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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模型
管理需求的所有方面
管理需求的所有方面，
，从启发到验证和重用
需求工程
需求工程是系统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并且对项目的成功有记录的影响。 .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
用于开发和管理需求的复杂平台，无论领域、项目的规模或所遵循的方法如何， Enterprise Architect都提供了可
以轻松管理复杂项目中最大的需求存储库的工具。
分析师可以通过协作平台与基于角色的安全性、讨论、库窗口、模型邮件和一系列其他工具一起工作，以鼓励
最佳实践和生产力。

需求发展
开发包括需求需求需求、分析、指定和验证。 Enterprise Architect拥有广泛的工具和特征来协助分析员开发需
求。需求开发的核心是规范管理器，需求分析员可以通过它以文本形式输入、查看和管理需求，就像在电子表
格中一样。需求属性，例如状态、优先级和作者，可以在线编辑，并且可以应用过滤器来限制特定要求的显
示。

规范管理器可与图表、可追溯性功能窗口、讨论区等其他管理工具平台配合使用。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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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Diagram
Enterprise Architect allows you to document requirements graphically using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is available from the 'Requirements' Toolbox folder.
Using a Requirement element in the UML model, allows relationships to be drawn between
requirements. It also allows for direct traceability to other aspects of the model such as Use
Cases, Test Cases and other Analysis or Design elements.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can be used to model or document any requirements, ranging from
formal business requirements through to performance or security requirements.

REQ021 - List Stock
Levels

REQ019 - Manage
Inventory

Requirements can be grouped into
hierarchies effectively decomposing a
high level requirement. The UML
Aggregation relationship is typically
used for this purpose. Requirements
can also be nested in the Browser
window creating a tree of
requirements.

REQ023 - Store and
Manage Books

REQ022 - Order Books

REQ020 - Receive
Books

REQ027 - Add Books

Requirement Traces

需求管理
需求管理包括维护一组需求的活动，这些需求代表项目团队和客户之间的协议或协议。它还聚焦确保设计和开
发团队可以接受需求，并确保需求足够具体，可以实施到工作业务、软件或硬件系统中。

This diagram shows a Bar
Chart element depicting
element status for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selected
package. It provides a
useful summary for a
Requirements Manager
and is dynamically updated
when the status changes
and the diagram is
reopened. There are a
range of other pre-defined
charts and user defined
charts can also be added.

需求文档
A需求工程学科的一部分，通常会生成许多文档，例如软件 (系统)需求规范和使用用例报告，这些文档可以使用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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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模板从需求模型中自动生成。此外，可以使用内置或自定义模板生成范围广泛的其他文档。

需求流程和标准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支持任何需求工程流程的开放平台。该工具具有丰富的特征集并且是高度可配置的，
其灵活的设计意味着无论使用什么方法，您都会找到特征的帮助。因此，无论团队是使用正式需求、使用案
例、用户案例还是故事板的任意组合， Enterprise Architect都可以用来开发、管理和记录需求。 UML机制的实
现意味着可以使用内置类型或使用原型元素和标记值来创建和管理任何类型的需求。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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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Stories
User Stories are useful 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describing user Requirements. They are
typically used as part of an Agil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provide a simple but clear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user does or needs to do as part of the role they perform.
A User Story can be created using the stereotyped Artifact available from the Artifact Toolbox
page, or as a stereotyped Use Case.

This diagram shows how a User Story can be modeled using a stereotyped Use Case.
This allows the User Story to be described and to show the connection to a Persona.

«User Story»
As a Stock Control Manager I want to
be able to list stock levels for a
selection of titles.
Stock Control Manager
«trace»
REQ021 - List Stock Levels
A facility will exist to list current stock levels
and to manually update stock quantities if
physical checking reveals inconsistencies.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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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建模简介
需求是系统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如果做得好，它将为成功的项目或工作计划奠定基础，最终确保为
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巨大的价值。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复杂且直观的平台，用于开发和管理需求，
从建模利益相关者声明、业务案例、业务驱动程序和定义详细功能和需求需求被优先排序、跟踪和跟踪，并且
可以更改被记录、基线化、版本化和审计。分析师可以在一个协作平台中与基于角色的安全性、讨论、库窗
口、模型邮件和一系列其他工具一起工作，以鼓励最佳实践和生产力，直接在本地系统上或通过Pro云服务。

它将如何帮助你
你通常会带着一些现有的知识或经验来到需求工程这个话题，即使它是在讲座或在职培训中学到的东西，或者
可能是通过使用不同的工具。您将受益于了解Enterprise Architect中可用于开发和管理需求的产品特征和工具，
这将使您在单独工作和作为团队成员时都更有效率。

谁将受益
谁将受益？
？
任何参与需求开发或管理的人，无论是在战略层面、商业价值层面还是系统开发层面，都将从阅读这些信息中
受益。这包括广泛的角色，包括战略思想家；业务和需求分析师；企业、业务、技术和解决方案架构师；项目
和项目经理；开发人员、测试设计师和用户体验设计师。

你会学到什么
本主题将教您如何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的综合特征来开发和管理需求、创建文档以及作为团队成员使用正式
或非正式的系统生命周期过程或标准进行协作。

文档概述
满足需求工具

列出用于开发和管理需求的关键工具，包括每个工具的操作图、在哪里可以
找到该工具、如何使用它以及如何熟练使用该工具。帮助主题帮助需求工具
中描述了许多其他有用的工具。

需求概览

通过定义需求是上下文、不同级别的需求、良好需求的特征以及需求的业务
上下文，将需求引擎置于时间范围内。该信息还包括来自基于文本的工具的
读者可能不熟悉的需求图的概念，以及如何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创建和查
看需求。

需求发展

讨论与发现、评估、记录、记录和验证需求相关的活动和任务。该主题被方
便地分为四个子主题 - 启发、分析、规范和验证 - 并确定了可以使用的广泛特
征，从用于在启发研讨会中记录信息的思维导图图，到用于创建需求的规范
管理器，以测试用于验证它们的案例。

需求管理

描述维护一组需求所需的活动，这些需求代表项目团队和客户之间的协议或
协议。它包括组成需求的层次结构，将其他元素追溯到需求，以及跟踪需求
的属性，包括状态、优先级和难度。它还描述了管理变化的需求、波动性和
评估变化的需求的影响。

需求文档

描述如何使用一系列预定义和可扩展的模板直接从Enterprise Architect生成正
式和非正式的需求文档。这包括词汇表、数据字典、用例报告和文档，例如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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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需求规范。
需求流程和标准

将Enterprise Architect的需求工具的使用上下文系统和需求流程和标准的时间
范围内。该主题描述了这些工具的灵活性以及它们如何与任何流程或标准一
起使用。

其他需求工具

列出了一系列可用于需求工程的附加工具，包括每个工具在使用中的图片、
在哪里可以找到该工具、如何使用它以及如何熟练使用该工具。有许多关键
工具是需求工程最重要的工具，在第一个主题“
满足需求工具”
中进行了描
述。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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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需求工具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复杂而灵活的需求建模工具，可以在需求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使用，从规划到产品支
持。该工具可用于任何需求管理流程，并且有广泛的特征允许分析师使用他们喜欢的方法工作，例如文字处理
器视图、电子表格视图、图表、关系矩阵或其他几个核心和扩展特征.
此思维导图显示了可用于开发和管理需求的关键需求工具的概况。虽然这些是主要工具，但帮助主题帮助需求
工具 中还描述了一系列其他工具。
Relationship
Matrix

Specification
Manager

MindMapping
Diagram

Scenario Builder

Requirements
Diagram

Traceability
Window

Dashboard
Diagrams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Baseline Tool

Auditing

Glossary

Auto Names and
Counters

Element
Discussions

Documentation

Import and Export
to Spreadsheet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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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器
了解规范管理器
规范管理器介绍

在哪里可以找到规范管理
器

规范管理器是处理需求的中心工具；它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文字处理器或电子
表格工具的界面，用于输入、维护和查看需求。可以使用名称和详细描述创
建新的需求，并且可以从下拉列表中添加状态和优先级等属性。现有的需求
可以方便地查看和管理，在规范管理器中更改它们将在存储库中的所有其他
位置更改它们，例如图表和窗口。对于那些更习惯于使用文本而不是图表以
及习惯于在文字处理器或电子表格中工作的分析师来说，它是一个完美的工
具。它的另一个优点是需求是模型的一部分，并且可以追溯到其他元素，包
括驱动业务驱动因素、利益相关者和解决方案组件。

浏览器窗口 |右键包|规范管理器

规范管理器的用途

在类似于在文字处理器或电子表格中工作的基于文本的工具中创建、查看和
维护需求。可以将详细信息添加到需求中，需求可以从下拉列表中添加属
性。当需求在规范管理器中发生变化时，变化会方便地反映在浏览器窗口和
所有其他窗口中。

规范管理器的选项

选项菜单中有多种选项可供选择，以定制您使用规范管理器的方式。其中包
括级别（分层）编号、自动命名、拼写选择、文档、导入和导出需求、访问
各种相关工具等等。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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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fication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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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DG Link for DOORS插件
插件
模型Generator ( MDG ) Link™ for DOORS是一个插件
为将Enterprise Architect模型链接到 IBM® Rational® DOORS®需求包提供支持。当您需要在模型驱动开发之外
执行需求管理时，此工具非常有用。使用这个插件
您可以将 IBM DOORS中定义的需求与Enterprise Architect的需求管理特征中使用的可追踪需求互换。
对于除终极者之外的所有Enterprise Architect版本，您可以单独购买DOORS的MDG链接并从Sparx Systems网站
下载安装程序。
有关此插件
的完整详细信息插件
，请参阅帮助帮助主题的DOORS MDG 。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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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矩阵
认识关系矩阵
介绍关系矩阵

在哪里可以找到关系矩阵

关系矩阵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矩阵样式视图，便于分析需求相互之间以及模
型中其他元素的关联方式。可用于查看Stakeholders与需求的关系、使用案例
与需求或功能需求的关系、Capabilities与业务驱动因素业务的关系、哪些
Component实现了一组需求等。可以快速定义任意数量的矩阵，然后将其保
存以供车间查看，或包含在从模型自动生成的文档中或导出到电子表格文件
中。创建矩阵时，可以通过将需求放在矩阵的一个轴上，将连接的元素放在
另一个轴上来查看连接，然后矩阵的单元将指示关系的方向。

在浏览器窗口中，单击一个包并选择：

·
·

'资源' 标签 |矩阵Profiles |右键单击配置文件 |打开矩阵配置文件或
开始功能区 >全部窗口>设计> 工具 >包矩阵

关系矩阵的用途

在视觉上引人注目的矩阵中显示两个包中元素之间存在的关系- 例如哪些需
求由哪些使用案例实现。它有助于分析缺失的元素或关系；例如，确定哪些
需求没有被任何用例实现，或者哪些组件没有相应的需求或使用案例。它在
与可能不熟悉在跟踪图中看到需求的业务利益相关者的研讨会中特别有用。

关系矩阵的选项

可以为关系矩阵设置一系列选项，包括将其保存到浏览器窗口的“
资源”
选项
卡或保存为 CSV 格式以便在电子表格中打开。关系矩阵的外观也可以通过
对元素进行排序、显示轮廓编号视图和隐藏包名来进行更改。这些项目可从
关系矩阵上的选项按钮获得。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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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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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属性
了解需求属性
需求属性介绍

(c) Sparx Systems 2022

需求属性定义关于需求的元数据，这对于管理需求很有用，以便为实施团队
确定优先级和定义工作包。所有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都有标准属性，例如
状态、作者和相，需求元素具有附加属性，例如难度和优先级。还可以使用
标记值创建用户定义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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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可以找到需求的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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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设计>元素>编辑>属性
元素上下文菜单:属性...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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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浏览器窗口上下文菜单：属性|属性...
需求属性的用途

属性定义关于需求的重要元信息，目的是提供数据来管理需求以进行优先级
排序，了解哪些是困难的需求，并通过使用状态来确定需求的生命周期来管
理实现包。

属性需求选项

Enterprise Architect为所有元素提供了广泛的内置属性，以及一些额外的需求
属性。如果建模者或团队需要其他属性，例如需求的波动性（稳定性），可
以使用标记值的通用UML扩展机制添加这些属性。

了解更多关于需求属性

(c) Sparx Systems 2022

Properties 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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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图表
了解需求图表
需求图表介绍

需求图直观地展示了需求如何相互关联以及与模型中的其他元素相关，包括
业务驱动因素、约束、业务规则、使用案例、用户案例、设计组件等。该图
是Enterprise Architect的扩展图类型之一。它提供了一个吸引人的需求图形表
示，对于习惯于使用基于文本的工具的需求分析人员来说，这将是一个受欢
迎的变化。
REQ023 - Store and Manage Books
A book storage and management
facility will be required.

This diagram shows a Use Case that
realizes a requirement. The realized
requirement is part of a hierarchy of
requirements expressed with the
Aggregation relationship. The Use
Case has an annotation under the
element indicating its package location
in the Browser window.

REQ027 - Add Books
A facility will be required to receive
and add books to the stock lists.

«realize»

Add New Titles

(from Manage Inventory)

在哪里可以找到需求图表

浏览器窗口
求

菜单： 添加图表：上下文菜单|管理 |全部显示蓝图|扩展|需

需求图表的用途

一种用法是显示需求如何在层次结构中连接在一起，或者更重要的是，显示
需求如何与其他元素相关联。有经验的建模师会在规范管理器中定义和管理
需求，然后用需求图来展示每个需求是如何与业务驱动因素因素等上游流程
要素，以及使用案例、用户案例、用户案例等下游流程要素相关联的。体验
设计和解决方案组件。

需求图表选项

可以更改图表的外观以适合观众，并且可以包含、隐藏或更改细节以确保图
表满足其主要交流目标。有多种选择，从创建手绘风格的图表到过滤图表内
容。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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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In Dia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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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生成器
了解场景构建器
场景生成器简介

在哪里可以找到场景生成
器

场景构建器用于定义一个用例的细节，包括定义详细描述、创建一个或多个
场景以及定义前置条件、后置条件和其他约束。可以记录一个用例的详细步
骤并将其链接到模型中的其他元素，然后这些可以生成为一个图表，提供该
用例及其场景的可视化表示。图表和文本可以同步，然后可以将各个步骤跟
踪到其他元素，例如将实现使用示例中指定的需求的用例。

>开始>应用> 编辑 > 职责 > 结构化场景
设计>元素>编辑>职责>结构化场景
元素上下文菜单：属性|职责 > 场景 |右键|加新：结构编辑器

场景构建器的用途

定义一个用例的细节以及它的场景和约束，可以用来代替传统的基于文本文
档的方法来定义使用案例。这确保了使用案例及其场景和约束的用例图和文
字细节都包含在同一模型中并且可以追溯。如果出于合同或流程原因需要文
档格式的使用案例，则可以使用内置文档引擎从模型中自动生成用例报告。

场景生成器的选项

Scenario Builder 可以被视为选项卡式或停靠窗口或元素的属性窗口。一个用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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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步骤，包括它的场景，可以从生成图表工具栏图标自动生成许多不同的
图表类型。

了解更多关于 Scenario
Builder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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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工具
基线工具
基线工具

在哪里可以基线工具

基线工具可以在某个时间点捕获快照需求，然后，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可以
将存储库与此（或另一个）基线进行比较，以确定发生了什么变化。任何数
量的基线工具都可以创建和标记，基线比较显示基线和模型之间的差异，以
还原模型的粒度级别的变化。

功能区：设计包>管理>管理基线>
键盘：Ctrl+Alt+B

基线的用途

工具基线

(c) Sparx Systems 2022

当遵循正式流程或要求作为需求的一部分时，基线也很有用，因为基线可以
在合同签署或要求相等重要里程碑时保留要求的快照。这也适用于迭代和增
量过程，例如敏捷方法，因为可以在 Sprint 之前甚至之后为需求设定基线。
当需求仍然不稳定并且需求的所有者仍在制定他们的需求时，可以创建基线
以在分析阶段的重要点拍摄相，例如在启发研讨会之后。
有几个选项可用于配置应用基线提供工具的方式；这些可从基线窗口上的
“
选项”
按钮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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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关于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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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窗口
了解可追溯性窗口
介绍可追溯性窗口

在哪里可以找到可追溯性
窗口
用途窗口的可追溯性

(c) Sparx Systems 2022

可追溯性窗口提供了元素连接的层次视图，允许追溯性作为模型中遍历的元
素进行可视化和查询。这个工具特别有用，因为建模者经常会选择隐藏图表
关系，但是通过在图表中选择一个元素并在可追溯性窗口中查看它的连接，
它的所有关系都会被显示出来。

