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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分析 之 分析类图——知识篇 

墙上挂了根长藤，长藤上面挂铜铃 

《长藤挂铜铃》；词：元庸，曲：梅翁（姚敏），唱：逸敏，1959 

可到此处下载《软件方法》（下）目前公开的最新版本： 

http://www.umlchina.com/book/softmeth2.pdf，本文件会随时更新，当前更新：2022.8.30 

您在阅读《软件方法》时如果发现错误，欢迎通过微信 umlchina2 告知。如果作者认为有道理，决定

在下一次发布时根据您的意见修改，每个错误将付给您 5.12 元报酬，并在书中说明您的贡献。报酬通过微

信支付。 

（1）任何您认为的错误都可以，包括错别字。

（2）同一错误仅支付最先指正者报酬。

（3）请根据最新版本作指正。

下册内容目前指正人有（按指正时间排序）：吴佰钊、王周文、刘学斌、成文华、黄树成、李蜀斌、杨

雪鸿、王书伟、高洪江、张志坚、龙燔、陈文飞、郭沼兵、陈自平、张彬、李宏伟。 

从分析工作流开始，我们每个内容都分为两章。一章讲述建模知识，一章讲述建模知识如何应用在本书

案例中。这样的分割主要考虑到更符合实际的工作。 

例如，在讲解分析类图时，我们讲解知识的顺序是这样的： 

（1）识别类和属性

（2）审查类和属性

（3）识别类之间的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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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识别类之间的关联 

如果把案例剖析分解到每个知识点，为了让案例的剖析符合内容的顺序，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讲解完识别类和属性后，案例剖析时，先列出很多类和属性，但没有泛化和关联关系，因为类的关系还

没有讲到，所以即使观察到，也故意不画上去；接下来，讲解完类之间的关系后，案例剖析时，再把关系加

上。 

这和实际工作不符合。实际工作中，以上列出的几项工作是交叉进行的。 

为了避免造成误解，我们先完整地讲解知识部分，本书案例如果有和所讲解知识相关的内容，会随时引

用。然后在案例部分，按照实际工作中的思考方式灵活应用前面所讲解的知识点。 

8.1 分析工作流概述 

8.1.1 知识的分离 

在业务建模和需求工作流，我们一直把目标系统看作是一个整体，想办法推导出涉众在意的整体表现—

—需求。 

系统为了满足需求，必须封装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没法从天上掉下来，需要软件开发人员一点一点

放进去。接下来，我们将思考： 

（1）如何准确表达系统需要封装的知识，让系统满足需求; 

以及进一步 

（2）如何合理组织系统需要封装的知识，低成本地让系统满足需求。 

如果不能合理组织知识，当新需求到来时，准确表达也会越来越难。如果考虑到利润，很难停留在（1）

而不追求（2）。 

不管是纯粹在大脑里面打转转，还是借助了纸笔或建模工具来协助，以上的思考是逃不掉的。如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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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的逻辑很简单，人脑的容量和运算速度能够胜任，在大脑里打转转还可以勉强应付，但是，能带来利润

的系统都是复杂的（参见《软件方法（上）》1.8.1 市场没有小系统），借助纸笔或建模工具来显式表达思考

的过程很有必要，毕竟大脑容量和运算速度比一般人高出一个数量级的天才是很稀罕的。 

有的人故意不显式表达，声称“大脑思考就够了”，背后的真相可能不是天才而是遮羞——你让他显式

表达，他也表达不出来，因为没有掌握思考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也就是理清和恰当分离系统所要封装的各个领域的知识的方法。 

8.1.2 核心域和非核心域 

一个信息系统封装了若干领域的知识，其中一个领域的知识是该系统不能抛弃或替换的，这个领域称为

"核心域"，其他领域称为"非核心域"。图 8-1 展示了不同系统类型的核心域和非核心域概念。 

系统类型 核心域概念 非核心域概念（选择之一） 

文档处理器 文档、页、行、字…… CStringArray、CFileDialog、MSXML…… 

电子商务网站  商品、订单、会员…… </div>、ActionForm、SessionFactory…… 

操作系统 处理器、内存、页面…… struct、char、int 

图 8-1 不同系统类型的核心域、非核心域概念 

以文档处理器为例，开发 Microsoft Word 和 LibreOffice Writer 所使用的编程语言和组件不一样，

但文档、页、行、字等核心域概念是一样的。即使回到计算机诞生之前或者去到未来，这些概念也依然存

在。 

关于“核心域”和“非核心域”，一种常用的通俗说法是"业务"和"技术"，但"业务"和"技术"的说法不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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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开发人员在潜意识里是这样划分的： 

*我懂且我感兴趣的知识→技术；（我懂 Java 编码，我对 Java编码感兴趣，Java 编码是技术） 

*我懂但不感兴趣的知识→业务；（下单、收银、配送我懂一些，但不感兴趣，这些是业务） 

*我不懂但感兴趣的知识→高科技；（我不懂深度学习，但很感兴趣，哇塞，高科技） 

*我不懂且不感兴趣的东东→忽悠。（我不懂 UML建模，也不感兴趣，妈的，忽悠） 

有的开发人员则是这样划分的： 

*和计算机无关→业务； 

*和计算机有关→技术； 

核心域不能以“懂”、“感兴趣”来判断。核心域不一定是非计算机领域，也可以是计算机领域，如图

8-1 中的操作系统。 

另外，还要特地说明的是，本书中的“核心域”和 Eric Evans 以及 DDD（领域驱动设计）话语体系

中的“核心域”（Core Domain）意思不同。 

本书中的“核心域”指信息系统中不可替换的那部分内容——这个以软件开发人员的知识是可以判断

的。 

DDD 话语体系中，把“领域”（相当于本书中的“核心域”）划分为"核心域"、“通用子域”、“支撑子

域”等，例如“Delivery”是核心，“Customer”是通用，“Billing”是支撑——这个划分已经超出了软

件开发人员的知识，我不认为软件开发人员有能力以及有必要做这样的判断。 

一家商场之所以能击败其他对手，原因未必是下单部分有什么不同，倒有可能是在配送环节下了大力

气，或者客户服务抓得好。没有经过商业竞争的思考，武断地认为某个子领域是系统的“核心”是不合适

的。 

8.1.3 域之间的映射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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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域之间的映射以及协作的规律，与域中的个体不直接相关。 

例如，我们看一个"人员管理系统"的核心域类图，如图 8-2 所示。 

 

图 8-2 "人员管理系统"的核心域类图 

如果将图 8-2 中的 Person 类映射为 C#实现，可能会得到图 8-3 的 C#代码： 

 

图 8-3 类的 C#实现（用 Enterprise Architect 映射） 

如果将图 8-2 中的类映射到关系数据库，会得到图 8-4 所示的数据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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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将类图映射到数据库模型（用 Enterprise Architect 映射） 

如果采用某种对象-关系映射器框架（例如微软的 Entity Framework），Person 对象和数据库中的

Person 表里的一行可能会这样联系起来： 

person1=context.Persons.Find(ID) 

如果将以上内容中的 Person 改成 Dog，City 改成 Cat，映射的套路没有变化。即使我们调整了域之间

的映射和协作的套路，得到的结果也会按照我们的调整有规律地变化，与域中的个体依然无关。 

平时我们看到的一些“架构”，就是域之间映射和协作的一些套路。图 8-5 是现在常被提起的一些“架

构”，可能在很多系统中都会观察到，即使这些系统的核心域及非核心域都有不同。 

 

图 8-5 一些常见的“架构” 

既然域之间的映射有“套路”，过早地混合不同域的知识是不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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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6 所示，假设三个域要考虑的因素分别是 a、b、c 个，如果分开考虑，然后再找到域和域之间

映射的规律，负担最小可以变成 a+b+c；如果混在一起考虑，大脑的负担最大会达到 a×b×c。a、b、c 都

大于√3 时，相乘肯定要大于相加的。 

 

图 8-6 过早混合不同域的知识会增加大脑负担 

把不同域的知识分开考虑，不等于“把整个系统分析完了再编码”——“害怕分析瘫痪”是一块常用于

遮掩分析能力不足的遮羞布。可参见《软件方法（上）：业务建模和需求》1.3 节关于“迭代”的内容。 

过早地混合不同域的知识，会加重开发人员大脑的负担，导致开发人员腾不出脑力来思考核心域中更深

刻的问题，只好稍微折腾一下如图 8-5 的“域之间的架构”，心里安慰自己，我有“架构”了！却忘了，其

实还没有触碰到最需要大脑去思考的核心域概念和逻辑。而这又很可能会被巧妙地当成遮羞布——不是我

不思考，而是要想的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啊！ 

而这种微妙心态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导致开发人员有意无意地混合不同域的知识，把复杂度弄成 a×b

×c，以此达成废话刷工作量——以最少的思考得到最多的“成果”。 

*近年最时髦的就是借 DDD 话语体系刷工作量了。例如，刚找出一个类 Order，然后周围就围上一圈

OrderFactory、OrderRepository、OrderService……，洋洋得意地把工作量刷了好几倍。* 

我经常听软件组织的架构师向我介绍他们所开发系统的“架构”，口沫横飞，说的基本上都是图 8-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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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间的架构”。好啊，真棒，我知道了。还有呢？没了？ 

构思那些“域之间的架构”是某些基础设施厂商或者方法学家的工作，我们挑一个适合自己项目的套路

用上就行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请教用这个套路用得好的先行者。 

“域内部的架构”，那些核心域概念和复杂逻辑，这是系统最值钱的地方。要是我们没有办法理清楚，

别人是帮不到我们的。这才是大脑最该用的地方！ 

8.1.4 应对变化，不要吃错药 

平时开发人员常说要“应对变化”，甚至有的人还喊口号“拥抱变化”，但是你真的清楚要应对的是什么

样的变化吗？ 

我梳理了“不好了，需求变了！”的各种情况，如图 8-7。 

我们听到的（患者诉说） 实际情况（病情） 最需改进的技能

（处方） 

备注 

不好了，需求变了！ 需求其实没变，只是需求人员的“认识”变

了 

（病情没进展，只是之前的诊断错了） 

业务建模、需求 最多 

需求确实有变化 

（病情进展了） 

功能需求 变了 分析 第二多 

质量需求 变了 设计  

设计约束 变了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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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各种“需求变化” 

第一种情况：需求其实没变，只是需求人员的“认识”变了。这种由于业务建模和需求技能不足导致的

伪“需求变化”实际上是最多的。 

要应对这样的“变化”，光是有分析和设计技能是没用的，需要提升业务建模和需求技能。这些技能已

经在本书上册（2 到 7 章）讲解。 

*张三出现恶心、乏力、食欲减退等症状，村里的道士九叔给他诊断，认为他鬼上身了，需要搞一个驱

魔仪式。九叔已经精研驱魔理论体系和实践多年，一手辟邪剑法已经练到星耀一级。 

那也没用！因为张三得的是乙型肝炎。* 

第二种情况：功能需求变化，包括增加了一个用例、增加了一个步骤、输入输出的字段多了一项、某个

步骤的业务规则做了调整……等。如果能恰当地建模系统要封装的核心域逻辑，使得核心域模型能精确体现

核心域的内涵，会大大有助于应对这样的变化。这种情况是第二多的。 

应对第二种情况，需要提升分析技能。 

*如果充分了解肝脏的工作机制，当张三被诊断乙肝时，又观察到张三酗酒、熬夜，就可以预测病情可

能很快会进展到肝硬化甚至肝癌，这对应变是有帮助的。* 

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发生得就没那么频繁：质量需求和设计约束发生变化，例如响应速度、并发容量、

运行平台的更换等。 

一些以“领域驱动设计”为名的文章，所举例子就 1-2 个领域类，然后就开始讨论 Entity、Service、

Repository、DTO、六边形架构……不是说这个知识没用，问题是软件组织缺的是这个嘛？ 

这些文章以为自己在说“领域驱动设计”，其实说的是“企业应用架构模式”、“互联网系统架构模式”。 

强调“领域驱动设计”，背后暗含的意思应该是缺少“领域驱动”而不是缺少“设计”，结果呢？不谈领

域，谈仓储、工厂。 

*调查：您看过的以“领域驱动设计”为名的文章，里面有几个领域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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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以下 

6-10 个 

大于 10 个 

在一些软件开发技术大会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某电子商务网站的架构师上台讲了一通，接着某视频

网站的架构师上台也讲了一通，咦，两个演讲内容如此相似？原来，他们讲的都是自己系统中“域之间的架

构”，而不是核心域内部的机制。究其原因也许并非不为，而是不能——架构师对自己所开发系统的核心域

研究太浅。 

许多“网红程序员 ”在网上谈论的内容大多是某种语言或框架的新特性，少有探讨他当前所开发系统

的复杂领域逻辑，也是同样的原因：并非不为，而是不能。 

说了那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 

8.1.5 重视分析工作流 

分析，就是从核心域的视角构思系统的内部机理。 

在现在的很多软件组织中，分析工作流的技能是非常被忽视的。很多开发人员上手就直接编码，原因并

不是软件开发项目的领域逻辑简单到了不需要分析的地步，或者他的大脑发达到了在大脑里就可以完成分

析工作的地步，而是开发人员缺乏分析的技能，只好草草跳过，而且为了遮掩自己的无能，还会想各种办法

来遮羞。 

草草跳过的不只是分析，需求也是同样的待遇。很多需求调研就是走个形式。开发人员没有掌握需求技

能，给他时间做，他也不知道怎么做，随便晃悠两下，就着急回去编码了，因为这个工作他比较熟。 

用考试类比，考试时，前面几道题比较容易，扫一眼就可以写出答案。越往后题目越来越难，学霸会拿

出草稿纸，列出已知条件，正推、逆推……理出解题思路，然后再答。 

学渣就麻烦了，根本没有学习相关的知识和解题方法，怎么办？他会想出各种办法来遮羞： 

遮羞利器（1）：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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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抱怨考试时间太紧张，来不及思考，只好胡乱写个答案，甚至故意提前交卷，力图给人造成一种

“如果时间允许，我是能做对的”的印象——真相是，不会就是不会，给再多的时间也不会。 

对应到软件开发，就是以“时间紧”、“敏捷”为借口掩盖自己没有能力剖析复杂逻辑的事实。 

遮羞利器（2）：空间。 

例如，考试时故意选择不好写的笔和劣质的草稿纸，力图给人造成一种“如果纸和笔再好一点，我是能

做对的”的印象——真相是，不会就是不会，给他再好的纸笔也不会。 

对应到软件开发，就是借助“口头交流”、“白板”等容量小的介质，掩盖内容的苍白。白板就这么大，

所以客观上你总不好意思让我用白板剖析复杂的逻辑吧？ 

伽罗瓦在决斗前一天晚上仓促写下自己的数学思想，不停哀叹“我没有时间了”。唉，早干嘛去了，不

过伽罗瓦是真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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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伽罗瓦决斗前一天的手书 

费马在书的空白处写下“费马猜想”，还写“我确信我发现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的空白处太小，

写不下”，估计费马是忽悠。 

此处提到此二人纯属作者关于“时间”、“空间”不够的随意联想，无其他含义。 

遮羞利器（3）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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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听起来就比较高大上了。 

上世纪 80 年代末，Bill Opdyke（https://cseweb.ucsd.edu/~wgg/Abstracts/gristhesis.pdf）和 Bill 

Griswold（http://laputan.org/pub/papers/opdyke-thesis.pdf）等人归纳了一些调整代码结构的手法，

称为“重构”，后经 Martin Fowler 等人推广而广为流传。 

“重构”的知识可以看作是建模知识的一个子集。如果开发人员真的熟练掌握重构的手法，很多情况下

他已经有能力直接建模领域逻辑得到更合理的结构，根本不需要先走很多弯路再回正路。 

还是用考试类比：如果考生有能力察觉某个解答的“坏味道”并“重构”，那么轮到他做类似题目时，

他也应该有能力“建模”题目的各种条件，理清解题思路后直接给出正确的回答，并不需要故意做错再改过

来。 

如果考生别有用心把“重构”当遮羞布，结合前面两个遮羞利器，就会出现“我本来打算把我的答卷'重

构'一下，但是没有时间了”，“我本来打算把我的答卷'重构'一下，但是答卷写满了没空间了”。 

开发人员可以照此办理——“我先写快而脏的代码，然后再重构”，然后祭出遮羞利器“时间”（此处

“空间”不好祭出）——“没想到啊，时间来不及了”。 

摸着石头过河是难免的，但应该在不得不摸的时候才摸，不应该假装看不见已有的路和桥，无论大小事

都主动追求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很多人不是假装看不见路，而是真的看不见路——就是个睁眼瞎。要是开

发人员以“重构”为理由拒绝思考，很可能他的“重构”也是空话。 

不过，大脑不用思考，凭感觉摸着石头过河不停刷工作量，也是一种躺平的幸福。 

8.1.6 分析相关历史的简单回顾 

1958 年，John W. Young Jr.和 Henry K. Kent 发表“Abstract formulation of data processing 

problems”，第一次提出在独立于实现的抽象级别上定义系统的规范。 

https://cseweb.ucsd.edu/%7Ewgg/Abstracts/gristhesis.pdf
http://laputan.org/pub/papers/opdyke-thes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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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摘自 “An abstract formulation of data processing problems”（Young JW, Kent HK，

1958） 

1959 年，CODASYL（数据系统语言会议）成立。1962 年，CODASYL 提出了一个和 Young/Kent 类

似的模型，称为“信息代数”（Information Algebra）。 

1970-1980 年代是结构化分析方法的时代，主要贡献者有 Börje Langefors、Chris Gane、Trish Sarson、

Tom DeMarco、Pin-Shan Chen、E. F. Codd 等人。结构化分析的主要建模方法是数据流图和实体-关系

图，这两者的结合，让软件开发人员有能力剖析大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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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摘自 Structured analysis and system specification（DeMarco T，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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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摘自 The Entity–Relationship model: Towards a unified view of data（Chen PPS，1976） 

1982 年，Nastec 公司开发出了 DesignAid，这是第一款 CASE（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工具。随后，

其他 CASE 工具陆续出现。据 PC Magazine 的 1990 年 1 月 30 刊统计，当时已经有超过 100 家公司提供

了将近 200 款 CASE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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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摘自 PC Magazine 1990 年 1 月 30 日刊（红框圈住的内容说明了工具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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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后期，面向对象的思想开始用于分析和设计。然后，UML 统一了表示法。这部分历史已经在

本书第 1 章“UML 简史”部分讲述，此处不再赘述。 

 

图 8-13 摘自 Object Oriented Analysis, 2nd Edition（Coad P, Yourdon 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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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摘自 Object lifecycles. Modeling the world in states（Shlaer S, Mellor SJ, 1992） 

8.1.7 互联网和敏捷的影响 

互联网浪潮以及敏捷运动的冲击打断了分析方法学的传承。 

互联网浪潮到来之前，信息系统的竞争焦点是功能。 

我 1997 年毕业，先到高校当了一年老师，然后才去软件公司做程序员。第一个参与开发的系统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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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这样的系统用的人不多，服务器一台，每个部门放上一台客户端电脑就差不多了，但功能很多，

入住、退房、收银、客房，餐饮、娱乐、财务、电话计费、各种报表等等，能不能把核心域逻辑理清楚非常

关键。 

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这样一种系统：这种系统功能很简单，开发这种系统时需要思考的核心域逻辑很少，

但是这样的系统可以通过互联网让非常多的人使用，问题的关键变成了“如何在大用户量下保持性能”。 

典型的例子是 1996 年出现的 hotmail，推出一年多时间就有 1200 万的用户。hotmail 是一个基于 web

的电子邮件系统，这样的系统，开发出来并没有太大难度，竞争的关键在于有没有背景、有没有钱买基础设

施，有没有钱做推广……。 

可能有人会说“邮件系统也有逻辑啊！”当然，这同样是一个领域，也有逻辑，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逻

辑已经被前人探索得很清楚，甚至有实际的可用组件提供，并不需要 web 电子邮件系统的开发人员从头思

考。 

很多开发人员就进入了类似的“互联网公司”，开发或维护类似的系统。因为不需要剖析复杂的核心域

逻辑，开发人员有没有掌握分析的技能已经无所谓，于是，很多打着“敏捷”旗号的“方法”就在这类公司

大行其道，导致软件开发人员的分析能力普遍退步。 

经常有人和我说，潘老师，敏捷这一套做工厂管理系统之类的可能不太行，但不得不承认，做互联网很

管用噢！ 

当然管用了！ 

有个巫医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他坦言，我这个方法对付癌症可能不太行，但对付感冒很管用噢！你不

信，找个感冒患者来！ 

感冒患者找来了，巫医让患者躺在一张绘有八卦图案的方桌上，然后绕着患者绕了八八六十四圈（看到

没，他也是有一套方法的！），然后对患者说，回去该吃吃该喝喝，五天之内就好了！ 

果然，患者好了。 

巫医四处宣传他的治疗方法，由于此方法简单易学，迅速收获了大批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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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5 林正英电影海报 

给软件开发人员一段文字描述，让他提炼和表达其中的领域概念和关系（通过 ER 图、类图……甚至口

述表达都可以）。基于我在训练班上的体会，能在这个测试中给出合格结果的开发人员占全体开发人员的比

例，如果在 2000 年占百分之 x 的话，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是否能占到千分之 x 都值得怀疑。 

不过，形势已经在发生变化。 

随着互联网的成熟，大部分组织都变成了“互联网组织”。以往以“互联网公司”著称的巨头们变成

了行业领袖，宣称“我是做互联网的”已经不足以包装自己，必须要对领域深入挖掘了。 

但是，开发人员“敏捷”惯了，怎么办呢？还能回得去吗？ 

 

图 8-16 分析技能下降之后，还能回得去吗？ 

于是，就出现了各种伪创新。 

8.1.8 伪创新 

有的人（国内国外都有）没有掌握相应技能，也不愿意认真学习已有的知识，凭着一些朦胧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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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明”了一些“新”方法，这就是伪创新。 

软件开发的一些伪创新前些年打的是“敏捷”的旗号，最近几年打的是“领域驱动设计”的旗号。仔细

观察，背后推动的人很多是重叠的。 

8.1.8.1 伪创新例一 

图 8-17 摘自 2017 年出版的某本名字中带有“Domain-Driven Design”的书，我们来挤一挤这张图

里面的水分。 

 

图 8-17 摘自 2017 年出版的某本名字中带有“Domain-Driven Design”的书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图 8-17 中各个元素的词性，如图 8-18。图形的边上流动的“事件”实际上是“事

件记录”或“事件信息”，是“数据”（名词）。 

 

图 8-18 图中各元素的词性 

咦？这不就是 UML 的活动图吗？直接用活动图表达不是更省事，干嘛非得自己“发明”一套？ 

我们用 UML 活动图“复刻”一下图 8-17，得到图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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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9 用活动图“复刻”图 8-17 

注意，“Workflow”、“event”、“command”这几个词，作者有的大写开头，有的小写开头，可能是

为了通过差异化保持百花齐放的“创新”感吧。 

借助 UML 的语义，“Workflow”可以用活动表示，“event”可以用输出针脚表示，“command”可

以用输入针脚表示，这样，“Workflow”、“event”、“command”等后缀就可以删掉了，得到图 8-20。 

 

图 8-20 删掉后缀 

接下来再看“queue”，意思是事件通过一个队列传递（目的是解耦发送和接收），这个做法适用于各种

不同核心域的系统，和“Place Order”、“Ship Order”所在的下单配送并不直接相关。把这个知识混进来，

结果必然是废话刷工作量，如图 8-21。 

 

图 8-21 批量刷 qu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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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非核心域知识“queue”删去，得到图 8-22。 

 

图 8-22 删去非核心域知识 

我们再观察图 8-22，发现原来它在玩颠来倒去的文字游戏。用三个词：Place、Ship、Order，再加一

个横杠符号“-”，换着花样组合，刷出了一批工作量。 

组合技巧一：动词-名词+“Workflow”，放在活动（结点）处。得到“Place-Order Workflow”和“Ship-

Order Workflow”。 

组合技巧二：名词-动词 ing，放在泳道处。得到 Order-Taking 和 Shipping。注意，该图作者在此处

做了“创新”——换词和删词，不用 Order-Placing，而是用 Order-Taking（换词），不用 Order-Shipping，

而是用 Shipping（删词），这样看起来就有了“新意”，不太像刷工作量了。 

组合技巧三：名词动词 ed（注意，此处没有“-”了，又有了“新意”）+“event”，放在活动的输出针

脚处。得到“OrderPlaced event”。 

组合技巧四：动词名词（注意，此处没有“-”了，又有了“新意”）+“command”，，放在活动的输

入针脚处。得到“ShipOrder command”。 

剥去各种包装后，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简化为图 8-23。 

 

