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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生命周期模型

同步與穩定模型

無塵室程序模型

將通用軟體程序模型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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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程序簡介

開發軟體的工程活動是由軟體程序(伴隨回饋
的一系列步驟，創造軟體的產出與進化)所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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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程序簡介

主要分成3個層級：

通用等級

1970-1980年代，為提供一個適用於任何專案的軟體程
序模型

精練等級

針對某特定專案找出其特定的需求、計劃、方法及指引

制定出程序以實現專案計劃

基元等級

程序明白規範一連串被執行的工作，這些工作被分解為
詳細的步驟(演算法)

軟體進入工作特定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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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軟體程序的等級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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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程序簡介

軟體程序被視為一個產品開發活動的線性序列

由於產品開發的特性有所改變，對於開發中軟
體之概念結構，例如規格制定、設計及測試等
活動，都可能互相重疊

藉著活動之回饋，可令我們清楚知道產品所需
是甚麼，例如使用原型的經驗回饋，可導致軟
體的外型與概念結構之變更

這些活動之集合(或許會重疊)所組成的軟體程
序，即形成一回饋系統如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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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回饋系統的形式

軟體實體測量(Software entity measurements)
由效應因子程序所產生之結果數據

量化軟體專案中的效應因子程序之效能、軟體品
質、可靠度、成本與風險

效應因子係指一個程序對它執行特定的工作進行
驗證並在符合其離開條件時結束

裁定因子為判斷是否達到某項工作的進入條件，
並選擇適當的效應因子以實現該項工作

裁定因子程序必須依靠計畫、及軟體工程指引以
作出評量

測量程序為測量效應因子產出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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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回饋系統的形式

矯正(Corrective)
來自軟體錯誤、瑕疵、及故障的回饋

軟體缺點為任何產品的異常(遺漏必要功能、或功
能不完善)

軟體錯誤為程式運算出來的值或狀態，與預期的值
或狀態不同例如：錯誤可能來自對於軟體需求的誤
解，或是將需求轉化為程式時使用了不對的邏輯

當軟體具有不正確的步驟、程序、或資料定義時稱
為瑕疵

若軟體無法執行預期的功能時，即為軟體故障

回饋是一個軟體程序的本質性特徵，軟體系統的發
展須仰賴回饋，以修正瑕疵、進行變更、進而提升
系統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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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回饋系統的形式

變更(Change)
修改軟體以消弭缺點

改進(Improvement)
提昇軟體(增加執行作業的數量Through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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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軟體程序的回饋系統

IEEE Standard (IEEE 1074-1995) for Developing Life Cycle Process

裁定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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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程序模型

軟體程序中的文件代表著各項決定

文件形式有：計劃、元件架構、控制邏輯、
介面、概念的証明

軟體開發中的活動，純粹描述性的表示法，
稱為軟體程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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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VXM架構

圖2.2中的裁定因子、效應因子與測量，定義
出一個伴隨著回饋的「ETVXM程序架構」
(Entry、Task、Verify、Exit、Measure)
裁定因子程序的回饋提供了對於專案需求及
設計的反覆式精練之基礎

最早由Watts Humphrey於1989年所提出

圖2.3之回饋系統是一個簡化的軟體程序之通
用等級模型，效應因子叢集代表軟體程序中
可能同時發生的軟體開發子程序，每個子程
序又自成一個迷你的回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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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回饋與ETVXM間的關聯

效應因子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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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ETVXM間的關聯
每個效應因子程序由製造出軟體實體的主要
活動所組成

每個軟體實體(軟體增量的描述、可用的原型
、架構)必須接受測量

測量所提供的回饋則影響先前的程序

來自效應因子的回饋必須與專案藍圖(計劃
)(SDP)及軟體工程指引(CEG)做比較，檢查
是否有不一致之處，盡可能找出改進方法

SDP及CEG提供了衡量這些軟體實體的準則

裁定因子程序則將回饋傳來的量測結果，與
專案計劃中的目標值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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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ETVXM間的關聯

對GUI選單，其選項的數量及種類之測量，
可以用專案計劃的清單做為依據

裁定因子程序則修改『預先設計的效應因子
程序』，改進其效能以獲致更理想的結果

在軟體程序中一個回饋子系統的產出結果，
會前饋至其他的回饋子系統

圖2.4乃需求的效應因子程序的回饋系統所呈
現，它將軟體需求(架構)及原型，前饋至類
似圖2.5之設計的效應因子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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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預先設計的效應因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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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修改後設計的效應因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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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ETVXM間的關聯