开始>应用>设计可追溯性
元素关系的可追溯性窗口提供了与存储库中其他元素的连接方式的分层视
图，以及每个元素的类型。此窗口提供了所有关系的完成列表，这些关系无
法通过查看浏览器窗口中的元素看到，也可能不会出现在任何图表中。这对
于管理需求业务和跟踪需求与驱动因素因素等上游流程元素和组件等下游流
程元素的关系非常有用。这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使模型新手能够快速了解哪
些是重要且连接良好的元素。在你删除一个元素之前，你应该使用你现有的
模型可追溯性窗口来确保该元素的现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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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关于可追溯性窗
口

(c) Sparx Systems 2022

30 August, 2022
有一系列选项将可追溯性限制为指定的连接器类型；可以设置这些选项来改
变窗口中显示的内容。这些选项可从窗口顶部的工具栏中获得。

The Traceability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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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图表
仪表板图允许您创建高质量的图表和图形，以视觉上引人注目的方式显示存储库信息。此图是在Sparx Sparx
Systems Enterprise Architect中创建仪表板图的示例；它说明了图表中需求优先级的比率。
This diagram shows a Pie Chart element
depicting element priorities for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selected Package.
It provides a useful summary for a
Requirements Manager and is
dynamically updated when the priority
changes and the diagram is reopened.
A range of other pre-defined Charts and
user-defined Charts can also be added.
A filter has been added to exclude all
elements other than Requirements.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了一个预先配置的图表和图表的工具箱页面，但您可以自由地创建和保存任意数量的图
表，从存储库中的任何位置获取数据。图表提供了有价值的汇总信息，有助于需求管理。可以使用大量可用的
图表和报告元素轻松跟踪和记录高级报告和项目状态，这些图表和报告元素与模型内容和状态紧密相关。

了解仪表板图表
哪里可以找到仪表板图表

浏览器窗口 |右键单击包|添加

图表管理 |全部显示蓝图|扩展|仪表板

仪表板图表用途

仪表板图提供了丰富且易于理解的信息视图——例如系统特定版本中需求的
状态——可以在模型中打开或方便地直接复制到管理或项目团队演示文稿
中。它们对于规划迭代（例如敏捷冲刺）很有用，可以查看实施团队的需求
准备情况；例如，查看有多少百分比的需求已被批准并具有高优先级。

仪表板图表选项

工具箱方式进行配置，包括更改源、应用过滤器或修改图表的图表，如图所
示，可从图表的属性窗口使用 ' “
外观”
部分。

了解更多图表仪表板

(c) Sparx Systems 2022

·

Standard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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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概览
需求工程学科是任何系统开发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之一。无论是企业、商业、工程、实时、软件还是硬件系
统，需求的定义和管理对于任何努力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清晰而明确的需求说明将确保实施团队已定义问
题，从而为实施正确的解决方案提供最佳机会。 Enterprise Architect为需求分析员和经理配备了一套强大的工具
来应对这一重要挑战。
功能齐全的规范管理器，可以通过电子表格的形式输入、查看和管理需求，方便快速输入和编辑需求。需求属
性，包括标记值，可以在线编辑，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值。下列表。

需求可以在图表中查看并与其他模型元素相关，在规范和实施之间创建令人信服的跟踪表示。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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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competitive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traceability can be
used to keep track of how things
are related in the models, from
the highest level business goals
down through user
requirement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Use Cases. In
this diagram the user interface
screens and a Component show
how the Use Cases are realized.

(from Goals)

«trace»

REQ014 - Shopping Basket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 shopping Basket
facility that remembers the contents between
sessions.
(from Take Orders)

View Basket

BrowseCatalogue
«realize»

(from Browse Catalogue)

Add To Shopping Basket

View Shopping Basket

(from Take Orders)

(from Take Orders)

«trace»

«trace»

(from View Basket)

«trace»

BasketManager

requirements
Manages addition and deletion of items from the basket
and serializes contents between sessions.

需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管理，从使用项目甘图表图到显示属性的仪表板图表，例如一组需求的状态。

This diagram shows a Bar
Chart element depicting
element status for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selected
package. It provides a
useful summary for a
Requirements Manager
and is dynamically updated
when the status changes
and the diagram is
reopened. There are a
range of other pre-defined
charts and user defined
charts can also be added.

这些只是需求分析员和经理可以使用的一些工具。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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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需求
需求是必须满足A能力或条件，以确保解决方案满足其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关于究竟什么构成要求，经常存在
激烈的争论，一些支持者将包括诸如驱动业务驱动因素和政策以及业务规则等概念，而另一些支持者则对要求
有更严格的看法。此外，许多需求方法是以用例为中心的，仅在业务级别阐明需求，而其他方法则通过开发人
员所需的详细功能需求来扩充使用案例。敏捷等高度迭代的方法通常同时使用用户案例和需求，但将需求的细
化推迟到计划迭代（冲刺）。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通用工具来支持任何需求方法，并且可以使用内置类型或
使用定型元素和标记值来创建和管理任何类型的需求。

Requirements Diagram
Enterprise Architect allows you to document requirements graphically using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is available from the 'Requirements' Toolbox folder.
Using a Requirement element in the UML model, allows relationships to be drawn between
requirements. It also allows for direct traceability to other aspects of the model such as Use
Cases, Test Cases and other Analysis or Design elements.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can be used to model or document any requirements, ranging from
formal business requirements through to performance or security requirements.

REQ021 - List Stock
Levels

REQ019 - Manage
Inventory

Requirements can be grouped into
hierarchies effectively decomposing a
high level requirement. The UML
Aggregation relationship is typically
used for this purpose. Requirements
can also be nested in the Browser
window creating a tree of
requirements.

REQ023 - Store and
Manage Books

REQ022 - Order Books

REQ020 - Receive
Books

REQ027 - Add Books

Requirement Traces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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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级别和类型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需求，从高级业务需求到指定计算机算法或硬件设备的复杂部分的详细技术需求。还有类型
基于源的来源——比如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或者过程中的位置——比如过渡需求。对于究竟是什么构成需
求，经常存在混淆和争论，因此一些团队会将业务规则和策略定义为需求，而其他团队会将它们视为业务规
范。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流程， Enterprise Architect都允许分析师创建所有需求类型的复杂模型。

业务需求
业务需求是表达组织目标和期望结果的高级要求。它们经常被看不到如何实施的工程师认为是“
蓬松的”
，但如
果它们表达得当，它们可以分解为可衡量的陈述。它们通常由产品所有者或赞助商、营销部门或客户在商业案
例或其他声明中定义。他们试图阐明组织为什么在项目上花费金钱和资源。为此， Enterprise Architect在“需求
”
工具箱页面中提供了业务需求元素。

Requirement Traces
This diagram shows the traceability from a high level business requirement (goal),
to a user requirement, down to a functional requirement. The requirements can be
included on any diagram type to create expressive narratives of how the many parts
of the system ensure the requirements are met.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competitive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REQ012 - Provide Online Sales
«trace»

«trace»

REQ116 -The system must
email the client a copy of the
receipt

功能需求
功能需求是业务和技术团队之间的桥梁，它定义了系统必须为用户做什么，从而满足业务目标。一些方法论者
认为功能需求可以仅使用案例或用户案例来描述，但这似乎是一种纯粹的观点，在实践中似乎需要详细的文本
需求来描述架构师必须设计的内容和开发人员必须实施的内容. Enterprise Architect在“
需求”
工具箱页面上有一个
功能需求元素。需求工具箱的“
扩展需求”
页面还提供了架构需求。此外，还支持使用场景构建器对使用案例和
场景进行建模。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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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029 - Ship Order

REQ013 - Manage
Deliveries

REQ030 - Package
Order

REQ031 - List
Current Orders

This diagram displays a
group of requirements from
the same Package in the
Browser window except one
requirement with an
annotation underneath
indicating it is from a
different Package

REQ028 - Process
Order
REQ032 - Update
Inventory

(from Manage Inventory)
REQ033 - Retrieve
Books

利益相关者需求
利益利益相关者需求是利益相关者需求和期望的陈述，并描述了如果要满足业务要求则必须满足的特征。分析
师倾向于聚焦需求的功能方面，但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可能包括性能和可靠性以及各种其他非功能性需求。两者
都至关重要，并且作为定义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的前兆，设计者和实施者将使用这些需求来创建满足客户期
望的解决方案。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需求元素，它可以被定型为“
需求”
工具箱页面中的<<利益相关者要求
>>，用于此目的。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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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 Requirements
This diagram shows a number of stakeholders and their needs (requirements).
A stereotype has been created for the stakeholders, that has an alternate image assigned to it.
The requirements are displayed using a rectangular presentation style, so as to display the
stereotype <<stakeholder requirement>> in the diagram.

Operations
Manager

«stakeholder requirement»
REQ118 - The solution must reduce the
need for paper records to be created
and kept.

«stakeholder requirement»
REQ119 - The solution must comply with
enterprise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useability standards

Customer
Experience
Manag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takeholder requirement»
REQ120 - The solution must support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prescribed in the
global enterprise policies document

«stakeholder requirement»
REQ121 - The solution must result in
increased revenue in the second year of
operation

非功能需求
非功能需求和质量属性描述了系统在运行时的性能。这些通常定义或约束系统应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并包
括诸如性能如何、安全性、发生故障的次数以及扩展的难易程度等属性。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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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107 - Access to the secure site
must be no longer than 2 seconds
delay.
If any greater delay then there should
be notification to the user that the
process has been commenced.

The diagram shows how a high
level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can be broken down to two or
more requirements that are
detailed enough to be testable.
Double-click on the element to
view the detail or with the
element selected view the Notes
window.

REQ105 - Data access speed
There needs to be reasonable data
access speed on the Client side as well
as the staff user side of the application.
REQ106 - Retrieval of historic
information.
The system must be able to retrieve all
histor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deleted
transactions and their attachments
within the following ranges.
Importance High < 2 Minutes
Importance Medium < 15 Minutes
Importance Low < 120 Minutes

转移
需求
转移
需求定义将业务和系统从当前状态转变为未来状态所需的内容。它们定义了一种暂时的情况，一旦系统完全实
施，需求及其实施将不可见。它们定义了诸如数据的培训、转换和重新格式化以及业务和技术系统的并行运行
等内容。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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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需求的特点
系统中的错误和缺陷通常可以追溯到需求工程，并且文献经常提到与构建系统后纠正系统的高成本相比，纠正
需求的成本很小。因此，明确表达、管理和测试的需求对于任何系统开发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方便的需求检查清单元素，可从需求工具箱的“
扩展需求”
页面获得。
Requirements Checklist

REQ117 -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 mechanism allowing
student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tomic
Attainable
Cohesive
Complete
Current
Independent

This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a
Requirements Checklist that acts as
an indicator (check) to ensure the
requirement is compliant with best
practice. The check items are
editable and a general checklist
element is available that can be
used with any element.

Modifiable
Traceable
Unambiguous
Verifiable

检查清单可用于指示需求是否已准备好实施。

良好需求的品质
为了使一组需求有效，必须始终如一地、连贯地、明确地完成并全面记录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了一套广泛的特征和工具，用于帮助分析师生成高质量的需求集。
质量

描述

原子

要求应阐明单一利益相关者A需求或质量属性。当一个需求包含多个需求时，
就不可能独立地分析这些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通过允许建模者在浏
览器窗口中创建需求层次结构来提供帮助，这些层次结构可以分解为原子需
求。

可达到的

需求中指定的需求必须是可以实现的。如果需求无法实现，系统将无法交付
利益相关者所需的业务价值。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通过允许将每个需求跟
踪到实现元素（例如用例或部件）来提供帮助。关系矩阵可以用来快速识别
那些没有追溯到下级元素的需求。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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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Requirements
This diagram shows the expressive power of putting disparate elements onto a diagram.
It shows the tracea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layers of a system. The traceability can be from the
Requirements to the Use Cases that Realize them, to the logical Components that will
deliver the required functionality.

REQ019 - Manage Inventory

«realize»

Inventory Manager

Manage Titles

REQ032 - Update Inventory

«trace»

requirements
Provides servic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itles.

«realize»

有凝聚力的

作为一个集合的需求必须是一致的、有凝聚力的，并能表达系统的行为；必
须确定任何差距，并且必须解决需求之间的重叠问题。遵循需求流程将有很
大帮助，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许多功能，可以轻松保持需求的内聚性。可
以使用关系矩阵来识别缺失的需求，例如，利益相关者及其需求的矩阵将快
速识别没有需求的利益相关者。

完全

每项要求都必须充分描述将导致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必要功能或行
为。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帮助团队成员使用团队图书馆功能或讨论和审阅
窗口。一些分析师更喜欢将需求标记为需要完成，方法是在需求元素上附加
一个标签，例如“TBC”。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通过允许分析师在需求包中
搜索此标签并返回需要进一步工作的元素列表来提供帮助。也可以A此搜索设
置模型视图视图以填充视图。讨论和审阅窗口也很有帮助，因为添加的信息
不是需求本身的一部分，并且不会用不属于需求定义的文本污染需求的注
记。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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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必须是最新A并反映当前的知识和项目状态。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通
过允许对需求的来源进行建模来帮助分析师，并且需求本身可以追溯到这些
工件，因此当源发生更改时，可以找到所有受影响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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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Sources
This diagram shows an external document, "Online Bookstore Business Case", modeled as an artifact.
Requirements have been linked back to this artifact, to indicate that the source of the requirement is this
document. If the document is subsequently updated, the requirements derived from it are easily located.
The Business Case document artifact has a number of Tagged Values indicating properties of the
document.
Hyperlinks to external documents can be created by simply dragging and dropping a document file onto
a diagram canvas.

REQ118 - The solution must reduce the need for
paper records to be created and kept.

(from Stakeholders)

REQ119 - The solution must comply with
enterprise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useability
standards

Online Bookstore Business Case
tags
Business Owner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ategory = Strategic
The business case was written to present to the board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funding for this strategic
project.

«source»
(from Stakeholders)

REQ120 - The solution must support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prescribed in the global
enterprise policies document

(from Stakeholders)

REQ121 - The solution must result in increased
revenue in the second year of operation

(from Stakeholders)

独立的

需求应该是相互独立的，并且没有相互冲突或重申相同需求的重叠声明。
A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重叠，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但可以通过在层
次结构中创建需求并系统地工作来将其保持在最低限度。 Enterprise
Architect有许多特征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关系矩阵，这将有助于识
别重叠。实用且灵活的搜索函数也可用于识别重叠或冲突的语句。

可修改

这意味着可以更改需求而无需修改其他相关需求。它也适用于软件（系统）
需求规范，并要求它可以轻松更改。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帮助解决这两个
问题；通过搜索功能可以很容易地需求到自己，文字和属性也很容易改变。
系统需求规范是从模型中自动生成的，因此只需更改一个或多个需求并重新
生成文档即可对其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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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

需求是对特征或行为A规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常与利益相关者、业务
驱动程序和目标等上游实体以及使用案例和组件等下游实体相关。 Enterprise
Architect允许向任何方向跟踪元素，并提供许多有用的工具来可视化跟踪，
包括关系矩阵、可可追溯性窗口和需求图本身。插入相关元素功能可用于自
动构建跟踪图。

明确的

需求只能以A方式解释。模棱两可的需求可能导致项目延迟、超出预算或具有
错误的功能或行为。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通过使用 Discussion功能帮助分
析师记录有关需求的评论来帮助解决歧义。

可验证

A可以测试实施的系统或产品以确定已满足要求，则该要求是可验证的。能够
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知道必须运行测试来验证特定要求。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通过允许建模者将测试案例追溯到需求并以多种方式可视化它
们的关系来提供帮助，包括使用关系矩阵。测试结果也可以直接记录在
Enterprise Architect中。
«User Story»
As a Stock Control Manager I want to be able to list stock levels for a
selection of titles.
requirements
A user must be warned when the report generation time is going to be more than one
minute.
Back ordered titles must only be included in total when the available stock is zero.

Stock Control Manager

constraints
{The solution must use available Stored Procedures}
tags
Volatility = High
test scripts
System
Five non contiguous titles selected
No titles selected
Two titles selected one with no stock
maintenance
Task
Create application logic to display results in a table
Create table index to ensure fast retrieval of stock levels
Decide on Ux mechanism to multiselect a number of Titles

Pass
Fail
Deferred

New
Verified
New

This diagram shows an element with
a variety of compartments displayed.
This is useful when using diagrams to
communicate other information stored
in the repository. Enterprise Architect
has a large set of extra information
that can enrich the models and
provide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project managers and testing analysts
a place to store important project
information.

