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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基于 UM L的地籍信息系统开发过程 , 并且在 UML 的 Package 和扩展机制上 ,结合 CIS 特点 ,

提出了 UML多层次用例建模方法和基于职责的多层次分析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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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GIS 应用的深入 ,GIS软件系统日益复

杂 ,软件工程技术和管理问题亦日益突出。因而 ,

迫切要求提高软件工程化开发水平 。

原有的软件过程是采用结构化系统分析与设

计方法(SA&SD)。从需求分析开始就是以功能

和数据流为中心 ,把整个问题域分析为数据流及

其处理 ,而到设计阶段又要进行方法和模型的转

化 ,且并不存在可靠的转换规则。这样 ,经过两次

扭曲 ,最终的结果模型无法保持问题域的原有事

物面貌 ,且开发周期长 ,不适应需求易变的现状。

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方法(OOA&D),从需

求阶段到实现阶段 ,统一使用对象概念 ,分析时是

对问题域的真实描述和表达 ,设计时也是对其模

型进一步的刻画 ,既平滑过渡 ,又可利用类的封装

性 、继承性 、多态性 , 实现了更高的软件重用。

UML是己被 OMG认可的 OOA &D的统一建模

语言。UML 支持需求分析开始的软件开发全过

程 ,它从不同角度描述待开发的系统 ,建立真实反

映问题域的模型 ,形成统一标准的各种视图 ,使用

户 、领域专家 、程序员从中都可以得到各自关心的

信息 ,从而统一认识 ,方便交流。 UML 的应用贯

穿在系统开发的5个阶段 ,图1给出了软件开发

图 1　软件开发基本过程与 UML模型图的映射关系

Fig.1　Co rrespond UML Model Diagram Relate w ith the Softw are Developing Basic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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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个阶段与 UML 模型图的映射关系 。

　　CIS业务种类繁多 ,涉及面广 ,部门之间交互

频繁 ,开发任务地域分散 ,数据复杂 ,有显著的空

间特征与时态性 。常用的 UML 方法一般在需求

阶段采用单一的用例图和事件流文档描述用例模

型;在分析阶段用单一的类图描述分析模型 ,并且

中间缺乏提取类 、分配类的方法。这样既不能清

晰 、全面地描述问题域 ,又容易产生二义性。

本文结合 CIS 的特点 ,利用 UML 的 package

和扩展机制等 ,从需求 、分析 、设计 、实现和测试 4

个阶段说明CIS的开发过程。在分析了目前需求

阶段和分析阶段的描述方法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

上 ,着重提出和描述了一种改进的多层次用例模

型描述法和一种改进的基于职责的多层次分析模

型描述法。实践证明 ,该方法在 CIS 的开发中具

有比较好的效果 。

1　系统需求分析

在CIS开发中 , UML 是用模型来表现系统

的结构或静态特征 、动态特征的 ,在不同的阶段创

造不同的模型。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建立用来捕获

CIS需求的需求模型 ,即通过用例建模 ,描述 CIS

应向外提供何种功能 ,形成系统的问题域 ,即“要

做什么” 。

1.1　改进的多层次用例描述方法

一般的需求描述方法是用用例图来表达角

色 、用例及其之间的关系 ,用文字形式的事件流文

档具体描述用例细节。这种方法存在以下缺点:

