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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软件工程学的角度出发 ,阐述了传统的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几种方法 ,并结合 GIS 自身开发的

特点提出了面向元功能的 GIS 分析与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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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 ,在计算机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出

现了严重的“软件危机” ,引起计算机界的普遍恐

慌和重视[ 4] 。“软件危机” 所呈现的基本特征是

低下的软件生产力和难以保证的软件质量 ,其根

源主要是“手工作坊”式的软件开发模型难以适应

和满足现代化软件工业发展的需要 。为了解决

“软件危机” ,计算机科学家们经过不断的努力和

实践创立了软件工程学。它的精髓是在软件开发

过程中引入软件生命周期的思想和结构化软件包

开发方法 ,以增强软件开发过程中的管理机制 ,并

保障软件开发技术的严格落实 。从软件工程的创

立应用至今 , “软件危机” 问题得到了明显控制和

改观 。

30多年来 ,GIS 已发展成为信息社会中集地

理空间特征和各种统计信息为一体的特殊信息系

统。GIS工程是应用系统原理和方法 ,针对特定

的实际应用目的和要求 ,统筹设计 、优化 、建设 、评

价 、维护应用 GIS 系统的全部过程和步骤的统

称。GIS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计算机软件系统 ,

它在软件设计和实现上要遵循软件工程的原理 ,

研究软件开发的方法和软件开发工具 ,争取以较

少的代价获取让用户满意的软件产品 ,以支持

GIS工程。

1　传统的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结构化分析方法是目前系统分析的主要方

法[ 10] ,如面向处理的功能分解法 、面向控制的事

件响应法等。从本质上讲 ,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

也属于结构化分析方法 ,它是一种面向数据的分

析方法。各种分析方法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所做的

工作基本上是相同的 ,即确定各种处理 、操作或算

法;确定施加于系统中的信息或数据上的操作;确

定各种处理 、操作的执行顺序 ,即确定系统的总体

控制 。

1.1　面向处理的功能分解法

功能分解法产生于 70年代末期
[ 5]
,是结构化

分析中最早使用的一种方法。分析者将所研究的

两个问题视为一个大的处理过程 ,然后将其分解

为两个或多个子处理过程 ,用数据描述各子处理

过程之间的联系 。重复此过程 ,直到将整个系统

分解为各个简单的易于处理的过程为止 。

分析的下一步是解决系统的总体控制问题 ,

即各个子处理过程的执行顺序 。功能分解法中的

数据基本上是按照各处理过程的联结关系来组织

的。其特点为:处理(功能分解)※控制※数据。

功能分解法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方法 ,它直观 、

易被接受 ,涉及的概念也十分简单 ,但实现起来代

码冗长 ,数据相对较少 ,而且不易仿造。两个分析

者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 ,其结果可能大不相同。

1.2　面向控制的事件响应法

在事件响应中 ,分析者将系统视为一个黑箱 ,

用外部激励产生预计的响应。分析者首先识别发

生于系统之外的离散事件 ,或称外部事件 ,外部事

件很容易从系统的需求分析中推导出来 ,它们准

确地刻划了系统的界面;接着 ,分析者将对某个外

部事件的响应定义为一个处理过程 ,最后从处理

过程的联系中推知系统所需要的数据 。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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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外部事件)※处理※数据 。

　　事件响应方法很容易被仿造 ,由此方法分析

的模型易于理解 ,但必须假定系统需求是完整和

一致的 ,不能适应需求变化的要求 。而且 ,系统实

现起来代码冗长 ,分析时涉及到的概念也较复杂。

1.3　数据驱动的面向对象分析方法

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首先定义对象及其属

性 ,也是从问题领域引申出数据 ,用状态模型描述

对象的生命周期 。建立状态模型的依据是问题域

中的操作规则和内在性质 。生命周期反映了系统

的控制问题 ,还根据对象及其生命周期定义处理

过程 。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提供了 3种形式的模

型:信息模型 、一系列状态模型和一系列处理模

型。其中 ,信息模型用于描述对象 、对象的属性 、

对象之间的关系;状态模型用来描述对象和关系

的状态 、状态转换的触发事件 、对象的行为;处理

模型则是为状态模型中的每个状态建立一个数据

流图 。

面向对象分析法的特点为:数据(信息模型)