图 8-23 图 8-17 的终极简化 

然后这样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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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 1：必要时可以按照以上归纳的四个组合技巧刷工作量。 

约定 2：通过队列传递事件。 

这两条约定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创新”，给这两条约定起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例

如“分布式区块链云计算智能大数据智能平台敏捷领域驱动设计芜湖起飞架构”，最好找网红老外起名，然

后出口转内销。 

了解了这个套路，我们就可以熟练地摸鱼了。 

首先，拍脑袋“功能分解”，得到类似图 8-23；然后，按照套路刷工作量，把图 8-23 刷成图 8-17。 

我们以核酸检测为例，按照以上技巧演变看看： 

 

图 8-24 按照套路刷工作量示例 

8.1.8.2 伪创新例二 

图 8-25 摘自 2019 年出版的另外一本名字中带有“Domain-Driven Design”的书。展示的就是打着

“领域驱动设计”旗号的伪创新之一：事件风暴（EventSt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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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5 摘自 2019 年出版的某本名字中带有“Domain-Driven Design”的书 

我把图 8-25 里提到的概念提炼出来，画了 1 个类和 4 个小人，如图 8-26。数一数，包括类名称在内，

图 8-26 一共有 16 个概念。 

 

8-26 我提炼图 8-25 的概念画的图 

有了图 8-26，可以准备开车……不，准备刷工作量了！ 

（1）创建对象，销毁对象，刷 2 个蓝色纸片，就是图 8-25 中的 Create an ad 和 Remove ad（怎么

前面没有 an 了，刷得不整齐，重刷！）。 

这个步骤刷出 2 个蓝色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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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重性为 1 的属性（从图 8-25 看应该是 title、text 和 sell price），每个刷 1 个蓝色纸片，就是

图 8-25 中的 Change the ad title（怎么不和后面两个一致都用 Update，刷得不整齐，重刷！）、Update 

the ad text 和 Update ad sell price（怎么前面没有 the 了，刷得不整齐，重刷！）。 

这个步骤刷出 3×1=3 个蓝色纸片。 

另外，本来这些都是 Ad 的属性，直接称 title、text 和 sell price 即可，不必再加前缀，但不加怎么能

刷出工作量呢？一定要加！ 

（3）多重性为多的属性（从图 8-25 看应该是 picture 和 category），每个刷 2 个蓝色纸片，Add***

和 Remove***。 

这个步骤刷出 2×2=4 个蓝色纸片。 

另外，本来这些都是 Ad 的属性，图 8-25 中写 Add***和 Remove***即可，不用加 to Ad、from Ad，

但不加怎么能刷出工作量呢？一定要加！ 

（4）每个操作刷 1 个蓝色纸片。 

这个步骤刷出 6×1=6 个蓝色纸片。 

咦？这些改变状态的操作看着怎么和属性没有什么关系呢？是属性漏了，还是操作错了？估计作者也

不太了解操作、状态和属性的关系吧。 

（5）把（1）-（4）步产出的所有的蓝色纸片变换词序，每个旁边加一个橙色纸片。 

这个步骤结束后，得到（2+3+4+6）×2=30 个方框形状的纸片，或者说，15 对。 

（6）把图 8-25 中的 4 个小人和每对方框任意组合，得到大约 15 个黄色小人。 

最终，我们从往墙上贴了 30+15=45 张小纸片，数量和内容正好和图 8-25 中的纸片相同。 

信息浓度=16/45×100%=36%。再考虑到那些刷上去的 Ad，估计差不多 33%的浓度。或者说，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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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的“事件风暴”中，有 67%的水分内容。 

要注意，这仅仅是其中一个类 Ad，其他类照此办理，今年的工作量可算是有交代了。 

是不是创始人英明神武，只不过其他人把经念歪了？感兴趣者可以去自行看“事件风暴”的作者 Alberto 

Brandolini 的书，看看书里面讲了什么。 

*调查：您看过的以“领域驱动设计”为名的文章，有类似的刷工作量的情况吗？  

有 

没有 

8.1.8.3 伪创新为什么受欢迎 

比起严谨的建模方法，伪创新更受欢迎，因为它迎合了“广大开发人员”呆在舒适区的需要。 

如本书所言，软件开发的一个迭代周期中的四个工作流： 

A-业务建模——定位需要改进的目标组织（人群或机构）以及该组织接下来最需要改进的问题。 

B-需求——描述为了改进组织的问题，所引入的信息系统必须具有的整体表现。 

C-分析——提炼为了满足功能需求，所引入的信息系统需要封装的核心域机制。 

D-设计——考虑质量需求和设计约束，将核心域机制映射到选定非核心域上实现。 

很多开发人员只有 D 的知识，当岗位发生变化，需要他做 A、B、C 的工作时，按道理应该去认真学习

A、B、C 的技能才对。 

但是，很多人并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把其他人拉到自己的舒适区。 

例如，在和涉众讨论需求时，频频蹦出一些“技术潮词”，目的就是以自己的“所长”来碾压涉

众，从而掩盖自己业务建模和需求技能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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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讨论核心域的类模型时，动不动就谈到如何实现或者质疑“会不会有性能问题”，从而

掩盖自己抽象能力的不足。 

于是，投其所好的伪创新就登场了。 

最开始的伪创新极力贬低 A、B、C 的重要性。例如，想那么多有啥用，最后不是还得写代码？张嘴就

是 Linus Torvalds 的“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这就是之前的“敏捷”论调，高喊“砸烂一切枷锁”来吸引热血程序员。 

但是，事实是残酷的。“发明家”及其追随者慢慢发现砸烂一切是不行的，追随者的信念开始动摇。 

轮到下一代伪创新登场。 

下一代伪创新不再贬低 A、B、C，而是从 D 来臆想 A、B、C，得到的 A、B、C“方法学”非常“简单

易学”。 

不过，伪创新往往不会直接宣传自己“简单易学”，而是会说自己很高深。宣传中往往带有“艺术”、

“禅”、“道”等字眼，有意无意地朝宗教、艺术、玄学方向引导——比起枯燥的数学理论和逻辑推理，

这些东西可是太好下嘴了。 

开发人员上手一学，发现其实不难！就像上面举的两个刷工作量的例子一样，投资少，见效快，产量

大，而且仪式感十足。 

最妙的是，不用走出舒适区辛苦学习，就得到了“方法学”，这可太符合只掌握 D 的开发人员的胃口

了！开发人员有捡到了便宜的感觉，心中豪气顿生——不愧是我！别整三岁的，有能耐你整四岁的！ 

8.1.8.4 伪创新特点 

造词 

为了防止有人怀疑“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伪创新往往会造一个新名字，让人有“取得突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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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坚定追随者的信心。 

造词手段可以是换词。例如，把“术语表（Glossary）”换成“通用语言（Ubiquitous Language）”。 

造词手段可以是拼词。例如，在“愿景（Vision）”前面加上“领域（Domain）”，得到“领域愿景”

（Domain Vision）。 

如果人们得知一个东西曾经存在过，那么当这个东西再次被拿出来宣传时，人们会对宣传持有较多的理

性，“这东西如果真的这么厉害，那之前怎么……”，宣传的人也会收敛，不至于那么夸张。 

如果换一个名字，就会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人们可能就会给一个机会，毕竟是“新”的，没准人

家真的有这么牛呢。 

例如，说青霉素可以治愈肝癌，大众肯定不信，要是真的可以治愈肝癌那么多年不早就验证了嘛；如果

把青霉素改个名字叫“K9527-α”，说可以治愈肝癌，可能就会有患者给它一个机会，买了试一试。 

一个机会就够了！大不了这个词不好使了再换个词呗，造词工厂的流水线可是全年开工的！ 

并不是说青霉素没有价值，杀灭细菌总是可以的。就算是淀粉做的假药，还可以起到充饥的作用呢。 

危害在于，被误导的肝癌患者可能会将宝贵的金钱和时间资源优先用在了“K9527-α”上，耽误了获得

更好治疗方案的机会。 

割裂历史 

伪创新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掉自己出现之前的某段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进步”。 

例如，“敏捷”的一些宣传中，一开始会描述“瀑布”如何如何糟糕，然后说“敏捷”如何如何比“瀑

布”好，如图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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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7 网络截图 

把“敏捷”直接和“瀑布”对比，似乎在“敏捷”出现之前就是“瀑布”。 

实际上，增量迭代开发、持续集成等软件工程实践早已有之，甚至于图 8-27 中提到的著名“瀑布”论

文，Winston W. Royce 发表于 1970 年的“Man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Software Systems”，

也并不提倡以顺序模型作为团队的过程模型。图 8-28 是该文的一个截图，注意图中的“Iterative（迭代）”

一词。对全文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搜索阅读。 

 



38 
 

图 8-28 摘自 Man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Software Systems（Royce W. W. ， 

1970） 

这样的宣传，抹杀了造词“敏捷”之前的软件开发过程所取得的进展，给不了解情况的开发人员留下“这

是敏捷发明的，所以嘴上喊着敏捷的人最懂”的印象。 

“领域驱动设计”的宣传也有这种误导，如图 8-29。 

 

图 8-29 网络截图 

把“面向过程”、“CRUD”直接和“领域驱动设计”对比，似乎“领域驱动设计”之前就是一片空白。 

包括 Eric Evans 也在《领域驱动设计》的前言中说： 

Leading software designers have recognized domain modeling and design as critical topics 

for at least 20 years, yet surprisingly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about what needs to be done or how 

to do it. Although it has never been formulated clearly, a philosophy has emerged as an 

undercurrent in the object community, a philosophy I call domain-driven design. 

领先的软件设计人员认识到领域建模和设计的关键性已经有至少 20 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关于需要

做到什么或者如何做，一直以来几乎没人写点什么。不过，一种哲学像一股暗流已经在对象社群出现，虽然

还从来没有被清晰确切地表述出来。我把这种哲学叫作“领域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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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Evans 说的 20 年，指《领域驱动设计》出版时间 2003 年前面的 20 年，大约是 1983-2002 年。 

事实和 Eric Evans 所说的在这个期间“几乎没人写点什么”恰好相反，那个年代的“领域驱动”味道比

今天还要浓，如果没有涌现各种面向对象方法学，UML 是怎么来的？ 

关于面向对象方法学和 UML 的历史，可参见本书第 1 章。对 Eric Evans 以上言语的批评，可参见我写

的文章《DDD 浮夸，Eric Evans 开了个坏头》（https://mp.weixin.qq.com/s/fzRG27uyDSWtNN9thi6Lrw）。 

*忽略自己出现之前的进展，把对比的参照物拉回到很多年前，让人联想到穿越小说，主人公回到古代

发明肥皂香水水泥火药来碾压对手。* 

实在绕不开历史，需要引用文献时，伪创新也会优先把引用停留在“圈子”内，例如 Rob*** 

Series、Mar*** Series，对“圈子”外的贡献所知甚少或视而不见。“圈子”内可以互吹互捧，张三造了

一个新词，他自己不吹，由李四、王五、赵六来帮着吹，李四造了一个新词，他自己不吹，由张三、王

五、赵六来帮着吹…… 

 

图 8-30 封闭圈子引用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你手上的带有“敏捷”、“领域驱动设计”名字的书，关注一下它的参考文献。 

例如，Eric Evans《领域驱动设计》的参考文献共 25 篇，图 8-31 是前 1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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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1 摘自《领域驱动设计》（Eric Evans，英文原版出版于 2003 年） 

可能有的读者会说，咦，这些好像都挺有名的呀！是的，很多都在网红圈子中。 

可惜，软件开发不是娱乐业，流量为王。某句话、某篇文章或某本书在某个领域“最有名”，不代表

它在该领域“最正确”或“最深刻”。 

门槛低 

对伪创新圈子而言，“创新”来得非常容易。不用认真学习前人的成果，把自己的一些朦胧感悟写出

来，换个新词，就是“创新”了。 

有的人甚至是这样“创新”的：我和公司同事某某（也是网红）讨论了什么什么，就悟到了某某创

新。 

*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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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前人已有的成果，前人曾经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哪些成功了，哪些失败了，才能提出并解决真

正的问题。 

不了解前人成果，蒙头就得到的，只能叫“学习体会”、“学习感悟”——这些文字里，常会见到

“我发现”、“我悟到了”等字眼。 

 

图 8-32 学习体会和创新的区别 

发表学习体会，包括错误的学习体会，当然没问题，这是个人自由，只要不把学习体会包装成“创新”

就好。 

*********** 

初中数学里要学习全等三角形、相似三角形、SSS、SAS……，到了高中以后学了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等

解三角形的知识……就不会再回去用初中的方法解题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学会高中的知识，比如说张三。 

张三可能会这样解释： 

“我这个人能力比较弱，只能掌握全等三角形、相似三角形的方法。” 

这样的说法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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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还可能会这样解释： 

“这个题目比较简单，用全等三角形、相似三角形的方法做足够了，而且这样更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理

解。” 

这样的说法也可以。不过，竞争对手不是傻子，市场中哪里有什么"简单题目"！能带来利润的题目都很

复杂。 

但是，张三如果这样说： 

“全等三角形、相似三角形的知识比高中三角函数的知识更深刻。” 

这就是自欺欺人了。 

更要警惕的是，有一个李四，也许和张三一样没有掌握高中方法，也许掌握了高中方法但是为了忽悠张

三们，偷偷把"全等三角形"改名为"叠合三角形"，然后和张三宣传： 

“我发明了"叠合三角形"新方法，比高中的三角函数有用，三角函数过时了。” 

这就是可恶了。 

*********** 

8.1.9 本书使用的分析方法 

分析模型描述系统要封装的核心域知识。 

至于用什么建模概念来思考和描述核心域知识，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例如，“人”用不同的建模概念描

述，可以说它是一个“类”，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类型”、一个“实体”。 

本书使用面向对象的建模概念来描述分析模型，从三个视角来描述： 

分析类模型：描述系统中各个类以及类之间的关系。 

分析状态机模型：描述某个类的各个行为的逻辑。 

分析交互模型：描述某些类在实现某个用例时的协作。 

而面向对象的分析模型的表达形式，也可以有多种选择：语音、文本、图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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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觉得当前许多编程语言的表达能力已经很强，认为用文本已经足够，抗拒用图形来表达领域知识。 

但是，和只有自上而下顺序的文本相比，能够朝四个方向扩展的平面图形（如果有三维模型就更好了）

更容易让建模人员看出领域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图 8-33 和图 8-34 的内容，如果没有图形的帮助，直

接用文本一行一行地构造分析模型，人脑的负担非常重。 

 

图 8-33 餐饮领域的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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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4 计算器的状态机图，摘自 Practical UML Statecharts in C/C++（Samek M. , 2008）  

说到这里，又不可避免地要提醒，故意选择文本的形式来表达领域知识，有可能也是一种遮羞利器。

图 8-33 和 8-34 的内容如果用文本表达，可能会得到很多页文本——这就有了理由：因为工作量太大

了，所以很多地方无法做深入的思考，可以原谅！ 

本书使用类图、状态机图和序列图三种 UML 图形来表达面向对象的分析模型。UML 类图表达分析类

模型，UML 状态机图表达分析状态机模型，UML 序列图表达分析交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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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5 本书的分析方法所使用的 UML 图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用的是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用面向对象的概念来剖析核心域知识，

但不意味着你的系统一定要用特定的“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特定的存储方式或物理分布形式来实现。 

也许你使用的编程语言是面向过程语言，例如 C；也许你使用的编程语言是函数式语言，例如 F#；也

许你使用的存储系统是关系数据库系统，例如 SQL Server；也许你使用的存储系统是非关系数据库系统，

例如 MongoDB；也许你的系统运行在同一台机器上，也许是分布在很多台机器上…… 

不管你的系统的实现方式和运行形态如何，从分析过渡到设计时，变化的只是分析到设计的映射套路。

如果设计所使用的非核心域比较“面向对象”，那么映射套路会比较直观一些，否则，就需要一定的转换。

但无论如何，如前文所说，这个套路和具体的核心域知识没有关系，我们并不需要针对每一个核心域概念逐

一花费脑力去思考它。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分析工作流使用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是因为从思考深度和表示的严谨程度来看，面

向对象的分析方法以及 UML 表示法目前仍然是剖析和整理核心域逻辑的最佳选择。 

本书在设计工作流的内容，会展示分析模型和各种实现方式的映射套路。 

自测题 

扫码或访问 http://www.umlchina.com/book/quiz8_1_1.html 完成在线测试，做到全对

http://www.umlchina.com/book/quiz8_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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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答案。 

 

1. [多选]关于分析和设计的区别，以下说法不恰当的有： 

A) 分析着眼于“系统做什么”，设计着眼于“系统怎么做”。 

B) 分析和设计分离的好处是，先全局思考整个系统的各个类以及类之间的关系，再有规律地映

射到实现的平台和语言，这样就减少了反复试错的成本。 

C) 有时候，在分析工作流也会考虑内存、网络带宽等概念。 

D) 分析注重业务，设计注重技术。 

2. [单选]掌握 MVC、MVP、MVVM、六边形、洋葱型……等模式或架构，并不能解决分析的问

题，原因是： 

A) 它们描述的是域之间的协作。 

B) 它们没有得到广泛使用。 

C) 它们没有体现面向对象的思想。 

D) 它们不够敏捷。 

3. [单选]以下（1）-（4）所展示内容的共同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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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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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愿景：为了满足内外部人员，他们的在线订餐、自动订餐统计和外部人员管理的需求，建设

这个在线订餐系统，它是一个在线订餐平台，可以自动订餐统计。它可以同时支持内外网订餐，同时

管理内外部人员订餐和定期订餐分析。 

A) 都是 UML 模型 

B) 都有废话内容 

C) 都涉及到电子商务领域 

D) 都体现了面向对象建模的思想 

4. [单选]第一款 CASE（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工具是： 

A) Rose 

B) ERwin 

C) FlowChart/360 

D) DesignAid 

5. [单选]“领域驱动设计”话语体系中有“限界上下文”的概念（类似于 UML 的组件）。有的人

提出以功能（或用例）为依据划分上下文，有的人甚至提出以业务流程为依据划分上下文。这些做法

的主要问题是： 

A) 没有区分核心域和非核心域 

B) 内外不分 

C) 没有使用 UML 的标准符号 

D) 不够敏捷 



49 
 

6. [多选]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用核心域术语表达的内容就是分析模型。 

B) 分析模型概要地描述核心域知识，设计模型将核心域知识细化。 

C) 面向对象的分析模型不妨碍使用面向过程的设计。 

D) 口头表达也可以表达分析模型。 

7. [单选]有一篇文章，作者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类图，然后开始掰着指头数这个类图缺什么，"没

考虑到持久化"，"没考虑到对象的创建"……然后得出结论：画这个类图不如直接编码。根据本节的知

识，以下正确的说法是： 

A) 作者不了解核心域和非核心域分离的重要。 

B) 别急，这个图会越来越细，逐渐添加作者认为缺少的那些东西。 

C)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D) 敏捷是建模的精髓，加上这些就不敏捷了。 

8. [多选]以下系统中，适合用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建模核心域逻辑的有： 

A) 电磁轨道炮武器系统 

B) 互联网拼单购物系统 

C) PC 单机角色扮演游戏 

D) 电梯控制系统 

9. [多选]以下系统中，适合用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建模核心域逻辑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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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 SQL 存储过程来实现核心域逻辑的企业应用 

B) 用 C 语言实现核心域逻辑的嵌入式应用 

C) 用 JavaScript 实现核心域逻辑、读取本地文件，不需要服务器的小游戏 

D) 在微软 Azure 上运行的企业应用 

8.2 建模步骤 3-1 识别类和属性 

8.2.1 面向对象的假设 

当使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来分析系统时，我们假设系统由"对象"这样一种东西构成，对象封装了数据和行

为。 

在分析工作流，我们假设系统中的对象在一个虚的"对象空间"中运行。这个空间不是内存，也不是硬盘，

只是人脑中的一个逻辑空间，将它想象成宇宙空间也未尝不可。在"对象空间"中，不存在性能问题，存储空

间无限大，对象的创建、对象之间的通信以及各种计算无限快，支持无限多的人并发……。显然，也不存在

什么硬盘、内存、Cache、加载……等概念。万事俱备，只欠你分析的核心域逻辑。 

 

图 8-36 虚的"对象空间" 

上面提到的这一点，可以用来判断你思考的问题是分析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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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针对分析模型里的元素，一个一个问，“如果没有它，会怎么样”，如果回答是“会有性能问题”，

那么，可以从分析模型中把它删掉。 

例如，类图中有一个冗余的类，问“如果没有它，会怎么样”，答“查询可能会慢”，那就把它删掉。状

态机图里有一个状态“Transient”，问“如果没有它，会怎么样”，答“会漏掉某些数据没有持久化”。这些

都可以删掉。 

但如果回答是“没有它，系统就没法履行自己的责任了，因为要做的系统就是一个持久化框架”，那就

不一样了。 

分析模型受到设计的污染，很容易导致批量的废话刷工作量，导致没有时间思考应该重点思考的核心域

逻辑。当然，正如前文所说，这也可能正是某些人乐意的。 

注意上文提到的"假设"二字。面向对象就是一个假设，如果不认可“系统由对象构成”，也可以分析系

统的核心域逻辑，只不过用的方法不叫“面向对象方法”，叫“面向过程”、“面向组件”、“面向肥皂”都行，

看你的假设是什么了。 

面向对象的思考方式比目前的其他思考方式要好一点，原因不是计算机喜欢面向对象或者面向对象更

接近于计算机的底层，而是面向对象的思考方式更能帮助人脑去剖析复杂问题。如果计算机有感情，估计它

应该更"喜欢"人类用机器语言直接给它发指令，因为这样自己就不用受累搞什么编译、链接。 

正如前文提到的，三角函数更能解决复杂问题，不意味着它比全等三角形、相似三角形更容易掌握。面

向对象更能帮助剖析复杂问题，不意味着面向对象的思考方式比其他的思考方式更容易掌握，而且随着你掌

握了更强有力的思考工具，更复杂的问题就会扑面而来。这些问题早已存在，只不过之前你没有能力来发现

和对付它们——“古人很少死于癌症”。 

8.2.2 分析类 

8.2.2.1 三种分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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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面向对象”假设的前提下，我们接下来就要做第一步思考：系统由什么样的对象构成。 

在这一步思考中，我们通过抽象思维把具有共同特征的对象集合归纳为"类"，对象看作类的实例。 

*归类是人类认知的一种基本技能，其哲学讨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型论（Theory of Forms）。* 

依照 Ivar Jacoson 在“Object-Oriented Software Engineering: A Use Case Driven Approach”

（Jacobson 1992）中的思想，在分析工作流我们进一步假设系统中存在三种类：边界类（Boundary Class）、

控制类（Control Class）和实体类（Entity Class）。 

在模型中，我们可以用 Ivar Jacoson 建议的构造型（Stereotype）来表示三种分析类，如图 8-37。 

 

图 8-37 三种分析类的构造型 

一些 UML 工具（如 Enterprise Architect、Visual Paradigm）已经内置了这些分析类构造型。如果使

用的建模工具没有内置这些构造型，可以自己添加如“<<边界>>”等文字构造型；或者不用构造型区分，

通过给类起名"某某接口"，"某某控制"，也有助于了解该类在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这一点，和第 3 章讲到业

务工人、业务实体时的做法是一样的。 

三种分析类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思考方式，如果你乐意，可以换成另外的思考方式。在设计工作流，三种

分析类可以映射到任何实现架构，包括但不限于 MVC、MVP、MVVM、六边形、洋葱型……甚至映射到不做任何

分割的“架构”。 

图 8-38 列出了三种分析类的责任、和需求的关系以及命名。  



53 
 

 

构造型 责任 和需求的关系 命名 

边界类 输入、输出以及简单的过滤 每个有接口的外系统映射一个

边界类。 

外系统名称+接口 

控制类 控制用例流，为实体类分配

责任。 

每个用例映射一个控制类。 用例名称+控制 

实体类 系统的核心，封装核心域逻

辑和数据。 

用例和实体类的关系是多对多

的，一个用例可以由一到多个

实体类协作实现，一个实体类

可以参与一到多个用例的实

现。 

领域概念名称 

图 8-38 分析类的责任、和需求的关系以及命名。 

图 8-39 用序列图展示了三种分析类之间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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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9 三种分析类在系统中的协作 