一旦『預先設計的效應因子程序』之產出結
果經過檢定，圖2.5之設計的效應因子程序即
可立即展開工作

圖2.5之裁定因子必須仰賴專案計劃、工程指
引、原型的最初效能測量、需求及軟體開發
標準，方能評估『設計的效應因子程序』產
出之文件

圖2.4及圖2.5中標示『預先設計』(60%)與『
設計』(40%)時間之比例僅為建議值，實際
執行時可視情況調整



19

2

回饋與ETVXM間的關聯

修正在預先設計階段產生的錯誤都所付出的
代價，會比修正在往後階段產生的錯誤要小

修正發生於專案計劃、指引、需求、品質計
劃、軟體增量計劃、風險分析、問題分析、
預算編列、專案描述(行為需求)、以及非行
為需求(品質)等錯誤，都比較容易且省時

專案預先設計階段投入的努力，與降低往後
軟體程序中發生錯誤的可能性是呈正比的

若需求夠明確，設計會比較容易，也較不會
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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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ETVXM間的關聯

圖2.6為修復每個軟體程序階段的錯誤成本，
顯示修復預先設計階段錯誤的成本，比起之
後的階段(程式設計、測試、維護)明顯降低
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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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程序的輪廓

一個有效的軟體程序，係由數個類似圖2.2的
回饋系統互相連接而成(ETVXM)

軟體程序的效率因子可分為兩種如圖2.7
What-effector

決定一個軟體產品的基本功能，以及符合客戶需求所
須的工作

How-effector
定出軟體產品的結構與內容，以及如何組合必要的元
件，以製造出符合專案需求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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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程序的輪廓

必須先決定整個軟體系統的外形，方能選擇
適當的架構、控制結構、資料類型以及輸入
與輸出，進而決定如何建構此系統，並引導
出必要的實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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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程序的輪廓

What-effector之範例( 表示引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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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非行為的需求－必須達到的軟體品質)
What(選擇軟體增量)

What(行為的需求規格)
What(辨別風險的來源，風險分析)
What(問題分析，原型)
What(計量，測量尺度，最大－最小值)
What(其他標準，例如：文件、測試、生產力)
What(軟體設計標準)
What(需求工程標準)
What(軟體程序標準)
What(管理程序：由相似專案所產生)
What(管理程序：軟體工程指引)
What(管理程序：專案計劃)
What(管理程序：需求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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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軟體程序的輪廓

How-effector之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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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核定該實現)
How (實現該設計)
How (設計可用的模型)
How (細節設計的確認[核對需求]，及驗證)
How (經過精緻設計改良後的原型)
How (精緻設計[針對所有細節])
How (資料結構的確認[核對需求]，驗證)
How(具備資料結構特性的原型，例如：檔案處理方式)
How(資料結構的設計)
How(演算法的確認[核對需求]，驗證)
How(具備演算法特性的原型)
How(演算法的設計)
How(確認並測試介面的原型)
How(軟體元件介面的設計)
How(架構的確認[核對需求]，驗證)
How(具備架構特性的原型)
How(軟體架構的元素及介面之設計)
How(軟體架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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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的驗證與確認
需要評量一個系統元件以確保它符合系統需
求時，確認(validation)就派上用場

檢驗某個階段的產品是否符合該階段最初所
設定的條件稱為驗證(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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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的驗證與確認
1997年登陸火星的拓荒者號太空船所攜帶的
旅居者號探測車，它機器手臂持握著「α質
子X射線光譜儀」(APXS)感應器進行探測工
作為例，闡述『V&V』程序應用

APXS手臂必須能緊握岩石，以對該樣本進
行α粒子的轟擊，並分析其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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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的驗證與確認
探測車必須能在火星表面行駛，並能緊握某個指定
的岩石樣本，將APXS對準它，後續產品製程必須
符合此系統需求

在探測車的軟體程序階段進行產品驗證，其意義為
檢驗該產品，是否符合在階段一開始對它所設定的
限制

限制為在APXS控制器的設計階段之初，對於伸展
式手臂設計一項壓力限制，要求APXS必須對岩石
樣本穩定地施壓，即使在火星表面有輕微震動的情
形下，此壓力不可超過0.012磅，對於APXS控制器的
驗證，即在確定它符合此項壓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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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V&V程序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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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進化

