址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ｂｕ．ａｃ．ｕｋ／～ｃｓｓｅ／ｍｅｔｋｉｔ．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ｌｏｕｉｓ．ｅｃｓ．ｓｏｔｏｎ．ｓｃ．ｕｋ／ｄｓｓｅ／ｍｏｏｐｓ．ｈｔｍｌ
ｆｔｐ：／／ｆｔｐ．ｓｂｕ．ａｃ．ｕｋ／ｐｕｂ／Ｍｅｔｒｉｃｓ
关于面向对象度量的 ＷＷＷ 最新文献列表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
到。

第五部分

软件工程高级课题

这部分我们考虑一些高级课题，这将扩展你对软件工程的理解。在下面
章节中，我们将讨论下列问题：
·什么是“形式化方法”，如何用于刻划软件？
·对形式化描述软件需要什么符号和数学预备知识？
·净室软件工程方法和传统方法有什么不同？
·什么是在净室过程中进行的关键技术活动？
·领域工程如何被用作建立可复用构件库的先导？
·当开始进行复用过程时，必须考虑哪些技术问题？
·什么是支持复用的经济论据？
·什么是业务过程再工程？它如何设定软件再工程的阶段？
·什么是软件再工程所需要的关键技术活动？
·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如何影响软件开发的方式？
·什么是建立 ＣＡＳＥ 工具环境的体系结构选项？
·什么软件工程的发展方向？
一旦回答了这些问题，你将理解了在下个十年中对软件工程有深远影响
的课题。

第 ２４ 章

形式化方法

可以根据形式化程度对软件工程方法进行分类。本书前面讨论的分析和
设计方法将位于从非形式化到适度严格之间的区段。运用图、文本、表格和
简单的符号的结合来创建分析和设计模型。
我们现在考虑形式化程度的另一端，这里以刻划系统功能和行为的形式
化的语法和语义来描述规约和设计一个形式化规约在形式上是数学的（例，谓
词演算可用作形式化规约语言的基础）。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ａｌｌ 在其关于形式化方法的引导性讨论［ＨＡＬ９０］中陈述：餍
问交 嬖加镅缘幕＊
形式化方法是有争议的。它们的支持者宣称：它们可以引发软件开发的
革命。而批评者认为：这是极端困难的。同时，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形
式化方法是如此的不熟悉，以至难于判断这些争论。
在本章，我们探索形式化方法并检查它们对未来几年中软件工程的潜在
影响。
２４．１ 基本概念
Ｔｈ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Ｒ９４］中对形式化方
法的定义如下：于
用于开发计算机系统的形式化方法是描述系统性质的基于数学的技术。
这样的形式化方法提供了一个框架，人们可以在框架中以系统的而不是特别
的方式刻划、开发和验证系统。
如果一个方法有良好的数学基础，那么它是形式化的，典型地以形式化
规约语言给出的。这个基础提供一系列精确定义的概念，如：一致性和完整
性，以及更进一步，定义规约、实现和正确性。
形式化规约的希望性质——无二义性、一致性和完整性——是所有规约
方法的目标。然而，形式化方法的使用导致了达到这些理想的更高的可能性。
规约语言的形式化语法（２４．４ 节）使得需求或设计以唯一的方式被解释，从而
排除了当自然语言（例如英语）或图形符号被读者解释时经常产生的二义性。
集合论和逻辑符号的描述机制（２４．２ 节）使得可以清晰地陈述事实（需求）。为
了一致，在规约中某地方陈述的事实不能与其他地方有矛盾，一致性是通过
对初始事实可以形式化地映射（使用推理规则）到规约中后面的陈述的数学证
明来保证的。
即使使用形式化方法，完整性也是难于达到的。当创建规约时，系统的
某些方面可能未被定义；某些特征可能被有意识地省略以允许设计者在选择
实现方法时具有一定自由度；而且，在一个大型复杂系统中不可能考虑以每
一个操作场景。可能仅仅是由于错误而忽略了某些事。
虽然数学提供的形式化对某些软件工程师有吸引力，其他人（某些人说是
大部分）却对软件开发的数学视图怀有疑问。为了了解为什么形式化方法有益
于软件开发，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和欠形式化方法相关的不足。

２４．１．１ 少量的形式化方法的不足本书第三、第四部分中讨论的分析、设计
方法大量使用自然语言和多种图形符号。虽然对分析、设计方法小心地运用，
并结合彻底的复审可以也确实导致了高质量软件的开发，但是，这些方法应
用的偏差可能产生各种问题。系统规约中可能包含矛盾、二义性、含糊性、
不完整陈述以及抽象层次的混杂等。
矛盾指一组相互有分歧的陈述的集合。例如，系统规约的某部分可能规
定系统必须监控化学反应堆中的所有温度，而另一部分规约，可能由另一个
成员撰写，可能规定只监控在一定范围内的温度。正常地，很容易查出出现
在系统规约同一页的矛盾，然而，矛盾通常被很多页分开。
二义性指可以以不同方式解释的陈述。例如，下面陈述具有二义性：
操作员标识由操作员姓名和口令组成，口令由 ６ 位数字构成。它应该在
安全 ＶＤＵ 上显示，并且当操作员登录进系统时被存放在注册文件中。
在这段摘录中，“它”到底代表“口令”还是“操作员标识”？
因为系统规约是非常庞大的文档，所以含糊性经常发生。要一致地达到
高层次的精度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可能导致这样的陈述：“由雷达
操作员使用的系统界面应该是用户友好的”或“虚拟界面将基于简单的整体
概念，这些概念是同理解和使用直接相关的，是在数量上很少的”。不经意
的阅读这些陈述将不可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陈述实际上缺少任何有用
的信息。
不完整性可能是系统规约中最经常发生的问题之一。例如，考虑如下功
能需求：
系统应该从位于水库中的深度传感器每小时获取一次水库深度，这些值
应保留 ６ 个月。
这描述了系统的主要数据存储部分。假设系统的某命令是：
ＡＶＥＲＡＧＥ 命令的功能是在 ＰＣ 上对某特定传感器显示在两个日子间的平均
水深。
如果在这个命令中没有更多的细节，那么，命令的细节将是严重不完整
的。例如，命令的描述中没有包括：如果系统的用户给定的时间是在当前时
间的 ６ 个月以前，那么，将发生什么事件？
抽象层次的混杂指非常抽象的陈述中随机地混杂了一些关于细节的低层
次的陈述。例如，如下陈述：
系统的目的是跟踪仓库中的库存。
可能混杂了下面的陈述：
当店员输入命令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后，他将输入订单号、被移走的物项的标识以
及移走的数量。系统将回答允许移走的确认。
虽然这样的陈述在系统规约中是重要的，但是，规约撰写者常常将它们
混杂到如此程度以致非常难于看清系统的整体功能结构。
以上提到的每个问题都是很常见的，每个问题都展示了传统的和面向对
象的规约方法的潜在不足。
２４．１．２ 软件开发中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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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对大型系统的开发者来说有许多有用的性质。其中最有用的性质之
一是它能够简洁而准确地描述物理现象、对象或某动作的结果。当一个应用
数学家称某特定方程的解由如下积分给出时：
ｆｔａｎ［ｘ２ ＋ｅｘｐ（ｃｏｓ（ｘ））］
对其语义不存在争议。虽然如何求解积分可能需要大量努力，但求解积
分的人准确地知道需要什么。例如，可能采用分析解法，或者如果已经知道
积分的上、下限，则可能需要仿真或其他数值方法。理想情况下，软件开发
者应该和应用数学家处于相同的地位，他应该得到系统的数学规约，并应该
开发出实现该规约的以软件体系结构形式开发的解答①。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使用数学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提供了在软件工程活动
间的平滑过渡。不仅功能规约、而且系统设计也可以用数学表达，当然，程
序代码也是数学符号——虽然相当的冗长。
数学的主要性质是它支持抽象，而且是优秀的建模介质。因为它是准确
的几乎没有二义性的介质，规约可以被数学地验证以揭示矛盾性和不完整
性，而且含糊性完全消失。此外，数学可用于以有组织的方式表示系统规约
中的抽象层次。
数学是理想的建模工具。它使得规约的本质可以被展示出来，帮助分析
员和系统规约撰写者确认功能规约，而不需涉及反应时间、设计指示、实现
指示以及项目约束等问题。它也可以帮助设计者，因为系统设计规约展示了
模型的性质，提供最合适的使任务被执行的细节。
数学作为软件开发工具的最后一个优点是：它提供了高层确认的手段，
可以使用数学证明来展示设计和规约匹配、以及某些程序代码是对设计的正
确反映。
２４．１．３ 形式化方法概念
本节的目的是给出软件系统的数学化规约中涉及的主要概念，而不是给
读者枚举太多的数学细节。为此，我们使用一些简单例子：
例 １：符号表 程序被用于维护一个符号表，经常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应用
中使用此符号表，它由一组没有重复的项构成。图 ２４－１ 给出了一个典型的
符号表例子，它表示了操作系统用于保持系统用户名的表。其他表的例子包
括：工资管理系统中的职员名表、网络通讯系统中的计算机名表、以及铁路
时刻表生成系统中的目的地名表等。
假设在此例所示的表中包括不多于 Ｍａｘ２Ｄ 的用户名。这一陈述为表设定
了一个限制，这是称为数据不变式（一个重要的贯穿本章的概念）的条件的一
个构成成分。
数据不变式是一个条件，它在包含一组数据的系统的执行过程中总保持
为真。上面讨论的符号表的数据不变式有两个构成成分：（１）表中包含的名字
数不超过 ＭａｘＩｄｓ 和（２）在表中没有重复的名字。在上面描述的符号表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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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这意味着，在系统执行过程中无论什么时候检查符号表，它将总是
包含不超过 ＭａｘＩｄｓ 的职员标识符，并且没有重复。
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状态，在形式化方法①的语境中，状态是系统访问和
修改的存储数据。在符号表程序的例子中，状态是符号表。
最后一个概念是操作，这是在系统中发生的读或写状态数据的动作。如
果对符号表程序考虑从符号表加入或移出职员名，则它将关联两个操作：一
个加一个指定名到符号表中的操作，一个从表中移出一个现存名的操作。如
果程序提供检查是否某指定名包含在表中的机制，则有一个返回某种表示名
字是否在表中的指示值的操作。
一个操作和两个条件相关联：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前置条件定义某特
定操作在其中合法的环境，例如，对加一个名字到职员标识符符号表中的操
作，仅当表中不含有将被加入的名字，而且在表中只有少于 ＭａｘＩｄｓ 的职员标
识符其前置条件才是有效的。操作的后置条件定义当操作完成后所产生的现
象，是通过其对状态的影响来定义的。在加标识符到职员标识符符号表的操
作的例子中，后置条件将数学地刻划表已经增加了新标识符。
例 ２：块处理器 在操作系统中一个更重要的部分是维护由用户创建的文
件的子系统，块处理器是文件子系统中的一部分。文件存储中的文件由存储
设备上的存储块构成，在计算机的操作中，文件被创建和删除，需要存储块
的获取和释放。为了处理这些，文件子系统维持一个未用块池，并将保持对
当前使用块的跟踪。当块从被删除文件释放时，它们通常被加入到等待进入
未用块池的块队列中。如图 ２４—２ 所示，图中显示了一些部件：未用块池、
被操作系统管理的文件使用的块、以及那些等待被加入到未用块池中的块。
等待块被组织为队列，队列中每个元素包含来自某被删除文件的一组块。
对这个子系统而言，状态是自由块的集合、已用块的集合、以及返回块
的队列，数据不变式用自然语言表达如下：
·没有块同时被标记为未用和已用。
·所有在队列中的块集合将是当前已用块集合的子集。
·没有队列元素包含相同的块号。
·已用块和未用块的集合将是组成文件的块的总集。
·在未用块集合中没有重复的块号。
·在已用块集合中没有重复的块号。
和子系统关联的某些操作如下：
·将一个块集合加到队列尾。
·从队列前面移走一个已用块集合并将其放到未用块集合中。
·检查是否块队列为空。
第一个操作的前置条件是：将被加入的块必须在已用块集合中，后置条
件是：块集合必须被加入到队列尾部。
第二个操作的前置条件是：队列中必须至少有一项，后置条件是：块必
须被加到未用块集合中。
最后一个操作——检查是否返回块的队列为空——没有前置条件，这意
味着不管状态具有什么值，操作总是有定义的。后置条件是：如果队列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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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ｔｒｕｅ，否则，返回 ｆａｌｓｅ。
例 ３：脱机打印管理器 在多任务操作系统中，一组任务请求打印文件。
通常，没有足够的打印设备同时满足所有的打印请求，任何不能被立即满足
的打印请求被放置在等待打印队列中。操作系统处理这样的队列管理的部分
称为脱机打印管理器（Ｐｒｉｎｔ ｓｐｏｏｌｅｒ）。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操作系统拥有不超过 ＭａｘＤｅｖｓ 个输出设备，每
个设备有一个关联队列。我们还将假定每个设备关联一个对其将打印的文件
行数的限制，例如，某打印行数限制为 １０００ 的输出设备将关联一个包含不超
过 １０００ 行文本的队列的文件。脱机打印管理器有时强加这个限制以禁止大的
打印任务，这些任务可能占用低速的打印设备非常长的时间。图 ２４－３ 是脱
机打印管理器的示意性表示。
如图所示，管理器状态包含四个部分：等待打印的文件队列，每个队列
被关联到某特定的输出设备；管理器控制的输出设备集合；输出设备和可以
打印的最大文件行数的关系；以及等待打印的文件和它们行数的关系。例如，
图 ２４－３ 显示输出设备 ＬＰ１，其打印行限是 ７５０ 行，有两个文件 ｆｔａｘ 和 ｐｅｒｓｏｎｓ
等待打印，行数分别是 ６５０ 行和 ７００ 行。
脱机打印管理器的状态被表示为四个部分：Ｑｕｅｕｅｓ，ＯｕｔｐｕｔＤｅｖｉ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ｓ 和 Ｓｉｚｅｓ。其时间不变式包括五个部分：
·每个输出设备关联一个打印行数的上限。
·每个输出设备关联一个可能非空的等待打印的文件队列。
·每个文件关联行数大小。
·和某输出设备关联的每个队列包含行数大小小于输出设备上限的文
件。
·管理器将管理不超过 ＭａｘＤｅｖｓ 个输出设备。
一系列操作和脱机打印管理器相关联，例如：
·将新的输出设备及其关联的打印限制加入到脱机打印管理器中。
·从和特定输出设备关联的队列中移走一个文件。
·将一个文件加入到和特定输出设备关联的队列中。
·修改某特定输出设备的打印行数上限。
·从和某输出设备关联的队列中移一个文件到和另一个输出设备关联的
队列中。
每个操作对应于打印管理器的一项功能，如，第一个操作对应于管理器
被通报一个新设备。
如前，每个操作同前置和后置条件关联。例如，第一个操作的前置条件
是 ： 输 出 设 备 名 尚不 存 在 且 当 前 打 印 管 理 器 知 道 的 输 出 设 备 数 少 于
ＭａｘＤｅｖｓ。后置条件是：新设备的名字被加入到现存设备名集合中，形成一个
新的设备项且没有文件和其队列关联，以及设备和它的到打印限制关联。
第二个操作（从和特定输出设备关联的队列中移走一个文件）的前置条件
是：设备是管理器已知的且在同设备关联的队列中至少有一项。后置条件是：
和输出设备关联的队列的头被移走且在管理器中跟踪文件大小的项被删去。
上面描述的第五个操作（从和某输出设备关联的队列中移一个文件到和
另一个输出设备关联的另一队列中）的前置条件是：
·第一个输出设备对管理器已知。

·第二个输出设备对管理器已知。
·和第一个设备关联的队列中包含了将被移动的文件。
·文件大小小于或等于和第二个设备关联的打印限制。
后置条件是：文件被从一个队列中移走并被加入到另一个队列中。
在本节提到的每个例子中，我们已介绍了形式化规约的关键概念。在没
有强调使规约形式化所需的数学下，完成了这些介绍。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考
虑这些数学。
２４．２ 数学预备知识
为了有效地应用形式化方法，软件工程师必须具有对与集合和序列相关
的数学符号以及用于谓词演算中的逻辑符号的使用知识。本节的目的是做一
介绍，更详细的讨论，读者可以参考相关专著（例如参考文献［ＷＩＬ８７］、
［ＧＲＩ９３］以及［ＲＯＳ９５］）。
２４．２．１ 集合和构造性规约
集合是对象或元素的聚集。集合论是形式化方法的基础。集合中包含的
元素是唯一的（即，不允许重复）。具有少量元素的集合用花括号（｛，｝）括
起来，元素间用逗号分开。例如，这是一个包含 ４ 个元素的自然数集合：
｛７，１４，３，１２｝
下面的集合包含五种程序设计语言的名字：
｛Ｃ＋＋， Ｐａｓｃａｌ， Ａｄａ， ＣＯＢＯＬ， Ｃ｝
下面的数的聚集不是集合，因为它包含了重复的元素 ２：
｛１３，２，９，１１，１２，８８，２｝
集合中元素出现的顺序是不重要的，集合中元素的数量称为集合的基数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ｔｙ），操作符＃返回集合的基数，例如，下面的表达式说明基数操
作符被用于已知集合，其结果指出集合中项的数量：
＃｛Ａ， Ｂ， Ｃ， Ｄ｝＝ ４
有两种定义集合的方式，一是通过枚举出集合的元素来定义（如上面的集
合定义），二是创建一个构造性集合规约，用布尔表达式来刻划集合成员的一
般形式。因为集合性规约可以为大集合提供简洁的定义，所以它比枚举方式
更受到青睐，它也显式地定义了用于构造集合的规则。
下面是一个构造性规约的例子：
｛ｎ：Ｎ｜ｎ＜ ３·ｎ｝
规约中有三个部分，一个基调 ｎ：Ｎ，一个谓词 ｎ＜３，以及一个项 ｎ。基
调刻划在形成集合时考虑的值的范围，谓词（布尔表达式）定义集合如何被构
造，项则给出集合中项的一般形式。在上面例子中，Ｎ 表示自然数，这样自
然数将被考虑；谓词指出只有小于 ３ 的自然数被包含在集合中；项规定集合
中每个元素的形式为 ｎ。这样，上面的规约定义集合为：
｛０，１，２｝
当集合元素的形式是明显的时候，项可以省略，例如，上面集合可表示
为：
｛ｎ：Ｎ｜ｎ ＜ ３｝

上述的集合均只含单项元素。集合元素可以是对，三元组等等，例如，
集合定义为：
｛ｘ，ｙ：Ｎ｜ｘ＋ｙ＝１０×（ｘ，ｙ２ ）｝
描述了形为（ｘ，ｙ■２）的自然数对的集合，这里 ｘ 和 ｙ 之和是 １０，下面
是此集合：
｛（１，８１），（２，６４），（３，４９），…｝
另一个构造性集合规约的例子是自然数对的集合，这里第二个元素比第
一个元素大 ３ 并且第一个元素大于 １２０，规约如下：
｛ｎ：Ｎ｜ｎ＞１２０×（ｎ，ｎ＋３）｝
在上面例子中，试图使用两个变量，然而因为对的第二个元素可以唯一
地用第一个元素来表达，所以这是不需要的。
明显地，表示某些计算机软件成分所需的构造性集合规约将比上面的例
子复杂得多，然而，其基本形式和结构是相同的。
２４．２．２ 集合运算符
使用一个特定的符号集来表示集合和逻辑操作，想应用形式化方法的软
件工程师必须理解这些符号。
运算符∈用于表示集合中的成员关系，例如，如果 ｘ 是集合 Ｘ 中的成员，
表达式
ｘ∈Ｘ
的值为真，否则其值为假。例如，谓词
１２∈｛６，１，１２，２２｝
值为真，因为 １２ 是集合中成员。
运算符∈的反是运算符 ∉ ，如果x不是集合X的成员，表达式
x ∉X
的值为真，否则为假。例如，谓词
13 ∉｛13，1，124 ， 22｝
值为假。
运算符 ⊂ 和 ⊆ 将集合作为操作对象，如果集合A的成员均包含在集合
Ｂ 中，谓词
A⊂B
的值为真，否则值为假。这样，谓词
｛1，2 ｝ ⊂ ｛ 4 ， 3，1， 2 ｝
值为真。然而，谓词
｛HD1，LP4 ，RC5｝ ⊂ ｛ HD1，RC2 ，HD3，LP1，LP4，LP6｝
值为假，因为元素 ＲＣ５ 没有包含在运算符右边的集合中。
运算符 ⊂ 类似于 ⊂ ，然而，如果它的操作对象相等，则它的值为假，
这样，谓词
｛HD1，LP4 ，RC5｝ ⊆ ｛ HD1，RC5，HD3，LP1，LP4，LP6｝
值为真，而谓词
｛HD1，LP4，RC5｝ ⊆ ｛HD1，LP4 ，RC5｝
值为假。

一个特殊的集合是空集φ，对应普通数学中的 ０，空集具有它是所有集
合的子集的性质，两个涉及空集的有用的等式是，对任何集合 Ａ：
φ∪Ａ＝Ａ 和φ∩Ａ＝φ
这些等式直接来自下面给出的∪和∩的定义。
有一组二元运算符将集合作为它们的操作对象，并且以集合为结果。三
个最常见的运算符是：并运算符∪，有时称作“ｃｕｐ”；交运算符∩，有时称
作“ｃａｐ”；以及集合差运算符＼。
并运算符以两个集合为操作对象，结果为一个集合，它包含在两个集合
中的所有元素（排除重复）。这样，表达式
｛Ｆｉｌｅ１，Ｆｉｌｅ２，Ｔａｘ，Ｃｏｍｐｉｌｅｒ｝∪ ｛ＮｅｗＴａｘ， Ｄ２， Ｄ３， Ｆｉｌｅ２｝
的结果为集合
｛Ｆｉｌｅ１， Ｆｉｌｅ２，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ｉｌｅｒ，ＮｅｗＴａｘ，Ｄ２，Ｄ３｝
交运算符以两个集合为操作对象，结果为一个集合，它包含每个集合中
的公共元素。这样，表达式
｛１２，４，９９，１｝∩｛１，１３，１２，７７｝
结果为集合
｛１２，１｝
集合差运算符，观名知意，结果为从其第一个操作对象中移走第二个操
作对象中的包含元素。这样，表达式
｛Ｎｅｗ，Ｏｌｄ，ＴａｘＦｉｌｅ，Ｓｙｓｐａｒａｍ｝＼｛Ｏｌｄ，Ｓｙｓｐａｒａｍ｝
的结果为集合
｛Ｎｅｗ，ＴａｘＦｉｌｅ｝
下面表达式的值为空集φ：
｛ａ，ｂ，ｃ，ｄ｝∩｛ｘ，ｙ｝
此运算符总是产生一个集合，然而，在此情形下，两个操作对象间没有
公共元素，因此，结果集合中也没有元素。
最后一个运算符是交积（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有时也称为笛卡尔积。它以
两个集合操作对象，其结果是对的集合，这里每个对由来自第一个操作对象
的元素和来自第二个操作对象的元素构成。下面表达式是交积的例子：
｛１，２｝×｛４，５，６｝
该表达式的结果为：
｛（１，４），（１，５），（１，６），（２，４），（２，５），（２，６）｝
注意，第一操作数的每个元素均和第二操作数的每个元素组合。
对形式化方法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幂集（ｐｏｗｅｒｓｅｔ），一个集合的幂集是
一个，元素是该集合的子集的集合。本章中用来表示幂集运算符的符号是 Ｐ，
这是一个单元运算符，当用于某集合时，返回其操作对象的子集的集合，例
如：
Ｐ｛１，２，３｝
的结果为：
｛φ，｛１｝，｛２｝，｛３｝，｛１，２｝，｛１，３｝，｛２，３｝，｛１，２，３｝｝
其中所有元素均是集合｛１，２，３｝的子集。
２４．２．３ 逻辑运算符

形式化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成分是逻辑：关于真、假表达式的代数。常见
逻辑运算符的意义是每个软件工程师都了解的，然而，和常见的程序设计语
言关联的逻辑运算符是用键盘上已有的符号表示的，和这些符号等价的数学
运算符显示在表 ２４－１ 中。唯一在程序设计语言符号中经常被忘记的逻辑运
算符是蕴含(implies) 运算符 ⇒ ，它有两个操作数，读作“第一操作数蕴含
第二操作数”，例如：
x＞10 ⇒ x＞8
读作“ｘ 大于 １０ 蕴含 ｘ 大于 ８”。
表 ２４ － １

常见逻辑运算符

ａｎｄ

∧

ｏｒ

∨

ｎｏｔ

¬
⇒

ｉｍｐｌｉｅｓ

全称量化是对集合中元素的一种陈述方法，该陈述对集合中每个元素均
为真。全称量化使用符号∀，一个例子如下：
∀i, j:N·i > j ⇒ i 2 > j2
该表达式陈述的是：对在自然数集合中的每一个值对，如果 ｉ 大于 ｊ，
则 ｉ 的平方大于 ｊ 的平方。
２４．２．４ 序列
序列是一种数学结构，对元素是有序的这一事实建模。一个序列 ｓ 是对
的集合，它的元素从 １ 到最高的数排序，例如：
｛（１，Ｊｏｎｅｓ），（２，Ｗｉｌｓｏｎ），（３，Ｓｈａｐｉｒｏ），（４，Ｅｓｔａｖｅｚ）｝
是一个序列。形成对的第一个元素的项总称为序列的定义域，第二个元
素总称为序列的值域。本书中序列用尖括号指明。例如，上面的序列写作：
＜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ｓｏｎ，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ｓｔａｖｅｚ＞
和集合不同，序列中允许元素的重复，且序列的顺序是重要的。这样有，
〈Ｊｏｎｅｓ，Ｗｉｌｓｏｎ，Ｓｈａｐｉｒｏ〉≠〈Ｊｏｎｅｓ，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ｓｏｎ〉
和
〈Ｊｏｎｅｓ， Ｗｉｌｓｏｎ，Ｗｉｌｓｏｎ〉≠〈Ｊｏｎｅｓ， Ｗｉｌｓｏｎ〉
空序列表示为〈〉。
在形式化规约中使用一组序列运算符。连接（Ｃ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是一个二元
运算符，它通过将第二个操作对象加到第一个操作对象的尾部而构造成新的
序列。例如：
〈２，３，３４，１〉⌒〈１２，３３，３４，２００〉
的结果为序列：
〈２，３，３４，１，１２，３３，３４，２００〉
其他的序列运算符有 ｈｅａｄ， ｔａｉｌ， ｆｒｏｎｔ 和 ｌａｓｔ。运算符 ｈｅａｄ 抽取
出序列的第一个元素； ｔａｉｌ 对一个长度为 ｎ 的序列返回其后面的 ｎ－１ 个元
素所形成的序列； ｆｒｏｎｔ 对一个长度为 ｎ 的序列返回其前面的 ｎ－１ 个元素形
成的序列；ｌａｓｔ 抽取出序列的最后一个元素。例如：

ｈｅａｄ＜２，３，３４，１，９９，１０１＞＝２
ｔａｉｌ＜２，３，３４，１， ９９， １０１＞＝＜３， ３４，１，９９， １０１＞
ｌａｓｔ＜２， ３， ３４，１， ９９，１０１＞＝１０１
ｆｒｏｎｔ＜２，３，３４，１，９９，１０１＞＝＜２，３，３４，１，９９＞
因为序列是对的集合，所有在 ２４．２．２ 节中描述的集合运算符均可用于序
列。当一个序列被用在状态中，它应当通过关键字 ｓｅｑ 指明。例如：
ＦｉｌｅＬｉｓｔ：ｓｅｑ ＦＩＬＥＳ
ＮｏＵｓｅｒｓ：Ｎ
描述了一个具有两个成分的状态：一个文件序列和一个自然数。
２４．３ 应用数学符号描述形式规约
为了说明教学符号在软件部件的形式规约中的使用，我们再一次考虑
２４．１．３ 节中提出的块处理器的例子。回顾一下，计算机操作系统中的一个重
要部件维护用户创建的文件，这个部件的一部分就是块处理器。块处理器维
护一个未用块池，并同时保持对当前被使用块的跟踪，当块从被删除文件释
放时，它们通常被加入到等待进入未用块池的块队列中。这如图 ２４－２ 所示，
图中显示了一些部件：自由（未用）块池、被操作系统管理的文件使用的块、
以及那些等待被加入到未用块池中的块。等待块被保持在队列中，队列中每
个元素包含来自某被删除文件的一组块。描述块处理器的不变式有如下一组
条件：
·没有块同时被标记为未用和已用。
·所有在队列中的块集合将是当前已用块集合的子集。
·在未用块集合中没有重复的块号。
·没有队列元素包含相同的块号。
·已用块和未用块的集合将是组成文件的块的总集。
·在已用块集合中没有重复的块号。
假定有集合 ＢＬＯＣＫＳ 是所有块号的集合，集合 ＡｌｌＢｌｏｃｋｓ 是在 ｌ 和
ＭａｘＢｌｏｃｋｓ 间的块的集合。状态由两个集合和一个序列来模拟，两个集合分
别是 ｕｓｅｄ 和 ｆｒｅｅ，均包含块，ｕｓｅｄ 集合包含当前被文件使用的块，ｆｒｅｅ 包
含对新文件可用的块，序列将包含准备从已删除文件释放的块的集合。状态
可以描述为：
ｕｓｅｄ，ｆｒｅｅ：Ｐ ＢＬＯＣＫＳ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ｓｅｑＰＢＬＯＣＫＳ
这和程序变量的声明非常相似，它说明 ｕｓｅｄ 和 ｆｒｅｅ 是块的集合，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将是一个序列，序列中的元素是块的集合。数据不变式可以描述
为：
used⌒free = ∅∧
used ∪ free = AllBlocks ∧
∀i ：dom BlockQusue.BlockQueusi ⊆ used∧
∀i ，j：dom BlockQueue.i ≠ j ⇒ BlockQueue i ∩ BlockQueue j = ∅
这个数据不变式的数学成分和以前描述的自然语言成分中的 ４ 条相匹
配。数据不变式的第一行说明在块的 ｕｓｅｄ 集合和 ｆｒｅｅ 集合间不存在公共块；

第二行说明 ｕｓｅｄ 集合和 ｆｒｅｅ 集合的和总是等于整个系统中全部的块的集
合；第三行指出在块队列中的第 ｉ 个元素总是 ｕｓｅｄ 块的一个子集；最后一行
说明如果块队列中的任意两个元素不相同，则在这两个元素间没有公共块。
数据不变式的最后两条自然语言描述是通过 ｕｓｅｄ 和 ｆｒｅｅ 是集合、因此没有
重复元素这一事实表现出来的。
我们将定义的第一个操作是从块队列头移走一个元素，前置条件是队列
中必须有至少一个项：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０
后置条件是队列头必须被移走并放入自由块集合中，队列被调整以显示
这一变化：
ｕｓｅｄ＇＝ｕｓｅｄ＼ｈｅａｄ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
ｆｒｅｅ＇＝ｆｒｅｅ■ｈｅａｄ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ｔａｉｌ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在许多形式化方法中的一种习惯用法是以操作后的变量值为主，这样，
上面给出的表达式的第一行指出：新的已用块（ｕｓｅｄ＇）将等于旧的已用块减去
已被移走的块；第二行指出：新的自由块（ｆｒｅｅ＇）将等于旧的自由块加入块队
列的头；第三行指出：新的块队列将等于旧的块队列的尾，即除了第一个元
素外的所有元素的队列。我们描述的第二个操作是将一个块的集合 Ａｂｌｏｃｋｓ
加入到块队列中，前置条件是 Ａｂｌｏｃｋｓ 当前是已用块的集合：
Ａｂｌｏｃｋｓ■ｕｓｅｄ
后置条件是块的集合被加入到块队列的尾部，同时已用块和自由块的集
合均保持不变：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Ａｂｌｏｃｋｓ＞∧
ｕｓｅｄ＇＝ｕｓｅｄ∧
ｆｒｅｅ＇＝ｆｒｅｅ
毫无疑问，块队列的数学规约比自然语言叙述或图形的模型要严格得
多，这种严格需要更多的工作，但从一致性和完整性方面得到的好处可在很
多类型的应用中得到证明。
２４．４ 形式化规约语言
形式化规约语言通常由三个主要的成分构成：（１）语法，定义用于表示规
约的特定符号；（２）语义，帮助定义用于描述系统的“对象的全域（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ｓ［ＷＩＮ９０］）”；（３）一组关系，定义确定出哪个对象真正满足规约的
规则。
形式化规约语言的语法域通常基于从标准集合论符号和谓词演算导出的
语法，例如，变量如 ｘ，ｙ，ｚ 描述一组和问题（有时称为论域）相关的对象，
并和在 ２４．２ 中描述的运算符一起使用。虽然语法通常是符号化的，但如果图
符（如方框、箭头和圆圈等图形符号）没有二义性，则也可以使用。
规约语言的语义域指出语言如何表示系统需求，例如，程序设计语言有
一组形式化语义使得软件开发者可以刻划转换输入到输出的算法。形式化文
法（如 ＢＮＦ）可以用于描述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然而，程序设计语言只能表
示计算功能，所以并不是好的规约语言。规约语言必须有更广的语义域，即，
规约语言的语义域必须能够表达这样的概念：“对在无限集 Ａ 中的所有 ｘ，
在无限集 Ｂ 中有某 ｙ，使得性质 Ｐ 对 ｘ 和 ｙ 成立”［ＷＩＮ９０］。其他规约语言
应用可以描述系统行为，规约的语义，例如，可以设计一种语法和语义以刻

划状态和状态变迁、事件和它们对状态变迁的影响、或者同步和定时。
用不同的语义抽象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同一个系统是可能的，我们在第
１２ 章和第 ２０ 章已以欠形式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数据流和对应的加工用数
据流图描述，而系统行为用状态—变迁图来描述。类似的符号被用来描述面
向对象的系统。不同的建模符号可以用来表示相同的系统，每种表示方法的
语义提供了对系统的补充视角。为了说明当使用当形式化方法时的情形，假
定一种形式规约语言被用于描述在系统中使得特定状态发生的事件的集合，
另一种形式化关系描述出现在某给定状态中的所有功能，这两种关系的交叉
则提供了对引起特定功能发生的事件的标识。
当 前 已 有 许 多 形 式 规 约 语 言 在 使 用 — — ＣＳＰ ［ ＨＩＮ９５ ， ＨＯＲ８５１ ，
ＬＡＲＣＨ［ＧＵＴ９３］，
腣 ＤＭ［ＪＯＮ９１］和 Ｚ［ＳＰＩ８８，ＳＰＩ９２］是充分展示以上特
征的代表性形式规约语言。在本章中，Ｚ 规约语言被用演示用途。Ｚ 语言配备
有一个称为“证明助手”的自动工具，它存储的引致对规约正确性的数学证
明的公理、推导规则和面向应用的定理［ＷＯＯ８９］。
２４．５ 用 Ｚ 表示一个软件构件的例子
Ｚ 规约被构造为一组 ｓｃｈｅｍａ——盒子式的结构，用于引入变量并刻划这
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一个 ｓｃｈｅｍａ 是实质上类似于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子例程或
过程的形式化规约，采用和过程或子例程被用于构造系统的相同方式，ｓｃｈｅｍａ
被用于构造形式化规约。
在本节中，我们使用 Ｚ 规约语言来建模在 ２４．１．３ 节中引入并在 ２４．３ 节
进一步讨论的块处理器的例子。Ｚ 语言符号的小结在表 ２４－２ 中给出。下面
ｓｃｈｅｍａ 的例子描述了块处理器的状态和数据不变式：
－－－－－－ＢｌｏｃｋＨａｎｄｌｅｒ——————
ｕｓｅｄ， ｆｒｅｅ：Ｐ ＢＬＯＣＫＳ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ｓｅｑＰＢＬＯＣＫＳ
ｕｓｅｄ⌒ｆｒｅｅ＝■∧
ｕｓｅｄ■ｆｒｅｅ＝ＡｌｌＢｌｏｃｋｓ∧
■ｉ：ｄｏｍ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ｉ■ｕｓｅｄ∧
■ｉ，ｊ：ｄｏｍ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ｉ≠ｊ■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ｉ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ｊ＝■
该 ｓｃｈｅｍａ 包含两个部分，中线上面的部分表示状态的变量，而中线下面
的部分描述数据不变式。只要当表示不变式和状态的 ｓｃｈｅｍａ 被用在另一个
ｓｃｈｅｍａ 中，则以符号△为前缀，这样，如果上面的 ｓｃｈｅｍａ 被用在描述某个
操作的 ｓｃｈｅｍａ 中，则它将被写作△ＢｌｏｃｋＨａｎｄｌｅｒ。如上面语句所蕴含的那
样，ｓｃｈｅｍａ 可用于描述操作，下面 ｓｃｈｅｍａ 的例子描述了从块队列中移走一
个元素的操作：
－－－－－－ＲｅｍｏｖｅＢｌｏｃｋ—————
△ ＢｌｏｃｋＨａｎｄｌｅｒ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０
ｕｓｅｄ＇＝ｕｓｅｄ＼ｈｅａｄ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ｆｒｅｅ＇＝ｆｒｅｅ■ｈｅａｄ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ｔａｉｌ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
上面例子中对△ ＢｌｏｃｋＨａｎｄｌｅｒ 的 包 含 使 得 所 有 构 成 状 态 的 变 量 对
ＲｅｍｏｖｅＢｌｏｃｋ ｓｃｈｅｍａ 是可用的，并且保证在操作的执行前后将保持数据不变

