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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犌犘犛元建模框架在城市交通需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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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ＲＧＰＳ元建模框架应用到城市交通领域的需求建模中，通过为出行者提供出行规划的需求用例来

说明，ＲＧＰＳ能够为服务资源提供有效的聚合机制，促进服务资源间的协同，并充分考虑到情境因素对需求建

模的影响，最终通过规模化定制来完成城市交通信息系统的构造以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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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和交通网络的日益复杂

对城市交通信息系统的开发提出了新的挑战，使

得城市交通信息系统逐步呈现出典型的复杂软件

系统的特征。角色类型、需求目标、业务过程、服

务平台等因素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城市

交通领域需求建模的复杂度剧增，而已有的城市

交通信息系统如ＩＴＳ
［１］和ＣＶＩＳ

［２］所采用的需求

建模方法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另外，当

前城市交通领域中已经存在大量正在运行的、异

构的信息资源和服务平台。如何将这些服务资源

进行有效的深度聚合、为我所用，通过规模化定制

来构造服务大众的、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城市

交通信息系统，是需求建模亟需解决的一个关键

问题。

目前，业界和学术界已经提出了许多各具特

色的需求建模方法，如多视图的需求框架［３］，面向

Ａｇｅｎｔ的ｉ方法
［４］，面向目标的ＫＡＯＳ方法

［５］、

Ｔｒｏｐｏｓ方法
［６］和非功能需求框架［７］，面向过程的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Ｐｅｎｋｅｒ业务扩展
［８］等。然而，这些需求

建模方法往往只关注需求建模过程中的某个或某

几个侧面，不同的需求模型之间缺乏明确的关联。

此外，在软件开发的计算范型向面向服务过渡的

今天，这些方法对面向服务的计算也缺乏足够的

支持，无法有效聚集分布在网络中的 Ｗｅｂ服务资

源来提高信息系统的开发效率。与此同时，由于

Ｗｅｂ服务部署在网络环境中，受环境、平台等情

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明显，而以用户为中心、提高用

户的体验质量正成为软件系统追逐的核心目标之

一。因此，与用户、环境相关的情境因素也必须在

需求建模中予以考虑。

１　情境感知与面向服务的犚犌犘犛元

建模框架

　　文献［９，１０］介绍了面向服务的领域建模框架

ＯＲＧＰＳ。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情境在面向服务

的软件工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对原有的框架进

行扩充，进一步提出了情境感知与面向服务的

ＲＧＰＳ元建模框架，重点关注情境对需求建模的

影响与约束。ＲＧＰＳ元建模框架包括角色（Ｒ）

层、目标（Ｇ）层、过程（Ｐ）层和服务（Ｓ）层４个层

次。ＲＧＰＳ４个层次之间具有整体协同的关联：

角色承担相应的角色目标，参与者具有偏好的个

人目标；过程可以完成功能目标，并可以促进非功

能目标的实现；Ｗｅｂ服务可以实现过程。基于

ＲＧＰＳ的需求建模过程从分析需求问题空间的组

织结构开始，到生成基于服务的解决方案结束。

文献［１０］给出了Ｒ、Ｇ、Ｐ、Ｓ４个层次的元模型，并

详细定义了模型中的元类及其之间的关联。在此

基础上，本文在ＲＧＰＳ各个层次中添加了与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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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元类（图１中的阴影框），不仅建立了它们

与文献［１０］中相关元类之间的关联，还建立了各

个层次中情境元类之间的关联，实现了情境需求

从角色层到服务层的平滑过渡。

１）角色（Ｒ）层元模型。角色层元模型中，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角色（ｒｏｌｅ）组合

而成的，而组织的运转依赖于多个角色根据一定的

业务规则进行交互完成。角色是在特定的组织情

境下，对组织的行为和责任所进行的抽象刻画，角

色可以由不同的参与者（ａｃｔｏｒ）扮演。参与者是有

意识的实体，可以是人或者软件代理。参与者的属

性通过与情境相关的元类———概况（ｐｒｏｆｉｌｅ）和动

态情境（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来描述：概况描述了相对

稳定的个人信息，如年龄、性别、日程表等信息，而

动态情境则描述了参与者的即时信息，包括参与者

所使用的平台（ｐｌａｔｆｏｒｍ）及其所处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在一个组织中，角色目标（ｒｏｌｅｇｏａｌ）是角色

