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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例解一文结合一个被称为贪婪游戏的实例 ,介绍了运用面向对象方

法学进行面向对象分析建模的全过程 ,即进行实例的面向对象的分析和需求分析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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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Object2Oriented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example called

“Greedy Game”, the authors explain the entive process of Object2Oriented Analysis modelling con2

strnction , i. e , establish the model of Objcct2Oriented Analysis and demand analysis by an actual

exa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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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Ξ

60 年代末期 ,为应付当时日趋严重的“软件危

机”,人们提出了软件工程学的概念。当时软件工程

中的软件开发方法主要是基于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学 ,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软件危机”,但并没有彻

底解决。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整个软件界又蒙上

一片愁云之时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OOP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方法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

望。80 年代中期以后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逐渐成

为软件工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才逐

渐完善起来 ,而且大有取代传统的面向过程的开发

方法 ,在业界流行起来的趋势。然而 ,目前面向对象

的开发方法 ,却主要在某些大公司内部比较系统地

运用 ,这些方法各有特点 ,但没有统一标准。外界对

面向对象技术的介绍则通常局限于面向对象语言

(OOL —Object Oriented Language) 本身 ,而对面向

对象的开发方法进行系统介绍的资料还很少见。

按照面向对象思想进行系统开发的过程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1 ] 。

第一步是进行面向对象的分析 (OOA —Object

Oriented Analysis) 。通过将现实世界表示成以一组

可以相互通信的对象集合 ,力图获得对问题领域的

全面理解[2 ] 。也就是说 OOA 的目的是要了解系统

问题领域内该问题所涉及的对象、对象间的关系和

作用 (即操作) ,然后构造该问题的对象模型 ,力争这

个模型能够真实地反映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1 ] 。

简而言之就是要确切知道系统“做什么”。它主要包

括建立需求分析模型和对象分析模型两大部分。

第二步就是进行面向对象的设计 (OOD —Ob2
ject Oriented Design) ,即设计系统的对象模型。根

据开发环境不同 ,在分析问题领域对象模型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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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它进行一些改造 ,但通常应以最少改变为原

则。就在系统内设计各个对象、对象间的关系 (如包

容关系、继承关系等) 、对象间的通信方式 (如消息模

式)等等。总之 ,目的就是得出系统“如何做”。它主

要包括建立对象设计的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

第三步就是面向对象的实现 (OOI —Object Ori2
ented Implementation) ,目的是实现设计阶段所规定

的各个对象所应完成的任务。

因此 ,分析模型为设计和实现系统提供坚实的

基础。篇幅所限 ,本文仅结合具体的实例介绍一下

其中的面向对象的分析建模部分。

1 　实例的面向对象分析

面向对象的需求分析是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的

第一步 ,目的是确定系统要求解的问题 (定义问题) ,

只涉及系统边界上的交互情况。它通常分为三步 :

系统背景描述 ,接口需求分析 ,动态需求分析。

对象分析 (object analysis) 则将转入系统的内

部 ,以确立问题领域 (problem domain)并建立一套分

析模型。在问题领域构造对象类型 ,以独立于设计

及实现的方式描述问题领域中的具体“事物”。它包

括选定对象、对选定的对象定性分析、建立对象间的

行为关系、建立对象间的责任与协助关系等。

下面运用这些方法对一个被叫做贪婪 ( Greed)

的游戏进行面向对象的分析。这里将看到一些确定

类和对象的特殊方法。

Greed 游戏[3 ]的规则是 :使用 6 个立方体骰子 ,

供两个以上游戏者集体游玩。骰子的六面分别标有

阿拉伯数字 1～6 的点数。游戏时 ,若干个骰子同时

掷下 ,依据所得点数组合计算得分。

游戏记分规则如下 :

◎获得一个 1 点得 100 分 ;获得一个 5 点得 50 分 ;获得

三个 1 点得 1000 分 ;获得六个 1 点得 3000 分 ;

◎获得三个相同点 (三个 1 点除外) 将此单独点数乘以

100 后记得分 (例 :三个 2 点得分为 100 ×2 = 200 分) 。

游戏控制规则如下 :

◎游戏者依次获得一轮游戏机会 ,得分由各轮游戏的

得分累计获得 ;