必要的

需求应该记录真正需要的能力或行为，或指定系统或产品应符合标准等约束
条件。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通过允许建模者将每个需求与其源相关联并使
用关系矩阵来提供帮助；没有源的需求将被明显识别为不必要或需要进一步
调查。

可行的

不能执行A要求将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将无法得到满足。最好尽快确定这
些需求，以免让需求所有者失望。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通过允许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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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师、设计师和开发人员使用讨论和审阅窗口讨论需求并确定其可行性来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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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需求的上下文
需求不会孤立出现，而是通常在一个或多个业务文档中上下文的业务问题或机会的时间段中定义或发现。这些
文档及其包含的信息可以包含在模型中，并为需求提供重要的锚点。

业务案例
业务案例是试图阐明启动项目的原因的高级文件或论据。它是一个工件的需求价值，因为它通常包含描述业务
驱动因素以及业务和技术风险的信息。它将上下文放在业务中其他功能的时间上，并在高层次上描述了解决方
案选项。这是一个重要的要求，应该作为一个源工件在模型中。

Requirements Sources
This diagram shows an external document, "Online Bookstore Business Case", modeled as an artifact.
Requirements have been linked back to this artifact, to indicate that the source of the requirement is this
document. If the document is subsequently updated, the requirements derived from it are easily located.
The Business Case document artifact has a number of Tagged Values indicating properties of the
document.
Hyperlinks to external documents can be created by simply dragging and dropping a document file onto
a diagram canvas.

REQ118 - The solution must reduce the need for
paper records to be created and kept.

(from Stakeholders)

REQ119 - The solution must comply with
enterprise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useability
standards

Online Bookstore Business Case
tags
Business Owner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ategory = Strategic

«source»
(from Stakeholders)

The business case was written to present to the board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funding for this strategic
project.

REQ120 - The solution must support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prescribed in the global
enterprise policies document

(from Stakeholders)

REQ121 - The solution must result in increased
revenue in the second year of operation

(from Stakeholders)

驱动因素与目标
驱动业务驱动因素和目标通常由高级战略思想家记录，例如业务或企业架构师。驱动因素定义对组织运营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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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资源、流程或约束，目标描述组织想要达到的位置.它们通常是企业级别的关注点，因此应该在单个项目
级别之上进行建模。它们通常存在于高级文档中，即使它们在组织级别没有明确表达，分析师也可以从以前的
项目文档（例如愿景文档）中挖掘它们，以及模型它们在企业包中的包之上存储库。

愿景与经营理念
业务案例描述了启动项目的商业原因，而愿景通常详细细节了机会或问题，描述了业务上下文、市场地位、关
键利益相关者和要求、解决方案选择和约束。愿景通常是在团队组建之前创建的，并且可以成为需求信息的重
要源。所需的系统功能通常使用特征来表示。

Enterprise Architect拥有广泛的工具和元素类型，可用于模型愿景的内容，包括用户、利益相关者、具有架构意
义的使用案例和需求约束以及部署环境。

政策与业务规则
政策是通常由治理机构定义和管理A高级原则或意图声明；企业规则是政策的实施。它们不是严格的要求，通
常是在企业级别而不是项目级别定义的，这有助于它们在多个项目中的重用。政策和业务规则可以使用定型需
求元素建模，业务和系统需求可以从单个项目中追溯到它们。与监管和安全要求有一些重叠，一些方法将其视
为企业规则的类型。 Enterprise Architect支持使用原型需求对Policy 和业务规则进行建模，同时还具有企业规则
业务建模能力，可以为多种语言创建可执行代码。

·

Enterprise Architect统一版和终极版中提供企业规则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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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Rules and Policies
This diagram shows the way that goals, policies and business rules can be
modeled using a stereotyped requirement element.
The policies express a guide that cannot be directly enforced while the business
rules act to enforce the policy.

«goal»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competitive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from Goals)
«trace»
«policy»
The bookstore will provide discounts to students to
encourage learning

(from Policies)
«enforces»
«business rule»
Any person studying who is under the age of 27 with student
identification is considered a student

(from Business Rules)
«trace»
«Functional»
REQ117 -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 mechanism allowing
student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from Take Orders)

利益相关者及其关注点
无论项目是否在运行，利益相关者通常都有相同的关注点。 A安全经理会关注敏感组织数据的脆弱性，顾客体
验经理会关注访问速度，首席财务官会关注投资回报。这些问题可以在企业级别建模，因为它们是通用的并且
独立于单个项目。它们将提供对项目级别需求的理解源，并将帮助识别需求环境中的差距。 Enterprise
Architect可用于使用原型模型类对利益相关者UML ，并且可以使用原型为利益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需求对这些高
级问题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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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 Requirements
This diagram shows a number of stakeholders and their needs (requirements).
A stereotype has been created for the stakeholders, that has an alternate image assigned to it.
The requirements are displayed using a rectangular presentation style, so as to display the
stereotype <<stakeholder requirement>> in the diagram.

Operations
Manager

«stakeholder requirement»
REQ118 - The solution must reduce the
need for paper records to be created
and kept.

«stakeholder requirement»
REQ119 - The solution must comply with
enterprise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useability standards

Customer
Experience
Manag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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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 requirement»
REQ120 - The solution must support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prescribed in the
global enterprise policies document

«stakeholder requirement»
REQ121 - The solution must result in
increased revenue in the second year of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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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图表
需求图是Enterprise Architect A扩展图类型之一。它允许分析师可视化需求模型，显示需求如何相互关联，以及
它们如何与模型中的其他元素联系起来，例如驱动业务驱动因素、约束、业务规则、使用案例和设计组件。需
求将是这些图表上的主要元素；它具有名称、描述和一系列属性（在某些文献中称为属性），例如状态、复杂
性、难度和作者。 Enterprise Architect被设计为一个灵活的工具，允许直接在存储库中创建需求而不使用图表，
但图表已被证明是表达需求在开发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有用工具。

示例图表
Requirements are defined using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To
view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a
Requirement, double-click on
the element to view the
properties. You can view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in the Notes
window.

REQ016 - Add
Users

REQ017 - Remove
User

REQ025 - Store
User Details

REQ011 - Manage
User Accounts
REQ018 - Report
on User Account

REQ024 - Secure
Access

REQ026 - Validate
User

需求工具箱
您可以通过将元素从图表工具箱的“
需求”
页面图表图表画布上来创建元素。连接器也可以从工具箱中选择并在
图表中的元素之间拖动或使用快速链接器。此表列出了“
需求”
工具箱中可用的元素，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可以
通过打开其他工具箱页面将其他元素（例如使用案例和组件）添加到图表中 - 单击使用以显示“
查找
Item' 对话框并指定元素名称。

工具箱

需求元素工具箱

(c) Sparx Systems 2022

Page 47 of 171

创建于 Enterprise Architect

需求模型

元素

30 August, 2022

用途

包

包是容器元素，可用于将需求和其他元素分组到集合中。它们本身不是需
求，而是充当分组机制；分析师应注意，该包不是一个高水平的要求。

需求

需求元素用于对系统必须具备的条件或能力进行建模。可以设置需求的类
型，但也有许多类型的需求，例如功能、用户和架构需求，可从工具箱的“
扩
展需求”
页面获得。它们可用于对一系列其他实体进行建模，例如基本原理和
假设。

特征

特征是系统必须满足其业务需求A特征或属性。它们通常是代表一组需求的高
级属性。

风险

A风险是一种可能导致系统中断、丢失或受损的情况。元素可用于模型技术和
业务风险，并且可以连接到一个或多个元素。

物件

对象对于在需求启发研讨会期间或在阅读项目文档时讨论的任何实体建模很
有用。形式上它们是类的实例，当进行分析时，域类可以从一个或多个对象
派生。

需求关系工具箱
您可以通过选择工具箱中的相应图标并在图表画布中的任意两个元素之间拖动或使用快速链接器来创建关系。
此表列出了工具箱的“
需求关系”
页面中可用的关系，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可以通过打开其他工具箱页面将其他
关系（例如复合）添加到图表中。

需求关系工具箱
连接器

使用

聚合

用于表明一个需求（菱形端）由另一个需求（尾端）组成。这允许创建需求
层次结构。

继承

用于表明一个元素（三角形端）是另一个元素（尾端）的更广义的版本。分
类器之间的关系是使用案例、类、工件和组件之间的关系。

联系

用于显示两个元素之间的语义或结构关系。

工具

用于表示模型元素实现需求。通常，架构师或设计师会使用它来指示需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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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需求将由系统中的特定模块、用例或部件来满足。

依赖

用于表示一个需求（尾端）依赖于另一个元素（箭头端）。

信息流

用于显示存储库中两个元素之间的数据流动。数据的类型可以表示为信息
项，可以从模型的任何部分中选择。它们可用于显示建议系统和供应商系统
之间的信息流动的需求，或表示两个组件必须通过特定协议进行通信的约
束。

跟踪

用于表示模型中的元素（尾端）比箭头末端的元素更精细。因此，用户需求
可以追溯到利益相关者需求或业务需求，

示例图表
示例图表- 层次结构
该图显示了如何将需求连接到层次结构中，从而允许将高级需求分解为可验证的需求。

Requirements Diagram
Enterprise Architect allows you to document requirements graphically using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is available from the 'Requirements' Toolbox folder.
Using a Requirement element in the UML model, allows relationships to be drawn between
requirements. It also allows for direct traceability to other aspects of the model such as Use
Cases, Test Cases and other Analysis or Design elements.
The requirement element can be used to model or document any requirements, ranging from
formal business requirements through to performance or security requirements.

REQ021 - List Stock
Levels

REQ019 - Manage
Inventory

Requirements can be grouped into
hierarchies effectively decomposing a
high level requirement. The UML
Aggregation relationship is typically
used for this purpose. Requirements
can also be nested in the Browser
window creating a tree of
requirements.

REQ023 - Store and
Manage Books

REQ022 - Order Books

REQ020 - Receive
Books

REQ027 - Add Books

Requirement Traces

示例图 -图表
图表
此图显示了需求如何连接到模型中的其他元素，显示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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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competitive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traceability can be
used to keep track of how things
are related in the models, from
the highest level business goals
down through user
requirement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Use Cases. In
this diagram the user interface
screens and a Component show
how the Use Cases are realized.

(from Goals)

«trace»

REQ014 - Shopping Basket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 shopping Basket
facility that remembers the contents between
sessions.
(from Take Orders)

View Basket

BrowseCatalogue
«realize»

(from Browse Catalogue)

Add To Shopping Basket

View Shopping Basket

(from Take Orders)

(from Take Orders)

«trace»

«trace»

(from View Basket)

«trace»

BasketManager

requirements
Manages addition and deletion of items from the basket
and serializes contents between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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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查看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复杂而灵活的建模平台，该工具为开发和管理任何领域中任何规模的项目并使用各种
流程提供了丰富的特征集。需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创建然后在一系列窗口和对话框中进行可视化，使开发和管
理它们以及在团队内部和与业务客户进行交流变得容易。

查看需求
功能

描述

规范管理器

以简单的文本格式显示需求（和其他元素类型），并帮助建模者创建、编辑
和管理这些元素。规范管理器将成为许多需求分析师的首选工具，因为它允
许建模者在熟悉的电子表格界面中工作，使用下拉列表编辑需求属性，例如
状态、优先级和难度，并添加注记无需绘制图表即可满足需求。

浏览器窗口

显示存储库的内容和结构，并允许在包、元素和图表的层次结构中查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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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一组需求等元素的排列，可以显示元素是在同一个包还是不同包。这是
一种呈现需求信息的有效方式，因为可以创建连接器来显示需求与存储库中
的其他元素（包括其他需求）的关系。
Target 1
Sou rce

2
3
4
oEn012-Pro... oEn014-Sh... oEn015-Pr...

1

2
oEn012-Pro...

关系矩阵

(c) Sparx Systems 2022

3
oEn014-Sh...

Aggregation

4
oEn015-Pr...

Aggregation

在水平轴上显示一组元素，在垂直轴上显示另一组元素，并带有指示它们是
否具有关系的标记和显示连接器方向的箭头。关系可以直接在矩阵中创建，
这些将显示在包含源和目标元素的图表。关系矩阵是快速可视化差距或缺失
需求的有用工具，对于可能不太熟悉需求图表表示和UML等正式语言的项目
经理和业务利益相关者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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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创建场景，如约束的用例条件和后置条件，以及使用细节的详细步骤。
它还可以用于创建行为图，允许将场景中的步骤可视化并用作连接器的目标
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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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窗口

用于根据元素与其他元素的关系显示元素的层次结构。而浏览器窗口将可追
溯性一个基于名称空间中包含的结构视图，而不管它们在存储库中的位置如
何，都可以显示相关元素。

图表列表

列出图表中的元素，根据您定义的设置进行过滤和排序；显示每个元素的所
有或选定的默认属性。可以在线编辑每个需求的属性，并且可以在图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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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建新的需求。

包浏览器

列出一个包中的元素，根据您定义的设置进行过滤和排序；显示每个元素的
所有或选定的默认属性。

检验员窗口的元素标签

显示选定元素的属性、标记值、约束、内部需求、关系、维护项、测试、项
目管理项、文件等。这是一种在一个地方显示此信息而无需打开其他窗口的
通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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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搜索

使您能够根据您使用的搜索条件在模型中定位一般需求或特定需求元素。

视图模型

使您能够维护到常用元素的链接，并通过所选图表的报告或幻灯片快速显示
（需求）包内容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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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发展
需求开发包括与发现、评估、记录、记录和验证特定项目或工作计划的需求相关的所有活动和任务。需求被发
现、分析、指定和验证， Enterprise Architect拥有广泛的工具和帮助需求分析员开发需求的特征。需求开发的核
心是规范管理器，允许分析员以电子表格格式以文本形式输入、查看和管理需求。

规范管理器可与图表、可追溯性窗口、讨论功能等其他工具平台配合使用。这些窗口提供了需求的其他视图，
让建模者和查看者深入了解需求与存储库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并提供通过规范管理器不可见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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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
启发是信息发现的过程，信息形成需求的前兆。这些信息通常是原始的并且通常是相的，并且直到执行了需求
分析才能从中得出真正的需求。启发将采取多种形式，并且需要分析师的所有技能来确定要检查哪些文档、工
具、人员和流程以发现信息。此表中列出了其中一些信息源位置。

需求信息的位置
需求不会在盘子上交给分析师，而是会在各种地方被发现，包括：通过观察利益相关者执行他们的工作、在业
务文档中和各种其他地方。
源

描述

观察用户

观察用户执行他们的工作是获取需求信息的有用方式，并且通常会揭示用户
访谈无法发现的细节。

业务文件

许多业务文件，如业务A 、愿景或运营概念源业务需求提供来源，应被发现
并作为需求来源。

利益相关者研讨会

让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参加研讨会是获取有助于需求定义的信息的有用且
富有成效的方式。通常会有丰富而有力的讨论，为得出需求提供基础。

当前系统问题

通常会有记录信息记录现有系统的错误、故障和问题，这将为更换系统的需
求提供依据。需要注意的是，从这些列表中得出的任何需求都归利益相关者
所有，并且有业务需要将它们包含在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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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观察
观察用户执行他们的工作是了解他们执行的任务以及他们如何使用信息和其他软件和硬件设备来实现结果的一
种有效且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即使支持计划系统的流程会有所不同，但对当前流程的观察将为讨论提供有用的
上下文。它还将帮助分析师与用户产生共鸣，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为发现潜在解决方案提
供基础。分析师经常会发现未提及的文件、清单和线索卡，这些有助于阐明流程。配备手机或相机，分析师也
可以为工作的用户拍照，这将有助于需求分析相。
Enterprise Architect支持建模者直接在模型中表示照片和扫描文档等文件，从而为工作中的用户创建丰富而富有
表现力的表示。可以将这些表示为单个键或选项（甚至可以使用工件启动文件）或使用超链接将图像本身包含
在图表中。

(c) Sparx Systems 2022

Page 59 of 171

创建于 Enterprise Architect

需求模型

30 August, 2022

利益相关者研讨会
需求分析师或业务分析负责引出需求的艰巨任务，这需要与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和分析团队）进行良好的沟
通。促进利益相关者需求的一种非常成功的方法是与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一起运行研讨会。分析师作为沟通
者、外交官和调解者的技能对于创建一个有利于探索利益相关者需求和关注点的协作和尊重环境非常重要。分
析师必须使用利益相关者理解的术语，并表现出理解或愿意学习构成领域的元素。
有时会出现一种误解，认为将阐明的是一组明确定义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输入到工具
中；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利益相关者通常会表达广泛的想法，包括政策、业务规则、数据定义、项目管理
约束、功能需求、业务需求、现有系统问题甚至建议的解决方案。即使使用外部顾问来运行这些会议，分析师
也没有时间对会议中的所有这些陈述进行分类。需要一种方法让负责记录语句的抄写员将它们放入工具中，而
不用担心正在记录什么类型的信息。将它们记录在工具中而不是在分析师的笔记本中潦草是最佳实践，因为它
允许它们在会议期间显示并且利益相关者可以看到彼此的评论。
Enterprise Architect有许多功能可以帮助这些研讨会。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是使用 MindMapping 图来记录涉众的
陈述，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因为它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方法，并且没有引入任何建模语言（如UML ）所附带的形
式。

由于发现了重要术语，因此可以将它们输入项目词汇中，即使没有时间讨论和辩论商定的含义，这些词也将作
为该领域重要实体的初始列表。或者，这些术语可以在域模型中创建，并通过描述术语之间重要关系的连接器
相互关联。
还可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建模，并且可以在图表中描述他们彼此之间的组织关系。这是一种有用的技术，可以
让关键利益相关者在模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获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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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Control Manager

Business Manager

This diagram show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stakeholders using an alternate
image. Using graphics on
diagrams tends to make the
diagrams more appealing,
particularly to high-level
business stakeholders. An
Alternate Image can be selected
by choosing this option from the
Appearance sub menu available
from the element Context Menu.