执行者先把消息发给边界类对象。边界类对象履行它有能力履行的责任，然后把它没有能力履行的责任

委托给控制类对象。控制类对象就像总裁办，不做具体工作，只是将责任分解后分配给实体类对象。 

实体类可以按照它们之间的耦合程度组成若干组合（Composite），类似于公司的部门。组合之间还可

以再组成更大的组合，类似于大部门中有小部门。也有可能有的类既不组合其他类，也不被其他类组合，类

似于自成一个部门。控制类对象发送消息时，先发给组合的整体对象，再由整体对象分配（可能还伴随着分

解）给组合内的其他对象，如果组合内的对象还组合了更小的对象，还可以继续分配。 

最后，由边界类对象向外系统反馈信息，完成一个交互回合。 

以上说的“组合”和 DDD 话语体系中的“聚合（Aggregate）”类似。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讲述类的

关系时会详细说明。 

8.2.2.2 关于边界类 

边界类的责任是接受输入、提供输出以及做简单的过滤。 

图 8-38 中提到边界类的映射方法——每个有接口的外系统映射一个边界类。这里说的"有接口的外系

统"不仅包括系统执行者，还包括仅接受系统输出信息的外系统。 

以《软件方法》上册案例中的"时间→发送公开课通知"用例为例。该用例进行过程中，系统会向软件

开发人员发送公开课通知，同时还要向 UMLChina 助理反馈发送通知的进展。软件开发人员和

UMLChina 助理在这个用例中仅仅是接受输出，没有输入信息给系统，但系统可以分别设置一个边界类来

封装向软件开发人员和 UMLChina 助理反馈信息的责任，如图 8-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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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0 外系统映射边界类 

图 8-40 中，“时间”映射一个“时间接口”，“软件开发人员”映射一个“软件开发人员接口”，“助

理”映射一个“助理接口”。 

外系统如果是人，对应的边界类也可以叫“**界面”，例如“助理界面”。本书就不区分了，一律起名

“**接口”。 

分析工作流的边界类不暗示任何实现方案。在总责任相等的前提下，它和实现的映射是多样的，可以

用图形界面实现，也可以用非图形界面（包括文本、声音……）实现。 

即使使用图形界面实现，也不能简单认为一个边界类对应一个窗体（Form）。一个边界类的责任可以

拆解到多个窗体上，一个窗体也可以和多个外系统交互。如何组织这些责任，应该从外系统的角度来考

虑，而不是从用例或实体类的角度来考虑。 

图 8-41 中，“助理接口”边界类被圈住的几个责任来自不同用例的步骤，但在使用图形界面实现时，

可以放在面向助理的、通知专用的同一个窗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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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 边界类责任的组织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份申请，需要通过系统审批三次，也就是三个不同的用例。在图形界面实现中，

可能不需要准备三个窗体，部门主管、财务、副总三个审批人可以在同一窗体上工作，但部门主管、财

务、副总各自有对应的分析边界类。 

如果某个外系统和系统的交互很多，对应边界类的责任可能会有很多。有的做法推荐按"外系统+用例

"的组合映射边界类，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边界类上的操作个数。本书不推荐这样做，因为这已经隐含着先入

为主“按用例划分边界”的意思，不利于最后得到合理的边界。 

尽量保持一个外系统映射一个分析边界类，如果操作很多，可以将从外系统角度观察可能要分在一组

的操作移到一起，EA 等工具可以随意定制属性和操作的上下显示顺序。 

需要提醒的是，外系统映射的只是边界类，并不映射实体类。在外系统是人的时候，经常会有人犯这

样的错误。例如以下用例规约片段： 

1. 助理选择公开课，请求创建通知任务 

2. 系统验证所选公开课适合创建通知任务 

“助理”是执行者，映射一个边界类“助理接口”是可以的，但如果映射一个“助理”类，如图 8-42，

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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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2 外系统不映射实体类 

系统是否需要一个“助理”类，要看系统是否需要维护助理的信息。如果需要，会在某个用例规约的某

个地方体现，例如，可能会有一个步骤： 

7. 系统保存通知任务 

绑定一个字段列表： 

7. 通知任务=4+创建时间+创建人 

这个“创建人”就是助理，说明系统需要记住助理的信息，这时才会有“助理”类。 

但并不是所有的系统都需要保留人的信息。例如，乘客坐电梯上楼，乘客是电梯系统的执行者，但电梯

系统可能不需要"乘客"实体类，因为它不需要记住乘客的信息。 

当然，有朝一日，电梯升级为防疫电梯，用例规约里有： 

4 乘客提供身份标识 

5 系统验证身份标识合法 

6 系统记录乘客信息和入厢时间 

这时，电梯系统里就有"乘客"实体类了，因为系统要记住乘客的信息。 

当然，虽然电梯系统没有"乘客"类，但会有"乘客接口"类，可能的类图和常见的实现方式如图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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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3 “乘客接口”及其常见的实现 

8.2.2.3 关于控制类 

控制类相当于用例在系统中的“代理”，它的责任是控制用例流，为实体类分配责任。如果在分配责任

时发现控制类只起到传递的作用，没有起到分解和分配的作用，也可以把控制类去掉。 

因为每个用例直接映射一个控制类，可以用“用例名称+控制”来为控制类命名。 

因为构造型已经包含“边界类”、“控制类”的概念，严格来说，“员工接口”、“审批控制”类名后面的

“接口”、“控制”可以省掉，在分析映射设计时，再通过映射规则中把它补上去。不过，考虑到可能还会

有“员工”、“审批”实体类，而且很可能会一起出现在同一张序列图上，这会看起来有点别扭。 

8.2.2.4 精力应该花在实体类上 

边界类与外系统、控制类与用例的映射关系很明显，所以识别边界类和控制类不需要思考，直接按照上

面的套路映射即可，甚至可以推迟到画分析序列图时再加上去。 

有的分析方法学如 ICONIX 提倡一种 Robustness Diagram，认为可以通过它来帮助寻找类。开发人

员一用确实感觉很舒服，噼里啪啦就发现好多类，有一种"我已经取得了不小成绩"的错觉，不过要是仔细看

看，就知道"发现"的大多是边界类、控制类。这些类其实用不着刻意去发现，只要按照图 8-38 的套路映射

即可。 

最难的工作——寻找实体类以及它们之间的协作，Robustness Diagram 却是寥寥带过，甚至容易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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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建模人员把实体类和用例一一对应。所以，本书不推荐开发人员额外花时间画 Robustness Diagram。 

*和前文多次提到的一样，凡是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得到很多“成果”的“方法”，都容易成为懒人摸鱼的

遮羞布。* 

建模人员的思考工作量应该花在识别实体类上。一个用例需要哪些实体类协作实现、如何协作，一个实

体类会参与哪些用例的实现，这是一个多对多的映射，需要由建模人员的大脑决定哪种映射最好。 

因此，本章以下内容提到的“类”，缺省意思为“实体类”。 

8.2.2.5 不存在“系统”这个类 

"系统"的概念是需求工作流的概念。在需求工作流，我们把系统看作一个对外提供服务的整体。在分析

工作流，"系统"的概念已经被打碎成很多个类，"系统"这个词不需要识别成类。 

图 8-44 表达了不同工作流视角下的目标系统。 

 

图 8-44 各工作流如何称呼目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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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建模工作流，研究范围是组织，而组织中有很多系统，在业务序列图上提到目标系统时，只是说

“系统”二字无法让人理解指的是哪一个系统，需要写出目标系统的名字“***系统”。 

在需求工作流，研究范围是目标系统整体，此时，聚光灯已经打在目标系统身上，不需要再写目标系统

的名字，写“系统”二字即可。 

就像公司开表彰会，老总宣布优秀员工名单时，要说名字“罗永昊”、“罗阵宇”，轮到优秀员工罗永昊

上台发言时，罗永昊称呼自己就不好再说“罗永昊”，说“我”、“在下”、“小弟”就行了。 

*用自己的名字以及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往往代表一种极度的“自信”。例如： 

“凯撒注意到这事，把他的军队撤到最近的一座山上去”（《高卢战记》） 

“老胡觉得这件事实在不应该” 

“婷婷想吃冰淇淋嘛”* 

而在分析工作流，研究范围是系统的内部构成。系统已经被分解成很多个类，这时就不能再说“系统”

了。 

有的建模人员会把"系统"识别成一个类，画成这样： 

 

图 8-45 无意义的类图 

这种图画出来既没有根据（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分解？）又含义模糊（模块指的是需求包还是组件？），

对剖析系统的复杂性没有帮助，但给建模人员带来一种虚假的成就感：我描述了几个类之间的关系，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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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组合关联（还可以联想到高大上的“组合优于继承”），已经开始剖析系统的复杂性了呢——更妙的是，不

用思考，信手拈来！ 

扫码或访问 http://www.umlchina.com/book/quiz8_1_2.html 完成在线测试，做到全对以获

得答案。 

 

1. [单选]方法学家马宝国老师在推行一种“面向浑元形意太极”的分析方法，按照本书的知识点，看到

这个名字，我们最应该想到的是： 

 A) 你家老公会劈砖，小哥会打那太极拳 

 B) 马老师的建模方法是伪创新 

 C) 马老师的方法假设系统由“浑元形意太极”构成 

 D) 我左手一式太极拳，右手一剑刺身前 

2. [单选]为什么面向对象分析设计方法比面向过程好？ 

 A) 面向对象更适合人脑去把握系统的复杂性。 

 B) 面向对象和需求的映射更直接。 

 C) 面向对象方法更容易掌握。 

 D) 面向对象更符合计算机的底层。 

3. [单选]铁路售票处，售票员使用售票系统来售票，在用例进行过程中，系统需要不断向旅客反馈车次、

http://www.umlchina.com/book/quiz8_1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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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票和价格信息，系统还需要和银行系统交互。"售票"用例的分析序列图中，会出现_____个边界类，_____

个控制类，_____个实体类。 

 A) 1，2，3 

 B) 3，1，2 

 C) 不定，1，3 

 D) 3，1，不定 

 E) 3，2，3 

 F) 3，1，3 

 G) 不定，1，不定 

 H) 3，3，3 

8.2.3 提炼类和属性 

8.2.3.1 从需求规约之外的其他素材提炼 

建模类及类之间的关系，可能在软件开发的分析工作流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第 7 章“需求启发”中就提到，我们在研究资料的时候，可以通过画类图来整理领域的概念。整理领域

概念时，有时还可以加上状态机图（但不会使用序列图，自行思考一下为什么）。即使不是为了开发软件，

也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来整理领域知识，帮助我们更快地理解和掌握领域知识。 

拿一篇上过春晚的经典科学论文《母猪的产后护理》为例，如图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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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6 《母猪的产后护理》 

可以画出如图 8-47 的类图，来整理图 8-46 的素材中的领域知识。 

 

图 8-47 用类图整理《母猪的产后护理》领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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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7 可以称为“母猪的产后护理的领域模型”。这个模型可能和信息系统没有关系，因此不能称为

“母猪的产后护理的核心域模型”或“母猪的产后护理的分析模型”。 

如果某个信息系统“母猪产护宝”要封装图 8-47 的领域知识，那么图 8-47 可以称为“母猪产护宝的

核心域模型”或“母猪产护宝的分析模型”，但不适合称为“母猪产护宝的领域模型”，因为“母猪产护宝”

中封装了核心域和非核心域的知识。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来，对于以上提到的几个用语，本书是按以下定义使用的： 

领域模型：描述某个领域中的概念及概念之间关系的模型。 

分析模型：从核心域视角描述的信息系统的模型。 

核心域模型：等同于分析模型。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 8-48。 

 

图 8-48 领域模型和分析模型 

模型可以用各种表示形式来表示，相应的形式可以叫“领域类图”、“领域 ER 图”、“分析类图”、“分析

状态机图”、“分析类文档”、“分析状态机文档”……。 

我们可以从各种素材中提炼某个领域的类和属性，不过这些类只能叫领域类，不一定是合适的分析类。

到底哪些领域类会成为目标系统的分析类，需要从目标系统的需求模型（如果用本书上册的方法表示，就是

系统用例规约）来判断该系统是否需要这个类。 

没有需求规约，目标系统的边界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理清楚，那么，提炼得到的类到底是不是目标

系统将来需要维护的概念，是没法判断的。也就是说，虽然在很多时间点、从很多素材都可以提炼类，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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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确定分析类时，省去了许多思考，但分析模型的最终依据只能是需求模型。 

当然，如果你脑子里对于系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清清楚楚，只不过没写出来，那也算是有需求模型了

——不过你得确定你真的懂，而不是拿这个当遮羞布。 

如果按照本书所采用的面向对象建模、UML 表示法和 Ivar Jacoson 三种类的分割，某个领域模型可能

会包含某个系统的分析模型中的实体类部分，但不会包含边界类和控制类部分。 

有些书籍和文章作者，对软件开发的工作流没有清晰的概念，把所有用“业务语言”表达的模型，包括

组织流程，系统需求规约等，通通叫作“领域模型”。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分辨。 

8.2.3.2 从需求规约提炼 

这是提炼类最严格的依据了。 

阅读用例规约的基本路径、扩展路径、字段列表和业务规则部分（即所谓“功能需求”部分），针对表

示名词或事件的词汇，逐个思考，这是不是系统要记住的核心域概念？如果是，那么它是类，还是某个类的

属性？如图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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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9 从用例规约识别类和属性 

关于“系统要记住的”概念，可以这样思考，系统需要懂得哪些信息，才能根据执行者的请求提供恰当

的价值？ 

如果您有关系数据库建模的经验，也可以这样简单地思考：如果系统需要维护的信息都采用关系数据库

来保存，那么数据库里应该会有哪些表？这样思考得到的表和实体类基本上是一一映射的。表对应类，列对

应属性，行对应对象，关系对应关联。后面我们会讲到，类模型可以直接转换成关系数据库模型，不需要再

花工作量做一遍关系数据库建模。 

如果关系数据库建模技能掌握得好，得到的数据模型符合 1NF、2NF 和 3NF，那么用关系数据库建模

的思考方式得到的类图极有可能也是合格的。反过来，也有理由怀疑，自诩关系数据库建模能力强的人，如

果类建模做得乱七八糟，估计也有吹牛的成分。 

当然，我们画类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得到关系数据库，面向对象和关系数据库（或任何的具体存储方式）

也没有必然的绑定关系。任何系统都可以用面向对象的方式来构造，不管它用什么方式来存储对象。 

以电梯为例。我们把为乘客提供电梯服务所需要的所有软硬部件看作一个整体，称为“电梯系统”。乘

客在发出某次召唤之前，电梯系统要懂得各部电梯当前运行方向、当前所处楼层、待去往的目标楼层集合以

及楼层的结构，才能够合理应对乘客的召唤。这些可以看作系统要记住的信息。乘客姓名、乘客召唤电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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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电梯曾经去过的楼层等，系统不需要知道。画出类图如图 8-50。 

 

图 8-50 电梯系统可能需要的实体类 

这些信息不一定需要被“持久存储”。图 8-50 中的概念中，当前楼层、目标楼层、方向的信息一直在不

断变化，甚至在电梯系统停止服务时会被清空，但不影响图 8-50 的类结构。 

8.2.4 类和属性的命名 

8.2.4.1 使用严谨的领域术语命名领域模型中的元素 

领域模型中各个元素的名称尽量来自该领域的术语体系。 

一个领域之所以能作为“领域”为人认知，必定会在发展过程中沉淀出一套日益完善和精确的术语体系。

每个术语有其独特的、其他术语不能替代的含义。 

例如物理学中的质量、重量、重力、引力、衰变、裂变、聚变……，各自有各自的含义，不是另一个概

念可以取代的。 

涉众习惯的用语不一定是严谨的领域术语 

也许是出于自己的知识局限，或者出于字数少使用方便，涉众有时习惯于使用一些不严谨、感性的用语，

这些用语不一定适合用来命名领域模型中的元素。 

这些用语经常会用颜色、大小等感性认识来称呼领域概念。例如，货车司机可能会把一张单子称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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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为单子的颜色是绿色的，但更精确的名称可能是“送货单”；购物时的“小票”，名称来源于面积较

小（和面积更大的“发票”比较），更精确的名称可能是“收据”。 

这些用语所依赖的信息，稳定性往往比真正的领域内涵要差。有关机构可以改变送货单的颜色，购物收

据也可以变成面积比发票要大的大长条，“绿单”、“小票”等用语就不再合适了。即使已经形成了习惯不得

不一直沿用下去，真实的情况和字面的意思已经大相径庭。 

涉众喜欢用不严谨的用语，这是正常的。某类涉众的领域知识可能会很片面，对领域概念认识不深刻，

怎么能寄望一个使用探探来交友的屌丝青年清楚社交六度空间理论呢？正如第 7 章所说，涉众关注的是涉

众利益，不能指望涉众提供需求，更何况是分析了。精确使用领域术语是建模人员的责任，不是涉众的责任。 

同一领域概念，不同涉众可能会有不同的习惯用语 

例如：老鼠-耗子、马铃薯-土豆、祖母-奶奶、宝贝-商品、购物-买东西。 

如果怀疑两个用语描述的是同一个概念，可以这样问：有没有不是商品的宝贝？有没有不是宝贝的商品？

如果回答都是否，就清除掉其中一个，否则，应该继续研究两个用语背后的真正含义，必要时在模型中表达

其中差别。 

如图 8-51，左侧的几个概念中，经过审查，认为"宝贝"和"商品"、"顾客"和"客户"含义相同，去除其

中一个；"用户"、"顾客"、"会员"含义有差别，在类图上更精细地表达。 

 

图 8-51 清理冗余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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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和人类执行者交互的界面上，针对各自的习惯，依然可以使用不同用语如“宝贝”、“商品”称

呼同一概念。 

也可以对“同一概念不同涉众用语不同”这部分知识建模，以备在界面上使用，如图 8-52。上面提到

的“宝贝”、“商品”就成为了“用语”类的对象。 

 

图 8-52 建模“同一概念不同用语” 

图 8-52 中所描述的类以及类之间的关系适用于各个领域，和某个特定领域并不相关，因此不要把这部

分知识和特定领域的知识混在一起。假如建模成图 8-53，就搞混了“是一个”和“有一个”的区别，又变

成废话刷工作量了。在后面“识别类的关系”内容中会再详细讲述。 

 

图 8-53 “同一概念不同用语”的错误建模 

领域专家 

建模人员除了和各类涉众交流，还需要从领域专家那里获取严谨的领域知识和领域术语。 

首先要提醒的是，“领域专家”这个词已经被严重污染。 

很多人把“经验较多的涉众”当成了领域专家，例如跑运输多年的老司机，例如通过某社交软件约了几

百人的老司机。但正如上文所述，这些涉众不一定是领域专家，他们也许能提供丰富的素材，但未必能严谨

表达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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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专家要能够从研究学问的角度来看待他所在的领域。他应该有该领域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经常阅

读该领域的最新文献，了解该领域当前研究进展。领域专家可能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至少也是该领域

的“科普人员”。 

“研究人员”、“科普人员”加了引号的意思是他们不一定要有“教授”、“研究员”、“老师”等正式的职

位，但至少满足上面所说的要求。当然，上面提到的货运老司机、社交老司机等涉众如果能深入研究自己所

在领域的学问，也可以成为领域专家。 

领域专家很可能并不是涉众（当然也可以是）。例如，为 A 公司开发供应链系统，建模人员可以向 B 高

校研究供应链的学者请教领域知识。学者是领域专家，但他可能跟 A 公司没有关系，这个系统最终会是什

么样子，也不涉及到他的特定利益，他并不是涉众。 

如果有条件，建模人员可以和领域专家直接交流，借助领域专家的指点，尽快得到确实反映领域内涵的

模型。如果没有条件直接交流，可以通过阅读领域专家的各种产出，间接获得帮助。 

上文也提到，领域的术语体系是日益完善的。在熟练掌握领域现有术语体系的基础上，辅以严谨的建模

技能（背后是一些数学思想），建模人员可以起到“反哺”的作用——帮助清理领域当前术语体系中存在的

冗余和矛盾并改善。注意其前提条件：熟练掌握现有术语体系+严谨的建模技能，这不是随便就能达到的！  

8.2.4.2 关于 DDD 话语中的“通用语言” 

DDD（领域驱动设计）话语中有“通用语言（Ubiquitous Language）”的用语，这是一个伪创新。 

（1）类似“通用语言”的概念早已有之。 

“术语表（Glossary）”或“数据字典（Data Dictionary）”等内容，几十年前的开发规范中应该就已

经有了。 

下面是出版日期在 Eric Evans 的《领域驱动设计》之前的几本书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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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4 摘自《软件复用：结构、过程和组织》（Ivar Jacobson 等，英文原版出版于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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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5 摘自《UML 对象、组件和框架——Catalysis 方法》（Desmond Francis D’Souza 等，英

文原版出版于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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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6 摘自《程序员修炼之道——从小工到专家》（Andrew Hunt 等，英文原版出版于 1999 年） 

（2）“通用语言”迎合了呆在舒适区的需要 

那么，DDD 圈子为什么要重新发明“通用语言”，并强力吹捧呢？ 

原因就是 8.1.8.3 伪创新为什么受欢迎中阐述的：它迎合了“广大开发人员”呆在舒适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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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文强调，建模人员要虚心学习领域知识，而这是很辛苦的事情，很多人是不愿意吃这个苦的。 

“通用语言”妙就妙在它告诉你，可以不用吃苦不用走出舒适区！ 

我们先来看一下 Eric Evans 在《领域驱动设计》中对“通用语言”的陈述，如图 8-57。 

 

图 8-57 摘自《领域驱动设计》（Eric Evans，英文原版出版于 2003 年） 

从图 8-57 我们可以看到，“通用语言”是“技术术语”和“业务术语”的交集，用本书的话来说，就是

“非核心域术语”和“核心域术语”的交集。 

问题是，有交集吗？  

技术术语（非核心域术语），例如浏览器相关的术语：请求、回应、渲染、DOM、序列化、反序列化……。 

业务术语（核心域术语），例如商场相关的术语：商品、顾客、订单、库存、收银、盘点……。 

“技术术语”和“业务术语”哪里有交集？莫非是把这些正交的术语随意组合，以达到废话刷工作量的

效果？此处可以回顾我们在 8.1.3 域之间的映射和协作中关于 a×b×c 的陈述。 

DDD 话语中所谓的“技术术语”，根本和“技术”无关，其实只是“技术人员”在没有虚心学习领域知

识的情况下编造的“业务术语”——“技术人员编造的业务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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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用语言”使得“技术人员”编造“业务术语”变得理直气壮，这是一个大倒退。 

现实中，难免会有“技术人员”懒得去调研涉众，懒得去学习领域知识，乱做一通了事的现象。这是人

性使然，很难杜绝，但至少我们还知道这样做是不好的，如果要做更好，应该怎么做。 

如果把偷懒变成理直气壮，味道就变了。 

就像我们说“人是自私的”，这是低调描述一个事实，但如果理直气壮地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味

道就不一样了。 

图 8-58 是 Vaughn Vernon 在《实现领域驱动设计》中的陈述： 

 

图 8-58 摘自《实现领域驱动设计》（Vaughn Vernon，英文原版出版于 2013 年） 

看，不是业务语言，不是工业标准（Industry Standard，译为行业标准更好）术语，是团队自己创建

的。也就是说，同一个领域，开发团队不同，团队里的人不同，所得到的“通用语言”可能就不一样。 

观测会影响结果，这莫非是软件开发的“薛定谔的猫”？你有你的物理学，我有我的物理学，本开发团

队自有“队情”在，“技术人员”这小日子过得可真是舒坦啊！ 

更妙的是，“技术人员”还会自我感动。本来我是高大上的“技术”，现在向你“业务”开了个口子，让

你也参与进来，你“业务”应该感恩戴德了！ 

这是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所带来的傲慢（当然还有金钱、Quan 力，不便展开，就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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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领域的从业人员的平均智力水平（学历、学校、智商等）不如软件开发行业，那么软件开发人

员，即所谓的“技术人员”在面对该领域的“业务人员”时，是有一种优越感的。 

这种优越感让“技术人员”在做供应链系统、商场系统时有足够的底气来编造“通用语言”，因为他觉

得货车司机、仓管、外卖小哥、商场经理的智力水平不如他。 

如果所开发系统的核心域是凝聚态物理、非线性分析之类的，“技术人员”面对智力水平超过他的“业

务人员”，这份优越感就不会有了。这时，“技术人员”可能就会虚心去学习相关领域知识，因为他觉得这是

一件高大上的事情，有面子！ 

（3）不要让利益博弈压倒“客观规律”。 

有一种论调值得警惕。该论调认为“通用语言”让“技术人员”一方有了话语权，不用受“业务人员”

一方主导，不用低三下四地去学习领域知识，这对“技术人员”一方有好处。 

这样的论调是利益博弈压倒了领域的“客观规律”，不可取。 

如果系统的核心域模型没有准确体现领域的“客观规律”，而是发生较大的偏离，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

是该系统容易出错或者应变成本很高。这种情况也许对某些摸鱼的开发人员有“多劳多得”的好处，但对于

整个开发团队以及涉众来说，肯定是有害的。 

注意，上面说的“客观规律”加了引号，意思只是说，这些规律不会受开发团队、实现技术等变化的影

响，不代表这些规律符合科学。 

最常见的，游戏中的知识体系和各种规律，像王者荣耀中的攻击、防御、移动，是魔法不是科学，但建

模人员依然要认真去学习和体会这一套体系中的各种“学问”。 

同理，上文提到，建模技能可以帮助清理术语中的冗余和矛盾，但仅止于此，建模技能并不能帮助判断

该领域的知识是否科学。 

（4）“语言”过于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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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语言”的“语言（Language）”这个词太大。语言要有自己的语法，汉语算，C 算，UML 也算，

“通用语言”哪里有？术语集或术语表的称呼更合适。 

8.2.4.3 核心域透镜 

在为了软件开发而建模时，建模人员可能会用自己熟悉的非核心域术语来代替不那么熟悉的核心域术

语，还引以为豪。例如，面对一段集装箱领域装箱规则的描述，建模人员立即在大脑中把它转换成自己熟悉

的概念：栈、链表、树……而且认为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甚至宣称“我就是程序，程序就是我”！  

Fred Brooks 在《人月神话》中引用了 James Coggins 的一段话： 

The problem is that programmers in O-O have been experimenting in incestuous applications 

and aiming low in abstraction, instead of high.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building classes 

such as linked-list or set instead of classes such as user-interface or radiation beam or 

finite-element model.  