①一张用例图不能描述复杂系统全部需求;CIS

业务种类多 、功能繁杂 ,根本无法清晰地将系统的

全部功能展开在一张用例图上 ,即使可以 ,用户看

到纵横交错的各种关系 ,也只能望而生畏;②用例

图不适应描述系统的非功能要求;③文字不便于

说明复杂用例的流程 。CIS 涉及多个部门之间的

交互协调 ,事件流文档中的文字难以清晰地表达

地籍数据的复杂流程 。

　　本文使用了改进的多层次描述法。

1)建立多层次的用例图。顶层用例图描述

系统粗粒度的全部功能;下一层将没有表述清的

粗粒度用例用更细粒度的子用例描述。用例之间

的关系使用 extends 、uses 、generalization等关系表

达。本例的顶层用例图见图 2。

2)用 rank 机制表示上下层的等级 。父子用

例的 rank 前缀相同 ,如图 3中地籍调查 rank 是

1 ,地籍测量 rank 就是 1.2。

3)上层与下层用例使用两种方法来保证一

致性:①简单关系用 stereotype 机制(tagged value

机制也可),将相关用例赋予同一版类号 ,如图 3

中的 地籍调查  ;②利用 package 机制将相关

的用例 、协作(collaboration)和图组织成组 ,通过

可见性来控制包内元素的 public 、protected 、pri-

vate的属性 。包与包之间可以用 generalization和

import 、export方法来传达包之间元素的交互引

用 ,并且还可以利用 facade 、f ramework 、stub 、sub-

system 、system 5 个标准构造型管理复杂的大系

统模型 ,如图 4中的“地籍信息更新维护”包 。

4)用活动图对工作流建模。活动图直观地

描述用例的复杂流程和并发行为 , 其中利用

sw imlane(泳道)表示业务对象 、组织;用分叉和汇

合表示同步流;用对象流表示被操作的对象 。这

样既清晰地描述了用例 ,又为分析阶段提取类打

下了基础 。

1.2　建立用例模型具体步骤

1)建立系统顶层用例图 ,系统级非功能性需

求规格说明 ,指明系统参与者 ,即角色 。发现用

例 ,即角色需要系统什么功能 ,用它做什么。明确

系统的边界 ,通常是从小的范围建立用例 ,再逐渐

扩展到系统边界。描述用例与角色的关系。在本

例中地籍数据来源很多 ,如地籍测量 、房地产登

记 、房地产交易 、土地监测 、上级主管部门等 ,但是

与系统直接交互的仍是土地管理人员;同时 ,地籍

数据还需要向其他系统转换以为其他专业系统提

供数据服务。因此 ,土地管理人员和其他的系统

就是用例角色了。

土地登记 用地方案制作 地籍信息更新维护 土地使用税费征收

土地评价 → 土地管理人员 ※ 其他应用 → 其他系统

地籍调查 辅助决策 地籍档案管理

图 2　地籍信息系统顶层用例图

Fig.2　Top Layer Usecase Diagram of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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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调查 地籍测量

←《extends》 ← 《extends》

地籍调查
《extends》 ※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extends》 ↑ 《extends》