◎每一轮开始时有六个骰子可以掷 ,每掷一把后计算

得分 ,并将得分的骰子取出 ,再汇集其余的骰子掷下一把 ,逐

次掷下去直至掷完骰子或主动放弃再掷 ;

◎游戏开始时 ,掷一把骰子得到 300 分或以上分才可

以入局 (已得积分带入) ,否则失去本轮游戏资格 ,须待下一

轮机会 ;

◎入局后每轮投掷中 ,若有一把未能得分 ,则本轮已得

的全部积分作废且失去本轮游戏资格 ,须待下一轮机会。

◎首先获得 3000 分者为赢家。

若要使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来设计 Greed 游戏 ,

那么就得采用面向对象的分析。第一步看看面向对

象的需求分析。

1. 1 　建立需求分析模型

面向对象的需求分析包括系统背景描述、接口

需求分析及动态需求分析等三个步骤。由此可以获

得一个系统的需求模型 ,以取代面向过程开发中需

求分析的数据流图和数据字典。

1. 1. 1 　应用背景描述

每个系统都有一套特定的应用背景 ,在需求分

析中应该对这个系统的应用背景有所交代。应用背

景描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问题定义

问题定义即是要确定系统“做什么”,或者说能

够提供什么功能。我们稍加分析即可确定 Greed 游

戏至少应提供以下功能 :

◎游戏者掷若干个骰子

◎系统计算得分

◎游戏者得分后决策是否继续掷骰子

应该强调不要在这一步骤画蛇添足地描述有关

系统如何实现上述功能的内容。我们只需注意上述

句子中的关键动词如 :投掷、计算和决策等 ,剩余的

工作便是系统“怎么做”的问题了。

(2) 系统边界及角色

面向对象分析法的系统概念是由一组有内在关

联和相互作用的元素构成的统一体 ,我们可按照这

个原则进一步将系统划分为若干个子系统。系统及

子系统都具有完全封闭的边界 ,在边界上都有若干

个接口用于系统及子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通过接口向系统传入消息的发出者称为角色。

由于角色不处于系统内部 ,因而通常不需要认真地

加以考虑 ,这样使得分析工作可以专注于通过接口

流入/ 流出系统的消息或信号间的关系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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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消息 ( Message) 就是指调用对象方法

(Method) 的特定形式。因为每个对象的方法都不

能自主动作 ,而必须通过来自对象外的信号或者对

象中其它方法的信号才能够触发。事实上 ,消息的

发/ 收双方正是构成了客户/ 服务器 ( Client/ Server)

结构模型。这也是面向对象开发的一个重要思想。

(3) 系统静态交互图 (Context Diagram)

应用背景描述结果 ,在系统边界的所有接口上

流入/ 流出的信息流图 ,称为系统静态交互图。它清

晰地表示出系统能够“做什么”。Greed 游戏可作出

如下一幅静态交互图 (如图 1) 。

掷骰子 掷骰子结果

游戏者决策

显示游戏结果

结束

游戏者当前信

输入姓名

输入姓名

选择

系统

退出或继续

图 1 系统静态交互图

其中指向系统的箭头表示通过边界流入的信

息 ,反向的箭头表示通过边界流出的信息。位于系

统边界以外向系统收/ 发消息或信息的都是各种不

同的又实际存在的角色。可以注意到 ,这里并不深

入展示如何实现。

1. 1. 2 　接口需求分析

在系统的边界上 ,可能存在多种接口用于系统

内部与外部进行通信。需求分析过程应该对可能出

现的各种接口进行模型化。

一个系统的接口按使用性质可以分为用户接

口、硬件接口和软件接口三大类。

用户接口即是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根据接口

控制方的主动程度决定了用户接口的两种类型 :用

户控制型和系统控制型。如 WPS , Word 等字处理

软件的用户接口就是用户控制型 ,而自动取款机

(A TM)的用户接口则是系统控制型。Greed 游戏可

以做成以上任何一种类型 ,但一经选定 ,以后的分析

就应该围绕这种类型展开。我们这里将选择系统控

制型 ,由系统控制整个游戏的进程 ,用户只是轮到自

己掷骰子的时候才动作或决策。

硬件接口的描述由硬件接口图和软件控制流程

两项内容构成。一般 Greed 游戏仅涉及到键盘或鼠

标等硬件接口的输入/ 输出 ,而这些接口均是标准接

口 ,不予考虑。软件接口位于子系统的边界上与用

户接口不同的是 ,经过软件接口传送的都是子系统

之间的消息及返回信息 ,其模型就是一个典型的客

户/ 服务器模型。Greed 游戏的功能比较单一 ,系统

也不复杂 ,故一般涉及不到多个子系统的通信。

1. 1. 3 　动态需求分析

图 1 所示的系统静态交互图没有指明那些动作

的次序 ,以及这些动作由谁发出和会产生什么结果。

因此 ,必须再辅以相应的文字描述以上分析内容 ,称

为需求分析脚本 (Scenarios) 。需求分析脚本主要应

阐明以下细节 :