问题是面向对象程序员在开发错综复杂的应用时，关注的是低层次，而不是高层次的抽象。例如，他们

开发了很多像链表或集合这样的类，而不是用户界面、射线束或者有限元模型。 

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难题，因为觉得困难，所以对真正要解决的核心域问题视而不见，却花精力去做那些

自己熟悉的、他人已解决的非核心域问题，是一种逃避。 

为了避免核心域概念被非核心域概念掩盖，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如图 8-59 所示的“核心域透镜”的思

考方式：如果从核心域的视角去看这个概念，或者说把这个概念映射到核心域，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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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9 用核心域透镜映射各种概念 

例如，以“学习和考试”作为核心域，经过透镜前后的概念对比如图 8-60。 

原描述 映射后的核心域概念 原描述过去变体 原描述将来变体（猜想） 

PowerPoint 演示工具 黑板、玻璃幻灯片、

赛璐珞幻灯片 

全息 

检查 IP 地址 检查重复听课学生 看脸、看签名 检查另一种协议地址 

检查大脑芯片标识 

点击“开始”按钮 开始考试 观察到考生开始书写 ？ 

向数据库“答题”表添

加一条答题记录 

答题 在答卷上涂黑一格 ？ 

图 8-60 经过透镜前后的概念对比 

对每一个用语我们都可以这样过一下：这个用语属于核心域概念吗？如果不属于，映射到核心域概念意

味着什么？ 

例如，图 8-61 左侧，“商品”有一个“加粗显示”的属性来标记它是否加粗显示。如果核心域是“商

品”相关的领域，那么“加粗显示”不属于核心域的概念。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要“加粗显示”，能在核

心域找到原因吗？回答可能是：因为该“商品”是“热销商品”。“热销”才是核心域概念，可以改成图 8-61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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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1 “加粗显示”的映射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知识： 

知识一：某商品是热销商品。这是商品领域的知识，已经存在很多年。 

知识二：如何表示“热销”的概念。这和表示方式、时代审美、展示的目标人群等有关。图形接口的表

示和文本接口、语音接口不同，十年前的图形接口和现在的图形接口不同，面向年轻人的图形接口和面向老

年人的图形接口不同…… 

8.2.4.4 命名中不带冗余内容 

如果把模型元素命名中的某个部分删去，不影响建模人员对该模型元素的认识，那么这个部分没有必要

存在。 

如图 8-62 中，在“人员”后加一个“类”字，实际上也是把两个不同领域的知识叠加在一起。 

知识一：人员是一个类。 

知识二：用 UML 表示法的图形表示，类是一个方框。 

知识一和知识二是正交的。在对知识二已经有了共识的情况下，再加上一个“类”字是冗余的。 

 

图 8-62 删除命名中的冗余部分 

关于类和属性的命名，常犯的冗余错误有： 

（1）在类名的最后加"类"字； 

（2）在类名的前面加"Class"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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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类名的最后加"情况"、"信息"、"记录"、"数据"、"表"、"库"、"单"等； 

（4）在属性名前加类名 

如图 8-63，按"类的属性"念出来，"人员的姓名"很好，"人员的人员姓名"就冗余了。 

 

图 8-63 属性名称前不需要加类名 

（5）给类加上标识属性 

对象有标识，这是一个共识，不需要为类专门加一个如“**ID”之类的标识属性。 

如何表达对象的标识，这是另一个领域的知识，其实现规律和当前所研究领域的知识无关（除非当前所

研究领域就是“如何实现对象标识”的领域）。一旦确定实现的套路，在设计工作流通过人工或工具按照套

路加上即可。 

此处说的标识是为了区分对象而添加的标识，在设计工作流中可以以整数、GUID 等各种方式实现。它

应该不带任何领域知识，因为一旦带有领域知识，就意味着一旦领域知识发生变化，它也要跟着变化。 

除了标识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在类的对象集合内值唯一的“编号”属性，如订单编号、人员身份证号、

房间号等。这些“编号”属性往往带有领域知识，例如房间号“203”会暗示这个房间是 2 楼第 3 个房间，

这样的暗示，是为了让人方便记忆和识别，计算机并不需要标识中含有领域知识，除非对象没有其他属性，

把各种领域知识都凝结在标识中，需要计算机来解析。 

在设计工作流，虽然这样的属性也可以作为标识使用，但尽量不要这样做，因为其中的领域知识一旦发

生变化，就会带来风险。 

本书作者的身份证号，最开始是 15 位的“3401**74******1”，1999 年升位，变成了 18 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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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1**1974******19”。身份证号中暗示了许多知识：3401**→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1974****→1974

年**月**日生，**1→当日出生的男性顺序号，9→校验码。这些信息发生变化时，原有的暗示就失效了。 

对象标识仅在内部用于表示对象，不需要在人机交互的界面上出现，也就是说，不需要人类执行者输入

对象标识，也不需要向人类执行者展示对象标识。如果需要，在人机交互的界面上出现的应该是“编号”属

性。 

********* 

如果犯了以上所列举的错误，相当于强行把正交的知识叠加在一起，往往就会得到“废话刷工作量”的

结果——记住这个要诀，如果有一天读者想要故意“废话刷工作量”，就把它用上。 

举个“废话刷工作量”的例子以加深印象，如图 8-64，如何“废话刷工作量”？ 

 

图 8-64 无冗余的类图，等待“废话刷工作量” 

按照上面提到的冗余错误，一个个用上去，可以得到“废话刷工作量”的步骤如下： 

（1）因为方框上部是类名，下部是属性，连线是关联，所以，给类和关联的名称加上“类”、“属性”、

“关联”。 

（2）可以看出，这些类是领域类或分析类，所以，把“领域”加到类名称后面。 

（3）因为这些类都代表了一些信息，所以，把“信息”加到类和属性名中。 

（4）因为类的属性是“类的”属性，所以，给属性前面加上类的名称。 

（5）因为关联也是属性的一种，只不过类型是另一个类，所以，每个类为关联加一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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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为每个对象都有标识，每个对象都有状态，所以，给每个类加上 ID 和状态属性。 

（关联、状态等相关知识，后文讲述。） 

演变过程如图 8-65。 

 

图 8-65 废话刷工作量的过程 

类图上的字从最开始图 8-65 顶部图形的 28 字增加到底部图形的 135 字，但没有增加任何有价值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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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数据”等也不是不可以作为类的名称。如果系统关注的焦点是"信息处理"，处理的信息是什

么内容无所谓，"信息"、"数据"也可以作为类的名称，但这个时候就不再有"人员"了，它们不在一个抽象级

别。类图可能如图 8-66。 

 

图 8-66 "信息"作为一个类的名称 

8.2.4.5 命名的词性 

类和属性应该用名词命名。上文出现的类“人员”、“商品”、“姓名”等就是名词。 

在汉语中，动词可以不做任何变化，直接作为名词使用。例如，“我的奋斗”、“嫌疑人 X 的献身”以及

“面向对象设计”，其中的“奋斗”、“献身”和“设计”就是动词的名词化。 

因此，“申请”、“审批”、“入库”、“出库”等同样可以作为类的名称。虽然它们看起来是动词，但在作

为类的名称的时候，已经被当作名词了。 

有的建模人员不理解这一点，总觉得看着不舒服，非得在后面加一个“单”、“记录”、“信息”、“事件”

之类，变成“申请单”、“申请记录”、“申请信息”、“申请事件”。 

其实并不需要，否则每个动词刷一个后缀，又变成废话刷工作量了。“事件”还说得过去，像“单”、“记

录”、“信息”等后缀已经假设了其具体形态，就更不可取了。即使建模时面对的素材是一张纸质的申请单，

类的名字也应该写“申请”，因为这才是本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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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7 “动词”直接作为类的名字，不用加后缀 

如果一个用语在某个领域中已经存在很久，成为了该领域的术语，即使它看起来犯了以上提到的冗余错

误，用来作为模型元素的命名也无妨。例如"订单"带有"单"字，实际上描述的是一次"购买"或“交易”，不过

"订单"已经在领域中广泛使用，而且把“单”去掉留下“订”也不合适，所以“订单”可以作为类名。 

在其他语言中，动词不一定能直接用作名词，可能要做一些变化。 

在英语中，像“设计”是可以直接使用的：design→design，但像“献身”可能就要加一个词缀：devote

→devotion。其他词缀可能还有 ment、ance、ing、ness 等。 

*领域驱动设计话语中的“领域事件（Domain Event）”采用了动词的过去式来命名，例如 OrderShipped，

这是错误的。应该用名词命名，关于这方面的阐述，可参见我写的这篇文章《DDD 话语批评之一：评“状

态和事件本质相同”》，https://mp.weixin.qq.com/s/QhAhSdET5psZQEEW6f9KoA* 

因此，在汉语中，“支付”可以作为类的名称（名词），也可以作为操作的名称（动词），而在英语中，

类的名称可能叫 Payment，操作的名称叫 Pay，如图 8-68。 

 

图 8-68 汉语和英语的类名和操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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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是动词的名词化。 

形容词也可以名词化，例如，“沉默是金”、“把悲伤留给自己”。 

不过，在用作类和属性的名称时，形容词和动词不同。首先，形容词不会用作类的名称；其次，形容词

用作属性名称时，也不会像动词一样直接把该形容词作为属性名称。 

如果需要把一个形容词作为属性，目的必然是测量它的值。这种情况下，领域中往往已经有了另一个术

语来专门描述测量值，例如：测量“重”，有“重量”，测量“浓”，有“浓度”。我们应该使用领域中已有的

术语。 

那如果领域知识中没有这个术语呢，需不需要软件开发人员造一个？例如，在形容词后面加个“值”、

“度”、“指数”之类，“美”→“美丽度”或“颜值”，“高尚”→“高尚指数”？ 

不需要，也没资格。 

如果领域知识中没有测量“美”的术语，说明这方面的领域知识可能还不存在，怎么可能会让软件开发

人员在软件中封装这些知识呢？ 

如果涉众硬是需要软件开发人员在软件中封装这些知识，那么此时软件开发人员就不只是软件开发人

员了，他要扮演两个角色：首先，他是一名研究“美”的学问的领域专家；其次，他是一名把某个领域专家

的研究结果封装到软件中的软件开发人员。这两个角色可以由同一个人担任，也可以分开。 

*同前文所述，此处的研究不一定是科学研究，也可以是修仙、漫威、哈利波特、王者荣耀。* 

当形容词原样出现在类的属性中时，它是作为“状态属性”出现的。严格来说，“状态属性”并不是属

性，要注意“状态属性”和上面提到的形容词测量值的区别。 

如图 8-69，“人”的“重”和“重量”不是一个概念。“重量”是属性，“重”是状态。状态应该用状态

机描述，在领域逻辑上，状态“重”也许会仅由“重量”的属性值区间决定，也许会由更多属性的属性值区

间决定，在实现上，状态“重”也许会如图 8-69 左侧实现为一个“重”的布尔类型“状态属性”，也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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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关于状态和状态机建模，后文再详述。 

 

图 8-69 状态属性和测量值 

8.2.4.6 命名所用的语言 

这里说的不是编程语言，而是汉语、英语、日语…… 

给核心域元素命名，使用的语言应该首先考虑精确体现核心域内涵和方便开发团队思考和交流核心域

知识。该用汉语就用汉语，该用英语就用英语，该用日语就用日语。 

以前经常会考虑转换到编程语言时需要改名的问题。在设计工作流，如果我们使用的编程语言只能用英

语命名类、属性、操作等——更严谨的说法应该是编译器广泛支持的字符集比较小，那么还需要一个对编程

语言合法的名字。 

建模工具例如 EA，一般会提供别名（Alias），真实名称用编译器支持的字符集，再加一个别名用于显

示。 

随着时代的发展，编译器、DBMS 等支持的字符集越来越大，上面提到的问题慢慢不再是问题。如果团

队成员更熟悉汉语，那么在代码中使用汉语命名即可，省去蹩脚英语或者模糊的汉语拼音缩写（啥？你说

“可以加注释嘛”？）给后续工作带来的麻烦。 

其他如在文本编辑器中时切换输入法太麻烦、版式不好看等问题，在图形建模时影响较小。 

以上所说仅是针对目标系统的核心域元素的命名，不涉及非核心域部分。非核心域部分内容，和计算机

和软件领域有关。这方面的“外语”，不管是计算机和软件专业的各个概念，还是编程语言的关键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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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人员熟练掌握是理所应当的。 

例如，浑元形意太极掌门马老师找我们为他的门派搞一套“修炼辅助系统”。作为软件开发人员，能认

真去体会马老师说的“化劲”、“武德”、“真气”、“掌门”之类的概念就已经不易，还要把它们变成英语就更

难为人了，估计马老师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作为软件开发人员，不知道什么叫 DTO，什么叫 Iterator 就不应该了，因此，命名为“武德 DTO”

之类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目标系统是面向国际的，那怎么办呢？还是前面说的，首先考虑精确体现核心域内涵和方便开发团

队思考和交流核心域知识。该用汉语就用汉语，该用英语就用英语，该用日语就用日语。 

8.2.4.7 类命名用单数 

类的名称已经是一个抽象概念，既代表属于这个类的所有对象的集合，也指代集合中的任何一个对象。 

例如，“人”这个概念既代表所有符合“人”的特征的对象的集合，我们可以说“人是一种动物”；同时，

“人”可以代表“任何一个人的个体”，我们可以说“人有姓名、身高”。这两种用法，分别对应于后文要讲

解的泛化和关联关系。 

如果用复数表达，例如汉语“人们”，英语“people”，第二种用法就很别扭了，实例“某个人们”是什

么？ 

 

图 8-70 类命名用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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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人们”另有含义，那么应该有另外一个类。例如，社区团购系统中，“某个顾客们”另有含

义“团”，那么应该添加一个类“团”。 

有一些常见的开发习惯，如数据库表名用复数，甚至有的框架在类转换表时，直接就在名称后面加上 s，

理由是表里有很多行。其实"类"、"表"的概念已经隐含了"多个对象"、"多行"的意思，不用再加了。而且，

如果英语不熟，还得费心思去想正确的复数形式，何必呢？ 

自测题 

扫码或访问 http://www.umlchina.com/book/quiz8_2_4.html 完成在线测试，做到全对以获

得答案。 

 

1. [单选]针对下图，以下描述最正确的是： 

 

 A) 这是“打车”领域的分析类图。 

 B) 这是“迪迪打车”系统的核心域类图。 

 C) 这是“打车”领域的核心域类图。 

http://www.umlchina.com/book/quiz8_2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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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这是“迪迪打车”系统的领域类图。 

2. [多选]给类命名时，要注意不要在类名的最后加"情况"、"信息"、"记录"、"数据"、"表"等。请问，针

对以下哪些系统的核心域建模，类名中可以出现刚才提到的这些文字？ 

 A) 雨量数据信息监测系统 

 B) DBMS（数据库管理系统） 

 C) 疫情信息情况数据查询系统 

 D) 搜索引擎 

3. [单选]关于“宝贝”和“商品”，经过讨论和思考，建模人员认为在目前所关注范围内这两个词可以

认为相同，“商品”更适合作为分析模型中实体类的名字，那么，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实体类起名“商品”，但如果某类涉众觉得“宝贝”更顺眼，和他交互的界面上依然可以写“宝贝”。 

 B) 所开发系统的所有成分应一律使用“商品”，以建立“通用语言”。 

 C) 实体类一律使用“商品”，和人交互的界面上一律使用“宝贝”。 

 D) 应该以“宝贝”为抓手，将“商品”下沉到底层架构，击穿程序员心智，打出一套敏捷组合拳。 

4. [单选]以下给类和属性命名，最合理的是：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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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5. [多选]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实体-关系图和数据流图也可以描述分析模型。 

B 和设计工作流的对象相比较，分析工作流的对象的特点是仅存在于内存中，不保存到硬盘。 

C 每个用例映射一个分析边界类。 

D 识别分析类时，精力应该重点放在实体类上。 

E 识别分析类时，类名称以涉众常用的用语为准。 

F 系统外部有执行者，使用面向对象方法分析，系统内部一定有相应的实体类。 

6. [单选]从以下用例规约抽取类，哪些类应该抽取出来？ 

游客选择航线、航期， 

系统反馈该航期的剩余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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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选择仓位所在层， 

系统反馈该层平面图。 

游客选择仓位， 

系统验证该仓位可以预订， 

系统保存仓位预订信息， 

系统反馈预订成功。 

A) 层 

B) 仓位保存 

C) 航线 

D) 仓位验证 

E) 系统 

 F) 仓位 

7. [多选]软件开发人员和涉众交流某个问题时，涉众提到一个他工作中的专业术语“差动保护”，开发

人员很难理解。对此，以下说法错误的有： 

A) 开发人员应该认真去研究相关的领域知识。 

B) 说明“差动保护”不是双方能用于沟通的“通用语言（Ubiquitous Language）”，开发人员应该

带领相关涉众建立方便开发人员理解和沟通领域知识的“通用语言”。 

C) 有的岗位的涉众学历较低、能力较差、知识面较窄，对领域的认识有时还不如开发人员，对这类涉

众所说的，如果听不懂，可以先处理其他好理解的问题，然后有空再来处理该涉众的这个问题。 

D) 开发人员应该用敏捷+DDD 打法，给涉众赋能，连接涉众心智，通过通用语言（Ubiquitous 

Language）拉齐水位，形成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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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选]产品经理王婉菲精读《软件方法》（上），做对书上所有题目以及所有强化自测题，所写的用例

规约提交给潘老师评点也得到了好评。这天，王婉菲把一份用例规约交给架构师刘庚宏，刘庚宏做面向对象

的分析时，发现得到的类图中，“人员”这个类没有“姓名”属性，以下描述最正确的可能是：  

A) 系统目前用不到“姓名”的信息。 

B) 用例规约不能覆盖所有需求，需要补一份软件需求规约。 

C) “人员”有“姓名”属性是缺省的，觉得哪里缺，自己加上就可以。 

D) 王婉菲应该在用例规约中补充相应的内容再交给刘庚宏。 

9. [多选]A 公司正在开发“新一代供应链系统”，目标组织定位为动力电池厂商 B 公司，以下可以算作

领域专家的有： 

A) A 公司架构师张三，曾负责公司多个供应链系统的业务流程建模、实体-关系建模。 

B) 著名教材《供应链管理》的作者、某高校教授李四。 

C) B 公司仓库助理王五，熟练使用公司当前的供应链系统的仓储相关功能。 

D) B 公司创始人、动力电池专家尼古拉斯·赵六。 

10. [单选]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有传统医学。例如，印国的阿育吠陀医学已经延续了五千

年。阿育吠陀医学（以下简称印医）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由土、水、火、气和空间五种元素组成，人体有

中脉、左脉、右脉三条脉络，然后形成七个脉轮，一万两千个脉的支道。关于致病和治病，印医也有一套十

分庞杂的知识体系，包括使用牛的粪尿、水蛭吸血以及念咒语等。 

近年来，印医逐渐没落，印国的印医药管理局为了振兴印医，委托 A 公司开发一套名为“随身老印医”

的系统推广全国。该系统打算封装印医知识体系和著名老印医的经验，让印国患者可随时享受正宗的印医服

务。 



93 
 

针对“随身老印医”系统的分析工作流，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应该用现代医学知识建立该系统的分析模型，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B) 印医的知识体系是否科学，不影响软件开发。 

C) A 公司开发人员可以和印医领域专家协作，用软件开发术语来帮助提升印医术语，得到通用语言。 

D) 可以借此机会构建一套名为“印医驱动设计的敏锐建模方法”的全新软件开发方法学。 

11. [多选]以下文字中存在“形容词用作名词”的有：  

A) 假烟假酒假朋友，假情假意假温柔。 

B) 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 

C) 在华丽的城市，等待醒来。 

D) 凋零下的无暇，是收获谜底的代价。 

12. [单选]核酸检测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假设某系统需要某个类来记住人们每一次核酸检测的

时间、方式（咽拭子、鼻拭子、肛拭子）、结果等，以下选项中最适合作为这个类的名字的是： 

A) 核酸检测 

B) 核酸检测事件 

C) 核酸检测记录 

D) 核酸检测单 

13. [多选]关于任务和分派，以下类图中命名合适的有：  

A)  



94 
 

 

B)  

 

C)  

 

D)  

 

8.2.5 审查类和属性 

8.2.5.1 属性是否直接描述类 

类和属性连在一起说"类的属性"，应该能直接说得通，否则类和属性的搭配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应该

找到或建立合适的类，把该属性移进去。“属性要直接描述类”这个要求和关系数据库的第三范式“任何非

主属性不依赖于其它非主属性”相似。 

例如图 8-71，“人员的组织名称”是“人员的组织的名称”，人员→组织→名称，中间隔了个“组织”，

"类的属性"不能直接说得通，需要添加一个“组织”类，把“名称”挪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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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1 属性要能直接描述类 

对于每个属性，我们都这样思考： 

“类”能决定“属性”吗？如果能，是怎么决定的？如果不能，还需要什么？ 

如图 8-72 左侧，我们可以问： 

如果知道专家是潘加宇，小时课酬能定吗？能，是 1500 元/小时。是怎么决定的？因为潘加宇的级别

是“金牌专家”，公司规定“金牌专家”的课酬是 1500 元/小时。 

由此可知，专家→专家级别→小时课酬。添加一个“专家级别”类，“小时课酬”作为它的属性。 

 

图 8-72 “类的属性”的调整 

如图 8-73 左侧，我们可以问： 

如果知道商品是“百事可乐罐装 330ml”，数量能定吗？不能。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知道是哪张订单，

因此需要一个类，既知道订单，又知道商品。添加“订单项”类，“数量”作为“订单项”的属性。 

 

图 8-73 “类的属性”的调整 

如果确定两个类 A 和 B 的关联多重性是 1 对 1，而且其中一个类 B 只有一个属性，那么，可以把 B 合

并进 A，如图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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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4 特定条件下合并类 

图 8-71 提到的“人员”和“组织”并不符合合并的条件，因为一个组织可以有很多人员就职。符合合

并条件的例子如图 8-75 的“人”和“出生”。一个人只会出生一次，而且出生只关注一个属性：日期，那就

可以把“出生”删掉，在“人”中放置“生日”属性。 

 

图 8-75 特定条件下合并类示例 

“一个人只会出生一次”这一点很稳定，但“出生只关注一个属性”就没那么稳定。如果“出生”需要

关注多个属性，那就不宜合并了。 

导致出现违反本要点的错误的原因有： 

（1）缺少抽象能力 

缺少抽象能力的建模人员经常会把手上素材的信息，一一对应地映射为类和属性，导致本来属于多个类

的信息被合并在一个类中。 

如图 8-76，建模人员对照着一张货物运输托运单，直接把它映射成类，照抄上面的每一栏作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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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6 错误：直接把素材照搬成类 

建模人员有时还觉得挺符合“类的属性”的。“货物运输托运单的货物名称”，没错啊，手边这张货物运

输托运单上确实明晃晃地印有“货物名称”四个字嘛。 

托运单、出库单、销售单等各种单据，以及身份证、工作证、图书卡、设备卡等各种卡片和证件，在信

息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们相当于某种存储结构，存储一个或多个概念的信息，只不过保存的载体不是