軟體程序已成為發展軟體的有效工具，使得
它能針對客戶的需求，以及其所處之環境的
變更作出適當地回應

軟體程序中的回饋也具有漣沂效應，有關錯
誤及需求變更的資訊，會將程序帶回開發週
期中較早的階段，針對回饋所做出的回應，
可促使軟體產品進化

軟體程序進化的特性，可用基因型與表現型
來描述

軟體中的計畫、準則、需求、架構及控制結
構，可比擬為生物學中的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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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進化

基因型所提供的資訊是有關某個族群的內部
結構

操作性的產品特徵可比喻為生物的表現型

表現型描述的是該族群成員的外部行為

軟體程序的產品組成了一個開發中軟體的基
因型狀態空間

執行中的程序則構成軟體系統的表現型狀態
空間

假設s1,s2,s3及p1,p2,p3分別為連續的軟體基因
型與程序表現型二者之間的互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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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基因型與表現型間的關聯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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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進化

DNA是一個基因的組成單元

在軟體文件的資訊就如同DNA，會在軟體進化
的期間繼續存在於所校訂的文件中，基因型
與表現型都會進化

軟體系統進化來自操作中系統的回饋，及現
存軟體文件中的資訊，都會促進將來軟體的
發行(軟體改版或升級)

在實際應用上，軟體程序的每個階段，可對
應至包含許多平行活動的進化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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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進化

軟體進化樣式，可以用平行的活動之集合來
表示(以||表示平行)
Software evolution pattern = where || why || what || 
when || how || by-whom
when的部份指明導致軟體變更(在what部分)的源頭

有一部分軟體變更的主要來源出現在why這個部份

How與by-whom表明了改進的行動，和由誰來執行

軟體變更，或是由誰來批准、認可這些變更(客戶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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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 進化樣式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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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進化

可以根據成本計量，來判斷是否該引用軟體
樣式，估算方式是評估實行該樣式後，對於
生產力所造成的增益或損失

若pg、MM(156小時)與max分別代表頁數、
實施某進化樣式所需的人月、以及最大成本
，則下面式子成立時就應實施該進化樣式

if MM=25，max=0.5，則pg≤12就應採行進
化樣式

max≤
MM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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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生命周期程序(SLC or SDLC)

描述軟體在此生命周期中所有活動、活動的
輸入與輸出(文件、表格、測量)以及活動之
間的互動

當展開軟體生命周期時必須選定一個SLCM，
並將所有的活動對應至選定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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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SLCM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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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生命周期程序(SLC or SDLC)

當挑選了特定的生命周期模型，並將專案活
動對應至此模型時，軟體的生命周期自然就
變得明確且具體

軟體工程團隊所需的這些細部模型，必須根
據特定軟體專案的需求與限制來決定

軟體程序的精練與基元等級，代表了標準模
型與特定的軟體專案，及工作之間的對應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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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LC對應指引

依據新的因素，隨時間發展工作時程發展(進化)工作排程與SLC

根據外在限制如專案的人力資源、介面、和可
用的時間，對已對映的活動進行可能的調整

根據外在的限制進行調整

在時程表中標定確實的日期(及天數)指定實際的日期及天數

確認SLCM所使用的文件將資訊指定至文件中

建立資訊流的表格(每項活動的輸入與輸出)檢查資訊流

將活動對應至尚未標示日期的一般時程表(MM)依時間順序安排活動

建立一份清單將所有活動對應至SLCM的需求將活動與SLCM作對照

(a)找出可行的SLCMs
(b)確認專案屬性(快速塑型、購買應用程式、反
向工程、物件導向)
(c)列出專案限制(風險、承包商-供應商關聯、
授權方式、可用的硬體及軟體)

選定一個SLCM

實際行動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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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開發程序

主要由兩個程序組成：概念探索、系統配置

系統配置程序為概念探索與軟體開發程序的
橋樑

系統配置主要有三個活動

分析功能 可產生需求敘述，藉由所產生的需求
敘述，來描述系統功能性的描述，以確認系統的
輸入、對於輸入應執行的功能、以及預期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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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開發程序

定義架構 硬體、軟體、與介面所建立的系統開
發的框架。

取得欲開發系統的硬體與軟體需求 經由系統架
構的確認，才能定出完整的系統功能性的描述，
此描述包括軟體、硬體、與系統介面需求，其中
軟體需求提供了展開軟體開發活動的高階輸入

預先開發程序中可產生初步的系統模型和系
統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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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探索的活動

