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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软件开发, 业务分析和系统工程
Sparx Systems 荣誉发布Enterprise Architect 11, 该版本包含了数百个新增的改进和技术

 软件开发: 面向软件工程师的软件开发，报告和仿真增强工具

 业务分析: 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 11, 轻松担当业务分析人员或需求工程师的角色

 系统工程: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满载着实时和嵌入式系统的工程师及设计师所期待的增强和功能。

我们诚意邀请您来预览Enterprise Architect的这个里程碑版本!

 业务软件系统: 文档, 图形和报告 

 团队式建模: 沟通与安全 

 新增/增强的Profile: NIEM, GML, ArchiMate 及更多 

 改进的用户界面: 团队审阅, 关系矩阵, 元素浏览器

 编码和脚本: 分析, 语法&双向工程 

 仿真: 对象, 动作, 参数以及API 

 执行分析器: 函数行报告, 64-bit, 及更多

 新增部署选项: 云, RAS, OSLC, Firebird 

 画图: 背景, 透明, 主题以及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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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版 $ 699 跨领域的完整Enterprise Architect 体验

业务和软件工程版 $ 599 适用于业务建模，架构，开发等

系统工程版 $ 599 系统工程的实时和嵌入式开发

企业版 $ 239 使用安全管理和访问远程DBMS
以支持大型协作团队。

专业版 $ 199 适用于工作团队，分析专家和开
发人员的全功能UML建模。

桌面版 $ 135 适用于独立分析人员的全面的UML建模。

EA Lite $ 0 允许你的团队人员和客户人员查看项目进
度，确保参与人员的良好沟通和理解。

Enterprise Architect 11探索模型驱动开发的价值

下载你的30天免费试用版 www.sparxsystems.cn

MDG 插件扩展

套装版本（MDG 插件扩展）

基本版

Zachman框架技术 $ 145 长久以来，Zachman以帮助客户对企业
智力资本进行整理，组织和构造而闻名。

TOGAF 技术 $ 145 利用企业战略目标调整业务和IT系统。

UPDM 技术 $ 145 可让业务人员创建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Ministry of 
Defence （UPDM）构造框架.

DOORS 连接 $ 105 直接跟踪需求数据到Enterprise 
Architect 系统模型

SysML 技术 $ 105 适用于系统工程师的一个强大
跨领域的专有建模方案。

DDS（分布式数据服
务）技术

$ 205 一个功能强大，但是低成本的设
计环境，帮助创建数据为中心的
实时，嵌入式的应用系统。

Visual Studio & 
Eclipse 集成

$ 145 MDG集成和Enterprise Architect 
将UML的强大功能带入IDE。

Visual Studio & 
Eclipse 连接

$ 105 一个控制代码导入导出的弹性接口。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分析和设计工具
    从概念到实现
 UML建模
 • 支持全部的14种UML 2.4.1图！
 • 从需求，分析，到设计和编译，直至部署和维护，Enterprise Architect
  充分利用了UML的强大功能，提供极为有效的模型驱动成果。

 技术
 • 利用专有的行业profile扩展你的视野，包括：BPMN,SysML, DDS, CORBA, 
     Testing, EJB, Symbian, C++, Python，以及更多！

 框架
 • 使用TOGAF, ArchiMate, Zachman 和 UPDM (DoDAF/MODAF)框架，
      在IT和业务之间搭建桥梁。

 理解挑战！
 • 使用思维导图，组织图，流程图，价值链，
     平衡记分卡和战略蓝图对业务和运作实施全局建模。
 • 使用自动测试生成和自动创建的活动图结构化情形来快速驱动下行开发。

开发工具
    管理复杂的系统
 软件开发
 • 项目的正向和反向源代码工程，包括C++, C, Java, VB.NET, C#, PHP, Delphi, 
      Visual Basic, Action Script, Python, 以及更多！

 数据库建模
 • 数据库的正向和反向工程，包括SQL Server, Oracle, MySQL, DB2, Sybase 
      PostgreSQL, 以及更多!

