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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分析 、域模型在 GIS 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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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GIS 在应用开发中的现状和遇到的问题 ,通过对相关解决技术如组件技术 、软件体系结构技术

等的研究与分析 ,介绍了双重生命周期模型 , 提出了 GIS 在国土信息管理领域的特定域模型 , 目的在于降低

应用开发的复杂度 ,提高软件生产率 , 支持动态的可扩展的软件体系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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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建设是一项庞大 、复杂的工程 ,必须借助

工程学的方法来对整个建设过程加以指导[ 1] 。

近年来 ,国内外有不少论文专门探讨 GIS建设中

的工程学问题。软件工程是计算机科学技术中的

一个十分重要 、活跃的领域[ 2] 。大型程序设计有

3大特征:复杂程度高;生存周期长;正确性难以

保证。为了解决上述“高” 、“长” 、“难”的问题 ,软

件工作者采取了不同的途径 ,归结起来 ,有“良好

的软件结构” 、“先进的软件方法”与“高效的开发

工具”3个方面。

随着软件开发技术的研究 ,智能化技术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软件重用成为可能 ,同时带动了软

件工程可视化技术 、软件过程模型以及软件体系

结构的研究。其中软件重用已经开始进入领域适

用阶段 ,软件体系结构的研究正成为新的热点。

这种以“建筑师”的观点看待软件系统及其结构的

方法无疑将对软件开发及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 ,许多人都在关注诸如业务对象 、框架

和模式等重用技术 ,也提出了可重用资产的技术

和指南。本文从双重生命周期模型开始 ,介绍域 、

域分析 、域工程等概念与技术 ,并详细介绍了这些

技术在GIS中的应用。

1　域 、域分析 、域模型

1.1　双重生命周期模型和域工程

　　双重生命周期模型[ 3]如图 1 所示 ,它是一种

新的软件开发模式 。其基本思想是:由于在某一

领域中不同系统及不同版本之间的系统体系结构

几乎是相同或相似的 , DSSA 即表示了某一特定

领域的体系结构 ,它通用于领域中的各个系统 ,体

现了领域中各个子系统的共性 ,主要面向重用 ,可

以达到大规模软件重用的目标 。

　　域工程是识别和创建一组面向域的可重用组

件的过程 。它包括了整个产品家族的通用体系结

构 、域模型和其他可重用组件的开发 ,而应用工程

则是为单个应用设计最佳解决方案 。在域工程

中 ,用户的需求用于建造一组可重用的 、可修改的

组件和计算机软件单元 ,以建立一个灵活的产品

线 ,它为产品线组织提供了高度结构化 、系统性重

用的基础。在应用工程中 ,产品家族中特定的一

个应用被选择 ,以领域的通用体系结构为开发框

架 ,通过使用现有的可重用的 、可修改的组件 ,目

标系统能够很迅速地建立起来 。总之 ,域工程活

动的产品可被应用工程所用 ,应用工程的活动又

反过来影响未来域工程活动。应用工程的重点是

单个系统 ,而域工程的重点则是在一个域内 ,多个

相关系统通过制定一个系统谱系的解决方案来支

持应用工程中的单个系统 ,如简化系统的建造 ,提

高分析和预测系统行为的能力 。

对于软件系统的开发 ,可以采取不同策略的

开发模式。从面向用户的角度 ,可以将其划分为

3类:①面向单一用户;②面向众多相同的用户;

③面向一组相似的用户 。在这3种不同的系统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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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中 ,系统的边界和组件有不同的特点 。在