建筑物调查 土地质量测量

图 3　应用 stereotype机制的地籍调查子用例图

Fig.3　Cadatre Investigating Sub_usecase Diagram

Based on Application of Stereo type Mechanism

地籍信息更新维护

数据查询检索统计 数据更新

《uses》 ← ← 《uses》

数据输出 地籍数据获取

图 4　应用 package机制的子用例图

Fig.4　Sub_usecase Diagram Based on Application

of Package Mechanism

　　2)精细化用例模型 。建立顶层用例图后 ,对

上层复杂用例建立下层用例图 ,编写事件流文档

和活动图 。

①自顶向下精细化用例。以土地登记为例 ,

可以细化为土地产权变更登记 、它项权利变更登

记 、更名更址登记 、土地用途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

②明确用例之间的关系 ,直至用例集合要覆

盖系统的所有功能。用例之间的关系主要有 us-

es 、ex tends等关系 ,如图 3中“地籍调查”与“权属

调查”是 ex tend关系;图 4中“数据输出”与“数据

查询检索统计”是 uses关系;而两个上层用例性

质都是 abstract。

③每个用例的功能含义与非功能性要求 ,以

及具体的执行步骤必须写在事件流文档中。

④用户提出请求到系统作出响应的全过程 ,

用活动图来描述。如土地登记的过程需要对宗地

的所有信息进行处理 ,包括宗地所在的空间位置 、

基本属性 、宗地的权利人信息 、宗地权属关系的变

化信息等 。土地登记流程的活动图如图 5所示。

图 5　土地登记活动图

Fig.5　Activity Diagram of Land Register

1.3　用例建模应注意的问题

进行用例分析时 ,重要的是要站在用户的角

度来弄清系统的功能 ,而不是为完成用户的目标

计算机所要去做的事情 ,用户用它来知道系统是

否与其愿望相符合 。用例关注的是用户 ,应按业

务术语命名 ,而不是按技术术语命名 ,应让用户一

目了然 ,如用户明白“保存地籍图”就可能不明白

“保存地籍数据 Geodatabase对象” 。

用例模型在建模过程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

置 ,它影响着其他模型的构造和解决方案的实现 ,

所以要及时检查用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在用例

模型构造后 ,开发者将模型与用户讨论并检查。

可以用具体的用例测试系统的行为 ,即用人模拟

系统行为来扮演角色漫游用例 。

用例是独立实现的 ,用例关注的是系统的作

用而不是如何实现这个作用 ,不应包含设计的细

节和数据定义。

2　分析模型的建立

分析模型是说明系统逻辑设计的 ,用 UML

的类图来表达静态结构 ,用状态图 、活动图 、顺序

图 、协作图来建立系统的动态模型 ,描述系统功能

是“如何完成”的 、“什么时间完成”的 。类图定义

系统中的类的内部结构 、类之间的关系 ,即类的属

性和操作 。顺序图重在描述对象的行为及其之间

的交互的时间顺序 ,它与活动图都可帮助提取类;

状态图用来更清晰地描述类。在本阶段 ,域类还

是处于“草图”状态 ,属性和操作的细节可以不定

义。分析不受技术方案或细节的限制 ,开发者不

应考虑代码的问题。

2.1　基于职责的分层次分析模型描述法

常用的直接建立系统类图的方法存在一些缺

点:①CIS 涉及面广 ,数据复杂且有显著的空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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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与时态性 ,很多类同时堆积在类图上;②在工程

开发中 ,几个工作组分布在不同的地域 ,数据无法

及时整体组织 ,造成了二义性;③缺乏有效的提取

类的方法 。改进的分层次描述法可以解决这些问

题。

1)使用 package 机制 ,将概念和语义上相互

接近的类分包组块。

2)利用 package 与 tagged value 机制将不同

地点的工作组用不同的包作为配置管理单元 ,标

记值记录作者 、业务号等 ,使用 version control来

控制版本与开发进度 ,每个工作组分别对包进行

check in 与 check out。

3)结合需求阶段的活动图 ,对涉及多个对象

交互的流程 、用例用顺序图来描述 ,这样可以清晰

地将图中对象映射成类 ,对象的共性映射成类的

属性 ,交互的消息映射成类的操作 。

4)根据需求阶段的事件流文档的名词 、活动

图与顺序图中提取的类共同形成系统的词汇表;