电子载体，而是甲骨、铜器、竹片、木片、帛布、纸张。 

现在，既然用信息系统取代了这些单据、卡片和证件，那么要建模的实体类应该是它们所代表的概念，

而不是单据、卡片和证件本身。 

也就是说，图 8-76 的“货物运输托运单的货物名称”应该是“货物运输托运单所记录的货物的名称”。 

属性如果放在了错误的类，极有可能会导致大量不同对象的某些属性值相同，而这也可以反过来思考，

当发现大量不同对象有相同属性值时，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有属性放在了错误的类。 

就以图 8-71 为例，如果按照左侧，可能会有如图 8-77 的一些对象，发现其中“人员”对象 345677

和 345679 的“组织名称”相同，可以检查一下，是否可能漏了一个“组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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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7 一些人员对象 

注意，以上是说“可以检查一下”，不一定就需要调整。多个对象的部分属性值相同的情况很常见，好

多人姓名叫“张伟”，好多人年龄是 18 岁，并不一定要分出来另一个类。 

（2）受关系数据库建模的影响 

建模人员有时会犯这样的错误，在一个类里放上另外一个类的属性作为“外键”。比如针对上面的例子，

建模人员会想：“人员”里放“组织名称”确实不合适，但是放个“组织编码”作为外键总可以吧？其实也

不可以。"组织编码"是“组织”的属性，是封装在“组织”中的秘密，“人员”不应该拥有“组织”的任何

属性，它只能通过关联拥有“组织”对象，然后通过访问“组织”对象公开的操作来间接访问“组织”的属

性。 

 

图 8-78 不需要“编码”作为“外键” 

“人员”里放“组织编码”不合适，放一个无意义的标识“组织 ID”呢？同样也不可以。因为这个“组

织 ID”是“组织”的标识，前文已经说了，标识属性此时不需要存在，所以“组织 ID”在“组织”里不存

在，更不要说放到其他类中作为“外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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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9 不需要“ID”作为“外键” 

在设计工作流，需要把类图映射到关系数据库时，确实需要把"组织"表的主键（可能是"编码"也可能是

生成的代理主键）放在"人员"表中作为外键，但正如上文所说，这同样是另一个领域的知识，而且映射规律

和核心域知识无关。 

“状态属性” 

前文说到词性时，提到了“状态属性”。“状态属性”的名称是一个形容词，类型为布尔类型，用来标记

对象是否处在某个状态，如图 8-80。 

 

图 8-80 状态属性 

这些“状态属性”可能是来自素材中的定语，例如，用例规约提到“可享受优惠的顾客”，那么在识别

的时候可能会先把“可享受优惠”放在“顾客”类中。 

和“类的属性”刚好相反，“状态属性”和类连在一起说，要能说得通"属性的类"。例如，图 8-80 中，

“可享受优惠的顾客”是说得通的。 

不过，说得通"属性的类"，也并不表明“状态属性”是最终的建模结果。后面的审查步骤中，我们会再

审查“状态属性”。 

8.2.5.2 属性是否可以从其他地方推导 

如果一个属性可以从其他地方推导出来，那么这个属性就是冗余的，可以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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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81，人的年龄可以从出生日期计算得到，应该把年龄删掉。 

 

图 8-81 年龄可以从出生日期推导 

这个“其他地方”也可以是所关联的类的属性。如图 8-82，订单的总金额可以由各个订单项的金额合

计得到，那么可以考虑把总金额删掉。 

 

图 8-82 总金额可以从各订单项金额合计 

“状态属性” 

“状态属性”是冗余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多的逻辑，需要进一步推导。 

例如，图 8-80 中，“顾客”有一个“状态属性”叫“可享受优惠”，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一名顾客可享

受优惠，理由是什么？可能是年龄≥70 岁，可能是他有个消费账户余额≥5000 元，那么应该把这些规则通

过类图、状态机图显式建模出来，然后把“状态属性”去掉。 

例如，可以画状态机图如图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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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3 顾客的状态机片段 

也不要用给“顾客”加一个名叫“状态”的属性，如图 8-84。 

 

图 8-84 不需要名为“状态”的属性 

状态机如何实现，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和标识一样，对象有状态，这是面向对象这个领域的共识，

和“顾客”没有特定关系。如果加上去，又变成了废话刷工作量。 

很多建模人员自作聪明地给类加一个名叫“状态”的属性，还洋洋得意，“哇塞，我知道这个类有状态

噢，我真厉害！”。 

关于状态机的建模以及实现，后面章节再详细描述。 

********* 

清除冗余时，也经常会有人以“性能”作为遮羞布拒绝思考和废话刷工作量。 

如果提出性能问题的这个人知道如何在不考虑性能的情况下得到一个清晰、无冗余的模型，那么他还有

资格说一说性能问题。 

不过，如果他知道如何得到一个清晰、无冗余的模型，说明他具备了一定的建模能力，往往也不会在分

析的时候担心性能问题，因为他知道，如果碰到性能问题，可以按照某些套路添加冗余，这些套路和目前所

思考的领域知识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混杂进来。 

在分析工作流不断提出性能问题的人，您可以尝试让他整理一下核心域逻辑，也可以去看看他之前写的

代码，大概率会发现其中逻辑的组织是很糟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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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的本性中急于回到自己的舒适区的一种表现，不只是在分析工作流如此，其他工作流也会有类似

现象。 

例如，开发人员没有掌握需求技能，也不愿意学习，即使给他时间去做需求，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只好随便找人问问，开个会，走走过场，然后就着急回到编码的舒适区，甚至在讨论需求的时候都已经在不

由自主地思考实现小细节。 

为什么“现场客户”之类的东西会吸引开发人员，就是迎合人的这些本性，让开发人员可以安然坐在电

脑前面，呆在自己的舒适区里。 

呆在舒适区并不一定是错的。 

如果出于个人爱好和天赋，专精某方面的技能，在某个领域深入挖掘，解决该领域各种难题，这是非常

好的选择。不注意自己的爱好和天赋，什么都想学习，很可能什么都浅尝即止，以“学习新知识”来逃避碰

到的各种难题。 

错的是自欺欺人。 

当形势需要人走出舒适区来应对困难的时候，如果说“我只擅长我手上的东西，这个我对付不了，我也

没有兴趣和勇气去对付，还是让我解决我擅长的问题吧”，这个可以理解；如果说“这个只需要用我擅长的

东西对付就足够了”，那就属于自欺欺人了。 

*/ 

8.2.5.3 属性是否在本领域内可分解 

如果属性再分解就得到另一个领域的概念，那么这个属性可以留在类中。如果属性可以继续分解成本领

域的概念，那么可以考虑把这个属性独立出去变成另一个类。 

如图 8-85，"人员"的"称呼"属性的类型是 String，相当于"人员"关联到 String 类。String 属于基础语

义领域，已经不属于"人员"所在的“人员管理”领域，那么"称呼"可以留在“人员”中作为属性存在。 

 

图 8-85 String 可以留在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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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组织"还可以像右侧所示分解成“名称”、“办公地址”等，这些概念依然属于“人员管理”领域，所

以可以考虑将“组织”分离为一个类，“人员”关联到“组织”。 

 

图 8-86 组织需要分离出来 

注意以上的用词。我们只是说“再分解就得到另一个领域的概念”，并没有暗示这个另一个领域是什么，

更没有暗示这个领域比核心域简单。任何领域，只要愿意深入研究，都是复杂的。 

就拿“称呼”的类型 String 来说，String 如果用.NET 中的 String 类实现，这个类有 157 个操作，远

远超过“人员管理”领域中某个类所拥有的操作数目。只不过 String 类如何构造是别人负责操心的事情，

不是我们目标系统的建模人员操心的事情。 

在分析工作流，我们只需要判断某个属性再分解就到了另一个领域，或者说类型是另一个领域的类。至

于属性的类型具体是哪一个类，UML 提供了一些原生类型，如果认为属性的类型刚好是这些类型之一，可

以指定，否则可以先不指定，因为分析模型没有绑定到任何一个具体的编程语言和数据存储平台，而不同的

编程语言和数据存储平台的类型体系还是有差别的。 

在 EA 中，把类的语言设成 none，在属性的类型选择中，就看到 UML 定义的原生类型，如图 8-87。 

 

图 8-87 UML 定义的原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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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4 是否有多重性大于 1 的属性 

如果某个属性经过了 8.2.5.3 属性是否在本领域内可分解的检验，但该属性多重性大于 1，即所谓多值

属性。例如，人员有多个手机号。 

这时可以： 

（1）把“手机”属性留在“人员”类中，多重性设为多，如图 8-88。 

 

图 8-88 把属性的多重性设为多 

注意，只需要说明多重性为多，不要放上一个该属性的数组或 List 之类。人员有多个手机号，这是一

个领域的知识；用编程语言如何实现多值属性，是另一个领域的知识。一旦混杂，又会导致批量刷工作

量。 

（2）更推荐的做法是，把该属性分离出去，如图 8-89。 

 

图 8-89 分离多值属性 

人员有多个手机号，背后往往是有原因的。虽然现在不关注，很可能以后就会关注。例如，有的手机号

是私人用的，有的手机号是办公用的，如果需要关注这些知识，那么就需要从图 8-89 转成图 8-90 中的某

一个，此时只需要添加关联或者在“手机”类添加一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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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0 当需要关注更多的知识时，类图发生变化 

当然，这也不是建模“人员有多个手机”的最好做法。后文我们介绍到人员相关的分析模式时，会详细

描述如何建模这个领域。 

以下做法是不好的： 

（1）在“人员”类中放上多个属性“手机 1”、“手机 2”、“手机 3”……，如图 8-91。 

 

图 8-91 错误：放上多个属性 

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把抽象级别降到了对象级别，或者用关系数据库建模的说法，这是违反第一范式的。

如果人员没有那么多手机号，某些属性就会出现空值；如果人员拥有手机号的数量大于预设的个数，就会放

不下。 

（2）只有一个“手机”属性，属性值里用逗号分隔各个电话号码。 

如果这样的做法是好的，那不如更进一步。各个属性也不用分了，就一个字符串。还可以再进一步，类

也不用分了，也串在一起……持久存储或网络传输时的序列化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根源就在于软件是人做的，人脑的容量和运行速度有限，否则就不用理得那么清楚了，直接对计算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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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制指令不好吗？ 

8.2.5.5 属性是否对所有对象都有意义 

如果通不过 8.2.5.1 属性直接描述类的检验，那么类和属性放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但这只是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即使通过了也未必合适。 

如图 8-92，人的姓名，人的▲▲（▲▲是男性特有的器官），人的〇〇（〇〇是女性特有的器官）好像

都说得通，但如果问：是不是所有对象都应该有这个属性呢？得到的答案就不同了。 

是不是有人有姓名——是。 

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有姓名——是。 

是不是有人有▲▲——是。 

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有▲▲——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有。 

是不是有人有〇〇——是。 

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有〇〇——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有。 

说明“人”发生了分裂，分裂成“男人”、“女人”两个子集（子类）。▲▲是男人的属性，〇〇是女

人的属性。 

 

图 8-92 分解只属于部分对象的属性到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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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或访问 http://www.umlchina.com/book/quiz8_2_5.html 完成在线测试，做到全对以获

得答案。 

 

1. [单选]以下符合“属性是否直接描述类”的是： 

 A)  

 

 B)  

 

 C)  

 

 D)  

 

http://www.umlchina.com/book/quiz8_2_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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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选]在符合某些条件时，这样建模是可以的，请把这些条件选上。 

 

 A) 开发团队决定走敏捷精益的领域驱动架构设计路线。 

 B) 手机只有一个摄像头。 

 C) 摄像头只关注一个属性：像素。 

 D) 用关系数据库来保存手机对象。 

3. [单选]电子商务系统有一个类“商品”，“商品”有属性“名称”和“演示动画”。开发人员初步打算在

实现时，“名称”的类型设为编程语言的 String，“演示动画”的类型设为某个通用 3D 类库的“Animation”

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因为 String 比较简单，所以“名称”属性可以留在“商品”类内。 

B 因为 Animation 比较复杂，所以“演示动画”属性应该分离出去变成关联。 

C 因为 String 和 Animation 都比较复杂，所以两个属性都应该分离出去变成关联。 

D 因为 String 和 Animation 都不属于核心域概念，所以两个属性都可以留在“商品”类内。 

4. [单选]在某个系统中有一个“电子邮箱”类，它的对象用关系数据库存储，放在数据库的“电子邮箱”

表中。“电子邮箱”表的部分行如下： 

ID 地址 用户名 密码 SMTP POP3 

11259 zhangdaong@163.com zhangdaong alcohol150 smtp.163.com pop.163.com 

11260 luodafeng@vip.sina.com luodafeng fengjie123 smtp.vip.sina.com pop3.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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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1 wanglihong@163.com wanglihong wipeshyn1 smtp.163.com pop.163.com 

……      

作为一名学习了本部分内容的读者，看到这些行，应该想到的是： 

A) 类和表的结构基本一致，类的属性相当于表的列。 

B) 可能需要把“电子邮箱”的一些属性移到另一个类。 

C) 密码不应该用明文存储。 

D) 这样做不够敏捷，也不够 DDD。 

8.2.6 评价 DDD 话语中的“值对象” 

在识别类的时候，有的建模人员受到 DDD 话语体系的影响，会着急去分辨哪个类是实体（Entity），哪

个类是值对象（Value Object），这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很容易成为遮掩无能的遮羞布。 

关 于 DDD 话 语 中 的 “ 值 对 象 ”， 可 参 见 我 写 的 《“ 值 对 象 ” 是 DDD 的 创 新 吗 》

（https://mp.weixin.qq.com/s/y83kUDHwuln2CmFaOBM3IA）一文，本书不再花大量篇幅阐述。 

《“值对象”是 DDD 的创新吗》的要点： 

（1）“值对象”类似概念不是 Eric Evans 发明的，也不是 Eric Evans 给起的名字。 

（2）只需实事求是描述领域内涵，结果会自然而然显露出来，并不需要套上“实体”和“值对象”的

概念。 

（3）Eric Evans 以性能为理由来强调“值对象”的重要，不合适。 

（4）“值对象”命名不严谨。 

https://mp.weixin.qq.com/s/y83kUDHwuln2CmFaOBM3IA
https://mp.weixin.qq.com/s/y83kUDHwuln2CmFaOBM3IA
https://mp.weixin.qq.com/s/y83kUDHwuln2CmFaOBM3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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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建模步骤 3-2 识别类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说明：虽然本书先讲解“识别类和属性”，再讲解“识别类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先“识

别类和属性”再“识别类之间的关系”这个思考顺序只是一个微小的思考周期内的顺序。建模一张类图，需

要很多个思考周期。也就是说，识别类和属性→识别类之间的关系→识别类和属性→识别类之间的关系

→……是交错进行的。 

我们阅读用例规约或其他素材，一边思考一边建模，不管识别出类、属性还是关系，画上去就是，并不

需要假装看不见类的关系，非得先把类和属性都识别完了，再来识别类之间的关系。 

8.3.1 类之间的关系 

类之间的关系有三种：泛化（Generalization）、关联（Association）和依赖（Dependency），UML

表示法如图 8-93。 

 

图 8-93 类之间的关系 

泛化和关联是类的静态关系。这是系统要想办法记住的关系，或者说，这两个关系属于系统要维护的“数

据”之一。即使系统当前没有运行需要用到这些关系的用例，这些关系依然存在，随时等待着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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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表示集合关系。两个类形成泛化，意味着超类的对象集合包含子类的对象集合。B、C 泛化到 A（或

者说，B、C 继承自 A），意味着 A 的对象集合包含 B 和 C 的对象集合，如图 8-94。 

 

图 8-94 泛化表示集合关系 

*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子类的特征集合包含超类的特征集合。* 

关联表示个体关系。关联可以发生在不同类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个类之间，意味着类的对象个体之

间有关系。 

如图 8-95 的左侧，A 和 B、C 关联，意味着某个 A 的个体可能会和某些 B 和 C 的个体有关系； 

如图 8-95 的右侧，A 自己和自己关联，意味着某个 A 的个体可能会和另外的 A 个体有关系。 

 

图 8-95 关联表示个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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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关联是类的对象个体之间的关系，所以会有 1 对多、多对多等多重性，甚至存在同一个类自己和自

己关联。泛化关系是对象集合之间的关系，没有多重性，也不允许自己和自己泛化。 

是集合关系还是个体关系，这是泛化和关联的本质区别，从自然语言的表达来推断有时是不可靠的。 

例如，自然语言"人有男有女"说的是泛化关系。"人有男有女"的意思不是一个人的个体里有若干男人个

体和若干女人个体，而是说人的对象集合包含了男人的对象集合和女人的对象集合。 

自然语言"人有手有脚"说的是关联关系。"人有手有脚"的意思不是人的对象集合包含了手、脚的对象集

合，而是说一个人的个体组装了若干手和脚的个体。 

读者可以自行体会一下“人有车有房”和“人有高富帅有屌丝”的区别。 

对于比较熟悉的领域，例如刚才的男女、手脚，拍脑袋就可以知道是泛化还是关联，那拍脑袋就可以了。

如果进入陌生的领域，回溯到集合和个体的本质区别是必要的。 

再来看依赖关系： 

如果 B 变化，A 也需要变化，那么可以认为 A 依赖于 B。 

从这个定义来看，泛化和关联也是依赖关系。泛化是子类依赖于超类，关联的依赖看关联的方向。不过，

泛化和关联有另外的表示法，所以一般说的依赖指除了泛化和关联之外的其他依赖，例如调用、创建等。 

*显然，只有在信息系统的分析或设计模型里才需要依赖关系，纯粹描述领域知识的领域模型只需要泛

化和关联关系。* 

这些依赖关系并非时刻都存在，而是在信息系统执行某个用例的某个步骤时才会产生，而且持续的时间

非常短——从分析工作流的假设来说，就是趋近于 0。因此，要描述依赖关系，仅在类图上描述“A 依赖于

B”是不够的，还要具体到某个场景。 

例如，要描述 A 会调用 B、C 的操作，如图 8-96 在类图上画一根依赖的虚线箭头，不是不可以，但还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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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6 在类图上表达“A 依赖于 B、C”还不够 

应该在某个用例的某张序列图（或通信图）上描述，在什么场景，进行到哪个步骤时，A 需要调用 B 的

什么操作，在什么场景，进行到哪个步骤时，A 需要调用 C 的什么操作，如图 8-97。 

 

图 8-97 “A 会调用 B、C”应在序列图上表达 

有了序列图，如图 8-96 的类图上的依赖虚线就没有必要画出来了，类图上画泛化和关联关系即可。 

经常看到这样的类图：上面布满了依赖的虚线，却没有泛化和关联，如图 8-98。如果这样的类图描述

的是不同领域的类之间的协作，那还可以接受，如果类图上都是核心域的概念，那就要警惕了，可能建模人

员根本没有去寻找泛化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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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8 只有依赖关系的类图 

也许有的读者会想，图 8-98 这不挺规整的嘛！问题就在于，依赖关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很可能是没

有依据的。建模人员拍脑袋定了这样的依赖关系，然后就假装自己“建模”了。 

如图 8-99，有 ABCD 四个类，可以随意编排它们之间的依赖，不管哪一种，都可以写出代码来，编译

器也不会报错。但哪一种更合理，要从静态关系来找依据。 

 

图 8-99 没有依据，依赖可以随意编排 

不时会有开发人员向我介绍他所做系统的“架构”，“您看，A 调用 B，B 调用 C……”，然后就没了。为

什么要这样调用，也讲不出什么理由，反正我就是这样做了，而且做出来了，好像也能用，就行了呗，管它

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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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识别泛化关系 

8.3.2.1 识别泛化的思路 

（1）直接形成 

类图中的两个类可能会直接形成泛化关系，如图 8-100 所示。严格的做法是针对每两个类，思考“A 是

B 的一种吗？”，再反过来思考“B 是 A 的一种吗？”不过这样做工作量很大。类图中有 n 个类，就需要

思考 2C2 

n =n(n-1)次。n=11 时，就是 110 次了！实际工作中，往往是先扫描一遍，大脑迅速过滤出可能值

得这样思考的类，针对这些类思考即可。 

 

图 8-100 直接形成-两个类之间直接形成泛化关系 

实际上，类图上已有的两个类有泛化关系但未识别的情况并不多，因为之前从用例规约识别类和属性时

很有可能已经发现了。 

（2）自下而上（从特殊到一般） 

更多的情况是发现类图上已有的两个或多个类有共同特征，于是抽象出共同的超类，如图 8-10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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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1 自下而上-两个类之上有共同的超类 

关联也可以看作类的属性，关联的角色名相当于类的属性名称。如果多个类关联到同一个类而且角色名

相同，也可以考虑泛化出共同的超类，如图 8-102。注意，角色名要相同，否则即使类型相同也不是同一属

性。 

 

图 8-102 共同的关联也可以提炼超类 

（3）自上而下（从一般到特殊） 

如图 8-103 所示，这个识别思路就是 8.2.5.5 属性是否对所有对象都有意义里的思路，此处就不再赘

述。 

 

图 8-103 自上而下-一个类分裂出子类 

8.3.2.2 被误作关联的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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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关系有时会被误认为关联，下面列举一些错例供参考。 

图 8-104 中，“员工有调度员、装卸工、配货员”指的是员工的对象集合包含了调度员、装卸工、配货

员的对象集合，不是指一个员工对象由调度员对象、装卸工对象、配货员对象组成。正确的关系是右侧的泛

化关系，而不是左侧的关联（此处是组合）关系。 

 

图 8-104 泛化被误作关联 例 1 

很多系统经常需要设置一些参数，有人会把参数建模成图 8-105 左侧的类图，把超时时间、锁定设置、

频带等作为参数的属性。属性其实就是关联（此处是组合）的一种变体，8-105 左侧和右侧是等同的。 

 

图 8-105 泛化被误作关联 例 2 

图 8-105 的意思是一个参数个体由若干个具体参数个体组成，这不符合领域内涵。更符合领域内涵的

是“具体参数是参数的一种”或者“参数的集合包含各具体参数的集合”，也就是说，泛化关系更合适。还

有一种做法是把具体的参数全部抽象为“名称”和“值”两个属性。如图 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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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6 泛化被误作关联 例 2 更正 

如果按图 8-105 的方式建模，参数类只有一个对象，但这个对象有很多个属性。当需要为系统设置一

种新的参数时，就需要修改类结构，增加新的属性。如果按图 8-106 的方式建模，只需要增加新的参数对

象即可，类结构不需要改变。 

一些看起来像是多重性为 1 对 0..1 的关联，有可能实际上是泛化关系。例如，1 台电器可能是 1 台洗

衣机，也可能不是；1 台电器可能是 1 台电视机，也可能不是；1 台电器可能是 1 台空调，也可能不是，有

人以为是关联关系，于是画出图 8-107。 

 

图 8-107 泛化被误作关联 例 3 

图 8-107 的意思是：一台电器可能由一台洗衣机、一台电视机、一台空调组装而成。这是错误的，应

该是电器的集合包含洗衣机、电视机和空调的集合，即泛化关系。如图 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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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8 泛化被误作关联 例 3 更正 

*也可以尝试在自然语言中用“可能是”和“可能有”来区分。一台电器可能是一台洗衣机，这是泛化

关系；一台电器可能有一个电源适配器，这是关联关系。* 

8.3.2.3 Liskov 替换原则 

只是从名称上来判断，并不能成为泛化关系的最终证据。1988 年，Liskov 在“Data abstraction and 

hierarchy”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后来被称为 Liskov 替换原则（LSP）： 

如果对于每个类型 S 的对象 O1，都有类型 T 的对象 O2，对于所有以 T 的形式定义的程序 P，当 O1

被 O2 替换时，P 的行为不变，那么 S 是 T 的子类型。 

很多书和文章中提到 Liskov 替换原则时，会以矩形和正方形（有时会换成椭圆和圆）的问题为例。 

假设把正方形看作矩形的子类，如图 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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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9 把正方形当作矩形的子类 

设置某矩形的 A 边长为 4，再设置 B 边长为 5，按照设想，此时求面积应该得到 4×5=20。如果用正

方形代替矩形，要么为了保持正方形的约束，最终得到的面积是 5×5=25，要么两边自由变化，正方形就不

再是正方形了。 

根据 Liskov 替换原则可以判断出图 8-109 不合适，但 Liskov 替换原则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 