负责承担的组织目标。同时，扮演角色的参与者

也有其偏好的个人目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ｇｏａｌ）。

２）目标（Ｇ）层元模型。在目标层元模型中，

目标（ｇｏａｌ）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① 根据目

标的提出角度不同，可分为角色目标（ｒｏｌｅｇｏａｌ）

和个人目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ｇｏａｌ）。角色目标是从组织

角色的角度提出的，而个人目标则是从参与者自

身的角度提出的。② 根据目标的完成准则不同，

可分为功能目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ａｌ）和非功能目标

（ｎ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ａｌ），分别表示系统需要具备的

功能以及功能目标如何实施。其中，非功能目标

根据其描述方式不同又可以分为定量目标和定性

目标。定量目标包括非功能目标类型、比较符、值

和单位４部分。定性目标包括非功能目标类型和

程度。典型的非功能目标类型包括准确性、安全

性、费用、性能等，而典型的程度描述则如高、中、

低等。目标的两个子类———个人目标和非功能目

标都属于与情境相关的目标，参与者的概况和动

态情境都会对非功能目标产生影响。

图１　情境感知与面向服务的ＲＧＰＳ元建模框架

Ｆｉｇ．１　Ａ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ＲＧＰＳ

　　另外，目标之间还存在依赖（ｄｅｐｅｎｄ）和排斥

（ｅｘｃｌｕｄｅ）两类约束关系。其中，依赖可以进一步

细分为条件依赖（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ｐｅｎｄ）、对象依赖

（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ｐｅｎｄ）和 情 境 依 赖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ｄｅ

ｐｅｎｄ）。

３）过程（Ｐ）层元模型。过程层元模型中定义

了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的４个基本组成部分：输入（ｉｎ

ｐｕｔ）、输出（ｏｕｔｐｕｔ）、前置条件（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和后

置条件（ｅｆｆｅｃｔ）。输入和输出表示过程所转换的

数据流。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分别表示过程开始

执行和结束时所必须保持的约束条件。考虑情境

的影响，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分别有子类———情

境前置条件（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和情境后

置条件（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ｅｆｆｅｃｔ），它们都是由目标间的

情境依赖关系所决定的。

除了上述功能性的描述，过程还具有相应的

质量期望（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和情境期望（ｃ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两者分别描述了用户对过

程的静态质量期望和动态情境期望。这两种期望

都是通过对目标层的非功能目标进行分解而得到

的。

４）服务（Ｓ）层元模型。服务层元模型中定义

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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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ｓｅｒｖｉｃｅ）同样也具有功能和非功能性描

述：① 功能性描述在于其实现了业务过程。②

非功能性描述包括静态的质量属性（ＱｏＳｐｒｏｐｅｒ

ｔｙ）和动态的情境属性，可以分别用来匹配过程层

元模型中的情境元类———质量期望和情境期望。

典型的质量属性包括响应时间、费用、可维护性

等，典型的情境属性如服务的当前负载。服务也

可以被其他服务所替代，即一旦某个服务不可用

（如网络异常）或无法访问（如服务维护或升级），

那么，其可替代的服务能够及时进行替代，维持系

统的正常运行。服务的操作具有前置条件和后置

条件。类似地，它们也分别有相应的情境前置条

件和情境后置条件。

２　基于犚犌犘犛的城市交通需求建模

在城市交通领域中，用户个性化需求和环境

因素的多变性使信息系统开发需要更多地关注情

境因素。从用户的角度来看，社会与组织情境决

定了不同人群（如老人、孩子、上班族、旅游者、残

疾人等）的出行需求不同，出行者的出行日程表、

当前情绪和个人偏好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行程规划

的制定。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天气信息（如温度、

雨天等）、道路信息（如道路拥挤状况、道路施工情

况等）也会对用户出行产生影响。因此，在需求建

模中，需要对这两类情境因素进行考虑。

图２展示了城市交通需求用例的角色层实

例。城市交通中的信息管理一般由特定的组织负

责，如信息控制中心。该组织为城市交通管理制

图２　城市交通需求用例的角色层实例

Ｆｉｇ．２　Ｒｏｌ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定了相应的业务规则，如ＧＰＳ系统的使用者必须