对于表中每一个概念 ,识别一个职责集;根据职责

的平衡规则来提供每个类所需的属性和操作 。

2.2　基于职责的分层次分析建模过程

1)系统用例根据功能 、对象流和共同处理的

对象进行分包 ,划分子系统。

2)分析事件流文档中的名词来提取系统中

要处理的概念 ,结合活动图 、顺序图映射的类组成

系统的词汇表。

3)对于词汇表中的每一个类 ,识别一个职责

集 ,并且保证整体上职责及时均衡 ,这意味着不能

让任何类过大或过小。若抽象出的类过大 ,模型

就难以复用;如果类过小 ,就会琐碎和难以理解。

把职责过多的类分解成小类 ,把小类合并成大类 ,

重新分配职责使整体保持均衡 。

4)再次观察顺序图的消息流 ,将职责过多的

对象进行职责分流 ,这就分离出一些 boundary 、

entity 、control、abst ract类 ,并且要进一步细化顺

序图 。

5)根据分好的职责为每一个类提供所需的

属性和操作。

6)分别建立每一个包的类图 ,对每一个复杂

类使用状态图等来描述。

2.3　CIS 中地籍数据建模

在 CIS 中 ,地理数据使用面向对象的整体数

据模型表示 ,地理空间被表达为一个具有相互关

系的对象集。每个对象不仅具有自己的几何 、属

性和时间信息 ,而且与其他对象之间具有拓扑关

系和语义关系。所有这些信息在整体数据模型中

都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其中起着连接作用的是

对象本身[ 9] 。为了方便理解 ,用图 6 表示空间关

系 ,图 7表示语义关系。

面向对象方法中提供了分类 、概括 、联合 、聚

集四种语义抽象技术和继承 、传播两种语义抽象

工具 ,而 UML 支持类或对象之间的 association 、

agg regation 、generalization 、dependency 、refinement

关系 。把要处理的地理目标抽象为几何对象 、地

理要素对象 、图形表示对象;反复利用 generalize

和 agg regate进行数据抽象 ,形成的地理数据模型

可以用类图和对象图表达 。其中几何对象描述了

实体形状 、空间位置 、拓扑关系及几何度量信息;

几何对象封装了所有的空间操作 ,包括 point 、

line 、area、surface 、node 、arc 、poly gon等类型 。地理

要素对象是给几何对象赋予地理实体时间与专题

属性 。时间特征如宗地具有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专题属性描述了对象的特征 ,如宗地权利人 、建筑

物 、使用类型等;图形表示对象是实体对应的

symbol、label 、text 、theme 。本例中涉及到宗地的

简要类图见图 6 。界址点 、界址线是地理要素对

象 ,将其与几何对象分开 ,主要是保持几何对象操

作和查询的独立性 ,另外 ,同一个几何对象可能对

应不同的地理要素。

　　根据面向对象中的语义分析 ,结合 UML 类

之间的 generalizat ion 、aggregation 等关系 ,得出系

统的宗地语义模型 ,见图 7。权利人可作为多块

宗地的土地使用者存在 ,一个宗地的权利人可能

是一个或多个 ,因此是多对多的关联关系 。3个

或3个以上的界址点构成一个宗地 ,一个界址点

可以是多个宗地的公共界址点 ,因此 ,界址点成为

宗地的对象属性 ,宗地与界址点关系是多对多的

聚合关系 。同理 ,可类推出其他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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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地籍信息系统宗地语义模型类图