Process Manager

Operation Manager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T Manager

Development Manager

Finance Manager

Credit
Controller

思维图表图图
思维导图A用于记录利益相关者在启发研讨会期间的陈述。这些陈述没有分类，而是简单地记录下来，然后在
分析相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可以转换为适当的元素或保留下来，需求可以追溯到主题，从而有效地创建了需求
是如何需求的记录。这是一种有用的技术，它使利益相关者无需了解建模语言并允许他们专注于表达他们的需
求，它还使分析师不必担心使用哪种元素来模型陈述。这一步通常在需求的开发过程的分析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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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citation Workshops - Mind Mapping
This diagram shows the flexibility of Mind Mapping as a technique for recording needs elicited from stakeholders. It
allows the modeler to keep a record of the workshops right inside the model.
Once the analysis is complete, stakeholder requirements can then be linked back to topics in this diagram.
To create a new Mind Mapping diagram, from the 'Design' ribbon, select the option:
'Diagram > Add > Mind Mapping > Mind Mapping Diagram'.
Make sure that the perspective is set to 'All Perspectives' or select 'Strategy > Mindmap' in the Perspective combo box
and that the Mi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enabled in the MDG Technologies dialog.
MDGTechnologies

Payable Invoices need to be
electronic and if paper is
received we could scan it and
destroy the paper.

No Check Books

Emailed
Electronic
Receipts

Paperless Office

Stakeholder Needs for
Online Bookstore

Day One
Functionality

Inventory
Management

The new system must be able to ensure
that we have the right stock levels in
preparation for peak period orders - but
not be over-stocked.

We should just
buy an off the
shelf solution

We need to be able to track the batch in
which a book was received. The current
system can't do this and it means we can't
identify the transport company involved
when a book is damaged.

词汇表
在研讨会之前，分析师可以使用从阅读项目文档（例如业务案例或愿景文档）中收集到的现有术语及其含义来
填充项目词汇。在研讨会期间，随着新术语的发现，可以将它们添加到词汇表中，并且可以讨论和输入它们的
定义，也可以推迟到分析阶段的相。

领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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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模型A作为与许多利益相关者讨论的指导模型，理想情况下，应在任何研讨会开始之前创建骨架模型。域
模型应该保持简单，域元素应该有一个名称和描述或责任，并且最初应该在元素之间建立重要的连接。随着研
讨会的进行，新的元素将被发现并可以直接添加到模型中，从而使利益相关者相信他们的需求和关注得到了很
好的解决和管理。 Enterprise Architect允许使用UML类图创建域模型。

Domain Model
The Domain Model is a useful mechanism for recording and defining business terms that are identified during
Requirements analysis. It provides a single definition of the ter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hat can be referenced from
anywhere within the model.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a Domain model is that the terms are modeled as Class elements, which can be
linked to other elements within the Domain model itself or to elemen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model. They can be used
on any number of diagrams, and they can be displayed as a list, using the Package List window.
It is also possible to create hyperlinks within the Notes text of Requirement elements that link directly to relevant
Domain elements.

ShoppingBasket

Account
+
+
+
+
+

+basket

billing address: string
closed: boolean
delivery address: string
e-mail address: string
name: string
+account

1

+order
Line Item
+

quantity: integer

0..*

+
+
1
+

+
1 +

date: date
order number: string

+trans

1..*

0..*

date: date
delivery instructions: string
order number: string
1

1

+status

1

«enumeration»
OrderStatus

Stock Item
+

0..*

+history

Order
+item

1

+item

Transaction
+account

catalog number: string

literals
-

Attributes
new: int
packed: int
dispatched: int
delivered: int
closed: int

讨论
讨论和审阅窗口是一个方便的功能，允许对元素进行评论，而不会污染注记，讨论最终不会有助于模型的完整
性。建模人员经常将注记放在图表上或在元素注记字段中写问题，这些会分散注意力，在从模型生成正式文档
时必须将其删除。讨论和审阅窗口允许建模者发起讨论和其他人回复。这是讨论需求的完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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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和审阅窗口方便地显示存储库中所有元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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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对开发需求有广泛的支持，并为此提供了许多专门的工具。与所有模型内容一样，鼓励建模
者在开始创建新需求之前检查需求是否已被其他else输入到存储库中。需求也有可能已经在另一个工具（例如电
子表格）中定义，并且可以导入Enterprise Architect而无需手动创建每个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两个需求
点；它们可以在模型中创建为将出现在浏览器窗口中的元素，也可以在另一个元素中创建为内部需求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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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和内部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支持任何类型的需求过程，并允许将需求定义为模型中的元素。这些称为外部需求，但
该工具还允许为特定元素定义需求，这些称为内部需求。想要定义用户需求（例如系统必须允许更新公交时刻
表）的分析员会使用外部需求。想要描述元件应如何表现A部件者将使用内部需求来表示部件，例如编辑器必
须支持统一码。分析师和开发人员之间经常会争论需求应该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而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了
一种功能，可以将内部需求转移到元素的外部。当它们被移动时，它们仍然与原始元素相关联。

创建外部需求
需求分析师通常来自不同的背景，并且通常对他们想要的工作方式有偏好，因此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了多种
创建和管理需求的方法。外部需求需求将出现在浏览器窗口中，可以添加到图表中，并作为具有自己属性的单
独元素查看。

创建外部需求的方法
方法

描述

使用规范管理器

使用上下文菜单并选择“
添加加新元素”
将导致在网格中创建一个新元素，以
便添加细节

将工具箱项拖到当前图表
上

将显示的工具箱页面中的项目拖放到当前图表上将导致元素被添加到图表
中。

直接在浏览器窗口中

在浏览器窗口中，选择要插入的元素的位置，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新元
素”
工具栏选项或“
添加元素”
。

直接在一个包列表中

右键单击窗口主体显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
新建元素”
；该元素将被添加到列
表中。

直接在一个图表

在寡妇的正文中右击显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
新元素”
；该元素将被添加到列
表中。

从各种来源导入

Enterprise Architect支持从外部来源导入需求的多种方式。

将内部需求移到外部

在元素内部定义的需求可以移动到建模者指定的位置外部，从而创建一个新
的元素。

注记
默认情况下，内部需求不会显示在图表上；为确保它被显示，您必须将隔间设置为对单个元素或图表上的所有
元素可见。

创建内部需求
内部需求可以从元素的属性表中创建。本节介绍如何执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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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内部需求
节

行动

1

选择包含内部需求的元素，然后打开该元素的 Responsibilties 窗口。

2

选择需求部分，将显示需求面板。

3

在“
需求”
字段中输入需求的名称，在注记字段中其它任何详细信息。可以添加其他属性，例如状
态和优先级。

4

选择“
保存”
以保存需求。需求将被添加到元素中，并显示在窗口的底部。重复上述步骤输入另一
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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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规范管理器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功能丰富且功能齐全的工具，称为规范管理器，用于创建、可视化和管理规范，这对
于处理需求特别有用。需求分析师来自不同的背景，并且通常对他们的工作方式和工具有强烈的偏好他们更喜
欢使用，因此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适合各种工作风格的功能。一些分析师更喜欢使用元素并可以使用图表界
面；其他人更喜欢使用层次结构，因此他们可以在浏览器窗口中工作；但是对于那些喜欢通过库表和电子表格
等界面处理文本的人来说，规范管理器将是他们的首选工具。

当您在规范管理器中创建、删除或更新元素时，它们会在浏览器窗口和元素出现的任何图表中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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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属性
需求开发和管理对于任何项目的成功都至关重要，需求的属性对于优先级以及在实施或开发团队中详细阐述和
使用它们的方式很重要。所有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都有标准属性，例如状态、作者和相，但需求元素具有附
加属性，例如难度和优先级。一些需求流程会指定特定的属性，例如拥有着和波动性（稳定性），这些可以通
过使用可以应用于每个需求的标记值来配置。需求的“
注记”
字段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通常包含系统必须如何
运行或执行的正式和合同描述。

访问
在图表或浏览器窗口中，选择一个元素并：
功能区

设计>元素>编辑>属性

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元素|属性

键盘快捷键

Alt+Enter

其它

双击元素

使用到
·
·
·

文件要求
设置类型、难度、优先级等需求属性
设置需求和其他模型元素属性的其他元素属性

参考
字段
简短描述

行动
需求的名称，可能包括编号、自然语言描述或其他一些正式规范。
如果您为需求设置了自动名称和计数器并且它们处于活动状态，并且您在此
字段中已经有一些文本，它将被自动计数器文本覆盖。

别名

用于此要求的替代名称（别名）。
如果您设置了别名自动命名和自动编号，并且该字段中已经有一些文本，则
会被自动计数器文本覆盖。

状态

此要求的当前状态。

困难

估计满足此要求的难度；选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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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要求相比，满足此要求的相对重要性；选择：

·
·
·

低的
中等的
高的

作者

创建此需求的建模者。

关键词

A组用户定义的词，可用于索引或定义此要求的主题。

类型

此需求的类型，通常用作需求的类别。可能的值在常规类型窗口的“
需求”
选
项卡上定义。
此字段显示单个值。如果需要，您可以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不同的值。
但是，请注意，您可以为该字段定义多个值，包括您创建的或在集成或导入
的MDG技术中使用的原型。您可以在“
构造型”
字段中使用所选需求元素的属
性窗口来分配这些多个值。
这对“
类型”
字段有两个影响：

·

字段中显示的值可能已在属性窗口中设置，并且可能不会显示在下拉列
表中（如果它是构造型而不是通用类型）

·

如果从“
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的值，则仅更改多个值中的第一个（显
示在字段中的那个）；您不会更改任何其他保持设置的多个值

相

此要求的项目相。

版本

此要求的版本。

最后更新

只读字段，指定上次更改此需求的时间。

已创建

只读字段，指定首次创建此需求的时间。

注记

此要求的描述，通常提供对要求的更详细说明。一些需求流程规定只提供需
求声明，在这些情况下，“
注记”
字段将保持空白。新手建模者有时会错误地
使用该字段来进行分析师关于需求的讨论；最好将此评论输入到专门构建的
讨论和审阅窗口中。

注记
·

在需求管理工具和文本中，需求的特征通常称为“
属性”
；然而，在UML中，“
属性”
一词指的是不同类型的
特征，需求特征被定义为属性——在本Enterprise Architect文档中，使用了“
属性”
一词

·

在一个项目中，可能需要在需求中定义比标准属性提供的更多信息，并且标记值可用于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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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编码需求状态
需求状态是项目经理和其他团队成员的重要属性。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了一种在图表中将每个需求的状态显
示为颜色代码的方法。颜色代码充当引人注目的视觉提示，允许团队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快速查看一组需求
的状态。颜色代码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预先配置，但可以定制以适合任何团队，包括删除或添加其他代码以
及更改现有代码的颜色。默认颜色代码为：

·
·
·
·
·

黄色表示提议
蓝色表示已批准
绿色表示已验证
橙色为强制性
黑色表示已实施
REQ016 - Add Users

REQ017 - Remove
User
REQ011 - Manage
User Accounts
REQ018 - Report on
User Account

This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the color code bar indicating the
status of the requirement. It is a
handy visual cue that is useful in
workshops and printed material
to convey the status of a series
of requirements in a diagram.
The status codes and the colors
are completely configurable and
a legend can be placed on the
diagram to convey their
meaning.

Legend
Validated
Proposed

REQ024 - Secure
Access

Approved
Implemented

建模者可以A在“
首选项”
对话框的“
对象”
页面中更改此设置来选择是否在存储库中的图表上显示状态颜色代码。

访问
功能区

>开始>应用程序>首选项>首选项>对象>在图表上显示状态颜色

启用颜色编码要求
节
1

行动
选中“
在图表上显示状态颜色”
复选框以启用需求状态以在图表中通过颜色编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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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属性上显示图表
图表是A有效的沟通方式。对于许多利益相关者来说，这将是查看存储库内容的首选方法，并且每个利益相关
者通常都希望查看不同的信息。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允许建模者定制图表中显示的内容。
这包括是否显示一个需求的详细注记记录、以标记值表示的扩展属性、约束、测试细节等。此特征不仅可用于
需求，而且可以与存储库中的任何图表object一起使用。定制可以发生在两个级别：

·
·

自定义图表中各个元素的显示内容
自定义图表中所有元素的显示内容
REQ021 - List Stock Levels
tags
Volatility = Medium
A facility will exist to list current stock levels and to
manually update stock quantities if physical checking
reveals inconsistencies.

自定义图表中显示的内容
行动
自定义可见隔间

描述
默认情况下，需求的扩展属性、注记和其他元素信息不会显示在图表中，但
在图表元素中显示这些信息会很有用，尤其是在进行需求研讨会或创建文档
时。 Enterprise Architect支持元素隔间，图表元素中可以显示任意数量的隔
间，包括注释属性注记、标记值（扩展）、约束、测试和维护项，如特征、
修改、文档、问题、缺陷和任务。
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

要在图表中的所有元素上显示附加隔间，请双击图表背景并选择图表“
”
对
话框的“
属性”
选项卡；选择要显示的每个隔间的隔间复选框，然后单击确
定按钮

·

要在图表中的特定元素上显示附加隔间，请从元素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隔
间可见性”
选项；选中每个隔间的隔间复选框以显示在“
隔间可见性”
对话
框的“
显示元素隔间”
面板中，或在“
元素注记注记面板中选择注记并单击
确定按钮

然后在图表上的需求元素中显示额外的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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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Story»
As a Stock Control Manager I want to be able to list stock levels for a
selection of titles.
requirements
A user must be warned when the report generation time is going to be more than one
minute.
Back ordered titles must only be included in total when the available stock is zero.

Stock Control Manager

constraints
{The solution must use available Stored Procedures}
tags
Volatility = High
test scripts
System
Five non contiguous titles selected
No titles selected
Two titles selected one with no stock

Pass
Fail
Deferred

maintenance
Task
Create application logic to display results in a table
Create table index to ensure fast retrieval of stock levels
Decide on Ux mechanism to multiselect a number of Titles

在图表中显示构造型

New
Verified
New

This diagram shows an element with
a variety of compartments displayed.
This is useful when using diagrams to
communicate other information stored
in the repository. Enterprise Architect
has a large set of extra information
that can enrich the models and
provide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project managers and testing analysts
a place to store important project
information.

默认情况下，需求构造型不会显示在图表中。 Enterprise Architect允许建模者
以显示原型和图标的矩形符号显示元素。可以使用元素上下文菜单的“
外观|使
用矩形符号”
选项为单个元素显示它们。
如果元素状态颜色被配置为显示在图表中，状态颜色将显示在元素右上角的
需求图标中。

User Stories
User Stories are useful 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describing user Requirements. They are
typically used as part of an Agil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provide a simple but clear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user does or needs to do as part of the role they perform.
A User Story can be created using the stereotyped Artifact available from the Artifact Toolbox
page, or as a stereotyped Use Case.

This diagram shows how a User Story can be modeled using a stereotyped Use Case.
This allows the User Story to be described and to show the connection to a Persona.

«User Story»
As a Stock Control Manager I want to
be able to list stock levels for a
selection of titles.
Stock Control Manager
«trace»
REQ021 - List Stock Levels
A facility will exist to list current stock levels
and to manually update stock quantities if
physical checking reveals inconsistencies.