式。
第二个操作，加一个块集合到队列的尾部，表示如下：
－－－－－－ＡｄｄＢｌｏｃｋ —————
△ＢｌｏｃｋＨａｎｄｌｅｒ
Ａｂｌｏｃｋｓ？： Ｐ ＢＬＯＣＫＳ
Ａｂｌｏｃｋｓ？■ｕｓｅｄ
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ＢｌｏｃｋＱｕｅｕｅ⌒〈Ａｂｌｏｃｋｓ？〉
ｕｓｅｄ＇＝ｕｓｅｄ∧
ｆｒｅｅ＇＝ｆｒｅｅ
根据 Ｚ 中的约定，读入的输入变量如果不形式状态的一部分，则以问号
结尾，这样 Ａｂｌｏｃｋｓ？是作为一个输入参数，以问号结尾。
表 ２４－２ Ｚ 符号体系小结
Ｚ 的符号体系基于附类型集合论和一阶逻辑。Ｚ 提供了一个结构，称为
ｓｃｈｅｍａ，用来描述规约的状态空间和操作。一个 ｓｃｈｅｍａ 将变量声明和限制变
量的可能取值的一组谓词组合在一起。在 Ｚ 中，ｓｃｈｅｍａ Ｘ 的定义形式如下：
－ｘ——————————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全局函数和常量的定义形式如下：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声明（ｄｅｄａｒａｔｉｏｎ）给出函数或常量的类型，而谓词（ｐｉｅｄｉｃａｔｅｓ）给出它
的值。本表中仅列出 Ｚ 的符号的缩略集合：
ｓｅｔｓ：
Ｓ∶Ｐ Ｘ
Ｓ 被声明为 Ｘ 的集合
Ｘ ■Ｓ
Ｘ 是 Ｓ 中的成员 ｘ■Ｓ ｘ 不是 Ｓ 中的成员
Ｓ■Ｔ Ｓ 是 Ｔ 的子集：Ｓ 中每个元素均在 Ｔ 中
Ｓ■Ｔ Ｓ 和 Ｔ 的并：包含在 Ｓ 或 Ｔ 或二者中的每个元素
Ｓ⌒Ｔ
Ｓ 和 Ｔ 的交：包含同时在 Ｓ 和 Ｔ 中的元素
Ｓ＼Ｔ Ｓ 和 Ｔ 的差：包含在 Ｓ 中的而不在 Ｔ 中的每个元素
■空集：不包含任何成员
｛Ｘ｝单元素集：仅仅包含 Ｘ 的而不在 Ｔ 中的每个元素
Ｎ 自然数集合： ０，１， ２，…
Ｓ∶Ｆ Ｘ Ｓ 被声明为 Ｘ 的有限集
ｍａｘ（Ｓ） 数的非空集合 Ｓ 中的最大者中的每个元素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Ｘ■Ｙ
ｆ 被声明为从 Ｘ 到 Ｙ 的部分内射
ｄｏｍ ｆ ｆ 的定义域：ｆ（ｘ）有定义的值 ｘ 的集合
ｒａｎ ｆ
ｆ 的值域： ｘ 在 ｆ 的定义域上变化而形成的 ｆ（ｘ）值集合 ｆ■｛ｘ
■ｙ｝ 一个和 ｆ 相同的函数，除了 ｘ 被映射到 ｙ（ｘ）值集合｛Ｘ｝■ｆ 一个
和 ｆ 相似的函数，除了 ｘ 被从定义域中去除┲导 螸 ｏｇｉｃ：
Ｐ∧Ｑ： Ｐ 与 Ｑ 同时为真时才为真
Ｐ■Ｑ
Ｐ 蕴含 Ｑ：或者 Ｑ 为真或者 Ｐ 为假时为真
θＳ＇＝θＳ 在操作中 ｓｃｈｅｍａ Ｓ 中没有成分改变

２４．６ 形式化方法的十条戒律
在现实世界中作出使用形式化方法的决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Ｂｏｗｅｎ 和 Ｈｉｎｃｈｌｅｙ［ＢＯＷ９４］发明了“形式化方法的十条戒律”作为对那些希
望应用这个重要的软件工程方法的人们的指南①。
１．你应该选择适当的符号体系。为了从众多的形式规约语言中进行有效
的选择，软件工程师应该考虑语言词汇、被规约的应用类型以及语言的使用
广度等。
２．你应该形式化，但不要过分形式化。通常没有必要对主要系统的每个
方面应用形式化方法，那些安全关键的部件是首选对象，然后才是那些不允
许出错（出于商业理由）的部件。
３．你应该估计成本。形式化方法的启动成本很高，人员的培训、支持工
具的获取、以及合同顾问的雇用将产生很高的第一次成本，在检查和形式化
方法相关联的投资回报时必须考虑这些成本。
４．你应该有随时可以请教的形式化方法顾问。当第一次使用形式化方法
时，专家培训和进行中的咨询是成功的关键。
５．你不应该放弃传统的开发方法。集成形式化方法和传统的和／或面向对
象的方法（第 １２ 章和第 ２０ 章）是可能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所希望的。每个方
法有各自的长处和弱点，如果合适地应用组合可能产生最好的结果②。
６．你应该建立详尽的文档。形式化方法对建立系统需求文档提供了简洁
的、无二义的和一致的方法。然而，推荐使用自然语言注释配合形式规约作
为增强读者对系统的理解的机制。
７．你不应该对你的质量标准作任何折衷。“对形式化方法没有任何不可
思议的东西”［ＢＯＷ９４］，为此，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其他的 ＳＱＡ 活动（第 ８ 章）
必须一如既往地贯彻实施。
８．你不应该教条化。软件工程师必须认识到形式化方法并不是正确性的
保证，即使在开发中使用形式化方法，最终系统仍可能（有人说很可能）有小
的遗漏、小的 ｂｕｇ、以及其他不满足期望的属性。
９．你应该测试、测试、再测试。软件测试的重要性已在第 １６、１７、和 ２２
章中讨论过。形式化方法并不能将软件工程师从对管理良好计划的、彻底的
测试的需求中解脱出来。
１０．你应该复用。长期来说，减少软件成本和增加软件质量的唯一合理的
方法是复用（第 ２６ 章）。形式化方法并没有改变这个现实，事实上，形式化方
法是一种合适的创建可复用构件库的途径。
２４．７ 形式化方法——未来之路
虽然基于形式的、数学的规约技术还没有在产业界广泛应用，但它确实
比欠形式化方法有实质性的优点。Ｌｉｓｋｏｖ 和 Ｂｅｒｓｉｎｓ［ＬＩＳ８６］有如下总结：
泛应用，但它确实比欠形式化方法有形式化规约可以用数学方法研究，而非
形式化方法则不能。例如，一个正确的程序可以被证明满足其规约，或两个
规约集可以被证明是等价的，…。某些型式的不完整性和不一致性可以被自
动地检测。
①

这的处理是一个［OW94］的超级缩略版。关于形式化方法的详细文字或其他有用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获

得 http：//www.cl.cam.ac.uk/users/mgh
②

净室软件工程（见第 25 章）是将形式化方法和更贯用的开发方法相结合使用的一个实例。

此外，形式规约消除了二义性并在软件工程过程的早期阶段鼓励使用更
严格的方法。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形式化规约主要关注于功能和数据，而问题的时
序、控制和行为等方面却更难于表示。此外，有些问题元素（如，人机界面）
最好用图形技术来刻划。最后，使用形式化方法来建立规约比本书中提出的
其他分析方法更难于学习，并且对某些软件实践者来说它代表了一种重要的
“文化冲击”。为此，很有可能形式化的数学规约技术将形成未来一代 ＣＡＳＥ
工具的基础，到那时，基于数学的规约可能会被软件工程界更广泛的采用。①
２４．８ 小结
形式化方法提供了规约环境的基础，它使得所生成的分析模型比用传统
的或面向对象的方法生成的模型更完整、一致和无二义。集合论和逻辑符号
的描述设施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创建清晰的关于事实（需求）的陈述。
支配形式化方法的基本概念是：（１）数据不变式——一个条件表达式，它
在包含一组数据的系统的执行过程中总保持为真；（２）状态——系统访问和修
改的存储数据；（３）操作——系统中发生的动作，以及对状态数据的读或写。
每一个操作是和两个条件相关联的：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
离散数学——与集合和构造性规约、集合运算符、逻辑运算符、以及序
列相关联的符号体系——形成了形式化方法的基础。这些数学在形式化规约
语言，如 Ｚ 语言中被实现。
Ｚ 和其他所有的形式规约语言一样，有语法和语义域。语法域使用与集
合和谓词演算的符号体系紧密联系的符号体系，语义域使得语言能够以简洁
的方式表达需求。Ｚ 的结构使用 ｓｃｈｅｍａ——盒子式的结构，来引入变量并刻
划变量间的关系。
使用形式化方法的决策必须考虑启动成本以及与根本上不同的技术相关
的文化变更。在大多数情况下，形式化方法对安全关键和业务关键的系统具
有最高的回报。
思考题
２４．１ 回顾一下 ２４．１．１ 节中欠形式化方法对软件工程的不足点，根据你
自己的经验，对每点不足给出三个例子。
２４．２ 数学作为规约机制的益处已在本章进行了详细讨论，那么，有坏处
吗？
２４．３ 你参加了一个开发 ｆａｘ ｍｏｄｅｍ 软件的项目组，你的任务是开发应用
的“ｐｈｏｎｅ ｂｏｏｋ”部分。ｐｈｏｎｅ ｂｏｏｋ 功能使得可以存储多达 ＭａｘＮａｍｅｓ 个地
址名，并连带相关的公司名、ｆａｘ 号码、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使用自然语言
定义：ａ．数据不变式；ｂ．状态；ｃ．可能的操作。
２４．４ 你参加了一个开发 ＭｅｍｏｒｙＤｏｕｂｌｅｒ 软件的项目组，该软件为 ＰＣ 机
提供比物理内存更大的形式内存。这个功能是通过标识、收集和重分配已经
被分配给某现存应用但未被使用的内存块而完成的。未用块被重分配给需要
附加内存的应用。做适当的假设并用自然语言定义：ａ．数据不变式；ｂ．状态；
ｃ．可能的操作。
２４．５ 给出某集合的构造性规约，该集合包含形为（Ｘ，ｙ，Ｚ２ ）的自然数三
元组，其中 ｘ 和 ｙ 之和等于 ｚ。
①

其他不同观点的看法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参见［YOU94］。

２４．６ 基于 ＰＣ 的应用的安装程序首先确定是否存在可接受的硬件和系统
资源集合，它检查硬件配置以确定是否存在各种设备（很多可能设备中的），
并且确定是否已安装了系统软件和驱动程序的某特定版本。什么集合运算符
可被用于完成该功能？给出一个例子。
２４．７ 为下面的陈述用逻辑和集合运算符写出一个表达式：“对所有 ｘ 和
ｙ，如果 ｘ 是 ｙ 的父辈且 ｙ 是 ｚ 的父辈，则 ｘ 是 ｚ 的祖父辈。每个人都有父辈”。
［提示：用函数 Ｐ（ｘ，ｙ）和 Ｇ（ｘ，ｚ）分别来表示父辈和祖父辈函数。］
２４．８ 为一个对的集合给出构造性集合规约，这里每个对的第一个元素是
两个非零自然数的和，而第二个元素是相同的两个数的差。两个数应该在 １００
和 ２００ 之间。
２４．９ 对问题 ２４．３ 给出状态和数据不变式的数学描述。在 Ｚ 规约语言中
精化该描述。
２４．１０ 对问题 ２４．４ 给出状态和数据不变式的数学描述。在 Ｚ 规约语言中
精化该描述。
２４．１１ 使用表 ２４．２ 中的 Ｚ 符号，选择本书中描述过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保安系
统的某部件，尝试用 Ｚ 去刻划它。
２４．１２ 使用本章参考文献或“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中的一个或
多个信息源，开发一个半小时的关于形式规约语言（非 Ｚ 语言）的基本语法和
语义的演讲稿。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除了本章中作为参考文献使用的书目外，过去几年中已出版了大量的关
于形式化方法的书籍。下面是一些有价值的书籍列表：
Ｂａｒｄｅｎ，Ｒ．，Ｓ．Ｓｔｅｐｎｅｙ，ａｎｄ Ｄ．Ｃｏｏｐｅｒ，Ｚ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９４．
Ｂｏｗｅｎ ， Ｊ． ，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Ｚ：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Ｃｏｏｐｅｒ，Ｄ．，ａｎｄ Ｒ．Ｂａｒｄｅｎ， Ｚ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５．
Ｃｒａｉｇｅｎ，Ｄ．，Ｓ．Ｇｅｒｈａｒｔ，ａｎｄ Ｔ．Ｒａｌｓｔ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ｙｓｔｅｍｓ，Ｎｏｙｅｓ
Ｄａｔａ Ｃｏｒｐ．，Ｐａｒｋ Ｒｉｄｇｅ，ＮＪ，１９９５．
Ｄｉｌｌｅｒ，Ａ．，Ｚ：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ｒｏｍ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ｌｅｙ， １９９４．
Ｈｉｎｃｈｅｙ ， Ｍ． ， ａｎｄ Ｊ．Ｂｏｗｅｎ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ｏｍ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
Ｌａｎｏ，Ｊ．， ａｎｄ Ｈ．Ｈａｕｇｈｔｏｎ（ｅｄｓ．），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３．
Ｒａｎｎ，Ｄ．，Ｊ．Ｔｕｒｎｅｒ，ａｎｄ Ｊ．Ｗｈｉｔｗｏｒｔｈ，Ｚ：Ａ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Ｃｈａｐｍａｎ
＆Ｈａｌｌ，１９９４．
Ｒａｔｃｌｉｆｆ， Ｂ．，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Ｚ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４．
Ｄ．Ｓｈｅｐｐａｒｄ，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Ｚ ａｎｄ
ＶＤ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５．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以及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的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期均是关于形式化方法的优秀的有价值的信息
源。
Ｓｃｈｕｍａｎ 编辑了一部关于形式化方法和对象技术书（Ｆｏｒｍ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该书为形式化方法的选择使用以及如何结合 ＯＯ 方
法进行使用提供了指南。
大量有价值的形式化方法信息，包括指向更多的书目、技术报告、规约
语言、工具和其他有用信息的指针可在 ＮＡＳＡ 的形式化方法网址和形式化方法
虚拟库中找到：
ｈｔｔｐ：／／ａｔｂ－ｗｗｗ．ｌａｒ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ｃｇｉ－ｂｉｎ／ｆｍ．ｃｇｉ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ｌａｂ．ｏｘ．ａｃ．ｕｋ／ａｒｃｈｉｖｅ／ｆｏｒｍ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
更 多 的 讨 论 可 在 新 闻 组 ｃｏｍ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ｉｓｃ 和
ｃｏｍ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ｚ 中找到。
关于 ＶＤＭ（另一种形式化语言）的综合信息可在下面地址得到：
ｇｏｐｈｅｒ：／／ｎｉｓｐ．ｎｃｌ．ａｃ．ｕｋ／１１／ｌｉｓｔｓ－ｕ－ｚ／ｖｄｍ－ｆｏｒｕｍ／ｆｉｌｅｓ
关于形式化方法的一般信息，以及研究文章和 ｗｅｂ 指针可在以下地址得
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ｔ．ｃｏｍ／ｏｒｇｓ／ｓｓｒ／ａｒｅａｓ．ｈｔｍｌ
形式化方法的最新的 ＷＷＷ 文献列表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到。

第 ２５ 章

净室软件工程

传统的软件工程建模、形式化方法、程序验证（正确性证明）、以及统计
ＳＱＡ 的集成使用已经组合成一种可以导致极高质量软件的技术。净室软件工
程（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是一种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强调在软件
中建立正确性的需要的方法。代替传统的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调试周
期，净室方法建议一种不同的观点［ＬＩＮ９４］：
在净室软件工程后面的哲学是：通过在第一次正确地书写代码增量并在
测试前验证它们的正确性来避免对成本很高的错误消除过程的依赖。它的过
程模型是在代码增量积聚到系统的过程的同时进行代码增量的统计质量验
证。
净室方法在很多方面将软件工程提升到另一个层次。象第 ２４ 章中讨论的
形式化方法技术一样，净室过程强调在规约和设计上的严格性，以及使用基
于数学的正确性证明来对结果设计模型的每个元素进行形式化验证。作为对
形式化方法中采用的方法的扩展，净室方法还强调统计质量控制技术，包括
基于客户对软件的预期的使用的测试。
当现实世界中软件失败时，则充满了立即的和长期的危险。这些危险可
能和人的安全、经济损失、或业务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有效运作相关。净室软
件工程是一个过程模型，它在可能产生严重的危险前消除错误。
２５．１ 净室方法
在硬件构造技术方面“净室”的哲学是相当简单的：建立一种排除产品
缺陷引入的价格有效和时间有效的构造方法。不是先制作一个产品，然后再
去消除缺陷，净室方法要求在规约和设计中消除错误，然后以“净”的方式
制作。
对软件工程的净室哲学首先由 Ｍｉｌｌ 和其同事于 １９８０ 年代提出［ＭＩＬ８７］，
虽然对这个严格的软件开发方法的早期经验显示了很大的希望［ＨＡＵ９４］，但
它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个严格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为此总结了三个理由：
１．一种信念认为净室方法学太理论、太数学、以及太激进，以至难于在
真实的软件开发中使用。
２．它提倡开发者不需要进行单元测试，而是进行正确性验证和统计质量
控制，这些概念代表了和当前大多数软件开发方式的很大的背离。
３．软件开发产业的成熟度。净室过程的使用需要在整个生命周期阶段定
义的过程的严格的应用，因为大多数软件企业的运作还处于 ａｄ ｈｏｃ 级别（由
ＳＥＩ 的 ＣＭＭ 定义），因此，还没有准备好应用那些技术。
虽然在上面提到的每个顾虑中都有真实的成分，但是，净室软件工程的
潜在益处远远超出要克服这些顾虑的核心——文化阻力所需要的投入。
２５．１．１ 净室策略
净室方法使用增量软件模型（第 ２ 章）的一个专门版本。一个“软件增量
的流水线”［ＬＩＮ９４］被若干小的、独立的软件工程小组开发，一旦每个增量
被认证通过，它将被集成为一个整体。因此，系统的功能随时间增加。

对每个增量的净室任务序列在图 ２５－１ 中给出。用在第 １０ 章讨论的系统
工程方法开发整个系统或产品需求，一旦功能已被分配给系统的软件元素，
净室增量的流水线被初始化，发生下列任务：
增量计划。开发一个采用增量策略的项目计划，建立每个增量的功能、
它的项目大小、以及净室开发进度表。必须特别小心以保证通过认证的增量
将被定时集成。
需求收集。使用类似于在第 １１ 章引入的技术，为每个增量开发一个客户
级需求的更详细的描述。
盒结构规约。使用一个运用盒结构的规约方法［ＨＥＶ９３］来描述功能规约。
遵从在第 １１ 章讨论的操作分析原则，盒结构“在每一个精化级别上分离和分
开行为、数据及过程的创造性定义”。
形式化设计。使用盒结构方法，净室设计是规约的自然的无缝的扩展。
虽然，在两个活动间可进行清楚的区分，但是，规约（称为“黑盒”）是被递
进地求精（在一个增量内）以成为类似于体系结构的和过程的设计（分别称为
“状态盒”和“清晰盒”）。
正确性验证。净室小组对设计及代码进行一系列严格的正确性验证活
动。验证（２５．３ 节和 ２５．４ 节）从最高层次的盒结构（规约）开始，然后移向设
计细节和代码。正确性验证的第一层次通过应用一组“正确性问题”［ＬＩＮ８８］
来进行，如果这没有证明规约是正确的，则使用更形式化的（数过学的）验证
方法。
代码生成、检查和验证。以某种专门语言表示的盒结构规约被转换为合
适的程序设计语言。然后，使用标准的走查或检查技术（第 ８ 章）来保证代码
和盒结构的语义相符性，以及代码的语法正确性。然后，对源代码进行正确
性验证。
统计性测试计划。分析软件的项目级使用情况，计划和设计一组执行用
途的“概率分布”的测试用例（２５．４ 节）。如图 ２５－１ 所示，这个净室活动是
和规约、验证及代码生成并行进行的。
统计性使用测试。记住，对计算机软件进行彻底测试是不可能的（第 １６
章），因此，总需要设计有限数量的测试用例。统计性使用技术［ＰＯＯ８８］执
行一系列由特定对象的所有用户的所有可能的程序执行的统计样本（上面提
到的概率分布）所导出的测试。
认证。一旦完成验证、检查和使用测试（并且所有错误被修正），则开始
进行增量集成前的认证工作。
和本书中讨论的其他软件过程模型一样，净室过程很强地依赖于对生产
高质量的分析和设计模型的需求。就象我们在本章后面将看到的那样，盒结
构符号体系仅仅是软件工程师表示需求和设计的另一种方式。净室方法的真
正特性是对工程模型：运用形式化验证。
２５．１．２ 什么使得净室独特？
Ｄｙｅｒ［ＤＹＥ９２］在他定义过程时，间接提到了净室方法的不同之处：
净室代表了将软件开发过程置于统计质量控制之下，并结合良好定义的
持续过程改善策略的第一次实际的尝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设计了一个独

特的净室生命周期，它着重于为了正确地进行软件设计的基于数学的软件工
程，以及为了软件可靠性认证的基于统计的软件。
净室软件工程和本书第三和第四部分讨论的传统的和面向对象的观点不
同，因为：
１．它显式地使用统计质量控制。
２．它使用基于数学的正确性证明来验证设计规约。
３．它很强地依赖于统计性用法测试来揭示高影响的错误。
显然，净室方法应用了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在本书中提到的基本的
软件工程原理和概念。要产生高质量的结果，好的分析和设计过程是很重要
的。但是，净室软件工程和传统软件实践的差别在于：它不再强调（有人称，
删除）单元测试和调试的作用，大量地减少（或删除）由软件开发者所做的测试
工作量。①
在传统软件开发中，错误是作为事实而接受的，因为错误被认为是不可
避免的，每个程序模块必须进行单元测试 （以揭示错误）和调试（以消除错
误）。当软件最终发布时，实际使用还会揭示更多的缺陷，因此，开始又一个
测试和调试的周期。和这些活动相关的再工作既耗钱又耗时，更糟糕的是，
它可能是退化的。——错误修正可能（不经意地）导致更多的引入错误。
在净室软件工程中，单元测试和调试被正确性验证和基于统计的测试所
替代。这些活动，配合保持对持续改善所必需的信息的纪录，使得净室方法
与众不同。
２５．２ 功能规约
不管选择哪种分析方法，在第 １１ 章提出的操作原理总是适用的。数据、
功能和行为被建模，划分（求精）结果模型以提供增加的、更多的细节。整体
目标是从捕获问题实质的规约转移到提供实质实现细节的规约。
净室软件工程通过使用称为盒结构规约的方法来遵从操作分析原则。一
个“盒”在某个细节层次封装系统（或系统的某些方面）。通过逐步求精的过
程，盒被精化为层次，其中每个盒具有引用透明性——“每个盒规约的信息
内容对定义其精化是足够的，不需要依赖于任何其他盒的实现”［ＬＩＮ９４］。
这使得分析员能够层次地划分一个系统，从在顶层的本质表示转移向在底层
的实现特定的细节。有三种盒类型：
黑盒。这种盒刻划系统或系统的某部分的行为。通过运用由激发得到反
应的一组变迁规则，系统（或部分）对特定的激发（事件）作出反应。
状态盒。这种盒以类似于对象的方式封装状态数据和服务（操作）。①在这
个规约视图中，表示出状态盒的输入（激发）和输出（反应）。状态盒也表示黑
盒的“激发历史”，即，封装在状态盒中的、必须在蕴含的变迁间保留的数
据。
清晰盒。在清晰盒中定义状态盒所蕴含的变迁功能，简单地说，清晰盒
包含了对状态盒的过程设计。
图 ２５－２ 给出了使用盒结构规约的求精方法。黑盒（ＢＢ１ ）定义了对一个完
①

导出了测试，但是是通过某个独立的测试流导出的。

①

参见本书的第 4 部分。

整激发集合的反应，ＢＢ１ 可以被精化成一组黑盒。ＢＢ１．１ 到 ＢＢ１．ｎ 的每一个都
关注一类行为。精化过程继续到直至标识出行为的一个内聚类（例，
ＢＢ１ ．１．１）。然后对黑盒 ＢＢ１．１．１ 定义状态盒（ＳＢ１．１．１），ＳＢ１．１．１ 包含了实现
ＢＢ１．１．１ 定义的行为所需的所有数据和服务。最后，ＳＢ１ ．１．１ 被精化为一组清
晰盒（ＣＢ１．１．１ 到 ＣＢ１．１．１ｎ），并且刻划出过程的设计细节。
当进行这些精化的每一步时，也同时进行正确性验证。验证状态盒规约
以保证每个规约均同其父辈黑盒规约定义的行为相一致，类似地，针对其父
辈状态盒进行清晰盒规约的验证。
应该注意，基于形式化方法的规约方法（第 ２４ 章）可以用来代替盒结构规
约方法，唯一的要求是每一层次的规约可以被形式化地验证。
２５．２．１ 黑盒规约
黑盒规约是一个抽象，用图 ２５－３ 所示的符号［ＭＩＬ８８］描述了系统如何
对激发作出反应。函Ｊ 齠被应用到输入（激发）Ｓ 的序列 Ｓ＊，并变换它们为输
出（反应）Ｒ。对简单的软件部件而言，ｆ 可以是一个数学函数，但一般情况下，
ｆ 被用自然语言（或形式规约语言）描述。
为面向对象系统引入的很多概念（第 １９ 章）也适用于黑盒。黑盒封装数据
抽象和操纵那些抽象的操作，和类层次一样，黑盒规约可以展示使用层次，
其中，低层盒从树结构中的那些高层盒继承属性。

２５．２．２ 状态盒规约
状态盒是“状态机制的一个简单通用化”［ＭＩＬ８８］。一个状态是系统行
为的某些可观测的模式（回忆 １２ 章对行为建模和状态变迁图的讨论）。当进行
处理时，一个系统对事件（激发）作出反应从当前状态转变到某新状态。当转
变进行时，可能发生某个动作。状态盒使用数据抽象来确定到下一个状态的
转变及作为转变的后果而发生的动作（反应）。
如图 ２５－４ 所示，状态盒同黑盒协作。作为黑盒的输入的激发 Ｓ，来自某
外部源及一组内部系统状态 Ｔ。Ｍｉｌｌｓ 给出了包含在状态盒内的黑盒的函数 ｆ
的数学描述：
ｇ∶Ｓ＊×Ｔ＊→Ｒ×Ｔ
这里 ｇ 是和特定状态 ｔ 连接的子函数。当整体地考虑时，状态—子函数
对（ｔ，ｇ）定义了黑盒函数 ｆ。

２５．２．３ 清晰盒规约
清晰盒规约是和过程设计及结构化编程紧密关联的。在本质上，状态盒
中的子函数 ｇ 被实现 ｇ 的结构化编程结构所替代。
作为一个例子，以图 ２５－５ 所示的清晰盒为例。在图 ２５－４ 中的黑盒 ｇ 被

一个带有条件的顺序结构所替代，随着逐步求精的进程，这些又可以进一步
精化为低层的清晰盒。
重要的是要注意：在清晰盒层次中所描述的过程性规约可被证明是正确
的，这一主题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２５．３ 设计求精和验证的优点
在净室软件工程中使用的设计方法大量使用结构化编程哲学（第 １４
章），但是，在此情形下，结构化编程要以严格的多地方式来使用。
基本的处理函数（描述在规约的早期求精中）被精化，其方法是“逐步扩
充数学函数为逻辑连接词（如，ｉｆ－ｔｈｅｎ－ｅｌｓｅ）和子函数构成的结构，扩充不
断进行直至所有标识出来的子函数可以被在用于实现的程序设计语言中直接
陈述”［ＤＹＥ９２］。
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可以被有效地用于函数的精化，但是，对数据设计
又怎样呢？这里，可以使用一组基本的设计概念（第 １３ 章），程序数据被封装
为一组，由子函数提供服务的抽象。数据封装、信息隐蔽和数据类型等概念
被用于创建数据设计。
２５．３．１ 设计求精和验证
每个清晰盒规约代表了一个完成某状态盒变迁所需的过程（子函数）的设
计。对清晰盒规约，如图 ２５－６ 所示使用结构化编程构造和逐步求精。一个程
序函数 ｆ 被精化为一系列子函数 ｇ 和 ｈ①的顺序结构，这些又被进一步精化为
条件结构（ｉｆ－ｔｈｅｎ－ｅｌｓｅ 和 ｄｏ－ｗｈｉｌｅ）。进一步的求精例举出连续的逻辑细
节。在每个求精层次，净室小组②执行一次形式化正确性验证。为此，一组类
属的正确性条件被附加到结构化编程构造上，如果函数 ｆ 被扩充为 ｇ 和 ｈ（如
图 ２５－６ 所示），则对 ｆ 的所有输入的正确性条件是：
·ｇ 结合 ｈ 能完成 ｆ 的功能吗？
如果一个函数 ｐ 被精化为形为 ｉｆ＜ｃ＞ｔｈｅｎ ｑ ｅｌｓｅ ｒ 的条件形式，则对
ｐ 的所有输入的正确性条件是：
·一旦当条件＜ｃ＞为真，ｑ 能完成 ｐ 的功能吗？一旦当条件＜ｃ＞为假，
ｒ 能完成 ｐ 的功能吗？
如果一个函数 ｍ 被精化为循环，则对 ｍ 的所有输入的正确性条件是：
·终止能够保证吗？
·一旦当＜Ｃ＞为真，ｎ 结合 ｍ 能完成 ｍ 的功能吗？一旦当＜ｃ＞为假，
退出循环仍能完成 ｍ 的功能吗？
每次当一个清晰盒被精化为下一个细节层次时，都应用上面给出的正确
性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化编程构造的使用限制了必须进行的正确性测试的
①

基本的结构化编程的结构参见第 14 章。

②

由于验证过程中与整个系统有关，所以在导出自身的验证时很少会出错。

数量。对顺序结构只检查单个条件，对 ｉｆ－ｔｈｅｎ－ｅｌｓｅ 结构只测试两个条件，
对循环则只验证三个条件。
为了说明对过程设计的正确性验证，我们使用一个简单的由 Ｌｉｎｇｅｒ 和其
同事给出的例子［ＬＩＮ７９］，意图是设计并验证一个小的程序，该程序对某给
定的整数 ｘ，找出其平方根的整数部分 ｙ。图 ２５－７ 用流程图给出了其过程设
计。
为了验证该设计的正确性，我们必须定义如图 ２５－８ 中所示的入口和出口
条件，入口条件说明 ｘ 必须大于或等于 ０，出口条件需要 ｘ 保持不变而 ｙ 在
图中指定的值域内取值。为了证明设计是正确的，必须证明图 ２５－８ 中显示的
条件 ｉｎｉｔ、ｌｏｏｐ、ｃｏｎｔ、ｙｅｓ 和 ｅｘｉｔ 在所有情形下都是正确的，这有时被称
为子证明。
１．条件 ｉｎｉｔ 要求［ｘ≥０ ａｎｄ ｙ＝０］。基于问题的需求，假定入口条件是
正确的，①因此，ｉｎｉｔ 条件的第一部分 ｘ≥０ 是满足的。在流程图中，在 ｉｎｉｔ
条件前的语句设置 ｙ＝０，因此， ｉｎｉｔ 条件的第二部分也是满足的，因此，ｉｎｉｔ
为真。
２．条件 ｌｏｏｐ 可能以下为两种方式之一遇到：（１）直接从 ｉｎｉｔ（在此情形
下， ｌｏｏｐ 条件被直接满足），或（２）通过穿过条件 ｃｏｎｔ 的控制流。因为 ｃｏｎｔ
条件和 ｌｏｏｐ 条件相同，因此，不管导向它的流的路径如何，ｌｏｏｐ 为真。
３．条件 ｃｏｎｔ 仅仅在 ｙ 的值被递增 １ 后遇到，此外，导向 ｃｏｎｔ 的控制流
路径只在 ｙｅｓ 条件也为真时被调用，因此，如果（ｙ＋１）２ ≤ｘ，一定有 ｙ２ ≤ｘ，
ｃｏｎｔ 条件被满足。
４．条件 ｙｅｓ 在如图所示的条件逻辑中被测试，因此，当控制流沿着所示
的路径移动时，ｙｅｓ 条件一定为真。
５．条件 ｅｘｉｔ 首先要求 ｘ 保持不变，对设计进行检查可发现 ｘ 没有出现在
赋值操作的左边，没有函数那样调用 ｘ，因此，ｘ 将不变。因为条件测试（ｙ＋１）２
≤ｘ 必须失败时才可能达到 ｅｘｉｔ 条件，这意味着（ｙ＋１）２ ＞ｘ。此外，ｌｏｏｐ 条
件还必须保持为真（即，ｙ２ ≤ｘ），因此，（ｙ＋１）２ ＞ｘ 和 ｙ２ ＋≤ｘ 可以组合在一起
满足 ｅｘｉｔ 条件。
我们必须进一步保证循环可终止，对循环条件的检查指明，因为 ｙ 是递
增的，而 ｘ≥０，因此，最终循环必定终止。
上面的 ５ 步是时在图 ２５－７ 所示的算法的设计的正确性证明，我们现在可
以肯定，这个设计将计算出平方根的整数部分。
更严格的针对设计验证的数学方法是可能的，然而，这个话题的讨论超
出了本书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ＬＩＮ７９］。
２５．３．２ 设计验证的优点 ①
对清晰盒设计的每一步精化的严格的正确性验证有一系列显著的优点，
Ｌ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９４］描述这些优点如下：
·它将验证缩成为一个有限的过程。在清晰盒中，以嵌套的、顺序的方
式组织控制结构，这就自然地定义了一个层次，该层次揭示了必须被验证的
①

注意在此平方根取负值是毫无意义。

①

该节和图 25-7 到 25-9 引自［LIN94］，已获引用权。

正确性条件。替代公理［ＬＩＮ７９］使得我们可以用在子证明层次的函数的控制
结构精化来替换指定函数。例如，在图 ２５－９ 中的指定函数 ｆ１ 的子证明需要
证明：操作 ｇ１ 和 ｇ２ 与指定函数 ｆ２ 的组合对数据具有和 ｆ１ 相同的效果。注
意，ｆ２ 替代了在证明中它的精化的所有细节。这一替代使得证明论据局部于
当前的控制结构，事实上，它使得软件工程师可以以任意顺序执行证明。过
分强调将验证缩成到有限的过程而对质量产生的正面效果是不可能的，即使
所有程序，除了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程序，展示了本质上无限的执行路径，它
们也可以在有限步骤内完成验证。
Ｓｕｂｐｒｏｏｆｓ：
［ｆ１］
ｆ１＝［ＤＯ ｇ１；ｇ２；［ｆ２］ＥＮＤ］？
ＤＯ
ｇ１
ｇ２
［ｆ２］
ｆ２＝［ＷＨＩＬＥ ｐ１ ＤＯ ［ｆ３］
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ｐ１
ＤＯ［ｆ３］
ｆ３＝［ＤＯ ｇ３；［ｆ４］； ｇ８ ＥＮＤ］？３］ＥＮＤ］？
ｇ３
［ｆ４］
ｆ４＝［ＩＦ ｐ２；ＴＨＥＮ［ｆ５］ ＥＬＳＥ［ｆ６］ ＥＮＤ］？
ＩＦ
ｐ２
ＴＨＥＮ［ｆ５］
ｆ５＝［ＤＯ ｇ４；ｇ５ ＥＮＤ］？
ｇ４
ｇ５
ＥＬＳＥ［ｆ６］
ｆ６＝［ＤＯ ｇ６；ｇ７ ＥＮＤ］？ＴＨＥＮ［ｆ５］
ＥＬＳＥ［ｆ６］
ＥＮＤ］？
ｇ６
ｇ７
ＥＮＤ
ｇ８
ＥＮＤ
ＥＮＤ
图 ２５－９ 带有子证明的设计［ＬＩＮ９４］
·它使得净室小组验证设计和代码的每一行。小组可以在正确性定理的
基础上通过小组分析和讨论来执行验证，并且当在关键使命系统中需要额外
的信心时他们可以生成书面的证明。
·它达到几乎零缺陷的水平。在小组的复审过程中，每个控制结构的每
个正确性条件被顺序验证。每个小组成员必须就每个条件都是正确的达成共
识，这样只有小组的每个成员均未能正确地验证某条件时，才有可能出现错
误。基于个体验证的无异议的全体认同的需求使得生产的软件在其第一次执
行前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缺陷。
·它具有可伸缩性。每个软件系统，不管有多大，均具有顶层的由顺序、
选择和迭代结构构成的清晰盒过程，典型每个过程均调用一个有数千行代码
的大的子系统，并且每个子系统也具有自己的顶层的指定的函数和过程。所