修訂後的需求敘述琢磨、敲定想法及需求先前的報告，建議

風險的分析，建議可行性的研究
需求的敘述、限制
、效益、可能的方
法

限制，效益及可能
的方法

闡明可能的方法
開發的資源及預算
，市場資料，需求
的敘述

需求的敘述定義想法、需求

改變軟體需求，客
戶提出要求，開發
團隊本身的構想，
市場調查結果，系
統回饋的資料

輸出活動輸入

46

2
軟體開發程序 — 需求

IEEE 1074-1995中制定了軟體開發階段三個主
要程序

需求：決定系統必須的功能、活動、風險與測試
計劃

設計：確定系統的運算方式、明確的功能及結構

實作：產生程式碼（source code）、文件及測試
；確認與驗證

需求程序重點在於軟體系統必須做甚麼同時提
供該軟體系統的目標、功能與狀態之工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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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開發程序

需求程序期間開發的項目有：優先順序、軟體
整合及介面需求、資料流模型、詳細的風險分
析、測試與安裝計劃

需求程序所產生的結果為軟體結構的正規化模
型(活動間的輸入、輸出及關聯)

一般可以用不同的工具來完成此模型(CASE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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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開發程序 — 設計

設計程序重點在於如何實作軟體的需求，所以
系統的功能與結構為主要的關切議題

軟體架構、特定的介面、以及演算法，應在此
決定並確認，以確保它們符合需求規格

設計活動的任何產品，必須與設計階段一開始
所訂定的特定限制做比較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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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開發程序 — 實作

實作程序重點在於如何產生原始程式

原始程式必須經過確認，以確保它們符合需求
規格

也必須驗證，以確定它們符合設計的限制。測
試資料是在原始程式的執行期間才產生

有關系統的文件應在此階段完成(測試結果、
軟體成本、軟體品質測量、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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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生命周期模型

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系統風險評估

雙贏的螺旋模型

進化式模型

塑型式模型

物件導向模型

嵌入式系統程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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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程序模型
專案中主要的活動、輸入輸出及限制規範出
一個框架

瀑布模型是針對軟體開發中循序活動所制定
出的框架 引起軟體程序密集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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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瀑布模型是此三個模型中最古老的

瀑布模型描繪出軟體生命周期中一連串的活
動，由最初的概念探索，一直到最後維護及
替換除役

概念探索與需求制定階段，著重在我們對於
問題解決方案之基本特徵的了解 確認並
描述系統的基本功能與屬性

每一個瀑布活動的結果，皆提供回饋給先前
的階段，這些回饋可促進軟體的改善及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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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一旦問題的解決方案被證明是有效的，軟體
開發者便可將注意力轉移至如何把系統整合
起來，以使它正確地運作且達到預期的品質

瀑布模型符合軟體產品的正向工程，它是由
系統高階概念模型開始，當系統的概念結構
之描述完成後，便可繼續進行系統實體模型
中的設計實作與測試等軟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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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瀑布模型最大的好處是提供了基準線管理，
制定出生命周期中，每個階段必須產出的固
定文件

除了回饋特性外，瀑布模型並無任何方式，
可以清楚地顯示出舊有系統設計者的意圖

舊有系統(Legacy System)係指經年累月所積
聚的硬體及軟體的集合

研究及分析舊有系統之元件，及元件之間關
係的過程稱為反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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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在瀑布模型中找不到任何規範，得以針對既
存的系統，進行反向工程

瀑布模型另一缺點是客戶必須等到安裝及驗
收階段才能實際見到系統的運作

開發一大型複雜的系統必須投入相當多的人
力與時間

瀑布模型所缺乏的是快速塑型與增量開發的
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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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3 瀑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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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透過原型，使客戶與開發人員能夠在軟體程
序的早期階段，即觀察一個軟體增量的運作
情形

對軟體增量的原型進行變更，比試圖改變整
個系統要容易得多

為補救瀑布模型的缺點，進化式與塑型的生
命週期模型相繼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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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增量式生命週期模型，首先確認系統軟體的
概念及需求，至於軟體開發的其餘活動，則
再每次要發布新的版本時皆重複一次

增量式模型假設系統及系統需求，是穩定、
不易變動的，然而往往需求會隨著技術與經
驗的改變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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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增量式生命周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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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螺旋式生命週期模型結合了瀑布模型的基準
線管理(週期中每個階段的文件)、增量式模
型中將各個階段重疊的方式，以及塑型模型
提供系統早期的描述

螺旋式模型基本假設為軟體開發之形式，無
法完全在事前確定。在確定軟體系統的詳細
設計之前，必須實施塑型、風險分析、模擬
、塑模、財務分析(成本推估)及實測
(benchmark，可進行原型的模擬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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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經由這些方法了解產品原型的行為與缺點，
可進一步對系統需求，進行反覆及互動式的
開發