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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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表级别自定义显示时，这些设置将优先于元素级别设置
当显示在要求级别定制时，显示的注记文本的长度可以进一步定制为特定数量的字符，并且可以设置格式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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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需求
需求分析师A工作日程很忙，从运行利益相关者研讨会到筛选项目文档和更新项目经理与需求开发的状态，因
此通常欢迎任何节省时间和更有效地工作的机会。分析师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当源文档通常采用多种格
式和工具时，如何获得一个中央需求存储库。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系列从不同来源导入需求的机制，包括：

·
·
·
·
·
·
·

Enterprise Architect模型使用复制和粘贴
基于文本A文档，例如文字处理器文件
可以从电子表格或类似工具导出A CSV 文件
从另一个模型导出的 XMI 文件
Rational Doors 需求管理工具
任何文件源使用脚本处理文件
具有需求记录A可重用资产服务器

导入需求
导入需求by Copy and导入模型粘贴
导入模型粘贴
这种创建需求的方法允许您通过简单地打开两个模型并将元素从一个模型复制到另一个模型来从另一个
Enterprise Architect模型复制它们。您可以在同一个包中复制多个元素，或者，如果更容易，您可以复制整个包
及其包含的所有元素。当您复制元素时，它们将被创建为目标模型中的新元素，并将被分配新的 GUID。
节

行动

1

使用浏览器窗口选择单个需求或多选同一包中的多个需求，然后右键单击以显示上下文菜单。

2

选择：

·
·

对于单个需求或需求的完成包，'复制/粘贴|复制到剪贴板 |复制的完整结构'选项
对于选择的要求，“
复制到剪贴板 |复制的完整结构'选项

Enterprise Architect将元素复制到剪贴板。
3

在浏览器窗口中选择目标位置，右击显示上下文菜单。

4

从时间菜单中选择“
复制/粘贴|粘贴元素从上下文”
（或者，如果合适，选择“
剪贴板中的粘贴包
”）。
Enterprise Architect在目标位置创建新元素，为元素分配新的 GUID。

从文本导入需求
当团队没有配备专门构建的需求建模平台（例如Enterprise Architect ）时，通常使用文字处理器和其他文本工具
来开发需求。到达启发研讨会并发现客户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拿着一份文件说他们已经开始记录他们的要求是很
常见的。幸运的是，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方便地导入这些需求。这个过程通过将文本标题转换为元素的名称
并将标题下的文本转换为元素的注记，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创建了一个新元素。您可以使用此方法生成任何
类型的元素；但是，它对于从需求规范文档中导入需求特别有用。如果有大量需求，可能更适合使用脚本方法
导入需求，或者如果它们在一个表中，则将它们导出到电子表格并使用 CSV 导入机制。

从文本导入需求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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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1

确保您打开了需求图表。

2

打开包含要从中生成需求元素的文本的文档文件（可以在任何常用文本编辑工具中打开）。

3

突出显示所需的标题和相关文本并将它们从文本文件拖到图表中。
显示“
工具箱快捷方式”
菜单。

4

浏览菜单并选择相关的元素类型，在本例中为需求。 （如果您拖到的图表不是需求图表，则必须
导航到需求。）

5

Enterprise Architect在图表中创建需求元素，并显示“
属性”
对话框，其中“
名称”
（或等效）字段中
的部分标题和“
注记”
字段中的文本；该元素也被添加到图表的父包或浏览器窗口中的元素中。

从 CSV 文件导入需求
电子表格通常是分析师将用于需求开发的默认工具，当他们没有配备更复杂的工具（如Enterprise Architect ）
时。因此，很常见的情况是，在安装Enterprise Architect之前，包括客户在内的许多团队成员已经将需求输入到
电子表格中。幸运的是，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导入此类需求的内置功能，以便可以在专门构建的需求建模平
台中对其进行管理，并且可以停用电子表格。电子表格中的列通常包含需求的名称、描述和附加属性，需要使
用规范映射到Enterprise Architect中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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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功能区

发布 > 交换 > CSV >导入/导出模型

从 CSV 文件导入需求的步骤
节
1

行动
包默认为在浏览器窗口中选择的用于导入需求的包。如果要更改此包，请使用
包。

图标浏览新

2

在“
规格”
字段中，单击下拉箭头并从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规格。或者，单击编辑/新建按钮创建一
个新的。

3

在“文件”字段中，输入或浏览包含要导入的需求的源CSV 文件。

4

单击“
导入”
单选按钮。

5

点击运行按钮导入需求。导入进度显示在“
进度”
面板中。

来自
来自XMI的导入需求
的导入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支持由物件管理组 (OMG) 管理的 XML 元数据交换 (XMI) 交换格式，并提供交换模型或模型
片段的便捷方式。为一个系统开发的需求适用于另一个系统是很常见的。对于非功能性需求尤其如此。每个项
目通常都需要一组独特的需求，这些需求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因此最好将这些需求从一个模型导出并导入另一
个模型。 XMI 为此提供了合适的交换格式，XMI 可以轻松地从一个模型中导出并导入到另一个模型中。

访问
在浏览器窗口中选择你的目标包，然后：
功能区

发布>模型交换>导入包>从Native/XML文件导入包

键盘快捷键

Ctrl+Alt+I

从 XMI Steps导入需求
导入需求
节
1

行动
在浏览器窗口中选择要插入内容的位置，然后访问“
从 XMI导入包”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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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导入的 XMI 文件的文件名，然后选择适当的选项。

3

点击导入按钮导入包
Enterprise Architect将提示您确认导入；点击是按钮 导入文件。
如果有未保存的图表，系统将提示您在继续之前保存图表。
如果模型中存在导入文件中的任何元素，您将收到警告，除非您选择“
移 除 GUIDs ”选项，否则将
无法导入文件。

从任何格式导入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从多种文件格式中导入需求，但有时源文档中需求的结构或需求的数量会使使用这些内
置机制之一变得困难。幸运的是，可以使用核心产品中提供的方便灵活的脚本功能从任何文件格式导入需求，
或者通过开发插件
.

从 Rational Doors导入需求
导入需求
Doors 的模型驱动生成 ( MDG ) 技术在Enterprise Architect和 IBM Rational软件架构师（以前称为 Telelogic）
DOORS之间提供了一个轻量级的桥梁。这允许分析师将需求从 Doors 导入到Enterprise Architect存储库中，并使
它们与 Doors 保持同步。需求的整个层次结构将被导入，个别需求可以链接到模型元素，例如使用案例和组
件。 Enterprise Architect模型可以通过重新导入需求与 Doors 同步。任何删除的项目都将添加到“
垃圾桶”
包中，
但不会从模型或图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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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外部
Enterprise Architect中的元素可以具有定义元素必须完成的内容的内部需求（职责）。这些可以重叠或重复系统
一般必须满足的更正式的需求，因此建模者可以决定将元素的内部需求变成外部需求元素。通常这样做是为了
允许许多元素实现需求中表达的需求。这可以使用“
移动外部”
函数来实现。

访问
在图表或浏览器窗口中，选择一个元素并：
功能区

设计>元素>职责>需求

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元素|属性|岗位职责 >需求

键盘快捷键

Alt+Enter >需求
Shift+Alt+R

其它

双击元素>需求

将元素的内部需求更改为外部元素
节

行动

1

右键单击内部需求以更改为外部需求。
显示A简短的上下文菜单。

2

单击“
移动外部”
菜单选项。
将显示“
查找包”
对话框。

3

找到并点击包以放置新的需求元素。

4

点击确定按钮。
在目标包中创建了A新的需求元素，具有从当前元素到需求的实现连接器。
在“
属性”
对话框中，需求现在在“
外部”
列中标记为“
是”
，并且对话框字段被禁用。要编辑其详细信
息，请双击需求。需求元素自己的“
属性”
对话框显示。

注记
·

当一个内部需求变成一个外部需求元素时，它仍然可以从元素内部看到；外部需求的任何变化都将反映在
内部需求中，反之亦然

·

当一个内部需求变成一个外部需求元素时，“
稳定性”
字段及其对内部需求的值被翻译成外部需求中的稳定性
标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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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需求
记录需求Types
Enterprise Architect支持广泛的元素类型，除了各种标准定义的元素之外， Enterprise Architect还添加了一系列可
用于记录各种需求类型的扩展元素。创建或打开需求图时， Enterprise Architect将显示需求工具箱，其中包含许
多标准和扩展需求元素。可以将这些元素拖放到图表上以创建新元素，包括充当需求元素和特征风险以及物件
元素容器的包。

扩展需求
还有一组方便的扩展需求，可用于模型从功能、业务和用户到架构和非功能需求的各种图表类型。这些预先配
置了标记值，允许您指定要求的附加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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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需求发展分析相确保在启发相发现的需求得到正确表达，具有正确的属性格式、细节层次，并形成一个有凝聚
力和正确的集合。由于引出的来源和方法不同，在引出相记录的需求将需要一些按摩和平衡——例如发现重复
或重叠的需求或分析师遗漏记录一个人的担忧是很常见的或更多利益相关者。关系矩阵和可追溯性窗口等工具
将揭示需求的遗漏和问题。讨论和审阅窗口和聊天和邮件窗口 - 结合了模型邮件文件功能- 还提供了与其他团队
成员讨论需求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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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记录需求的模型
需求工程学科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交流知识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对问题和建议的解决方案有清晰明确的理
解。这可能具有挑战性，因为利益相关者通常跨越组织边界，并且具有从高级业务主管到低级工程师的无数背
景。这种异质的受众将需要各种通信设备，以确保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并理解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是
一个建模平台，具有大量工具和特征，几乎可以以任何方式用于模型需求。这些包括建模利益相关者、需求、
用户故事、用户界面和广泛的其他模型。

需求型号
模型

描述

文字需求

文本需求可以使用需求元素建模，用户可以选择使用文本工具（如规范管理
器）中的元素，直接在浏览器窗口中的层次结构中，或在图表中可视化。需
求元素可以连接到其他元素来描述需求层次结构，或者连接到业务目标或使
用案例和用户接口模型。通过规范管理器， Enterprise Architect允许建模者在
文本工具中创建、分析和管理需求，这类似于在电子表格中工作，但通过让
分析师访问其他模型（包括词汇表和领域模型）更有效。

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可以使用UML类建模，并且可以添加描述利益利益相关者的描
述。利益相关者可能是需求工程学科中最重要的实体，在模型中创建元素来
表示它们允许他们用作需求和业务规则的所有者。它们可以放置在图表上，
使它们在启发和优先排序研讨会中可见。

词汇表

可以A项目词汇创建和管理词汇表，确保在模型中可以访问重要的项目和领域
术语。这些术语可以插入到包括用例和用户故事描述在内的元素的注记字段
中。

使用案例

使用案例可以在用例图中建模，并且可以连接到一系列其他元素，包括用户
界面模型、用户需求和组件。使用案例可以通过仅完成描述来保持轻量级，
或者可以使用场景构建器工具对其进行全面修饰。使用案例通常会给需求分
析师带来问题，因为图表通常是在图表工具中绘制的，而文本是用文字处理
器编写的，因此其他模型元素无法访问。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的 Scenario
Builder 可以在建模工具内的用例本身内完成用例描述。该工具还可以从模型
中自动生成代表使用用例场景的行为图。

用户案例

用户案例可以使用刻板的用例元素进行建模，故事的文本可以在描述字段中
完成。用户和角色也可以被建模并与故事相关。 Enterprise Architect允许建模
者以文本形式或图表的形式处理故事。可以添加功能需求以准备提交给开发
团队进行迭代，并且可以在用户故事内部或外部对其进行管理。

领域模型

可以使用UML类图对领域模型进行建模。业务领域中的重要实体可以被记
录、详细并与其他元素相关联。在项目早期创建领域模型有助于利益相关者
了解领域中的所有重要实体，并且这些模型可用于生成数据字典。可以将领
域元素创建为文本需求陈述中的链接，从而创建便于沟通和理解的清晰模
型。

进程模型

业务流程是记录企业活动的有用方式，包括触发它们发生的事件、产生或消
耗的信息、结果和执行工作的角色。 Enterprise Architect支持可用于此目的的
BPMN、 UML和 SysML活动图。

故事板

可以使用图表中的图形元素对故事板进行建模，并且可以创建幻灯片来浏览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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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框

线框可以使用线框图建模，它内置支持流行的手持设备，如 Apple 和 Android
手机和平板电脑，也可以建模对话框窗口和网页。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的
Wireframing 工具，分析师可以创建应用程序内容排列的有效模型，描述界面
元素和导航机制。分析师和经验丰富的设计师通常与其他学科隔离工作，但
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 ，可以在与其他需求模型相同的工具中创建和维护模
型，从而允许在其他元素与在线中的控件和内容之间创建线框。

用户Profiles和角色

用户Profiles和角色可以使用原型参与者元素建模，允许添加描述角色的描述
和属性。

系统事件和响应

系统A会响应许多事件，并且还可以负责创建事件，例如发出警报或发送数据
流。这些可以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使用 BPMN 或UML和 SysML活动图进
行建模。

系统接口

系统接口可以使用提供的和需要的接口和端口图来部件，该图描述了软件或
硬件系统如何与其他系统交互或系统的内部组件如何通信。 Enterprise
Architect对建模接口和错误代码以及其他可以建模的行为有丰富的支持。这
些接口可以链接到数据定义和应用程序接口（API）规范以及一系列模型元
素，包括使用案例和需求。接口可以添加到系统需求规范等文档中，并且可
以从模型中自动生成该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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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编号
需求是问题（或机会）定义的基础，解决方案必须追溯到这个定义。

需求名称和描述
有许多用于命名需求的方案， Enterprise Architect足够灵活，可以支持任何使用的方案。您可以在两个位置向需
求添加文本信息：元素名称，限制为 255 个字符，以及“
注记”
字段，实际上没有限制。一些方案指定输入一个
单一的需求定义，不需要注记。其它方案规定了一个简短的名称，并指定用详细的文本阐明需求。如果不使用
注记，通常的做法是使用某种类型的编号系统，以便可以明确地引用需求。

当出现在图表中时，默认情况下会显示名称，但建模者可以选择显示包括注记在内的许多需求隔间中的任何一
个。这种技术创建了富有表现力的图表，揭示了需求的细节并帮助读者或审阅者更全面地理解需求。

Target 1
Sou rce

2
3
4
oEn012-Pro... oEn014-Sh... oEn015-Pr...

1

2
oEn012-Pro...
3
oEn014-Sh...

Aggregation

4
oEn015-Pr...

Aggregation

顺序编号
良好的实践通常建议需求在创建时给出一个序列号，以便在利益相关者研讨会、变更请求、与系统集成商或实
施团队的对话中提及。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名称通常很笨拙并且容易出错，因此首选顺序号。为此，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名为自动名称和计数器的功能，可用于为包括需求在内的任何元素类型分配序列号。它包括一
个前缀定义、一个计数器和一个后缀定义，允许创建诸如“
REQ007 - Manage Inventory”
之类的数字。这些可以进
一步细化为编号系统，例如此架构要求：“ARR134 - 内部组件接口的有效负载必须使用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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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器添加到名称中，并显示在存储库的所有视图中，包括浏览器窗口、关系矩阵、搜索结果和图表。

编号层次结构
当在文字处理器中编写需求时，它们通常使用称为大纲编号的编号方案，该方案为第一级标题分配一个编号，
例如：“4 库存需求”
，然后通过添加句点和编号等方式对子标题进行编号作为'4。 1库存水平'，然后再次下降另
一个水平'4。 1 . 1列出库存水平。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称为级别编号的功能，它将分层编号应用于包中的
元素。这是一个有用的机制，显示在多个位置，包括浏览器窗口、规范管理器、图表列表和包列表。但是，必
须记住，如果包中元素的顺序或级别发生更改，则将根据其新位置为其分配新编号；如果需要不可变的数字，
这使得这种机制不适合。

编号包
这是一种混合方法，其中使用包来创建高级命名和编号结构，并且每个包中的需求使用包标识符和用于识别它
们的编号进行编号。因此，订单履行需求可以包含在一个名为“
2.4 Fulfill Orders”的包中，并且该包中的单个需
求可以命名为“
FO-01进程信用卡付款”
。这将手动维护或编写脚本以确保正确分配数字。

全球唯一标识符
Enterprise Architect存储库中的每个元素、图表和连接器都以全局唯一标识符 ( GUID ) 的形式提供了一个不可变
且唯一的引用。 GUID在创建时分配给元素，并保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唯一的。因此，需求最终可以通过这个
唯一标识符来引用。虽然GUID是一种有用且无可辩驳的提及需求的方式，但在与利益相关者的讨论中使用它是
不切实际的，因为它的长度和不令人难忘的事实。 GUID的目的是能够跟踪和管理需求来源，特别是当
Enterprise Architect用于向其他工具生成需求时。它还用作 XMI 交换格式中的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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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编号系统
出于监管或商业原因，可能有项目或工作计划将指定必须与需求一起使用的专有编号系统。出于这个原因，企
业架构师的内置方案之一可能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使用脚本功能结合标记值创建自己的编号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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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和约束模型
当分析师处理从启发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时，他们通常会遇到最能描述为已做出的假设或限制解决方案的约束的
陈述或条件。这些不是需求，但在需求开发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具有影响解决方案的能力并且必须
被理解。

业务约束
业务约束是对解决方案的设计、实施或部署的选择施加A业务限制或限制。它们通常是预算、时间和资源的限
制，但可以是任何类型的限制，例如业务上下文的时间，其中解决方案不得改变分支机构员工当前的工作方
式。业务约束也可能会限制信息A访问或呈现，例如“
报告中只能显示信用卡号码的最后四位数字”
。业务规则有
一些重叠，分析人员应小心区分这两个概念。业务约束可以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使用可从工具箱页面获得的
公共约束元素或定型需求元素进行建模。它们可以使用依赖关系与一个或多个模型元素相关。约束也可以使用
窗口创建为属性的属性。

Business Constraints and Assumptions
Business Constraints or Assumptions can be modeled in Enterprise Architect using a Constraint
element available from the Common toolbox page or as a stereotyped Requirements element.
This diagram uses a Business Constraint connected to a Feature, to model a restriction imposed
on the business function.