以，这些高层控制结构的正确性条件的验证采用与那些低层结构验证相同的
方法。高层的验证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值得的），但它不需要更多的理
论。
·它生产出比采用单元测试方法更好的代码。单元测试仅仅检查从很多
可能的路径中选出的测试路径的执行结果。基于函数验证的理论，净室方法
可以验证所有数据的每个可能的结果，因为虽然一个程序可能有很多执行路
径，但它只有一个函数。验证也比单元测试有效的多，大多数验证条件可以
在几分钟内被检查，但单元测试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准备、执行和检查。
应该注意，设计验证最终必须应用到源代码本身，此时，它通常称为正
确性验证。
２５．４ 净室测试
净室测试的策略和战术在本质上不同于传统测试方法。传统测试方法导
出一组测试用例来揭示设计和编码错误，而净室测试的目的是：通过证明使
用实例（第 １９ 章）的统计性样本已经被成功地执行来验证软件需求。
２５．４．１ 统计的使用测试
计算机程序的用户很少需要去了解设计的技术细节，程序的用户可见的
行为是被通常由用户产生的输入和事件所驱动的。但是，在复杂系统中，输
入和事件的可能的范围（即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可能是非常宽的。什么是可以充分地
验证程序行为的使用实例的子集？这是统计的使用测试所关注的第一个问
题。
统计的使用测试 “等同于以用户试图使用软件的方式来测试软件”
［ＬＩＮ９４］。为了完成测试工作，净室测试小组①必须确定被测软件的使用概
率分布。通过分析软件的每个增量的规约（黑盒），定义一组导致软件改变其
行为的激励（输入或事件），再通过和潜在用户的交流、使用场景的建立以及
对应用领域的总体性了解，为每个激发赋上一个使用概率。
按照使用概率分布为每个激励②生成测试用例。为了举例说明，考虑本书
中前面讨论过的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安全系统。正在使用净室软件工程开发一个软件增
量，它管理和安全系统键区的用户交互。对这个增量，已经标识出如表 ２５－１
的 ５ 个激发，通过分析，给出了每个激发的百分概率。为了更简单地选择测
试用例，这些概率被映射到 １ 至 ９９ 的数字区间［ＬＩＮ９４］。
表 ２５－１ 程序的激励及其概率分布

为了生成符合使用概率分布的使用测试用例序列，在 １ 至 ９９ 间生成一系
列的随机数，随机数对应于概率分布的区间（表 ２５－１）。因此，使用用例序列
被随机定义，但又对应于适当的激励出现的概率。例如，假定生成了下面的
随机数序列：
①

也称为“校验小组”。

②

可用自动工具完成之。详情参阅［DYE92］。

１３－９４－２２－２４－４５－５６
８１－１９－３１－６９－４５－９
３８－２１－５２－８４－８６－９７
基于表 ２５．１ 中显示的分布区间选择适当的激励，从而导出下面的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ＡＤ－Ｔ－ＡＤ－ＡＤ－ＡＤ－ＺＳ
Ｔ－ＡＤ－ＡＤ－Ｑ－ＡＤ－ＡＤ
ＡＤ－ＡＤ－ＺＳ－Ｔ－Ｔ－ＰＡ
测试小组执行上面的（以及其他的）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针对系统规约来验证软件
行为。记录下来测试的时间，使得可以确定间隔时间。利用间隔时间，认证
小组可以计算出平均失效时间 ＭＴＴＦ。如果一个长的测试序列被无失败地完
成，则 ＭＴＴＦ 低，且软件的可靠性较高。
２５．４．２ 认证
本章前面讨论的验证和测试技术导致了可以被认证的软件构件（和完整
的增量），在净室软件工程方法中，认证意味着可以刻划每个构件的可靠性（用
平均失效时间 ＭＴＴＦ 来测度）。
可认证的软件构件的潜在影响远远超出了单个净室项目的范围，可复用
的软件构件可以和它们的使用场景、程序激励、以及概率分布一起存储，每
个构件在描述的使用场景和测试体系下有认证过的可靠性，这些信息对那些
希望使用这些构件的人来说是极其极贵的。
认证方法涉及以下 ５ 个步骤［ＷＯＨ９４］：使用这些构件的人来说是极其极
贵的。
１．必须创建使用场景。
２．刻划使用轮廓。
３．从轮廓中生成测试用例。
４．执行测试，记录并分析失败数据。
５．计算并认证可靠性。
步骤 １ 到步骤 ４ 已在前面几节中讨论过，本节中，我们集中于可靠性认
证。
净室软件工程的认证需要创建三个模型［ＰＯＯ９３］：
取样模型。软件测试执行 ｍ 个随机测试用例，如果没有错误发生或只有
少于指定数量的错误发生，则被认证通过。值 ｍ 被用数学的方式导出以保证
能够达到需要的可靠性。
构件模型。对一个由 ｎ 个构件组成的系统进行认证，构件模型使得分析
员能够确定构件 ｉ 在完成前将失败的概率。
认证模型。系统的整体可靠性被规划和认证。
在统计的使用测试完成后，认证小组已得到了交付软件所需要的信息，
包括认证后的 ＭＴＴＦ，这是使用上面的每个模型计算出来的。
关于取样的计算、构件和认证模型的详细讨论已超出本书讨论的内容，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文献［ＭＵＳ８７］、［ＣＵＲ８６］和［ＰＯＯ９３］。
２５．５ 小结

净室软件工程是软件开发的一种形式化方法，它可以生成有非常高的质
量的软件。它使用盒结构规约（或形式化方法）进行分析和设计建模，并且强
调将正确性验证，而不是测试，作为发现和消除错误的主要机制。使用统计
的使用测试来获取认证被交付的软件的可靠性所必需的出错率信息。
净室方法从使用盒结构表示的分析和设计模型入手，一个“盒”在某特
定的抽象层次上封装系统（或系统的某些方面）。黑盒用于表达系统的对外可
观测行为，状态盒封装状态数据和操作，清晰盒用于对某状态盒中的数据和
操作所蕴含的过程设计进行建模。
一旦完成了盒结构设计，则运用正确性验证。软件构件的过程设计被划
分为一系列子函数，为了证明每个子函数的正确性，要为每个子函数定义出
口条件并实施一组子证明。如果每个出口条件均被满足，则设计一定是正确
的。
一旦完成了正确性验证，便开始统计的使用测试。和传统测试不同，净
室软件工程并不强调单元或集成测试，而是通过定义一组使用场景、确定对
每个场景的使用概率及定义符合概率的随机测试来进行软件测试。将产生的
错误记录和取样、构件和认证模型相结合使得可以数学地计算软件构件的可
靠性。
净室哲学是一种严格的软件工程方法，它是一种强调正确性的数学验证
和软件可靠性的认证的软件过程模型，其目标和结果是非常低的出错率，这
是使用欠形式化方法难于或不可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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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ｖｎｅｒ，Ａ．Ｒ．，ａｎｄ Ｈ．Ｄ． Ｍｉｌｌｓ，“Ｂｏ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ＢＭ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３，ｐｐ．２３２－２５１．
Ｌｉｎｇｅｒ ， Ｒ．Ｍ． ， Ｈ．Ｄ．Ｍｉｌｌｓ ， ａｎｄ Ｂ．Ｉ．Ｗｉｔｔ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７９．
Ｌｉｎｇｅｒ，Ｒ．Ｍ．，ａｎｄ Ｈ．Ｄ．Ｍｉｌｌ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Ｔｈｅ ＩＢＭ ＣＯＢ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ｃ．ＣＯＭＰＳＡＣ’８８，Ｃｈｉｃａｇ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８８．
Ｌｉｎｇｅｒ，Ｒ．，“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ＩＬ８７］
［ＭＩＬ８８］

［ＭＵＳ８７］

［ＰＯＯ８８］

［ＰＯＯ９３］

［ＷＯＨ９４］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４，ｐｐ．５０－５８．
Ｍｉｌｌｓ，Ｈ．Ｄ．，Ｍ．Ｄｙｅｒ，ａｎｄ Ｒ．Ｌｉｎｇｅｒ，“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７，ｐｐ．１９－２４．
Ｍｉｌｌｓ，Ｈ．Ｄ．，“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Ｊｕｎｅ １９８８，
ｐｐ．２３－３５
Ｍｕｓａ，Ｊ．Ｄ．，Ａ．Ｉａｎｎｉｎｏ，ａｎｄ Ｋ．Ｏｋｕｍｏ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ｗｉｔｈ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１９８７．
Ｐｏｏｒｓ，Ｊ．Ｈ．，ａｎｄ Ｈ．Ｄ．Ｍｉｌｌｓ，“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８，ｐｐ．５２－５５．
Ｐｏｏｒｓ，Ｊ．Ｈ．，Ｈ．Ｄ．Ｍｉｌｌｓ，ａｎｄ Ｄ．Ｍｕｔｃｈｌｅ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ｉｆｙ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 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ｌ９９３，ｐｐ．８８－９９．
Ｗｏｈｌｉｎ，Ｃ．，ａｎｄ Ｐ．Ｒｕｎｅｓｏｎ，“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ｏｌ．２０，
ｎｏ．６，Ｊｕｎｅ １９９４，ｐｐ．４９４－４９９．
思考题

２５．１ 如果你必须选出净室软件工程和传统的或面向对象的方法有着根
本不同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方面是什么？
２５．２ 增量过程模型和认证工作如何一起生产出高质量软件？
２５．３ 使用盒结构规约，开发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 系统的“ｆｉｒｓｔ－ｐａｓｓ”分析和设
计模型？
２５．４ 对思考题 １２．１３ 中引入的 ＰＨＴＲＳ 系统的一部分开发其盒结构规约。
２５．５ 对思考题 ２１．１５ 中给出的 ｅ－ｍａｉｌ 系统，开发其盒结构规约。
２５．６ 一个冒泡排序算法定义如下：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ｂｕｂｂｌｅｓｏｒｔ；
ｖａｒｉ，ｔ：ｉｎｔｅｇｅｒ；
ｂｅｇｉｎ
ｒｅｐｅａｔ ｕｎｔｉｌ ｔ＝ａ［１］
ｔ：＝ａ［１］；
ｆｏｒ ｊ：＝２ ｔｏ ｎ ｄｏ
ｉｆ ａ［ｊ－１］｝ａ［ｊ］ｔｈｅｎ ｂｅｇｉｎ
ｔ：＝ａ［ｊ－１］；
ａ［ｊ－１］：＝ａ［ｊ］；
ａ［ｊ］：＝ｔ；
ｅｎｄ
ｅｎｄｒｅｐ
ｅｎｄ
划分该设计为子函数，并定义一组条件，使得你能够证明该算法是正确
的。

２５．７ 就思考题 ２５．６ 中讨论的冒泡排序的正确性验证证明做一份记录。
２５．８ 选择你在其他情形下设计（或导师布置的）的某程序构件并给出其
完整的正确性证明。
２５．９ 选择某你经常使用的程序（例如，ｅ－ｍａｉｌ 处理器、字处理器、电子
表格程序），为这些程序创建一组使用场景，定义对每个场景的使用概率，然
后开发出类似表 ２５－１ 所示的程序的激励和概率分布表。
２５．１０ 对思考题 ２５．９ 中开发的程序激励和概率分布表，使用一个随机数
生成器来开发一组用于统计的使用测试中的测试用例。
２５．１１ 用你自己的话，描述净室软件工程中认证的意图。
２５．１２ 写一篇短文，描述用于定义在 ２５．４．２ 节中简略介绍的认证模型的
数学，以参考文献［ＭＵＳ８７］、［ＣＵＲ８６］和［ＰＯＯ９３］作为起点。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关 于 净 室 软 件 工 程 唯 一 可 用 的 书 是 Ｄｙｅｒ［ＤＹＥ９２］ 。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ｅｎｔｅｒ，Ｈｉｌｌ ＡＦ Ｂａｓｅ， ＵＴ，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５）包含了一系列重要文章。Ｌ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９４］是对此主题的较好的导论之
一。软件工程技术资产源 ＡＳＳＥＴ（美国国防部）中提供了 ６ 卷优秀的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ＡＳＳＥＴ 可以通过 ｉｎｆｏ＠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联系。
净室软件工程公司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ｅｃｋ 准备了一组关于净室话题的参考书
目，罗列如下：
一般的和导论性的：
Ｃｏｂｂ，Ｒ．Ｈ．，ａｎｄ Ｈ．Ｄ．Ｍｉｌｌ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ＥＥ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０，ｐｐ．４４－５４．
Ｃｏｆｆｅｅ，Ｐ．，
“Ｃａｎ Ｍａｓ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ｉ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ｏｅｓ？”ＰＣ Ｗｅｅｋ，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１９９４，ｐ．２８．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ＰＣ Ｗｅｅｋ，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１９９４，ｐｐ．７３，
７８．
Ｄｅｃｋ，Ｍ．Ｄ．，“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 Ｐｒｏｃ．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４，ｐｐ．２４３－２５８．
Ｈｅｖｎｅｒ，Ａ．Ｒ．，Ｓ．Ａ．Ｂｅｃｋｅｒ，ａｎｄ Ｌ．Ｂ．Ｐｅｄｏｗｉｔｚ，“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２，ｐｐ．６９－７６
Ｋｅｕｆｆｅｌ，Ｗ．，“ Ｃｌｅａｎ Ｙｏｕｒ Ｒｏｏｍ：Ｆｏｒｍ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９０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ｕｌｙ１９９２， ｐｐ．３９－４６．
Ｌｉｎｇ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Ｚｅｒｏ－
Ｄｅｆｅｃ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ｃ．１５ｔｈＩｎｔｌ．Ｃｏｎｆ．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ｙ
１９９３．
Ｌｏｋａｎ，Ｃ．Ｊ．，“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５，ｎｏ．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３．
管理实践：
Ｄｅｃｋ，Ｍ．Ｄ．，ａｎｄ Ｐ．Ａ．Ｈａｕｓｌｅｒ，“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 Ｐｒｏｃ．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９０，Ｊｕｎｅ １９９０，ｐｐ．７１－７７．
Ｌｉｎｇｅｒ，Ｒ．Ｃ．，ａｎｄ Ｓｐａｎｇｌｅｒ，Ｒ．Ａ．，“Ｔｈｅ ＩＢＭ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ｘｔｈ ＳＥＩ Ｃｏｎｆ．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ＣＡ，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９２．
规约、设计和复审：
Ｄｅｃｋ ， Ｍ．Ｄ．， “ Ｕｓｉｎｇ Ｂｏ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Ｌｉｎｋ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９４．０１ｂ ，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ｃ．，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１９９４．
Ｄｙｅｒ，Ｍ． ，“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ａｂｌ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０，ｎｏ．６，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８８，ｐｐ．３３１－３４０．
测试和认证：
Ｄｙｅｒ，Ｍ．，“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８７ ，
ｐｐ．４１５－４２０．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Ｊ．Ａ．，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ｏｎ，Ｍ．Ｇ．，“Ａ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４，ｐｐ．８１２－８２４．
实例研究和经验报告：
Ｇｒｅｅｎ，Ｓ．Ｅ．，Ａ．Ｋｏｕｃｈａｋｄｊｉａｎ，ａｎｄ Ｖ．Ｒ．Ｂａｓｉｌｉ，“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 ”
Ｐｒｏｃ．１４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ＮＡＳＡＧｏｄｄａｒ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Ｃｅｎｔｅ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９．
Ｈａｕｓｌｅｒ，Ｐ．Ａ．，“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Ｒｅｄｗ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ｏｃ．１７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ＮＡＳＡ Ｇｏｄｄａｒ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Ｃｅｎｔ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２．
Ｈｅａｄ ， Ｇ．Ｅ． ， “ Ｓｉｘ－Ｓｉｇｍａ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ｎｅ １９９４，ｐｐ．４０－５０．
Ｔａｎｎ ， Ｌ－Ｇ． ， “ ＯＳ３２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 Ｐｒｏｃ．ｌｓ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１９９３，ｐｐ．１－４０．
Ｔｒａｍｍｅｌ，Ｃ．Ｊ．，Ｂｉｎｄｅｒ，Ｌ．Ｈ．，ａｎｄ Ｓｎｙｄｅｒ，Ｃ．Ｅ．，“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 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２，ｐｐ．８１－９４．
Ｗｏｈｌｉｎ ， Ｃ． ，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 Ｐｒｏｃ．４ｔｈ
Ｉｎｔ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３，
ｐｐ．３６－４４．
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新闻组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 上偶尔也有对净室软件工程的讨
论，详细的净室技术讨论，包括可提供的课程描述，可在 ＩＢＭ 净室软件技术
中心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ｅａｒｌａｋｅ．ｉｂｍ．ｃｏｍ／ＭＦ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ｓｔｃ．ｈｔｍｌ
净室软件工程公司准备了参考文献的 ＦＴＰ 站点：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ｎ．ｎｅｔ／～ｄｅｃｋｍ／
对净室方法已建立了一个电子邮件表和讨论组，信息可在如下站点得
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ｒｇ／ｑｃ／ｌｉｓｔｓ／ｓｗ－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ｉｎｆｏ．ｔｘｔ
最新的关于净室软件工程的 ＷＷＷ 文献源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
到。

第 ２６ 章

软件复用

作为人类，当我们开始以理性的方式认识我们的世界时候，我们就知道
了复用的益处。我们复用几乎每样东西——概念、对象、论据、抽象、过程
——它们构成了日常的生活。一句老话“重新发明轮子（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概括了这一切。重新发明已经发明了的东西在经济上、智力上或实
用上均无意义。重新发明轮子已经折磨了软件界几乎半个世纪。
Ｐｅｔｅｒ Ｆｒｅｅｍａｎ［ＦＲＥ８７］给出了如下关于复用的讨论：
复用是活动，而不是对象。它是这样一种常见的活动，以至通常大多数
字典都没有收录它，一个假设前提是：聪明的读者将理解“复用”意味着“再
次使用某东西”。我们已熟悉“再生（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等词语以及常见的格言：
使某东西“完成双重任务（ｄｏ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ｕｔｙ）”。
在创建软件相关的系统的语境中，复用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任何过程，该
过程通过复用来自以前开发工作的某些东西来生产（或帮助生产）一个系统。
那么，唯一的问题是：复用什么、什么是导致成功复用的过程。
在软件工程的范围内，复用既是旧概念，也是新概念。程序员从最早的
计算时代已开始复用概念、对象、论据、抽象和过程，但是我们复用的途径
是特定的。今天，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建立复杂的、高质量的基于计算机
的系统，这要求一种更有组织的复用方法。
但是，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有可能通过组装一组可复用的构件而构造
复杂系统吗？能否以成本及时间合算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能否建立适当的
激励机制鼓励软件工程师复用，而不是重发明？管理将招致对可复用软件构
件的创建增加费用吗？实现复用所必需的构件库可以以并使得那些需要它的
人可以访问它的方式来创建吗？现存的构件能否被那些需要它的人找到？
这些和很多其他问题还在继续困扰研究者和产业专业人员，他们正在努
力使软件构件复用成为主流的软件工程方法。我们在本章中可以找到对某些
问题的回答。
２６．１ 管理问题 ①
对软件复用的可能益处的快速审查揭示：在软件产品的开发中复用带来
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费用节省，而是更多。例如，对已知是可靠的软件构件的
复用比在每个新的应用中重设计和重编码同一个构件有更少的风险。如果可
以将注意力集中于优化一组可复用构件，而不是必须不断地重优化已存在的
模块的新版本，效率问题也可以被更有效地处理。
然而，复用的明显益处经常由于组织的障碍、对软件复用缺乏本质的理
解以及较少或没有鼓励和实现复用技术的策略等因素而被抵消。在下面几节
中，我们将考虑这些话题。
２６．１．１ 复用的障碍

①

该节重组和编辑了 Edwarderard1994 年发布在 Internet 新闻组 Comp.software-eng 中的一系统文章，这些资

料已获引用权。

对软件可复用性不断增加的关注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仍然存在混乱，虽
然很多产业观察员承认某些现存的软件开发实践将必须改变，但是，他们似
乎并不知道哪些特定的方面需要改变。对软件复用还存在一系列障碍，为了
开发一个有效的复用策略，管理者（以及技术人员）必须知道这些障碍是什
么。
１．很少有公司和组织具有和全面的软件复用计划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任
何东西。虽然很多公司和组织有某些人在某些地方正在“研究”该概念，但
很少有谁试图在不远的未来去实现这样一个计划。软件复用对很多软件公司
来说均不是“最高优先级的”。
２．虽然越来越多的软件商正在销售对软件复用提供直接辅助的工具或构
件，但大多数软件开发者并不使用它们。帮助进行软件复用的软件产品包括：
提供对基础设施支持的（例如，可复用构件库，浏览器），帮助创建可复用构
件的工具，以及完整的软件复用系统——专门为辅助和鼓励软件复用而设计
的工具和软件构件。
３．几乎没有相应的培训以帮助软件工程师和管理者理解和应用复用。不
仅只有很少针对复用的培训，而且这方面的话题在大多数软件工程培训中仅
被概略地提到。
４．很多软件实践者仍然相信复用“相对于其价值来说带来更多麻烦”。
经常我们会听到技术人员罗列一个长长的关于“复用软件的缺点”，管理者
似乎也相对地愿意维持现状。即使当管理者购买了对软件复用必需的工具和
培训，反对该概念的职员仍然很多。
５．很多公司继续鼓励对复用无促进的软件开发方法学（例如，功能分
解），而不鼓励那些可能对复用有促进的方法学（例如，面向对象方法）。
６．很少有公司对生产可复用的软件构件有激励措施。事实上，还存在阻
碍。当前项目的客户对用于开发可复用构件有额外投资费用是犹豫的，作为
结果，项目管理者推动用尽可能特定的程序构件来完成指定工作。
除了必须强调的技术问题，很多其他相关问题对复用也有影响。政治的、
管理的、法律的、文化的、财政的、市场的、以及产品化的等方面的问题也
必须考虑。
２６．１．２ 硬件类比
在计算机硬件产业，复用是规范的。例如，有标准的 ＣＰＵ 芯片，标准的
ＲＡＭ、数学协处理器和 ＲＯＭ 芯片，这些芯片和其他集成电路被用于广范的应用
中。很长时间以前，电子工程师便发现：最重要的可复用性公理之一是通用
性。
和软件工程师不一样，电子工程师没有必要去验证某特殊 ＣＰＵ 支持的每
一个“操作码”在某特定应用中的执行，他们也没有必要去证明 ＲＡＭ 的每个
最后字节均被使用。电子工程师通过数据得到芯片可靠性的量化指示。
如何将上面的类比应用到可复用软件？考虑对一个可复用软件构件的设
计，为了真正可复用，软件构件必须在某些不是其当前特定应用时（或应用的
某部分）的其他地方可用。为了增加此事发生的机会，软件工程师必须将构件
做得更通用化。事实上，存在众所周知将软件构件的通性提高到非常高的层
次的方法。

当然，存在着权衡。增加通用性可能减少效率、或甚至增加复杂性，这
些和其他考虑必须同有利因素进行权衡，有利因素有：由于使用已验证过的
构件而带来的潜在增加的可靠性，由于复用而带来的成本和时间上的节省
等。
在过去几年中，关于软件复用已有很多成果。虽然关于特定问题的争论
仍在继续，但是以下观点已被普遍接受：
·不仅仅是源代码可以被复用。事实上，设计、计划、测试数据和文档（在
软件配置中的其他项中）可以被复用。代码复用只带来最小的生产率和可靠性
收益，更大的收益是通过复用与“可复用源代码”相关联的设计和文档而达
到的。因此，可复用性并不是仅仅限于编码的概念。
·研究似乎指出、而且实践似乎也显示很多软件产品的大部分可以从可
复用构件组装得到。
·存在大量和软件复用相关联的度量。它们的范围从测度在某应用中复
用的源代码和文档的纯粹大小的度量到测度软件可复用性的影响的度量（例
如，软件生产率度量）。
软件复用技术实际上是一组事物的集合，这些事物包括：可复用构件、
分类学、复用支持系统、组装概念、方法学及其他。该技术和软件产品的大
小的结合多于和复用发生规模的结合。
软件设计方法（第 １４ 和 ２１ 章）确实在软件复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某
些方法可以促进复用，而有些方法阻碍复用。我们很早就已知道，软件设计
应该构造化以便于修改。我们仅仅现在才开始认识到：在软件过程的第一阶
段就引入软件可复用化论题，我们可以大大地增加软件复用的作用效果。最
后，通过研究在某特定应用领域中的很多系统的设计，可以分离并发展候选
的复用构件。
２６．１．３ 建立复用途径的一些建议
下面步骤将帮助组织进行必要的变革以充分地使用软件复用的概念：
１．建立内部的软件复用计划。这样一个计划可以帮助组织控制软件的质
量和成本。
２．要求将软件复用作为任何技术和管理培训的一个不可缺的部分。对面
向对象的培训尤其应该如此。
３．按照内部的软件复用计划，寻求对软件复用有最积极贡献的工具和
库。
４．鼓励采用已被证明为可以促进软件复用的方法和工具。
５．跟踪并测度软件复用以及软件复用的影响。政策决策应该基于“实际
数据”，而不是臆测。
６．管理上必须显示它积极地鼓励软件的复用。
７．认识到不仅仅是“模块”可以被复用，工具、测试数据、设计、计划、
环境、以及其他软件项均可被复用。
８．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软件复用不是“平常的业务”，对软件复用的采
用将需要某些变革，应该以有效的方式引入这些变革。记住，软件复用的概
念是被大多数技术和管理人员所不容的。

２６．２ 复用过程
复用应该是每个软件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第 ２ 章中，“构件
组装模型”（图 ２６－１）被用于举例说明如何将一个可复用构件库集成到典型的
演化过程模型中。在本节后部，我们将
探讨某过程模型，该模型强调那些为了使复用发生而必需出现的活动。
但是首先，必须理解当软件开发进行时被复用的“软件制品”。
２６．２．１ 可复用的软件制品
我们已经知道到软件复用不仅仅涉及源代码，但是，还涉及多少东西呢？
ＣａｐｅｒＪｏｎｅｓ［ＪＯＮ９４］定义了可作为复用候选的十种软件制品：
项目计划。软件项目计划（见本书第二部分）的基本结构和许多内容（例
如，ＳＱＡ 计划）均是可以跨项目复用的。这样减少了用于制定计划的时间，也
减低了和建立进度表、风险分析和其他特征相关的不确定性。
成本估计。因为经常不同项目中含有类似的功能，所以有可能在极少修
改或不修改的情况下，复用对该功能的成本估计（第 ５ 章）。
体系结构。即使当考虑不同的应用领域时，也很少有截然不同的程序和
数据体系结构。因此，有可能创建一组类属的体系结构模板（例如，事务处理
体系结构），并将那些模板作为可复用的设计框架。
需求模型和规约。类和对象的模型和规约（第 ２０ 章）是明显的复用的候选
者，此外，用传统软件工程方法（第 １２ 章）开发的分析模型（例如，数据流图）
也是可复用的。
设计。用传统方法（第 １４ 章）开发的体系结构、数据、接口和过程化设计
是复用的候选者，更常见的是，系统和对象设计（第 ２１ 章）是可复用的。
源代码。验证过的程序构件（用兼容的程序设计语言书写的）是复用的候
选者。
用户和技术文档。即使特定的应用是不同的，也经常有可能复用用户和
技术文档的大部分。
用户界面。可能是最广泛被复用的软件制品，ＧＵＩ 软件经常被复用。因
为它可占到一个应用的 ６０％的代码量，因此，复用的效果非常显著。
数据。在大多数经常被复用的软件制品中，数据包括：内部表、列表和
记录结构，以及文件和完整的数据库。
测试用例。一旦设计或代码构件将被复用，相关的测试用例应该“附属
于”它们。
表 ２６－１［ＪＯＮ９４］给出了一些数据（来自军事及系统项目），这些数据显示
了 １ 美元投资在 ４ 年后的回报（针对上面列出的每个软件制品）。Ｊｏｎｅｓ 描述
了整体影响［ＪＯＮ９４］：“复用所有 １０ 种软件制品的总计值可以产生可能是任
意已知的软件技术中的最好回报”。
表 ２６－１ 软件复用在 ４ 年后的回报价值［ＪＯＮ９４］

可复用软件制品

４ 年回报

可复用软件制品

４ 年回报

项目计划

￥２．００

源代码

￥６．００

成本估计

￥３．００

用户和技术文档

￥１．５０

体系结构

￥１．５０

用户界面

￥１．００

需求模型和规约

￥３．００

数据

￥３．５０

设计

￥５．００

测试用例

￥３．５０

应该注意，复用可以扩展到上面所讨论的可交付的软件制品之外，它也
包含了软件工程过程中的元素。特定的分析建模方法、检查技术、测试用例
设计技术、质量保证过程、以及很多其他软件工程实践可以被“复用”，例
如，如果某软件项目组有效地应用净室软件工程方法（第 ２５ 章），该方法可能
适用于另一个项目。为了作出决定，有必要定义一组描述功能（２６．３．２ 节），
它们使得潜在的净室用户能够对其应用作出适当的决策。
２６．２．２ 一个过程模型
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复用的过程模型，每个均强调并行的轨迹，在轨
迹中领域工程（２６．３ 节）和软件工程同时进行。领域工程执行一系列工作，以
建立一组可以被软件工程师复用的软件制品，然后，这些软件制品被传越过
分隔领域工程和软件工程的“边界”。
图 ２６－２ 给出了一个典型的显然适用于复用过程模型［ＣＨＲ９５］。领域工程
创建应用领域的模型，该模型被用作在软件工程流中分析用户需求的基础。
软件体系结构（相应的结构点，见 ２６．３．３ 节）为应用的设计提供了输入。最
后，在可复用构件已被构造好后（作为领域工程的一部分），它们可以在软件
构造活动中被软件工程师所使用。

２６．３ 领域工程
领域工程的目的是标识、构造、分类和传播一组软件制品，它们对某特
定应用领域中对现存的和未来的软件系统具有很好适用性。其整体目标是建
立相应的机制，以使得软件工程师在工作于新的或现存的系统时可以分享这
些软件制品——复用它们。
领域工程包括三个主要的活动——分析、构造和传播。在第 ２０ 章中已给
出领域分析的概述，然而，本节中将再讨论这个话题。领域构造和传播将在
本章以后几节中讨论。
有人争辩说“复用将消失，不是被消除，而是被集成”进软件工程实践
之中［ＴＲＡ９５］，随着复用被更多的强调，人们相信在下个十年领域工程将变得
和软件工程一样重要。
２６．３．１ 领域分析过程
在第 ２０ 章，我们讨论了在面向对象软件工程范围内领域分析的方法，过
程中的步骤定义如下：

１．定义将被研究的领域。
２．分类从领域中抽出的物项。
３．收集领域中有代表性的应用样本。
４．分析样本中的每个应用。
５．开发对象的分析模型。
必须注意，领域分析适用于任意软件工程范型，并且可以用于传统的以
及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
Ｐｒｉｅｔｏ－Ｄｉａｚ［ＰＲＩ８７］扩展了上面给出的领域分析的第二个步骤，建议了
一个 ８ 步骤的标识和分类可复用软件制品的方法：
１．选择特定的功能／对象。
２．抽象功能／对象。
３．定义分类法。
４．标识公共特征。
５．标识特定的关系。
６．抽象关系。
７．导出功能模型。
８．定义领域语言。
领域语言使得在领域中进行应用的规约及构造成为可能。
虽然上面的步骤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领域分析模型，但是它没有提供帮助
决定哪些软件制品是复用候选的有用的指南。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和 Ｈｉｎｄｌｅｙ［ＨＵＴ８８］
提出了下面一组实际的问题，它们可以用作标识可复用软件构件的指南：
●构件功能对未来的实现工作是需要的吗？
●在领域中构件功能的公共性怎样？
●在领域中存在构件功能的重复吗？
●构件是否依赖于硬件？
●在不同实现之间硬件是否保持不变？
●硬件细节可被移动到另一个构件吗？
●设计为下面的实现进行过足够的优化吗？
●我们能够将一个不可复用的构件参数化以使其变成可复用的吗？
●构件是否可以仅仅经过少许修改就能够在很多实现中复用吗？
●通过修改进行复用是可行的吗？
●某不可复用的构件能够通过被分解以产生一组可复用构件吗？
●针对复用的构件分解是有效的吗？
关于领域分析的深入讨论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更多的信息可见［ＰＲＩ９３］。
２６．３．２ 领域特征
要确定一个潜在可复用的软件制品在某特殊情况下是否真地可被使用，
有时是一件困难的事。为了能够确定这样的事情，有必要定义一组领域特征，
它们被领域中所有的软件所分享。领域特征定义了存在于领域中的所有产品
的某种类属属性，例如，类属特征可能包括：安全／可靠性的重要性、程序设
计语言、处理中的并发性、以及很多其他内容。
某可复用软件制品的领域特征的集合可以表示为｛Ｄｐ ｝，其中集合中每
一项 Ｄｐｉ 表示某特定的领域特征。赋给 Ｄｐｉ 的值表示一个顺序的等级，它指明

了该特征对软件制品 ｐ 的相关性，一组典型的等级［ＢＡＳ９４］可能是：
１．与复用是否合适没有相关性。
２．仅仅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相关。
３．相关，软件制品可以被修改以使得其可以被复用，而不管其间的差别。
４．明显地相关，并且如果新软件不具有这个特征，复用将是低效率的，
但复用仍然是可能的。
５．明显地相关，并且如果新软件不具有这个特征，复用将是无效的，此
时不推荐复用。
当新软件 ｗ 将在某应用领域内被构造，可为它导出一组领域特征，然后，
在 Ｄｐｉ 和 Ｄｗｉ 间进行比较，以决定是否现存的软件制品 ｐ 可以被有效地在应用
ｗ 中复用。
表 ２６－２［ＢＡＳ９４］列出了典型的可能对软件复用有影响的领域特征，为了
有效的复用软件制品，必须考虑这些领域特征。
表 ２６－２ 影响复用的领域特征［ＢＡＳ９４］
产品

过程

人员

需求稳定性

过程模型

动机

并发软件

过程符合性

教育

内存限制

项目环境

经验／培训

应用大小

进度限制

·应用领域

用户界面复杂性

预算限制

·过程

程序设计语言

生产率

·平台

安全／可靠性

·语言

寿命需求

开发队伍

产品质量

生产率

产品可靠性

即使将被开发的软件显然属于某应用领域，在领域中的可复用软件制品
也必须被分析以确定它们的可用性。在某些情况下（希望不要太多），“重新
发明轮子”可能仍然是最为成本合算的选择。
２６．３．３ 结构建模和结构点
当使用领域分析时，分析员寻找在某领域中应用间的重复模式。结构化
建模（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是一种基于模式的领域工程方法，应用该方法的
前提假设是：每个应用领域有重复的模式（功能的、数据的和行为的），它们
具有可复用的潜在可能。
Ｐｏｌｌａｋ 和 Ｒｉｓｓｍａｎ［ＰＯＬ９４］描述结构建模如下：
结构模型由少量的用于表明清晰的交互模式的结构元素组成。使用结构
模型的系统的体系结构通过多个由这些模型元素组成的东西来刻划，这样，
在系统的体系结构单元间的复杂交互可以用在这些少量元素间的简单交互模
式来描述。
每个应用领域可用一个结构模型来刻划（例如，飞行器电子设备在细节上
差异很大，但是在该领域的所有现代软件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因此，结构