塑型一向被視為是減少風險、提早察覺系統
潛在問題的有利工具

Boehm將他的模型，描繪成一個程序模型產
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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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增量及螺旋式模型
螺旋模型的每個週期皆有4個主要活動

仔細制定軟體實體的目標、限制及替代方案

依據目標及限制來評量替代方案，並辨識主要風
險來源

仔細制定專案中軟體實體的定義

計畫下一個週期。若專案風險太高，應將它終止
。安全管理的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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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5 螺旋式生命周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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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風險評估

風險指系統中潛在問題，在指定的時間內或
指定的情況下，某種危險(危害系統)或非預
期事件之發生的可能性

在決定產品開發路線實施風險分析，可在合
理的時間內獲得較大成功機會

藉由風險評估可以使我們確定預期的風險程
度，是否小於或等於可容忍的風險等級

表2.3參照IEEE 1074-1995，摘要地列出部份
風險的來源及風險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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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風險評估表

來源 風險的種類 風險等級

採購／租用的資料 成本（超支的可能性） 中

資源（設備短缺的可能性） 高

責任歸屬（萬一設備、工具瑕疵？） 低

系統限制 技術層面（無法取得產品功能） 低

技術層面（產品功能具潛在危險） 中

法律層面（產品功能違反專利權） 高

經濟層面（產品功能太昂貴） 高

經營層面（產品的壽命太短） 低

需求的敘述
（預先開發）

技術層面（功能難以實現） 低

技術層面（資源不足） 中

原型 技術層面（導致系統自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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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時考量的因子

不當事件可能發生的機率p （0 <= p <= 1）
不當事件發生時，預估的損失L（如：軟體瑕
疵造成的損失、喪失生命的數量）

機率是依據事件來計算，一個事件(某種可見
的、隨機的發生)是一個試驗的結果但不一定
發生，如果發生與不發生的比例大約相等，
則此事件就算是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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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時考量的因子

試驗是在n個幾乎相等的事件中有m個發生了
事件E，則機率pr(E)=m/n=實際發生事件的數
量/可能事件的數量

隨著某個不當事件的發生，所造成的損失稱
為風險衝擊的計算

Eu代表一個不當事件的發生，若其損失可以
被量化，則風險暴露(rp)之測量方式可用公式
rp=pr(E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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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暴露的範例

旅居者號探測車必須要在火星零下58度C的
環境下運作

萬一其作用感應器結冰，而導致用來控制探
測車操控系統的軟體失靈，其所帶來的風險
為何？

假如旅居者號控制模組的瑕疵是具危險的，
則風險評估就必須判斷出在旅居者號喪失一
個或多個作用感應器的情形下，它的軟體模
組是否仍可正常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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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暴露的範例

假設控制模組的瑕疵機率為0.35(將因為感應
器瑕疵，而造成故障的控制指令的數量/所有
需要感應器輸入控制指令的數量)

同時假設控制模組的瑕疵，將造成$45000美
元的損失(修改控制模組的瑕疵，使探測車能
在不靠瑕疵的感應器支援下繼續運作所需的
人月而估算的成本)，則風險暴露(rp)之計算
方式為rp=0.35*45000=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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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險暴露的範例

隱藏於螺旋模型背後的驅動力為各個擊破策
略，以將風險減少到最少，但是其副作用為
開發成本不斷增加

因此原始的螺旋式模型，已被雙贏的螺旋模
型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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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的螺旋模型(WWSM)
WWSM使系統參與者可以彼此溝通協調出令
人滿意(雙贏)規格

系統參與者為客戶、開發人員、維護人員、
介面提供者、測試人員、再用者及一般大眾
的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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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的螺旋模型(WWSM)

將新的特徵(目標、限制、替代方案 陰影區)
移植到原始螺旋模型，而得到雙贏的螺旋模型
，為解決原始模型的兩個主要問題：Fig 2.16A

在原始模型中，目標、限制、替代方案的來源並不
明確

對組織專案而言原始的螺旋模型缺乏將螺旋周期的
完成，與組織的主要里程碑聯繫起來的錨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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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6A 雙贏的螺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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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贏的螺旋模型(WWSM)

Boehm對雙贏模型做了精闢的講解，包括雙贏
的協商模組(Fig 2.16B)
工業等級的雙贏群組軟體工具(Groupware)正
在開發中，此工具可促進不同系統參與者，協
商出彼此皆滿意的系統規格