 导航，检索和跟踪 
 • 利用模型视图，模型检索，元素的可跟踪能力和关系矩阵进行项目变化管理。

 脚本和自动化 
 • 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 脚本语言JavaScript, JScript 和 VBScript
      来控制耗时和重复性的GUI任务。
 • 通过强大的自动化接口来扩展核心工具组件和利用Enterprise Architect的资源库。 
 可视化，验证，调试和Profile
 • 使用可视化执行分析器以便于更好的理解软件工作过程。
 • 生成，编译，调试，和可视化你的业务和软件系统。

 集成和连接 
 • 可集成到你喜欢的IDE，以保证你的项目和代码同步。 支持Visual Studio, 
      Eclipse 和 TcSE的集成。

控制工具
    获得易维护和精确的系统

 管理
 • 在同一平台上管理你的团队，工作量，项目和需求。
 • 通过项目日历，甘特图和模型内邮件交流
 • 版本控制和模型安全机制简化您的项目。

 报告
 • 利用内建的RTF，PDF和HTML文档获得详实的报告。
 • 利用模型文档，定制报告和报告模板以生成详细，
  及时的报告，直到下次项目报告生成

 测试和质量控制 
 • 采用审计，基线，问题，错误和变化跟踪，帮助你满足
   项目需求和质量水平，以生产更好的产品。

 术语表
 • 集成的项目术语表可确保每个人都使用一致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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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主题
图的主题功能为你提 供现代化的，引人入胜
的新面貌， 可以方便地应用于所有图。创建
可定制，以满足个人的口味，或符合现有企
业的风格指南。从一系列现成的图主题中选
择，包括与Windows8操作系统运作良好 的
主题。创建高对比度的主题，促进可访问性
和提高可读性，特别是为残疾人士。使用几
个按键就可以修改字体，颜色和渐变设置。 
背景使用瓷砖式填充和梯度填充，有助于把
你的图带入生活。

背景贴图
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所支持的背景贴
图可以创建丰富的、有视觉吸引力的图。你
可以从所包含的梯度中选择，或者创建自己
独特的设计！

包驱动模型
当把一个包放置到图中时， Enterprise 
Architect 11提供了有关如何显示这个包的
一组选项。您可以选择“包元素”的传统功
能，或者三个新的选项，其中包括“文档工
件链接到包”，“基于包内容的图”和“矩
阵Profile”。

文档工件链接到包
当您链接文档工件到包时，Enterpr ise 
Architect 11 将最后生成的文档保存到包上
的链接文档中。现在，每当你生成您的报告
，他们将被自动存储在模型中 - 提供给整个
团队。所有的文档生成设置，从元素过滤器
到样式表的类型也将被保存以确保每一次从
Enterprise Architect都能生成一致的，美
观的报告。

状态机代码生成
在Enterprise Architect 11 里, 可以看见业
界领先的从状态机图生成代码。生成的代码是
干净的，可编译的，无需手写源代码，从而节
约数小时的时间和减少拼写错误。代码生成支
持高级的UML构造像深度历史，并且支持
UML的结构如并行区域的C + +代码生成。所
有的代码与Enterprise Architect的可视化执
行分析器完全兼容，使您可以跟踪可视化模型
的 执 行 代 码 。 在 代 码 执 行 过 程 中 ，
Enterprise Architect调试器在图中突出状态
转换。

资源文件的往返
Enterprise Architect 11版提供了往返RC文
件的功能。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 11 的
Win32对话框编辑器创建应用程序的对话框
，然后产生出所需的代码实例化它们。导入现
有的RC文件，以便对对话框进行修改，使用
Enterprise Architect的仿真引擎运行对话框
的可用性进行测试，再后再向您的开发工程师
发送优化了的对话框。