模型是一种体系结构制品，它可以也应该在领域内所有应用中被复用。
ＭｃＭａｈｏｎ［ＭＣＭ９５］描述结构点（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为：“在结构模型中的一
个独特构成物”，结构点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１．一个结构点是一个抽象，它应该有有限数量的实例。用面向对象的行
话（第 １９ 章）来陈述，类层次的规模应是小的。此外，该抽象应该在领域中所
有应用中不断重现，否则，用于验证、文档化和传播结构点所需的努力不可
能是成本合算的。
２．管理结构点的使用的规则应该是容易理解的。此外，结构点的接口应
该相当简单。
３．结构点应该通过隐藏所有包含在结构点内部的复杂性而实现信息隐
蔽，这会减少整个系统可被感知的复杂性。
作为把结构点当作系统的体系结构模式的一个例子，考虑警报系统的软
件领域，该领域可能包含如 ＳａｆｅＨｏｍｅ①这样简单的系统，或如工业过程警报
系统这样复杂的系统，然而，在每种情形，均可以遇到一组可以预测的结构
模式：
●界面，使用户能够和系统交互。
●范围设置机制，允许用户设置将被测度的参数的范围。
●传感器管理机制，和所有的监控传感器通讯。
●反应机制，对传感器管理系统提供的输入作出反应。
●控制机制，使用户能够可以控制监控执行的方式。
这些结构点中的每一个被集成到一个领域体系结构中。
定义跨越一组不同的应用领域的类属的结构点［ＳＴＡ９４］是可能的：
应用前端。ＧＵＩ，包括所有菜单、面板、输入和命令编辑设施。
数据库。所有和应用领域相关的对象的仓库。
计算引擎。操作数据的数值和非数值模型。
报告设施。产生所有种类的输出的功能。
应用编辑器。根据用户特定需要定制应用的机制。
结构点已被建议作为在软件成本估计中代码行和功能点的替代物
［ＭＣＭ９５］，在 ２６．６．２ 节中给出使用结构点进行成本估计的概要讨论。
２６．４ 建造可复用构件
关于创建可复用的软件并没有任何神奇之处。抽象、隐蔽、功能独立性、
求精、以及结构化程序设计等设计概念，连同面向对象方法、测试、ＳＱＡ、以
及正确性验证方法——所有均对可复用②软件构件的创建有贡献。本节中，我
们将不重复讨论这些话题，而是考虑特定于复用的问题，它们是对完整的软
件工程实践的补充。
２６．４．１ 为了复用的分析和设计
本书第三、第四部分对分析模型的构件已有详细讨论。数据、功能和行
①

在本书前的章节中已用了 saftHome 安全系统作用例子。

②

为了对这些主题有更多的了解，请参阅本书第 13，14，16，17，21 和 25 章。

为模型（用一系列不同符号表示）可以被创建以描述特定应用必须完成的任
务，书面的规约被用于描述这些模型并生成完整的需求描述。
理想地，分析分析模型以确定模型中的那些指向现存的可复用软件制品
的元素。问题是以能够导致“规约匹配”的形式从需求模型中抽取信息。
Ｂｅｌｌｉｎｚｏｎｉ 及其同事［ＢＥＬ９５］描述了一种针对面向对象系统的方法：
构件被在不同的抽象层次定义和存储为规约、设计和实现类——每个类
是来自以前应用的某产品的工程化描述。规约知识——开发知识——被以复
用建议（ｒｅｕｓ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类的形式存储，它们包括对以构件的描述为基础
检索可复用构件及检索后组装和剪裁构件的指导。
使用自动化工具浏览构件库，以试图匹配当前规约中所标记的需求和那
些为现存可复用构件（类）描述的需求。领域特征（２６．３．２ 节）和关键词被用于
发现潜在的可复用构件。
如果规约匹配生成符合当前应用需要的构件，设计者可从可复用构件库
中提取这些构件并将它们用于新系统的设计中。如果没能找到设计构件，软
件工程师必须应用传统的或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去创建它们。正是在这点—
—当设计者开始创建新的构件时——应该考虑为了复用的设计（ＤＦＲ）。
我们已经提到过，为了复用的设计需要软件工程师应用已有的设计概念
和原则（第 １３ 章），但是，也必须考虑应用领域的特征。Ｂｉｎｄｅｒ［ＢＩＮ９３］建议
了作为为了复用的设计的基础而应该考虑①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标准数据。应该研究应用领域，并标识出标准的全局数据结构（例如，文
件结构或完整的数据库），那么所有设计构件可以使用这些标准数据结构来刻
划。
标准接口协议。应该建立三个层次的接口协议：模块内接口的本质、外
部的技术（非人）接口的设计、以及人机界面。
程序模板。结构模型（２６．３．３ 节）可以作为新程序的体系结构设计的模
板。
一旦已经建立了标准数据、接口和程序模板，则设计者有了一个可在其
中创建设计的框架。符合这个框架的新的构件对以后的复用有更高的概率。
２６．４．２ 构造方法
和设计一样，可复用软件制品的构造依赖于本书中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
的软件工程方法，构造可以使用传统的第三代语言、第四代语言和代码生成
器、可视化程序设计技术、或更高级的工具来完成。
更高级的构造技术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 Ｎｅｔｒｏｎ 公司［ＢＡＳ９４ｂ］开发
的 Ｆｒａｍｅ 技术，Ｎｅｔｒｏｎ 方法定义了一组自适应的、称作 Ｆｒａｍｅ 的类属构件。
和对象一样，Ｆｒａｍｅ 封装数据和操作，但是，它扩展了对象的定义，它结合
进了使软件工程师能够通过选择、删除、修改或重复那些构成该 Ｆｒａｍｅ 的任
意子构件而对 Ｆｒａｍｅ 进行适应性修改的机制。
可以通过组装来自 Ｆｒａｍｅ 层次的构件而构造应用。在该层次底部的 Ｆｒａｍｅ
类似于在因子化体系结构（第 １３ 章）中的工作者（ｗｏｒｋｅｒ）模块，即，它们包含
执行低层系统功能（例如，操作系统交互、接口构造、数据库交互）的操作和
①

通常，对复用的设计的准备应该在区域工程中考虑（见第 27.3 节）。

数据结构；在 Ｆｒａｍｅ 层次中层的 Ｆｒａｍｅ 着重于和特定信息系统领域相关的功
能（例如，事务处理、银行业务、客户服务）；在层次的顶部是“规约 ｆｒｅａｍ”，
它的作用是作为 “ 系 统 的 主 要 蓝 图 和 开 发 者 创 建 来 定 义 系 统 的 唯 一 的
Ｆｒａｍｅ”［ＹＯＵ９４］。
２６．４．３ 基于构件的开发
当复用占据了一个应用开发的主导地位时，则构造方法有时被称为基于
构件的开发或构件软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领域工程提供了基于构件的开
发所需要的可复用构件库。这些可复用构件中的某些是内部开发的，其他的
可以从现存应用中抽取的，还有一些可以从第三方获取。
但是，我们如何创建一个具有一致结构的构件库——它可以被一系列不
同的内部和外部源查询并且还可以被集成进在某应用领域内的任意系统？答
案是对这样的构件的标准的采用。４ 个“体系结构成分”［ＡＤＬ９５］将被用于实
现基于构件的开发：
数据交换模型。应该对所有的可复用构件定义使得用户和应用间能够交
互和传递数据的机制（例如，拖和放、剪切和粘贴）。数据交换机制不仅应允
许人和软件、构件和构件间的数据传递，而且也应使得能够在系统资源间进
行数据传递（例如，将一个文件拖到某打印机图符上以实现输出）。
自动化。应实现一系列工具、宏和脚本为可复用构件间的交互服务。
结构化存储。包含在“复合文档”中的异质数据（例如，图形数据、声音、
文本和数值数据）应该被作为单独的数据结构来组织和访问，而不是作为一组
分开的文件。“结构化数据维持了嵌套结构的一个描述性索引，使得应用可
以自由地进行导航浏览以定位、创建或编辑个体数据内容，就象终端用户直
接操作一样”［ＡＤＬ９５］。
底层对象模型。对象模型保证在不同平台上用不同程序设计语言开发的
构件可以互操作，即，对象必须能够跨网络进行通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对象模型定义了构件互操作标准，该标准是语言独立的，并使用接口定义语
言（ＩＤＬ）来定义。因为复用对软件产业的潜在影响非常巨大，一些主要的公司
和产业联盟①已经提出了对构件软件的建议标准：
ＯｐｅｎＤｏｃ。主要技术公司（包括 ＩＢＭ、Ａｐｐｌｅ、和 Ｎｏｖｅｌｌ）的一个联盟已经
提出了复合文档和构件软件的标准 ＯＰｅｎＤｏｃ。该标准定义了为使得由某开发
者提供的构件能够和另一个开发者提供的构件相互操作而必须实现的服务、
控制基础设施、和体系结构。
ＯＭＧ／ＣＯＲＢＡ 。 对 象 管 理 组 织 发 布 了 公 共 对 象 请 求 代 理 体 系 结 构
（ＯＭＧ／ＣＯＲＢＡ）。一个对象请求代理（ＯＲＢ）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它们使得可复用
构件 （对 象 ）可 以 和 其 他 构 件 通 信 ， 而 不 管 它 们 在 系 统 中 的 位 置 。 当 用
ＯＭＧ／ＣＯＲＢＡ 标准建立构件时，那些构件在某系统内的集成（没有修改）可以得
到保证。②
使用客户／服务器的比喻，在客户端应用中的对象向 ＯＲＢ 服务器请求一个
或多个服务，请求是通过 ＩＤＬ 或在运行时动态地进行的。一个接口池包含了
①

对“分布式对象”标准的出色讨论在[ORF94]中，有重要的讨论。

②

从 http：//WWW.omg.org/中可获得 OMG 文档。

所有关于服务请求和回答格式的信息。ＣＯＲＢＡ 将在第 ２８ 章进一步讨论。
ＯＬＥ２．０。微软开发了一个构件对象模型（ＣＯＭ），它提供了对在单个应用中
使用不同厂商生产的对象的规约。对象连接和嵌入（ＯＬＥ）是 ＣＯＭ 的一部分，定
义了可复用构件的标准结构。ＯＬＥ 已成为微软操作系统（Ｗｉｎｄｏｗｓ ９５、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的一部分。
这些标准中哪一个将在产业中占据支配地位？这在当前是不容易回答的
问题。当前 ＯＬＥ 被用得更广一些（由于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应用的广泛使用），但是，
很多 ＯＭＧ／ＣＯＲＢＡ 工具和开发环境正在被引入。对进一步的关于构件标准和支
持工具的讨论见参考文献［ＡＤＬ９５］和［ＬＩＮ９５］。
２６．５ 分类和检索构件
考虑一个大的大学图书馆，成千上万的书籍、期刊和其他信息资源是可
用的。但是为了访问这些资源，必须有合适的分类模式。为了在这些大量的
信息中导航浏览，图书馆管理者定义了一种分类模式，它包括分类码、关键
词、作者名、以及其他索引条目，所有这些使得用户可以快速和方便地找到
所需资源。
现在考虑一个大的构件仓库，其中存放了成千上万的可复用构件。但是，
软件工程师如何找到他所需要的构件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另一
个问题：我们如何以无二义的、可分类的术语来描述软件构件？这些是困难
的问题，至今还没有确定性的答案。在本节中，我们探讨当前的研究方向，
这将使得未来的软件工程师可以导航浏览复用库。
２６．５．１ 描述可复用构件
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描述可复用软件构件，但是理想的描述包括
ＴｒａｃＺ［ＴＲＡ９０］提出的 ３Ｃ 模型——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内容（ｃｏｎｔｅｎｔ）和语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
软件构件的概念是“对构件做什么的描述”［ＷＨＩ９５］。构件的接口被完整
地描述，而且语义——表示在前置条件后置条件的语境中——被标识。概念
将传达构件的意图。
构件的内容描述概念如何被实现。在本质上，内容是对一般用户隐蔽的
信息，只有那些企图修改该构件的人才需要了解的信息。
语境将可复用软件构件放置到其应用的领域中。即，通过刻划概念的、
操作的和实现的特征，语境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发现适当的构件以满足应用
需求。
为了可用在实际环境中，概念、内容和语境必须被转换为具体的规约模
式。已有很多的文章涉及可复用构件的分类模式。①所提出的方法可以分为三
大类：图书馆和信息科学方法、人工智能方法、以及超文本系统。目前为止，
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建议使用图书馆科学方法进行构件分类。

①

[WHI95]中含有大量文献。

图 ２６—３ 给出了源于图书馆科学索引方法的一个分类法，“受限的索引
词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限制了可以用来分类对象（构件）
的 术 语 和 语 法 ， “ 不 受 限 的 索 引 词 汇 （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则对描述的性质没有限制。大多数软件构件分类模式可归为
如下的三类：
枚举分类（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通过定义一个层次结构来描述
构件，在该层次中定义软件构件的类以及不同层次的子类。实际的构件被罗
列在枚举层次的任何路径的最低层，例如，对窗口操作①的枚举层次可能是：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ｐｅｎ
ｍｅｎｕ－ｂａｓｅｄ
ＯｐｅｎＷｉｎｄｏｗ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Ｗｉｎｄｏｗ
ｃｌｏｓｅ
ｖｉａ ｐｏｉｎｔｅｒ
…
ｒｅｓｉｚｅ
ｖｉａｃｏｍｍａｎｄ
ｓｅ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ｚｅ，ｓｔｄＲｅｓｉｚｅ，ｓｈｒｉｎｋｗｉｎｄｏｗ
ｖｉａｄｒａｇ
ｐｕｌｌｗｉｎｄｏｗ，ｓｔｒｅｔｃｈＷｉｎｄｏｗ
ｕｐ／ｄｏｗｎｓｈｕｆｆｌｅ
…
ｍｏｖｅ
…
ｃｌｏｓｅ
…
枚举分类模式的层次结构使得它易于理解和使用，然而，在建立层次之
前，必须进行领域工程以获得在层次中适当的项的足够的信息。
刻面分类（Ｆａｃｅｔ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分析领域，并标识出一组基本的
描述特征，这些特征，称为刻面，被根据其重要性区分优先次序并被联系到
构件。刻面可以描述构件执行的功能、被操作的数据、构件应用的语境或任
意其他特征。描述构件的刻面的集合称为刻面描述子，通常，刻面描述被限
定不超过 ７ 或 ８ 个刻面。
作为一个简单的在构件分类中使用刻面的例子，考虑使用下列构件描述
子的模式［ＬＩＡ９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 ｔｙｐ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刻面描述子中的每个刻面可含有一个或多个值，这些值一般是描述性关
键词，例如，如果功能（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是某构件的刻面，赋给此刻面的典型值可
能是：
①

所有可能的操作仅有一个部分被提到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ｐｙ，ｆｒｏｍ）ｏｒ（ｃｏｐｙ，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ｌｌ）
多个刻面值的使用使得原函数 ｃｏｐｙ 能够被更完全地精化。
关键词（值）被赋给复用库中的每个构件的刻面集，当软件工程师在设计
中希望查询构件库以发现可能的构件时，规定一列值，然后到库中寻找匹配
项。可使用自动工具以完成同义词词典功能，这使得查找不仅包括软件工程
师给出的关键词，还包括这些关键词的技术同义词。
刻面分类模式给领域工程师在刻划构件的复杂描述子时更大的灵活性
［ＦＲＡ９４］，因为可以很容易地加入新的刻面值，因此，刻面分类模式比枚举分
类方法易于扩展和进行适应性修改。
属性—值分类（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Ｖａｌｕ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为领域中的所有构
件定义一组属性，然后值被以和刻面分类方法非常相似的方式赋给这些属
性，事实上，属性－值分类方法和刻面分类方法是类似的，除了下面几点不同：
（１）对可使用的属性数量没有限制，（２）属性没有优先级，（３）不使用同义词词
典功能。
基于对上面分类技术的实验研究，Ｆｒａｎｋ 和 Ｐｏｌｅ［ＦＲＡ９４］指出没有明显
“最好”的技术和“没有某种方法比别的方法在查找效果上更适度…”。对
复用库有效的分类模式的开发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２６．５．２ 复用环境
软件构件复用必须有环境的支撑，环境应包含如下元素：
●用于存储构件和对检索构件必需的分类信息的构件库。
●提供对构件库访问的库管理系统。
●允许客户应用从构件库服务器中检索构件和服务的软件构件检索系统
（如，对象请求代理）。
●将复用的构件集成到新设计或实现中的 ＣＡＳＥ 工具。
每一个功能在复用库的范围内交互或者被包含在复用库中。
复用库是一个更大型 ＣＡＳＥ 仓库（第 ２９ 章）的一个元素，并且为一系列可
复用软件制品（例如，规约、设计、代码、测试用例、用户指南）的存储提供
设施。复用库包含一个数据库以及查询数据库和构件检索所必需的工具，构
件分类模式（２６．５．１ 节）是构件库查询的基础。
查询通常用前面描述的 ３Ｃ 模型中的语境来刻划，如果某初始查询产生大
量的候选构件，则查询被求精以减少候选对象。然后，概念和内容信息被抽
取出来（在找到候选构件集后）以辅助开发者选择合适的构件。
关于复用库结构及管理它们的工具的详细讨论已超出本书范围，有兴趣
的读者可参阅文献［ＨＯＯ９１］和［ＬＩＮ９５］。
２６．６ 软件复用经济学
在直觉上，软件复用是有吸引力的。从理论上讲，它将为软件组织提供
在质量和时间上的优势，而这些将直接导致成本的节省。但是，有实际的数
据支持我们的直觉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在软件工程过程中可以复

用的东西以及和复用相关联的成本究竟是多少。作为结果，有可能形成对复
用的成本—收益分析。
２６．６．１ 对质量、生产率和成本的影响
过去几年，大量来自产业实例研究（例如参考文献［ＨＥＮ９５］、［ＭＣＭ９５］和
［ＬＩＭ９４］）的证据表明从积极的软件复用可获得实质性的商业收益，产品质
量、开发生产率、以及整体成本都将得到改善。
质量。理想情况下，为了复用而开发的软件构件已被验证是正确的（见第
２５ 章）且不含有错误。在现实中，形式化验证并不能定期地执行，错误可能、
也确实存在。然而，随着每一次复用，错误被发现和消除，构件的质量也随
之改善。随时间的推移，构件变成实质上无错误的。
在 ＨＰ 公司的研究中，Ｌｉｍ［ＬＩＭ９４］报告说：被复用代码的错误率是每 ＫＬＯＣ
有 ０．９ 个错误，而新开发代码的错误率是每 ＫＬＯＣ 有 ４．１ 个错误。对一个包含
６０％复用代码的应用来说，错误率是每 ＫＬＯＣ 有 ２．０ 个错误——对期望的错误
率有 ５１％的改善，相对于不使用复用的开发。Ｈｅｎｒｙ 和 Ｆａｌｌｅｒ［ＨＥＮ９５］的研
究指出在质量上有 ３５％的改善。虽然不同的报告得到不同的改善率（位于合
理的范围内），但是，公正地说，复用对交付的软件在质量和可靠性方面确实
带来了实质性的收益。
生产率。当可复用软件制品被应用于软件开发全过程中，对开发一个可
交付系统所必需的计划、模型、文档、代码和数据的创建工作将花费较少的
时间，导致的结果是用较少的投入给客户提供了相同级别的功能，因此生产
率得到了改善。虽然，对生产率改善百分率的报告是众所周知难于解释的，①
但是，似乎 ３０％到 ５０％的复用可以产生 ２５％到 ４０％的生产率改善。
成本（ＣＯＳｔ）。对复用带来的净成本节省估算如下：估算出项目如果是从
头开始开发所需的成本 Ｃ，然后减去和复用关联的成本 Ｃ 与被交付的软件的
实际成本 Ｃｄ 之和。
Ｃｓ 可以用第 ５ 章中讨论的估算技术的一个或多个来确定，和复用关联的
成本 Ｃｒ 包括［ＣＨＲ９５］：
●领域分析和建模。
●领域体系结构开发。
●为促进复用所增加的文档量。
●可复用软件制品的维护和增强。
●对从外部获取的构件的版税和许可证（ｌｉｃｅｎｓｅｓ）费。
●可复用构件库的创建或者获得以及操作。
●对设计和构造复用的人员的培训。
虽然和领域分析（２６．４ 节）与复用库操作相关联的成本可能是实质性
的，但是它们由很多项目分担。上面提到的很多其他成本所强调的问题实际
上是一个好的软件工程习惯的一部分，不管是否优先考虑复用。

①

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如应用领域，问题的复杂性，开发队伍的结构及大小，方案的时效性，可应用的技

术）对方案的产生都有影响。

２６．６．２ 使用结构点的成本分析
在 ２６．３．３ 节中，我们将结构点定义为在特定应用领域中重复出现的体系
结构模式。软件工程师（或系统工程师）可以通过定义领域体系结构然后以结
构点来实现它为某新的应用、系统或产品开发体系结构。这些结构点或者是
个体可复用的构件，或者是可复用构件的包。
虽然结构点是可复用的，但它们的适应性修改、集成和维护成本并不是
微不足道的。在进行复用前，项目管理者必须了解和使用结构点相关的成本。
因为所有结构点（和一般可复用构件）具有过去的历史，所以可为每一个
收集成本数据。在理想情况下，和复用库中每个构件关联的适应性修改、集
成和维护成本是复用的每一次实例所分担的，这些数据可以被分析以确定复
用的下一次实例的成本。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一个新应用 Ｘ，它需要 ６０％的新代码，并且复用三
个结构点 ＳＰ１ ，ＳＰ２ 和 ＳＰ３ 。这些可复用构件的每一个均已经在一系列其他的
应用中使用过，它们的适应性修改、集成和维护的平均成本是已知的。
为了估计出交付 Ｘ 所需要的成本，必须确定下面公式：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ｆｆｏｒｔ＝Ｅｎｅｗ＋Ｅａｄａｐｔ＋Ｅｉｎｔ
这里，Ｅｎｅｗ 是开发和构造新软件构件需要的成本（用第 ５ 章中技术确定）
Ｅａｄａｐｔ 是对 ＳＰ１ ，ＳＰ２ 和 ＳＰ３ 进行适应性修改所需的成本
Ｅｉｎｔ 是集成 ＳＰ１ ，ＳＰ２ 和 ＳＰ３ 所需的成本
对 ＳＰ１ ，ＳＰ２ 和 ＳＰ３ 进行适应性修改和集成所需的成本通过取历史数据的
平均值而得到，这些历史数据是从可复用构件在其他应用中进行适应性修改
和集成时收集的。
２６．６．３ 复用度量
为了测度在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中复用的收益，一系列的软件度量体系提
出了。在系统 Ｓ 中和复用关联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Ｒｂ（Ｓ）＝［Ｃｎｏｒｅｕｓｅ －Ｃｒｅｕｓｅ ］／Ｃｎｏｒｅｕｓｅ
这里 Ｃ 是不使用复用开发 Ｓ 的成本
Ｃｒｅｕｓｅ 是使用复用开发 Ｓ 的成本
比率 Ｒｂ （Ｓ）可以表示为在如下范围内的无单位值：
０≤Ｒｂ （Ｓ）≤１（２６．２）
Ｄｅｖａｎｂｕ 及其同事［ＤＥＶ９５］建议：（１）Ｒｂ 将被系统的设计所影响，（２）因为
Ｒｂ 被系统的设计影响，所以应将 Ｒｂ 作为设计选择评估的一部分，（３）和复用
关联的收益和每个个体构件的成本收益紧密相关。Ｒｂ （Ｓ）的值越高，复用就越
有吸引力。
在面向对象系统中对复用的一种一般性测度，称为复用影响 （ｒｅｕｓ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ＢＡＳ９４ａ］，被定义如下：
Ｒｌｅｖ ＝ＯＢＪｒｅｕｓｅｄ ／ＯＢＪｂｕｉｌｔ
（２６．３）
这里 ＯＢＪｒｅｕｓｅｄ 是系统中复用的对象数
ＯＢＪｂｕｉｌｔ 是构建系统的对象数

显然，当 Ｒｌｅｖ 增加时 Ｒｂ 也增加。
２６．７ 小结
构件复用为软件质量、开发者生产率、以及整个系统成本带来了固有的
收益，然而，在复用过程模型被广泛地用于软件产业前，必须克服很多障碍。
软件工程师可以获得一系列可复用的软件制品，这些包括软件的技术表
示（例如，规约、体系结构模型、设计和代码）、文档、测试数据，甚至包括
过程相关的任务（如，检查技术）。
复用过程包括两个并发的子过程：领域工程和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的目
的是在特定应用领域中标识、构造、分类和传播一组软件制品。然后，软件
工程可在新系统开发中选取这些软件制品作为复用。
对可复用构件的分析、设计技术采用和在良好的软件工程实践中使用的
相同原则和概念。可复用构件应该在一个环境中设计，该环境为每个应用领
域建立标准数据结构、接口协议和程序体系结构。
基于构件的开发使用数据交换模型、工具、结构化存储、以及底层对象
模型利用已经存在的构件来构造应用。对象模型通常遵从一个或多个构件标
准（例如，ＯＭＧ／ＣＯＲＢＡ），它们定义了应用访问可复用对象的方式。分类模式使
得开发者能够发现和检索可复用构件并遵从明确标识概念、内容和语境的模
型。枚举分类、刻面分类和属性—值分类是很多构件分类模型中的典型代表。
软件复用经济学可用一个问题来表达：少构建多复用是成本合算的吗？
通常，答案是“ｙｅｓ”，但是，一个软件项目计划者必须考虑和可复用构件的
适应性修改及集成相关联的、可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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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２６．１ 复用的关键障碍之一是使软件开发者考虑复用现存的构件，而不是
重新发明新的构件。（毕竟，构建东西是有趣的！）请建议 ３ 到 ４ 种软件组织
可以用来激励软件工程师进行复用的方式。为了支持复用效果，应该采用什
么技术？
２６．２ 在本章讨论的“复用软件制品”中有项目计划和成本估计。这些可
被如何复用？这样做带来什么收益？
２６．３ 研究一下领域工程并丰富在图 ２６．２ 中概述的过程模型。标识对领
域分析和软件体系结构开发所需的任务。
２６．４ 应用领域的领域特征和构件分类模式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２６．５ 为和大学的学生数据处理相关的信息系统开发一组领域特征。
２６．６ 开发一组和字处理／桌面出版软件相关的领域特征。
２６．７ 对你的导师指定的或你熟悉的某应用领域开发一个简单的结构模
型。
２６．８ 什么是结构点？
２６．９ 获取一份最近的 ＯＭＧ／ＣＯＲＢＡ 标准的拷贝，准备 ３ 到 ４ 页的讨论其主
要特点的论文。获取关于对象请求代理工具的信息，并举例说明工具如何符
合标准。
２６．１０ 针对你导师指定或你熟悉的某应用领域，设计一种枚举分类模
式。
２６．１１ 针对你导师指定或你熟悉的某应用领域，设计一种刻面分类模
式。
２６．１２ 研究文献以获取最近的支持使用复用技术的质量和生产率数据。
２６．１３ 某面向对象系统被估计共需要 ３２０ 个对象构成。进一步估计表明
１９０ 个对象可以从现存的库中获得，那么，复用影响是多少？假定新对象成
本为￥１０００，且适应性修改一个对象的成本为￥６００，集成一个对象的成本为
￥４００，那么，系统的估计成本是多少？Ｒｂ 的值是多少？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关 于 复 用 的 文 献 正 快 速 增 多 。 Ｌｉｍ（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ｕｓｅ ，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讨论了一些管理问题，诸如在公司环境中实现和部署
复用的成本理由和策略；Ｂａｓｓｅｔｔ（Ｆｒａｍ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ｕｓ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Ｙｏｕｒ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描述了一些针对大型信息系统项目的复
用 的 自 动 化 工 具 的 产 业 实 现 ；Ｋａｒｌｓ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ｕｓｅ：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５）给出了一个针对复用更技术的方法。
由 Ｆｒｅｅｍａ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和 Ｔｒａｃｚ（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ｕｓ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编辑的教程是对早期文章的优秀汇集；Ｈｏｏｐｅｒ 和 Ｃｈｅｓｔｅｒ［ＨＯＯ９１］
覆盖了所有重要的子课题并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书目；Ｔｒａｃｚ（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Ｕｓ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ａｌｅｓｍ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ｕｓｅ，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５）以一种轻松的、有意义的方式讨论了和创建复用文化关联的一
些 问 题 ； Ｎ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ｚ 和 Ｔｓｉｃｈｒｉｔｚｉｓ（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编辑了一本书，书中给出了一系列关于
面向对象软件组装和复用的研究项目的结果。
Ｂｉｇｇｅｒｓｔａｆｆ 和 Ｐｅｒｌ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ｏｌｕｍｅｓ．１ ａｎｄ ２ ，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８９） ， 以 及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 Ｐｒｉｅｔｏ－Ｄｉａｚ 和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ｌｌｉｓ Ｈｏｒｗｏｏ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４）编辑的文集包含了对正在进
行的研究和观点的有用的分析；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的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期是一个关于
复用的专集，包含了一组有用的文章。
关于对象复用的流行标准的书籍有：Ｏｒｆａｌｉ（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Ｇｕｉｄｅ，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５），Ｍｏｗｂｒａｙ 和 Ｚａｈａｖｉ（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ＲＢＡ，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４） ，以及 Ｄｅｎｎｉｎｇ（Ｏ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 ，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每本书均提供了对象模型的详细的技术描述。
电子快讯“Ｒｅｕｓｅ Ｎｅｗｓ”定期出版，可以在一系列关于软件的新闻组中
找到，包括 ｃｏｍｐ．ｏｂｊｅｃｔ 和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可以在 ＷＷＷ 上找到大量关
于复用的信息源，很多包含了指向其他地址的指针。下面的 Ｗｅｂ 地址提供了
大量关于复用的有趣论文的 ＦＴＰ，包括对复用度量和其他相关话题的讨论：
ｈｔｔｐ：／／ｒｂｓｅ．ｊｓ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ｅｉｃｈｍａｎｎ／ｗｉｓｒ／ｗｉｓｒ．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ｕｍｄ．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ｏｆｔＥｎｇ／ｔａｍｅ／
下面 ＷＷＷ 地址包含了关于复用的一般信息、技术文章、和 ／或指向关于复
用和相关话题的信息源的指针：
ＡＲＰＳ ＳＴＡＲＳ Ｒｅｕｓｅ Ｐａｐｅ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ｒｓ．ｂａｌｌｓｔｏｎ．ｐａｒａｍａｘ．ｃｏｍ／Ｐａｐｅｒｓ／ＲｅｕｓｅＰａｐｅｒｓ．ｈｔｍｌ
ＡＳＳＥＴ
ｈｔｔｐ：／／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Ｃｏｕｒｓｅｗａｒｅ ｉ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ｕｓｅ
ｈｔｔｐ：／／ｒｉｃｉｓ．ｃｌ．ｕｈ．ｅｄｕ／ｖｉｒｔ－ｌｉｂ／ｒｅｕｓ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ｈｔｍ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Ｒ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ｍａ．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ＥＲ
Ｌｏｒａｌ（Ｕｎｉｓｙｓ）Ｄｏｍａ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ｔａｒｓ．ｒｅｓｔｏｎ．ｕｎｉｓｙ．ｇｓｇ．ｃｏ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ｏｍａ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ｇｕｉ

ｄｅｂｏｏｋ．ｈｔｍｌＯｂ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ｍｇ．ｏｒｇ／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ｅ．ｏｇｉ．ｅｄｕ／ＰａｃＳｏｆｔ
ＳＥＩ 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ｉ．ｃｍｕ．ｅｄｕ／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ｙ Ｒｅｕｓ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ｓ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ＫＳ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ＫＳＬ－９２－３８．ｈｔｍｌ
ＳＰＣ Ｒｅｕｓ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
ｈｔｔｐ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ｏｒｇ／ｖｃｏ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ｕｓ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ｇｂ．ｈｔｍｌ
Ｕ．Ｌｅｉｐｚｉｇ－Ｒｅｕｓｅ／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ｔｔｐ：／／ｒｚａｉｘ３４０．ｒｚ．ｕｎｉｌｅｉｐｚｉｇ．ｄｅ／～ｓｉｅｂｅｒｔ／ｒｅｕｓｅ．ｈｔｍｌ
关于使用 ＷＷＷ 来维护复用库的信息可以在下面地址找到：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ｃｓａ．ｕｉｕｃ．ｅｄｕ／ＳＤＧ／ＩＴ９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ＤＤａｙ／ｗｅｒｋｍａｎ／ｗｗｗ９４．ｈｔｍｌ
一系列不同应用领域的可复用软件库可在下面 ＷＷＷ 地址找到：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ｈｔｔｐ：／／ｓｓｅｄｌ．ｉｍｓ．ｄｉｓａ．ｍｉｌ／ｓｒｐ／ｄｓｒｓ／ｐａｇｅ．ｈｔｍ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ＬＳＡ）
ｈｔｔｐ：／／ｒｂｓ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ｎｅｔ／ＥＬ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ｈｔｔｐ：／／ｇａｍｓ．ｎｉｓｔ．ｇｏｖ／
ＨＰＣ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ｔｌｉｂ．ｏｒｇ／ｎ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ｈｔｔｐ：／／ｗｕａｒｃｈｉｖｅ．ｗｕｓｔｌ．ｅｄｕ／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ｔｔｐ ： ／／ｗｕａｒｃｈｉｖｅ．ｗｕｓｔｌ．ｅｄｕ／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ｄａ／Ｒｅｕｓａｂｌｅ
Ｄｏ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ＡＲＤＳ）
ｈｔｔｐ：／／ｄｅａｌｅｒ．ｃａｒｄｓ．ｃｏｍ／
Ｒｅｕ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ｍａ．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ＥＲ／ｒｅｂｏｏｔ．ｈｔｍｌ 关于软件复用的 ＷＷＷ
参考文献最新列表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到。

第 ２７ 章

再工程

在 一 篇 为“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 撰 写 的 文 章 中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ｍｍｅｒ［ＨＡＭ９０］为考虑业务过程和计算的管理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该是停止铺设牛道的时候了。代替将过时的过程嵌入到芯片和软件中，
我们应该删除它们并重新开始。我们应该“再工程（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我们的业
务：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去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我们的业务过程，以达到
它们性能的极大改善。
每个公司按照很多无关联的规则运作…，工程力图摆脱我们用于组织和
管理业务的旧的规则。
和所有革命一样，Ｈａｍｍｅｒ 的鼓吹①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改变。某些公司
已经进行了合理努力的再工程，其结果导致了竞争力的改善；而另一些公司
仅仅依赖于减小规模和外购（代替再工程）去改善它们的底线，这很容易地产
生了一些对未来发展几乎没有潜力的“平庸”组织［ＤＥＭ９５］。
但是，业务再工程和软件再工程间的关系是什么？答案位于“系统视图”
中。
软件经常是 Ｈａｍｍｅｒ 所讨论的业务规则的实现，当这些规则改变时，软件
也必须改变。今天，大多数的公司有成千上万的支持“旧的业务规则”的计
算机程序，当管理者试图修改规则以达到更高的效率和竞争力时，软件也必
须保持同步。在某些情况下，创建这意味着大量新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但
是，在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现有应用修改和／或重建，以使得它们将能够胜
任满足 ２１ 世纪的业务需要。
在本章中，我们以自顶向下的方式考察再工程，从业务过程再工程的概
述开始，进而到更详细地讨论软件再工程中发生的技术活动。
２７．１ 业务过程再工程
业务过程再工程（ＢＰＲ）远远超出了信息技术和软件工程的范畴。在很多对
ＢＰＲ 给出的定义（大多数有点抽象）中，有一个定义出现于 Ｆｏｒｔｕｎｅ 杂志
［ＳＴＥ９３］：“搜寻并实现业务过程中的根本性改变以达到突破性结果”。但 是，
如何执行搜寻？如何完成实现？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保证建议的“根
本性改变”将事实上导致“突破性结果”而不是组织的混乱？
在 １９９０ 年代早期，有大量和 ＢＰＲ 关联的过分宣传和广告。今大，形势已
趋于成熟。事实上，很多 ＢＰＲ 早期的鼓吹者已经大大地缓和了他们的观点。
然而，没有人对需要使业务更具竞争力存有疑问。信息技术是达到此目标的
工具，而是否 ＢＰＲ 对此具有作用则仍然是争论中的话题。
本节给出了业务过程再工程的概述，我们的意图是建立一个实施软件再
工程的语境。
２７．１．１ 业务过程

①

当他的合作者所著的《再建工程的合作》[HAM93]一书卖的非常火的时候；Hammer 的提议和影响已发

生了戏剧化的变化。

一个业务过程是“一组逻辑相关的任务，执行它们以达到预定义的业务
结果”［ＤＡＶ９０］。在业务过程中，人、设备、材料资源、以及业务规程被组合
在一起以生成特定结果。业务过程的例子包括：
·设计新的产品。
·购买服务和供给。
·雇佣新雇员。
·向供给商付费。
每一个都需要一组任务，而且在业务中每一个利用不同的资源。
每个业务过程有一个指定的客户——即接收过程结果（例如，概念、报
告、产品）的人或小组。此外，业务过程跨越组织边界，它们需要不同的组织
小组参与构成过程的“逻辑相关的任务”。
在第 １０ 章，我们注意到每个系统实际上是子系统构成的层次。业务也不
例外，图 ２７－１ 例举了 ＢＰＲ 在其中运作的层次。整个业务被划分为一组业务系
统（也称为业务功能），每个业务系统由一个或多个业务过程组成，而每个业
务过程由一组子过程定义。
ＢＰＲ 可以被用于图 ２７－１ 显示的层次的任意层，但是，随着 ＢＰＲ 的范围扩
大（即，我们在层次中向上移动），和 ＢＰＲ 关联的风险也急剧增长。为此，大
多数 ＢＰＲ 工作着重于个体过程或子过程。
信息技术（ＩＴ）的能力及在业务中发生的过程再工程之间存在很强的循环
关系，随着 ＩＴ 能力增长，它们可以促使业务过程中的改变，图 ２７－２ 说明了
这一关系。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笔记本计算机。随着此技术变得日益广泛，它刺激
了在很多业务过程中的变化。销售人员可以为甚至最复杂的工作或产品提供
即时的报价；产品目录册消失了，代之以 ＣＤ－ＲＯＭ 或磁盘，它们可以在现场被
访问。当销售过程改变后，在此领域的人们看到了增多的机会，他们说，和
总部办公室的通信是必须的。ＩＴ 对此的回应是新的笔记本计算机（和合适的
软件），它们提供了蜂窝通信能力。该循环一直继续着。