是该系统的合法用户等。具体来说，信息控制中

心主要由为用户制定行程规划的出行信息操作员

以及提供辅助信息的实时位置信息提供者和路网

操作员组成，其中，实时位置信息提供者的责任之

一是为合法的用户提供实时位置监控，扮演这个

角色的参与者是 ＧＰＳ系统，其类型是软件 Ａ

ｇｅｎｔ。路网操作员的责任之一是查看道路交通状

况并及时反馈给出行信息操作员，扮演这个角色

的参与者可以是工作人员或自动应答系统。出行

者由提出特定出行请求的用户如司机甲扮演，其

个性化需求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前位置到

达指定目的地。

图３描述了在图２诱导下得到的出行规划目

标。出行信息操作员根据用户提出的服务请求为

该用户定制具体的行程规划，其主要目标是为用

户提供行程帮助，而这一目标又由可操作目标生

成出行偏好、功能性目标、准备出行规划和支持出

行这四个必选的子目标组成。而准备出行规划这

一子目标又由两个可选的可操作目标执行预定和

进行支付以及两个必选的功能性目标———安排出

行和显示出行规划组成。其中，目标显示出行规

划可以有三个多选多的可操作目标：通过音频显

示、通过短信显示和通过视频显示。

其中，目标执行支付对目标执行预定具有条

件依赖关联，即只有当预定成功这个条件满足后

才可以进行支付，而目标执行预定则对目标生成

出行偏好具有对象依赖关联，这表示进行预定（如

图３　 城市交通需求用例的目标层实例

Ｆｉｇ．３　Ｇｏ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５１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４月

停车、住宿）时要依赖于后者提供的出行偏好的内

容。另外，可操作目标由实施的操作、对象和方式

组成，如通过短信显示这一可操作目标中实施的

操作是显示，实施的对象是出行规划，实施的方式

是通过短信。当所有的最下层目标都是可操作目

标时（图３中的加粗框），目标分解过程结束。

由于目标层对目标进行了分解，指明了目标

之间的依赖关系，因此能够方便地得到出行者行

程规划的过程层实例（图４）。

图４　城市交通需求用例的过程层实例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具体来说，实现用户出行规划的过程是一个

名为为出行者提供行程帮助的组合过程，它由原

子过程生成出行者出行偏好、组合过程准备出行

计划、组合过程支持出行和原子过程评估出行组

成，四个子过程之间通过顺序结构进行关联。其

中，原子过程生成出行者出行偏好的输入为一般

的出行偏好和出行者的个人信息，输出为出行者

的出行偏好数据。而对于组合过程准备出行规划

而言，它又由图４下方的原子过程和组合过程按

照一定的编排组合而成。同时，该案例还考虑了

用户的情境和质量期望，即为原子过程安排出行

附加了情境期望———出行时间最短，为原子过程

执行支付附加了质量期望———进行高安全级别的

支付。

图５展示了为出行者制定出行规划的服务

链。服务链的构造方式是从需要得到的服务输出

入手，逆向推理直到需要得到的服务输出集为空，

最后将这些服务进行编排。

在行程规划中，需要的服务输出是ＴｒｉｐＰｌａｎ

（出行规划）。

１）ＴｒｉｐＰｌａｎ是服务犛５（创建出行规划）的输

出。将犛５加入到服务链中，并且犛５的三个输入

将作为新的需要得到的服务输出。

２）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ｆｏ是服务犛２（获取天气数据）

的输出。将犛２加入到服务链中，服务犛２的输入

是Ｃｉｔｙ，而该输入是用户可以手工输入的信息，因

此，不需要请求其他服务。

３）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是服务犛３（获取交通数据）的

输出。将犛３加入到服务链中，服务犛３的输入也

是Ｃｉｔｙ，同样无需请求其他服务。

图５　城市交通需求用例的服务层实例

Ｆｉｇ．５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４）Ｒｏｕｔｅ是服务犛４（生成路线）的输出。将

犛４加入到服务链中。服务犛４的两个输入中，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目的地）是用户手工输入的，因此，只

需要将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当前位置）作为新的需

要得到的服务输出。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是服务犛１

（提供ＧＰＳ服务）的输出，将Ｓ１加入到服务链中。

服务犛１的输入是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Ｉｎｆｏ（出行者信息），而

该输入是用户手工输入信息，无需请求其他服务。

这样，需要得到的服务输出集为空，服务链推

理过程结束。按照逆向的方式编排服务，得到完

整的服务链：犛１在犛４之前完成，犛２、犛３、犛４并发

执行，最后执行犛５。在执行犛５的过程中，需要考

虑某些情境期望，如出行时间最短、费用最低、风

景最好等。

下一步将对该框架和相应的需求建模工具进

行完善，并对非功能需求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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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ｏＳ和情境需求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可信

性需求及其与功能需求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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