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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了使用可执行对象模型开发通信系统的相关概念 、方法和技术 , 提出了一个利用可执行对象模

型进行通信系统开发的过程 ,以提高通信软件质量 ,缩短开发周期 , 减少软件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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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分布式

系统的功能越来越多 ,所提供的服务越来越丰富 ,

不同系统的互通能力和互操作能力也越来越强 ,

这进一步增加了通信系统开发的复杂性 。如何提

高通信系统软件质量 ,缩短开发周期 ,减少维护费

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面向对象(object_o riented ,简称 OO)的分析

方法是一种围绕真实世界的概念来组织系统模型

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其基本构成是对象 ,对象将数

据结构与行为(操作 、服务)封装到单一的实体内。

OO设计方法追求的是现实问题空间与软件系统

空间的近似或直接模拟 ,通过结构模拟实现功能

模拟。OO 方法消除了问题空间与解空间的鸿

沟。静态 OO模型已被广泛使用 ,常用非形式化

的语言如 OMT[ 1] 表示软件系统。在使用静态

OO模型开发软件系统时 ,程序员往往把设计模

型转化为程序代码 ,使得设计与实现之间存在严

重的裂痕。目前 ,OO 领域的发展有两种趋势:①

采用标准的OO建模语言 ,如 UML
[ 2]
;②采用可

执行的对象模型描述软件系统 ,利用一些辅助工

具 ,把模型转化为高级语言代码的实现 。采用可

执行的对象模型可以消除设计与实现之间的裂

痕 ,特别是对于复杂的通信系统 ,这种方法具有传

统开发方法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

1　可执行对象模型

可执行对象模型是用可视化的且具有严格语

义的建模语言描述的系统体系结构和行为的对象

模型。利用软件辅助工具 ,这些形式化的对象模

型可以自动转化为高级语言代码 。通过编译代

码 ,就可以直接运行这些模型 ,这样 ,在软件设计

早期就可及时地得到设计反馈 。实际上 ,由于这

些对象模型本身是形式化的 ,加上自动代码生成

技术 ,模型本身就成为软件实现。开发人员对应

用系统的改变发生在对象模型上(包括描述细节

部分的高级语言代码)。

维护人员只需维护对象模型(因为它包含了

系统的所有方面),不再需要维护各自分离的设计

文档 、高级语言代码 、测试代码 、静态的分析视图

和体系结构视图等 ,而这些在语义上是不连续的。

这样有利于加快开发速度 ,降低系统的维护费用

和提高开发质量 。本文针对通信系统的特点 ,重

点讨论了基于可执行对象模型的系统体系结构建

模 、行为建模和系统性能建模的基本问题。

1.1　体系结构建模

本质上 ,通信系统是并发的。在早期 ,当要建

立一个通信系统时 ,开发人员就把系统分解为并

发的任务(进程或线程)。引入 OO技术后这种分

解仍然适用。基于这类方法的并发模型称为显式

并发模型
[ 3]
。显式并发模型使用两种抽象概念

———进程和对象 ,其中进程用来定义系统需要的

并发性 。在每一个进程内 ,应用 OO 技术代替传

统的过程编程技术 ,每一个进程内的对象被完全

封装到进程内部。另外一种处理并发方法是采用

隐式并发模型 。在隐式并发模型中 ,每一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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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作一个自治的活动单元 ,并发地执行请求的