２７．１．２ 业务过程再建工程的原则
在很多方面，ＢＰＲ 的关注点和范围与第 １０ 章讨论的信息工程过程是相同
的。在理想情况下，ＢＰＲ 应该以自顶向下的方式进行，从标识主要的业务目
的和目标开始，以对规定特定业务过程的任务的非常详细的规约为结束。
Ｈａｍｍｅｒ［ＨＡＭ９０］给出了一组原则，用于指导从顶（业务）开始的 ＢＰＲ 活动：
围绕结果、而不是任务进行组织。很多公司划分业务活动，使得没有单
个的人（或组织）对业务的结果具有责任（或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确
定工作的状况，更难调试过程问题（如果它们确实发生）。ＢＰＲ 应该设计过程
以避免这一问题。
让那些使用过程结果的人来执行过程。该建议的意图是允许那些需要过
程结果的人去控制那些允许他们以及时方式得到结果的所有变量。涉及到过
程中的独立客户越少，快速通往结果的路就越平滑。
将信息处理工作结合到生产原始信息的现实工作中。随着 ＩＴ 技术变得更

分布化，则有可能将大多数信息处理工作局部于生产原始数据的组织中。这
使得控制局部化，减少通信时间，并将计算能力交给那些对所生产的信息有
很大兴趣的人。
将地理分布的资源视为好象它们是集中的。基于计算机的通信已经变得
如此高级，使得地理分布的小组可以被放置于同一个“虚拟办公室”。例如，
替代在单个位置运行三个工程轮班，一个全球公司可以在欧洲运行第一轮
班，在北美运行第二轮班，而在亚洲运行第三轮班。在每种情形，工程师将
在白天时间工作并通过高带宽网络进行通信。
连接并行活动以代替集成它们的结果。当不同的客户在并行地执行工作
时，有必要设计一个过程，该过程需要不断的通信和协调，否则，集成问题
肯定会出现。
在执行工作的地方设置决策点，并将控制加入过程中。使用软件设计的
行话来说，该原则建议一个更平坦的具有简单因子化的组织结构。
在其源头一次性获取数据。数据应该被联机存储，使得一旦收集到数据，
则再也不需要重新输入。
上面的每条原则代表了 ＢＰＲ 的一个“大图”视图，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
业务计划者和过程设计者必须开始过程再设计。在下一节，我们将更详细地
考察 ＢＰＲ 过程。
２７．１．３ ＢＰＲ 模型
和大多数工程活动一样，业务过程再工程是迭代的。业务目标及达到目
标的过程必须适应变化中的业务环境，为此，对 ＢＰＲ 而言，没有开始和结束
——它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图 ２７－３ 描述了一个业务过程再工程模型，该模型
定义了 ６ 个活动：
业务定义。在 ４ 个关键驱动因素（减少成本、减少时间、质量改善，以及
人力开发和授权）的环境内标识业务目标，这些目标可以在业务级或针对某特
定业务成分来定义。
过程标识。标识对达到在业务定义中定义的目标关键的过程，然后它们
可以根据重要性及改变的需要区与优选先级别、或以任何其他适于再工程活
动的方式区分优先顺序。
过程评价。彻底分析和测度现存过程，包括：标识过程任务，注释过程
任务花费的成本和时间，以及隔离质量／性能问题。
过程规约和设计。基于在上面三个 ＢＰＲ 活动中获得的信息，为每个将被
重新设计的过程准备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第 ２０ 章）。在 ＢＰＲ 的范围内，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 标
识了交付某些结果给客户的场景。使用 ｕｓｅｃａｓｅｓ 作为过程的规约，为过程设
计一组新任务（遵从在 ２７．２．１ 节中提到的原则）。
原型实现。一个重设计的业务过程在被完全地集成进业务中前，必须被
原型化。该活动“测试”过程，使得求精工作可以进行。
求精和实例化。基于来自原型的反馈，精化业务过程，然后在业务系统
中实例化。
上述的 ＢＰＲ 活动有时是和工作流分析工具配合使用的，那些工具的目的
是建立现存工作流的模型以便更好地分析现存过程。此外，通常和信息策略

计划及业务范围分析（第 １０ 章）等信息工程活动关联的建模技术可以用于实
现上面过程模型中描述的前 ４ 个活动。
２７．１．４ 几句警告
一个就业务方法（在此情况是 ＢＰＲ）首先被宣传为万能药，然后又被严重
地批评，变得一钱不值，是司空见惯的。在过去几年中，关于 ＢＰＲ 的功效的
争论大为风行（例如参考文献［ＢＬＥ９３］和［ＤＩＣ９５］）。Ｗｅｉｓｚ［ＷＥＩ９５］在其对支持
和反对 ＢＰＲ 的情况的精彩总结中，对争论作出了如下总结：
人们试图将 ＢＰＲ 视为另一个银弹（ｓｉｌｖｅｒ－ｂｕｌｌｅｔ）时尚。从几个观点——
系统思想、人件（Ｐｅｏｐｌｅｗａｒｅ）、简单历史——来看，你可能必须对该概念预
测高的失败率，该失败率似乎已为经验证据所证实。对很多公司来说，银弹
显然是失去了。
虽然，对其他公司而言，再工程努力显然是卓有成效的…
如果 ＢＰＲ 的应用是由有动机的、受过训练的、认识到过程再工程是一个
持续活动的人员来执行，它确实可以具有成效。如果 ＢＰＲ 被有效地执行，信
息系统将被更好地集成进业务过程中。对旧的应用的再工程可以在更广阔的
业务策略范围内考察，并且明智地建立软件再工程的优先级。
但是，即使业务再工程被公司所拒绝，软件再工程有时也是必须进行的。
成千上万的遗产系统——对业务（无论大小）的成功至关重要的应用——是急
需重更新或重构建的。
２７．２ 软件再工程
这种场景是太常见的：某应用已经为某公司的业务需要服务了 １０ 或 １５
年。在那段时间中，它曾被多次纠错、适应性修改和增强。完成这些工作的
人们具有最好的愿望，但是，好的软件工程习惯总是被抛到一边（由于其他事
情的压力）。现在，应用是不稳定的，它仍然工作，但每次修改后的产生未预
料到的和严重的副作用。然而，应用仍必须继续演化，我们应做些什么？
不可维护的软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事实上，对软件再工程的强调是源
于 ３０ 多年不断形成的软件维护“冰山（ｉｃｅｂｅｒｇ）”。
２７．２．１ 软件维护
几乎 ３０ 年以前，软件维护被刻划［ＣＡＮ７２］为“冰山”。我们希望那些一
眼可见的就是所有实际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表面之下存在大量潜在的
问题和成本。在 １９７０ 年代早期，维护冰山大到足以使一艘航空母舰沉没。而
今天，它可以容易地沉没整个海军。
对现存软件的维护可能占据开发组织所花费的所有努力的 ６０％以上，而
且随着更多的软件被生产出来，这个百分比在继续上升［ＨＡＮ９３］。在当前视野
内，我们可以预见，“维护束缚（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ｂｏｕｎｄ）”的软件开发组织不可
能再生产新的软件，因为所有可用的资源被花费在旧软件的维护上。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维护？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努
力来进行维护？Ｏｓｂｏｒｒｎｅ 和 Ｃｈｉｋｏｆｓｋｙ［ＯＳＢ９０］提供了部分答案：

很多我们现在使用的软件已有 １０ 到 １５ 年的使用史。即使这些程序是采
用当时最好的设计和编码技术创建的（大多数并不是如此），当时主要关注点
是程序大小和存储空间。然后它们被移植到新的平台上，根据机器和操作系
统技术方面的变化进行调整并增强以满足新的用户需要——所有这些并没有
对整体体系结构给予足够关注。
结果是：我们现在仍保持运行的软件系统具有设计很差的结构、糟糕的
编码、不完全的逻辑、以及贫乏的文档…
变化是所有软件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性质，当构建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时变
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开发评价、控制和进行修改的机制。
读了上面的一段话，读者可能抗议说：“但是我并没有花费我的 ６０％的
时间去修正我所开发的程序中的错误”。当然，软件维护并不仅仅是“修正
错误”，我们可以通过描述程序被发布使用后发生的 ４ 类活动［ＳＷＡ７６］来定义
维护：
·纠错性维护。
·适应性维护。
·完善性维护或增强。
·预防性维护或再工程。
所有维护工作中仅仅大约 ２０％花费于“修正错误”。其余的 ８０％是花费
在：修正现有系统已适应外部环境的改变，根据用户要求进行增强，以及为
了未来的使用对应用进行再工程。当维护包括所有这些活动时，我们可以相
当容易地看出为什么它花费那么多的劳动。
２７．２．２ 软件再工程过程模型
再工程花费时间；它花费大量的钱财，并占用资源（否则可被当前的关注
点所占用）。由于所有这些理由，再工程不是在几个月或甚至几年内可以完成
的。信息系统的再工程是一个将占据信息技术资源达几年的活动，这也是为
什么每个组织都需要软件再工程的实际策略。
一个可操作的策略被包含在再工程过程模型中，我们将在本节后部讨论
该模型，但是首先，讨论某些基本原则。
再工程是一个重新构建活动，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类比活动：重建一所房
子，我们可能能够更好的理解信息系统的再工程。考虑如下情况：
让我们假定你在另一个州购买了一所房子。你从来没有实际地看到该房
产，但是你以一个令人惊异的低价格获得了它，给你的警告是它可能需要彻
底地重建。你将如何进行该项工作？
·在你开始重建前，检查一下房子似乎是合理的。为了确定它是否确实
需要重建，你（或职业的检查员）将列出一组标准，以使得你的检查可系统地
进行。
·在你拆掉并重建整个房子前，确认其结构是不牢固的。如果该房子结
构良好，则可能是“改造（ｒｅｍｏｄｅｌ）”而不是重建（以低得多的价格和少得多
的时间）。
·在你开始重建前，确认你已经了解了原房是如何建造的。到墙内部看
一看，了解布线、管道、以及内部结构。即使你废弃掉所有这些，对原房的
洞悉对你开始建造是一定有帮助的。

·如果你开始重建，只使用最现代的、可耐久的材料。这可能会贵一些，
但是，它将帮助你避免以后的昂贵的和耗时的维护。
·如果你决定重建，一定要采用严格的方式。使用在今天和未来均将导
致高质量的惯例。
虽然上面的原则着重于房子的重建，它们也同样很好地适用于基于计算
机的系统和应用的再工程。
为了实现这些原则，我们应用如图 ２７－４ 所示的软件再工程过程模型，它
定义了 ６ 类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活动以线性顺序发生，但并不总是这
样，例如，有可能在文档重构开始前，必须先进行逆向工程（理解某程序的内
部工作原理）。
在图中显示的再工程范型是一个循环模型。这意味着作为该范型的一部
分的每个活动均可能被重复，对任意特定的循环，过程可以在任意一个活动
之后终止。
库存目录分析（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每个软件组织应该保存所有应用
的库存目录。
该目录可能仅仅是包含如下信息的一个电子表格模型：
·应用的名字。
·最初构建的年份。
·已对它进行过的实质性修改的次数。
·完成这些修改所花费的总劳动。
·最好一次实质性修改的日期。
·最好一次实质性修改所花费的劳动。
·它驻留的系统。
·和它有接口的应用。
·它访问的数据库。
·过去 １８ 个月所报告的错误。
·用户数量。
·它被安装的机器数量。
·程序结构的复杂性、代码的复杂性和文档的复杂性。
·文档的质量。
·整体可维护性（等级值（ｓｃａｌｅ ｖａｌｕｅ））。
·预期寿命（以年算）。
·预期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的修改次数。
·年度维护成本。
·年度运作成本。
·年度业务值。
·业务重要程度。
应该对每一个现存的应用收集上面列出的信息，通过按照业务重要程
度、寿命、当前可维护性、以及其他局部重要标准对这些信息排序，可以选
出再工程的候选者，然后可以明智地分配资源。
必须注意：上面描述的目录表应该定期整理修订，应用的状况（如，业务
重要程度）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其结果是：再工程的优先级将发生变化。
文档重构。贫乏的文档是很多遗产系统的注册商标。但是，我们对此可

做些什么呢？
选项 １：建立文档是非常耗费时间的。系统正常运作，我们将保持现状。
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不可能为数百个计算机程序重新建立
文档。如果一个程序是相对静止的，正在走向其有用生命的末端，并且可能
不会再经历什么变化，那么，让它保持现状。
选项 ２：文档必须更新，但是，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我们将使用“使
用时建文档”的方法。可能不需要对某应用全部重构文档，而是对系统中当
前正在进行改变的那些部分建立完整文档。随时间流逝，将得到一组有用的
和相关的文档。
选项 ３：系统是业务关键的，而且必须完全地重构文档。即使在此情形，
明智的方法是设法将文档工作减少到必需的最小量。
每个选项均是可行的，软件组织必须选择最适合于每种情形的方法。
逆向工程。术语“逆向工程”源于硬件领域，一个公司分解某竞争者的
硬件产品去了解竞争者的设计和制造“秘密”。如果得到了竞争者的设计和
制造规约，则这些秘密可以被很容易地理解。但是，这些文档是别人专有的，
对做逆向工程的公司来说是不可得到的。本质上，成功的逆向工程通过检查
产品的实际样本导出一个或多个关于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规约。
软件的逆向工程是相当类似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被逆向工程的
程序不是来自于竞争者，而是公司自己的软件（经常是很多年以前的）。将被
理解的“秘密”是未开发过相关规约所带来的模糊不明。因此，软件的逆向
工程是分析程序以在比源代码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创建程序的某种表示的过
程。逆向工程是一个设计恢复过程，逆向工程工具从现存的程序中抽取数据、
体系结构和过程的设计信息。
代码重构。最常见的再工程类型（实际上，在这里使用术语“再工程”是
有疑问的）是代码重构。某些遗产系统具有相对完整的程序体系结构，但是，
个体模块被以难于理解、测试和维护的方式编码。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可疑
模块内的代码可被重构。
为了完成该活动，用重构工具去分析源代码。标注出和结构化程序设计
概念相背的部分，然后重构代码（此工作可以自动进行）。复审和测试生成的
重构代码以保证没有引入异常和不规则。更新内部的代码文档。
数据重构。数据体系结构差的程序将难于进行适应性修改和增强。事实
上，对很多应用来说，数据体系结构比源代码本身对程序的长期生存力有更
大影响。
和代码重构不同，数据重构发生在相当低的抽象层次上，它是一种全范
围的再工程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重构以逆向工程活动为开始，当前
的数据体系结构被分解。必要时，定义数据模型（第 １２ 章），标识数据对象和
属性，并从质量的角度复审现存的数据结构。
当数据结构较差时（例如，平坦文件正被实现，而关系型方法将大大地简
化处理），数据被再工程。
因为数据体系结构对程序体系结构及其中的算法有很强的影响，对数据
的改变将总是会导致体系结构或代码层的改变。
正向工程。在理想的情况，可以使用自动的“再工程引擎”来重建应用，
旧的程序被输入引擎，分析、重构、然后以展示软件质量最好的方面的形式
重新生成。在短期内，这样的“引擎”还不可能出现，但是，ＣＡＳＥ 厂商已经

开发了一些工具，它们提供了针对特定应用领域的（例如，用特定数据库系统
实现的应用）这些能力的有限子集。更重要的是，这些再工程工具正不断地变
得越来越高级。
正向工程也称为革新或改造［ＣＨＩ９０］，不仅从现存软件恢复设计信息，而
且使用该信息去改变或重构现存系统，以改善其整体质量。在大多数情况，
被再工程的软件重新实现现存系统的功能，并且加入新功能和／或改善整体性
能。
２７．３ 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用魔法召唤出“魔术槽”的映象，我们将无结构的、无文档的
源程序列喂到槽中，在另一端出来的是计算机程序的完整文档。不幸的是，
该魔术槽并不存在。逆向工程可以从源程序抽取出设计信息，但是，抽象的
层次、文档的完整性、工具和分析员一起工作的程度、以及过程的方向性却
是高度可变的。
逆向工程过程及用于实现该过程的工具的抽象层次是指可从源代码中抽
取出来的设计信息的精密程度。理想地，抽象层次应该尽可能高，即，逆向
工程过程应该能够导出过程的设计表示（一种低层的抽象）；程序和数据结构
信息（稍高一点层次的抽象）；数据和控制流模型（一种相对高层的抽象）；以
及实体—关系模型（一种高层抽象）。随着抽象层次增高，软件工程师获得更
有助于理解程序的信息。
逆向工程过程的完整性是指在某抽象层次提供的细节程度。在大多数情
况，随着抽象层次增高，完整性就降低。例如，给定源代码列表，得到一个
完整的过程设计表示是相对容易的，简单的数据流表示也可被导出，但是，
要得到数据流图或状态—变迁图的完整集合却困难得多事。
完整性改善直接正比于做逆向工程的人员所完成的分析量。交互性是指
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逆向工程过程，人和自动工具“集成”的程度。在大多
数情况，随着抽象层次增高，交互必须增加，而完整性将遭受损害。
如果逆向工程过程的方向是单向的，所有从源程序中抽取的信息被提供
给软件工程师，他们然后可以在任何维护活动中使用这些信息。如果方向是
双向的，则信息被输入到再工程工具，以试图重构或重生成旧程序。
逆向工程过程如图 ２７－５ 所示，在逆向工程活动可以开始前，无结构的
（“脏的（ｄｉｒｔｙ）”）源代码被重构（２７．４．１ 节）使得它仅包含结构化程序设计
结构，①这使得源代码容易阅读并为所有后续的逆向工程活动提供基础。
逆向工程的核心是被称为抽取抽象的活动，工程师必须评价旧程序并从
源代码（经常是无文档的）中抽取出被执行的处理、被应用的用户界面、以及
被使用的程序数据结构或数据库的有意义的规约。
２７．３．１ 理解处理的逆向工程
第一个真正的逆向工程活动从理解然后抽取源代码所表示的过程抽象的
①

同“重构引擎”——重构源代码的 CASE 工具—可以自动重构代码。

启图开始。为了理解过程抽象，要在不同的抽象层次分析代码：系统、程序、
模块、模式和语句。
在进行更细节的逆向工程前必须理解整个系统的整体功能。这为进一步
的分析建立语境，并提供对系统中应用间的互操作问题的洞悉。构成应用系
统的每一个程序代表了在高详细层次的功能抽象，建立表示这些功能抽象间
的交互的块图；每个模块执行某种子功能并表示某种定义的过程抽象，为每
个模块建立处理叙述。在某些情况，系统、程序和模块规约已经存在，在此
情况下，复审这些规约以保持和现存代码的相符性。②
当考虑模块中的代码时，事情变得更复杂。工程师需寻找表示类属过程
模式的代码段。几乎在每个模块中，一个代码段为处理（在模块内）准备数据，
一个不同的代码段完成处理工作，而另一个代码段准备处理的结果以从模块
输出。在每个代码段中，我们可能遇到更小的模式（例如，数据确认和范围检
查经常出现在为处理准备数据的代码段中）。
一种称为程序分割［ＮＩＮ９４］的技术被提出，作为用模型标识过程模式并包
装这些模式为有意义的函数的一种方法。使用自动浏览工具，软件工程师隔
离聚集操作（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功能（语义）相关的不相邻代码段。一
旦聚焦操作被隔离出来，则应用因子化操作。被聚焦的代码段被从现存代码
中抽取出来，并重新包装成新模块。
对大型系统，通常用半自动方法来完成逆向工程。ＣＡＳＥ 工具（如参考文
献［ＭＡＲ９４］）被用于“解析（ｐａｒｓｅ）”现存代码的语义，然后该过程的输出被传
送给重构和正向工程工具以完成再工程过程。
２７．３．２ 理解数据的逆向工程
数据的逆向工程发生在不同的抽象层次。在程序层，作为整体再工程努
力的一部分内部的程序数据结构必须被逆向工程。在系统层，全局数据结构
（如，文件、数据库）经常被再工程以便符合新的数据库管理范型（如，从平坦
文件移向关系型或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当前全局数据结构的逆向工程设置
了引入新的系统范围数据库的场所。
内部数据结构。针对内部程序数据的逆向工程技术着重于对象的类的定
③
义。 这是通过意图组合相关程序变量的对程序代码的检查来完成的。在很多
情况下，在代码中的数据组织标识了抽象数据类型，例如，记录结构、文件、
列表和其他数据结构经常提供类的初始指示器。
Ｂｒｅｕｅｒ 和 Ｌａｎｏ［ＢＲＥ９１］建议了逆向工程类的下列方法：
１．标识程序中记录关于全局数据结构（如，文件或数据库）的重要信息的
标记和局部数据结构。
２．定义在标记和局部数据结构与全局数据结构间的关系。例如，在文件
空时某标记可能被设置，或某局部数据结构可能作为一个缓冲区，它包含从
某中心数据库获取的最后 １００ 个记录。
３．对每个表示一个数组或文件的变量（在程序中），列出所有与其有逻辑
联系的其他变量。
②

通常，在软件生命周期书写的说明永远不变。当做修改时，代码不再与说明相符合。

③

面向对象概念的详细讨论参见第 19 章。

这些步骤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在和全局数据结构交互的程序中标识类。
数据库结构。不管其逻辑组织和物理结构，一个数据库允许数据对象的
定义并支持在对象间建立关系的方法。因此，将一个数据库模式再工程到另
一个模式需要对现存对象和它们的关系的理解。
可运用下面步骤［ＰＲＥ９４］将现存数据模型定义为再工程一个新的数据库
模型的先驱：
１．通过复审在平坦文件数据库中的记录或在关系模式中的表建立一个初
始的对象模型。可以获得被定义为模型的一部分的类。包含在记录或表中的
项成为类的属性。
２．确定候选键。检查属性，确定它们是否被用于指向另一个记录或表，
那些作为指针的属性成为候选键。
３．精化实验性的类。确定是否相似的类可被组合到某单个类中。
４．定义一般化。检查具有很多相似属性的类，确定是否应该构造一个，
将一般化类放在其头部的类层次。
５．发现关联。使用类似于 ＣＲＣ 方法（第 ２０ 章）的技术来建立类间的关联。
一旦知道了定义在上面步骤中的信息，则可以应用一系列变换［ＰＲＥ９４］
将旧的数据库结构映射为新的数据库结构。
２７．３．３ 用户界面的逆向工程
随着高级的 ＧＵＩ 对每种类型的基于计算机的产品和系统成为必须的，用
户界面的重新开发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再工程活动类型之一。但是，在用户界
面可以被重建之前，应该进行一个逆向工程活动。
为了我们能完全地理解某现存的用户界面（ＵＩ），必须刻划界面的结构和
行为。Ｍｅｒｌｏ 及其同事［ＭＥＲ９３］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它们必须在 ＵＩ 的逆向
工程开始前被回答：
·什么是界面必须处理的基本动作——例如，击键和按鼠标？
·什么是系统对这些动作的行为反应的简洁描述？
·“替代者”意味着什么？或更精确地说，什么界面的等价的概念是同
这里相关的？
行为建模符号体系（第 １２ 章）可以提供一种表示上面提出的头两个问题
的答案的工具，对创建行为模型必需的多数信息可以通过观察现存界面的外
部表现而得到，但是，对创建行为模型必需的附加信息必须从代码中抽取。
进程代数可用于以形式化的方式表示界面的行为。 Ｍｅｒｌｏ 及其同事
［ＭＥＲ９３］有如下陈述：
在描述发生在界面中的进程时，一个关键的不寻常点是某些对象必须准
备对用户输入作出反应，这些输入不能被控制，只能被拒绝。这样，人们必
须抓住这个概念，至少有两种并发的活动实体：系统和用户。第二，人们必
须能够表达一定的“外部”选择，这些选择不在用户的控制之下。这些因素、
反应、并发性和外部选择是进程代数的基础。
对界面的描述使用代理和动作。一个代理是完成系统某方面功能的某种
东西，动作允许代理间相互通信。在本质上，进程代数是一种，用于表示代
理和动作如何完成某 ＵＩ 的功能的速记符号，基本语法如图 ２７－６ 所示。

名字

符号

含义

非活动代理

０

常量

Ａ

代理 Ａ

前缀

执行动作 ａ 并且象代理 Ｅ 那样执行

和

α．Ｅ
Ｅ１ ＋ Ｅ２

或

Ｅ１ ＼Ｅ２

象代理 Ｅ１ 或代理 Ｅ２ 那样执行

限制

Ｅ＼Ｌ

代理 Ｅ 被限制到集合 Ｌ 中的动作

重标记

Ｅ［ｆ］

按照函数 ｆ 重命名代理 Ｅ

替代

Ｅ

Ｘ

递归

Ｆａｘ（Ｘ＝Ｅ）

代理 Ｘ ，使得 Ｘ＝Ｅ

代理 Ｅ１ 复合代理 Ｅ２

图 ２７－６ 进程代数符号［ＭＥＲ９３］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在工具条上有一个打印机图符的某现代界面，打印
机图符 Ｐ 是一个代理。打印工作也可以通过键盘传送给打印驱动代理 Ｄ 的打
印命令（动作 ｃ）来完成。另一种方式，可以通过下拉菜单代理 Ｍ 来启动一个
鼠标点击（动作 ｍ），该点击直接和打印驱动接口。使用为进程代数符号定义
的“和”运算符（如图 ２７－６），我们可以将打印行为表示为：
Ｐ＝ｃ．Ｄ＋ｍ．Ｍ
这表示代理 Ｐ 的行为方式是和动作 ｃ 及代理 Ｄ 的结果行为或动作 ｍ 及代
理 Ｍ 的结果行为相同的。
关于进程代数及其在界面再工程中的使用的详细讨论已超出本书范围，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文献［ＭＥＲ９３］或［ＭＩＬ８９］。
２７．４ 重构
软件重构修改源代码和／或数据以使得它适应未来的变化。通常，重构并
不修改整体的程序体系结构，它趋向于关注个体模块的设计细节以及定义在
模块中的局部数据结构。如果重构扩展到模块边界之外并涉及软件体系结
构，则重构变成了正向工程（２７．５ 节）。
Ａｒｎｏｌｄ［ＡＲＮ８９］总结了软件重构可能得到的一系列的收益：
·导致高质量的程序——更好的文档和低复杂性；同现代软件工程惯例
和标准相一致。
·减少那些必须操作程序的软件工程师的挫折感，因而改善生产率并使
得学习更容易。
·减少执行维护活动所需的工作量。
·使得软件易于测试和调试。
当某应用的基本体系结构是坚固的时候发生重构，即使技术的内部细节
需要修改。当软件的大部分是有用的，仅仅部分模块和数据需要扩展性修改
时，启动重构活动。①
２７．４．１ 代码重构

①

有时候过大的重构与重新开发是很难区分开来的。两者均为再建工程。

代码重构的目标是生成可提供相同功能的设计，但是该设计比原程序有
更高的质量。通常代码重构技术（例如，Ｗａｒｎｉｅｒ 的逻辑简化技术［ＷＡＲ７４］）用
布尔代数对程序逻辑建模，然后应用一系列变换规则来重构逻辑。目标是采
用“面条碗”式的代码并导出遵从结构化程序设计哲学（第 １４ 章）的过程设
计。
２７．４．２ 数据重构
在开始数据重构前，必须先进行分析源代码的逆向工程活动。评估所有
包含数据定义、文件描述、Ｉ／Ｏ、以及接口描述的程序设计语言语句，目的是
抽取数据项和对象，获取关于数据流的信息，以及理解现存的已实现的数据
结构。该活动有时被称为数据分析［ＲＩＣ８９］。
一旦数据分析已完成，则开始数据重设计。作为其最简单的形式，数据
记录标准化澄清数据定义以达到在现存数据结构或文件格式中的数据项名或
物理记录格式间的一致性。另一种重设计形式称为数据名合理化，保证所有
数据命名约定遵从局部标准并且当数据在程序中流动时别名被删除。
当重构超出标准化和合理化的范畴时，对现存数据结构进行物理修改以
使得数据设计更为有效。这可能意味着从一种文件格式到另一种文件格式的
转换，或在某些情况下，从一种类型的数据库到另一种类型数据库的转换。
２７．５ 正向工程
一个程序的控制流图形化等价于一碗面条，“模块”包含的语句有 ２０００
行，在 ２９０．０００ 行源代码中几乎没有有意义的注释行，并且没有其他文档，
如果此程序必须被修改以适应变化的用户需求，我们有下列选择：
１．我们可以努力地去不断修改，与隐含的设计和源代码“（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以实现必要的修改。
２．我们可以试图去理解程序的更多的内部工作，努力使修改更有效。
３．我们可以重设计、重编码并测试该软件需要修改的部分，对所有被修
订的片断应用软件工程方法。
４．我们可以完全地重设计、重编码并测试该程序，使用 ＣＡＳＥ 工具（再工
程工具）来辅助我们理解现有的设计。
这里没有单个的“正确”选择。即使其他选择是更希望的，形势可能指
定了第一种选择。
不是坐等维护请求的到来，开发或维护组织挑选一个程序，（１）它将在一
定的年数内保持使用，（２）它当前是被成功地使用的，（３）它很可能会在不远
的将来被较大程度地修改或增强。那么，可应用①上面的选择 ２、３ 或 ４。
这种预防性维护方法是 Ｍｉｌｌｅｒ［ＭＩＬ８１］在“结构化翻新”这个标题下首
先探讨的，他将这个概念定义为“将今天的方法学应用到昨天的系统以支持
明天的需求”。
乍一看，这个在某大型程序的可用版本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就重新开
①

在继续之前请复习第 1 章，当“时代软件工厂”的责任是正确管理时，在许多公司中再建工程已成为一

件常见工作。

发它的建议似乎是相当浪费的，在下判断之前，考虑如下几点：
１．维护一行源代码的成本可能是该行代码初始开发成本的 ２０ 到 ３０ 倍。
２．采用现代设计概念重新设计软件体系结构（程序和／或数据结构）可以
大大地有利于未来的维护。
３．因为软件的原型已经存在，开发生产率将远高于平均水平。
４．现在用户已对该软件有经验，因此，可以很容易地确定新的需求和变
化的方向。
５．再工程的 ＣＡＳＥ 工具自动执行部分工作。
６．完整的软件配置（文档、程序和数据）存在于预防性维护的完成…。
当软件开发组织将软件作为产品销售时，预防性维护体现在程序的“新
发布”中。一个大的内部软件开发组织者（如，一个大型消费者产品公司的业
务系统软件开发小组）可能在其责任范围内有 ５００ 到 ２０００ 个产品程序，可以
根据其重要程度对这些程序进行优先排序，然后作为预防性维护的候选者进
行复审。
正向工程过程应用软件工程的原则、概念和方法来重建造某现存应用。
在大多数情况，正向工程并不仅仅是创建某旧程序的一个现代等价物，而是
将新的用户和技术需求集成到再工程中，重新开发的程序扩展了旧应用的能
力。
２７．５．１ 向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的正向工程
在过去十年，很多主机型应用被再工程以适应客户／服务器（Ｃ／Ｓ）体系结
构（第 ２８ 章）。本质上，中心式的计算资源（包括软件）被分布到很多客户平
台。虽然可以设计出一系列不同的分布式环境，被再工程为客户／服务器体系
结构的典型的主机型应用具有下列特征：
·应用功能迁移到每个客户计算机。
·在客户端实现新的 ＧＵＩ 界面。
·数据库功能被分配给服务器。
·特殊的功能（如，计算相关的分析）可以保留在服务器端。
·必须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同时建立新的通信、安全、归档和控制需求。
必须注意，从主机型到 Ｃ／Ｓ 计算的迁移需要同时进行业务和软件的再工
程，此外，必须建立“企业网络基础设施”［ＪＡＹ９４］。
针对 Ｃ／Ｓ 应用的再工程从对现存主机型应用所在的业务环境的彻底分析
开始。可以标识出三层抽象（图 ２７－７）。数据库处于一个客户／服务器体系结
构的基础位置，并且管理事务和查询，而这些事务和查询必须被控制在一组
业务规则（由现存的或再工程后的业务过程所定义）的范围内。客户应用提供
面向用户的目标功能。
作为数据库基础层重设计的先驱，现存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和现存数
据库的数据体系结构必须被逆向工程。在某些情形，一个新的数据模型（第
１２ 章）被创建。在每种情况，Ｃ／Ｓ 数据库被再工程以保证：事务以一致的方式
被执行，所有更新只能被授权的用户执行，核心业务规则被强制执行（例如，
在某厂商记录被删除前，服务器保证该厂商没有相关的可付帐号、合同、或
通信存在），查询可被高效地完成，以及完善的归档能力被创建。

业务规则层表示同时驻留在客户和服务器端的软件，该软件执行控制和
协调任务以保证在客户应用和数据库间的事务和查询遵从已建立的业务过
程。
客户应用层实现特定终端用户群所需要的业务功能，在很多场合，主机
型应用被分割为一组小的、再工程后的桌面应用，在桌面应用间的通信（当必
要时）由业务规则层控制。
２７．５．２ 向面向对象体系结构的正向工程
面向对象软件工程正在迅速地成为很多软件组织选择的开发范型。但
是，现存的用传统方法开发的应用怎么办？在某些情形，答案是保持这些应
用的现状，而在另一些情形，旧的应用必须被再工程，使得它们能够被容易
地集成进大型的面向对象的系统。
将传统的软件再工程为面向对象的实现采用很多在本书第四部分讨论的
相同的技术。首先，现存的软件被逆向工程，以便建立适当的数据、功能和
行为模型。如果被再工程的系统扩展原应用的功能或行为，则创建相应的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第 ２０ 章）。然后，在逆向工程中创建的数据模型被结合 ＣＲＣ 建模技术（第
２０ 章）一起使用，以建立类定义的基础。再定义类层次、对象—关系模型、
对象—行为模型、以及子系统，并开始面向对象的设计。
随着面向对象的正向工程从分析进展到设计，可启用复用过程模型（第
２６ 章）。如果现存应用有一个已经存在很多面向对象应用的领域，则很可能
已存在一个强壮的复用库并可在正向工程中被使用。
对那些必须从头开始开发的类，有可能复用来自现存传统应用的算法和
数据结构，然而，这些必须被重设计以符合面向对象的体系结构。
２７．５．３ 用户界面的正向工程
随着应用从主机迁移到桌面，用户不再愿意忍受不可思议的、基于字符
的用户界面。事实上，从主机型到客户／服务器计算的变迁中花费的所有工作
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花费于客户应用的用户界面的再工程。
Ｍｅｒｌｏ 及其同事［ＭＥＲ９５］提出了下面的用户界面再工程的模型：
１．理解原界面以及在它和应用的其余部分间移动的数据。目的是理解其
他的程序元素如何和实现界面的现存代码交互。如果开发新的 ＧＵＩ，则在 ＧＵＩ
和其他程序间流动的数据必须和当前在基于字符的界面和程序间流动的数据
是一致的。
２．将现存界面蕴含的行为重新建模为一系列在 ＧＵＩ 语境内有意义的抽
象。虽然交互模式可能有本质的不同，但旧的和新的界面的用户展示的业务
行为（当从使用场景的角度来考虑）必须保持相同。一个重设计的界面必须仍
允许用户展示合适的业务行为，例如，当进行数据库查询时，旧的界面可能
需要一长串的基于文本的命令来刻划查询，而再工程后的 ＧＵＩ 可能简化为一
个短的鼠标动作序列，但是，查询的意图和内容保持不变。
３．引入使交互模式更有效的改进。研究现存界面在工效方面的弱点，并
在新的 ＧＵＩ 的设计中进行修正。
４．建造并集成新的 ＧＵＩ。类库和第四代工具的存在可以大大地减少建造