FEA004 - User account
management including user
profiles

«Business»
{The staff levels will remain the same.
Although it is expected that transaction volume will
increase by an order of magnitude, system
efficiencies should compensate.}

(from Features)

假设
假设是一种被认为是正确但尚未得到证实的陈述。必须对假设进行建模并尝试对其进行验证，因为如果它们被
证明是false的，那么它们有可能显着改变问题的定义和解决方案。它们可以是关于当前完成方式的陈述，也可
以与未来的流程或解决方案有关。假设与风险相似，良好实践将规定它们的管理方式与风险相似。应在需求开
发阶段相尝试验证它们。假设的一个例子是：“
用户将知道在其他窗口应用程 中使用的工具箱图标的含义”
。
基于此假设，解决方案设计者可能计划不为图标实现工具提示。可以使用约束元素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对假
设进行建模，该约束元素可从“
公共”
工具箱页面获得，或者作为定型需求元素。它们可以使用依赖关系与一个
或多个模型元素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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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ommences
sell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has increased
by an order of magn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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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an Assumption
(constraint) that can be
connected to an element to
show some assumed
condition. Constraints can
be written informally in text
or more formally in a
language such as the
Object Constraint Language
(OCL).

BookStore
Database

技术约束
技术约束是对解决方案的架构、设计、实施或部署的选择A任何限制。他们可以从企业架构中定义的原则开
始，这些原则限制平台类型、编程语言以及购买或构建部分解决方案的决定。它们也可能是对解决方案必须实
施或遵守的协议或标准类型的限制。文件大小和格式的限制也会限制解决方案的选择。与非功能性需求有一些
重叠，分析师应该小心区分这两个概念。技术约束可以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使用可从“
公共工具”
工具箱页面
获得的约束元素或作为定型需求元素建模。它们可以使用依赖关系与一个或多个模型元素相关。约束也可以使
用窗口创建为属性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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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词汇表
需求工程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促进思想的理解和融合，并消除歧义。项目团队成员对领域概念的理解完全不同是
很常见的。这可以通过在项目早期创建项目词汇并确保项目团队可以访问词汇表来轻松纠正。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内置的词汇表，允许需求分析师定义术语和含义，并创建术语的类别（类型）。

使词汇表有用的特征之一是能够从文本字段（例如元素注记）链接到词汇表中的术语，并且文本中的滚动显示
含义。

注记
有经验的建模者倾向于在领域模型中定义领域的术语，并为项目和过程术语及其定义（例如用例、软件需求规
范、度量等）保留词汇表。这允许定义领域术语和数据元素之间的关系（属性）可以添加，包括创建比词汇表
中可能的更具表现力的表示形式的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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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域模型
如果要理解和澄清需求，需求分析将揭示一些必须定义的业务术语。记录这些术语的选项有很多，包括项目词
汇，这是一个专门构建的词典，您可以通过它列出、定义和分类术语。领域模型（业务object模型）是另一种描
述业务重要术语的有用机制，它提供了对所有项目人员（从高级业务经理到低级工程师）都可以访问的术语及
其关系的单一定义。使用域模型的优点之一是这些项被建模为元素，允许它们链接到域模型本身内的其他元素
或模型其他部分中的元素。
Enterprise Architect广泛支持使用UML类图对域进行建模，或者可以直接在浏览器窗口中创建类并使用包列表窗
口在列表中显示。

Domain Model
The Domain Model is a useful mechanism for recording and defining business terms that are identified during
Requirements analysis. It provides a single definition of the ter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hat can be referenced from
anywhere within the model.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a Domain model is that the terms are modeled as Class elements, which can be
linked to other elements within the Domain model itself or to elemen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model. They can be used
on any number of diagrams, and they can be displayed as a list, using the Package List window.
It is also possible to create hyperlinks within the Notes text of Requirement elements that link directly to relevant
Domain elements.

ShoppingBasket

Account
+
+
+
+
+

+basket

billing address: string
closed: boolean
delivery address: string
e-mail address: string
name: string
+account

1

+order
Line Item
+

quantity: integer

0..*

+
+
1
+

+
1 +

date: date
order number: string

+trans

1..*

0..*

date: date
delivery instructions: string
order number: string
1

1

+status

1

«enumeration»
OrderStatus

Stock Item
+

0..*

+history

Order
+item

1

+item

Transaction
+account

catalog number: string

literals
-

Attributes
new: int
packed: int
dispatched: int
delivered: int
closed: int

域模型元素可以添加到其他图表中，使其更具表现力并显示重要信息，例如业务流程正在使用或生成哪些数
据，或者在应用程序接口之间传递哪些数据。
Enterprise Architect允许您从需求注释的注记链接到域元素（或任何元素）。 （任何元素都可以使用此功能。）

注记
有经验的建模者倾向于在领域模型中定义领域的术语，并为项目和过程术语及其定义保留术语表，例如用例、
软件需求规范、度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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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接口模型
系统的用户接口可以以多种方式建模，具体取决于接口是针对网络还是针对 Win32 应用程序，还是针对针对移
动设备的网络应用程序。

REQ014 - Shopping Basket
6:49 PM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 shopping
Basket facility that remembers the
contents between sessions.

Basket Contents
Title One
Title Two

This diagram shows traceability
from a Requirement to a Use
Case and the User Interface for a
web application running on an
Android Phone. The controls are
elements that can be linked to
information items that can
model the source of the data.

Title Three
Title Four
View Shopping Basket

«trace»
Basket Total Price
Remove Item
Checkout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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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满足需求
需求的优先级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它确保分析、开发、测试和实施资源集中在系统的最关键方面。优
先级是为每个需求分配优先级的决策过程，最常见的分类标准是业务价值。业务价值通常由实施的需求将为组
织或其客户产生的价值的成本效益分析确定.其它因素可能是政策或法规遵从性、紧迫性、业务或技术风险以及
成功的可能性。

协同改变优先级
选择标准和分配优先级的过程通常是协作的，并且通常在与利益相关者或其代表辩论分类的研讨会中完成。在
以前的时代，这是一个费力且困难的过程，但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处理需求属性（包括优先级）的特征。有
许多窗口支持处理列表中的需求并在线编辑优先级，根据新分配的优先级自动过滤或排序需求列表，包括包列
表和图表列表。规范管理器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基于文本的界面，可以查看需求及其注记，并可
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优先级。该界面还显示了许多其他有用的属性，这些属性通常对优先级有用，例如状态和
复杂性。

需求优先属性
可以A广泛的标准来确定优先级，每个组织和项目通常会使用某种类型的加权平均值来确定优先级。 Enterprise
Architect对需求优先级划分具有灵活和完成的支持，因为每个元素都有一个内置的“
优先级”
属性，可以通过从下
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值来设置它以指示其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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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安装Enterprise Architect时，可以方便地预先加载优先级列表，但是可以编辑或完全修改这些值以适合您的
组织或项目。它们甚至可以作为参考数据从以前的项目中导入，或者，如果当前项目是基于模板创建的，则可
以从基础模型中预加载组织的优先级。

仪表板图表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系列仪表板图表，可用于创建包中需求优先级的引人注目的视图，并可选择包含子包。
有许多预先配置的图表可用于显示部分模型中需求优先级值的比率。过滤器增加了另一个级别的用户配置，例
如，允许建模者排除特定状态的要求或确保仅显示当前相的要求。
This diagram shows a Pie Chart element
depicting element priorities for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selected Package.
It provides a useful summary for a
Requirements Manager and is
dynamically updated when the priority
changes and the diagram is reopened.
A range of other pre-defined Charts and
user-defined Charts can also be added.
A filter has been added to exclude all
elements other than Requirements.

设置优先级的扩展
当有大量需求并且已经很好地定义了优先级的基础时，可以使用脚本或插件
可以开发可以根据指定的算法自动分配优先级。可以使用标记值分配其他属性，例如业务价值，并且可以将任
何没有必要属性集的需求写入log或作为搜索结果列表呈现。脚本或插件
可用于多个项目，提供一致且公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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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需求通常来自广泛的来源，并且通常有许多需求分析师在处理一个项目。这往往会使需求不同。确保需求的一
致性和高质量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Requirements Sources
This diagram shows an external document, "Online Bookstore Business Case", modeled as an artifact.
Requirements have been linked back to this artifact, to indicate that the source of the requirement is this
document. If the document is subsequently updated, the requirements derived from it are easily located.
The Business Case document artifact has a number of Tagged Values indicating properties of the
document.
Hyperlinks to external documents can be created by simply dragging and dropping a document file onto
a diagram canvas.

REQ118 - The solution must reduce the need for
paper records to be created and kept.

(from Stakeholders)

REQ119 - The solution must comply with
enterprise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useability
standards

Online Bookstore Business Case
tags
Business Owner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ategory = Strategic

«source»
(from Stakeholders)

The business case was written to present to the board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funding for this strategic
project.

REQ120 - The solution must support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prescribed in the global
enterprise policies document

(from Stakeholders)

REQ121 - The solution must result in increased
revenue in the second year of operation

(from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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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质量属性
非功能性需求和质量属性是系统架构的重要输入，并提供标准来定义利益相关者对系统运行情况的期望。无论
功能需求的定义和实施有多好，如果质量属性没有内置到架构中并实施，系统就不太可能令其利益相关者和用
户满意。
REQ107 - Access to the secure site
must be no longer than 2 seconds
delay.
If any greater delay then there should
be notification to the user that the
process has been commenced.

The diagram shows how a high
level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can be broken down to two or
more requirements that are
detailed enough to be testable.
Double-click on the element to
view the detail or with the
element selected view the Notes
window.

REQ105 - Data access speed
There needs to be reasonable data
access speed on the Client side as well
as the staff user side of the application.
REQ106 - Retrieval of historic
information.
The system must be able to retrieve all
histor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deleted
transactions and their attachments
within the following ranges.
Importance High < 2 Minutes
Importance Medium < 15 Minutes
Importance Low < 120 Minutes

添加非功能性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有许多需求，例如可从需求工具箱的“
工具扩展需求”
页面获得的非功能、架构、实施和安全
需求类型。这些可以拖到图表上或直接在浏览器窗口或规范管理器中创建。

需求包
质量属性通常分组为集合，例如与安全性或性能相关的集合，或诸如可靠性之类的“
-ilities”之一。需求包可用
A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从而为报告提供方便的分类。包可以在浏览器窗口中看到，也可以添加到图表中，并
选择显示包内的个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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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The Non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have been defined using a number of separate
packages. The packages can then be displayed on a diagram, showing the
Requirements they contain.

Extensibility
+ REQ100 - System must be easily extendible
+ REQ101 - Other product types options can be added easily.
+ REQ102 - System must be able to cope with regular retail sales

Reliability
+ REQ112 - 2000 hours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 REQ113 - Must be recoverable quickly.
+ REQ114 - 99.999% accuracy.
+ REQ115- 99.999% precision.

Security
+ REQ108 - Processed information must be kept secure.
+ REQ109 - All transactions must be secure.
+ REQ110- Wherever possible existing security definitions should be used.
+ REQ111 - Physical storage locations should be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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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来源
许多关于需求开发的文献都在谈论“
收集”
需求，这意味着分析师正在穿过果园采摘低垂的果实。在实践中，这
个过程正好相反，需求分析师需要具备侦探的所有技能和坚韧，才能发现需求的来源。发现的需求源以及文档
和工件是一等公民，可以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建模以提供需求源的注册。这是常见需求来源的列表：

·
·
·
·
·
·
·
·

与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访谈
观察用户执行任务
业务案例或提案
操作或愿景文件的概念
过程手册和用户任务列表
现有系统的增强请求
营销材料和产品定义
分析市场领导者或竞争对手的产品

建模需求来源
需求来源通常是文档或其他文件，最好将其建模为UML ，工件使用基于其任何相关标记值属性的元素的任何相
关信息来添加元数据，以记录它由谁管理。文档和文件通常存储在组织网络中的多个位置，但只要有文件路径
或 URL，它们就可以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通过一个键击打开。工件将在Enterprise Architect内部或外部使用文
件类型的适当编辑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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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Sources
This diagram shows an external document, "Online Bookstore Business Case", modeled as an artifact.
Requirements have been linked back to this artifact, to indicate that the source of the requirement is this
document. If the document is subsequently updated, the requirements derived from it are easily located.
The Business Case document artifact has a number of Tagged Values indicating properties of the
document.
Hyperlinks to external documents can be created by simply dragging and dropping a document file onto
a diagram canvas.

REQ118 - The solution must reduce the need for
paper records to be created and kept.

(from Stakeholders)

REQ119 - The solution must comply with
enterprise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useability
standards

Online Bookstore Business Case
tags
Business Owner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ategory = Strategic

«source»
(from Stakeholders)

The business case was written to present to the board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funding for this strategic
project.

REQ120 - The solution must support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prescribed in the global
enterprise policies document

(from Stakeholders)

REQ121 - The solution must result in increased
revenue in the second year of operation

(from Stakeholders)

为模型需求源创建工件
节
1

行动
确保您打开了一个图表，该图表将是您将在其中创建元素的画布。打开文件系统浏览器（例如
MS窗口）并将文件拖放到图表画布上。
将显示A窗口。

2

从窗口中工件（外部）
Enterprise Architect工件将在图表中添加一个新组件并提示您输入名称。

3

为需求源输入适当的名称或留空以使用文件名作为元素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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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需求
一旦分析了作为需求前兆的信息并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创建了需求属性，就必须对它们进行详细说明和附加
信息，以使它们对拥有它们的利益相关者和将使用它们的实施团队有意义设计和构建所需的系统。

设置需求属性
创建需求元素时，它们将被命名，但通常会受益于记录有关需求的额外信息，这些信息将增加利益相关者或植
入团队所需的澄清和详细信息。这些细节可以输入到元素的“
注记”
字段中。

此外，还有许多内置属性，可以为每个需求设置，其中最重要的在此表中列出；可以使用标记值添加其他用户
定义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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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属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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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状态

状态用于记录需求的情况；建模者可以从预定义值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它。设
置状态有助于项目经理和其他参与规划的人员确定需求是否准备好包含在工
作或迭代的开发包中。

别名

别名可用于记录需求的序列号或标识符。建模者可以选择A多个位置显示别
名，包括图表和报告。

优先

优先级用于设置需求的优先级或相对重要性；建模者可以从预定义值的下拉
列表中选择它。设置优先级有助于项目经理和其他参与规划的人员确定在实
施方面应该优先于其他人的需求。

困难

难度是一种度量，它试图描述在系统实施中实现需求所需的相对努力。建模
者可以从预定义值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值。设置难度有助于项目经理和其
他参与规划的人员确定实施需求所需的工作量。

相

相是一个值，可以设置为指示需求将被实施的开发阶段。建模者可以在此字
段中输入任何值。设置相有助于项目经理和其他参与规划的人员确定需求应
该包含在哪个工作包或迭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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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需求验证是必要的，以确保需求是高标准的，适当地定义顾客的问题（或机会），并足以让实施团队设计和实
施产品。要求必须具有所需的质量水平，并且是完成和必要的。有许多方法可以验证需求，但最常见的两种方
法可能是执行团队评审和将测试用例分配给需求。
团队评审通常由对领域有一定了解的团队成员或其他分析师进行，但他们自己不负责需求开发或管理。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方便的工具来协助这个过程，称为正式审阅，它适用于整个模型，并允许审阅者在讨
论文档中记录他们的发现并参考模型元素。需求工具箱的“
扩展需求”
页面还有一个需求检查清单元素，它提供
了一个有用的检查需求质量的机制。
REQ117 -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 mechanism allowing
student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Requirements Checklist
Atomic
Attainable
Cohesive
Complete
Current
Independent

This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a
Requirements Checklist that acts as
an indicator (check) to ensure the
requirement is compliant with best
practice. The check items are
editable and a general checklist
element is available that can be
used with any element.