自动化接口
自动化接口已经扩大到可以进行下面的调用：
 • CallBehaviorAction可使用参数并产生结
  果.
 • SendSignalAction可以设置其信号为无
 • UIBroadcastSignal支持调用信号的
  EAGUID.
 • 基本API 支持压缩的XML文件
 • API: Package.ApplyLock递归
 • 自动化支持仿真 BroadcastSignal

语法的性能分析
Enterprise Architect11现在结合了性能分
析工具与语法的力量。性能分析工具允许开发
人员测量和记录内存使用情况代码定时频率和
分析要求进行优化目的的持续时间。语法是一
组用于定义自定义编程语言的规则。结合这两
项功能将允许你配置你自己的语言，为优化你
的代码提供工具，即使这样的代码不被'开箱
即用'的产品所支持。

画图

编写代码和脚本 基于模型的团队 新版的用户界面

新增和改进的PROFILE

基于包内容的图表
基于包内容的图选项将在图上创建图表元
素。图表元素对于创建您企业基于特定包
内容的仪表盘是非常有用。Enterprise 
Architect 为您提供进一步配置包的选项
：过滤器，图表类型，以及不同的数据类
型（包，自定义的SQL和CSV）。

矩阵Profile
矩阵Profiles让你回忆起模型中元素关系
的视图。Profiles与文档工件一起存储，
并通过上下文菜单访问或双击图元素。

支持透明图片
使用透明的、 高分辨率图像的扮靓你的图
。支持透明图像使您能够生产出高品质的
图，报告和演示稿。简单地使用拖放或通
过替换图像窗口将透明图像添加到图中。

改进元素阴影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已经显著改善
阴影的外观，当元素重叠或连接器进行交
互，这是特别明显的。生产出高品质的图
有更大的影响。

基于文件存储的存储库
与您的团队共享您的文档，文件，视频和
声音，在Enterprise Architect 11 中使
用基于文件的存储库，从未如此简单。绝
不会再丢失链接报告或重要的项目文件。
以内联方式将所有报告与模型的其余部分
一起保存。通过WAN链接，分享，编辑文
档和文件，让每个人都工作在同一页上，
不管他们位于世界的何处。将文件保存在
储资源库非常容易，从桌面拖动它，并把
它拖到图即可。要打开文件，只需双击相
应的图标。

安全增强功能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得益于众多的安
全增强功能，包括锁定团队审阅项和为用户
密码提供卓越的加密能力。Enterprise 
Architect 11还支持添加数以千计的安全组
，可以容纳大型企业的开发队伍从事团队式
建模.

模型内邮件的有效交换
无需离开当前的建模环境, 你就可以享受与
团队成员进行可靠的, 聚焦式通讯的种种好
处。使用过滤器在收件箱和已发送邮件两处
地方快速查找信息。在阅读项目通讯时，与
您的模型互动将会帮助您更有效地对项目问
题作出反应。

建模新台阶
B P M N 和S y s M L 的建模功能有了显著的
增强和改进，另外,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还新增或更新了几个Profiles, 比如：NIEM，
GML和ArchiMate2！

NIEM（国家信息交换模型）
国家信息交换模型（NIEM

）是一基于XML的信息交
换框架， 是专为遍布在美
国的重要决策机构, 比如司
法部，公共安全部，应急
和灾害管理，情报和国土
安全等, 有效而高效地共享
关 键 信 息 而 设 计 的 。 
NIEM被设计用来开发，传
播和支持企业范围内的信
息交换标准和流程，使辖
区 自动化信息共享。

元素讨论区
新增的元素讨论窗口，可让任何团队成员发
起就某个关注元素进行的讨论。元素讨论可
以帮助提高对模型元素的设计以及促进团队
成员间的合作。在开发周期的早期发现元素
的问题，并讨论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在承诺
项目资金之前进行测试，实施和项目的管理
问题。迅速查看每个模型元素的详细历史记
录，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更新
讨论状态，以找出任何等待审阅的讨论话题
。