服务 。进入系统的外部事件作为请求发送给某些

对象 ,这些对象反过来请求其他对象进一步处理。

显式并发模型和隐式并发模型如图 1 、图 2所示 。

图 1　显式并发模型

Fig.1　Explicit Concurrent Model

图 2　隐式并发模型

Fig.2　Implicit Concurrent Model

　　显式并发模型避免了采用 OO方法处理并发

的问题。这种方法过早地在高层上把系统分解成

任务 ,不利于开发人员考虑系统中的对象 ,而对象

正是面向对象的主要目标。在进程内部识别对

象 ,这些对象可能超出进程的范围 ,而设计人员只

能按照进程内部的功能要求创建对象。这种先确

定功能再发现对象的方式 ,很难产生灵活的面向

对象体系结构[ 4] 。由于有着类似功能的对象可

能将在不同的进程中出现 ,使系统变得很难理解。

用于通信系统开发的主要商用工具有基于

SDL 语言[ 5](基于显式并发模型)的 SDT 和 Ob-

jectGeode以及基于 ROOM 语言
[ 6]
(基于隐式并

发模型)的 Object T ime Developer。目前来看 ,隐

式并发模型更符合面向对象的原理和描述实时 、

分布式系统 。下面介绍 ROOM 语言的结构建模

元素 。

1)基本元素 。在 ROOM 语言中 , actor 是基

本的结构单位 ,用来表示具有一定功能的并发实

体。每个 acto r是一个自我包含 、独立的单元 。消

息通过 actor的“端口”流进 、流出 ,并且 acto r之间

只能通过消息的方式进行通信 。在 acto r的外部

只能通过观察 actor 端口的消息来推断 acto r的行

为 , acto r也只能通过它的端口接收的消息来感知

actor的外部环境 ,如图 3所示。

2)层次结构。 actor 本身是一种层次结构 ,

对于完成复杂任务的 actor可以进一步分解 ,每个

子 actor负责完成整个任务的一部分 。这种分解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一直进行下去 。 actor 之间的

联系通过“连线”联接 , “连线”是 actor之间消息传

递通道的抽象 ,如图 4所示。

3)类继承。 acto r 类可以组成类层次关系 ,

子类可以继承父类的结构和行为 ,如图 5 所示。

为了适应通信系统动态的本质 ,子 acto r可以定义

为动态的 。动态子 actor 并非在它的主 acto r创建

时初始化 ,而是在主 acto r的控制下动态创建或释

放(动态子 actor见图 4中 C2)。

1.2　对象行为建模

大多数描述对象行为的方法是以基于状态和

事件的有限状态机模型为基础描述动态的行为

的 ,但有限状态机模型方法有些缺陷 ,比如 ,随着

问题的复杂程度呈指数增长的状态数 ,缺乏对行

为的结构化表示等。有一些改进有限状态机的模

型 ,包括通信 FSM(如 SDL 中的状态机模型)、扩

展FSM 和 ATN ,另外一些是具有特殊目的的描

述行为的模型 ,有 Perti网 、CCS 、顺序图等 。Stat-

echart[ 7 , 8]是为了描述实时系统中的任务行为而

设计的 ,在对有限状态机的层次状态扩展的同时

具有形式化的语义和语法。它采用了结构化

(层次)表达任务行为 ,状态可以分解为几个并存

图 3　ROOM 中基本的结构单位

Fig.3　Basic Structure Element in ROOM

图 4　actor的分解

Fig.4　actor Decomposition

图 5　actor 的继承

Fig.5　actor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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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orthogonal)部分 ,可以对并发状态 、状态同步