Bertrand Meyer 在“Object-Oriented Software Construction”一书用契约的观点解释：子类操作

的前置条件应该不强于超类，后置条件应该不弱于超类。 

例如，构造一个矩形对象需要提供两个边长参数，对这两个参数并无要求，而构造正方形对象却要求这

两个参数必须相等，即，子类操作的前置条件强于超类，不合适。 

我们仅从属性的角度来看看。如果独立描述矩形和正方形所需的属性，可以得到图 8-110。 

 

图 8-110 建模矩形和正方形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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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110 可以得知，正方形的属性比矩形还少一个，把正方形作为矩形的子类是不合适的。 

反过来，矩形倒是更像正方形的子类，复用边长，再加一个边长。Bertrand Meyer 在“Object-Oriented 

Software Construction”中就提到，某类库的早期版本，就是让矩形继承正方形。 

 

图 8-111 摘自“Object-Oriented Software Construction( Second Edition )”， Bertrand 

Meyer , 1997 

要建立正确的关系，可以减弱超类的定义，由子类定义有几个边长属性，如图 8-112。 

 

图 8-112 超类不定义有几个边长属性 

图 8-112 中，正方形是矩形的子类，但不是自由矩形的子类。自由矩形、正方形和黄金分割矩形（边

长比为黄金分割比 0.618····：1）等是互相不重叠的矩形子集（子类）。 

也可以把 A 边长和 B 边长属性保留在矩形中，正方形、黄金分割矩形如果适用特殊的规则，可以作为

矩形的状态。正方形、黄金分割矩形等没有增加新的属性，只是要求 A 边长和 B 边长的值符合某个约束，

也就是说，正方形、黄金分割矩形是属性值组合中的一个子集的表征，这个就是状态。如图 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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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3 用状态来表达不同矩形 

8.3.2.4 警惕拼凑泛化 

您可能注意到，以上我们尽量通过属性（包括关联）来解释泛化关系。 

虽然泛化带来的好处如 Liskov 所说，是落在行为上——“P 的行为不变”，但如果抛开属性直扑行为，

很可能会带来“假泛化”、“假面向对象”。 

如图 8-114，因为 X 和 Y 都有操作 op1，所以泛化出 A，把 op1 提上去成为抽象操作。这个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前面，怎么知道 op1 作为 X 和 Y 的操作是合适的？最终的依据还是 X 和 Y 的属性（包括关联）。 

 

图 8-114 操作怎么来的，需要有依据 

有一种偷懒遮羞布，就是胡乱安排操作，然后拼凑出泛化关系，根本不顾安排的操作是否合理。 

一些“面向对象”实践经常得到各种名称最后有 or 或 er 的类（汉语则为“器”），就有这种嫌疑。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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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可能一开始按照面向过程的思路噼里啪啦把代码写出来，然后出于赶时髦需要“面向对象”，他就把过

程名称加上 or 或 er 作为类名称，然后把原来的过程作为 or 或 er 类的操作。 

当存在多个类似过程时，还可以加上一些泛化关系（或接口-实现）来做点缀，如图 8-115，这样看起

来就更有“面向对象”的味道了。 

 

图 8-115 带有泛化关系的 or 或 er 类 

可能在某些开发人员眼里，图 8-115 很有格调，可以用来吹嘘的高大上词汇有：OCP（开放-关闭原则）、

DIP（依赖倒置原则）、模板方法模式……等。这些由泛化关系衍生出来，被网红圈子广泛吹嘘的原则和模式

作用十分有限，指望了解被包装出来的“SOLID 原则”之类就能应对软件复杂性，那真是太天真了。 

*很多人可能是从 Robert C. Martin 的书《敏捷软件开发-原则、方法与实践》中了解到 OCP、DIP、

LSP 等。这些原则并非 Robert C. Martin 首先提出，而且和敏捷过程没有必然关系，但 Robert C. Martin

起这样的书名，经常会导致开发人员误解这些是敏捷人士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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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或 er 类往往没有属性，只有操作，大量的逻辑仍然隐藏在子类操作的实现中。当然，开发人员也可

能觉得这是好事，“这说明我有算法啊！”——“算法”，又是一个可以吹嘘的高大上词汇。 

和其他的偷懒遮羞布类似，这种做法一一对应，思考工作量小，还有各种高大上词汇护法，于是开发人

员洋洋得意，感觉自己已经很厉害了，连称“受用”，纷纷去拥抱这种偷懒遮羞布。 

or 或 er 类有时会使用“策略模式”作为伪装，如图 8-116，哇，我可以灵活组装各种策略！顺便再吹

一通“组合优于继承”之类，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逻辑仍然隐藏在子类操作的实现中。 

 

图 8-116 “策略模式”换汤不换药 

如果一个类的命名中有类似这些内容：er、or、器、策略、Strategy、Policy、规则、Rule、算法、

Algorithm……然后这个类或其子类的操作中有长长的“算法”，那么应该思考一下，长长的“算法”中到底

定义了哪些变量？哪个部分的代码最复杂？ 

背后往往就是候选的实体类以及需要封装的操作，尽量分离出实体类，把各种逻辑尽量封装在实体类的

操作中。这样的思考更辛苦，但也更有价值。 

8.3.3 识别关联关系 

8.3.3.1 关联的进一步细分 

是否进一步细分各种关联，各种面向对象方法学观点不同。有的认为关联就是关联，不用再细分，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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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需要进一步细分。 

例如，James J. Odell 就把聚合分为 6 种并详细讨论，如图 8-117。 

 

图 8-117 摘自 Journal Of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Vol 5, No 8. , James J. Odell , 1994 

UML规范采取的是中间路线，把关联分为三种：普通关联、聚合（Aggregation）和组合（Composition）。 

用图形表示，普通关联是一根直线，聚合有一端是空心菱形，组合有一端是实心菱形，如图 8-118。 

 

图 8-118 三种关联的图示 

在 UML 元模型中，把它们视为属于三个不同的 AggregationKind，如图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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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9 

从元模型上看，“聚合”应该叫作“分享型聚合”，“组合”应该叫作“组合型聚合”，但本书还是使用“聚

合”、“组合”，原因阅读后文自知。 

聚合和组合都表示“整体-部分”的关系，在类图中，菱形一端表示整体，另一端表示部分。 

相对于聚合，组合还有两条额外的约束： 

（1）在同一时刻，部分对象只属于一个整体对象； 

（2）整体对象被销毁，部分对象也要销毁； 

虽然 UML 定义了聚合的概念，但实践中要不要使用聚合，经常会引起争论。在聚合关联中，部分

对象同一时刻可以被多个整体对象共享，使得“整体-部分”的概念变得模糊，和普通关联难以区分。 

James Rumbaugh 等人在《UML 参考手册（第 2 版）》中认为聚合是建模的“安慰剂”。 

 

图 8-120 摘 自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Reference Manual, 2nd Edition, James 

Rumbaugh, Ivar Jacobson, Grady Booch, 2004 

Craig Larman 认为不需要使用聚合，在合适的情况下使用组合即可。 

 

图 8-121 摘自 Applying UML and Patterns: An Introduction to Object-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 and Iterative Development, Third Edition, Craig Larm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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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做法和 Larman 一致，不使用聚合，有必要表达“整体-部分”关联时，仅使用组合。 

含义模糊的聚合如图 8-122。“微信群有微信账户”，而且微信群解散，微信账户还在，所以把“微

信群”和“微信账户”之间的关联设为聚合，多重性为多对多。 

 

图 8-122 含糊的聚合举例 

图 8-122 可以改为更清晰的图 8-123。 

 

图 8-123 使用组合 

图 8-123 将“微信群员”和“微信账户”分离，“微信群员”仅属于一个“微信群”。如果“微信

群”对象消失，“微信群员”对象及相关属性值也就消失了，但“微信账户”还在。 

注意，即使是图 8-123，也要有足够证据才能建模成组合。如果只是玩文字游戏，图 8-123 也可

以变成图 8-124，从另一个角度来“组合”似乎也未尝不可。 

 

图 8-124 另一个角度的组合 

以上说的“足够证据”，指的是是否有利于责任分配。 

8.3.3.2 组合的作用 

把关联定义为组合关联，意味着部分对象成为整体对象的部件，外部的对象不能发消息给部分对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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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给整体对象，再由整体对象分解和分配给组成它的部分对象，如图 8-125 所示。 

 

图 8-125 组合关联影响责任分配 

类图上有很多类，类之间的密切程度会有所不同。如果根据目前责任分配的情况，判断某些类之间协作

的频率远超过它们和外部其他类协作的频率，而且预判将来也可能是这样，那么通过建立组合关联来强制把

它们封装成一个整体来分配责任，是合算的。 

和划分部门类比 

建立组合关联和公司的部门划分有类似之处。 

公司不划分部门，老总一个个员工派任务也能达到目标，只是效率不高，而且不管出现什么变化都要打

开老总的“代码”来修改。 

划分部门之后，老总就省心多了，只需要给各部门分配大任务，部门把任务分解，再分配给部门内的各

小组，各小组再把任务分解，分配给小组内的小小组……。这样，各种逻辑就会分散到各个部门、小组、小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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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有代价的。划分部门之后，上级就不要越过下级去找更下级，下级也不能想找谁就找谁，都

要讲基本法。 

如果部门内各下级之间的协作频率远高于和其他部门协作的频率，说明这样的代价是值得付出的，部门

划分以及责任的分解和分配是合理的。反之则说明不合理。 

不要因为偷懒或炫耀而定义组合 

可以想象，如果公司老总在没有充分调研员工能力以及公司业务的情况下，着急过一把官瘾，胡乱划分

部门，提拔干部，会大大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很容易激起反抗。 

然而，如果软件开发人员着急过“架构师”的瘾，胡乱定义组合（聚合）关联，并不会激起各个代码片

段的反抗。计算机程序目前还没有产生自我意识，没有 Neo（电影“The Matrix”，《黑客帝国》），特别乖，

爱怎么整都可以。 

以前可能是为了偷懒而胡乱定义组合（聚合）关联。 

如图 8-126，如果建模为普通关联，还得给关联想个合适的名字。算了，懒得想，貌似说“订单有顾客”

也说得通嘛，“有”那不就是组合（聚合）吗？干脆加个菱形吧，这样还省事，而且相对于一根直线，菱形

让人有高大上的感觉！ 

 

图 8-126 为了偷懒滥用组合（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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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年，由于 DDD 话语对“聚合”过度吹嘘，某些软件开发人员把“划分聚合”看成“有架构师

能力”的表现，于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兴奋地把“聚合”到处用——哈哈，我会切割系统了，我架

构师了！ 

这些人的思维经常是颠倒的：先拍脑袋定“聚合”，然后就按 DDD 话语的建议来使用，包括外部对象

的访问、创建、访问数据等，然后再用实现的代码（show me the code 嘛）来“证明”之前划分的“聚合”

是正确的，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 

用公司类比，相当于公司老总拍脑袋把张三、李四、王五等人划分成一个部门，并任命张三为部门领导，

然后通过张三发号施令，再用这个“事实”来“证明”张三作为部门领导是正确的。当然，这样类比不完全

贴切，后文还会提到。 

定义组合（聚合）务必谨慎。在有足够的核心域逻辑作为证据之前，应该先建模为普通关联。经过序列

图、状态机图等进一步建模核心域逻辑之后，如果有进一步证据支持定义组合（聚合）关联有利，可以定义

组合（聚合）关联用于指导后续其他用例的责任分配。如果没有足够证据，不定义组合（聚合）关联也无所

谓。 

 

图 8-127 学员发给我评点的一张带有大量菱形的类图（类的信息已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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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3 和《设计模式》用语的区别 

说到这里，我们要整理一下类之间的关系，用类图表示如图 8-128。 

 

图 8-128 “类之间的关系”各概念之间的关系 

从图 8-128 可以看到，泛化、关联和依赖在一个抽象级别，普通关联、聚合和组合在一个抽象级别。

此处我们把“聚合”定义为“组合之外的其它聚合”，同样，“普通关联”定义为“聚合和组合之外其他关联”。 

否则，各种关联概念之间的关系应该像图 8-129： 

 

图 8-129 各种关联概念之间的关系：另一个版本 



132 
 

按照图 8-128，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注意，说“泛化和关联”可以，但说“泛化和聚合”、“泛化和组合”

或“继承和组合”是不合适的。 

而 GoF 所写的”Design Patterns: Elements of Reusabl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设计模

式》），第 1 章中有一句被广为流传的话： 

Favor object composition over class inheritance. 

优先使用对象组合而不是类继承。 

这句话常让人误解组合和继承是一个级别的，其实，根据 GoF《设计模式》的用词，这句话中的“组

合”应该近似于 UML 中的“关联”。 

如图 8-130，在 GoF《设计模式》中，给出这句话之后，作者接下来讨论了 aggregation（聚合）和

acquaintance（认识）的区别，并且说 acquaintance 有时也被称为 association（关联）或 using（使用）。

然而，在后面的内容中，作者把这几个词全部抛弃，一律使用 composition。 

 

图 8-130 摘自 Design Patterns: Elements of Reusabl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Erich 

Gamma , et al. ， 1995 

根据 GoF 书中内容猜测，其中用词和 UML 以及本书的用词的对应关系可能如图 8-131。左右对应为：

①继承=泛化；②组合≈关联；③认识≈普通关联；④聚合≈聚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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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1 《设计模式》话语和 UML 话语中的对应 

以上仅属推测，而且书中的叙述也是有矛盾的，例如这一句： 

Consid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 aggregation and acquaintance and how differently 

they manifest themselves at compile- and run-times. 

考虑对象聚合和认识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在编译时和运行时如何不同地展现自己。 

这句话好像是在说“聚合”和“认识”在编译时和运行时有所不同，这和图 8-131 中的对应③和④矛

盾。 

另外，图 8-130 的片段中，把 association（关联）和 using（使用）说成同一个意思，这个也是让人

困惑的。using 听起来更像是 UML 话语中的“依赖”。 

8.3.3.4 DDD 话语“聚合”中的伪创新 

DDD 话语中也有“聚合”，不过用词是 Aggregate，指整个聚合/组合结构，严格一点可称为“聚

合体”，而扮演整体的对象被称为“聚合根（Aggregate Root）”。前文所说的 UML“聚合”，用词是

Aggregation，指两个类之间的整体-部分关联，严格一点可称为“聚合关联”。 

我们以图 8-132 中 Grady Booch 关于系统结构的一段隐喻作为素材，画图并标出用语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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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133。 

 

图 8-132 摘自《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原书第 2 版）》，Grady Booch 著；冯博琴 等 译，英文

原版出版于 1994 年 

 

图 8-133 用语的区别 

看起来好像只是用词的变化，但细究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Aggregate 的问题 

在面向对象建模领域，Aggregate 并非 Eric Evans 在“Domain-Driven Design”书中首先使用。

在 1999 年出版的《UML 参考手册》第 1 版中就有“aggregate”词条，但只有一句话，大量的内容

放在了“aggregation”词条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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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4 摘自《UML 参考手册》，James Rumbaugh 等 著，姚淑珍 等 译，原书出版于

1999 年。 

UML 把重点放在 Aggregation 上，即放在两个类之间的关系（图的边）上。图 8-133 中，“植物”

和“根”、“茎”、“叶”存在组合（聚合）关联，说明可能会存在“植物”对象，它的组成部件是“根”、

“茎”、“叶”对象。 

而 DDD 强调 Aggregate 和 Aggregate Root，把重点放在了类（图的结点）上，这就带来了问

题。 

我们来看“Domain-Driven Design: Tackling Complexity in the Heart of Software”原书的文

字： 

An AGGREGATE is a cluster of associated objects that we treat as a unit for the purpose 

of data changes. Each AGGREGATE has a root and a boundary. ……The root is the only member 

of the AGGREGATE that outside objects are allowed to hold references to, …… 

一个 AGGREGATE 是一簇相关联的对象，我们把它作为数据变化的单元来对待。每个 AGGREGATE

有一个根和一个边界。……根是 AGGREGATE 的成员中唯一允许外部对象持有引用的，…… 

以图 8-133 为例，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可以说： 

（“植物”+“根”+“茎”+“叶”）等一簇相关联的对象形成了一个 Aggregate，其中“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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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 Aggregate 的 Aggregate Root。 

问题来了。 

首先，“植物”已经包括“根”、“茎”、“叶”等部件在内，不能也不需要再和这些部件并列。 

如图 8-135，说“植物对象是一个 Aggregate”还可以说得通，但说“植物、根、茎、叶等对象

一起组成一个 Aggregate”是不合适的。 

 

图 8-135 对象不需要也不能和其部件并列 

在类级别，说“植物和根、茎、叶是整体-部分关联”，可以。 

在对象级别，说“某个植物对象由若干根、茎、叶对象组成”，可以。 

但是，说“某个植物对象和它的根、茎、叶一起组成***”，不可以。 

要把这个圆过去，可以把“植物”排除在组成 Aggregate 的“一簇相关联的对象”之外，说“一

簇根、茎、叶对象组成了植物 Aggregate”，不过，Eric Evans 又说了“根是 AGGREGATE 的成员”，

看来是圆不过去了。 

即使“植物对象是一个 Aggregate”可以说得通，这样的说法还是存在问题。 

有哪一个对象不是 Aggregate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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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它的属性的关系可以看作组合关联，类可以在和其他类的组合关联中扮演整体的角色，类可以

在和其他类的组合关联中扮演部分的角色。 

仍旧以图 8-132 作为素材，进一步画出图 8-136。 

 

图 8-136 既扮演整体又扮演部分 

所谓整体、部分只是对象在关联中扮演的角色，就像合同的甲方、乙方一样。一个对象可能由很多

部件组成，同时它又可以成为更大对象的部件。 

离开特定的关联，指着一个对象说它是整体、Aggregate 或 Aggregate Root，是不合适的，除

非只存在一级的整体-部分结构，这也是现在 DDD 实践中 Aggregate 的现状——再多一级的话，不

妨祭出“性能”遮羞布遮掩过去——“这得加载多少数据啊，会影响性能的！”。 

即使只存在一级的整体-部分结构，也没有必要在类上标注“Aggregate Root”，或者圈一个边界，

关系上的菱形标记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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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137，类的《Aggregate Root》构造型以及圈的边界都是冗余的。不过，《Aggregate Root》

虽然冗余，至少在模型中记录了清晰的信息，可以映射代码或指导编码，而圈一个边界除了意念之外，

并没有办法落到模型上。 

 

图 8-137 冗余的标记 

不存在 Aggregate Root 

Aggregate Root 应该是 Eric Evans 的造词，“Domain-Driven Design”这本书之前的软件开发

书籍中，并没有出现 Aggregate Root 的说法。 

这是一个伪创新。 

对象就是由其部件（包括属性值和其他对象）组成的，把部件去掉，对象就什么都不剩了，哪里还

有什么根？ 

之所以会有 Aggregate Root 这样的错觉，有可能是受了关系数据库思考方式的影响。 

图 8-133 的类图，如果用关系数据库来保存对象，可能会得到图 8-138 的几个表，“植物”可不

就是 Aggregate Root 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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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8 受关系数据库思考方式影响的 Aggregate Root 错觉 

Aggregate Root 错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来自人类社会。 

上一小节中，曾用部门结构来类比组合（聚合）。我们说到： 

给各部门分配大任务，部门把任务分解，再分配给部门内的各小组…… 

这样的说法符合面向对象的思考，却与人类社会现实不符。 

人类社会中，部门、小组不是生命体。在现实中，我们观察不到一个巨人叫“项目部”，向着另一个巨

人“财务部”吼一声，“喂，帮我结算这批临时工的工资！”，我们观察到的是一个生命体“项目部经理”向

另一个生命体“财务部经理”发出请求，这样的场景也会诞生 Aggregate Root 的错觉。（类似问题在本

书的业务建模章节中也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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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9 现实中观察不到这样的现象 

而在面向对象的世界中，对象是有“生命”的，“项目部”向“财务部”发消息即可，并没有“项目部

经理”和“财务部经理”。 

/*-------------------- 

实际上，当前的绝大多数信息系统中，和现实中有生命的“人”对应的类，与其相关的逻辑所占比例是

非常少的。封装复杂逻辑的类，我们需要为之画出复杂状态机的类，往往是“订单”、“设备”、“房间”等，

它们在现实中对应的是无生命的事物。 

即使将来信息系统发展到更高复杂度，“人”相关的逻辑所占比例依然会很少。人类建造的信息系统，

封装的是人类对宇宙万事万物（当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认识，而人类自身（甚至包括其他生命体在内）在这

万事万物中能占多少比例呢？ 

如果现实中没有生命，在信息系统里也没有“生命”的话，系统中应该只有映射“人”的类才配拥有操

作，只有“人”才配作为所谓的“聚合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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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根）的用词不当 

整体是部分们的根，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表述： 

植物由根、茎、叶组成，所以，植物是根……的根？ 

汽车由发动机、车身、底盘组成，所以，汽车是发动机……的根？ 

墙由砖垒成，所以，墙是砖的根？ 

分子由原子组成，所以，分子是原子的根？ 

Eric Evans 的葡萄隐喻错误 

以下是小问题。 

软件开发中，比 UML、DDD 更早使用 Aggregate 这个词的是 SQL，各种 Aggregate 函数如 AVG()、

MAX()、MIN()，针对表中的各行做各种统计。Aggregate 这个用词经常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是“累

计”或“集合”。 

（正如前文所言，我的观点是 UML 也应该不使用 Aggregate、Aggregation 等词。） 

Eric Evans 在“Domain-Driven Design”书中用一串葡萄来隐喻 Aggregate，可能在选择隐喻

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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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0 摘自 Domain-Driven Design: Tackling Complexity in the Heart of Software, Eric 

Evans , 2003 

一串葡萄就算有一亿颗，也只是同一个类“葡萄”的对象集合，这样的整体-部分关联意义并不大。 

 

8-141 这个意义不大 

若干颗葡萄、若干个煎蛋、若干根油条……组成一份早餐，其中维生素 C 的质量不得少于蛋白质质

量的 1%……这个更有意义，如图 8-142。 

（注：该图仅从图 8-140 的葡萄延伸以作说明，图中的领域知识未经过调研，“葡萄”、“煎蛋”、

“0.01”等抽象程度也不够，烦请忽略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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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2 更有意义的整体-部分关联 

在 8.2.4.7 类命名用单数一节中说过，不需要对纯粹的对象集合（例如“顾客们”）建模。如果某个对

象集合组成了另一个类的对象，那么这个类应该还有会其他属性（或关联）。 

常被用于举例的“订单”和“订单项”，平时我们看到的例子可能是这样： 

 

图 8-143 常见的组合（聚合）类图 

但这只是简化版，如果仅是这样，“订单”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之所以需要“订单”的概念，是因为“订

单”还有“下单日期”、“顾客”、“收货地址”等属性，如图 8-144。 

 

图 8-144 扮演整体的类还会有其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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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ric Evans 选用这个葡萄图片，可能还搞错了另一个知识，不过这个知识不是软件开发知

识，而是植物学知识。 

植物学上有聚合果（Aggregate Fruit）的概念，如图 8-145： 

 

图 8-145 摘自百度百科“聚合果”词条 

Eric Evans 可能想到“Aggregate Fruit”这个术语，觉得葡萄是成串的，以为葡萄是“Aggregate 

Fruit”，于是把图片放上去了。 

其实葡萄是单果，如图 8-146。 

 

图 8-146 摘自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538771 

总结 

其实，Eric Evans 只需要在之前已有的概念基础上，添加自己关于整体-部分结构的见解，不管是

从核心域逻辑的角度谈责任分配，还是从性能的角度谈实现套路，不需要 Aggregate 和 Aggr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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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分析 之 分析类图——案例篇 

鸳鸯扣，宜结不宜解 

《身似摇红烛影》，词：唐涤生，曲：王粤生，唱：红线女，1954 

《软件方法（上）》以及下册 2018 年发布的电子版本，使用的案例是“UMLChina 系统 2018”。案例

中讨论了给特定分区的联系人发公开课通知邮件的领域逻辑，类图如图 9-1。 

 

图 9-1 本书下册 2018 版本第 8 章的案例类图 

时过境迁，原先使用邮件、短信甚至 QQ 的场合绝大部分已经改成使用微信。现在，UMLChina 已经

很少使用发邮件和发短信的方式来通知学员，除了每年年底会发邮件询问最新邮政地址以便邮寄贺年卡。 

而在微信上群发通知，从现在的礼仪来说，容忍度极低。所以，我们也不会针对微信的好友批量地发活

动消息，只会在微信群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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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化是，2019 年底持续至今的 2019-nCoV 疫情，使得公开课从线下转到了线上，不再有地域