前两种开发模式中 ,组件是用于单个系统 ,边界也

是限于这个系统的。而对于第 3 种开发模式而

言 ,有一个域边界和可重用组件 ,不是仅用于一个

系统 ,而是域中的一组相似系统。在这一类系统

开发中 ,不是寻找任何单个系统的完整解决方案 ,

而是提供对大多数用户都能较好地解决的方案。

这些特定客户群体的系统群就是特定域 ,这正是

域工程所处的位置。

1.2　域

域是指一个问题或任务的范围 ,在其中要开

发出多个高度相似的应用系统来满足不同用户的

特殊需求[ 4] 。简而言之 ,一个域是一组相关的系

统 ,相关的方面是公共设计 、公共服务 、公共技术

图 1　双重生命周期模型

Fig.1　Double Life_cycle Model

和公共信息体系结构 ,如机票预定系统 、工资表系

统 、通讯和控制系统 、数字控制等。域可以宽到整

个企业 ,窄到简单的算术运算 。

　　在这些域网中 ,每个域都由边界来定义其范

围。边界定义了每个域所包含的目标实体 、操作

以及关系 。宽域经常由几类相关的窄域组成 。例

如 ,在飞机票预定系统中 ,“预定一个座位”这个更

新操作是从数据库域中引用的 ,而要在数据库中

进行更新记录的操作 ,则需要一些更基本的域的

操作 ,如程序语言。因此 ,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

有着一些等级体系的网状结构 。其中 ,一些类似

集合语言 、算术操作等原始的 、狭窄的域处于底

层 ,而一些更宽 、更复杂的域处于高层。域的复杂

程度可以由该域所包含的相关基本域的数目决

定。软件开发者们常将域划分 ,使之便于管理 ,从

而有效地实现重用。

近来软件重用研究的结果表明 ,基于体系结

构特定域的重用能够有很大改进[ 5] 。一个软件

域是共享一组通用的可控制功能的系统或应用程

序 ,也将其称为产品线 。这些通用的工具是嵌入

在各种软件组件之中的 ,域分析则是生成一个有

特征的软件域 ,以支持软件组件重用的软件工程

过程 。因为识别 、捕获和组织相应的重用信息 ,并

在通用域中重用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应把重用的

重点放在特定应用域 。

1.3　域分析

早在 80 年代初 , Neighbors 就提出了“域分

析”这一概念。他认为 ,域分析是标志一个特定问

题域中一类相似系统的对象和操作的活动[ 6] 。

Prieto_Diza则认为 ,域分析是识别 、捕捉和组织可

用在开发软件系统的信息 ,特别是创建新系统时

重用的信息的过程 ,域分析是一类系统的分析 ,而

不是一个系统[ 4] 。

域分析可以被视为为了将来的复用而对开发

系统的信息进行标识 、捕捉 、构造和组织的过程。

具体地说 ,域分析处理一个信息基础设施的开发

和进化来支持复用 。该基础设施成分包括域模

型 、开发标准 、可复用的组件库 。域及域边界定义

也是域分析的活动之一。

域分析收集所有相关软件资产的信息 ,帮助

域工程师评估资产的可重用性 。它对一系列系统

模型的共性和可变性进行分析 ,挖掘软件资产中

隐藏的场景信息 ,洞察隐藏的基本原理 。在一个

特定域中 ,通过域分析能够为软件开发过程产生

一个通用的体系结构。简单地说 ,域分析的目标

是确定在限定的域中想重用的是什么。不同的域

有不同的域特征和功能 ,也有不同的重用侧重点。

总之 ,域分析的目标就是定义正确的可重用的软

件对象 ———域模型 ,从而为重用的资产提供系统

的基础 。域以域模型的形式表示出来 ,它包括形

式化的模型和非形式化的信息 。前者支持解决方

案精确的映射 ,后者辅助问题域的表达 。

与传统的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的区别是 ,结

构化分析方法是目前系统分析的主要方法[ 7] ,如

面向处理的功能分解法 、面向控制的事件响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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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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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 ,即:①确定各种处理 、操作或算法。 ②确

定施加于系统中的信息或数据上的操作 。③确定

各种处理 、操作的执行顺序 ,即确定系统的总体控

制。域分析和系统分析是相似的 ,它们的不同之

处在于系统分析关心特定系统中的特定动作 ,而

域分析关心应用域中的所有对象的动作 ,且特别

强调重用分析 。因此 ,域分析要注意发现和开发

相关系统的共性(提出所要求的特征)和可变性

(提出可选的特征)。

1.4　常见的域分析方法

域分析技术本身就是处于几个交叠的系统工

程领域中 ,许多域分析方法都与特定的系统模型 、

分析和设计技术相似 ,如面向对象方法等 。一些

有影响的域分析方法有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软件

工程研究所(CMU/SEI)提出的面向特征域分析

FODA(feature_oriented domain analysis)方法[ 8] ;

