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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对信息系统主要开发方法思想创新 的比较分析, 为 信息系统 开发方法目 前的状况 和发展趋势 做

出某种合理性的解释, 对信息系统开发方法应用 的实践提供某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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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有对主要开发方法的 思想创新做出 比较性的思
考。在本文的研究中将把开发方法的基本思想与

现在被应 用的信息系统开 发方法多 达几十

它的思想基础当作思想创新的一个整体, 比较将

种, 而流行的教科书常把结构化方法、原型法、
面

围绕不同开发方法全新的设计理念和开发路线展

向对象 方法、CASE 方法当 作主 要的 开发方 法。
但 CASE 实际上是一种快速开发工具, 并不是真

开, 并力求进一步揭示出这些不同的设计理念和
开发路线深层次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思想基础。

正意义上的独立方法, 因此, 本文仅将前三种方法

本文研究的意义是, 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获得对

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
本文论及的思想创新是指将现有的认识论或

目前的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合理性的解释, 由此对
信息系统开发方法应用的实践提供某种参考。

方法论中的某些思想运用于信息系统开发方法之
中, 从而使它具备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和开发路线。
因此, 它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被运用的思想对系
统开发方法的思想组 成来讲就是一 种全新的思

二、思想创新的比较
1. 原型法与结构化方法的比较
结构化开发方法( St ruct ured Syst em Analysis

想, 只是它内涵于开发方法的思想之中; 二是它所

and Design, SSA& D) , 也叫结 构化生命周 期法,

具备的全新的设计理念和开发路线就体现出了一

是系统工程思想在信 息系统开发领 域的成功运

种思想创新。由此可以认为, 前者是后者的思想
基础, 后者则构成了开发方法的基本思想, 二者相

用。它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被认为是系统开
发方法摆脱传统, 实现新突破的标志。因为在 20

互联系组成了思想创新的一个整体。

世纪 70 年代以前, 信息系统开发还缺乏一套行之

信息系统开发方法的提出、
改进与发展, 内在
的整体性, 以及各方法之间的互补性无不体现了

有效的科学方法, 编程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系统
分析、
系统设计、系统实现的规范式流程, 系统开

其思想 上的创新。学 术界对这方面 的研究还不

发总体上处于以手工为主、
凭经验、
比较随意的开

够, 有关信息系统的书籍中虽然论及了开发方法

发状态。

的基本思想, 也指出了它们背后的一些认识论或
方法论的思想基础。但它们既没有明确地将思想

结构化开发方法的基本思想, 是在分析与设
计阶段是自顶向下, 逐层分解, 它把分析与设计看

基础与基本思想看作思想创新的一个整体, 也没

作是按一定的逻辑联系逐层分解的求解过程,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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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有效地将一个复杂的、
难以描述和处理的抽
象系统逐步分解成若干层次的子系统, 直到能被

对二者某些不同的功能做出解释。结构化方法的
开发路线实际上就是一种思想创新, 它引入了系

有效定义和处理的具体模块。在系统实现阶段,

统工程思想, 为信息系统开发过程规定了先自顶

则是 自底向上, 通过模块链 接形成完整的系统。
它强调开发过程的整体性与全局观, 根据逻辑联

向下进行系统分析和系统设计, 再自底向上完成
系统实现的规范式流程。这种流程具备了范式特

系严格地按照系统分析、系统设计、
系统实现等流

征, 不管是大型的、
复杂的信息系统, 还是中小型

程去开发。

的信息系统都可以采用这种范式流程。原型法另

原型 法( Protot yping Approach, PA) 产 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它是在关系数据库系统、第四代