※控制(生命周期)※处理。它易于仿造 ,用最小

的数据量驱动来实现系统 ,其概念简单 、精确 ,但

当系统用外部事件描述时 ,不太容易理解系统的

行为 ,与传统方法不同 ,不易马上被理解和接受。

2　面向元功能的 GIS的分析与设计

　　GIS作为信息系统的一种 ,要对图形数据库

和属性数据库共同进行管理[ 2] 。GIS和地图数据

库虽然都有空间查询 、分析和检索功能 ,但是地图

数据库不可能像 G IS 那样 ,去综合图形数据和属

性数据进行深层次的空间分析 ,提供辅助决策的

信息。因此 ,一个好的 GIS在空间分析方面应具

备较强的功能 。总体而言 , GIS 的基本功能大致

可分为5类[ 7] :①数据采集与编辑;②数据组织与

存储;③数据处理;④空间查询与分析;⑤结果表

示与输出 。

随着计算机技术特别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

的飞速发展 ,如何缩短 GIS 软件研制的周期 ,改

善产品的质量 ,提高 GIS 的可靠性 ,最大限度地

利用已有的 GIS 系统 ,充分保护用户投资 ,降低

软件开发成本 ,已成为 GIS 开发与设计中的一个

焦点问题 。

2.1　面向元功能的分析与设计特征

据统计 ,在 GIS 的开发过程中 ,约有 80%～

85%的工作量耗费在重复编写已有的软件单元

上
[ 8]
。因此 ,必须寻找一种新的集成机制 ,将已

成熟的软件单元制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元功能实

体 ,使之不加改动或少作改动就能应用于新的软

件系统 ,从而提高 GIS软件的生产效率 。从实质

上说 ,该思想也是软件复用技术的最新成果 ———

软插件 、软总线和GIS功能集成研究在 GIS领域

的应用。

软插件是一种具有一组外接插头———功能描

述和外接消息以及相应的说明信息的软件单元实

体(元功能)。假设构造一个 GIS 所需要的各项

功能的软插件都已经存在 ,那么 ,构造者只需对整

个GIS的构造策略和原则进行精心的描述和制

定 ,将所需要的元功能软插件按这些原则 、策略组

织起来 ,便可以推出一个新的 GIS ,从而大大提高

软件生产率。

作为一种 GIS 的集成机制 ,元功能(软插件)

应具有以下特征[ 9] :

1)模块性好 、独立性强。一个元功能(软插

件)应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 ,它应当不受或

少受外界影响 ,以便能够较自由地为不同的软件

系统所使用 。鉴于目前 GIS 界存在的数据格式

多样化的现状 ,该元功能应该能够对多种不同的

数据格式具有接收功能 ,并生成用户所需的较为

通用的格式。

2)可靠性好。由于元功能(软插件)是构造新

软件系统的基本单位 ,因此 ,每个元功能作为一个

独立的单元被测试 ,从而保证其良好的可靠性。

3)连接简单 、使用方便。如果要方便并且安

全地建造新的 GIS ,必须要求元功能(软插件)之

间的连接简单 ,特别是目前软插件的互连还没有

统一的标准和相应的硬件技术 ,因此 ,更要求其连

接简单 、可靠。

4)封装功能。作为一种集成机制 ,软插件必

须将被集成的功能进行封装。

5)内部功能的高效实现。元功能是构造 GIS

的基本单元 ,要求其功能的内聚程度高 。其内部

代码实现的高效性与否直接影响软件系统的性

能。

6)清晰 、简明的说明。元功能是作为产品提

供给用户的 ,它应当具有像硬件集成电路一样的

功能及各项指标的说明 ,以便 GIS用户检索 。

2.2　领域部件制作和GIS 功能部件总线模型

领域部件是指一些应用于特殊应用领域和组

织的部件。根据软件重用思想 ,从已完成的功能

部件库中构造新的应用软件 ,由于功能部件库是

从特定的问题域抽象出来的 ,因此 ,由它构造的系

统容易重新组合以满足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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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应用一个范例进行说明。

根据领域分析的结果 ,首先抽取出领域的基

本部件 ,例如 ,通过分析国土局用地管理领域后 ,

将其业务分为以下几类:

1)空间数据(图形)型:在基础地形图管理 、基

础规划图管理以及空间数据库中 ,所有单个图形

的查询 、增加 、修改 、删除 、分割以及多个图形的叠

加 、合并等 。

2)文档型:整个局的人事档案管理 ,上级传达

的办公文件管理 ,所有单个数据库的查询 、增加 、

修改 、删除 、排序等。

3)计算型:土地出让帐目计算 ,预征地帐目计

算 ,征地帐目计算 ,土地划拨帐目计算等 。

4)统计型:各种类型业务涉及的土地面积的

汇总 ,用地收 、欠款情况汇总以及报表制作 、查询 、

打印结果 、申请材料报送等。

5)系统维护型:在局里的各个不同的子系统

中 ,不同科室的人员对不同数据库的访问权限不

同 ,对不同用户访问不同数据库的不同权限的管

理等 。

6)决策型:通用查询 、领导综合查询 、数据分

析 、决策制定 、修改(审批意见)等。

首先做好这几种类型的核心部件 、基本部件

来重用它们开发专用部件。例如 ,对于空间数据

型 ,每一类地图一般对应一个空间数据库 ,为此 ,

可以做一个对空间数据库的操作部件 ,它几乎包

括对空间数据的一切可能操作 ,如增加 、删除 、修

改 ,从图形到属性的查询 、叠加 、合并 、分割等 ,每

一个子系统都可以重用这个部件 。对于统计型 ,

由于该类型部件的效率要求较高 ,所以大量的报

表要求用通用的报表部件来制作 ,使用户能方便

地修改报表格式 。决策型是在综合查询分析后进

行审批 、决策制定的 ,要求有一个通用的查询部件

和一个具有一定智能的专用决策部件以利于重

用。对于系统维护型 ,提供一个通用的管理用户

访问数据库的不同权限的框架部件 ,供开发重用。

在此基础上 ,开发国土局用地管理的专用领域部

件 ,将其装入部件库 ,以备重用 。

　　本文提出的 GIS 集成的应用体系结构是基

于功能部件总线模型的 。该模型用来解决 GIS

元功能部件间的交互 ,支持在软件工厂安装期间

和以后运行阶段的高级通信 ,并解决 GIS元功能

部件的互操作问题 。图 1 是 GIS 功能部件总线

模型 ,元功能部件同它的适配器交互 ,从适配器送

往总线的数据部件对象能被其他适配器自动识

别 ,数据部件对象可由软件开发人员作适当调整

而改变服务部件的功能和结构 ,以适应新的需求 ,

从而为GIS元功能的集成和重用提供基础 。

功能服务部件 控制服务部件 功能服务部件

   
适配器 适配器 适配器

   

数据部件 GIS功能部件总线 数据部件

   
适配器 适配器 适配器

   
用户界面部件 用户界面部件 用户界面部件

图 1　GIS 功能部件总线模型

Fig.1　The G IS Function Component Bus Model

　　元功能部件通过总线进行通信 ,解决任意部

件之间的互操作问题 。部件之间通过消息传送互

相提供服务 ,基本的部件互操作是交互服务 。每

一个部件通过适配器部件与总线相接 ,用户界面

部件提供表示服务 ,服务部件提供功能服务和过

程控制服务。它们在总线上的地位是相等的 ,均

可作为客户或服务器 。互不相识的功能部件之间

的互操作问题和数据交换问题通过适配器和总线

得到解决。在总线上传输的是数据部件对象 ,即

数据与其结构被封装在一起 ,在得到此数据部件

对象后 ,可动态分析其内容 ,从而决定对它的操

作[ 3] 。GIS功能部件总线的前提是要对系统进行

变化分析 ,即分离出系统可变化的部分做成数据

部件 ,通过改变数据部件的数据达到改变功能部

件 、界面部件的目的 ,使系统具有重要定义的功

能 ,大大地增加了G IS 软件系统的可适应性 。

2.3　分布环境中元功能和 GIS 功能部件总线的

应用

当前 ,计算机支持下的工作正转移到一个复

杂的分布异构计算环境中[ 2] ,它主要有以下特

点:①场地分布由 LAN 或 WAN 支撑 ,存在多种

网络协议 。②数据分布各种形式的数据分散在各

节点 ,以各种形式(文件 、数据库 、电子表格等)存

在。 ③硬件平台多样化 ,从台式机 、工作站到大型

主机;从单处理器 、对称多处理器(SMP)到大规模

并行处理器(MPP)。 ④操作系统多样化 ,如Win-

dow s NT 、Netw are 、各种 UNIX 以及 VMS 等。

⑤应用平台多样化 ,包括来自不同开发组织的各

种GIS应用软件 、中间件和开发工具。

为了在分布异构的计算机环境下解决分布系

统的互操作问题 ,图 2给出了将 GIS 功能部件总

线模型应用于分布系统的体系模型 。

从上面模型可以看出 ,封装的 GIS 元功能部

件可以位于不同的系统平台 ,它们通过各自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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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器向GIS功能部件总线发出请求 ,部件总线对