◎明确每个对象的主语 (角色或系统)和动作次序 ;

◎只围绕单程的完整动作过程展开 ;

◎列出所有动作开始时的环境条件 ;

◎阐明脚本中的结论所依赖的条件 ;

◎围绕系统边界上发生的动作进行。

若系统存在多个接口和角色 ,可在一套脚本中

分别予以描述。Greed 游戏的需求分析脚本可以分

为如下 4 个。

(1) 确定参与的游戏者

◎逐个输入游戏者的姓名 ;

◎系统要求游戏者个数不少于 2 个。

(2) 游戏进程

◎显示当前游戏者信息 ;

◎当前游戏者掷骰子 ;

◎显示本次掷骰子的结果 ,并询问是否继续掷剩余的

骰子 ;

◎游戏者决定下一步操作。

(3) 游戏结果

◎显示每个游戏得分情况及优胜者 ;

◎按任意键结束本次游戏。

(4) 系统进程

◎提示退出或进行下一次游戏 ;

◎按键选择。

1. 2 　建立对象分析模型

(1) 选定对象

从需求分析文档、脚本 ,讨论或已经存在的类似

系统中出现于当前系统之内的名词 ,如 :游戏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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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进程、骰子。它们将构成系统的对象 ,并由此组成

问题领域。

(2) 对象的定性分析

将选定的对象进行抽象 ,配以类名及一系列属

性和动作 (方法) 。但在分析建模中 ,这两部分内容

一般是不可能配齐的 ,有很多问题可能会在设计阶

段发现。在 OOA 中 ,“属 性”被定义用来反映问题

领域和系统的任务 ,“方法”是指某个对象所具有的

特定行为。属性是一些数据 (状态信息) ,它在类

的每个对象均有相应的值。而方法是一个类就一

套 ,同一类对象的方法是相同的。对 Greed 游戏所

选定的对象初步描述如表 1 所示。

其中第一栏是类名 ,第二栏是属性 ,第三栏是方

法。这里的考虑是将多个骰子作为一个类来考虑 ,

游戏者及骰子作为游戏进程的包容类。一般根据个

人的风格 ,也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表 1 　对象的定性分析示意表

游戏者 游戏进程 骰　子

名　字
累积积分
入局标志

游戏者
游戏队列
骰　子
本轮得分

当前个数
无分个数
每个点数

设置名字
读取名字
累加积分
读取积分

设置入局标志
读取入局标志
掷骰子动作
决　策

设置游戏队列
激活游戏者

取得游戏者动作
调用骰子并记分
取得无分骰子数
显示掷骰子结果
取得游戏者决策

设置个数
掷骰子

计算本投得分
读取无分个数

1. 3 　建立对象的行为关系

如同客观世界是由形态各不相同且又互相联系

的对象所构成一样 ,面向对象的分析当中的问题领

域也是由多个类所构成。不同的类之间必然产生相

应的关系。可以把这些关系分成三类 :包容关系、继

承和关联关系。这里仅简单解释以下包容关系及关

联关系。包容关系是指一个对象内的属性成员是由

其它对象充当而构成的。那么 ,被包容类必然作为

包容类的属性而存在。关联关系是指两个类对象之

间具有的动作关系。

在前面对象分析的基础上 ,这里用一种标准化

的图形方法进一步直观地描述对象间的关系模型

(图 2) 。将经过抽象提取出来的类用一个方框表

示 ,只要两个类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则用一条直线

将两者相连结。比如 Greed 游戏中 ,游戏者及骰子

作为游戏进程的属性构成了包容关系 (图 3) 。由前

面的分析可以得到整个 Greed 游戏的对象关系图解

(图 4) 。其中可以看出对象间的动作关系。另外 ,

游戏者与其两个以上的角色构成了包容关系 ,骰子

与游戏中 6 个单个的骰子也构成了包容关系。

n　被包容类的个数

动作
n

派生类 派生类 类

类

被包容类

包容类 基 类

图 2 对象间的关系

· 图 4 游戏对象关系图

1～ 6
掷

骰 子

2+游
戏
者

控制
游戏者

游戏进程

骰 子游戏者

游戏进程

图 3 包容关系例解

1. 4 　建立对象间的责任与协助关系

记录所有具有行为责任 ( Responsibilities) 的对

象和与之协作 (Collaboration)的对象并将这些

表 2 　建立对象间的责任与协助关系表

游　戏　进　程

责　　任 协　　助

建立角色、控制角色队列、出入局判断