Modifiable
Traceable
Unambiguous
Verifiable

测试用例可以定义在从用户验收测试到单元测试的多个级别。在需求开发过程的早期定义测试用例会创建对需
求的双重检查，因为当定义测试用例时，通常会发现需求问题。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许多定义测试用例的功
能，建模者可以选择最适合该工作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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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生测试案例
测试用例的定义充当了对需求质量的双重检查，因为测试设计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独特且通常正交的需求视图。
最佳实践表明，测试团队应该独立于需求团队并独立于需求团队，从而为需求提供全新的视角。一个测试用例
测试多个需求或一个需求由一个或多个测试用例测试是很常见的。这些关系可以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使用可
以定义详细测试脚本的测试用例元素来建模。

List Current Orders

«validates»

Open Orders

(from Fulfill Orders)

Package Order

«validates»

(from Fulfill Orders)

测试测试用例
Enterprise Architect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定义测试，这些测试可以是多种类型之一——例如负载、回归或标准
——也可以是多种测试类别之一——例如用户接受度、系统和单元。可以记录测试的详细信息，包括测试的运
行时间以及测试通过或失败的测试状态。

Package Order

List Current Orders

(from Fulfill Orders)

(from Fulfill Orders)

«validates»

«validates»

Example of a Test Case
validating Use Cases, in Sparx
Systems Enterprise Architect.
This diagram shows a Test Case
presented in rectangular
notation. A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stereotyped with
validate has been used to model
the fact that the test case
validates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expressed in the
Use Cases. A number of Scripts
have been written in the Test
Case and the data describing the
tests including the runs have
been recorded.

«testcase»
Open Orders
test scripts
System
Customer has no current orders
Customer has one order all items are in stock
Customer has two orders all items are in stock
Customer has two orders one order all items are in stock the other only 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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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需求
需求通常由各种团队成员发现和编写，并且通常来自不同时间的各种文档和利益相关者。所有这些因素导致需
求缺乏质量、不一致和包含问题的趋势。最佳实践鼓励对需求进行早期和持续的审查，以便在需求到达设计和
实施团队之前检测并消除缺陷。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了用于审查需求的复杂工具，包括团队图书馆工具、讨
论和维护项目。

需求审阅工具
审阅工具

描述

团队图书馆

团队图书馆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允许团队成员协作和审阅存储库的内容。它
对需求验证特别有用，因为它允许讨论和审查一组需求。每个审阅都可以设
置为一个类别，然后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审阅设置为主题，帖子用于输入审阅
项目。模型元素可以添加到帖子中，例如，允许帖子报告两个或更矛盾的要
求。团队成员将有机会发布回复并查看链接的元素。可以应用状态来指示工
作流的进度。团队图书馆工具可以与讨论和审阅窗口（管理单个元素）和讨
论和审阅历史窗口（其中包含存储库中所有元素讨论的复合列表）结合使
用。

讨论

在需求审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歧义、问题和缺陷。在将这些作为
维护项目输入到需求之前，进行审阅的分析师通常希望与团队成员或利益相
关者讨论这些项目。讨论和审阅窗口是记录这些信息的有用地方，允许其他
团队成员发布回复。这是一个特别方便的功能，因为在许多需求工具中，这
些讨论通常写在元素的文本中，使得在将它们全部删除之前很难生成客户准
备好的文档。即使在正式的审阅之外，建模人员也很容易进入讨论，这将帮
助审阅者解决需求缺陷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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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需求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修改，会提出问题，会发生事件，会发
现缺陷，需要分配任务并需要做出决定。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组有用的功
能来通过项目维护功能来管理这些项目。每个维护项目都有一个窗口选项
卡，可以在其中指定项目的详细信息，例如名称、描述、作者、完成日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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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方便的需求检查清单元素，可从需求工具箱的“
扩展
需求”
页面获得。这是一种直观地记录需求是否高质量的便捷方式，并且是团
队审查的有用机制。
REQ117 -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 mechanism allowing
student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Requirements Checklist
Atomic
Attainable
Cohesive
Complete
Current
Independent

This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a
Requirements Checklist that acts as
an indicator (check) to ensure the
requirement is compliant with best
practice. The check items are
editable and a general checklist
element is available that can be
used with any element.

Modifiable
Traceable
Unambiguous
Verif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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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管理
这包括维护一组要求的活动，这些要求代表项目团队和客户之间的协议或协议。它还涉及确保设计和实施团队
可以接受这些要求，并且它们足以使他们指定的内容可以实施到工作业务、软件或硬件系统中。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复杂的需求管理平台，无论领域、项目规模或所遵循的方法如何，都有一些工具可以直接管理
复杂项目中的大型需求存储库。

This diagram shows a Bar
Chart element depicting
element status for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selected
package. It provides a
useful summary for a
Requirements Manager
and is dynamically updated
when the status changes
and the diagram is
reopened. There are a
range of other pre-defined
charts and user defined
charts can also b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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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需求
大多数需求流程要求需求从高级概念（如驱动业务驱动因素、愿景和目标）一直到实现它们的组件部分。对于
许多项目来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信息都存在于一组异构工具中，例如文字处理器文档、电子
表格、图表工具、企业演示工具等。一些项目经理试图通过创建一个电子表格来解决这个问题，该电子表格作
为所有不同信息的寄存器，但该文件的管理占用了相当多的项目资源，并且该文件几乎不可能保持最新状态。
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 ，可以在一个工具中对所有项目信息进行模型，并在所有元素之间创建易于维护和可分
析的跟踪，从组织的使命声明到编程代码级别（如果需要） .

在图表中可视化跟踪
无论您是使用图表输入项目的需求，使用基于文本的工具（如规范管理器），还是通过其他工具导入它们，在
图表中查看需求跟踪都可以轻松理解它们的关系。可以通过从浏览器窗口拖放元素轻松创建图表，或者使用“
插
入相关元素”
选项自动创建图表。此函数可以配置并用于绘制任意深度的元素图，并且可以限制为选定类型的元
素和连接器。它是团队环境中一个方便的生产力工具，即使是对领域和存储库有深入了解的建模者也会对图表
中显示的连接感到惊讶。
The bookstore will provide
discounts to students to
encourage learning

«trace»

«goal»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competitive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from Policies)

Traceability can be used to
keep track of how thing are
related in the models from
the highest level business
goals down to the execution
environments and hardware
that solutions are deployed
to. The most common
relationships used are: Trace,
R ealization, Dependency and
Generalization. Annotations
under the elements indicate
their Package location in the
Browser window.

(from Goals)

«trace»

REQ014 - Shopping Basket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 shopping Basket
facility that remembers the contents between
sessions.
(from Take Orders)

View Basket

BrowseCatalogue
«realize»

(from Browse Catalogue)

Add To Shopping Basket

View Shopping Basket

(from Take Orders)

(from Take Orders)

«trace»

(from View Basket)

«trace»

«trace»

Web Server: Dell PowerEdge
2650

BasketManager

requirements
Manages addition and deletion of items from the basket
and serializes contents between sessions.

«trace»

Disk Controller = RAID 5
Disks = 4 x 80 GB
Processor = 2 x 2.8 GHZ
RAM = 2 x 1024 MB

使用关系矩阵
关系矩阵提供了一种可视化需求与其他元素之间，甚至不同层次或类型需求之间的关系的替代方式。一些利益
相关者更喜欢电子表格形式的需求及其关系视图是很常见的，而关系矩阵提供了一种无需借助图表即可呈现关
系的绝佳方式。在用例驱动的需求方法中，使用案例被称为实现一个或多个需求，这些关系可以在关系矩阵中
直观地显示出来。使用案例列表将出现在矩阵的一个轴上，需求将列在另一个轴上。 A存在关系，则在行列交
叉处显示标记，表示特定用例实现了需求。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关系矩阵创建或删除，并且可以随时保存
和重新打开矩阵或保存到 CSV 文件，以便可以在电子表格中打开。还可以创建包含关系矩阵的文档，为无法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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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模型的人提供有用的交流工具。

使用可追溯性窗口可视化跟踪
虽然图表和关系矩阵允许建模者查看需求元素之间的跟踪，但存储库的这些视图的创建者可能故意从视图中省
略了元素。例如，图表不需要显示特定利益相关者拥有的所有要求。但是，可追溯性窗口将关系元素之间的完
成和完整的视图。无论元素在浏览器窗口中的位置如何，都会显示元素关系。

使用关系窗口可视化跟踪
建模者经常选择在图表上隐藏一个或多个关系，以使图表更易于理解或隐藏细节。关系窗口是一个有用的打开
窗口，因为它将显示图表中元素之间存在的所有关系，指示它们在图表中是可见的还是隐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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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系已隐藏在图表中，则可以通过在图表的“
属性”
对话框的“
连接器”
页面上选择“
显示关系”
选项使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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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需求
需求状态是它在需求开发过程中所处位置的基本指标。例如，状态为“
已提出”
的需求表明它们还没有准备好并
且可用于开始开发工作。 Enterprise Architect有多种工具可以状态、分析和管理状态，首先是可以为每个需求分
配一个状态，并且状态代码列表是完全可配置的。状态方便地显示在需求列表视图中，包括使用规范管理器
时。还有一组预定义和可扩展的仪表板图表和图形，可用于获得需求状态和其他属性的引人注目的可视化表
示。

跟踪需求的工具
工具
状态码

描述
状态代码是可应用于任何元素（包括需求）的受控状态列表。 Enterprise
Architect带有一个预定义的代码列表，但是可以配置该列表，并且可以更改
和删除列表中的代码，还可以添加新代码。状态需求在图表中显示为元素侧
面的颜色编码带。

REQ016 - Add Users

REQ017 - Remove
User
REQ011 - Manage
User Accounts
REQ018 - Report on
User Account

This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the color code bar indicating the
status of the requirement. It is a
handy visual cue that is useful in
workshops and printed material
to convey the status of a series
of requirements in a diagram.
The status codes and the colors
are completely configurable and
a legend can be placed on the
diagram to convey their
meaning.

Legend
Validated
Proposed

REQ024 - Secure
Access

Approved
Implemented

仪表板图表和图形

(c) Sparx Systems 2022

仪表板图是一种扩展的图表类型，允许创建高质量的图表和图形，以视觉上
引人注目的方式显示存储库信息。可以创建任意数量的图表和图表，并且可
以从存储库包层次结构中的任何级别获取数据。 Enterprise Architect带有一个
预先配置的图表和图形的工具箱页面，但可以根据存储库中的任何信息创建
新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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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iagram shows a Bar
Chart element depicting
element status for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selected
package. It provides a
useful summary for a
Requirements Manager
and is dynamically updated
when the status changes
and the diagram is
reopened. There are a
range of other pre-defined
charts and user defined
charts can also b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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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断变化需求
在项目的规范和解决方案阶段，需求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并且大多数需求管理过程都有某种类型的机制来
接受这些变化。通常，会为解决方案团队指定和整理一组要求来实施；任何后续更改都指定为更改请求。无论
使用的流程有多严格，都会发生需要与更改请求一起管理的无意更改。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复杂的需求管
理平台，具有一系列工具来协助需求经理。更改请求可以在维护窗口中进行管理，它允许记录和描述所请求的
更改，以及请求的人以及请求的时间done 以及完成更改的人。可以使用许多特征发现和分析意外更改，包括审
计、基线版本和版本控制；这些工具有一些重叠的特征，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一起使用。内置的安全系统还
将通过允许建模者有意锁定模型中的包和元素来帮助防止对模型的无意更改。

管理不断变化的需求的机制
机制

描述

元素改变任务和努力项

对需求的修改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发生，但更常见的是有意更改以响应各种因
素，例如利益相关者修改他们的需求、业务变化或对问题了解甚少。可以使
用许多工具来获取无意的更改，但是可以使用更改项来分配故意的更改，这
可以针对每个元素进行记录。一旦分析了变更的影响，就可以创建任务来指
定实施变更需要做什么，工作量可以使用需求工作量项来分配工作量。

审计

审计是一个内置工具，启用后会自动记录对存储库的更改。它有许多不同的
模式和视图，并且可以配置以协助管理需求。它可以跟踪模型中的更改、更
改的人员和更改的时间，显示之前和之后的视图。因此，如果它的状态将被
记录为与审计功能重叠的基线需求，但与基线更新或记录工具不同的是，每
次更改都被记录在谨慎的变化中。相比之下，没有基线审计将不会对当前模
型的基线进行比较，只是比较已发生的变化。一旦确定了更改，就可以使用
关系矩阵等工具来确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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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控制

版本控制可以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实施，以管理对任何包的更改和修订，
包括需求包。一旦实施对需求的更改将被记录下来，需求分析师将能够查看
以前的版本并在需要时回滚到这些版本。这个工具特征和审计和使用之间有
一些基线。该功能与审计的区别在于，审计只记录变更，而不允许您恢复到
以前的版本。版本控制和基线之间的区别是建模者必须有意创建基线，而版
本控制在后台自动记录更改基线是当前记录的间隔变化与记录的要求之间的
基线。

基线

用于管理需求基线的多功能机制。任何数量的利益相关者基线都可以被更改
为项目的一个重要更改的要求，而这些基线的基线通常可以在一个开发迭代
之后或在开始之前在一个开发迭代中创建。当发现差异并且不符合预期或违
反从当前项目基线到当前项目的要求时，这些变更一旦恢复，这些基线将模
型于评估变更的影响。关系矩阵和元素跟踪可用于确定更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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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影响分析
当系统的开发已经开始并且需求发生变化时，变化就会产生影响，并且需要确定、理解和管理这种影响。建立
对利益相关者和业务驱动因素等上游要素和使用案例、组件、测试案例和源代码操作等下游要素的驱动因素对
于确定变更的影响至关重要。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许多可以帮助实现此目的的功能，包括在图表中可视化跟
踪的能力、关系矩阵、可追溯性窗口、元素更改、任务和可用于记录影响和所需内容的工作量项目实施它。

记录和分析变更影响的工具
工具
分析使用需求跟踪

描述
可视化需求及其与其他元素的连接方式的能力是分析变更影响的实用工具。
需求通常形成层次结构，当一个需求受到影响时，它通常会对需求的子级产
生连锁反应，并且能够在图表或层次结构中可视化这一点非常有用。需求通
常也可以追溯到上游和下游流程元素，并且图表提供了一种查看和分析这些
连接的方法。插入相关元素函数发现这些连接并自动绘制和布局图表，允许
建模者花时间分析影响。

Tracing Requirements
This diagram shows the expressive power of putting disparate elements onto a diagram.
It shows the tracea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layers of a system. The traceability can be from the
Requirements to the Use Cases that Realize them, to the logical Components that will
deliver the required functionality.

REQ019 - Manage Inventory

«realize»

Inventory Manager

Manage Titles

REQ032 - Update Inventory

«trace»

requirements
Provides servic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itles.