大量的资源任务分配
当工作在大型企业项目时，通常的做法是项
目经理采用具体举措分配和管理多个资源。
例如更新在线应用程序可能需要业务和IT投
入。Enterprise Architect 11现在有能力
使得管理这些多层次的资源更容易通过大量
的项目管理视图为任务分配资源。每个资源
在项目中的甘特图视图中，这意味着它们可
以单独控制，以确保项目的成功。

团队审阅
使用新版面的团队审阅进行合作以及讨论相关
的项目问题.新版的团队审阅设有时尚的新图
标和增强的安全选项。审查项目文件，并在所
选段落插入意见, 以帮助起草过程。使用密码
锁，以防止意外编或删除。在出版之前，从您
的团队征求反馈, 以提高您的报告和文档的质
量.

关系矩阵
改进的关系矩阵现在包括内联创建新元素的能
力。你需要一个额外的需求链接到一个用例吗
？只需简单地点击一个按钮即可添加新需求。
其他改进还包括优化创建连接器和增加新的上
下文菜单。

元素浏览器
你将在Enterprise Architect 11 里看到对元
素浏览器可用性的增强，浏览器已成为了一个
一站式的元素工作区。直观上明显的改进是扩
展了上下文菜单。上下文菜单现在让你能添加
和编辑元素。从维护和测试，到标记值，属性
和操作, 元素浏览器现在会是你查看元素的所
有属性的中心位置。

Enterprise Architect中的NIEM Profile 包含
Profile元素以及必要的模型转换功能, 让你可
以使用这工具去开发平台独立的模型, 并且将帮
助你把模型转化为特定平台的模型。如果你正
在寻找能上手 的NIEM模型，那么Enterprise 
Architect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GML
GML作为地理系统和交易的建模语言和开放的
交换格式。整合各种形式的地理信息的能力对
GML是至关重要的。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已经加入对GML3.3
的支持，以及包括改善GML导出，支持
ISO19136_2007 METCE扩展。

ArcGIS
拓展您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
进行A r c G I S 建模的方式。 
Enterprise Architect现在支持拓
扑规则（以及导入拓扑规则）。模
型验证已经添加，以确保在部署前
是一个正确的模型。此外，还添加
系统支持的垂直坐标以及导出局部
地理信息模型架构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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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
通过云服务可以从世界的任何地方无缝地访
问模型信息。简化的管理可以很容易地创建
和管理共享模型，而不需要安装复杂的数据
库管理系统客户端驱动程序。体验高性能的
远程访问，具有全加密链路和较高的广域网
优化的优势。

云服务还有助于促进基于标准的模型共享，
包括可重复使用的资产服务（RAS）和生命
周期协作（OSLC）的开放服务。

可重用资产服务(RAS)
可重用资产服务 (RAS) 是标准制定组织的完
美解决方案。使用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的可重用资产服务，以开放的，统一的
和及时的方式分享和分发可重用的模型包。
存储支持文档工件与模型包一起存储。对照
服务器检查当前的模型包来管理依赖性和版
本。用户安全提供服务器管理的写和只读能
力，以帮助保持模型信息的完整性。

生命周期协作开放服务
(OSLC)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现在支持生命周
期协作开放服务（OSLC），它使不同的工
具更容易在一起工作。创建，读取，更新，
并通过OSLC协议删除类似要求的模型信息
。不需要打开Enterprise Architect的用户
界面, 你可以将Enterprise Architect 元素
融入OSLC客户端, 即时访问相关信息。

火鸟存储库
火鸟是一个高性能的，为本地或远程
Enterprise Architect 数据库存储库的开源
数据库解决方案。现在用户可以选择他们想
在本地使用传统的Jet数据库或新的Firebird
数据库。利用的Sparx云服务的优势，系统
管理员只需点击一个按钮, 就可以快速地为团
队建模创建远程火鸟存储库。

对象，操作和参数
Enterprise Architect 11的仿真可以支持对
象。通过仿真传递复杂的信息个体，调用对
象的操作并检索结果，控制对象生存期管理
的流程。已经增加了新的操作种类，活动参
数和结构化活动仿真的支持，以及提高了仿
真的API支持。