S TARS/Prieto_Diaz 的领域分析过程(domain

analy sis process);组织域分析模型 ODM(organi-

zation domain modeling)域方法[ 9] ;Tracz提出的

DSSA方法[ 10] 。

以上方法各有特点 ,例如 ,FODA具有较好的

文档性和清晰的指导性 ,但在 FODA中使用的图

表技术过于简单 ,而且对大多数域专家而言较陌

生。STARS/Prieto_Diaz 方法注重于把特定问题

同特定解决方案分离出来 ,不足之处是缺少文档

性。

2　GIS中域分析 、域模型的应用

笔者结合南海市国土管理系统 、天津市建委

计划处管理系统 、萧山市城市规划管理系统等一

系列与用地管理相关系统的调查 、研究系统开发

设计 ,得出以下的国土信息管理域模型 。

2.1　定义域

1)组织场景图(o rganization context diagram ,

OCD)

图 2显示了与该领域有关的各种机构 、这些

机构的职能以及各机构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显示

了各机构之间传送和创建的信息 。图中 ,矩形框

表示机构 ,数据流表示信息。

　　2)行为场景图(activity context diagram ,

ACD)

行为场景描述了在用地管理域中创建和使用

的行为 ,如图 3 所示 。不同级别的用户所需要的

申请材料和所要上报的审批者是不同的 。同一级

别的用户所申请用地的业务类型(出让 、划拨等)

不同 ,则其所涉及的申请材料 、上缴的费用等款项

也不相同 。该流程图表明了在所有的域中涉及到

的由 5个不同机构执行的一系列行为。从图上可

以看出 ,该域具有高度复用的潜力 。图中 ,方框表

示行为 ,箭头表示信息。

图 2　组织场景图

Fig.2　Organization Context Diag ram

图 3　行为场景图

Fig.3　Activity Contex t Diagram

2.2　定义域模型

在整个域分析过程中 ,笔者调查了所有的必

须在字典中定义的条款 ,并且定义了一些专业术

语。通过改进所开发的模型 ,所使用的表示方法

最终发展为:实体/活动图;功能模型;信息模型。

由于该域涉及到几个不同的机构 ,比较复杂 ,下面

仅举域中的两个主要实体(基础信息的测量 、编辑

机构和审批机构)为例 ,来说明该模型是如何建立

的。

1)实体/活动图具体见文献[ 11] 。

　　2)域功能模型用来表示域中主要实体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从一种操作的视角(op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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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来观看域所包括的实体 ,每个实体都

可以看作是行为活动的中心。

与测量绘制机构相关的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

类:

①发送/接收数据行为 。发送数据指在用户

界面上与把数据发送到审批机构有关的行为 ,如

把用地红线图发送给审批机构等。接收数据指用

户界面上与从审批机构接收数据有关的行为 ,如

接收到审批机构的否决 、退地等审批意见。

②支持的活动包括编辑功能(地块分割 、地块

合并 、地块打断等)、绘制功能(按坐标输入 、鼠标拖

动等)、检查功能(叠置检查等)、面积量算(地块面

积量算 、大致面积量算等)、工作区选择(图样定位 、

坐标定位等)、制版输出(图面属性加入 、图面元素

编辑 、页面设置缩放等)及其他(变用户口令等)。

审批机构的活动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分类。

在该域中 ,这两个机构均可视为包括 3个主

要功能的系统 ,发送功能封装了发送活动 ,接收功

能封装了接收活动。而第三个功能 实体本身

内部的活动模型则封装了所有内部支持的活动 ,

如测量机构中的编辑功能等。图 4表明了两个机

构的功能模型 。

图 4　域功能模型

Fig.4　Functional Model for the Domain

　　3)域信息模型用于表明域中的主要数据分

类 ,如图 5 所示 ,节点表示信息类 ,树干表示子类

之一的关系。用地管理域中包括两类主要信息 ,

空间数据主要是一些用地红线图 、地形图 、规划

图 、农田保护区图等信息;非空间数据则主要是一

些与用地审批(如批文号)、用地单位(如法人)、用

地费用(如税费)有关的信息等 。

3　结　论

在GIS工程的开发与建设中 ,有效的重用必

须是有目的地创建可重用 GIS 组件 ,域分析活动

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域分析作为系统重

用的一项关键技术 ,尽管它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很

多项目上[ 8 ,12] ,但还并不完全成熟 ,域分析技术

本身就是处于几个交叠的系统工程域中 ,还没有

完全地定义和限定。关于域分析应如何进行并没

有固定的规则 ,关键是对所考虑的域的范围进行

仔细限定 ,组织好所了解域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关

系 ,并以一种有效方法表示所了解的知识[ 4] 。

本文提出的基于国土信息管理域的域分析方

法结合了 DSSA和 FODA 的优点 ,它将为域工程

与GIS的结合提供一个有力的案例。

数据(用地管理域)