显示角色情况、接受角色动作

游戏者
骰　子

游　戏　者　

责　　任 协　　助

出入局标志、掷骰子动作、决策 游戏进程

骰　　子

责　　任 协　　助

掷骰子、计算分数、读取无分个数 游戏进程

对象记录在被称为 CRC (Class Responsibilities and

Collaboration) 卡的表格中。Greed 游戏并不复杂 ,

仅三张表即可描述整个系统。由 CRC 卡可以很容

易写出分析阶段对象间的动态脚本 (略) 。

2 　结束语

面向对象的分析过程就到此结束。问题领域和

系统任务已经基本清楚 ,各种对象也都抽象出来 ,类

对象的行为及对象间的行为也基本指定 (下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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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值 ,若程序死锁 ,可从中间值处继续执行程序。

对于不能重新执行的程序 ,作完每一步都将结果作

标记或存入文件中 ;也可在捕捉错误信息或加锁判

断等待程序中 ,加一判断语句 ,待出现死锁则转到相

应的出错处理程序处理死锁结果。

在网络系统的控制台 , 可通过控制台命令

MON ITOR 实用程序监视网络系统上有哪些文件

被加锁 ,也可分析判断出系统死锁的原因。通过选

择主控菜单中的“file open/ lock activity”项 ,再选择

文件所在的卷和子目录 ,即可显示出子目录和文件

被使用和加锁的状态 ;也可以通过子菜单中的“disk

information”项查到是哪些用户使用运行的程序 ,该

文件被那些用户使用。

例如 ,当出现冲突时 ,捕捉错误的程序 (程序名 :

M ISTEST·PR G) 。在执行 APPEND BLAN K 命令

时捕捉错误。

ON ERROR DO ERR

USE USERDA TA

APPEND BLAN K

ON ERROR

出错处理程序 ERR·PR G:

IF ERROR ( ) = 108

23 ,2 SA Y“该文件已被其他用户占用 ,请稍侯 . . . . . ”

RETR Y

EL SE

23 ,2 SA Y“请系统管理员查看这种错误信息 :”

　　　+ MESSA GE( )

WAIT

END IF

4 　结束语

在网络系统中 ,应防止产生死锁及对它的正确

处理 ,这是在网络上运行的多用户软件安全性的重

大问题。每个用户在编制多用户程序时都必须首先

考虑到。为此对于编制多用户程序除在设计上应采

取一些预防死锁的编程技术外 ,还应对一编制好的

程序进行各种情况下的调试 ,待经过一定时间的试

运行之后 ,确认无问题时 ,才可正式交付用户使用。

此外还要不定期的了解程序运行情况 ,防止出现一

些在试用阶段还没有暴露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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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实际工作中 ,根据具体应用情况 ,并不一定完

全按照以上的所有步骤。当然 ,作为一个完整的系

统设计 ,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仅仅是开始 ,还需要在此

基础上进行面向对象的设计。设计阶段主要是进行

设计模型的图解 ,其中静态模型图解主要由类设计

模型和类关系设计模型导出 ,动态模型图解主要在

设计级脚本和对象交互图 (OID - - Object Interac2
tiv Diagram) 的基础上建立。从面向对象的分析到

面向对象的设计是个逐渐扩充模型的过程。这两个

阶段的工作可以按顺序完成 ,也可能要交替地进行。

由于设计级脚本及 OID 图的内容都十分庞大 ,设计

阶段的内容请感兴趣的读者自行参考相关文献。在

完成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以后 ,面向对象的实现 ,

也就是编写程序代码 (Coding)的工作事实上已经变

得相当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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