一个重要的思想创新是 直接性 。这种 直接性
蕴含着一种 因地制宜 的启发性, 它意味着原型

程序设计语言和各种辅助系统开发工具产生的基

法可以掠过结构化方法中 间接 的概念性对象,

础上, 提出的一种全新的设计思想和开发路线。
原型法的基本思想, 是用最经济的方法, 在迅

直接对系统要实现的对象去求解。这种开发路程
的缩短, 使原型法能获得缩短周期、
降低成本的高

速了解用户基本需求的基础上, 尽快设计出一个

效与节约的优势, 从而使它能在不太复杂的中小

可以实际运行的系统原型。所谓原型, 是指一个

型系统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而这些也恰恰决

用于实验的、
结构简单但已具备系统的基本功能
的应用软件。系统设计人员不是在间接地完善概

定了原型法应用域的局限性, 它只能适用于中小
型系统的开发。对大型的、
复杂的系统, 目前人们

念性的信息系统, 而是与用户合作, 直接在运行中

还没有找到能够绕过其巨大的间接性任务的方法

不断修改一个尚不够成熟的系统原型, 通过反复
试验、
评价与修改, 最终开发出符合用户要求的管

和手段, 最佳的开发方法仍然是结构化方法。因
此, 原型法是在特定领域因地制宜、
灵活运用的一

理信息系统。

个典型。

结构化方法的创新最显著的特征, 是它把由

2. 面向对象方法与原型法的比较

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创新性地引入到系统开发
方法的构建中, 它在分析与设计阶段自顶向下求

面向对象( Object Orient ed, OO) 开发方法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各种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

解式的开发路线就是对这种思维方法进行的完美

逐步发展而来的。虽然近十几年面向对象方法得

演绎。不过, 分析与设计针对的是开发对象的概

到了很大的发展, 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

念模型。而原型法是针对一个可以运行的系统原
型不断地进行试验、评价与修改, 这种往复循环的

定义。其原因至少有两方面: 一是它仍在发展中,
不像结构化方法和原型法已基本定型; 二是现在

开发过程体现出实践

至少存在几十种形式不同的面向对象的方法。尽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的

认识论中的思想。
结构化方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开发路线: 先

管如此, 仍然可以从它们共性的内容中做出归纳。
一般认为, 在软件开发中使用对象、
类和继承等概

自顶向下, 再自底向上。具体地讲就是, 首先要全

念就是面向对象的方法。不过, 作为更完整的面

面地了解用户的需求, 然后依据这些需求进行逐

向对象方法还应该包含体现其良好的应用性与功

层分解与设计, 产生一个基本能反映用户需求的
概念模型, 接下来再依照这一模型逐层设计、修改

能性的继承机制、封装机制、
消息传递机制、
多态
机制。

与实现, 最终产生一个可以实际运行的管理信息

由于以上原因, 对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思想

系统。原型法则开辟了另一种开发路线: 直接创
建一个可以实际运行的系统原型。它使系统设计

也很难做出一个完整的表述。尽管如此, 仍然可
以对它的基本思想做出一个精炼的概述: 它是直

人员能很快就进入实践的平台

接地针对整体的对象去开发的。

不是在间接地

完善概念性的模型, 而是与用户合作, 直接在运行
中不断地修改与完善系统原型。因此, 相比结构
化开发方法, 原型法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开发路线。
针对前者还可以做出进一步引申的比较, 并

同二者与结构化方法的关联性相比, 面向对
象方法与原型法二者 之间呈现出显 见的弱关联
性, 思想创新中直接可比的内容较少。但从进一
步的引申中可以看到, 二者的思想既存在某种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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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性, 又存在质的差别性。上面谈到的原型法的
直接性 思想, 其实就是直接面对系统所要求解