限制。 

第三个变化是，自媒体平台（公众号、抖音、B 站等）成了首要的展示门户，自有网站的重要性大幅下

降。 

以上提到的是这几年周边业务环境的变化，当然，作为讲解建模的案例，这是小问题，无非是案例的核

心域知识有些跟不上时代。 

更大的问题是，上册所描述的举办公开课和群发邮件，涉及到的更多是查询的逻辑，如果是讲解类图的

建模，是够用了，但状态变化涉及不多，后文讲解状态机图和序列图时不好展开，而通过状态机来封装修改

属性值的逻辑是面向对象建模的重点。 

考虑到以上变化，本书下册更换了案例。 

案例一是写书时正在关注的另一个 UMLChina 流程：上课时做题并抽奖，涉及到考试和抽奖的领域知

识。 

案例二是我们正在研发的一款封装《软件方法》知识的智能建模工具——暂时命名为“发糕”，涉及到

软件开发方法学的领域知识。 

已成文的 2018 版本第 8 章的“UMLChina 系统 2018”案例剖析，继续作为参考案例保留，放在附录

中。 

9.1 案例一：答题抽奖 

9.1.1 背景知识 

UMLChina 的训练中，老师每讲解一个知识点，就会用一个做题软件让学员做一些的题目，考查学员是

否掌握。这些题目由老师在课前设置好。为了提高学员做题的兴趣，老师会用一个抽奖软件为答对题目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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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抽奖。 

具体过程如下： 

（1）老师请求做题软件显示下一道要做的题目，然后等待 10-60 秒，让学员阅读题目。 

*同样难度的题甚至是同一道题，老师目前是凭感觉留给学员阅读题目的时间，留多了会造成浪费，留

少了学员会觉得不公平。 

 

图 9-2 答题抽奖流程现状-1：出题 

（2）老师请求抽奖软件随机抽取一名学员，抽奖软件随机抽取并显示抽中学员名字，老师在教室里寻找

该学员所在位置，点名该学员回答问题。 

 

图 9-3 答题抽奖流程现状-2：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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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员思考并口头回答问题，老师确认听清学员的回答后（人多时噪音较多），向做题软件提交学员的

回答，做题软件判断并反馈对错。 

*有的学员思考时间过长，甚至有学员的答题习惯是先把题目念一遍，导致老师不得不出声催促。 

 

 

图 9-4 答题抽奖流程现状-3：判对错 

（4）如果学员答对，老师请求抽奖软件为学员抽奖，抽奖软件从当前奖池中随机抽取奖品，将抽中的奖

品从奖池扣除，反馈抽中的奖品信息，更新剩余奖品数量，更新学员答对排行榜。奖品可能是现金（金额从

1.28 元到 40.96 元），也可能是实物（书、饮料、小食等），还有一定比例的奖品是“木有”-没有抽到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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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答题抽奖流程现状-4：抽奖 

（5）如果奖品是实物，老师将实物发给学员；如果奖品是现金，老师通过手机上的微信发红包给学员。 

 

图 9-6 答题抽奖流程现状-5：发红包 

9.1.2 愿景 

目标系统： 

UMLChina 系统 2022 

目标组织： 

UM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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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 

UMLChina 负责人 潘加宇 

需改进指标： 

UMLChina 训练中，花费在回答问题和抽奖上的平均时间 

指标当前值： 

3 分钟/题 

指标改进值： 

2 分钟/题 

9.1.3 业务序列图 

针对以上流程，绘制现状的业务序列图如图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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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答题抽奖流程现状业务序列图 

从图 9-7 可以看到，做题软件、抽奖软件和微信之间不直接通信。老师担任了信息搬运工的角色，用自

己的手指按动电脑上的鼠标，把学员的回答搬运到做题软件里，用自己的手指按动手机上的软键盘，把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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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抽出来的奖品金额搬运到微信里……。这种情况符合《软件方法》第 4 章提到的“改进模式二：改善信

息流转”。 

“寻找学员所在位置”、“判断超时”等逻辑封装在人脑中。这种情况符合《软件方法》第 4 章提到的

“改进模式三：封装领域逻辑”。 

改进的业务序列图如图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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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答题抽奖流程改进业务序列图 

注意，引进的系统依然叫“UMLChina 系统”，并非“UMLChina 答题抽奖系统”。“答题抽奖”可以看

作由若干用例组成的用例集。 

实际上，现实中的“UMLChina 系统”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类，例如“学员”、“课程”，但为了讲解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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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书中假设不存在现有的类，从头构思“答题抽奖”案例用例集所需的类。 

但要提醒的是，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本书讲解方便，这是一个盘外因素，和系统内部组件的耦合内聚

并不相关。 

近几年，“微服务”之风盛行，但该不该切分为微服务，如果一定要切分应如何切分，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问题。有些人未必乐意面对以及学习如何应对这些复杂问题，于是就冒出来一些投资少、见效快、产量足

的“微服务伪创新”，它们避开了复杂的软件结构问题，专从盘外招下功夫。 

就像第 1 章所言，判断地震来了哪座楼倒塌的可能性最小，需要考虑大楼的结构、所用的材料、所在位

置的地质环境等，但这涉及到艰深的工程力学、材料学和地质学知识。于是有人发明了简单易行的办法，从

工作服的颜色、工人是否结对洗澡、施工队开会时是否站立等方面来找原因。 

之所以做以上提醒，是怕读者误会，以为作者推荐从愿景、业务序列图推导出的用例集作为划分“微服

务”的依据。 

如何“切分微服务”，更好的做法，参见本书第 8 章之后各章的知识讲解。 

9.1.4 系统用例图 

从图 9-8 映射“UMLChina 系统 2022”的用例图如图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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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UMLChina 系统 2022”的用例图 

9.1.5 系统用例规约 

“学员→回答问题”的用例规约如下： 

用例名： 

回答问题 

执行者: 

学员（主）、微信（辅） 

涉众利益： 

老师-担心评价更新不及时，让学员觉得陈旧。 

学员-担心自己碰到有陷阱的题目，导致周围同事特别是领导认为自己答不对简单的题目，能力不行。 

学员-担心题目字太小看不清楚，担心手滑选错答案。 

老师-担心抽奖结果被认为是预设的，导致学员失去兴趣。 

老师-担心大奖出现得太快，导致后面的学员没有动力。 

学员-担心抽奖不公平，轮到自己抽奖时运气太差，轮到别人抽奖时运气太好。 

奖品生产厂商负责人-担心自己的产品被用作不好的用途。 

微信系统管理员-担心自己维护的系统受影响发生故障。 

基本路径： 

1. 学员提交回答。 

2. 系统验证回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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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判分，保存判分结果。 

4. 系统反馈判分结果。 

5. 系统验证得分达到抽奖要求。 

6. 系统随机抽取奖品，将抽中的奖品从奖池移除，保存抽奖结果。 

7. 系统反馈抽奖结果、剩余奖品和学员成绩排行。 

8. 系统验证抽中的奖品为现金类型且存在学员的微信号。 

9. 系统请求微信向学员的微信号发红包。 

10. 系统保存发奖结果。 

11. 系统反馈发奖结果。 

扩展： 

2a. 回答无效： 

2a1. 系统反馈回答无效。 

2a2. 用例结束。 

字段列表和业务规则： 

1. 回答选择了题目的某个或若干个选项。 

*系统暂时不考虑选择题之外的题型。 

2. 有效规则：回答选择的选项必须属于同一道题目；单选题的回答只能是 1 个选项，多选题的回答至

少有 2 个选项。 

3. 判分结果=学员+回答选项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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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分规则：所回答选项集和题目预设正确选项集完全相同，则得到该题全部分值，否则该题得分为

0。 

*分值：某个知识点会有一组题目让学员回答，同一组题目中，可根据题目难度为题目设置不同的分值，

难度越大，分值越高。难度是相对的，同一道题目，放在 A 组可能属于难题，放在 B 组可能就相对容易。 

4. 判分结果=学员姓名+得分+评价。 

4. 评价从得分值所在的分值区间适用的评价集合中随机抽取。 

*评价：一些用于活跃气氛的热门用语，和学员回答的得分值对应，一个得分值会准备好多条评价。例

如，得 0 分，评价可能有“不讲武德”、“耗子尾汁”、“你站在此处不要动”等，得 1 分，评价可能有“打工

是不可能打工的”、“个个都是人才”等，得更高分，评价可能有“人类高质量男（女）性”、“yyds”等。 

5. 抽奖要求：得分值大于 0。 

6. 抽奖结果=学员+奖品+抽奖时间。 

6. 抽奖规则：抽奖时，如果奖池有多于一件奖品，而且价值不完全相同，那么把价值最大的奖品抽中

的概率调低为其他奖品的一半。 

7. 抽奖结果=奖品名称。 

7. 剩余奖品=奖品名称+剩余数量。按奖品的价值降序排序。 

*价值：每种奖品会设置一个价值，现金的价值为现金的金额，实物的价值为该实物的估值，未抽到奖

励视为抽到价值为 0 的奖品。 

7. 成绩排行=学员姓名+成绩+中奖次数，先按成绩降序排序，再按中奖次数降序排序，最后按学员姓

名升序排序。 

*中奖：抽到的奖品价值大于 0，为中奖。 

7. 学员成绩为当前活动中，学员所提交回答的得分总和。 

*某一次公开课或内训称为一次活动，一次活动可能会持续几天，学员会一直参加。在活动过程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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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会出很多组试题（或者说出很多张试卷）。 

*学员可以参加很多次 UMLChina 的活动。例如，两个月前参加了一次“软件需求设计方法学全程实例剖

析”培训，这个月又参加“业务建模和需求高阶”培训。此处的学员成绩指在单个活动内的成绩，不跨活动

累加。 

9. 输入输出信息参见最新版微信支付接口规则。 

9. 红包金额为现金奖品的价值。 

10. 回答+是否发放成功+发放时间。 

11. 是否发放成功。 

质量需求和设计约束： 

1. 针对初次使用本用例的健康人样本，要求平均每秒 1 次按指令提交回答 20 次无错误。通过的比例

不少于 99%。 

6. 本步骤的执行时间控制在 3-5 秒之间。 

*即使计算时间很短，也不宜太早出奖品，因为会让学员觉得没有在随机抽奖，而是预设好的结果。 

9.1.6 分析类图 

从“学员→回答问题”用例规约的基本路径到业务规则部分提炼。我们给关键词加下划线，逐个分析。 

注意：加下划线只是为了在书中讲解方便，实际建模工作中不需要这样做，只需要看着需求规约或其他

素材，一点点提炼。 

9.1.6.1 步骤 1 及其补充约束 

用例规约： 

1. 学员提交回答。 

1. 回答选择了题目的某个或若干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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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 

*学员 

这里的“学员”是执行者，指外面那个和系统交互的人肉系统“学员”，而不是系统内部维护学员相关

信息和规则的“学员”类——有没有这个类，目前还不能判断。 

执行者映射的是边界类，如图 9-10： 

 

图 9-10 执行者映射边界类 

*回答 

“回答”提炼为类； 

*回答选择了题目的某个或若干个选项。 

“题目”、“选项”提炼为类； 

“回答”关联“选项”，关联名称可以叫“选择”，“回答”和“选项”的多重性均为*； 

“题目”关联“选项”，“题目”的多重性为 1，“选项”的多重性为*。 

在没有足够证据时，关联一律表示为普通关联。 

 

图 9-11 回答、选项和题目 

9.1.6.2 步骤 2 及其补充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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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规约： 

2. 系统验证回答有效。 

2. 有效规则：回答选择的选项必须属于同一道题目；单选题的回答只能是 1 个选项，多选题的回答至

少有 2 个选项。 

提炼： 

*系统 

如第 8 章知识点所述，“系统”不识别。 

*有效 

“有效”是一个形容词，可以作为某个类的状态。此处“有效”描述的是“回答”，映射为“回答”类

的“状态属性”。后面深入建模时，会通过状态机中的状态来取代这些“状态属性”。 

*回答选择的选项必须属于同一道题目 

图 9-11 无法对此做出约束，需要对“回答”加一个约束，例如： 

(from 选项 in 选项 s select 选项.题目).Distinct().Count()<=1 

*单选题的回答只能是 1 个选项，多选题的回答至少有 2 个选项 

“单选题”、“多选题”可以提炼为类，作为“题目”的子类，如图 9-12。 

 

图 9-12 单选题和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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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只能是 1 个选项”、“至少有 2 个选项”背后的领域概念——“回答选项个数下限”、“回答选项

个数上限”，把 1、2 等具体数字消除掉。 

“回答选项个数下限”、“回答选项个数上限”是哪个类的属性呢？如果作为“题目”或“单选题”、“多

选题”的属性，会导致有很多“题目”对象的这两个属性值相同。 

可以应用第 8 章讲述的泛化转换为关联的知识，添加一个“类类型”类叫“题型”，同时去掉泛化关系。

“回答选项个数下限”、“回答选项个数上限”作为“题型”的属性。 

“题目”关联“题型”，“题目”的多重性为*，“题型”的多重性为 1。 

 

图 9-13 题型 

“单选题的回答只能是 1 个选项，多选题的回答至少有 2 个选项”这条关于“有效”的规则，可以表

达成“回答”的一个约束，例如： 

选项 s.Count>=选项 s.FirstOrDefault().题目.题型.回答选项个数下限 && 选项 s.Count<=选项 s. 

FirstOrDefault().题目.题型.回答选项个数上限 

这个约束以及上面的约束，都会体现在“回答”的行为中。后面我们还会再讨论。 

9.1.6.3 步骤 3 及其补充约束 

用例规约： 

3. 系统判分，保存判分结果。 

3. 判分结果=学员+回答选项集+得分。 

3. 判分规则：所回答选项集和题目预设正确选项集完全相同，则得到该题全部分值，否则该题得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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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分值：某个知识点会有一组题目让学员回答，同一组题目中，可根据题目难度为题目设置不同的分值，

难度越大，分值越高。难度是相对的，同一道题目，放在 A 组可能属于难题，放在 B 组可能就相对容易。 

提炼： 

*学员 

“学员”提炼为一个类，和“回答”关联，“学员”多重性为 1，“回答”多重性为*。 

*得分 

提炼为“回答”的属性。 

 

图 9-14 添加“学员” 

*题目预设正确选项集 

系统需要记住某道题的哪些选项是答案，可以给“选项”增加一个属性“正确”。 

 

图 9-15 给选项添加“正确”属性 

注意，这种情况下，“选项”和“题目”的关联中，“选项”只能属于一道“题目”。如果可以多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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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共享“选项”，那么“正确”的值将无法确定。 

如果一定要共享“选项”的内容，可以增加一个类“命题”（或“陈述”），把“内容”作为“命题”的

属性。“选项”和“命题”关联，“选项”多重性为*，“命题”多重性为 1。“选项”关联到的“命题”和“题

目”决定“选项”的“正确”，（命题，题目）→正确。 

例如，针对命题：“挂号”是用例。如果题目说“研究对象为医院”，那它作为选项有可能是错误选项，

如果题目说“研究对象为医院信息系统”，那它作为选项有可能是正确选项。更直接的例子，问“以下选项

正确的是”和“以下选项错误的是”时，选项是否正确刚好是颠倒的。 

此时模型应该是这样： 

图 9-16 另一种选择 

可能有人会想到图 9-17 两个关联的做法，不过这个做法并不合适。“正确”是由（命题，题目）的关联

决定的，正确选项必须是选项的子集。如果像图 9-17 这样使用两个独立的关联，就有可能出现某道“题目”

的“选项”集合是{1,2,3,4}，而“正确选项”集合却是{5,6}的矛盾。 

图 9-17 第三种选择 

我们决定采用图 9-15 的做法，不需要“命题”类，“内容”和“正确”都作为类“选项”的属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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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不共享选项的内容，当多道题目的选项内容相同时，重复其内容。 

*分值：某个知识点会有一组题目让学员回答，同一组题目中，可根据题目难度为题目设置不同的分值，

难度越大，分值越高。难度是相对的，同一道题目，放在 A 组可能属于难题，放在 B 组可能就相对容易。 

“分值”是谁的属性？从“该题全部分值”看似乎是“题目”的属性，但从“同一组题目中，可根据题

目难度为题目设置不同的分值”又可以得知，“题目”不能决定“分值”，而是（题目组，题目）→分值，需

要一个能决定（题目组，题目）的类，我们把这个类叫“试题”，题目组可以称为“试卷”。 

虽然案例中的场景和常见的考试比起来，没那么正式也没那么严肃，但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这个考试

有奖品，正式的考试奖品更大，可能是奖学金，可能是升学资格，可能是编制。 

“试题”和“试卷”关联，“试题”的多重性为*，“试卷”的多重性为 1；“试题”和“题目”关联，“试

题”的多重性为*，“题目”的多重性为 1。 

因为回答的得分和试题的分值有关，而一道题目可以对应多道试题，通过原有的“回答→选项→题

目”无法导航到特定的试题。 

这个时候，有必要把“回答”和“试题”关联，“回答”的多重性是*，“试题”的多重性是 1。 

 

图 9-18 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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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关于回答有效的约束表达式也会发生变化： 

//选项最多只属于一道题 

(from 选项 in 选项 s select 选项.题目).Distinct().Count()<=1  

//选项的题目和试题的题目是同一道题 

选项 s.FirstOrDefault().题目==试题.题目  

//选项的个数符合要求 

选项 s.Count>=试题.题目.题型.回答选项个数下限 && 选项 s.Count<=试题.题目.题型.回答选项个

数上限  

//判断是否答对，即选项集等于题目正确选项集 

选项 s Equal (试题.题目.选项 s.Where(选项 => 选项.正确)) 

9.1.6.4 步骤 4 及其补充约束 

用例规约： 

4. 判分结果=学员姓名+得分+评价。 

4. 评价从得分值所在的分值区间适用的评价集合中随机抽取。 

*评价是一些用于活跃气氛的热门用语，用于评价学员的得分。例如： 

得 0 分，评价可能有“抛开事实不谈”、“不讲武德”、“耗子尾汁”、“你站在此处不要动”等； 

得 1-2 分，评价可能有“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个个都是人才”、“维持一下生活这样子”等； 

得 3-4 分，评价可能有“下赛季你防詹姆斯”、“人类高质量男（女）性”、“yyds”等。 

提炼： 

*姓名 



22 
 

提炼为“学员”的属性。 

*评价 

提炼为类“评价”。 

*分值区间 

提炼为类“分值区间”，属性为“下限”和“上限”。“分值区间”和“评价”关联，“分值区间”的多重

性为 1，“评价”的多重性为*。 

 

图 9-19 分值区间和评价 

9.1.6.5 步骤 5 及其补充约束 

用例规约： 

5. 系统验证得分达到抽奖要求。 

5. 抽奖要求：得分值大于 0。 

提炼： 

这一步没有新的类和属性需要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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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6 步骤 6 及其补充约束 

用例规约： 

6. 系统随机抽取奖品，将抽中的奖品从奖池移除，保存抽奖结果。 

6. 抽奖结果=学员+奖品+抽奖时间。 

6. 抽奖规则：抽奖时，如果奖池有多于一件奖品，而且价值不完全相同，那么把价值最大的奖品抽中

的概率调低为其他奖品的一半。 

提炼： 

*奖品 

提炼类“奖品”。 

*奖池 

提炼类“奖池”。“奖池”和“奖品”关联，“奖池”多重性为 1，“奖品”多重性为*。 

*抽奖结果 

提炼类“抽奖”。“抽奖”和“奖品”关联，“抽奖”多重性为 1，“奖品”多重性为 0..1。“抽奖”和“回

答”关联，“抽奖”多重性为 0..1，“回答”多重性为 1。 

*抽奖时间 

提炼为“抽奖”的属性“时间”。 

*价值 

提炼为“奖品”的属性。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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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若干类和属性计算得到的结果，不需要提炼为类和属性。 

 

图 9-20 抽奖 

9.1.6.7 步骤 7 及其补充约束 

用例规约： 

7. 系统反馈抽奖结果、剩余奖品和学员成绩排行。 

7. 抽奖结果=奖品名称。 

7. 剩余奖品=奖品名称+剩余数量。按奖品的价值降序排序。 

*价值：每种奖品会设置一个价值，现金的价值为现金的金额，实物的价值为该实物的估值，未抽到奖

励视为抽到价值为 0 的奖品。 

7. 成绩排行=学员姓名+成绩+中奖次数，先按成绩降序排序，再按中奖次数降序排序，最后按学员姓

名升序排序。 

*中奖：抽到的奖品价值大于 0，为中奖。 

7. 学员成绩为当前活动中，学员所提交回答的得分总和。 

*某一次公开课或内训称为一次活动，一次活动可能会持续几天。在活动过程中，老师会出很多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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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出很多张试卷），然后针对每道题点名学员回答问题。 

*学员可以参加很多次活动。例如，两个月前参加了一次“软件需求设计方法学全程实例剖析”培训，

这个月又参加“业务建模和需求高阶”培训。此处的学员成绩指在单个活动内的成绩，不跨活动累加。 

提炼： 

*剩余奖品、剩余数量 

这两个概念如何处理，要看“奖品”如何定义。可以把“剩余数量”作为某个类的属性，也可以通过计

算“奖池”关联的“奖品”对象数量得到。此处暂时放下，等到处理完其他概念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两个概

念。 

*奖品名称 

给“奖品”加一个属性“名称”。 

*现金的价值为现金的金额，实物的价值为该实物的估值 

说明奖品分为两种，一种是现金，一种是实物。此处可以用泛化，也可以用关联，如图 9-21。 

 

图 9-21 两种奖品 

浏览用例规约，判断“奖品”为“现金”还是“实物”不存在系统需要关注的复杂行为差异，因此选择

图 9-21 右侧的做法，添加“奖品类型”类，“奖品类型”和“奖品”关联，“奖品类型”的多重性为 1，“奖

品”的多重性为*。 

*学员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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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活动”的“学员成绩”可以通过累计“学员”参加该次“活动”的所有“回答”的“得分”计算，

不需要提炼新的类或属性。 

*活动 

提炼为类“活动”。“活动”和“学员”关联，多重性均为*，“活动”和“试卷”关联，多重性均为*。 

*中奖次数 

可以通过“学员”的“抽奖”统计，不需要提炼新的类或属性。 

 

图 9-22 活动 

9.1.6.8 步骤 8-11 及其补充约束 

用例规约： 

8. 系统验证抽中的奖品为现金类型且存在学员的微信号。 

9. 系统请求微信向学员的微信号发红包。 



27 
 

10. 系统保存发奖结果。 

11. 系统反馈发奖结果。 

9. 红包金额为现金奖品的价值。 

10. 回答+是否发放成功+发放时间。 

11. 是否发放成功。 

提炼： 

*微信号 

提炼为“学员”的属性。 

*微信 

“微信”是一个外系统，提炼出边界类“微信接口”。 

*发奖结果 

提炼“发奖”类。“发奖”和“抽奖”关联，“发奖”的多重性为 0..1，“抽奖”的多重性为 1。 

*是否发放成功+发放时间 

提炼为“发奖”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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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3 发奖 

到此，该用例规约的所有可提炼的内容已提炼完毕。 

9.1.6.9 进一步思考 

（1）奖品 

系统不需要区分具体的奖品，只需要记住奖品的规格。例如，图 9-24 中的两听可乐，系统不加区分。

这里的“奖品”实际上指的是奖品规格，因此需要记住某个“奖品”的数量。 



29 
 

 

图 9-24 关于奖品的数据示例 

那么，“数量”是哪个类的属性呢？ 

“奖品”能决定“数量”吗？不能。“数量”是“奖品”存在于“奖池”中的“数量”，即（奖品，奖池）

→数量。 

因此，可以添加一个关联到“奖品”和“奖池”的类“奖池项”，把“数量”作为“奖池项”的属性。

“奖池项”和“奖品”关联，“奖池项”的多重性为 0..1（注意，不是*了，因为有了“数量”属性，“奖品”

现在是规格），“奖品”的多重性为 1。“奖池项”和“奖池”关联，“奖池项”的多重性为*，“奖池”的多重

性为 1。 

 

图 9-25 奖池项 

本系统只需要一个奖池，可以把“奖池”类删掉，但考虑到需要一个类来承担抽奖的责任，继续保留“奖

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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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6 类图进展 

（2）多对多的关联 

*学员-活动 

学员参加活动的细节不需要考虑，所以此处不需要修改。 

*活动-试卷 

此处需要修改。学员成绩通过统计某次活动中学员回答问题的得分得到，当前的类图无法推断出某一次

回答是在哪一次活动做出的。 

例如，一名学员参加了一次“软件需求设计建模方法学全程实例剖析训练”，被老师点名答了一些题，

成绩不好，于是，一周后又申请参加了一次“软件需求设计建模方法学全程实例剖析训练”，又答了一些题，

这一次成绩大有改善。 

这两次“软件需求设计建模方法学全程实例剖析训练”老师使用的试卷是一样的，甚至有可能该学员两



31 
 

次都被点到答同一题，但目前的类图无法区分。 

可以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如图 9-27，在“活动”和“回答”之间建立关联。 

 