其解释并确定接受方的位置 ,向网络层发送消息 ,

完成通信并实现互操作。人们只需设计不同的适

配器 ,就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已有的 GIS 软件和

GIS功能库中的元功能部件实现系统的功能集

成。与单机不同的是 ,功能部件总线要解决不同

平台上功能部件的互操作。同时 ,由于部件对象

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通用对象请求代理

体系(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

技术的应用及功能部件总线对应用部件是透明

的 ,使得开发并行系统更加容易 ,更有利于充分利

用网络资源实现GIS功能的网络化集成。

网络

网络通信协议 UDP/ IP TC P/ IP
    

操作系统 Window s/UNIX Window s 95/NT UNIX

   

GIS功能部件总线

    
适配器 HT TP/HTM L CAPIs OCX/OLE

    
应用程序部件
(元功能) Netscape 浏览器 Oracle应用程序

Visual Basic
应用程序

图 2　分布环境中的 GIS 功能部件总线体系模型

Fig.2　The GIS Function Bus Architecture Model in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3　结　论

　　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两个

阶段 ,第一阶段以系统为中心 ,该阶段的时间最

长 ,应用最广。例如 , 90 年代之前所开发的系统

均处于该阶段 ,其特点是面向系统要求 ,开发设计

系统 ,系统的开放性较差 ,不易移植 。第二阶段以

数据为中心 ,该阶段经历的时间较短 ,但发展速度

很快 ,其特点是面向对象的系统分析与设计 。按

照事物发展规律 ,应呈螺旋式上升趋势 ,面向元功

能的系统分析与设计技术是一种新的以系统为中

心的系统设计与分析技术 。它与第一阶段的主要

区别是:①充分吸收了以数据为中心的设计方法

的优点;②极大地缩短了系统的研制时间;③系统

的开放性强;④遵循获取最佳系统性能的原则构

造系统;⑤具有智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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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function_oriented GIS Analysis and Design

BIAN Fuling
1
　WANG X ichun

1
　MENG Lingku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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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view of sof tware engineering , this article describes several t raditional analysis

and design methods of info rmation system.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development of GIS

technology ,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method for GIS analysis and design ,which is metafunction_ori-

ented.

The st ructured analysis method is the main method of the current system analysis , such as the

process_oriented function decomposition method , the control_oriented event respondent method.In

essence , the object_oriented method belongs to the st ructured analysis.The wo rk of all the analy s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re basically the same:(1)Determine all kinds of process , operation or

algori thm;(2)Determine the operation exerted on the information or data of the system;(3)De-

termine the execution sequence of all kinds of process , operation—the overall cont rol of the sy s-

tem.

In the procedure of developing GIS , the idea of reuse w hich runs through the w hole process of

component development is used.As an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GIS , the metafunction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①good module and strong independence;②high reliabili ty;③simple connec-

tio n and application;④sealing and package function;⑤eff icient realization of interior function;⑥

distinct and concise explanat ion.Acco 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domain analy sis ,we ex tract the ba-

sic component of the domain.Take the domain of land administration of land bureau as example ,

we categorize the business into the following templates:①spat ial data(g raphic)template;②docu-

ment template;③calculation template;④statistic template;⑤system maintence template;⑥deci-

sion template.Firstly ,we finish the kernel component and basic component of these templates so

that w e can reuse them to develop component fo r the special purpose.

The GIS function component bus architecture model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mutual commu-

nicat ion between the GIS metafunction components , support the high level communic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f tw are installation and the running of sof tw are.It can als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operation betw een the GIS metafunction components.The variat ion analysis of the system is the

premise of GIS function component bus.That is , the variable part of the system is made into data

component.The variation of function component and interface component are fulfilled throungh

the change of the data of data component.Thus , the system has the function of redefini tio n , and

the adaptabili ty of GIS is highly enhanced.

The metafunction_oriented GIS analy sis and design is one of the ef ficient methods of realiza-

tio n of function integ ration and self_adaptable function integration.The realization of this method

w ill guarantee the const ruction of the best of system constructure and the achievement of maxi-

mum ef ficiency of system.The method reflects a new trend of GI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w hich is new sy stem_centered and merges w ith m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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