有。因此, 继承机制使面向对象方法能有效地降
低信息冗余度, 大大增加程序的可复用性, 与结构

的对象, 尽管它还是一个比较简单、
不够完善的对

化方法相比, 编程量可降低 40% 到 90% 。而良好

象。而直接面对对象就是面向对象方法的思想核
心与出发点, 因此, 在原型法和面向对象方法之间

的可复用性使面向对象方法更容易得到 CASE 等
新一代快速开发工具的支持。

存在某种思想上的继承关系。但二者的对象又存

结构化方法与面向对象方法都强调整体性,

在本质上的区别: 原型法的对象是一个用于实验

但由于两种方法不同的思考方式, 导致二者对整

的、
结构简单但已具备系统基本功能的应用软件;
面向对象方法的对象不是原型, 更不可能是成型

体性的理解差别很大: 结构化方法的整体性是强
调在自顶向下、
逐层分解对象过程中的全局观; 面

的操作系统, 它就是系统要开发的对象本身, 而这

向对象方法的整体性不只是强调全局观, 更根本

种对象本身又要从整体性上去理解。面向对象方
法的整体性不只是强调全局观, 更根本的是要强

的是强调在面向对象分析、
面向对象设计、
面向对
象实现的整个开发过程中, 要始终把对象当作一

调在面向对象分析、面向对象设计、
面向对象实现

个不被分割的整体。二者对整体性的不同理解又

的整个开发过程中, 对象始终作为一个不被分割

导致了它们在开发过程中处理对象方式的截然不

的整体而存在。
毋庸置疑, 面向对象方法具备明显的思想创

同, 由此可以对它们的思想创新做出更为深入的
比较。

新和优越的功能。而本文意在比较, 因此, 这些将

结构化方法采用自顶向下逐步求解的分析与

在它与结构化方法思想创新的比较中得到展示。
3. 结构化方法与面向对象方法的比较

设计和自底向上的逐步实现的开发方式, 毋庸置
疑, 它是能够控制复杂问题, 完成( 大型) 信息系统

在结构化方法和面向对象方法的思想创新中

建设最为有效的方法。然而, 它对问题域( 系统依

都有认识论的思想基础, 但二者在这方面又存在

据用户的基本需求而确立的其开发过程中所要解

着明显的区别。结构化方法把由抽象到具体的思
维方法创新性地引入到系统开发方法中, 其分析

决的问题) 的认识和描述不是以所涉及的事物本
身为基本单位, 并尽量维持它的原貌, 而是把事物

与设计阶段求解式的开发过程就是对这种思维方

整体分割, 将它的界限打破, 在全局范围内以功

法进行的具体演绎。可以说, 在信息系统开发方

能、
数据或数据流为中心来进行分析。因此, 这些

法中, 结构化方法的逻辑性 是最严谨和完美的。
然而, 结构化方法只是在自顶向下、
逐层求解中体

方法的分析结果都不 是直接地反映 对象的问题
域, 而是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转化和重新组合, 得到

现了深层次的认识论思想, 但它的自底向上实现

的结果与问题域总是有一定的偏差。

环节过程仅仅是完成将部分组装为整体的工作,
而且, 它是逻辑上的必然选择。由于面向对象方

面向对象的分析强调针对问题域中的事物设
立分析中的对象。用对象的属性和行为分别描述

法创新性地运用了类的概念, 从而使它具备了继

事物的静态和动态的特征, 强调属性和行为与被

承机制。在类和继承机制的运行中, 构成了面向

涉及的事物一致; 用类描述具有相同属性和行为

对象方法极具特色的思想活动: 当子类从它的父
类( 也称一般类) 中继承共有的属性与行为时, 其

的对象群; 用对象的分类和组装描述事物的结构
特征; 用消息连接、
实例连接表示事物之间动态和

实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 而当抽象出子类的

静态的联系。这样, 无论对问题域中的单个事物,

共有属性与行为去构造一般类( 也称超类) 时, 也
正是在做着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而且, 正是由

还是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分析的过程中都能保持
它们的原貌, 因此, 面向对象的分析模型能够很好

于运用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继承性, 才使面向对象

地映射问题域。面向对象的设计建立在面向对象

方法具备了独有的功能强大的继承机制。继承意

分析模型的基础上, 仅在局部进行调整、
修改, 不

味着子类能 自动拥有 或者 隐含地复制 父类中
的属性和行为, 也就是说, 在父类中已经定义的属

存在表示方法上的本质变化, 因而, 设计结果仍然
是问题域很好的反映。同样, 面向对象的实现和

性和行为不必在子类中再定义, 子类会自动地拥

面向对象的测试、维护等也没有改变对问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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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从以上比较分析看, 在反映与映射问题域方