进行规范 。Statechart消除了 FSM 描述实时系统

的缺陷。不同于传统的面向对象的语言 , State-

chart允许结构和行为的重用 。目前 , Statechart

已经为面向对象的标准建模语言———统一建模语

言(UML)的一部分。 ROOM chart[ 6] 是另一种基

于Statechart 的可视化的描述行为的状态机模

型 ,它取消了 Statechart中的一些难以实现的概

念 ,如并发状态 、状态同步 。

下面以 ROOM 语言的行为模型为例说明对

象行为的描述 。在 ROOM 中 , actor 提供了行为

表达逻辑上的容器 ,行为作为 acto r的一个属性 ,

行为与结构通过端口(port)获得联系(图 4中的

p2)。actor之间的通信模式既可以是异步的 ,也

可以是同步的。正常情况下 , acto r处于接收事件

模式 ,等待输入事件 。若事件到来 , actor 执行相

应的处理活动 ,处理完成以后 ,又返回到接收事件

模式 ,等待下一事件的产生。如果 acto r在处理事

件的过程中有新的事件到来 ,新事件将会进入事

件队列进行排队 ,一旦 acto r返回到接收事件模

式 ,就自动将新事件提交给 actor进行处理。消息

被赋予一个优先级别 ,设置优先级可以使某些事

件优先于其他事件进行处理 。ROOM chart 类似

于 UML语言中的 Statechart ,它提供了行为的继

承机制 ,如图 6所示。“子类”有限状态机模型可

以继承 、修改父类的行为和增加新的行为 。父类

用来“捕捉”所有子类共同的行为 ,子类继承 、细化

父类的行为。

图 6　动态行为的继承

Fig.6　Dynamic Action Inheritance

1.3　软件性能建模

在设计早期 ,建立软件性能模型有助于降低

开发失败(与性能问题有关)的几率 ,这对于复杂

的通信分布式系统尤为重要。一个理想的情况

是 ,可以在设计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在设计的早期 ,

设计决策容易改变的时候研究软件系统的性能。

随着设计的不断深入 ,设计细节的信息可以方便

地融入到软件的性能模型中去 ,从而可以对系统

进行更准确的性能分析。

一般采用实验法和预测法对软件进行性能分

析。实验法指以一定的方式实现系统 ,然后对其

分析 ,如果有必要就修改软件。预测法是根据软

件的描述(设计文档或源代码)构造一个系统性能

模型 ,如 Petri网模型 。但建立这样一个模型通常

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因而阻碍了这种方法在实

际中的应用。事实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是在

产品完成以后才关注性能问题 ,但这样会带来许

多问题[ 9] 。该方法的另一个弱点是在没有实现

系统的情况下 ,很难确定模型的参数 。虽然有一

些确定这些参数的建议[ 10] ,但这些方法很有限 ,

特别是对于基于对象模型的通信系统 ,有些参数

只有在实际运行时才清楚 ,例如与数据取值大小

相关的选择和循环的遍历次数 。有些新方

法[ 11 , 12]利用可执行系统自动地生成系统性能模

型 ,避免了性能模型的建立过多地干扰设计过程 ,

加速了开发过程 。这些方法通过多次运行系统 ,

记录系统的执行路径 ,然后把这些执行路径加工

成一系列资源需求 ,并结合到一起产生系统的性

能模型 ,如 LQN模型
[ 13 ,14]

,再对性能模型进行分

析 ,预测软件系统的性能 。

2　通信系统软件开发过程

2.1　传统的开发过程

系统开发人员必须保持文档 、设计与系统的

硬件和软件相一致。传统系统的修改发生在高级

语言层 ,然后所有的变化必须以各种方式反映到

文档和静态的设计模型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系统的文档由于程序代码新的变化而变得不准

