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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架构概念与思想篇

n 解析软件架构概念

n 子系统，框架与架构

n 软件架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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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软件架构概念

n 组成派
架构是有组件和交互

n 决策派
以人的决策为描述对象，包括软件系统
的组织，元素，子系统和架构风格等几
类决策以及非功能性需求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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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架构关注分割与交互

表
现
层

业
务
层

Action

GraphImpl

<<interface>>
Graph

第三方实现

<<interface>>
Graph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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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点分离之道

n 系统中的一部分发生改变不会影响其他
部分

n 不要过早的陷入细节中

n 架构师必须站在高层次思考问题

n 抽象工厂模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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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工厂模式介绍

n 如何实现一系列对象的实例化

AbstractFactory

CreateProductA();
CreateProductB();

ConcreteFactoryA ConcreteFactoryA

Client

Product

ProductA Produc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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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粒度的软件单元

系统

子系统子系统

类

子系统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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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和架构之区别

n 框架是软件，架构不是

n 框架是一种特殊软件，是一种半成品

n 架构是如何划分你的系统，及各部分如
何交互

n 软件架构不是软件，而是关于如何设计
的决策

n 框架和架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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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VS 类库

n 框架介于类库和应用系统之间

n 框架可以分为应用框架，中间件框架，
基础设施框架。

n 框架也可以分为技术框架和业务框架

n 框架一般是用配置驱动来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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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线开发

n 上承业务目标

n 下接技术决策

n 组织开发

n 控制复杂性

n 利于迭代开发和增量交付

n 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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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线开发

n 产品线即平台（以前公司的一个平台）

OS

KM (Konwledge Management)

EPP EFP EKP

ERPEIP

产品基线

企业应用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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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架构和物理架构

n 逻辑架构规定软件系统由哪些元素组成
以及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

n 物理架构规定组成软件系统的物理元
素，这些恶物理元素的关系，以及它们
部署到硬件上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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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层架构开始

n 构思：概念架构设计

n 深入：实际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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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概念架构设计

n 刚开始你可能只有一个朦胧的想法
即三层架构

n 概念性架构必须和公司或组织的业务情况相
吻合

n 可能要考虑公司产品线，因为一般公司不会
只有一个产品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深入：实际架构设计

n 关心具体的技术细节，比如采用 OO 技
术

n 隔离变化

n 先设计概念架构构思关键问题的解决策
略，再进行实际架构设计，符合人类解
决问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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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设计过程

分析阶段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

领域建模领域建模

架构设计
阶段

确定关键需求确定关键需求

概念性架构设计概念性架构设计

细化架构细化架构

验证架构验证架构

关键需求决定架构

全面认识需求

多视图架构

尽早验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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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VS需求获取VS 系统分析

时间

工
作
量
比
例

需求获取

需求分析 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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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建模

n 最常用的是类图和状态图

n 基于原型的需求启发和有效的沟通

n 用户参与不够多，用户参与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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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软件架构关键的需求

n 需求是任何促成设计决策的因素

n 很少有开发者能奢侈地拥有一个稳定的
需求集

n 关键性的第一步是缩小范围

n 要择战而斗

n 关键需求确定架构，其余需求验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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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软件架构关键的需求

n 如果把需求集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
的话，他们的比例要为 3:4:3

n 商业需求也是架构设计的一个决定因素

n 需求的广度和深度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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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架构设计

n 鲁棒图分为：边界对象，控制对象和实
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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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例图到鲁棒图

SRS 中都会有用例图或者用例文档描
述，从这里开始进行鲁棒图分析

引入架构模式（最常见的是采用分层结
构）

依据质量和假设约束对框架和第三方软
件的决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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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设计的输入和输出

基于 5 视图方法进行架构细化

领域模型

关键需求

概念性架构

约
束

经
验

架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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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架构设计

企业应用服务器

表现层

业务层

数据层

浏览器

数据库服务器

物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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