專案參與者之間協議包含雙贏的條件。在協商
過程中，參與者根據協議內容，採納某個選擇
，而每個選擇，都是與雙贏條件有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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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的螺旋模型(WWSM)

雙贏的螺旋模型只提供有助於主要參與者協商
的資訊，對於開發者該如何制定、設計、及測
試開發中的軟體概念結構等議題，並不特別加
以說明

將雙贏模型的方法，併入軟體程序中，可提供
解決軟體本質性問題一致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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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6B 雙贏的協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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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式模型

進化式軟體生命周期模型，是由『有計劃性
地開發某個產品的多重版本』所構成(產品的
進化)

軟體系統的五個特徵如表2.4，激發了進化式
軟體生命周期模型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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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軟體進化的特性

在大型軟體系統的生命周期中，連續版本
之間的改變量在統計上是不變的

遞增的成長限制

大型軟體專案中活動的進展速度，在統計
上是不變的(每個周期中平均的變更數量幾
乎是相等)

不變的工作速率
(大型專案)

程式、編譯的程序及專案與系統屬性的測
量，在統計上能隨著可定的趨勢與不變性
，進行自動調節

程式的進化

由於不斷地變更，導至軟體複雜度的增加複雜度的增加

軟體系統會不斷地變更及降級，可用性愈
來愈低

不斷地變更、降
級

說明軟體系統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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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式模型

進化式軟體生命周期模型需要將開發活動持
續不斷地重疊如圖2.17，進而產生一系列的
軟體版本(所以如何做軟體組態管理?)

每個發行版本皆反應之前版本的知識與經驗

進化模型的缺點，是假設目前的版本製作是
建立在它會被下一個改良版本取代的前題下
，那麼開發的代價會相當高

目前對於進化式模型的研究報告，主要針對
大型的軟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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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 進化式生命周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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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型式模型

軟體開發的塑型方法之重點，在於快速地製
造出軟體產品

軟體原型是根據限定的功能及表現所製作，
開發人員與客戶可在確認最終的系統前，藉
由原型來檢驗系統模型初步的實作功能如圖
2.18
塑型方法可解決瀑布模型中的等待問題(它不
必等到開發周期的最後，才能檢視軟體實際
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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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8 軟體開發的塑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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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型式模型

反覆地塑型可取得來自客戶的回饋，並且在
進入設計階段之前，改變系統的概念及需求

原型的重點通常著重於高風險的功能、效能
以及使用者的需求

原型通常也忽略了品質、可靠性、可維護性
及安全需求(因過程講求快且不完整)

很難透過塑型的方式，獲得完整的確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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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導向模型

物件導向生命周期模型，是就物件的識別來
描述軟體開發，物件是用來建構如圖2.19的
物件網路

物件導向模型是以許多觀念之間的協同合作
，來規範軟體開發

觀念有：抽象化、模組化、封裝、階層化、
型別制定、並行性與持久性

抽象化將細節隱藏，並提供簡化的系統描述(
列出活動之間主要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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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 物件導向生命周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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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導向模型

首先定義出合適類別的群集(collection)，接著
挑選類別的實例(instance)，以建構物件網路

常見的三種抽象化為實體(entity)、動作
(action)及虛擬機器

以旅居者號探測車的感應子系統為例，用
C++類別來表現出實體的抽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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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導向模型 -- C++類別

// Perception subsystem of a mobile robot
Typedef unsigned int Location;
Class Perception {
Public:

ImpactSensor(Location);
PressureSensor(Location);
void calibrate(); …

Privat: …
};

88

2

物件導向模型 -- C++類別

Location loc1, loc2, loc3;
Perception robot1, robot2, robot3;
loc1=robot1.calibrate(); // 進行每個感應子系統

loc2=robot2.calibrate(); // 各自的校準

loc3=robot3.calib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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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導向模型

封裝是把一個物件的實作細節隱藏起來

模組化是將軟體系統分割成可以各自編譯的
模組，並制定出各模組之間的關聯

階層化是一依據superclass(參照到其他類別的
類別)與subclass(包含在superclass之內的類別)
作排序

型別制定的目的在於找出結構或行為的屬性
，讓許多實體可以共同使用

並行性允許一個以上的執行緒同時運作(C++
及Ada即具備物件導向特性的並行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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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導向模型

持久性指的是一個物件能在不同的時間和空
間下，保留其狀態與類別

物件導向模型設計階段的最後目標，是以C++
、Java或Ada等物件導向程式語言實現的程式
碼

物件導向方法的主要優點有

藉由隱藏系統的複雜度，簡化了軟體開發

類別的使用提供了物件的多重實例與封裝特性，
因此可以重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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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導向模型