空间数据 非空间数据

用地红线图 地形图 规划图 … 用地审批 用地单位 用地费用 …

.图幅大小

.比例尺

.用地红线

…

.用地者

.被用地者

.审批意见

.批文号

…

.单位

.法人

.地址

…

.出让号

.出让费

.税费

…

图 5　域信息模型

F ig.5　I nformation Model for the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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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Domain Analysis and Domain Modeling in GIS

WANG X ichun
1　B IAN Ful ing

1　HE Yong
1

(1　School of Informat ion Engineering ,WTUSM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　With respect to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IS ,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double life_cycle model ,bring s forw ard the domain_specific model of

GIS in the domain of the land management af ter the study of the specif ic technology such as do-

main analysis , software architecture.Reducing the complicity of development , enhancing the pro-

ductivity of the sof tw are and supporting the dynamic f lexible sof tw are architecture are the objects

of the model.

Domain engineering is a process fo r developing softw are assets and models that encapsulates

pro ject know ledge for reuse by application engineers.Domain engineering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xplicit identification of variants and invariants over several applications in a product family and

requirements fo r a set of applications.The process of scooping a domain and developing domain

model is called domain analysis.

　　A domain is defined by a set of “common” problems or functions that application in that do-

main can solve.In a broad contex t it is a sphere of activity or interest “ field” .In the context of

sof tw are engineering i t is most of ten understood as an application area , a f ield for w hich sof tw are

sy stem are developed.Examples include ai rline reservation systems , payroll systems , communica-

tio n and control systems , spread sheets , numerical cont rol.Domain can be broad like w hole enter-

prise or narrow like arithmetic operation.Each domain in these domain networks is limited by a

boundary that def ines it s scope .The borders define w hat objects , operations , and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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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ng to each domain and delimit their operational capability.Domain analy sis can be seen as a

process w here information used in developing sof tw are systems is identified , captured , st ructured ,

and organized for future reuse.More specifically , domain analysis deals w 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 information inf rastructure to support reuse.Components of this infrastructure in-

clude domain models , development standards , and repositories of reusable components.Domain and

boundary defini tions are also activi ties of domain analy sis.

There are some ordinary domain analy sis methods:FODA(feature_oriented domain analy-

sis), the STARS/Prieto_Daiz domain analysis method , ODM(organization domain modeling)and

DSSA.All the methods above have thei r ow n merits and shortcoming s.In the end ,we defined a

process that integrates the merits of the above methods.After the invest ig 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HLAIS(Nanhai land administ ration information sy stem), TJCCPIS(Tianjin construction

conference planning information system),XSUPIS(Xiaosan urban planning information system),

we obtain the following domain model of the land management.Firstly , we use the organization

contex t diag ram to demonst rate all the org anizations associated in the domain.Secondly ,we use

the activi ty contex t diagram to describe the activities created and utilized by the f ive dif ferent or-

ganizations in the domain.After that , we use the entity diag ram to develop the functional model

and the information model of the domai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GIS engineering , valid reuse means create reusable GIS com-

ponents on purpose.Domain analy sis is the most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process.A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of the system reuse , though it has already been applied in many projects successfully ,

the domain analysis is still in the status of under_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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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sage area has properties of simulating common boundaries well.Problem space is evenly sepa-

rated by skeleton axis wi th the boundary location error adjust equally .Direct ly const ructing skele-

ton based on Delaunay t riangulation usually generates lots of short hair lines.In order to access

sing le skeleton axis line ,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reason of producing hair branches and based on

the triangle class characteristics presents one method of removing invalid triangle in sausage area.

The presented algorithms have been realized in an interactive cartog raphic generalization sof tw are

AutoM ap which is developed by autho rs , and the running correction hardcopy result is illustrat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topological neighbo r;visual neighbor;Delaunay t riangulation;topological consistency ;

polygon over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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