确 ,即使开发人员及时地修改文档 ,而源代码的修

改也用低层次的高级语言的概念表达 ,这些修改

很难准确地反映到文档和设计模型中。

对于一个长期运行的系统 ,需要经常升级 ,如

通信系统和仿真系统。这些不断的底层变化(而

且经常受到客户方严格的时间限制)会导致系统

体系结构的混乱。把静态的体系结构和设计分析

模型与实际的代码联系起来是手工进行的 ,很容

易出错 。一旦系统的体系结构混乱 ,指导原始设

计的高层概念将变得模糊 ,程序的源代码就成为

系统惟一可靠的描述 。

在设计模型与从设计模型产生的程序代码实

现之间存在这样一个严重的裂缝 ,导致了开发过

程中基本信息的丢失 。如果系统实现过程误解了

高层规范的语义 ,该问题在系统维护阶段会更加

370　　　　　　　　　　　　　　　　　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2000 年



严重。由于系统高层设计往往基于理想的状况 ,

例如在高层设计时 ,假定通信过程是没有错误的 、

按照一定次序或瞬间发生的。而在实际中这种将

况是不存在的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 ,程序员由于

没有全部理解设计语义而错误地实现理想状况下

的设计 。类似地 ,程序员在进行高级语言代码设

计或修改时没有考虑体系结构的限制 ,从而导致

体系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混乱 。大量的分析

设计工作在转换到目标应用代码的过程中白白浪

费掉了。

2.2　基于可执行对象模型的通信系统基本开发

过程

图 7给出了一个利用可执行对象模型进行通

信系统软件开发的流程。开发人员首先利用可视

化对象建模语言(如 ROOM 语言),根据系统需求

(文档或对象之间的消息顺序图)建立通信系统软

件的设计模型(包含系统体系结构和行为),并使

用高级语言代码描述行为的细节 。然后 ,使用高

级语言编译器把这些高级语言代码编译成可执行

文件。通过运行这些可执行文件 ,开发人员可以

观察设计结果 ,产生对象间交互的消息顺序图 ,还

可以比较模型动态产生的消息顺序图和原始需求

消息顺序图 ,进一步修改设计模型。开发人员不

断重复以上过程 ,修改设计模型(结构和行为),增

加更详细的行为 ,直到满足需求为止。

图 7　使用可执行对象模型进行通信系统软件

开发的总体流程

Fig.7　Executed Object Model Based Communica_

tion Software Developing P rocess

　　在开发过程中 , 开发人员可以利用 Object

T ime Developer 工具 ,选择不同类型的目标平台 、

高级语言编译器 、实时操作系统和并发配置能力。

使用 Object Time Developer可以把逻辑设计模型

映射成不同的并发配置 ,而不需修改设计模型。

如图 8所示 ,同样的设计模型可以采用不同的处

理器配置方案进行仿真试验。通过在不同配置下

运行逻辑设计模型 ,获取各种运行统计数据 ,并进

行分析 ,有利于最终确定系统软 、硬件配置 ,提高

系统整体性能 ,降低系统成本 。

图 8　从设计模型到实现的灵活配置

Fig.8　F lexible Configuration from Design Model

to Implementation

　　基于 SDL 的工具 ObjectGeode可以让开发人

员在整个系统的SDL 描述还没有结束时 ,对系统

的各个子模块单独进行模拟分析 ,也可以用观察

仪进行自动分析。开发人员可以自己定义各种软

件“探头”来观察 SDL 程序中的状态 、参量 、信道

等各种参数 ,从而在 SDL 程序的模拟分析中自动

提取所需信息 ,对所设计系统的特性进行自动分

析 ,而无需改动 SDL 程序 。ObjectGeode 可以让

开发人员单步模拟 SDL 程序 ,而且模拟过程可进

可退 ,更方便查找 SDL 程序错误 。

通过使用一个高性能的虚拟机 ,设计模型的

高层语义和实时操作系统平台的低层细节可以相

互适应 ,而不需要开发人员为不同的应用环境编

写自己的接口代码。

开发人员在模型设计过程中 ,可以利用状态

空间分析法揭示仿真运行或人工观察很难检查出

来的细微的设计错误。ObjectGeode 提供了两种

自动验证模型的机制:随机仿真模型和全状态空

间分析。前者根据开发人员提供的初始值随机地

选择行为路径 ,后者则可自动记录产生错误的情

况 ,并在几小时内完成2 500万次状态转换(U-

N IX工作站环境)。

在模型设计过程中 ,通过多次运行系统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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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执行路径 ,然后把这些执行路径加工成一

系列的资源需求 ,并结合在一起产生系统的性能

模型 。通过性能分析软件 ,对系统进行性能预测 ,

可以尽早正确决定系统的体系结构 。像这样在设

计早期建立的软件性能模型 ,有助于降低与性能

问题有关的开发失败的可能性 。

3　结　语

使用可执行对象模型开发通信系统 ,提供了

新的软件开发模式 ,它把软件建模 、实现 、测试 、性

能分析和软件维护通过可执行对象模型紧密集成

起来 。概括来讲 ,这种模式具有以下优点:

1)提高软件开发效率 ,使用代码自动生成技

术 ,设计模型本质就是实现 ,在开发活动早期得到

设计反馈 。

2)利用自动产生代码生成工具 ,提高了软件

的质量 ,减少了人为错误 。

3)对象模型相对于高级语言代码更易于维

护 ,降低了系统维护费用 。

4)对象的重用包括行为 、结构 、数据类的重

用(reuse),扩大了重用范围 。通过虚拟机 ,开发

人员开发不同目标平台下的应用时 ,可以重用对

象模型 ,而毋需针对不同目标平台重新设计对象

模型 。

5)设计模型可以动态产生消息顺序图 ,便于

与系统需求作比较。

6)在模型设计过程中 ,可以同时进行模型的

有效性和正确性验证 ,揭示仿真运行或人工观察

很难检查出来的细微的设计错误。

7)在模型设计过程中 ,可以利用可执行对象

模型 ,自动产生系统的性能模型 ,及时发现与性能

相关的设计问题 。

8)采用了分层的体系结构 ,整个设计过程是

逐步细化 ,加上图形界面易于理解 ,与传统的软件

开发相比 ,开发工作更直观。

面向对象的模型具有直观和较强的表达能力

的特点 ,而形式化语言具有较严格的形式化基础 ,

容易实现系统的自动验证和测试。采用形式化的

对象模型 ,设计可以映射为相应的程序代码和应

用实现 ,设计本身就是实现 ,消除了传统软件开发

方法中设计与实现之间的断层 。将形式化设计技

术与面向对象技术相结合将是今后研究的主要内

容。

参　考　文　献

1　晓　龙 , 王　博.面向对象的建模 、设计技术与方法.

北京:北京希望公司出版 , 1990

2　OMG.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Version1.1 ,

1997.http:// www .omg.org/ library/ library.htm

3　Awad M.A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e Design of Concur-

rency in Object_oriented Sy stem.Softw are_practice and

Experience , 1997 , 27(9):1 017 ～ 1 034

4　Wasserman A.Extending State T ransitio n Diag ram fo r

the Specification of Human_computer Interaction.IEEE

Trans.on Soft Eng., 1985 , 11(5):699 ～ 713

5　ITU_T.Spec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Languages(SDL).

Recommendation Z.100 , 1993

6　Selic B.ROOM:an Object_oriented Methodology for De-

veloping Real_time Systems.Proc.CASE' 92 , Canada ,

1992.http:// www .objectime.com/uml_rt/ index.html

7　Harel D.Statechar ts:a Visual Formalism for Complex

Systems.Science of Computer P rogramming , 1987(8):