ＧＵＩ 所需的工作量，然而，和现存应用软件的集成可能是更费时的。必须小
心以保证 ＧＵＩ 不会传播不利的副作用到应用的其余部分中。
２７．６ 再工程经济学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每个不可维护的程序将立即退出使用，被用现代
软件工程惯例开发的高质量的、再工程后的应用所替代。但是，我们生活在
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再工程耗费可能用于其他业务目的的资源，因此，在
一个组织试图再工程某现存应用前，应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Ｓｎｅｅｄ［ＳＮＥ９５］提出了再工程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定义了 ９ 个参数：
Ｐ１ ＝当前对某应用的年度维护成本
Ｐ２ ＝当前某应用的年度运作成本
Ｐ３ ＝当前某应用的年度业务价值
Ｐ４ ＝在再工程后的预期年度维护成本
Ｐ５ ＝在再工程后的预期年度运作成本
Ｐ６ ＝在再工程后的预期年度业务价值
Ｐ７ ＝估计的再工程成本
Ｐ８ ＝估计的再工程日程
Ｐ９ ＝再工程风险因子（名义上 Ｐ９＝１．０）
Ｌ＝期望的系统生命期（以年为单位）
和某候选应用（即，未执行再工程）的持续维护相关联的成本可以定义如
下：
Ｃｍａｉｎｔ ＝［Ｐ３ －（Ｐ１ ＋Ｐ２ ）］×Ｌ

（２７．１）

和再工程相关联的成本用下面关系定义：
Ｃｒｅｅｎｇ ＝［Ｐ６ －（Ｐ４ ＋Ｐ５ ）×（Ｌ－Ｐ８ ）－（Ｐ７ ×Ｐ９ ）］

（２７．２）

使用表示在方程（２７．１）和（２７．２）中的成本，再工程的整体收益计算如
下：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ｒｅｅｎｇ －Ｃｍａｉｎｔ

（２７．３）

可以对所有在库存目录分析（２７．２．２ 节）中标识的高优先级应用进行上
面方程中表示的成本—收益分析，那些显示最高成本—收益的应用可以作为
再工程对象，而其他应用的再工程可以推迟到有足够资源时。
２７．７ 小结
再工程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抽象层次。在业务层次，再工程着重于业务过
程，企图改变业务过程以改善在某业务领域的竞争力；在软件层次，再工程
检查信息系统和应用，企图重构它们以使其展示更高的质量。
业务过程再工程（ＢＰＲ）定义业务目标，标识并评估现存业务过程（在定义
的目标范围内），刻划并设计修订的过程，并将它们在业务中原型化、精化和
实例化。和信息工程一样，ＢＰＲ 的关注扩展到软件之外，ＢＰＲ 的结果经常是使
信息技术能够更好地支持业务的方法的定义。
软件再工程包括一系列的活动：库存目录分析、文档重构、逆向工程、

程序和数据重构以及正向工程。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创建现存程序的可以展示
更高质量和更好维护性的版本——将在 ２１ 世纪中良好动作的程序。
库存目录分析使得组织能够系统地访问每个应用，目标是确定再工程的
候选者；文档重构创建一个文档框架，它是对应用的长期支持所必需的；逆
向工程是分析程序试图从中抽取出数据的、体系结构的、和过程的设计信息
的过程；最后，正向工程使用现代软件工程惯例和在逆向工程中获得的信息
重构程序。
再工程的成本和收益可以量化地确定，现状的成本（即，和某现存应用的
不断的维护相关联的成本）与预期的再工程成本和在维护成本上产生的减少
进行比较，在程序具有长的生命期且当前展示出弱的可维护性的几乎每一个
情形，再工程均代表了一种成本合算的业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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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２７．１ 考虑你在过去五年中从事过的任何工作，描述你在其中工作的业务
过程。使用在 ２７．１．３ 节中描述的 ＢＰＲ 模型来建议对该过程的改变以使其更为
高效。
２７．２ 对业务过程再工程的功效进行研究，给出对该方法的正面的和负面
的论据。
２７．３ 你的老师将从在本课程中班级中每个人都已开发的程序中选择一
个，随机的将你的程序和其他人的程序交换，不解释或走查该程序。现在，
对你所接收的程序实现某些增强（由老师指定）。
ａ．完成包括粗略的走查（但不能和程序的作者交流）的所有软件工程
任务。

ｂ．对测试中遇到的所有错误保持仔细的跟踪。
ｃ．在班上讨论你的经验。
２７．４ 使用在 ２７．２．２ 节描述的库存目录分析的某些或所有的标准，试图
开发一个量化的软件分级系统，它将被应用于现存程序并试图从中挑出再工
程的候选者。
２７．５ 提出一种对纸和墨水或传统的电子文档的替代物，它可作为文档重
构的基础。［提示：考虑新的能够用于传达软件的目的的描述技术。］
２７．６ 某些人相信人工智能技术将增加逆向工程过程的抽象层次，对此专
题（即，ＡＩ 在逆向工程中的使用）进行研究并撰写一篇支持此论点的论文。
２７．７ 为什么当抽象层次增加时，完整性更难于达到？
２７．８ 为什么如果完整性增强时，交互性必须增加？
２７．９ 获取三个逆向工程工具的产品文献，并给出它们的特征。
２７．１０ 对进程代数进行研究并使用在图 ２７－６ 中描述的符号开发一个简单
的过程规约。
２７．１１ 在重构和正向工程之间存在细微的不同，是什么？
２７．１２ 研究文献，发现一或二篇讨论从主机型到客户／服务器型再工程的
实例研究，做一小结。
２７．１３ 如何在 ２７．６ 节给出的成本—收益模型中通过 Ｐ７ 确定 Ｐ４ ？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再工程在软件工程领域是一个“热点”话题。因为构成再工程的技术继
续在演化，技术期刊是最好的信息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 的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期，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的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期，以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 的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期是很多包含再工程话题特殊问题的期刊的代表。
涉及再工程的书籍尚不多，一个很好的开始点（涉及业务过程再工程）是
Ｈａｍｍｅｒ 和 Ｃｈａｍｐｙ 的畅销书［ＨＡＭ９３］．Ａｒｎｏｌ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出版了一本关注软件再工程技术的重要论文
的优秀文选；Ｂｅｒｚｔｉｓ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６）以及 Ｓｐｕｒｒ 及其同事（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４）讨论了支持 ＢＰＲ 的工具和技术；
Ａｉｋｅｎ（Ｄａｔａ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６）讨论了如何回收、
重组织和复用组织化的数据。
更多的关于再工程的信息和全面的参考书目可在如下软件再工程网页找
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ｒｇ．ａｂｄｎ．ａｃ．ｕｋ／ｕｓｅｒｓ／ｂｒａｎｔ／ｓｒｅ／
下面网址提供了附加的再工程信息和指针：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ｔ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ｈｔｔｐ：／／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ＥＳＥＧ ａｔ ＵＭＣ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ｕｍｄ．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ｏｆｔＥｎｇ／ｔａｍｅ
ＲＥＤ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Ｅｓｐｒｉ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ｌａｂ．ｏｘ．ａｃ．ｕｋ／／ａｒｃｈｉｖｅ／ｒｅｄｏ．ｈｔｍｌ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ｇｉａ Ｔｅｃｈ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ｇａｔｅｃｈ．ｅｄｕ／ｒｅｖｅｒｓｅ／
ＵＣＳ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ｅ．ｕｃｓｄ．ｅｄｕ／ｕｓｅｒｓ／ｗｇｇ／ｓｗ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ＷＷＷ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
ｈｔｔｐ：／／ｒｉｃｉｓ．ｃｌ．ｕｈ．ｅｄｕ／ｖｉｒｔ－ｌｉｂ／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ｈｔｍ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ｃ 建立了一个“再工程论文联机书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ｐｅｒｓ．ｈｔｍｌ
关于软件再工程的 ＷＷＷ 参考文献最新列表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到。

第 ２８ 章

客户／服务器软件工程

当开发新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时，工程师受到现存技术局限的限制，也
在新技术提供了早期工程师不可及的能力时得到能力上的增强。在本世纪
初，新一代能够保持紧密公差的机床的开发使得工程师能够设计称为大规模
生产的新的工厂过程。在新的机床技术出现前，机床不能保持紧密公差。没
有紧密公差，容易组装的可互换的零件——大规模生产的基石——不可能被
建造。
分布式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进展，使得系统和软件工程师能够为在组织中
如何组织工作及如何处理信息开发新的途径。新的组织结构和新的信息处理
方法（例如，决策支持系统、组件和成像）代表了对早期的主机型和基于微机
的技术的根本背离，新的计算体系结构提供了使组织能够再工程它们的业务
过程（第 ２７ 章）的技术。
在本章，①我们考察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对信息处理的新体系结构——客户
／服务器（Ｃ／Ｓ）系统。客户／服务器系统的演化是同在桌面计算、新的存储技
术、改善的网络通信、以及增强的数据库技术等方面的进展紧密联系的。本
章的目标是给出客户／服务器系统的一个概述，重点强调当这样的 Ｃ／Ｓ 系统被
分析、设计、测试和支持时，必须考虑的特殊的软件工程问题。
２８．１ 客户／服务器系统的结构
硬件、软件、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一起为分布的和协作的计算机体系
结构作出了贡献。以其最一般的形式，图 ２８－１ 给出了一个分布的和协作的计
算机体系结构。根系统，典型地是大型机，作为公司数据的中心库。根系统
被连接到服务器（典型地是强大的工作站或 ＰＣ），服务器具有双重角色。服务
器更新和请求由根系统维护的公司数据，它们也维护局部的部门系统并在通
过局域网（ＬＡＮ）互连用户层 ＰＣ 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 Ｃ／Ｓ 结构中，位于另一个计算机上层的计算机称为服务器，而在下层
的计算机称为客户机。客户请求服务，而服务器提供服务。然而，在图 ２８－２
所示的体系结构范围内，可以完成一系列不同的实现［ＯＲＦ９４］：
文件服务器。客户请求在某文件中的特定的记录，服务器通过网络传输
这些记录到客户。
数据库服务器。客户发送结构化查询语言（ＳＱＬ）请求到服务器，这些是作
为消息在网络上传输。服务器处理 ＳＱＬ 请求并找到请求的信息，仅将结果传
送回客户。
事务服务器。客户发送在服务器端调用远程过程的请求，远程过程可以
是一组 ＳＱＬ 语句。当请求导致远程过程的执行并将结果传输回客户时，发生
一个事务。
组件服务器。当服务器提供一组应用，它们使得通信能够在客户（以及使
①

本章的部分内容引自 JohnPorter 在 FairfieldUniversity 的 EI 工程学院提出的客户/服务器环境的教课材

料，已获引用权。

用它们的人员）间使用文本、图像、公告板、视频、以及其他表示进行，则存
在一个组件体系结构。

２８．１．１ Ｃ／Ｓ 系统的软件构件
不同于将软件视为在一台机器上实现的单个应用，适合于 Ｃ／Ｓ 体系结构
的软件有几种不同的构件，它们可以被分配到客户或服务器，或在两者间分
布：
用户交互／表示构件。该构件实现通常和图形用户界面（ＧＵＩ）关联的所有
功能。
应用构件。该构件在应用运作的领域的范围内实现被应用定义的需求。
例如，某业务应用可能基于数值输入、计算、数据库信息和其他考虑生成一
系列报表。某组件应用可能提供使得公告板通信或电子邮件得以进行的设
施。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应用软件可以被划分，以使得某些构件驻留在客户
机上，而另一些构件驻留在服务器上。
数据库管理。该构件执行应用请求的数据操纵和管理。数据操纵和管理
可以简单到记录的传递，或复杂到高级 ＳＱＬ 事务的处理。
除了这些构件外，另一种软件建造块，经常称为中间件，存在于所有 Ｃ／Ｓ
系统中。中间件由同时存在于客户和服务器的软件元素构成，并且包括网络
操作系统的元素和用以支持数据库特定的应用、对象请求代理标准（２８．１．５
节）、组件技术、通信管理、以及其他方便客户／服务器连接的特征等特殊应
用软件的元素。Ｏｒｆａｌｉ［ＯＲＦ９４］及其同事称中间件为“客户／服务器系统的
神经系统”。
２８．１．２ 软件构件的分布
一旦已经确定客户／服务器应用的基本需求，软件工程师必须决定如何在
客户和服务器间分布软件构件（在第 ２８．１．１ 中讨论）。当和三类构件的每一种
关联的大多数功能被分配给服务器，则得到一个“胖”服务器设计；相反，
当客户实现了用户交互／表示、应用和数据库构件的大多数功能，则产生“胖”
客户设计。
当实现文件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体系结构时，经常遇到胖客户设计。
在这种情形，服务器提供数据管理支持，但所有应用和 ＧＵＩ 软件驻留在客户
端。当实现事务和组件系统时，经常采用胖服务器设计，服务器提供对来自
客户的事务和通信进行反应所需的应用支持，客户软件着重于 ＧＵＩ 和通信管
理。
胖客户和胖服务器可以用于举例说明一般的客户／服务器软件构件的分
配方法，然而，一种更细粒度的软件构件分配方法定义了 ５ 种不同的配置：
分布式表示。在这种初步的客户／服务器方法中，数据库逻辑和应用逻辑
保留在服务器端，典型地是主机（大型机）。服务器也包含准备屏幕信息的逻
辑，使用如 ＣＩＣＳ 之类的软件。使用特殊的基于 ＰＣ 的软件将来自服务器的基
于字符的屏幕信息转换为 ＰＣ 上的 ＧＵＩ 表示。
远程表示。在分布式表示方法的这种扩展中，主要的数据库和应用逻辑

保留在服务器端，客户端使用服务器传送的数据准备用户表示。
分布式逻辑。客户端被赋予所有的用户表示任务及和数据输入（如，域级
的确认、服务器查询陈述、服务器更新信息和请求）相关联的处理。服务器端
被赋予数据库管理任务，和对客户查询、服务器文件更新、客户端版本控制
和企业范围应用的处理。
远程数据管理。在服务器端的应用通过格式化从其他某处（例如，从某公
司级来源）抽取到的数据创建新的数据源。分配给客户端的应用被用于开发利
用由服务器格式化后的新数据。决策支持系统被包括在这种策略中。
分布式数据库。构成数据库的数据被散布在多个服务器和客户上，因此，
客户端必须支持数据管理软件构件和应用以及 ＧＵＩ 构件。
２８．１．３ 分布应用构件的指南
虽然没有绝对的规则来指导应用构件在客户端和服务器间的分布，下面
指南是通常应该遵循的：
表示／交互构件通常放置在客户端。基于窗口的环境的可用性及对图形用
户界面所必需的计算能力使得这样的分配是成本合算的。
如果数据库将被多个用 ＬＡＮ 连接的用户所分享，则典型地数据库被放在
服务器端。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数据库访问能力也和物理数据库一起被放置在
服务器端。
用于引用的静态数据应该分配到客户端。这样将数据放在和需要它们的
用户相近的地方，从而减小不必要的网络通信及服务器的负荷。
对应用构件在客户端和服务器间分布的平衡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该分
布可以优化服务器和客户端的配置以及连接它们的网络。例如，相互排斥的
关系的实现通常涉及查找数据库以确定是否存在一个可以匹配查找模式的参
数的记录，如果没有找到匹配记录，则选用另一个查找模式。如果控制该查
找模式的应用被完全地包含在服务器中，则网络交通被最小化。从客户端到
服务器的第一次网络传输将同时包含主要的和次要的查找模式的参数，在服
务器端的应用逻辑将确定该次要的查找模式是否是需要的。对客户端的回应
消息将包含主要的或次要的查找所找到的记录。另一种可选的方法（客户端逻
辑确定是否需要次要查找）将包括：第一次记录检索的消息，没有找到该记录
的回应（通过网络），包含第二次查找参数的第二个消息，带有检索结果的最
终回应。如果第二次查找在 ５０％的情况下是需要的，那么，将评价第一次查
找并在必要时初始化第二次查找的逻辑放在服务器上，将大大地减少网络交
通。
关于构件分布的最终决策不仅仅应基于个体应用，还应该基于在系统上
操作的应用的混合。例如，一个安装可能包含某一组需要广泛的 ＧＵＩ 处理和
很少的中心数据库处理的应用，这将导致在客户端使用强大的工作站和使用
一个简单的服务器。基于这样的配置，其他应用亦将支持胖客户方式，从而
不需要提升服务器的能力。
应该注意，随着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的使用趋于成熟，其趋势是将不稳
定的应用逻辑放置在服务器端，这样当对应用逻辑进行修改时，可以简化对
软件更新的部署［ＰＡＵ９５］。

２８．１．４ 连接 Ｃ／Ｓ 软件构件
一系列不同的机制被用于连接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的各种构件。这些机
制被结合进网络及操作系统结构中，对客户端的终端用户是透明的。最常见
的连接机制有：
·管道（ｐｉｐｅ）——广泛用于基于 ＵＮＩＸ 的系统中，管道允许在运行不同操
作系统的不同机器间传递消息。
·远程过程调用（ＲＰＣ）——允许一个进程去激活另一个驻留于不同机器上
的进程或模块的执行。
·客户／服务器 ＳＱＬ 交互——用于从一个构件（典型地在客户端）传送 ＳＱＬ
请求和相关的数据到另一个构件（典型地是在服务器上的 ＤＢＭＳ），该机制仅限
于 ＲＤＢＭＳ 应用。
此外，客户／服务器软件构件的面向对象的实现导致“连接”使用对象请
求代理，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２８．１．５ 中间件和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
在前面节中讨论的 Ｃ／Ｓ 软件构件被能够在单个机器内（或者是客户或者
是服务器）或跨越网络相互交互的对象所实现。对象请求代理（ＯＲＢ）是一个中
间件构件，它使得一个驻留在客户端的对象可以发送消息到封装在驻留在服
务器上的另一个对象中的方法。在本质上，ＯＲＢ 截获消息并处理所有的通信
和协调活动，这些活动是发现消息传送的目标对象、激活它的方法、传递合
适的数据给该对象、以及传送结果数据给发送消息的源对象所必需的。
一种广泛使用的对象请求代理标准称为 ＣＯＲＢＡ，由对象管理组织 ＯＭＧ 开
发。ＣＯＲＢＡ 标准［ＭＯＷ９５］已在第 ２６ 章简要讨论过，ＣＯＲＢＡ 的基本体系结构如
图 ２８－３ 所示。
当于客户／服务器系统中实现 ＣＯＲＢＡ 时，在客户和服务器两端的对象和对
象类（第 １９ 章）均用接口描述语言（ＩＤＬ）来定义，这是一种允许软件工程师定
义对象、属性、方法和消息的说明型语言。为了适应客户端对象对服务器端
方法的请求，需创建客户和服务器的 ＩＤＬ Ｓｔｕｂ，ｓｔｕｂｓ 提供了一个通路，通
过它们实现了对跨越客户和服务器系统的对象的请求。
因为对跨越网络的对象的请求随时发生，所以必须建立存储对象描述的
机制，以使得关于对象及其位置的有关信息在需要时可以获得，接口池完成
这项工作。
当某客户应用必须激活在系统中另一个地方的某对象所包含的方法时，
ＣＯＲＢＡ 使用动态调用来（１）从接口池中获取关于希望的方法的有关信息；（２）
用将传递给接收对象的参数来创建数据结构；（３）创建对接收对象的请求；（４）
激活该请求。然后请求被传送给 ＯＲＢ 核心（Ｃｏｒｅ）——网络操作系统的管理请
求的实现特定的部分——并完成请求。
请求被通过核心传送并被服务器处理。在服务器端，一个对象适配器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ｄａｐｔｅｒ）存储类和对象信息到服务器端接口池中，接收和管理来自
客户端的输入请求，并完成一系列的其他对象管理功能［ＯＲＦ９４］。在服务器
端，ＩＤＬ Ｓｔｕｂｓ（类似于那些定义在客户机上的）被用作与驻留在服务器端的实

际对象实现的接口。
对现代客户／服务器系统的软件开发是面向对象的。使用在本节简要描述
的 ＣＯＲＢＡ 体系结构，软件开发者可以创建一个环境，对象可以在此环境中在
一个大型网络范围内被复用。关于 ＣＯＲＢＡ 的进一步信息及其对 Ｃ／Ｓ 系统软件
工程的整体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文献［ＯＲＦ９６］和［ＭＯＷ９５］ 。
２８．２ 对 Ｃ／Ｓ 系统的软件工程
在第 ２ 章中引入了一系列不同的软件过程模型。虽然它们中任意一个均
可修改以适用于 Ｃ／Ｓ 系统软件的开发，一个使用基于事件的和／或面向对象的
软件工程方法的演化范型似乎是最为有效的。
客户／服务器系统被使用传统的软件工程活动——分析、设计、构造和测
试——来开发，系统从一组一般的业务需求演化到一组确认过的、已经在客
户和服务器机器上实现的软件构件。
２８．３ 分析建模问题
对 Ｃ／Ｓ 系统的需求活动和针对更传统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分析建模方法
几乎没有不同，因此，在第 １１ 章讨论的基本分析原则以及在第 １２ 章和第 ２０
章讨论的分析建模方法同样适用于 Ｃ／Ｓ 系统。
因为分析建模避免了实现细节的规约，所以它仅被作为过渡用于设计同
在客户机和服务器间分配软件构件的问题①。然而，因为演化的软件工程方法
被应用到 Ｃ／Ｓ 系统，所以可能在早期的分析和设计迭代中确定关于整体 Ｃ／Ｓ
系统的实现决策（例如，胖客户或胖服务器）。
２８．４ 对 Ｃ／Ｓ 系统的设计
当软件的实现是采用特定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开发的时，设计方法必须考
虑特定的构造环境。在本质上，设计应该被定制以适应硬件体系结构。
当软件被设计用于采用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的实现时，设计方法必须被
“定制”以适应下列问题：
·数据设计（第 １４ 章）是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为了有效地使用关系
型数据库管理系统（ＲＤＢＭＳ）②或面向对象数据库管理系统（ＯＯＤＢＭＳ）的能力，数
据的设计变得比在传统应用中更加重要。
·当选择使用事件驱动的范型时，应该进行行为建模（一种分析活动，第
１２ 章），并且将行为模型中蕴含的面向控制的方面转化到设计模型中。
·Ｃ／Ｓ 系统的用户交互／表示构件实现了典型的和图形用户界面（ＧＵＩ）关
联的所有功能，因此，界面设计（第 １５ 章）是重要的。
·设计的面向对象视图（第 ２１ 章）经常被选用。替代了过程型语言提供的
顺序结构，通过在事件（在 ＧＵＩ 处启动）和事件处理函数（在基于客户的软件内）
间的链接，提供对象结构。
①

例如，顺应 CORA 的 CS 结构（见 28.1.5）对设计和决策的确定有较大的影响。

②

在 C/S 体系结构中已大量使用了 RDMS 和面向对象数据库管理系统。

虽然关于 Ｃ／Ｓ 系统的最好的分析和设计方法的争论仍在继续，面向对象
方法（第 ２０、２１ 章）似乎是最好的选择。然而，传统方法（第 １２、１４ 章）也可
以采用，对分析和设计的传统符号包括数据流图（ＤＦＤ）、实体关系图（ＥＲＤ）和
结构图。③
２８．４．１ 传统设计方法
在客户／服务器系统中，ＤＦＤ 可用于建立系统的范围，标识高层的功能和
主题数据区域（数据存储），并允许高层功能的分解。然而，和传统的 ＤＦＤ 方
法不同的是，分解停留在基本业务加工层次，而不是继续到原子加工层次。
在 Ｃ／Ｓ 语境内，基本业务加工（ＥＢＰ）可以定义为可被客户端的一个用户不
中断地完成的一组任务，这些任务或者被完整地完成，或者一点也不做。
ＥＲＤ 也承担了扩张的角色，它连续地被用于分解 ＤＦＤ 中的主题数据区域
（数据存储），从而建立高层的可用 ＲＤＢＭＳ 实现的数据库视图。它的新作用是
提供定义高层业务对象的结构（２８．４．２）。
不是作为功能分解的工具，结构图现在被用作组装图，以显示涉及到某
基本业务加工的解决方案中构件，这些构件，包括界面对象、应用对象和数
据库对象，确立了数据的处理方式。
２８．４．２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被用于定义、然后刻划在客户／服务器系统中的业务对象的结
构。标识业务对象所需的分析是使用在第 １０ 章讨论的信息工程方法来完成
的，传统的分析建模符号（第 １２ 章），如 ＥＲＤ，可用于定义业务对象，但是，
应该建立一个数据中心库，以捕获那些不能用 ＥＲＤ 这类的图形符号完全表述
的附加信息。
在这个中心库中，业务对象被定义为对系统的购买者和用户（而不是它的
实现者）可见的信息。每个在 ＥＲＤ 中标识的对象（实体）在设计过程中被扩展
为：一个数据结构（如，一个文件及其相关域）；管理文件的所有定义；文件
记录中的数据项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确认规则；以及刻划针对数据的处理
的外部视图的业务规则。
在数据库设计中必须开发大量的设计信息，这些信息用关系数据库实
现，可以在如图 ２８．４［ＰＯＲ９４］中的设计中心库中保存，个体表（图的左边）
被用于定义下面的客户／服务器数据库的设计信息：
·实体——在新系统的 ＥＲＤ 中被标识。
·文件——实现在 ＥＲＤ 中标识的实体。
·文件与域关系——通过标识哪个域被包含在哪个文件中而建立文件的
布局。
·域——定义在设计（数据字典）中的域。
·文件与文件关系——标识可以被联结以创建逻辑视图或查询的相关文
件。
·关系确认——标识被用于确认的文件—文件或文件—域关系的类型。
③

结构图的详细讨论在第 12 章。

·域类型——用于允许从域超类（如，日期、正文、数字、值、价格）中
继承域特征。
·数据类型——包含在域中的数据的特征。
·文件类型——用于标识文件的位置。
·域功能——键、外键、属性、虚域、导出域等。
·允许值——为 ｓｔａｔｕｓ 类型的域标识允许值。
·业务规则——编辑、计算导出域规则等。
当 Ｃ／Ｓ 体系结构变得更为普及时，分布数据管理的趋势也开始加速。在
运用了该方法的 Ｃ／Ｓ 系统中，数据管理构件同时驻留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在数据库设计的语境内，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数据分布，即，如何在客户和服
务器间分布数据，及如何跨网络节点分散数据？
关系型数据库系统（ＲＤＢＭＳ）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ＳＱＬ）使得可容易地访问
分布数据。在 Ｃ／Ｓ 体系结构中 ＳＱＬ 的优点是：它是“非导航的”［ＢＥＲ９２］。
在 ＲＤＢＭＳ 中，用 ＳＱＬ 刻划数据的类型，但是，不需要任何导航性的信息。当
然，这意味着 ＲＤＢＭＳ 必须足够高级，以维护所有数据的位置并能够定义通往
它的最好路径。在欠高级的数据库系统中，对数据的请求必须指出将访问什
么以及它在什么地方。如果应用软件必须保持导航性信息，则对 Ｃ／Ｓ 系统来
说，数据管理变得有过复杂。
应该注意，设计者可采用其他数据分布和管理技术［ＢＥＲ９２］：
手工抽取。允许用户手工地从服务器拷贝适当的数据到客户端。当用户
需要静态数据及抽取的控制权可以交给用户时可采用该方法。
快照（ｓｎａｐｓｈｏｔ）。该技术通过刻划将按预定义的间隔从服务器向客户端
传递的数据的“快照”自动完成手工抽取过程。这种方法可用于分布相对静
态的、仅需要不频繁的更新的数据。
复制（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当必须在不同位置（如，不同的服务器或客户和服
务器）维护数据的多个拷贝时可使用该技术。这里，复杂性的层次逐步上升，
因为必须在多个位置协调数据一致性、更新、安全和处理等问题。
分割（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在这个方法中，系统数据库被在多个机器间分
割。虽然在理论上是诱人的，但是，分割的实现是极其困难的，并不会经常
遇到。
数据库设计，或者更特定的，Ｃ／Ｓ 系统的数据库设计已超出了本书范围，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文献［ＢＲＯ９１］、［ＢＥＲ９２］、［ＶＡＳ９３］和［ＯＲＦ９４］，以获取进
一步的讨论。
２８．４．３ 某设计方法的概述
Ｐｏｔｅｒ［ＰＯＲ９５］提出了一组设计基本业务加工的步骤，它组合了传统设计
方法和面向对象设计方法中的某些元素。它假定定义业务对象的需求模型已
经在基本业务加工的设计开始前被开发并精化。然后，运用下面步骤去导出
设计：
１．对每个基本业务加工，标识被创建、更新、引用或删除的文件。
２．使用在第一步中标识的文件作为定义构件或对象的基础。
３．对每个构件，检索业务规则和其他对有关文件已经建立的业务对象信

息。
４．确定哪些规则是和加工相关的，分解这些规则到方法层次。
５．当需要时，定义任意对实现方法所需的附加的构件。
Ｐｏｒｔｅｒ［ＰＯＲ９５］提出了一种专门的结构图符号体系（图 ２８－５）来表示基
本业务加工的构件结构，然而，使用了不同的象征符号，以使该图符合 Ｃ／Ｓ
软件的面向对象性质。在图中，有 ５ 种不同的符号：
界面对象。这种类型的构件也称为用户交互／表示构件，典型地是建立
在单个文件之上或单个文件及其相关文件（它们通过查询而被联结）之上。它
包括格式化 ＧＵＩ 界面和与界面上的控制相关联的客户端应用逻辑的方法，它
也包括内嵌的 ＳＱＬ 语句，这些语句刻划了在主要文件（界面建立在之上）上完
成的数据库处理。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和界面对象关联的应用逻辑被代之以在
服务器端实现，典型地，通过中间件工具的使用，则在服务器上运行的应用
逻辑将被标识为单独的应用对象。
数据库对象。这种类型的构件被用于标识如基于某文件（该文件不是界
面对象被建立在其之上的主要文件 ）上的记录创建或选择之类的数据库处
理。应该注意，如果主要文件（用户界面被建立在其上）被以不同的方式处理，
那么，第二组 ＳＱＬ 语句可用于在另一个序列中检索某文件。这第二种文件处
理技术应该被在结构图上作为单独的数据库对象而被单独地标识出来。
应用对象。被界面对象或者数据库对象使用，该类构件被数据库触发器
或者远程过程调用所激活。它也被用于标识为了运行已被移到服务器端的业
务逻辑（在正常情况下是和界面处理相关联的）。
数据耦合。当某对象激活另一个独立的对象时，一个消息（第 １９ 章）在
两个对象间传递，数据耦合符号（图 ２８－５）被用于表示这种情形。
控制耦合。当某对象激活另一个独立的对象，并且二者间没有数据传送
时，则使用控制耦合符号。
２８．４．４ 加工设计的迭代
用于表示业务对象的设计中心库（２８．４．２ 节）也可以用于表示界面、应用
和数据库对象（见图 ２８－４ 右手边）。查阅图 ２８－４，注意到存在以下实体：
·方法——描述某业务规则将被如何实现。
·基本加工——定义在分析模型中标识的基本业务加工。
·加工／构件链——类似于制造业中的材料单，该表标识了构成基本业务
加工的解决方案的构件。必须注意，这个链接技术允许某给定的构件被包括
在多个基本业务加工的解决方案中。
·构件——描述显示在结构图上的构件。
·业务规则／构件链——标识对某给定的业务规则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构
件。
如果已用 ＲＤＢＭＳ 实现了在图 ２８－４ 中描述的那种类型的中心库，设计者
将拥有了一种有用的设计工具，它可提供报告以帮助 Ｃ／Ｓ 系统的构造及其未
来维护。

２８．５ 测试问题 ①
客户／服务器系统的分布性质对软件测试者带来了一些独特的问题，
Ｂｉｎｄｅｒ［ＢＩＮ９２］提出了如下问题：
·客户端 ＧＵＩ 的考虑。
·目标环境及平台多样性的考虑。
·分布数据库的考虑（包括复制的数据）。
·分布处理的考虑（包括复制的处理）。
·非鲁棒的目标环境。
·非线性的性能关系。
必须以允许强调上面的每个问题的方式设计和 Ｃ／Ｓ 测试关联的策略和战
术。
２８．５．１ 整体 Ｃ／Ｓ 测试策略
通常，客户／服务器软件的测试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层次：（１）个体的客户
端应用以“分离的”模式被测试——不考虑服务器和底层网络的运行；（２）
客户端软件和关联的服务器端应用被一起测试，但网络运行不被明显的考
虑；（３）完整的 Ｃ／Ｓ 体系结构，包括网络运行和性能，被测试。
虽然在上面的每个层次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测试被进行，下面的测试方法
是 Ｃ／Ｓ 应用中经常遇到的：
应用功能测试。用本书中前面讨论的方法测试客户端应用的功能。在本
质上，应用被独立的测试，以揭示在其运行中的错误。
服务器测试。测试服务器的协调和数据管理功能，也考虑服务器性能（整
体反应时间和数据吞吐量）。
数据库测试。测试服务器存储的数据的精确性和完整性，检查客户端应
用提交的事务，以保证数据被适当地存储、更新和检索。也测试归档功能。
事务测试。创建一系列的测试以保证每类事务被按照需求处理。测试着
重于处理的正确性，也关注性能问题（如，事务处理时间和事务量测试）。
网络通信测试。这些测试验证网络节点间的通信正确地发生，并且消息
传递、事务和相关的网络交通无错地发生。网络安全性测试也可能作为此测
试的一部分。
为了完成这些测试，Ｍｕｓａ［ＭＵＳ９３］提出了从客户／服务器用户场景导出的
运行轮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的开发，运行轮廓指出了不同类型的用户如
何和 Ｃ／Ｓ 系统交互操作，即，轮廓提供一种 “使用的模式（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ｕｓａｇｅ）”，它可被用于在测试的设计和执行中。例如，对某特定类型的用户，
各类事务（查询、更新和命令）的百分比是多少？
为了开发运行轮廓，必须导出一组用户场景［ＢＩＮ９５］，每个场景强调谁、
哪里、什么和为什么，即，用户是谁、系统交互在哪里发生（在物理的 Ｃ／Ｓ
体系结构中）、事务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发生。场景可以在 ＦＡＳＴ 会议（第
１１ 章）中或通过和终端用户的非正式讨论而导出，然而，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每个场景应该指出：为特定用户提供服务所需的系统功能，这些功能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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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所期望的定时和反应，以及每个功能被使用的频率。这些数据然后
被组合（对所有用户），以创建运行轮廓。
对 Ｃ／Ｓ 体系结构的测试策略类似于在第 １７ 章描述的对基于软件的系统的
测试策略。测试从小型测试开始，即，测试单个客户端应用，然后，客户端、
服务器和网络的集成被逐步测试，最后，完整的系统被作为一个运行实体测
试。
传统的测试将模块／子系统／系统集成和测试视为自顶向下、自底向上或
二者的某种变体。在 Ｃ／Ｓ 开发中的模块集成可能具有某些自顶向下或自底向
上的成分，但是，在 Ｃ／Ｓ 项目中的集成更趋向于的跨所有设计层次模块的并
行开发和集成，这样，在 Ｃ／Ｓ 项目中的集成测试有时最好使用非增量式或“大
爆炸”式的方法来完成。
系统不是被建造去使用预先指定的硬件和软件这一事实影响系统测试。
Ｃ／Ｓ 系统的网络的跨平台性质需要我们的对配置测试和兼容性测试给以更多
的关注。
配置测试强调在所有已知的、可能运行于其中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中进行
系统测试。兼容性测试保证跨硬件和软件平台上功能一致的界面。例如，窗
口类型的界面可能根据实现环境而呈现视觉上的不同，但是，同样的基本用
户行为应产生同样的结果，而不管客户端界面是 ＩＢＭ 的 ＯＳ／２ 表示管理器、微
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苹果公司的 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 或 ＯＳＦ 的 Ｍｏｔｉｆ。ＧａｒｔｎｅｒＧｒｏｕｐ［ＧＡＲ９３］
建议了一种客户／服务器测试计划，其大纲如表 ２８－１ 所示。
表 ２８－１ 基于 ＧａｒｔｎｅｒＧｒｏｕｐ 的建议的修订的客户／服务器测试计划
１．０ 窗口（ＧＵＩ）测试