Fig.7　Semantic Model Class Diag ram of CIS Relate w ith Cadastre

3　系统设计

设计模型是在分析模型基础上的物理解决方

案 ,是对分析模型的进一步扩展和细化 。设计阶

段主要考虑所有技术问题和限制 ,目标是定义系

统的解决方案 ,并且能够较容易地将其转换为代

码。

3.1　架构设计

在架构设计中 ,需要定义包(子系统)、包之间

的关系 、基本的通信机制以及系统平台的选择。

系统在好的架构基础上是可扩展和可改变的 。在

定义架构时 ,需要描述的关键是:避免包紧耦合 ,

明确必需的标准库和发现要使用的库。在前一阶

段已经将类分包 ,进一步划分是因为设计阶段考

虑了系统平台 、编程语言 、软件效率等技术问题后

进一步增加了 boundary 、control类。本例中的包

如下。 ①用户接口包:用户通过它输入 、查询 CIS

的数据 ,即系统的操作界面。 ②事务对象包:包括

分析模型中的类 ,如宗地 、权利人等;又分为 Ge-

ometry Object 、Geography Feature Object 、Graphic

Description Object和 Ordinarily Entity(非地理数

据 ,各种文档资料)类型。事务对象包依赖数据库

包。 ③数据库包:提供服务给事务对象包的类 ,如

所有需要永久存储对象的类的共同超类 persis-

tent。它是抽象的 ,要求子类具体实现读写操作

w rite()和 read();Geometry Object包中类的共

同超类 Geometry 。④应用包:提供服务给系统其

他包 。如 citeid被基本用在系统范围的引用性对

象。以上各层次包之间的关系(用虚线表示 im-

po rt关系)见图 8。

3.2　细节设计

细节设计的目的是进一步描述分析阶段定义

的类 ,另外描述新的用户处理技术方面的类 ,如用

户接口类 。设计阶段产生新的类图 、状态图 、顺序

图等动态图 ,从而得到与实现相关的设计模型。

这些图定义更详细 ,涉及更多的技术细节 ,如数据

库包的 persistent类 ,见图 9。

4　实现与测试

实现模型是用编程语言将系统编码 ,而实施

模型是在物理架构上解释系统是如何配置的 ,使

用构件图来显示代码的结构 ,产生实现模型 。构

件图包含了类到构件的简单映射 ,包到构件包的

映射。每个构件包含一条到对应类的描述的链

接 ,以便实现模型与分析模型及其他模型之间的

切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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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系统架构设计包图　　　　　　　　　　　　图 9　Persistent详细类图

Fig.8　Sy stem Architecture Designing Package Diagram　　Fig.9　Peristent Detailed Class Diagram

　　本例使用配置图来描述系统最终的物理拓扑

结构 ,即详细表达硬件设备与运行在硬件设备上

的软件结构 ,得出系统的实施模型。通过它可以

了解任何一个构件运行在哪一个物理节点上 ,进

一步还可以跟踪到任何逻辑元素在系统的初始需

求说明中的位置 。

本例后台使用 Oracle8i数据库 ,ArcSDE 作空

间数据引擎。系统使用 MapObjects+VB模式编

程。MapObjects显示 、查询 、编辑和分析地理数

据。VisualBasic6.0作为 MapObjects的可视化开

发工具 ,完成界面设计 ,数据显示及外部数据的访

问。

本例采用系统测试和接受测试 ,其中系统测

试是把系统当作一个“黑箱” ,来确认系统的行为

是否符合用例图的定义 ,以及应用是否按照用例

功能所描述的进行。接受测试是将系统交付用户

使用 ,看是否满足用户要求。

5　结　语

在GIS开发中采用软件工程方法来组织系

统生产与管理往往是系统成败的关键 ,也是 GIS

工程的发展趋势 。相对于传统的软件方法 ,本文

有效地运用适合 GIS 开发的面向对象的具体方

法 ,结合 UML ,可以提高软件重用度 ,缩短开发

周期 ,降低成本 ,增强系统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在

实际的地籍信息系统开发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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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MMS technology and i ts application to the field of spatial in-

formation.An MMS database netw ork gatew ay is designed to implement the connection of MMS

and urban spatial database and the GIS application server.The autho rs design a map server w hich

implements the normal GIS functions.This paper also int roduces the prog ramming method of

MMS.When users send the MMS messages which have some regular forms given by the ISPs , the

component of analyzing command w ill convert the messages to some SQ L sentences and send them

to the map server at the server side.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scheme of this sy stem .

An example is given.Lastly ,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mplemen-

t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by 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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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gives method of multi_layer use case modeling and duty_based multi_layer

analy sis modeling w ith UML.Generally speaking ,methods with UML to develop GIS use one_fold

use case diagram and event f low document to describe use case model in requirement capture phase

and use one_fold class diagram to describe analy sis model in analy sis phase , which lack methods

distilling class.This will make us cannot clearly and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 question space and

make the design ambiguously.Using package and ex tended mechanism in UML , adopting im-

proved method of multi_layer use case modeling in requirement capture phase and adopting im-

proved duty_based multi_lay er analy sis modeling in analy sis phase can meet features of CIS w ell.

Key words:UML;OOA&D;cadast ral information sy stem(CIS);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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