231 ～ 274

8　Harel D , Gery E.Executable Object Modeling with State-

charts.In:Proc of 18th Int.Conf.Soft Eng.Berlin:IEEE

Press , 1996.246 ～ 257

9　Smith C U.Performance Engineering of Software Sy s-

tems.New York:Addison_Wesley Publishing Co., 1990

10 Smith C U , Williams L G.Sof tw are Performance Com-

parison with Design Alternatives.IEEE Trans.Soft

Eng., 1993 , 19(7):720～ 741

11 Hrischuk C E , Rolia J.Automatic Generation of a Soft-

ware Performance Model U sing an Object_oriented Pro-

totype.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odeling and Simula-

tion , Analysis , and Simulation of Computer and Telecom-

munication Sy stem(MASCOTS' 95), Nor th Carolina ,

1995

12 Hrischuk C , Woodside C M , Rolia J , et al.T race_based

Load Characterization for Generating Softw are Perfor-

mance Models.Technical Repo rt SCE_97_05 , Dept.of

Systems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 Carle ton Universi-

ty , Ottawa , Canada , 1997

13 Rolia J , Sevcik K.The Mothod of Layers.IEEE Trans-

action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 1995 , 21(8):689 ～ 700

14 Woodside C M , Neilson J E.Stochastic Rendezvous Net-

work Model for Fermormance of Sychronous Client_

Server_Like Distributed Sof tw are.IEEE Transaction on

Computers , 1995 , 44(1):20 ～ 34

　　边学工 ,男 , 28岁 ,博士生。现主要从事分布式系统建模 、通

信系统软件开发环境研究。参与了“面向对象的数字语音处理软

件开发平台(OSDE)” 、“ ISDN 可视电话” 、武汉市供电局“ 110 联

动报修系统”等项目的研制。

372　　　　　　　　　　　　　　　　　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2000 年



Executed Object Model Based Software Process

for 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B IAN Xuegong
1　HU Ruim in

1　Y U Zhanwu
1　LI Deren

2

(1　Institute of Multimedia and Network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WTUSM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2　Presiden tial Secretariat ,WTUSM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　Developing communicat ion sy stem is very complex.As real_time sof tw are developers ,

we face a common challenge:the need to produce more products , in less time , and with fewer peo-

ple.Yet the complexity of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projects steadily increases w ith the devel-

opment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netw ork technologies , more complex function and ser-

vices.On the top of these issues are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of developing distributed real_time sy s-

tems such as communication system_challenges like concurrency;the unpredictability of event

timing , sequence , duration and volume;variable loads;and memory and perfo rmance limi tations

on the target.

Object_o riented methods w hich f ill up the rip betw een problem space and answ er space are

different f rom function decomposition based methods.Today , object_oriented analysis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computer areas.As w e know , a new trend is that people begin to use stan-

dard OO modeling language such as UML.Another t rend is that people use executed object based

model to develop sof tw are sy stem.Executed object model w ith state_of_the_art tools may translate

these OO designs into program , then f ill up the rip betwee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Early , continuous design verif ication with tradi tional development tools , ef fectively under-

standing and communicating system concepts and functionality , can be a daunting task.With exe-

cuted object based sof tw are developing tools , the models are executable.At any stage in develop-

ment ,developers can “ animate” them to actually observe the design running.Developers build a

lit tle , test ,build a li tt le more , then test ag ain.In this w ay , they cycle quickly through phases of

analy sis and design w hile continuously delivering increments of functionality.Even under the pres-

sure of escalating complexity , design concepts are proven and optimized early in the design pro-

cess.This early and continuous feedback can eliminate a host of cost ly errors later in the develop-

ment cycle.It also means that designers can continually explore alternatives and refine their de-

signs — with the certainty that they w ill wo rk in the real world.

　　Then a unified development process is const ructed.Executed object model can also suppo rt

sof tw are test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as w ell.A real experiment show ed that 93% of the code

comprising the applicat ion were auto generated.Approximately 8 person_weeks of effort w ere re-

quired to develop , test , and implement the ATM application , resulting in product ivity appro xi-

mately 4 to 5 times g reater than conventional design approaches.Some concepts , methods and

techniques related to the executed object model for 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sy stem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A general sof tw are process for 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using executed ob-

ject model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communicat ion system;CASE;executed object model;softwar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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