４．４ 代码质量

１．１ 业务场景标识

４．５ 测试工具

１．２ 测试用例创建

５．０ 功能测试

１．３ 验证

５．１ 定义

１．４ 测试工具

５．２ 测试数据创建

２．０ 服务器

５．３ 验证

２．１ 测试数据创建

５．４ 测试工具

２．２ 大量

压力测试

２．３ 验证

６．１ 定义

２．４ 测试工具

６．２ 可用性测试

３．０ 连通性

６．３ 用户满意程度调查

３．１ 性能

６．４ 验证

３．２ 大量

压力测试

３．３ 验证

７．０ 测试管理

３．４ 测试工具

７．１ 测试队伍

４．０ 技术质量

７．２ 测试进度

４．１ 定义

７．３ 所需资源

４．２ 缺陷标识

７．４ 测试分析、报告和跟踪管理

４．３ 度量

２８．５．２ Ｃ／Ｓ 测试策略

即使 Ｃ／Ｓ 系统没有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实现，面向对象测试技术（第 ２２ 章）
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复制的数据和处理可以被组织到共享同一组性质的对象
类中。一旦为某对象类（或它们在用传统方法开发的系统中的等价体）已经导
出测试用例，那些测试用例应该可广泛地用于该类的所有实例。
当考虑现代 Ｃ／Ｓ 系统的图形用户界面时，ＯＯ 观点是特别有价值的。ＧＵＩ
是天生面向对象的，并且不同于传统的界面，因为它必须运行于多个平台上。
此外，测试必须探索大量的逻辑路径，因为 ＧＵＩ 创建、操纵和修改大量的图
形对象。因为对象可能存在或不存在，它们可能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已
及它们可能出现在桌面的任何地方，这使得测试更加复杂。
这意味着测试传统的基于字符的界面的传统的捕获／回放技术必须被修
改，以便于处理 ＧＵＩ 环境的复杂性。捕获／回放范型的一种功能变体称为结构
化捕获／回放［ＦＡＲ９３］，是针对 ＧＵＩ 测试的演化。
传统的捕获／回放将输入记录为击键、输出记录为屏幕图像，它们被存放
以和后续测试的输入和输出图象进行比较。结构化捕获／回放是基于对外部活
动的内部（逻辑）视图，应用程序和 ＧＵＩ 的交互被记录为内部事件，它们可以
存放为用微软的 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某种 Ｃ 变体、或厂商自己的语言书写的“脚
本”。一系列有用的工具（如参考文献［ＨＡＹ９３］、［ＱＵＩ９３］和［ＦＡＲ９３］）已经被开
发出来以支持这种测试方法。
测试 ＧＵＩ 的工具没有强调传统的数据确认或路径测试需求，在第 １６ 章讨
论的黑盒和白盒测试方法可用于很多情形，在第 ２２ 章讨论的特殊的面向对象
策略对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是适用的。
２８．６ 小结
虽然客户／服务器系统可以采用一个或多个软件过程模型以及很多在本
书前面部分讨论的分析、设计和测试技术，但 Ｃ／Ｓ 的特殊的体系结构特征需
要对这些软件工程方法进行定制调态。通常，应用于 Ｃ／Ｓ 系统的软件过程模
型在本质上是演化型的，并且技术方法经常倾向面向对象的方法。开发者必
须描述对象，以得到用户交互／表示、数据库和应用构件的实现。为这些构件
定义的对象必须被分配在客户端或服务器端，并且可以通过对象请求代理来
连接。
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支持 Ｃ／Ｓ 设计，其中客户端对象向服务器端对象
发送消息。ＣＯＲＢＡ 标准使用接口定义语言，接口池管理对象的请求而不管它
们在网络上的位置。
对客户／服务器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使用数据流图和实体关系图、修改的结
构图、以及其他在传统应用开发中遇到的符号体系。测试策略必须被修改以
适应对网络通信及对驻留在客户和服务器端的软件间的相互作用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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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３，ｎｏ．８，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５，
ｐｐ．４３－４９．
Ｂｒｏｗｎ，Ａ．Ｗ．，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９１．
Ｆａｒｌｅｙ，Ｋ．Ｊ．，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３， ｐｐ．４５－４６， ５０－５２．
Ｔｈｅ Ｇａｒｔｎｅ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
Ｈａｙｅｓ，Ｌ．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ＯＳ／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３，ｐ．５１．
Ｍｏｓｌｅｙ ， Ｄ． ，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Ｍｉｌｉｅ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ＭＯＷ９５］ Ｍｏｗｂｒａｙ ａｎｄ
Ｚａｈａｖｉ，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ＲＢＡ，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５．
Ｍｕｓａ，Ｊ．，“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３，ｐｐ．１４－３２．
Ｏｒｆａｌｉ ， Ｒ． ， Ｄ．Ｈａｒｋｅｙ ， ａｎｄ Ｊ．Ｅｄｗａｒｄｓ ，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ｕｉｄｅ，Ｗｉｌｅｙ， １９９４．
Ｏｒｆａｌｉ， Ｒ．， Ｄ．Ｈａ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Ｊ． Ｅｄｗａｒｄｓ，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Ｇｕｉｄｅ， Ｗｉｌｅｙ， １９９６．
Ｐａｕｌ，Ｌ．Ｇ．，“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ｗｏｒｌ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１９９５．
Ｐｏｒｔｅｒ，Ｊ．，Ｏ－ＤＥ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ａｌ，Ｆ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４．
Ｐｏｒｔｅｒ，Ｊ．，Ｓｙｎ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５．
Ｑｕｉｎｎ，Ｓ．Ｒ．，Ｊ．Ｃ．Ｗａｒｅ，ａｎｄ Ｊ．Ｓｐｒａｇｅｎｓ，
“Ｔｉｒｅｌｅｓｓ Ｔｅｓｔｅｒ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Ｔｏｏｌｓ ＣａｎＨｅｌｐ Ｉｒｏｎ Ｏｕｔ ｔｈｅ Ｋｉｎｋｓ ｉｎ Ｙｏｕｒ Ｃｕｓｔｏｍ
ＧＵ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ｏｗｏｒｌ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３，ｐｐ．７８－
７９，８２－８３， ８５．
Ｖａｓｋｅｖｉｔｃｈ，Ｄ．，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ＤＧ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３．
思考题

２８．１ 使用出版物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资源作为背景信息，定义一组评价 Ｃ／Ｓ 软
件工程工具的标准。２８．２ 举出 ５ 个应用例子，其中胖服务器似乎是合适的设
计策略。
２８．３ 举出 ５ 个应用例子，其中胖客户端似乎是合适的设计策略。
２８．４ 对 ＣＯＲＢＡ 标准作进一步研究，确定标准的最新版本如何强调在不同
厂商提供的不同 ＯＲＢ 间的互操作性。
２８．５ 研究结构化查询语言（ＳＱＬ），给出一个简略的如何用该语言刻划事
务的例子。
２８．６ 研究在组件（ｇｒｏｕｐｗａｒｅ）方面的最新进展，并在班上作一个简略的
报告。老师可以将不同的功能分配给不同的报告者。

２８．７ 某公司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编目销售部门，以销售休闲服装和野外用
品。产品编目将 ＷＷＷ 上发布，可以通过 ｅｍａｉｌ、Ｗｅｂ、电话或传真订货。将建
立一个客户／服务器系统以支持在公司网址的订货处理。定义一组对订货处理
系统所必需的高层对象，并将这些对象组织为三个构件范畴：用户交互／表
示、数据库和应用。
２８．８ 针对思考题 ２８．７ 中描述的系统，建立关于如果通过信用卡付帐时
何时可以供货的业务规则。再考虑通过支票付帐时的业务规则。
２８．９ 开发一个状态变迁图（第 １２ 章），它定义对在编目销售部门内客户
端 ＰＣ 上工作订单输入职员可见的事件和状态。（思考题 ２８．７）
２８．１０ 给出三或四个消息例子，它们可能导致从客户端对服务器端的某
方法的请求。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虽然对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和更传统的系统是
很相似的，但必须引入 Ｃ／Ｓ 特定的知识。Ｏｒｆａｌｉ 及其同事［ＯＲＦ９４］撰写了一
部针对该技术的更易读的导论，Ｗ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ｙ，１９９５）给出了对涉及的技术和早期系统的应用焦
点的导论性概述，在更详细的层次， 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Ｑｕ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１９９４） 和 Ｄｅｗｉｒｅ（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 ＭｃＧｒａｗ －
Ｈｉｌｌ，１９９３）对技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
Ｔｅｃｈ－Ｅａｓｅ（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给出
了对 Ｃ／Ｓ 系统和体系结构的一般性导论。下列书籍也是值得参阅的：
Ｂｅｒｓｏｎ，Ａ．，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９６．
Ｇｏｇｌｉａ， Ｒ．Ａ．，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３．
Ｉｎｍｏｎ，Ｗ．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４．
Ｋｏｅｌｍｅｌ ， Ｒ．Ｌ．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ｅｙ， １９９５．
Ｓｐｏｈｎ，Ｄ．Ｌ．，Ｄａｔ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６．
因为客户／服务器技术演化得如此之快，产业期刊和电子信息资源可能是
当前最好的信息源。对新闻组 ｃｏｍｐ．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的 ＦＡＱ 可在下面网址找
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ｂｓ．ｎｅｔ／～ｌｌｏｙｄ／ｃｓｆａｑ．ｔｘｔ
或
ｆｔｐ：／／ｒｔｆｍ．ｍｉｔ．ｅｄｕ／ｐｕｂ／ｕｓｅｎｅｔ／ｎｅｗｓ．ａｎｓｗｅｒｓ／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ｆａｑ
最新 ＣＯＲＢＡ 标准的信息位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ｍｇ．ｏｒｇ
对 Ｃ／Ｓ 系统的测试的讨论可在下面网址找到：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ｃｏｎ－ｓｔｌ．ｎｅｔ／～ｄｊｍｏｓｌｅｙ
客户／服务器咖啡屋（Ｃｏｆｆｅｅｈｏｕｓｅ）提供了关于在试图实现 Ｃ／Ｓ 技术的专
业人员间的 Ｑ＆Ａ 的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ｒ．ｃｏｍ／ｏｚ／ｈｏｕｓｅ．ｈｔｍｌ
关 于 客 户 ／ 服 务 器 软 件 工 程 的 最 新 ＷＷＷ 文 献 列 表 可 在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找到。

第 ２９ 章 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
每个人都听到过鞋匠孩子的故事：鞋匠总是忙于给其他人做鞋，他自己
的孩子却没有鞋穿。在过去 ２０ 年，很多软件工程师便是“鞋匠的孩子”。虽
然这些技术专业人员建造了使其他人的工作自动化的复杂系统，但他们自己
却几乎很少使用自动化。事实上，直到最近，软件工程师还基本上是手工在
开展工作，其中仅仅在过程的后期阶段才有工具可使用①（大多是编译器和编
辑器）。
今天，软件工程师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第一双鞋——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
（ＣＡＳＥ）。这些鞋并没有呈现它们应有的多样性，经常有些僵硬并且有时不舒
适，不能为那些时髦者提供足够的满意度，以及和软件开发者使用的其他“衣
服”不相匹配。但是，它们为软件工程师的行头提供了一个绝对基本的“服
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得更为舒适、更为可用、更适应单个实
践者的需要。
在本书前面章节，我们试图让大家对软件工程技术的基础有合理的理
解。在本章，关注点被移向帮助实现软件过程自动化的工具和环境。
２９．１ 什么是 ＣＡＳＥ？
对任何工匠——技工、木匠或软件工程师——而言，最好的工作间具有
三个基本的特征：（１）一组有用的工具，可给建造产品的每个步骤提供帮助；
（２）一个组织的很好的布局，使得能够快速地找到工具，并高效地使用它；（３）
一个熟练的工匠，他知道如何以有效的方式去使用这些工具。软件工程师现
在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多的、各式各样的工具（仅仅是手边的工具将不能满足现
代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需要），并且他们需要一个组织的很好的和高效的工作
车间来放置工具。
软件过程的车间称为集成的项目支撑环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本章后面将讨论），放置在车间中的工具称为计算机辅助软件
工程（ＣＡＳＥ）工具。
ＣＡＳＥ 工具加入到软件工程师的工具箱中，ＣＡＳＥ 为软件工程师提供了将手
工活动自动化的能力，并改善工程师的洞察力。和在其他行业中的工程师使
用的计算机辅助工程和设计工具一样，ＣＡＳＥ 工具帮助保证完成产品建造前及
建造中的质量的设计。
２９．２ 构造 ＣＡＳＥ 的积木块
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可能简单到一个单个工具，它支持某特定的软件工
程活动，或复杂到一个完整的环境，它包含工具、数据库、人员、硬件、网
络、操作系统、标准以及无数的其他部件。ＣＡＳＥ 的构造积木块如图 ２９－１ 所
示，每个构造积木块形成下一个的基础，而工具位于构造积木块堆的顶部。
有趣的是，我们可看到，对有效的 ＣＡＳＥ 环境的基础几乎很少涉及软件工程工
①

在许多情况下，对软件工程来说可用的工具仅有编译器和文章编辑器。这些工具只能专用于代码编写—

—整个软件过程中占不到 20％的工作。

具本身，相反，成功的软件工程环境是建造在包含适当的硬件和系统软件的
环境体系结构之上。此外，环境体系结构必须考虑在软件工程过程中应用的
人员的工作模式。
环境体系结构，由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支持（包括网络和数据库管理软件）
构成，铺设了 ＣＡＳＥ 的基石，但是，ＣＡＳＥ 环境本身要求其他的构造积木块。
一组可移植服务提供了 ＣＡＳＥ 工具及其集成框架与环境体系结构间的连接桥
梁。集成框架是一组专用程序，它们使得单个的 ＣＡＳＥ 工具可以和其他工具相
互通信，能够创建项目数据库，以及使终端用户（软件工程师）看到同样的软
件界面。可移植服务允许 ＣＡＳＥ 工具及其集成框架能够跨越不同的硬件平台和
操作系统使用，而不需要大量的相应修改。
图 ２９－１ 中描述的构造积木块表示了 ＣＡＳＥ 工具集成的整个基础，然而，
今天使用的大多数 ＣＡＳＥ 工具并没有使用上面讨论的所有构造积木块来构
造。事实上，某些 ＣＡＳＥ 工具保持“点解决方案”，即工具被用于辅助某个特
定的软件工程活动（如，分析建模），但并不直接和其他工具通信，也不关联
到一个项目数据库，而且不是某集成 ＣＡＳＥ 环境（Ｉ－ＣＡＳＥ）的一部分。虽然这
种方案不很理想，但 ＣＡＳＥ 工具仍可以被有效地使用，即使它只提供点解决方
案。
ＣＡＳＥ 集成的相对层次如图 ２９－２ 所示，在集成体系的低端是单个的（点
解决方案）工具；当单个工具提供了数据交换（必须这样做）的设施，则集成层
次被少许改善，这样的工具以标准格式产生输出，可以和其他能够读该格式
的工具相兼容；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用一些互补的 ＣＡＳＥ 工具，以形成工具
间的连接（例如，分析和设计工具被结合成一个代码生成器）。使用这种方法，
在工具间的协作可以生产出单独使用其中某个工具难于得到的终端产品；单
源集成发生在当某单个 ＣＡＳＥ 工具厂商集成一系列不同的工具并将它们作为
工具包销售的情况下，虽然这种方法是相当有效的，但是，大多数单源环境
的封闭体系结构使得来自其他厂商的工具难于加入。
在集成体系的高端是集成项目支撑环境（ＩＰＳＥ），在此环境中会建立上面
所描述的每个构造积木块的标准，ＣＡＳＥ 工具厂商使用这些 ＩＰＳＥ 标准来建造
工具，它们将和 ＩＰＳＥ 兼容，并因此和其他工具兼容。
２９．３ ＣＡＳＥ 工具分类 ①
当我们试图对 ＣＡＳＥ 工具分类时，总存在一系列固有的风险。例如有一个
潜在的意思是：为了创建一个有效的 ＣＡＳＥ 环境，必须所有类型的工具均存在
——但这并不是真实情况。当我们将某工具划入某类，而其他人到可能认为
它应该属于另一类时，彼此就可能产生混乱（或对抗）。某些读者可能感到没
有一个完全的工具分类——因此，一组完全的工具被包含在整个 ＣＡＳＥ 环境中
的可能被排除了。此外，简单的分类又难于说明问题——即我们没有显示工
具的层次交互或工具间的关系。即使有这些风险存在，也有必要给出一个
ＣＡＳＥ 工具的分类——以便更好地理解 ＣＡＳＥ 的广度，以及更好地认识到这些
①

本章未“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中列出了本节中各类有代表的工具的销售商名单。

工具可以应用到软件过程中的何处。
对 ＣＡＳＥ 工具的分类可以根据功能、根据它们被作为管理工具还是技术工
具的角色、根据它们在软件工程过程各个步骤中的使用、根据支撑它们的环
境体系结构（硬件和软件）、或甚至根据它们的起源或价格［ＱＥＤ８９］来划分，下
面主要按使用功能的标准来进行分类：
信息工程工具。通过对某组织的战略性信息需求的建模，信息工程工具
提供了一个可从中导出特定信息系统的“元模型”。这些 ＣＡＳＥ 工具不是关注
于特定应用的需求，而是对业务信息在公司内各个组织实体间的流动进行建
模。这类工具的主要目标是表示业务数据对象、它们的关系、以及这些数据
对象如何在公司内部的不同业务区域间流动。
过程建模和管理工具。如果某组织试图改善其业务（或软件）过程，它必
须首先理解它。过程建模工具（也称“过程技术”工具）被用于表示过程中的
关键元素，使得过程能够被更好地理解。这样的工具也可以提供过程描述的
链接，它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知道过程的人们去理解要完成过程所必需的任
务。此外，过程管理工具可以提供其他支持过程活动定义的工具的链接。
项目计划工具。这类工具关注两个主要区域：软件项目工作量和成本估
算、以及项目进度安排。估算工具计算估计工作量、项目工期、以及推荐的
人员数量（使用第 ５ 章引入的一个或多个技术）。项目进度安排工具使得管理
者能够定义所有项目任务（工作分解结构），创建任务网（通常使用图形输
入），表示任务间依赖性，以及模拟对项目可能的并行度（第 ７ 章）。
风险分析工具。标识潜在的风险，并开发一个计划去减轻、监控和管理
它们对大型项目是极为重要的。风险分析工具通过提供对风险标识和分析的
详细指南，而使得项目管理者能够建立风险表（第 ６ 章）。
项目管理工具。项目进度和项目计划必须在连续的基础上进行跟踪和监
控，此外，管理者应该使用工具来收集度量数据，从而最终为软件产品的质
量提供指示。这类工具通常是项目计划工具的扩展。
需求跟踪工具。当开发大型系统时，被交付的系统经常不能满足客户指
定的需求。需求跟踪工具的目标是从客户的建议请求（ＲＦＰ）开始，提供系统化
的孤立需求的方法。典型的需求跟踪工具将用户交互的文本评估和数据库管
理系统结合起来，数据库中存储并分类每个从初始的 ＲＦＰ 或规约中“分析”
得到的系统需求。
度量和管理工具。软件度量改善管理者的控制和协调软件过程的能力，
以及开发者提高所生产的软件的质量的能力。当前的度量和测度工具着重于
过程、项目和产品特征。面向管理的工具捕获项目特定的度量（如，每人月的
ＬＯＣ、每个功能点的缺陷数等），它们对生产率或质量提供整体的指示。面向
技术的工具确定技术度量（第 １８ 和 ２３ 章），它们为设计或代码的质量提供更
多的洞察。很多更高级的度量工具维护一个“产业平均”测度的数据库，基
于用户提供的项目和产品特征，这样的工具根据产业平均（和过去的本地性能）
“评估”本地数值，并提出改善策略。
文档工具。文档生成及桌面出版工具涉及了几乎软件工程的每个方面，
并为有软件开发者提供了实质性的“效力”机会。大多数软件开发组织花费
大量时间来开发文档，在很多情况下，文档开发过程本身是相当低效的。软
件开发组织花费占总开发工作量的 ２０％到 ３０％的工作量来完成文档是常见
的事。为此，文档工具提供了重要的改善生产率的机会。

系统软件工具。ＣＡＳＥ 是一种工作站技术，因此，ＣＡＳＥ 环境必须适应高质
量的网络系统软件、电子邮件、公告牌和其他的通信能力。
质量保证工具。大多数宣称关注质量保证的 ＣＡＳＥ 工具实际上是审计源代
码以确定语言标准符合度的度量工具。其他工具抽取技术度量（第 １８ 章），以
努力规划被建造的软件的质量。
数据库管理工具。数据库管理软件是建立 ＣＡＳＥ 数据库（中心库）的基础，
我们也将中心库称为项目数据库（第 ９ 章）。出于对配置对象的强调，对 ＣＡＳＥ
的数据库管理工具可能从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ＲＤＢＭＳ）演化到面向对象数
据库管理系统（ＯＯＤＢＭＳ）。
软件配置管理工具。软件配置管理（ＳＣＭ）位于每个 ＣＡＳＥ 环境的核心，在
所有 ５ 个主要的 ＳＣＭ 任务——标识、版本控制、变化控制、审计和状况说明
和报告——等方面均可以使用工具来辅助完成。ＣＡＳＥ 数据库提供了标识每个
配置项并将其和其他项关联的机制；在第 ９ 章讨论的控制过程可在特殊工具
的辅助下实现；对单个配置项的轻易访问方便了审计过程；ＣＡＳＥ 通信工具可
以大大改善状况说明和报告（报告关于变化的信息给所有需要知道的用户）。
分析和设计工具。分析和设计工具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创建将要建造的
系统的模型，模型包含数据、功能和行为的表示（在分析层次），以及数据的、
体系结构的、过程的和界面的设计特征。通过进行模型的一致性和合法性检
查，分析和设计工具为软件工程师提供对分析表示的某种程度的深入洞察，
并帮助在错误传播到设计之前，或更糟糕地，传播进已实现的软件体之前，
删除错误。
ＰＲＯ／ＳＩＭ 工具。ＰＲＯ／ＳＩＭ（原型和仿真）工具［ＮＩＣ９０］为软件工程师提供了
在实时系统被建造前预测系统行为的能力，此外，它们使得软件工程师能够
开发实时系统的模仿版本，允许客户在实际的实现完成前对其功能、操作和
响应有深入理解。
界面设计和开发工具。界面设计和开发工具实际上是如菜单、按钮、窗
口结构、图符、滚动机制、设备驱动器等程序构件的一个工具箱，然而，这
些工具箱正在被界面原型工具所替代，这种原型工具能够帮助在屏幕上快速
地创建遵从当前软件采用的界面标准的现代用户界面。
原型工具。可以使用一系列不同的原型工具。屏幕画笔使得软件工程师
能够为交互式应用快速地定义屏幕布局。更高级的 ＣＡＳＥ 原型工具使得能够结
合屏幕和报表的布局进行数据设计的创建。很多分析和设计工具具有提供原
型选项的扩展。ＰＲＯ／ＳＩＭ 工具为工程（实时）应用生成 Ａｄａ 和 Ｃ 源代码骨架。
最后，一系列第四代语言工具具有原型工具的特征。
编程工具。编程类工具包括编译器、编辑器和调试器，它们对大多数传
统程序设计语言是可用的，此外，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环境、第四代语言、图
形程序设计环境、应用生成器、以及数据库查询语言也属于本类。
集成和测试工具。在他们的软件测试工具的目录内，《软件质量工程》
［ＳＱＥ９５］一书定义了下面的测试工具范畴：
·数据获取——用于获取在测试中将被使用到的数据的工具
·静态测度——分析源代码，但不执行测试用例的工具
·动态测度——在执行中分析源代码的工具
·仿真——仿真硬件或其他外部环境功能的工具
·测试管理——辅助测试的计划、开发和控制的工具

·交叉功能工具——跨越上面类别的边界工具
应该注意的是，很多测试工具具有跨越上面类别的两个或更多的特性。
静态分析工具。静态分析工具辅助软件工程师导出测试用例。在产业中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静态测试工具被使用：基于代码的测试工具、专门的测试
语言和基于需求的测试工具。基于代码的测试工具接收源代码（或 ＰＤＬ）作为
输入，完成一系列的分析，导出测试用例的生成。专门的测试语言（如 ＡＴＬＡＳ）
使得软件工程师可以书写详细的测试规约，描述每个测试用例和它们的执行
逻辑。基于需求的测试工具孤立特定的用户需求，并建议针对需求的测试用
例（或测试的类）。
动态分析工具。动态测试工具与执行中的程序之间的交互，检查路径覆
盖率、测试关于特定变量的值、以及插装程序的执行流。动态工具可以是或
者插装的，或者非插装的。插装的工具通过插入完成上面提到的活动的探针
（额外的指令）来改变将被测试的软件。非插装的工具使用和包含被测试程序
的处理器并行运行的单独的硬件处理器。
测试管理工具。测试管理工具用于控制和协调每个主要测试步骤（第 １７
章）的软件测试。这类工具管理和协调回归测试，进行在实际值和期望输出间
的差异的比较，以及管理具有交互式人机界面的程序的成批测试。除了上面
提到的功能外，很多测试管理工具也作为类属的测试驱动器，测试驱动器从
测试文件中读取一个或多个测试用例、格式化测试数据以符合被测试软件的
需要、然后激活将被测试的软件。
客户／服务器测试工具。Ｃ／Ｓ 环境要求专门的测试工具，它可以测试图形
用户界面和在客户和服务器间的网络通信。
再工程工具。再工程工具类可以被进一步按功能划分：
·逆向工程工具——以源代码为输入，生成图形的结构化分析和设计模
型、何处要使用的列表、以及其他设计信息。
·代码重构和分析工具——分析程序语法，生成控制流图，然后自动地
生成结构化程序。
·联机系统再工程工具——用于修改联机的数据库系统（例如，转换 ＩＤＭＳ
或 ＤＢ２ 为实体关系格式）。
上面的很多工具被局限用于特定的程序设计语言（虽然大多数主流语言
被涉及），并且需要和软件工程师间进行某种程度的交互。
下一代的逆向和正向工程工具将更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采用应用领
域特定的知识库（即一组分解规则，它可以应用到在某特定应用领域——如制
造控制或飞行器电子设备——中的所有应用软件中）。ＡＩ 成分将辅助系统分
解和重构，但是，它的应用仍将需要在整个再工程生命期内和软件工程师间
的交互才能完成。
２９．４ 集成化 ＣＡＳＥ 环境
虽然强调单独的软件工程活动的单个 ＣＡＳＥ 工具可以带来很多收益，但
是，ＣＡＳＥ 的真正力量只能通过集成达到。集成化 ＣＡＳＥ（Ｉ—ＣＡＳＥ）的优势包括：
（１）信息（模型、程序、文档、数据）从一个工具到另一个工具的平滑传递，以
及从一个软件工程步骤到下一个步骤的平滑过渡；（２）减少需要用于完成软件
配置管理、质量保证和文档生成等活动的工作量；（３）通过更好的计划、监控

和通信增加对项目的控制；（４）改善大型项目的开发人员间的协调。
但是 Ｉ—ＣＡＳＥ 也带来大量的挑战。集成需要软件工程信息的一致表示、
工具间标准的接口、在软件工程师和每个工具间相似的通信机制、以及有效
的使得 Ｉ—ＣＡＳＥ 能够在不同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间移动的方法。虽然提出了
对这些挑战所蕴含的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研究，但完全的 Ｉ—ＣＡＳＥ 环境还仅仅
是刚开始出现。
术语“集成”意味着“组合”和“闭包”。Ｉ—ＣＡＳＥ 组合一系列不同的
工具和不同的信息，使得在工具间、人员间能跨越软件过程实现通信的闭包。
工具的集成，使得软件工程信息对每个需要它的工具均是可用的；使用法的
集成，使得所有工具都提供相同的操作界面；开发哲学的集成，蕴含着采用
标准的、应用现代惯例和已证明的方法的软件工程途径。
为了在软件过程的语境内定义集成，有必要为 Ｉ—ＣＡＳＥ 建立一组需求，
一个集成化 ＣＡＳＥ
·提供一种机制，使得包含在环境中的所有工具间可以共享软件工程信
息。
·使得对一个信息项的改变将可以跟踪到其他的相关信息项。
·对所有的软件工程信息提供版本控制和整体的配置管理。
·允许对包含在环境中的任意工具进行直接的、非顺序的访问。
·为集成工具和数据到标准的工作分解结构（第 ７ 章）中提供自动支持。
·使得每个工具的用户能够在人机界面方面享用相同的产物。
·支持软件工程师间的通信。
·收集能够用于改善过程和产品的管理和技术度量。
为了达到这些需求，ＣＡＳＥ 体系结构（图 ２９－１）中的每个构造积木块必须以
一种无缝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如图 ２９－３ 所示，基础构造积木块（环境体系结
构，即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必须通过一组可移植服务被“联结”到实现上面
需求的集成框架。

２９．５ 集成体系结构
软件工程项目组使用 ＣＡＳＥ 工具、对应的方法、以及过程框架来创建软件
工程信息池，集成框架方便了信息进出信息池的传递。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下列体系结构构件必须存在：一个存储信息的数据库、一个管理信息变化的
对象管理系统、一个协调 ＣＡＳＥ 工具使用的工具控制机制、以及一个在用户动
作和包含于环境中的工具之间提供一致路径的用户界面。大多数集成框架的
模型（如参考文献［ＦＯＲ９０］和［ＳＨＡ９５］）将这些构件表达为层次结构，一个仅仅
描述上面提到构件的简单框架模型如图 ２９－４ 所示。
用户界面层（图 ２９－４）包括标准的界面工具箱和公共的表示协议。界面工
具箱包含人机界面管理软件和显示对象库，二者提供了一致的在界面和单个
ＣＡＳＥ 工具间的通信机制。表示协议是一组指南，它们给予所有 ＣＡＳＥ 工具相
同的观感，屏幕布局约定、菜单名和组织、图符、对象名、键盘和鼠标的使
用，此外工具访问机制也被定义为表示协议的一部分。

工具层包括一组工具管理服务和 ＣＡＳＥ 工具本身。工具管理服务（ＴＭＳ）控
制在环境中工具的行为，如果在一个或多个工具的执行中使用了多任务机
制，ＴＭＳ 完成多任务同步和通信、协调从中心库和对象管理系统到工具的信
息流、完成安全和审计功能、以及收集关于工具使用的度量。
对象管理层（ＯＭＬ）完成在第 ８ 章描述的配置管理功能。在本质上，在框架
体系结构这层的软件提供了工具集成的机制，每个 ＣＡＳＥ 工具被“插入”到对
象管理层。和 ＣＡＳＥ 中心库一起，ＯＭＬ 提供集成服务——一组将工具和中心库
耦合在一起的标准模块。此外，ＯＭＬ 提供配置管理服务，使得能够标识所有
的配置对象，完成版本控制，并提供对变化控制、审计、以及状况说明和报
告的支持。
共享中心库层使得对象管理层能够与 ＣＡＳＥ 数据库交互并完成对 ＣＡＳＥ 数
据库的访问控制。通过对象管理层和共享中心库层达到数据集成。
２９．６ ＣＡＳＥ 中心库
Ｗｅｂｓｔｅｒ＇ｓ 字典中将单词“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定义为“ａｎｙ ｔｈｉｎｇ 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ａｓ 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即，“任何被认
为是积聚或存储中心的东西或人”。在软件开发的早期历史中，中心库确实
是人——程序员，他必须记住所有和软件项目相关的信息的位置， 必须回忆
起那些从未写下来的信息，并重构已经失去的信息。很悲哀的是，使用人作
为“积聚和存储的中心”（虽然这符合字典的定义），并不能够很好地工作。
今天，中心库是一种“东西”——一个作为软件工程信息积聚与存储的中心
的数据库。人（软件工程师）的角色是使用与中心库集成在一起的 ＣＡＳＥ 工具去
和中心库打交道。
在本书中，一系列不同的术语被用于指示软件工程信息的存储地方：ＣＡＳＥ
数据库、项目数据库、集成化项目支撑环境（ＩＰＳＥ）数据库、数据字典（限制的
数据库）、以及中心库。虽然这些术语中的某些有微妙的不同，但是，所有均
指“东西”——积聚和存储的中心。
２９．６．１ 在 Ｉ－ＣＡＳＥ 中中心库的角色
在 Ｉ－ＣＡＳＥ 中中心库是一组实现“数据—工具”以及“数据—数据”集成
的机制和数据结构，它提供了明显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但是，此外，
中心库还完成下面功能［ＦＯＲ８９ｂ］：
·数据完整性——包括确认中心库的数字项，保证相关对象间的一致性，
以及当对一个对象的修改需要对其相关对象进行某些修改时自动完成“层叠
式”修改等功能；
·信息共享——提供在多个开发者和多个工具间共享信息的机制，管理
和控制对数据及加锁／未锁对象的多用户访问，以使得修改不会被相互间不经
意地覆盖；
·数据—工具集成——建立可以被 Ｉ—ＣＡＳＥ 环境中所有工具访问的数据
模型，控制对数据的访问，以及完成合适的配置管理功能；
·数据—数据集成——数据库管理系统建立数据对象间的关系，使得可
以完成其他功能；

·方法学实施——存储在中心库中的数据的 ＥＲ 模型可能蕴含了特定的软
件工程范型——至少，关系和对象定义了一系列为了建立中心库的内容而必
须进行的步骤；
·文档标准化——在数据库中对象的定义直接导致了创建软件工程文档
的标准方法。
为了实现这些功能，中心库用元模型来定义。元模型确定了信息如何存
储于中心库、数据如何被工具访问及被软件工程师使用、数据安全性和完整
性被维护的方便程度、以及现存模型被扩展以适应新的需要的容易程度
［ＷＥＬ８９］。
元模型是一个模板，软件工程信息被放置其中。可以创建一个实体—关
系的元模型，但是，其他更高级的模型也可以考虑。关于这些模型的详细讨
论已超出本书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文献［ＷＥＬ８９］、［ＳＨＡ９５］和［ＧＲＩ９５］。
２９．６．２ 特征和内容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很好地理解中心库的特征和内容：在中心库中存放什
么？以及中心库提供什么特定的服务？通常，存储在中心库中的内容的类型
包括：
·将被求解的问题。
·关于问题域的信息。
·系统解决方案。·关于被遵从的软件过程（方法学）的规则和指令。
·项目计划、资源和历史。
·关于组织的信息。
存储在 ＣＡＳＥ 中心库中的表示、文档和可交付产品的类型的详细列表包含
在表 ２９－１ 中。
表 ２９－１ ＣＡＳＥ 中心库内容［ＦＯＲ８９ｂ］

企业信息

构造

组织的结构

源代码；目标码

业务域分析

系统建造指示

业务功能

二进制映象

业务规则

配置依赖

过程模型（场景）

变化信息

信息体系结构
确认和验证
应用设计

测试计划；测试数据用例

方法学规则

回归测试脚本

图形表示

测试结果

系统图

统计分析

命名标准

软件质量度量

参考的完整性规则
数据结构

项目管理信息

过程定义

项目计划

类定义

工作分解结构

菜单树

估算；进度

性能标准

资源装载；问题报告

时序限制

变化请求；状况报告

屏幕定义

审计信息报表定义

逻辑定义

系统文档

行为逻辑

需求文档

算法

外部／内部设计

变换规则

用户手册

一个强健的 ＣＡＳＥ 中心库提供两种不同类型的服务：（１）可以从任何高级
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期望得到的服务类型；（２）特定于 ＣＡＳＥ 环境的服务类型。
很多中心库需求和那些建立在商用数据库管理系统（ＤＢＭＳ）之上的典型应
用软件的需求是相同的，事实上，当前大多数 ＣＡＳＥ 中心库使用 ＤＢＭＳ（通常为
关系型或面向对象）作为基本的数据库管理技术。支持软件开发信息管理的
ＣＡＳＥ 中心库的标准 ＤＢＭＳ 特征包括：
非冗余数据存储。ＣＡＳＥ 中心库为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中有关的所有信息
提供单一的存储地方，从而去除了浪费的、潜在易错的信息复制。
高层的范围。中心库提供了公共的数据访问机制，使得数据处理设施不
需要在每个工具中重复存在。
数据独立性。ＣＡＳＥ 工具及目标应用与物理存储是隔离的，这使得当配
置发生变化时，它们不会受影响。
事务控制。中心库管理多部件交互，通过在有并发用户及在系统失败时
数据的维护来达到完整性。这通常蕴含了记录锁、两阶段提交、事务日志和
恢复过程。
安全性 。中心库提供了控制谁可以查看和修改包含在其中的信息的机
制。至少，中心库应该采用多层口令和由单个用户赋予的许可级别。中心库
也应该提供对自动备份和恢复、以及被选择信息组（例如，根据项目或应用）