支持仿真的API
因为添加以下的新接口, 仿真现在可以由模型
脚本控制:
 • BroadcastSignal()
 • Speed()

结构活动图仿真
结构化活动图的仿真允许您在模型中定义条
件节点和循环节点，并让模拟器仿真执行它
们。这对模拟“ i f - t h e n - e l s e ” ，
“while”，“repeat”和“for”循环都是
很有帮助的。

支持新的动作种类 - 可变
动作
变量操作指在运行时，有一关联变量，他以
标记值的形式与对象名字的值相关联。它们
所提供的可变不仅作为对象，但也可以作为
一个对象的属性（例如，属性或端口）。加
入行动包括:

 • 读变量    •  添加变量值

 • 写变量    •  删除变量
 • 清除变量

规范管理器
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 11中的新增的规
范管理器，可以简化编辑和维护模型元素的
过程。包中的每个元素显示在一个简单的文
档视图中，使浏览，编辑和阅读模型元素更
容易。模型元素可以使用简单、方便的界面
进行编辑，类似于编辑文档的文字处理器。
这使得主要相关方面的人员和业务用户更加
容易改进和维护模型元素。

切换过滤器栏来快速找到模型元素。
Enterprise Architect 11提供简单的高亮显
示，轻松地确定哪些元素正在被编辑。指示
器图标帮助链接到项目资源，关系和链接的
文档。通过几个简单的鼠标点击就能访问丰
富的模型数据。规范管理器可以快速创建详
细的，结构化的文档，提供完整的可追溯性
，这也是收集和维护需求的理想选择。

图表和控制面板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能够把模型的数
据动态地生成图表。使用饼图，2D和 3D柱
状图把你的模型数据变成图表。每个图表可
以很容易地添加到报表中或列为仪表板以辅
助决策。通过将信息显示为图表或图形，你
可以很容易与传统上位于图外的模型信息进
行沟通。例如，你可以显示一个图表来提供
整个模型中的每个元素状况的概述，让您决
定您的项目中有多少已经完成，有多少已经
批准或仍在审查之中。

增强型文档
Enterprise Architect 11 提供了更新的文
档模板，提高报告质量，并简化文档制作。
改进的“生成文档”对话框中提供了方便的
选项以便插入封面页，目录，并选择特定的
样式，可应用于瞬间改变文档的外观。创建
一个包含您公司徽标，专业标题，法律声明
和版权信息的自定义封面。你既可以创建一
个通用的封面，使用在所有的报告中，也可
以创建带有特定页面的报告。

当链接一个文档工件到包（参见新的放置包
到图中的功能项）时，Enterprise 
Architect 将保存所有的文档设置。这意味

着你创建包内容一次，并能生成了很多次。
设置包括元素过滤器，目录，样式，封面和
输出格式。这是一个梦幻般的功能，与规范
管理器一起使用于创建报表。

新部署选项

软件开发, 业务分析和系统工程

可视化执
行分析

仿真

可视化执行分析
Enterprise Architect 11对可视化执行分析
进行了改进, 使其更容易调试和分析代码

函数行报告显示该函数的每行执行的次数。
行报告对于执行包含条件分支的循环是特别
有用的;覆盖范围可以提供函数中最经常执行
和最不频繁执行的代码部分的一个画象。

在调试和分析之间进行动态切换。可用于针
对代码中特定点的探查，让你获得对代码部
分更深入的了解。当你分析完成后，切换回
调试器继续调试应用程序的其余部分。

.NET设计的嵌套记录标记允许您针对应用程
序的特定区域来记录和追踪，当每个标记被
激活和停用时。

在录制执行时设置堆栈高度，可以过滤掉特
定调用不相关的部分。

调试与剖析 Java，.NET和本机语言,64位应
用程序。

限制可删除的分析器线程的最大数量。

All product name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