物件導向方法仍有的缺點主要發生在安全度
要求極高的應用程式中，需以『契約式設計
』來建構可靠的軟體(軟體系統中模組之間的
介面，必須以嚴格精確的規格來制定)

契約式設計包含彼此共同的責任(先決條件)
、利益(後續條件)及一致性限制(不變性)

無論Ada或Java都沒有內建契約式設計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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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程序模型
美國國防部的系統生命周期模型(DoD-Std-
2167，1998)，描述如何發展一個嵌入式電腦
系統如圖2.20
嵌入式電腦系統(ECS)是由一個或多個電腦
控制的機電系統(飛彈導向系統)

這種電腦系統主要用來支援資料運算，與傳
統資訊系統的電腦，形成不同的對比

嵌入式系統中的電腦，須執行該系統的部份
需求，使系統得以實現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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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 硬體系統生命週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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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 硬體系統生命週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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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程序模型

嵌入式電腦系統的例子：汽車、ATM、飛機
的航空電子系統(DAP)、飛彈導向系統、人造
衛星、太空船、與自動控制裝置

ECS與資料處理的區別在於開發、製成、與操
作方式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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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程序模型

ECS有三項主要特性

ECS會併入某個大型系統，其主要功能並非資料
處理

站在設計採購及操作的觀點而言，ECS是個大型
系統中不可缺少的部份

ECS的輸出通常包括系的效能資訊、控制訊號、
以及電腦資料(感應器模擬的頻率)

DoD模型對於設計與實現軟硬體系統所需的
平行活動，提供詳盡的觀點。其基準線(文件
及複審)足以管理與處理大型專案，並維持協
同設計時資訊的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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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嵌入式電腦系統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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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紅外線偵測器佈局圖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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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程序模型

DoD模型缺點為：

缺少行程間通訊模型(IPC)、及軟體的正規結構與
邏輯描述之開發方法(五台電腦相互作用)。在安
全性要求極高的應用程式中，軟體的正規結構及
邏輯描述，應加速驗證和確認的進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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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與穩定模型

微軟採用同步與穩定模型來開發軟體。此模
型有三個階段，圖2.23列出每個階段的工作
細節與順序：

計劃階段

設計階段

穩定化階段

專案進行中，專案成員所做的事就是持續不
斷地同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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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與穩定模型

產品是以快速塑型及自動迴歸測試的方式，
增量釋地開發

先前執行無誤的軟體增量之測試案例，在迴
歸測試中須再執行與比較，以偵測出錯誤。

隨專案之進行，軟體增量會周期地穩定化，
如果沒有找到嚴重的錯誤，該增量即可視為
是穩定的

同步在某些程度上類似雙贏螺旋方法，因為
產品目標與限制，是透過程式管理者與開發
人員之間的磋商、討論而決定其日後之功能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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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與穩定模型

微軟之開發人員以『每日建構』的方式工作
。ㄧ個建構指的是將ㄧ個軟體增量組合起來
的動作，並藉由編譯其原始碼與針對原型做
的迴歸測試，確定有哪些功能可以運作，以
及有哪些問題存在。

軟體程序被視為重疊活動之中的重複部份，
這些重疊活動有：產品規格制定、軟體設計
、軟體增量的頻繁塑型及測試。

每日建構的經驗可改進產品的規格制定與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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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 同步與穩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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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與穩定模型

同步與穩定模型的缺點：

相當依賴測試及除錯，以確認某個增量是否穩
定。但對於該增量的功能正確性與否，卻沒有
實際的驗證方法

將設計階段任意地切割為三個子專案，每個子
專案涵括整個產品約三分之ㄧ的功能。但對於
依個大型、複雜的系統，將設計階段做更細的
分割或許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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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程序模型

介紹過的軟體程序皆為通用等級的程序模型

通用等級的程序模型描述主要的程序元件，
並提供開發軟體之通用框架的基礎

圖2.24程序模型是通用的，因為描述無塵室
工程方法的程序流，可適用任何軟體專案的
開發

程序1-4為軟體程序之管理階段，是無塵室工
程的展開，且其工作為持續進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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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通用等級的無塵室程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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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5無塵室專案計劃程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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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6無塵室需求程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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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程序模型

每個無塵室程序皆有ETVXM的結構

Entry（進入）：展開工作前須符合的條件

Feedback（回饋）：對於一個工作，來自其
它程序的輸入；工作的輸出作為其它程序之
輸入

Task（工作）：須完成的是什麼，由誰、如
何及何時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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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程序模型