的归档的帮助。
特别的数据查询和报告。中心库允许通过方便的用户界面（如 ＳＱＬ 或面
向表的“浏览器”）直接访问其内容，使得用户能定义的分析超越了 ＣＡＳＥ 工
具集提供的标准报告。
开放性。中心库通常提供简单的移入／移出机制，以使得能够进行大量
数据的装载和传输。接口通常是简单的 ＡＳＣＩＩ 文件传输或标准的 ＳＱＬ 接口。
某些中心库具有反应它们的元模型结构的高级接口。
多用户支持。一个强健的中心库必须允许多个开发者同时开发某应用系
统，这必须管理多个工具和用户对数据库的并发访问，该功能使用的技术是
访问仲裁和在文件或记录层次上加锁。对基于网络的环境，多用户可以支持
中心库和常见的网络协议和设施的交互。
ＣＡＳＥ 环境也对中心库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这些要求超出了商用 ＤＢＭＳ 直
接可用的功能。ＣＡＳＥ 中心库的特殊特征包括：
复杂数据结构的存储 。中心库必须适应如图、文档和文件等复杂数据
类型，以及简单的数据元素。中心库也包含了描述存储在其中的数据的结构、
关系和语义的信息模型（或元模型），元模型必须可扩展，以使得可以适应新
的表示和独特的组织信息。中心库不仅存储开发中的系统的模型和描述，而
且也存储关联的元数据（即描述软件工程信息本身的附加信息，如，当某特定
的设计构件被创建时，它当前的状况是什么、以及它依赖于其他的什么构
件）。
完整性实施。中心库信息模型也包含规则或方针，描述合法的业务规则
和其他关于存入中心库（直接或通过 ＣＡＳＥ 工具）的信息的限制和需求。一个称
为触发器的设施可被用来在对象被修改时激活对象关联的规则，使得有可能
实时地检查设计模型的合法性。
语义丰富的工具接口 。中心库信息模型（元模型）包含了使得一系列工
具能够解释存储在中心库中的数据含义的语义信息，例如，由某 ＣＡＳＥ 工具创
建的数据流图以基于信息模型的形式被存放在中心库中，独立于使用它的工
具本身的任何内部表示，另一个 ＣＡＳＥ 工具然后可以解释中心库的内容并在需
要时使用这些信息。这样，存储在中心库中的语义信息允许在一系列工具间
实现数据共享，这完全不同于特定的“工具—工具”约定或“桥梁式连接”。
过程／项目管理。中心库中不仅包含关于软件应用本身的信息，而且包含
关于每个特定项目的特征，以及开发组织的一般软件工程过程（阶段、任务和
交付产品）的信息，这样提供了自动协调技术开发活动和项目管理活动的可能
性。例如，对项目任务状况的更新可以自动地完成或作为使用 ＣＡＳＥ 工具的副
产品，对开发者来说，状况更新可以容易地完成，不必要离开正常的开发环
境。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处理任务分配和查询。问题报告、维护任务、修改
授权和维修状况可以通过访问中心库的工具协调和监控。
下面的中心库特征全部包含在软件配置管理（第 ９ 章）中，这里将再次进
行考察，以强调它们和 Ｉ－ＣＡＳＥ 环境的关系。
版本控制。随着项目的进展，将创建单个工作产品的很多版本。中心库
必须能够存储所有这些版本，使得能够有效地管理产品发布并允许开发者在
测试和调试过程中回到以前的版本。版本控制可以使用压缩算法使得存储花
销最少，并允许通过某些处理重新生成任意的以前版本。
依赖跟踪和变化管理 。中心库管理存储在其中的数据间的大量关系，

这些关系包括：企业实体和加工间关系、某应用设计中部件间关系、设计构
件和企业信息体系结构间关系、设计元素和可交付产品间关系、等等。其中
某些关系仅仅是关联，而某些关系是依赖或托管关系。在开发对象间维护这
些关系称为链接管理。
跟踪所有这些关系的能力对存储在中心库中的信息的完整性和基于这些
信息生成可交付产品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这是中心库概念对软件开发过程
的改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链接管理支持的很多功能中，标识和访问变化
影响的能力是重要的。当设计演化以满足新的需求时，标识所有可能被影响
的对象的能力使得能够更精确地估价成本、停工期和困难程度。它也可以帮
助预防不期望的、可能导致缺陷和系统失败的副作用。
需求跟踪。依赖于链接管理的一个特殊功能是需求跟踪，这是指跟踪产
生自某特定需求规约的所有设计构件和可交付产品的能力（正向跟踪），以及
标识哪个需求生成任何给定的可交付产品的能力（反向跟踪）。
配置管理。另一个依赖于链接管理的功能是配置管理。配置管理设施与
链接管理和版本控制设施一起紧密协作，以跟踪一系列表示特定的项目里程
碑或生产发布的配置。版本控制提供需要的版本，链接管理跟踪相互依赖性。
例如，配置管理经常提供建造设施，以自动化将设计构件变换为可执行的可
交付产品的过程。
审计跟踪。和变化管理相关的是对审计跟踪的需要，审计跟踪将建立关
于修改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以及被谁完成的附加信息。实际上，这对具有
强健的信息模型的中心库来说不是一个困难的需求，关于变化源的信息可以
作为特定对象的属性被存放到中心库中。中心库触发机制将在设计元素被修
改时，帮助提示开发者或他（她）正使用的工具去启动审计信息（如修改的原因）
的输入。
２９．７ 小结
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工具跨越软件过程的每个步骤和那些贯穿整个过程
的全程性活动。ＣＡＳＥ 组合一组构造积木块，从硬件和操作系统软件层次开
始，到单个工具结束。
在本章中，我们考虑了 ＣＡＳＥ 工具的分类，类别包括管理的和技术的活
动，并跨越大多数软件应用域。每个工具类被考虑为一个“点解决方案”。
Ｉ－ＣＡＳＥ 环境组合了针对数据、工具和人机交互的集成机制。数据集成可
以通过直接信息交换、通过公共文件结构、通过数据共享或互操作、或通过
使用完全的 Ｉ－ＣＡＳＥ 中心库来实现；工具集成可以由一起工作的厂商定制设计
或通过作为中心库的一部分的管理软件来实现；人机集成通过正在产业界日
益变得流行的界面标准来实现。设计一个集成体系结构，可方便用户和工具、
工具和工具、工具和数据、以及数据和数据间的集成。
ＣＡＳＥ 中心库也被称为“软件总线”，当软件过程发展时，信息通过它移
动，从工具传递给工具。但是，中心库并不仅仅是一个“总线”，它也是一
个存放地，结合了高级的集成 ＣＡＳＥ 工具的机制，因此，改善了软件开发的过
程。中心库是关系型的或面向对象的数据库，该库是软件工程信息的“积聚
和存储中心”。

参考文献
［ＦＯＲ８９ａ］

Ｆｏｒｔｅ，Ｇ．，“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１９８９，ｐｐ．５－１２．
［ＦＯＲ８９ｂ］ Ｆｏｒｔｅ，Ｇ．，“Ｒａｌｌｙ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ＣＡＳ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８９，ｐｐ．５－２７．
［ＦＯＲ９０］ Ｆｏｒｔｅ，Ｇ．，“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ＡＳＥ：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３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ＡＭ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ｔｌ．Ｕｓｅｒ＇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ａｄ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ＲＩ，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０．
［ＧＲＩ９５］ Ｇｒｉｆｆｅｎ，Ｊ．，“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Ｄａｔ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
Ｃ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 Ｌｅｇａｃｙ Ｃｏ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５， ｐｐ．６５－７１．
［ＮＩＣ９０］ Ｎｉｃｈｏｌｓ，Ｋ．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ｏｏｌｓ，”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ｙ １９９０， ｐｐ．２１－２３．
［ＱＥＤ８９］ ＣＡＳＥ：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Ｑ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Ｗｅｌｌｓｌｅｙ，ＭＡ，１９８９．
［ＳＨＡ９５］ Ｓｈａｒｏｎ，Ｄ．，ａｎｄ Ｒ．Ｂｅｌｌ，“Ｔｏｏｌｓ ｔｈａｔ Ｂｉ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ＥＥ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５，
ｐｐ．７６－８５．
［ＳＱＥ９５］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ｕｉｄｅ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ａｃｋｓｏｎｖｉｌｌｅ，ＦＬ，１９９５．
［ＷＥＬ８９］ Ｗｅｌｋｅ，Ｒ．Ｊ．，
“Ｍｅ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 Ｍｅ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ＣＡＳ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９，ｐｐ．３５－４５．
思考题
２９．１ 列出所有你使用的软件开发工具。按照本章提出的分类方法组织它
们。
２９．２ 使用主机和终端的“旧式”软件开发环境体系结构的长处是什么？
其缺点是什么？
２９．３ 使用在第 １４ 和／或 １９ 章引入的思想，你将如何建议可移植服务的
建造？
２９．４ 为包含在 ２９．３ 节中提到的范畴的项目管理工具建造一个纸上原
型，使用本书第 ２ 部分作为附加指南。
２９．５ 研究面向对象数据库管理系统，讨论为什么 ＯＯＤＢＭＳ 是 ＳＣＭ 工具理
想的选择。
２９．６ 收集关于至少三个分析和设计工具的产品信息，给出它们的特征比
较矩阵。
２９．７ 收集两个 ＰＲＯ／ＳＩＭ 工具的产品信息，给出它们的特征比较矩阵。
２９．８ 收集关于至少三个第四代编码工具的产品信息，给出它们的特征比
较矩阵。
２９．９ 是否存在动态测试工具是“唯一的可行方式”的情况？如果存在，
是什么？
２９．１０ 讨论其他的人类活动，在其中一组工具的集成比每个工具的单独

使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实质性收益。不要使用计算领域的例子。
２９．１１ 用你自己的话描述“数据—工具”集成的含义。
２９．１２ 在本章的不少地方使用了术语“元模型”和“元数据”，用你自
己的话描述这些术语的含义。
２９．１３ 你认为还有其他的配置项可以包含在表 ２９－１ 显示的中心库内容
中吗？给出列表。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在 １９８０ 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关于 ＣＡＳＥ 的书籍，其目的是利用当时产业界
对此的高度兴趣，结果，几乎很少有符合主题的书籍出现。在这些已出版的
书籍中，很多具有下面所列的一个或多个失误：（１）书籍仅仅着重于非常窄的
工具域（如，分析和设计），虽然宣称覆盖了更广的范围；（２）书籍花费非常少
的时间在 ＣＡＳＥ 上，而更多的时间是概述（经常是贫乏的）工具支持的基本方
法；（３）书籍花费很少的时间讨论集成问题；（４）由于强调特定 ＣＡＳＥ 工具，表
示法已过时。参考下面的书籍可以避免某些失误：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Ｋ．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Ｔｏｏｌ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Ｆｉｓｈｅｒ，Ｃ．，ＣＡＳＥ：Ｕｓ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ｐｏ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８．
Ｇａｎｅ，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０．
Ｌｅｗｉｓ，Ｔ．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ａｎ Ｎｏｓｔｒａｎｄ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１９９０．
ＭｃＣｌｕｒｅ，Ｃ．，ＣＡＳＥ 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８８．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０．
Ｔｏｗｎｅｒ，Ｌ．Ｅ．，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８９．
由 Ｃｈｉｋｏｆｓｋｙ 编辑的文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包含了一些早期的关于 ＣＡＳＥ 和软件开发环境
的论文。当前最好的关于 ＣＡＳＥ 工具的信息源是技术期刊和产业快讯。
虽然人们对 Ｉ—ＣＡＳＥ 环境和 ＣＡＳＥ 中心库具有很大兴趣，但是，非常少的
书籍详细地涉及这些主题。Ｇａｒｇ 和 Ｊａｚａｙｅｒｉ（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考虑了过
程 模 型 驱 动 的 软 件 开 发 环 境 ， Ｂｒｅｒｅｔ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８），Ｃｈａｒｅｔｔ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 １９８６） 和 Ｂａｒｓｔｏｗ 、 Ｓｈｒｏｂｅ 和
Ｓ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８４）
提出了不同的“理想的”ＣＡＳＥ 环境，并对本章讨论的内容提供了历史的补充。
ＩＥＥＥ 标准 １２０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Ｅ Ｔｏｏｌｓ）提出了一组
评价针对“项目管理过程、开发前过程、开发过程、开发后过程和完整过程”
的 ＣＡＳＥ 工具的指南。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ｋａｐ．ｎｌ）是一个讨论软件工具新进展的杂志。
大量的 ＣＡＳＥ 工具信息可从 ＷＷＷ 上得到，每个主要的 ＣＡＳＥ 厂商都有自己
的网站，并且有很多工具的清单。在下面网址可以找到 ＣＡＳＥ 工具的索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ｒｎ．ｃｈ／ＰＴＴＯＯＬ／ＳｏｆｔＫｎｏｗ．ｈｔｍｌ
很多 ＣＡＳＥ 厂商提供网站，一个完全的、按工具类别组织的指针集可在下
面网址上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ｕｃｉｓ．ｑｕｅｅｎｓｕ．ｃ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ｏｏｌｃａｔ．ｈｔｍｌ
对自由的和共享的 ＣＡＳＥ 工具的直接访问以及 ＣＡＳＥ 厂商网址目录可在如
下网址上得到：
ｈｔｔｐ：／／ｏｓｉｒｉｓ．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ａｃ．ｕＫ／ｓｓｔ／ｃａｓｅｈｏｍｅ．ｈｔｍｌ
各种工具集成标准（包括 ＰＣＴＥ）的电子拷贝可在 ＭＩＴ 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ａｂ
上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ｔｌ．ｍｉｔ．ｅｄｕ／ＣＦＩ／Ｗｈｏｌｅ ｓｅｒｖｅｒ．ｈｔｍｌ
很多包含在前面章节中的电子参考文献包含了指向特定 ＣＡＳＥ 工具的指
针。
关于 ＣＡＳＥ 环境的最新 ＷＷＷ 文献列表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ｓｐａ．ｃｏｍ 上得到。

第 ３０ 章

未来之路

在本章前面的 ２９ 章中，我们探讨了软件工程过程。我们讨论了管理规程
和技术方法、基本原则和专门技术、可以自动化的面向人的活动和任务、纸
和笔的符号以及 ＣＡＳＥ 工具。我们论证了对质量的测度、限制和重点，关注了
如何产生满足客户需要的软件、可靠的软件、可维护的软件、更好的软件。
但是，我们并未允诺软件工程是万能药。
当我们走向新世纪的黎明之季，软件和系统技术对从事基于计算机的系
统的建造的每个软件专业人员和每个公司来说仍是一种挑战。Ｍａｘ Ｈｏｐｐｅｒ
［ＨＯＰ９０］ 对当前状态有如下陈述：
因为信息技术的变化正变得如此快速和不可遏阻，并且落后的后果是如
此的不可挽回，因此，公司将或者掌握技术，或者死去。…将它想象为技术
踏车，公司将必须越来越艰苦地转动它，仅仅为了保持在原有位置上。
在软件工程技术方面的变化确实是“快速和不可遏阻”的，但同时进展
经常又是相当的慢。在决策采用新的方法（或新工具）的时候，需要进行理解
其用途的培训，而且要技术引入到软件开发文化中，此时会伴随出现某些新
东西（以及甚至更好的东西），而且过程也是重新开始。
在本章中，我们谈未来之路。我们的目的不是去探讨每个有希望的研究
领域，也不是去凝视“水晶球”并预言未来。我们将探讨变化的范围，以及
变化本身将如何在未来的几年影响软件过程。
３０．１ 软件的重要性——再论
计算机软件的重要性可以以很多方式来描述。在第 １ 章，软件被表示为
区分器，软件交付的功能是产品、系统和服务来区分的，它提供了在市场上
的竞争能力。但是，软件并不仅仅是区分器，作为软件的程序、文档和数据
帮助生成任何单个、公司或政府可以获取的最重要的日用品——信息。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ｒｒｏｎ［ＰＲＥ９１］ 以下面的方式描述软件：
计算机软件是 ９０ 年代对现代社会的几乎每个方面均有重要影响的仅有
的少数关键技术之一。它是使商业、产业和政府自动化的机制，是传递新技
术的媒介，是捕获有价值的专家意见供其他人使用的方法，是区分某公司的
产品和其竞争产品的手段，以及是为进入企业而学习共同知识的窗口。软件
对商业的几乎每个方面均是关键的，但是，软件也以很多方式呈现为隐藏技
术。当我们去工作、购买商品、进银行、打电话、看医生、或从事日常的反
映现代生活的成百的活动中的任意一个活动时，我们都会遇到软件（经常我们
没有意识到）。
软件是普遍深入人心的，但是，很多居于负责位置的人几乎没有或没有
真正理解它到底是什么、如何建造它、或它对他们（和它）控制的机构意味着
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软件带来的危险和机会。
软件对人们生活的普遍渗透给了我们一个简单的结论：一旦当某技术具
有广泛的影响——可以拯救生命或威胁生命、建造业务或破坏业务、协助政
府领导或误导他们，那么，它必须被“小心处理”。
３０．２ 变化的范围

对计算有影响的技术的变化似乎接受了称为 ５—５—５ 规则①的级数——
一个基础的新概念从初始的思想到大量的市场产品似乎要经历 １５ 年②。在第
一个 ５ 年中，新思想被形成并进化为用于展示基本概念的原型；实验的原型
被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第二个 ５ 年内精化，并且第一个产品（反应新思想）也在
这时间内出现；最后的 ５ 年用于将产品（及其后继）投放市场。在 １５ 年（５－５
－５）结束时，一个具有技术价值的新思想可能增长成包含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图 ３０－１）③。虽然 ５－５－５ 规则仅仅是一个近似，但是，从初始思想到相当
大的市场份额的 １５ 年时间跨度似乎是合理的衡量，我们可以使用它来测度在
计算机业务中的演化变化。
过去 ４０ 年在计算领域的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硬科学”的进展——物
理、化学、材料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进展。５—５—５ 规则似乎对从硬科学中的
基础导出新技术是非常合适的，然而，在下面的几十年中，在计算领域的革
命性进展的驱动力可能是“软科学”——人的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社会学、
哲学和其他。从这些学科导出技术的酝酿阶段是非常难于预测的。
例如，对人类智能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仅仅得到了对思想的心
理学和大脑的神经生理学的断断续续的了解，然而，在过去的 ３０ 年却得到了
很大的进展。从软科学导出的信息正被用于创建新的软件方法——人工神经
网络［ＷＡＳ８９］ ——它可能导致机器学习和对用传统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不
可能解决的“模糊”问题的解决。
软科学的影响可能帮助形成硬科学中的计算研究方向，例如，“未来计
算机”的设计可能受对大脑生理学的了解的指导，比受对传统的微电子学的
了解的指导要多。
在未来十年影响软件工程的变化将同时受到来自四个方向的影响：（１）
做工作的人；（２）他们使用的过程；（３）信息的性质；（４）基本的计算技术。在
下面几节中，将对每个因素——人、过程、信息和技术——详细论述。
３０．３ 人及他们建造系统的方式
每个必须建造现代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公司都面临着困难的抉择。高
技术系统需要的软件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产生的程序大小成比例地增长，
曾经有一个阶段，当一个程序需要 １００ ０００ 行代码时，就被认为是大型应用
软件，今天，对个人计算机应用（如，字处理器、电子表格、图形程序）的一
般程序长度经常都是该大小的很多倍，而用于工业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
信息系统、电子仪器、工厂自动化、以及几乎每个其他的“产业相关”的应
用的程序经常超过 １０００ ０００ 行代码①。
①

该规则首先是由数字设备公司的 MichaclHorner 在[HOR90]中提出的。

②

当然，这假定该规则很好，且有足够多的资源可被使用。

③

图 30－1 已同时考虑新型计算机硬件有相应的快速发展。目前新过程的生命期——从初始的概念期直到

产品的作废时——是滞后 4 年的时间。
①

随着面向对象技术的利用和可编程构件复用的不断增加，编程代码量已大大减少，从而节约了不少时间，

但是，整个程序的代码量（包括可复用构件在内）却仍然在不断地增长。

程序平均大小的快速增长将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如果不是由于
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当程序大小增加，必须为此程序投入的人力也会增加。
经验表明，当一个软件项目组的人数增加，则项目组的整体生产率可能受到
损害。围绕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增加软件工程项目组的数量（第 ３
章），因而将人员划分为个别的工作小组。然而，当软件工程项目组的数量增
加，他们之间的通信也会变得困难和费时，就和单个间的通信情况一样，更
糟糕的是，通信（在个体间或项目组间）趋向于低效——即，太多的时间只能
传递太少的信息内容，而且，经常的情况是，重要的信息“分裂为破碎的片
断”。
如果软件工程界要有效地解决好通信困难，那么，软件工程的未来之路
必须包括在单个和项目组间相互通信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电子邮件、公告牌
和中心的视频会议现在是常见的连接大量人员为一个信息网的机制，当然，
这些工具在软件工程范围内的重要性不能被过分强调。通过有效的电子邮件
或公告牌系统，在纽约的软件工程师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在东京的同事的帮
助而解决。在现实中，公告牌和 ＷＷＷ 网址已成为知识源，允许大量技术人员
的集体智慧能够被组合起来解决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
视频使通信个性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使得在不同地方（或不同大陆）
的同事可以定期地“开会”。但是，视频也提供了另一个好处，它能被用作
关于软件的知识中心库，并用于培训项目中的新来者。
当硬件和软件技术不断进展，工作地点的性质将发生改变。下面的场景
摘录自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ｒｒｏｎ［ＰＲＥ９１］ ，描绘了在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软
件工程师的工作环境：
“早上好”，当你进入办公室时说。
你的工作站屏幕亮了，一个窗口出现在屏幕上，一个具有两性特点的面
孔出现，并且一个非常具有人性特点的声音说：“早上好，你有 ６ 个语音邮
件消息，两份传真和一些日常工作项，有 ５ 个开发任务”。该面孔和声音属
于你的“代理”，一个完成一系列高级书记职责的界面程序。它已经被定制
以符合你的需要，识别你的声音，并能同时做很多事情——如定时回应你的
电话，查找消息，直接和你通信，以及完成其他的数据处理功能。和代理的
通信可以通过口头或手写来完成，但大多数人喜欢直接对代理说。
“给我显示日常工作项和开发任务”，你说。
立即，工作项列表出现在屏幕上，并且代理开始大声地读该列表，并在
读时加亮每个项。
“请安静，并保留列表”，你打断代理。“当你保留列表时，按关键词
检查语音邮件和传真”。
你刚刚要求代理对每个到达消息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它包含一组关键
词中的任意内容（这些关键词将是人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或你认为是特
别重要的话题）。当你浏览屏幕上的工作项列表时，你看见了两个约会、一些
将要打的电话、以及需购买的周年纪念礼品。
此时你已经浏览完工作项列表，代理的面孔也从屏幕上消失。
此时尚早，你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你困惑（但是你为什么这样呢，你是
在和机器通信！）地问：“我刚才要你做什么？”
“你要我按关键词检查语音或传真，你需要列出来吗？”
“好，但是只列那些有变化的部分”，一个消息表出现在屏幕上。你看

着列表中的一项并说“打开”，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一个内置于工作站
中的视频摄像机对你说“打开”的时候跟踪你的眼睛移动，系统计算出你看
着的是哪一项。你开始阅读一会消息，然后停止。
“请查找出在工厂自动化系统中所有在上个月被修改过的模块，存储模
块名、修改源和日期，并生成我复审它们的工作项”。
“你将使用系统的什么版本？”当一个滚动窗口出现时，代理问。
“所有”，你回答。
“ＯＫ”，代理说。
当你在阅读邮件时，代理将让一个“学徒”去完成你请求的任务，即，
代理“孵化”一个任务来完成配置管理功能。在几秒钟内，代理就返回来听
取你的指示，同时，第一个学徒正在搜索 ＣＡＳＥ 中心库以查找模块名。
“可以为我启动一个字处理器吗？”你问代理。一个字处理程序，和你
今天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出现在屏幕上，你开始口述一封信（也可使用键盘或
手写板）。当你说出每个单词，文字出现在屏幕上。当你口述时，你想起某些
事要代理去做，可以使用击点设备在代理的窗口上点击一下。
“我需要模块 ｆｉｎｄ．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ｔｅｍ 的源代码清单，把它插在我正工作
的文档的文本中，加上我将注意到的标志。另外，给系统工程部的 Ｅｍｉｌｙ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去电话，告诉她我将在今天稍后把文档传送给她”。
“ＯＫ”，代理回答到。然后孵化学徒去生成表格并在你回去口述时打电
话。
上面的“对话”涉及的环境将改变软件工程师的工作环境，替代工作站
被用作工具，硬件和软件变成了助手，完成仆人的任务、协调人和人的通信、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应用领域中的特定知识去增强工程师的能力。
知识获取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软件工程师可以参加
与他当前关心的技术领域相关的新闻组，在新闻组中张贴的问题可得到全球
的其他感兴趣者的回答。ＷＷＷ 为软件工程师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关于软件工
程的研究论文和报告、培训指南、以及参考文献库。①
如果以过去的历史为标准，应该说人们本身并没有改变，然而，他们通
信的方式、他们工作的环境、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他们使用的方法、他们
应用的限制——进而，因此，软件开发的整体文化——将有较大的甚至深层
的改变。将影响从事软件工程工作的人们的某些变化在图 ３０－２ 中给出。

３０．４ “新”的软件过程
将软件工程实践的前 ２０ 年说成为“线性思维”的时代是合理的，在传统
的生命期模型的养育下，软件工程被处理为线性的活动，其中应用一系列顺
序的步骤，以解决复杂的问题。然而，软件开发的线性方法违反了大多数系
统实际被建造的方式。在现实中，复杂系统迭代地、甚至增量地演化，正是
为此，软件工程界的大部分正移向软件开发的演化模型。
演化过程模型认识到：不确定性支配了大多数项目，即时间经常是不可
能短的，迭代提供了增量式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当一个完整的产品不可能
①

参见本书的“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在分配的时间内完成时。演化模型强调对增量式工作产品、风险分析、计划
及计划修订、以及客户反馈的需要。
但是，什么活动必须放置于演化过程中？在过去十年，ＳＥＩ 提出的能力
成熟度模型 ＣＭＭ［ＰＡＵ９３］ 对改善软件工程实践的努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
响。ＣＭＭ 引发了大量争论（如参考文献［ＢＯＬ９１］ 和［ＧＩＬ９６］ ），然而，它
很好地给出了当坚实的软件工程实践被进行时，必须存在的属性。
对象技术的使用（本书第四部分）是朝着演化过程模型变化趋势的自然结
果，基于构件的组装（如果它能被广泛实现）将对软件开发生产率和产品质量
有深远的影响，可复用程序构件的导出是面向对象范型的自然结果。
构件复用提供了立即的和引人注目的收益（第 ２６ 章），当复用和支持应用
原型的 ＣＡＳＥ 工具结合时，程序增量的建造可以比使用传统方法更快。原型将
客户吸引入过程，因此，有可能客户和用户将更多地参于软件开发，反过来，
这将导致更高的终端用户满意度和更好的软件质量。
３０．５ 表示信息的新模式
在过去 ２０ 年，用于描述商业界的软件开发工作的术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
变迁。２０ 年前，术语“数据处理”是描述计算机在商业中应用的习惯用语，
今天，数据处理已经让位给另一个短语——“信息技术”——它蕴含的事相
同，但是在关注点上有微妙的偏移，重点不仅仅是大量数据的处理，而是从
这些数据中抽取有意义的信息。显然，这是总的目的，但是，术语上的改变
反应了在管理哲学上更重要的变化。
当我们今天讨论软件应用时，“数据”和“信息”这两个词再三地出现，
我们也在某些智能应用中遇到词“知识”，但是它的使用相对较少。事实上，
没有人在计算机软件应用的范围内讨论智慧。
数据是未加工的信息——必须被处理以使其有意义的事实的集合，信息
是通过将事实和给定的语境相关联而导出的，知识将某个语境中得到的信息
和在不同语境中得到的信息相关联，最后，当从完全不同的知识导出一般性
原理时，智慧出现了。图 ３０－３ 以图表形式表示了这四个“信息”的视图。
当前，绝大多数软件是用于处理数据或信息的，２１ 世纪的软件工程师将
同样关心系统的知识处理，知识是二维的。针对一系列相关和不相关的话题
而收集的信息被联结在一起形成我们称为知识的实体，其中的关键是我们如
何关联来自一系列不同源（它们在相互间可能没有明显的联系）的信息，并将
它们组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某些独特收益的能力。
为了说明从数据到知识的进展，以人口普查数据为例，它指明在 １９９１
年美国的出生数是 ４１０ 万，该数值表示一个数据值。将该数据和前 ４０ 年的出
生数关联，我们可以导出一种有用的信息——正在变老的 １９５０ 年代的“潮婴
儿”正在他们的分娩年龄结束前作最后的生育努力。然后，该信息可以和其
他似乎无关的信息相关联——例如，将在下个十年退休的初中中学教师的当
前数量；具有初中和中级教育程度毕业的学生数；或政治家承受的降低税率，
并因此限制教师薪金增长的压力。
每个这些信息可以被组合而形成知识的表示——在 ９０ 年代后期将对美
国的教育系统有较大的压力，该压力将持续十年。使用该知识，可能形成一

个商业机会，将存在重要的机会去开发新的比当前的方法更有效和更价廉的
学习模式。
我们已经处理数据几乎 ４０ 年，抽取信息 ２０ 多年，现在，软件工程界面
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是建造在“信息”谱中向下一步的系统——从数据和
信息中以实用的和有益的方式抽取知识系统。
３０．６ 技术作为推动力
建造和使用软件的人员、应用的软件工程过程、以及生产的信息均受到
硬件和软件技术方面发展的影响。历史上，硬件是计算领域的技术推动力，
新的硬件技术提供了潜能，然后软件建造者根据用户需求力图去发挥该潜
能，图 ３０－４ 应用 ５－５－５ 规则试图将各种硬件技术放置到整个演化周期中。
将一个特定的技术放置到 ５－５－５ 曲线上可能是困难的，例如，移动计算技
术当前已发展到产品阶段，但是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因此，它被放置
在技术成熟度的原型阶段。
硬件技术的未来之路可能会沿着两条并行的路径发展，在一条路径上，
硬件技术将继续快速地演化，由于传统硬件技术提供的更大的能力，对软件
工程师的要求将继续增长。
但是，硬件技术方面的真正变化可能发生在另一条路径上，非传统的硬
件体系结构（如，大规模并行机、光处理器、神经网络机）的发展可能会导致
在我们建造的软件种类上的根本性变化以及我们的软件工程方法的基本改
变。因为这些非传统的方法还停留在 １５ 年周期的第一阶段，要确定哪个将存
活并成熟是困难的，而要预测软件界将如何变化以适应它们则是更困难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软件技术往往反应出硬件技术的变化。应用 ５－５－５
规则到软件技术（图 ３０－５），我们发现今天的软件产品将可能由处于成熟度
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软件技术进行结合，且可能被替代。在 ２１ 世纪的曙光到
来时，显示在图 ３０－５ 中原型阶段的技术将无容置疑地变得极其重要。事实
上，复用和基于构件的软件工程可能提供最好的在系统质量和走上市场时间
方面的按量级的改善。
软件工程的未来之路将被软件技术驱动。当软件更激烈地移进模糊问题
领域（ＡＩ、人工神经网、专家系统）时，有可能演化成的软件开发方法将成为
主导范型。当面向对象方法开始主宰软件界时，软件工程的演化范型将被修
改以适应构件复用，建造“软件 ＩＣ”的“铸造车间”可能会成为一种主要的
新软件业务。事实上，随时间流逝，软件商业可能开始看起来非常象今天的
硬件商业，可能有建造离散设备（可复用软件构件）的厂商、其他建造系统构
件（如，一组人机交互工具）的厂商、以及为终端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的系统集
成者。
软件工程将发生变化——对此我们可以肯定。但是不管发生如何根本性
的变化，我们可以保证质量将不会失去其重要性，有效的分析和设计以及有
效的测试将总是在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的开发中占据自己的位置。

３０．７ 结束语

一个有趣的现象，并不完全是巧合，是：本书的第 ４ 版完成了一次 ５－５－５
规则。基本的“概念”（第 １ 版）出现于 １９８２ 年，一个更精化的“原型”（第
２ 版）在 １９８７ 年发布，非最后的“产品”（第 ３ 版）于 １９９２ 年完成，现在，第
４ 版终结了最后一个 ５ 年周期。在过去的 １５ 年中，本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
化——在范围、规模和内容等方面。象软件工程一样，它已经长大并（有希望）
在几年内成熟。
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工程方法是已经该出现的哲学体系，虽然在合适的范
型、自动化程度以及最有效的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争论，软件工程的基本原则
现在已在产业界得到普遍接受。然而，为什么我们仅仅是在近年来才看见它
们的广泛采用呢？
我认为答案是由于技术转化和伴随而来的文化变化的原因，即使我们的
大多数人认识到了软件的工程法律的需要，我们仍需要与过去的习惯惯性作
斗争。
为了使转化更容易，我们需要很多东西——一个更成熟的软件过程、有
效的方法、强大的工具、实践者的接受和管理者的支持、以及大量的教育和
“广告”。软件工程还没有收到大量广告带来的收益，但是，随时间流逝，
软件工程概念正在兜售它自己。在某种形式上，本书是对该技术的一次“广
告”。
你不可能同意本书中描述的每一个方法，书中某些技术和观点也是相互
矛盾的，其他的调整必须的也是以使其在不同的软件开发环境中可用。然而，
我真诚地希望本书已经描述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展示了软件工程概念的优
势、也提供了方法和工具的框架。
当我们开始我们向新的千年进军时，软件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产
品和最重要的产业，它的影响和重要性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然而，新
一代的软件开发者必须迎接很多和前一代人面临过的同样的挑战。让我们希
望迎接挑战的人们——软件工程师——将具有更多的智慧去开发改善人类条
件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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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 找一本本周的主要商业和新闻杂志，列出可用于说明软件的重要性
的每一篇文章或每一项新闻。
３０．２ 选出三个已经形成主要产品的“基础性新思想”，画出时间表，并
确定 ５－５－５ 规则是太保守的、太乐观的或是好的。
３０．３ 为描述在 ３０．３ 节的软件工程师的环境加入附加的特征，画出注释
草图，它表现了 ２００５ 年软件工程师的办公室的工作模式。
３０．４ 复审在第 ２ 章中讨论的演化过程，研究之并收集当前该主题的论
文，基于论文中描述的经验总结演化范型的优势和缺点。
３０．５ 给出一个例子，它从未加工数据的收集开始，然后是信息获取，再
后是知识，最后是智慧。
３０．６ 选择在图 ３０－４ 中表示的任何一个硬件技术，并撰写一篇 ２～３ 页
的论文，对该技术进行概述。在班上提交论文。
３０．７ 选择在图 ３０－５ 中表示的任何一个软件技术，并撰写一篇 ２～３ 页
的论文，对该技术进行概述。在班上提交论文。
推荐阅读文献及其他信息源
讨论软件和计算的未来之路的书籍跨越了技术、科学、经济、政治和社
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 的畅销书（Ｂｅ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Ｉｎｃ．，１９９５）讨论了计算及其在 ２１ 世纪的整体影响。 Ｎａｉｓｂｉｔｔ 和
Ａｂｕｒｄｅｎｅ（Ｍｅｇａ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０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ｒｏｗ ＆ Ｃｏ．，１９９０）提供了已经在
进行中的变化的迷人图画。 Ｒｉｃｈ 和 Ｗａｔｅｒｓ（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ｓ 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０）对“在未来的软件开发中期望什么”这一问题提出了
一种观点。 Ｂｏｗｙｅｒ（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考虑了对软件“专业人员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工作”的需要。
在更窄的计算和软件范围内，Ａｌｌｍａｎ（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Ｗｏｎｄｅｒ，Ｂａｎｔａｍ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８９）描述了人工神经网络的潜在影响——该书建议在我们谈论“软
件”一词时的含义应有根本性变化。Ｓｔｏｌｌ（Ｔｈｅ Ｃｕｃｋｏｏ’ｓ Ｅｇｇ，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８９）提出了对计算机网络、黑客和计算机安全世界的一种迷人的观点——这
些话题在当我们变成一个集成的“电子社会”时是非常重要的。Ｙｏｕｒｄｏ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
预测了软件产业在美国的持续主导地位。
为了历史的兴趣， Ａｌｖｉｎ Ｔｏｆｆｌｅｒ（Ｐｏｗｅｒｓｈｉｆｔ， Ｂａｎｔａ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０）完成了从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ｈｏｃｋ 开始的三部曲，通过讨论已经建立起的权力结
构在世界范围内的瓦解——权力的变迁，他将其直接归因于软件及其生产的
信息。他的很多预言已成为现实。

ＧａｒｔｎｅｒＧｒｏｕｐ 出版了详细的报告，预测了很多计算技术领域的未来趋
势，某些资料可在下面网址上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ｒｔｎｅｒ．ｃｏｍ／ｄｅｆａｕｌｔ．ｈｔｍｌ
Ｂｙｔ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永远是关于软件和计算的当前和未来趋势的很好的信息
源，它的地址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ｙｔｅ．ｃｏｍ
某些更根本性的观点可访问 Ｈｏｔｗｉｒｅｄ 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而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ｏｔｗｉｒｅｄ．ｃｏｍ／ｌｏｇｉ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ｔｓ．ｃｏｍ／ｓｉｔｅ／ｒａｗ／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ｈｔｍｌ
对 ２１ 世纪技术趋势的深入讨论可在下面网址上得到：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ｍｌ．ｏｒ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ｉｓｃ／ｎａｓ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ｔｅ
ｎｔｓ．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汇编了计算和软件对教育的未
来影响的讨论，可在下面网址上得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ｌｓ．ｎｗｕ．ｅｄｕ／～ｅ＿ｆｏｒ＿ｅ／ｎｏｄｅｓ／ＮＯＤＥ－２６９－ｐｇ．ｈｔｍｌ
其他对计算的当前和未来趋势的讨论可使用 ＷＷＷ 上的标准搜索引擎得
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