图 9-27 解决活动-试卷问题 之一 

第二种如图 9-28，添加一个“考试”类，和“活动”、“试卷”、“回答”关联。 

 

图 9-28 解决活动-试卷问题 之二 

我们采用第二种做法，虽然多了一个类，但概念更加清晰。“考试”是在某次“活动”中对某一份“试

卷”的使用，产生许多“回答”，同时，也消除了“活动”和“试卷”之间的多对多关联。 

*回答-选项 

关联细节不需要考虑，所以此处不需要修改。 

目前类图的进展如图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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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9 类图进展 

（3）有的类的属性框是空白的 

属性框空白不代表没有属性，因为关联也是属性。 

可能有人会想，“活动”、“试卷”是不是应该有个“名称”属性，“题目”是不是有个“内容”属性，“考

试”要不要加个“时间”属性…… 

很可能是有的，但是所给用例的用例规约没有提到，说明该用例没有用到。如果确实需要这些属性，在

某个用例规约里面会提到的。 

至于“ID”、“状态”等属性，是不需要加的，知识点见第 8 章。 

（4）关联的方向 

关联如果没有标明方向，默认是双向的。如果能把其中一些改为单向关联，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目前

证据并不足，需要结合后面的序列图、状态机图来考虑。 

目前的猜测可能是这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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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0 对于关联方向的猜测 

要注意，仅仅是猜测。 

（5）某些关联是否可以变为聚合/组合？ 

目前证据也不足，同样需要结合后面的序列图、状态机图来考虑，实际上后面我们会发现，也许根本就

不需要聚合/组合的概念。 

（6）如果把系统分为若干个独立的系统，类图上的类该如何分割？ 

同上，无足够证据，需要继续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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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案例二 发糕智能建模工具 

9.2.1 背景知识 

现在已经有很多 UML 建模工具，UMLChina 把它们汇总在： 

http://www.umlchina.com/tools/search.aspx 

那为什么还要自行研发一款建模工具呢？ 

UML 规范提供了各种建模元素并给出了语义，但是，建模时挑选哪些元素来建模，建模是怎样的一个

过程，UML 规范没有规定。 

 

图 9-31 摘自 UML 2.5.1 规范 

《软件方法》所叙述的方法学挑选了一些表示元素来表示模型，如图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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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 《软件方法》所选择的表示元素 

建模的过程可能如图 9-33。 

 

图 9-33 《软件方法》的建模过程 

使用当前的建模工具如 Enterprise Architect 等结合方法学建模时，建模人员需要熟练掌握方法学知

识，在建模过程中做很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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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模愿景的过程中，建模人员需要思考如何定位目标组织和老大，思考过程中，可能需要画类图来帮

助定位；在画业务序列图时，建模人员需要思考如何正确描述各个系统恰当的责任，以及可能存在的改进模

式；建模人员还要了解模型中存在的对应关系，把业务序列图上从外部指向目标系统业务实体的消息，映射

成目标系统的用例…… 

《软件方法》详细描述了这些知识，但当前的各种建模工具并没有封装它们，而是依赖于建模人员的大

脑——一颗掌握了方法学的大脑。 

如果能把这部分知识提炼出来，封装到建模工具中，可以大大降低得到高质量模型的门槛。 

遗憾的是，从建模工具目前的发展走向来看，并没有在建模方法学方面下功夫，很多精力花在： 

（1）支持更多的图 

（2）添加更多的项目管理功能 

（3）简单映射到更多编程语言和存储平台。 

图 9-34 是 Enterprise Architect 15.1 的界面截图，从中可以看到 Enterprise Architect 现在支持的

图。图 9-34 左侧列表框的滚动条高度是列表框高度的 1/4 左右，说明支持的图是图 9-34 上可见部分的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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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 Enterprise Architect 15.1 支持的图（一小部分） 

一些号称“新式”的建模工具，就是把现有工具的一些简单功能搬到 web 上，可以在浏览器上使用—

—实际上就是 web 上的画图工具。 

我把建模工具和编码工具类比如下（当然，编码也是建模的一种）： 

*画图工具  类似于  记事本 

（一些“新一代”建模工具其实就相当于 web 记事本，连 vscode.dev 都不算） 

*建模工具  类似于  编码环境 

*封装方法学模板的建模工具  类似于  集成开发环境 

*封装方法学智慧的建模工具  类似于   封装专家级程序员智慧的集成开发环境 

我们试图制作一款封装《软件方法》所述方法学智慧的建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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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我们把《软件方法》的知识作为核心域，制作一款封装《软件方法》知识的工具。可以这样

说，在用这个案例学习分析设计技能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建模，还可以学习到“对建模的建模”。 

另外，我们也希望通过对工具的研发来反哺《软件方法》。 

通过对方法学的建模，找出方法学理论中存在的缺陷，使方法学的逻辑更加严密，同时，还可以看清楚

哪些现有的概念是需要修正或抛弃的，这样我们就更有勇气抛弃历史包袱，去清理各种含糊或冗余的词汇。 

事实上，在写作和“对建模的建模”过程中，作者已经感到受益匪浅。《软件方法》中的方法学，在下

一版还将会有更大的改进。 

9.2.2 分析类图 

在“答题抽奖”案例，我们针对优先级最高的用例“学员→回答问题”的用例规约，逐个词句提炼

类、属性、关系，逐步精化。 

如果建模人员的大脑中没有大局上的核心域概念及关系的轮廓，也没有现成的成熟模型可以借鉴，

像“答题抽奖”这样逐个用例来探索和拼凑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建模人员对核心域的概念及关系在大局上有相当清晰的认识，可以先抛开目标系统的某个具

体用例，从大局上对目标系统需要涉及的核心域概念建模，然后再参照用例规约，增减得到目标系统的

分析模型。这一点，在 8.2.3.1 从需求规约之外的其他素材提炼以及图 8-48 中，已经阐述过。 

“发糕智能建模工具”所封装的核心域知识总量近似于《软件方法》中讲述的建模方法学知识，而

且建模人员（作者自己）对《软件方法》中所讲述的方法学非常熟悉，我们就不再逐个用例探索和拼凑，

而是按照《软件方法》中的内容，逐个子域展示出软件开发方法学的画卷。 

在以下的建模过程中，提到某些知识不属于当前关注范围之内时，我们使用“发糕智能建模工具”

（简称“发糕”）作为主语，而不是《软件方法》，例如： 

“发糕”当前不需要关心不同类型组织的行为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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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说： 

《软件方法》当前不需要关心不同类型组织的行为有什么差别。 

我把软件开发目前涉及的知识、《软件方法》目前涉及的知识和“发糕”打算封装的核心域知识画

成图 9-35： 

 

图 9-35 三个知识范围 

软件开发的场景花样多多，不好说“《软件方法》不需要关心***”，但换成“发糕”作主语是可以

的，毕竟还有人——使用“发糕”来建模的人类执行者可以弥补。 

9.2.2.1 组织 

组织的分类 

世界上有很多组织，这些组织有的是正式的，有的是非正式的。 

正式的组织可以分为企业、党政军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类型，这些类型

下面还可以分为更细的类型。 

非正式组织可以有家庭、家族、团队等类型，正式组织中的部门、团队也可以看作非正式组织。 

这样的组织分类可以用泛化关系来表达，如图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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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6 泛化关系表达组织分类 

图 9-36 还可以继续向下分出子类，最终得到很多层的泛化结构。 

“发糕”当前不需要关心不同类型组织的行为有什么差别，因此图 9-36 可以转为类类型的递归关

联（知识点参见第 8 章），如图 9-37： 

 

图 9-37 泛化转为关联 

“发糕”当前也不需要关心各种类型的组织对应的类型特征不同，例如，“企业”有“信用代码”，

“家庭”没有，“高校”有“办学层次”，“企业”没有，所以也不需要“组织类型特征”、“组织特征”

等类。 

去掉图 9-37 下半部，得到图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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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8 关联的简化 

组织的结构 

组织还可以分为更小的内部组织。例如，公司内部可以有分公司，分公司内部分为部门，部门还可

以再分为小部门。 

像图 9-39 这样生硬地表达组织结构肯定是不行的： 

 

图 9-39 生硬地表达组织结构 

如果再加一级中间组织，或者升级为矩阵式管理，图 9-39 就要修改；另外，图 9-39 只是公司的

结构，政府机关、学校等组织的结构又有差别。 

如果用图 9-38 的类来表达，“公司”、“分公司”、“部门”等都被看作“组织类型”的一个实例。

图 9-39 的组织结构可以通过组织之间的自反关联表达，如图 9-40： 

 

图 9-40 组织结构表达为组织的自反关联 

如果要表达更复杂的管理方式，组织的自反关联可能会有多个，如图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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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1 多种上下级关系 

如果有更多的上下级关系，“组织”周围就会围上许多自反关联，可以把上下级关系进一步抽象，

如图 9-42： 

 

图 9-42 进一步抽象上下级关系 

“发糕”需要描述目标组织内部的结构。用“发糕”来建模的目标系统是多种多样的，系统的目标

组织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确实需要图 9-42 的灵活结构。 

图 9-42 没有规定组织上下级关系的规则，也就是说，通过它无法判断“人力资源部”内部有一个

“信息技术学院”是否合理。这些交给使用“发糕”的人类执行者操心，“发糕”不负责封装这方面的

逻辑。 

参考资料 

关于组织的结构和行为，一些企业架构（Enterprise Architecture）框架提供了元模型。例如近几

年名气比较响的 TOGAF（The Open Group Architecture Framework），给出的元模型如图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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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3 摘自 “TOGAF® Standard — Architecture Content”2022 版本 

不过，这样的元模型涉及的概念太广，而在局部的概念上又不够精细和严谨，仅能作为粗略的参

考。 

（*注：“Enterprise”译为“企业”并不准确，其含义应该类似于上文说的“组织”，因此“Enterprise 

Architecture”说的不只是“企业”的架构，也包括“非企业”组织的架构。） 

David C. Hay 的“Data Model Patterns：Conventions of Thought”（1996）和 Martin Fowler

的“Analysis Patterns：Reusable Object Models”（1996）给出了更精细的组织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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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4 摘自“Data Model Patterns：Conventions of Thought”, David C. Hay, 1996 

 

图 9-45 摘自“Analysis Patterns：Reusable Object Models”, Martin Fowler, 1997 

图 9-42 参考了 Fowler 书中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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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2 系统 

广义上，从整个宇宙，到上一小节的组织，到原子，都可以叫做系统。 

本书的系统特指封装了一定的逻辑计算能力的智能系统。非人的生命体（从大猩猩到病毒）和非智

能机械（从老式的汽车到算盘）都不算是智能系统。 

系统分为人脑系统和非人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简单定义如下： 

人脑系统：运行在人脑中的智能系统。 

我们把人看作容器，人担任的角色或职位看作安装在人脑中的一个系统。例如，张三担任项目经理

和产品经理两个职位，可以看作张三大脑中安装了“项目经理”和“产品经理”两个智能系统。 

信息系统：运行在计算机中的智能系统。 

按道理，和上面的“人脑系统”对应，应该叫“电脑系统”，但考虑再三，还是采用“信息系统”

这个目前最流行的叫法。 

同理，我们把计算机看作容器，上面可以安装各种信息系统。此处的计算机是广义的，包括冯诺依

曼体系结构的超级计算机到嵌入式计算机，也包括非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计算机，也包括将来可能出

现的光子、量子计算机。 

《软件方法（上）》提到，我们把“时间”想象成上帝制造的、运行在宇宙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

不停地向其他人脑系统或信息系统发送时间信号。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这个想象肯定是有问题的，但

对于本书的内容来说，这个想象够用了。 

系统的分类可以用图 9-46 的泛化关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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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6 泛化关系描述系统分类 

我们还需要表达具体的人脑系统和信息系统。 

以案例一“答题抽奖”为例，在 9.1.3 业务序列图中，给出了两张业务序列图。在业务序列图顶部，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系统的实例： 

 

图 9-47 案例一“答题抽奖”业务序列图的顶部截图 

如果沿着图 9-46 继续使用泛化关系，可能会得到图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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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8 用泛化关系表达具体系统 

不过，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最下层这些具体的系统并不属于《软件方法》领域中的概念，而是“答

题抽奖”领域的概念，不宜作为“发糕”的分析类出现，因此，图 9-49 红色分隔线下面的类不宜保留，

这些信息可以作为对象的属性值出现。 

 

图 9-49 红色分隔线下面的类不属于《软件方法》领域 

可以如图 9-50，具体系统的信息记录在“名称”属性中，如果不够可以再加个“备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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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0 具体系统的信息记录在“名称”属性中 

也许在系统名称之前还要有分类，甚至是多层分类。例如，手机应用商店就对其中的信息系统（app）

做了分类，如图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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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1 信息系统分类示例，摘自小米应用商店 

人脑系统也可以分类，例如，先分管理岗、技术岗、工勤岗，然后再细分。 

如果要表达更详细的分类，可以和上一小节的“组织”一样，通过类类型的自反关联表达，如图 9-

52。 



50 
 

 

图 9-52 自反关联表示系统类型 

“发糕”确实需要区分人脑系统和信息系统，因为涉众利益、愿景等概念只和人脑系统有关。如果

不是这样，“系统类型”或泛化结构都可以不需要。 

但“发糕”当前并不打算关心多层次的系统类型，因此采用 9-50 左侧或 9-52 的类图均可。 

考虑到“发糕”不关心人脑系统和信息系统之间太复杂的行为差异，优先使用关联，即 9-52 的类

图，“系统类型”上的自反关联也暂时保留，后面确认不需要时再删除。 

9.2.2.3 系统实例 

系统可能会存在多个实例，“发糕”有时需要维护系统实例的信息。例如，图 9-47 所列的业务序

列图顶部就是一个个系统实例。 

“发糕”可能还要维护同一个系统的多个实例。例如，在某个软件开发组织的流程中，有多名程序

员参与，程序员用的编码环境是 Visual Studio Code，如果画出序列图，就会出现多个“名称”为“程

序员”的“系统”（人脑系统）的实例，多个“名称”为“Visual Studio Code”的“系统”（信息系统）

的实例。 

添加“系统实例”类，类图如图 9-53： 

 

图 9-53 添加“系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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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情况下，“系统实例”对象的属性值不需要赋值，有“系统”对象的属性值已经足够。 

提供对象图如图 9-54 以帮助理解： 

 

图 9-54 对象图 

从图 9-54 还可以看出，组织的职位相当于“系统类型”为“人脑系统”的“系统”，职位背后的

人实际上是被忽略的，如果需要记录具体人的信息，可以在“系统实例”的“名称”中记录，如图 9-

54 左上角的“张三”。 

“程序员张三”实际上说的是某个“程序员”职位由某个人担任，这个人的姓名叫“张三”，但我

们在这里把人的姓名（其他内容也可以）写在“系统实例”的“名称”属性中。 

图 9-54 还有一个“系统实例”的“名称”也叫“张三”，它链接到的“系统”的名称是“产品经

理”，这个“产品经理张三”和上一个“程序员张三”是不是同一个人，“发糕”就不关心了。 

9.2.2.4 业务用例 

在 9.2.2.1，我们描述过组织的结构，这是一种组织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软件方

法》关注的重点。 

《软件方法》更关注的是组织为其他组织提供的服务，或者说，业务用例，如图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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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5 业务用例图示例 

把图 9-55 中的各个概念建模，得到类图如图 9-56： 

 

图 9-56 业务用例图示例 

对象图示例如图 9-57： 

 

图 9-57 业务用例相关概念的对象图示例 

如果把图 9-57 的信息变成业务用例图，就得到图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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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8 对象图信息所表达的业务用例图 

当然，图 9-57 和图 9-58 仅为示意。只要我们乐意画出来，所有的组织都可以画业务用例图，但

在实际项目中，目标组织往往只有一个，如果解决了某个组织的问题之后，再把战场转移到另一个组

织，那可能已经是另一个项目了。 

把图 9-56 和之前的图 9-42 合并，得到图 9-59： 

 

图 9-59 合并图 9-42 和图 9-56 

图 9-59 中，“组织”之间的关联既有“上下级”也有“业务执行者”，这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业务执行者未必和目标组织有上下级关系。例如，以一家企业为目标组织，客户、供应商、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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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可能是它的业务执行者，但并不是它的上下级。 

那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有上下级关系的组织是不是它的业务执行者呢？这就碰到了在第 8 章评论

“聚合根”时类似的问题，看这个上下级关系是怎么定义的。 

如果把上下级关系仅仅看作管理或汇报关系，当我们谈到上级组织时，并没有把下级组织包括在里

面，那么它们之间可以互为业务执行者。 

如果认为下级组织位于上级组织内部，这个时候，如果以下级组织为目标组织，上级组织应该算是

业务执行者；如果以上级组织为目标组织，下级组织应该看作组织内部的部件（如何处理后面还会谈

到），不是业务执行者。 

当然，就算是业务执行者，如果愿景不涉及与上下级组织相关的业务用例，未必需要在模型中出

现。 

组织和组织类型 

从图 9-57、图 9-58 可以看出，“组织”的实例是一个个具体的组织，例如“UMLChina”、“中原

金软软件有限公司”、“中原城镇银行”。 

但我们平时看到的，更多是图 9-60 这样的业务用例图： 

 

图 9-60 更常见的业务用例图 

图 9-60 中的“银行”、“企业”对应的概念应该是“组织类型”，而不是“组织”，而中间这个椭圆



55 
 

“贷款”对应的概念可以叫“业务用例模板”，如图 9-61： 

 

图 9-61 图 9-60 对应的概念 

如果按照图 9-60 来修改图 9-58，得到的应该是图 9-62 这样的用例图： 

 

图 9-62 组织类型级别的用例图 

把“业务用例模板”添加到图 9-59 的左上角，可以得到类图如图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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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3 加上了“业务用例模板”的类图 

不过，如果专门维护“业务用例模板”，可能会导致建模人员的思想僵化，例如下面的拟人化场景： 

发糕：目标组织是一家什么类型的组织？ 

建模人员：银行。 

发糕：咳，那不简单嘛，银行的业务用例模板就是“存款”、“贷款”……，是否照搬？ 

建模人员：照搬！ 

每个组织都有可能有各自的创新，不应该被模板框住。谁说银行就是存款贷款了，我开创一个卖汗

血宝马的业务不行吗？就像人家于谦老师，又说（卖）相声，又养（卖）矮马。 

 

图 9-64 相声演员于谦在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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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糕”不专门维护“业务用例模板”，也就是说，保持图 9-59 的类图，不需要变成图 9-

63。 

如果建模人员在思考业务用例时需要帮助，可以指定某个组织类型，“发糕”会列出系统已经知道

的、属于该组织类型的组织的业务用例（需要升级到“发糕年度大会员”才能开通此服务！），供建模人

员参考。 

查询语句类似于： 

业务用例 s .Where(业务用例 => 业务用例.目标组织.组织类型 == x) 

因此，在建模时，目标组织和业务执行者都要尽量定位到具体组织。如果建模人员没有定位，直接

用了“银行”、“企业”等组织类型名称，那么也应该理解成某具体未知银行，某具体未知企业，“发糕”

将会提示建模人员，此处还需要做定位思考，不能偷懒。 

人群 

前面为了不干扰主要的知识点，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在组织外面和组织打交道的人？例

如，以“中原城镇银行”为目标组织，它服务的储户算什么？ 

法律上提供了“法人”的概念，把机构拉平到和自然人成为对等的民事主体。不过，在《软件方法》

领域的领域模型中，我们把自然人看作人脑系统的容器，而且这个容器在“发糕”的分析模型中暂时不

体现。 

我们决定采取的处理方式是，把“人群”当作一种“组织类型”，具体人群则相当于具体的组织。

以“中原城镇银行”为例，假设其目标储户人群为“中原富裕农民”（注意，要定位），可能的对象图如

图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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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5 人群作为组织类型的对象图示例 

图 9-65 中，名称为“人群”的组织类型，直接上级是名称为“非正式组织”的组织类型，而名称

为“银行”的组织类型和名称为“正式组织”的组织类型之间，可以有中间组织类型。 

图 9-65 的信息如果转成业务用例图，则为图 9-66： 

 

图 9-66 图 9-65 的信息对应的业务用例图 

如果读者看到这里，冒出类似于“难道只有中原富裕农民可以到中原城镇银行存款吗？中原不富裕

农民不行吗？广东的白领去存钱，难道要把人家拒之门外吗？”的想法，那就需要再复习本书的第 2 章

到第 5 章。 

如果需要美观，可以在“组织类型”、“组织”、“业务用例”等类添加一个“图示”属性，其属性值

以图形方式反映“名称”属性值所表达的含义，然后在图上用图标代替名称。这个留待以后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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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5 业务工人和业务实体 

组织的业务用例所承诺的价值，需要通过一些系统的协作来实现，如图 9-67： 

 

图 9-67 业务用例的实现 

这些系统协作的过程可以称为业务用例的路径或者业务用例的流程，以下我们统一使用最常见的

“业务流程”一词来表达。 

一个业务用例会有多个业务流程，有主流程，有分支流程，甚至有分支的分支流程。如果用序列图

描述，可以把流程看成若干交互片段，每个交互片段由若干消息组成，消息在系统实例之间传递，类图

如图 9-68： 

 

图 9-68 和业务流程相关的类图 

我们可以通过图 9-68 来定义《软件方法》上册中业务工人和业务实体的概念。 

业务工人：参与组织的业务流程的人脑系统； 

业务实体：参与组织的业务流程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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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8 也有助于初学者厘清“系统是属于哪个组织”的问题。信息系统“支付宝”由蚂蚁金服

公司开发、运营和维护，人脑系统“保安”由保安公司负责招聘、培训和发薪水，但它们都参与到某家

医院的流程中，它们就是这家医院的业务工人和业务实体。） 

业务工人、业务实体只是系统扮演的角色，我们不能直接说“A 系统是业务实体”，因为 A 系统可

能参与组织甲的业务流程，却和组织乙无关。 

如果只是要记住哪些系统在哪个组织中扮演业务工人和业务实体，可以使用如图 9-69 的类图： 

 

图 9-69 业务工人和业务实体是系统扮演的角色 

不过，我们有了图 9-68，就没有必要另外维护类似于图 9-69 的信息。在建模时，我们只需要说

明某个系统的类型是人脑系统或信息系统。如果描述某个组织的业务流程的序列图中有某个系统的实

例参与，该系统自然就会成为该组织的业务工人（如果系统的类型是人脑系统）或业务实体（如果系统

的类型是信息系统）。 

目前的 UML 建模工具并没有封装这方面的逻辑，常见做法是建立一个类，指定其构造型为

“Business Worker”或“Business Entity”，相当于直接为系统指定了角色。例如，案例一“答题抽

奖”中就建立了如图 9-70 的业务工人和业务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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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0 案例一“答题抽奖”的业务工人和业务实体 

如果只是建模业务流程，这样做基本上没有问题。一个系统如果出现在模型中，如果不参与目标组

织的流程，把它画出来干什么呢？ 

不过，更本质的知识是“系统是人脑系统（信息系统），可以在组织中扮演业务工人（业务实体）”

而不是“系统是业务工人（业务实体）”。进入需求工作流，研究范围缩小到目标系统时，系统还可以扮

演目标系统的执行者，扮演目标系统的涉众（如果类型是人脑系统）。 

在《软件方法》上册第 5 章中说到如何获得系统用例图时，介绍了业务序列图映射系统用例图的

方法，但现在的建模工具如 EA 等，并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映射，需要建模人员把在系统用例图上建立系

统执行者，然后把业务工人、业务实体的名称“搬运”到系统执行者上，如图 9-71： 

 

图 9-71 业务工人、业务实体和系统执行者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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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糕”需要封装这些映射的逻辑，为建模人员生成系统用例图，并保证有业务序列图存在时，系

统用例图的信息不和业务序列图的信息冲突。 

关于业务序列图、系统用例图等内容，后面还会再探讨。 

我们把当前类图的进展合并，得到图 9-72： 

 

图 9-72 合并得到的类图 

系统和组织的其他关系 

除了扮演业务工人和业务实体，系统和组织的关系可能还有： 

*组织是系统当前的目标组织（这个看起来和前面的重复，其实不是） 

*组织负责提供建造系统的人力资源 

*组织负责提供建造系统的金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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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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