开发方法。通过以上比较后, 可以对其原因做出
某些新的解释: 第一, 结构化方法开创的先自顶向

面, 面向对象方法确实在整体上要优于结构化方

下进行系统分析和系统设计, 再自底向上完成系

法。本文比较研究的目的还在于要揭示其背后的
原因, 这种目的又引导本文试图对二者深层次所

统实现的规范式流程具备了范式特征, 不管是大
型的、
复杂的信息系统, 还是中小型的信息系统都

依据的认识论再做出某种比较。结构化方法依据

可以采用这种范式流程。第二, 通过以上比较分

的由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 是近现代科学研究

析可以看出, 三者之间的关联度是有区别的。结

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而面向对象的直接对整体
的客观对象去把握与认识的方法, 其实就是古代

构化方法与面向对象方法、
原型法之间都呈现出
明显的强关联性, 而面向对象方法与原型法之间

朴素认识论的思维方法。在哲学的认识论中, 近

则呈现出显见的弱关联性。一般来说, 强关联性

现代的思维方法是对古代朴素的思维方法的一种
超越, 而在信息系统开发方法的发展中却出现一

表明互补性较强, 弱关联性表明互补性较弱。因
此, 可以认为, 其他两种方法( 其实可以延展到两

种返朴归真的趋势。然而, 朴素认识论的直观性

种方法之外) 都与结构化方法之间有较强的互补

就意味着缺乏严谨的分析性, 这也恰恰决定了面

性, 也就是说, 在方法的改进中, 它们都对结构化

向对象分析环节的某些薄弱性。当面对大型的、
复杂的信息系统时, 直接面向对象的直观分析很

方法基本思想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
3. 面向对象方法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难得出系统的全貌, 会造成整体结构不合理, 各部

如果要列出两种最重要的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分关系失调, 这些就是开发中所说的分离对象时
的困难。因此, 在面向对象分析阶段的初始, 要常

的话, 无疑就是结构化方法和面向对象方法。因
此, 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只能在二者之间进行。

常运用结构化方法严谨的分析思想去解决分离对

许多有关的书中都对 此做了较充分 的对比性分

象时的困难。由此又可以看出, 两种认识论在被

析, 而且都认为面向对象方法代表着未来的发展

运用于信息系统开发方法时与它们在哲学认识论
中静态的存在关系已有所不同: 它们之间不能完

趋势。本文在此只想增加一点新的解释: 互补中
的主辅之分。从以上比较分析看, 在反映与映射

全替代, 最佳的是互相补充。

问题域方面, 面向对象方法确实在整体上要优于

三、对目前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解释

结构化方法。而映射问题域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满

1. 动态中的互补性联系最优

足用户需求的程度, 也就是说, 它直接关系到系统
目标的 实现问题。基 于这一关键性 问题可以认

从以上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 三种开发方法

为, 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思想相对于结构化方法

都有其思想创新的独特优势, 这种优势决定了它
们能够静态地独立存在的合理性。然而, 每种方

而言是更优的, 如果在面向对象分析阶段的初始,
它能借用结构化方法严谨的分析思想去解决分离

法的优势又是其他方法的某些薄弱之处, 而且, 这

对象时的困难, 将会使它的功能更加强大。从另

些优势相对于信息系统开发实践的整体域来讲,

一方面说, 如果结构化方法要寻求更优时, 则要借

又具有相对性, 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互补的必要
性。而这种互补需要各方法之间处于动态的、
联

用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思想。一般说, 如果借用
一种方法的基本思想, 其实就等于创造了一个新

系的开放状态。因此, 无论从实践的需要, 还是各

的方法。因此, 从现实的角度看, 二者最佳的互补

方法自身改进的需要, 答案都应该是: 动态中的互
补性联系最优。很显然, 这种互补性决非仅仅在

性实施方案是, 采用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思想, 在
面向对象分析阶段的初始, 借用结构化方法严谨

三种 主 要方 法 之 间, 比 如, 这 三 种 方 法 都需 要

的分析思想去解决分离对象时的困难。这样就是

CASE 等新一代快速开发工具的支持。

在一个基本思想的框架中再辅以某些新的思想,

2. 结构化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
教科书中普遍认为, 结构化方法是最基本的

使具备这一基本思想 的方法会变得 更加完善与
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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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is intended t o argue that it is meaning ful t o conduct a creat ive analysis of
met hodolog 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 he informat ion system, t o provide w ith a more rational interpret at ion
of its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and to put t he met hodologies into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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