Verification（驗證）：確認工作的完成，
檢查工作產品是否符合規格

Exit（離開）：結束工作前須符合的結果
、格式及準則

Measurement（測量）：必要的工作測量
、輸出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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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程序模型

無塵室的管理程序與規格制定程序是並行
的，規格制定程序係隨著需求程序展開

無塵室的需求工程程序的通用架構如圖2.26
，是為了定義：軟體的功能及用法、硬體
及軟體的組態、執行環境、必要介面、操
作限制、依賴性與可靠度、處理容量和效
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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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程序模型
功能規格程序(functional spec)主要目標有：
定義在任何情況下，軟體所表現的功能行為
，建構符合軟體需求的行為規格，與瞭解客
戶對於制定的功能之接受度

使用方式的規格程序則著重於確認與分類軟
體的使用者、使用情境及環境 規定軟體測
試的有效範圍，建立增量式使用方式模型開
發的基準



113

2

無塵室程序模型

架構式規格制定程序的重點在於對結構的
描述與軟體執行的特性資料。此程序是一
個黑箱結構，其規格係以表格形式呈現

黑箱規格之表格呈現包括：目前的刺激物
、輸入順序、執行某個功能所定義之活動
條件、互動與回應的細節及離開條件

架構程序的輸出結果為一狀態箱結構，此
狀態箱明確指明了輸入至黑箱描述中所指
定的狀態時，所進行操作的高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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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程序模型

無塵室增量計劃程序會產生一個增量建構
計畫，此計畫闡述：指定工作、追蹤團隊
效能與監測及控制產品品質

無塵室使用方式之塑型及測試計劃的主要
目標：

根據使用方式的規格，產生適用於軟體測試的
使用方式模型

建立軟體增量的測試計劃

獲致客戶對於使用方式模型和測試計劃的意見

產生測試案例，準備測試環境 模擬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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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交通控制器的訓練計畫

Xi代表其軟體增量中某項實驗的第i次試驗，此實
驗是在下拉式選單中，點選滑鼠以選擇某個動作

實驗結果之集合為{顯示選單，不做任何動作，系
統停止}。定義Xi如下：

圖2.27列出一系列變數樣本，使用方式中變數所有
可能的值皆為狀態，需指定滑鼠點選所產生的每
個事件之機率

⎪⎩

⎪
⎨

⎧

−
=

若點選後系統停止

若點選後無法顯示選單

若點選後顯示主選單

1
0

1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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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7 ATC軟體使用方式(隨機產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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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交通控制器的訓練計畫
狀態序列則可建構出一連串的軟體使用動作
，可被一個有向圖表示，圖中的節點表示使
用狀態，弧線代表使用狀態之間的轉換，弧
線上還需標示此狀態轉換發生的機率，如圖
2.28
使用方式之有向圖中，指定出狀態之間轉換
的機率，同時凸顯使用狀態的轉換導致故障
的機率，此機率是定義預期的軟體使用方式
，可作為指定使用方式轉換機率的參考依據

測試案例應根據可能性極高的狀態序列來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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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8 使用方式轉換圖形之樣本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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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通用軟體程序模型特殊化
軟體程序塑模的精練等級

能引導軟體增量工作依序進行

揭示展開工作所需要的細節

如何與何時進行結果的測量

每個程序預期的產出結果

精練等級程序程序模型明確制定程序中須完成
的軟體專案工作，指引工作進行的順序，工作
進入與離開條件，程序須的進行驗証與測量的
項目，必要的回饋，及程序產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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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通用軟體程序模型特殊化
精練等級模型也可協助完成

指引一系列的專案工作

制定必要的進入與離開條件

制定效應因子程序須驗證的項目

獲得回饋來自效應因子程序的輸出，所獲致的量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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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通用軟體程序模型特殊化
基元等級模型是以工作為中心，詳細地描述效
應因子工作的內部活動，其關切的細節有：

實現效應因子程序的特定演算法

進行測量所使用的計量法

對於效應因子程序所需輸入的描述

對於效應因子程序應實行的驗證方法之描述

對於效應因子程序的離開條件之描述

在基元等級軟體程序中，每個回饋子系統與其他
回饋系統之間的特殊關聯

制定效應因子程序應實現的必要結果

應遵循的軟體開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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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通用軟體程序模型特殊化
一個成功的生命週期模型，其基本特徵在於將
回饋以量化的方式表現，可以促進軟體程序進
化、適應不斷變更的環境及技術，並達到能力
成熟度模型中的最佳化等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