«realize»

使用关系矩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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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需求放在矩阵的一个轴上，将连接的元素放在另一个轴上，关系矩阵
可用于可视化需求及其连接。当与可能不熟悉UML等建模语言或更擅长使用
电子表格类型视图的人一起工作时，此方法在研讨会中非常有用。可以创建
任意数量的矩阵，并且可以存储它们的规格，以便轻松调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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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窗口是一个方便的窗口，显示存储库中元素的层次结构。它特别有
用，因为它无条件地显示元素如何相互关联。其它库的其他视图可以配置为
仅显示特定元素以交流想法，而可可追溯性窗口将显示元素参与的所有关系
这使得它对于分析变化的影响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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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波动率
尽早发布产品和系统的市场压力越来越大，项目团队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开发、测试和部署产品的压力越来越
大。近年来，需求流程发生了显着变化，以确保在架构师、设计师和开发人员需要时向他们提供稳定、正确和
清晰的规范。已经转向迭代和增量过程，这需要为每次迭代提供一组稳定的需求。需求的搅动通常表明问题没
有被清楚地理解，利益相关者没有受到损害并且存在未解决的政治问题，范围未定义或业务本身处于波动之
中。 Enterprise Architect有许多机制可以用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Enterprise Architect没有用于需求波动性（稳定
性）的内置属性，但是使用一般标记值的通用UML扩展机制可以创建一个标签来记录这个属性。
注记：内部需求确实有稳定性属性，但外部需求没有。

管理需求波动的机制
机制

描述

波动性作为一个标记值

Enterprise Architect为需求提供了一系列属性，但可以创建额外的属性来记录
其他属性，例如需求的源性或需求的来源。这是使用UML标记值机制实现
的，该机制允许包括需求在内的任何元素应用一个或多个标记，表示可以分
配值的某些属性。 Enterprise Architect扩展了这个机制，允许建模者创建一个
值列表，可以使用预定义的结构化标记值。这允许团队定义他们自己的波动
率值列表，例如极端、高、中低、最小。

使用基线

基线功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它使用户能够拍摄一个快照或更典型的模型片
段，然后随着模型的开发，将模型的新版本与模型进行比较，从而识别任何
已更改的内容基线已被采用。基线具有一般，但对需求管理特别有用，如果
要求通常被认为已签署或冻结，则对它们的任何更改都必须注册为更改基线
模型和工具有一个比较实用程序，可以方便地列出当前基线之间的变化。

搜索搅动需求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复杂的搜索功能，允许用户在选定的包或整个存储库
中进行搜索，以找到满足细粒度标准的元素。这可用于通过在指定日期之前
搜索修改日期的更改来定位未更改的需求，从而提供稳定的需求列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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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果使用标记值设置波动率，则可以定位具有指定波动率的所有元素。
搜索功能返回可以位于浏览器窗口中的元素列表；搜索可用作模型视图视图
的基础，用于查看易失性或非易失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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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需求
重用系统开发过程的工件的概念已经写在许多论文和教科书中，但传统上仅限于软件组件。近年来，重用规范
（包括需求）的概念开始受到关注。当组织创建具有相似特征的产品系列时，或者在行业或领域内有用户社区
时，其它尤为重要。安全和监管要求等其他要求类型通常适用于许多业务规则。业务规则和利益相关者的担忧
通常也适用于许多项目，最好在单个项目结构之外进行分类。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了许多复杂的机制来管理
项目间元素的重用，包括构建用于重用的存储库、从其他来源导入需求以及可重用资产服务。

需求重用机制
机制

描述

为需求重用构建存储库

设置存储库时，您可以选择为单个项目或多个项目构建它，而这些项目又可
以由许多工作程序组织。 Enterprise Architect让建模者完成对存储库结构的控
制，允许在项目级别之上设置包，其中可以添加一些要求，例如业务、监管
和架构需求。

创建基础模型

当您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创建新存储库时，您可以选择使用模型向导创建
空白模型（首页'从模式结构创建'）来帮助设置存储库，或者您可以使用基础
模型作为模板对于新模型。基础模型是存储业务、法规和架构需求、政策和
业务规则等可重用资产的好地方。

从其他模型导入需求

在一个组织中拥有多个Enterprise Architect存储库是很常见的，并且很容易从
一个模型复制和重用需求（或任何其他元素）到另一个模型。这可以通过简
单地将选择的需求或整个包从一个存储库复制到另一个存储库，甚至从一个
项目复制到同一存储库中的另一个项目来实现。 Enterprise Architect的工作方
式与任何其他窗口程序相同，只需将选择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允许将其粘贴
到同一模型的另一个位置或另一个打开的存储库中。

使用可重用资产服务

可重用资产服务 (RAS) 对于分布式团队特别有用，它为建模者提供了一种简
单方便的机制，可以通过共享存储库分发或下载可重用模型结构和元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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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求，可通过专业云服务器连接访问。企业或组织需求级别可以存储在
RAS 中，不同的团队可以将它们合并到他们的模型中，资产的治理通常由资
产所有者（注册）在可重用资产服务级别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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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文档
A需求工程学科的一部分，通常会生成许多文档，例如软件（系统）需求规范和用例报告。这些可以使用内置
模板从需求模型中自动生成。此外，可以使用内置或自定义模板生成范围广泛的其他文档。 Enterprise
Architect中的文档功能是高度可配置的，并且可以使用模板系统生成许多报告，但是对于更复杂的报告，有一
个称为虚拟文档的功能，它允许发布者模型文档的结构并从任何地方挑选内容在存储库中，将不同的模板应用
于文档的每个部分。在模板或文档生成级别也可以应用多种选项，脚本引擎可用于将内容注入文档或生成整个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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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词汇
项目词汇列出并定义A项目或工作计划很重要的术语。项目词汇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文档生成，也可以作为一
个或多个其他文档的一个部分包含在内。它为重要的项目术语及其含义提供了一个单一的事实；生成新文档
时，条款将自动更新。词汇表可以生成为 DOCX 或 PDF 格式，或者生成为可以包含在项目或组织级网站中的
HTML。词汇表允许建模者将术语分类为用户定义的类型，并且这些可以在文档中生成时应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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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需求规范
该文件描述了系统的需求、它在定义条件下的行为以及它必须在其下运行的约束；它通常会被各种利益相关者
阅读。有一个内置的需求模板可以用来生成文档，尽管建模者可以自由地创建一个新的模板，可以基于这个模
板或从一个空白模板创建。当文档在浏览器窗口中包含来自多个位置的内容时，使用虚拟文档功能是最方便
的，它允许用户创建文档的模型（类似于文字处理器中的主文档）有许多部分称为模型文档。这些可以从浏览
器窗口的任何地方挑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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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报告
用例文档的创建传统上是一个手动过程，许多项目中的文档长达数百页，它们的生产消耗了宝贵的项目资源。
这些手工制作的文档变得难以维护，并且与项目的其他部分（例如需求、业务规则和解决方案组件）保持隔
离。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名为 Scenario Builder 的多功能工具，它允许建模者在模型中指定使用案例和场
景，并且这些可以使用内置模板自动生成为高质量的文档。有两个内置模板可用于生成用例报告：一个在摘要
级别记录用例，另一个在详细级别记录用例。

来自用例报告的示例内容
详细的用例报告将列出所有用例的详细信息和详细步骤，包括基本路径、备用和其它情况。包括内部需求、前
后条件和其他约束在内的信息也将包含在报告中。如果已经自动创建了行为图（例如活动图），则该图也将显
示在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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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字典
许多流程指定创建一个数据字典，作为系统将使用、存储或创建的所有信息的参考。可以使用UML类图在
Enterprise Architect中创建数据字典，并且可以定义类来表示域的重要元素，包括属性和数据类型。 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从类图和数据项中生成高质量的文档，并且可以列出它们的描述，并且这些类的属性也可以用数
据类型和多重性进行详细说明。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内置模板，允许自动创建数据字典，并且可以编辑这些
模板或创建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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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流程和标准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支持任何需求工程流程的开放平台。该工具具有丰富的特征集并且是高度可配置的，
其灵活的设计意味着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建模者都会找到特征来提供帮助。因此，无论团队是使用正式需求、
使用案例、用户案例还是故事板的任意组合， Enterprise Architect都可以用来开发、管理和记录需求。 UML扩
展机制的实现意味着可以使用内置类型或使用Stereotyped元素和标记值来创建和管理任何类型的需求。

User Stories
User Stories are useful 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describing user Requirements. They are
typically used as part of an Agil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provide a simple but clear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user does or needs to do as part of the role they perform.
A User Story can be created using the stereotyped Artifact available from the Artifact Toolbox
page, or as a stereotyped Use Case.

This diagram shows how a User Story can be modeled using a stereotyped Use Case.
This allows the User Story to be described and to show the connection to a Persona.

«User Story»
As a Stock Control Manager I want to
be able to list stock levels for a
selection of titles.
Stock Control Manager
«trace»
REQ021 - List Stock Levels
A facility will exist to list current stock levels
and to manually update stock quantities if
physical checking reveals inconsis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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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需求流程
对于开发特定类型的系统，有多种敏捷方法已经变得流行，“
敏捷”
一词已经包含一组迭代的软件开发方法，这
些方法聚焦于使用客户和开发人员协作进行早期开发和交付。 Enterprise Architect作为一个灵活的建模平台从头
开始构建，支持任何软件开发方法，并且它具有支持敏捷过程的广泛工具和特征。

支持敏捷方法
方法
Scrum

支持
“Scrum”
是一种用 管理敏捷项目的项目管理方法；它通常与 XP 等其他敏捷
方法结合使用。 Scrum 的目标是在迭代中交付软件版本，从而提供最高可证
明的商业价值。 Enterprise Architect支持用户案例、文字需求和产品发布。可
以使用标记值和模型视图管理冲刺积压。可以在每个待办事项中记录对需求
的工作量估计，并在使用元素工作量项目将项目提升到冲刺进行细化。 A甘
特图将自动显示冲刺的时间表，一系列内置和可定制的仪表板可以显示冲刺
的冲刺。 Product拥有着者、Scrum Master 和 Team Member 角色都可以支持。
该工具为协作和需求管理提供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平台。

User Stories
User Stories are useful 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describing user Requirements. They are
typically used as part of an Agil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provide a simple but clear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user does or needs to do as part of the role they perform.
A User Story can be created using the stereotyped Artifact available from the Artifact Toolbox
page, or as a stereotyped Use Case.

This diagram shows how a User Story can be modeled using a stereotyped Use Case.
This allows the User Story to be described and to show the connection to a Persona.

«User Story»
As a Stock Control Manager I want to
be able to list stock levels for a
selection of titles.
Stock Control Manager
«trace»
REQ021 - List Stock Levels
A facility will exist to list current stock levels
and to manually update stock quantities if
physical checking reveals inconsistencies.

极端(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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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依靠用户故事（用户卡）来表达需求，开发迭代和发布。 Enterprise
Architect支持 XP，允许用户使用典型的使用用户案例进行建模。迭代由每个
元素内置的相属性支持，甘特图可用于自动显示计划的迭代和发布。支持开
发者任务，可以创建为每个用户故事的元素维护任务；这些可以包括状态、
优先级、请求和完成日期、历史记录等。顾客、教练、程序员和跟踪者角色
都可以得到支持，并且该工具提供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协作平台，包括对代码
和设计的视觉检查以及自动文档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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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驱动开发 (FDD) 是一个迭代和增量过程，它使用特征来驱动迭代和开
发。领域模型是在与主题专家合作的早期创建的，主题领域被定义，这些被
分解成特征集，这些又变成原子特征。特征是客户重视的A系统功能，用于推
动设计、开发和实施。在设计过程中，一个特征或小特征集被分配给类和程
序员，并且这些特征用于监控迭代中的进度。 Enterprise Architect使用作为需
求工具箱一部分的特征元素支持此方法，可以将主题区域和特征集建模为
包，允许创建可以显示为图表、列表的层次结构，使用关系矩阵或可可追溯
性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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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业务分析体
知识业务分析体（
（BABOK）
）
国际业务分析研究所出版了业务分析知识体(BABOK) 指南，其中包含有关如何在多个知识领域执行业务分析师
的活动和任务的描述性和规范性信息。该指南由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员制作和审阅，可作为业务分析（包括需求
工程）的指南。该指南定义了许多类型的需求，这些都可以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通过在“
General Types”
对话
框的“
需求”
部分中定义类型来实现。

支持 BABOK 知识领域
知识领域

描述

业务分析计划和监控

业务分析规划和监控知识领域涉及规划分析工作的方法、与利益相关者的接
触、活动的治理以及如何管理和维护过程中发现的需求和其他信息。
Enterprise Architect允许分析师团队通过定义流程、利益相关者和将使用的治
理机制（包括收集的信息）来定义将在工具中采用的方法。

启发与协作

启发和知识领域关注从利益相关者和各种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的发现和协作
在整个需求生命周期中与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对于变更或努力的成功至关重
要。 Enterprise Architect有许多工具可以帮助规划启发，包括项目日历、甘特
图和许多团队协作工具，例如模型邮件、讨论和幻灯片。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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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研讨会期间获得的信息可以使用思维导图记录下来，一旦经过分
析，就可以生成各种格式的报告，以供利益相关者确认。用户观察期间拍摄
的照片可以包含在图表中，从而创建丰富的视觉呈现。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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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citation Workshops - Mind Mapping
This diagram shows the flexibility of Mind Mapping as a technique for recording needs elicited from stakeholders. It
allows the modeler to keep a record of the workshops right inside the model.
Once the analysis is complete, stakeholder requirements can then be linked back to topics in this diagram.
To create a new Mind Mapping diagram, from the 'Design' ribbon, select the option:
'Diagram > Add > Mind Mapping > Mind Mapping Diagram'.
Make sure that the perspective is set to 'All Perspectives' or select 'Strategy > Mindmap' in the Perspective combo box
and that the Mi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enabled in the MDG Technologies dialog.
MDGTechnologies

Payable Invoices need to be
electronic and if paper is
received we could scan it and
destroy the paper.

No Check Books

Emailed
Electronic
Receipts

Paperless Office

Stakeholder Needs for
Online Bookstore

Day One
Functionality

Inventory
Management

The new system must be able to ensure
that we have the right stock levels in
preparation for peak period orders - but
not be over-stocked.

需求生命周期管理

(c) Sparx Systems 2022

We should just
buy an off the
shelf solution

We need to be able to track the batch in
which a book was received. The current
system can't do this and it means we can't
identify the transport company involved
when a book is damaged.

需求生命周期管理知识领域关注需求的管理，并确保需求可以与解决方案设
计相关，并最终与解决方案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解决方案组件相关，从开始
到退役。需求管理涉及需求治理、跟踪需求、维护需求并确定优先级，以及
管理变更和评估。 Enterprise Architect拥有复杂的工具，可以跟踪、维护和确
定需求的优先级。其中包括关系矩阵，可以配置为显示源包和目标包之间的
跟踪集；可追溯性窗口，显示元素在存储库中的连接方式；和关系窗口，它
显示图表中元素之间的关系。该图是一种方便的方式来演示和制作可视化的
潜在关系，包括利益相关者和所引出的信息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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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用UML活动图或 BPMN 图对需求治理过程进行建模，并且可以在一
系列项目和变更中重用该过程。还有一个仪表板图，可以将需求属性分类并
显示在一系列图表和图形中，帮助对状态和优先级等属性进行协作和管理，
并将此信息传达给利益相关者。
This diagram shows a Pie Chart element
depicting element priorities for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selected Package.
It provides a useful summary for a
Requirements Manager and is
dynamically updated when the priority
changes and the diagram is reopened.
A range of other pre-defined Charts and
user-defined Charts can also be added.
A filter has been added to exclude all
elements other than Requirements.

策略分析

战略分析知识领域涉及业务需求的发现和表达，以及未来状态的描述以及将
用于从当前状态转移到定义的未来状态的各种过渡（中间）状态。它涉及战
略思维和确定许多可能为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解决方案。
Enterprise Architect有工具来描述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将产生的价值和结
果，并模型当前和未来的状态以及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所需的条
件。

需求分析和设计定义

需求分析和设计定义知识领域关注如何组织和构建在启发过程中发现的信
息，以及如何将这些信息记录为一组连贯的需求。它还关注需求的优先级，
并找到可以根据它们将为业务带来的潜在利益进行评估的解决方案选项。解
决方案选项的阐述和评估是与实施团队一起完成的，但最终是业务分析师负
责传达选项及其业务价值并向利益相关者推荐解决方案。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功能齐全的需求管理工具，允许创建、维护和确定需求的优
先级。规范管理器可用于在类似于文字处理器或电子表格的视图中输入、维
护和可视化需求。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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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评估知识领域涉及对已实施解决方案的评估以及它是否满足业务需
求的评估。实施通常是部分解决方案或概念证明，分析师必须努力确定是否
存在限制解决方案可以交付的价值的障碍或可移除的约束。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工具，它不仅是一个需求管理平台，而且允
许建模者在细节中描述解决方案，包括约束和设计决策和基本原理。
«Assumption»
{The database search
procedures will perform to
requirements when the
business commences
sell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has increased
by an order of magnitude.}

This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an Assumption
(constraint) that can be
connected to an element to
show some assumed
condition. Constraints can
be written informally in text
or more formally in a
language such as the
Object Constraint Language
(OCL).

BookStore
Database

解决方案组件可以追溯到功能、利益相关者和最终的业务需求，允许分析师
在问题发生时上下文化解决方案，并记录有助于告知如何进行更改的问题和
决策。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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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Requirements
This diagram shows the expressive power of putting disparate elements onto a diagram.
It shows the tracea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layers of a system. The traceability can be from the
Requirements to the Use Cases that Realize them, to the logical Components that will
deliver the required functionality.

REQ019 - Manage Inventory

«realize»

Inventory Manager

Manage Titles

REQ032 - Update Inventory

«trace»

requirements
Provides servic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itles.

«realize»

注记
·

Enterprise Architect中对 BABOK 的支持包括产品的 BABOK 特定词汇表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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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L需求
需求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没有为建模需求指定一个元素，除了用例，它声明它可以用来描述系统使用。在
UML的早期版本中，需求被定义为刻板的注释，但后来被废弃了。 Enterprise Architect从很早的版本开始就通过
扩展语言以包括需求元素来填补UML规范中的这一空白，该元素允许在图表和其他视图中以文本和图形方式对
这一重要概念进行建模。 Enterprise Architect对按照规范建模使用案例有丰富的支持，但允许需求分析师使用灵
活的需求元素来指定其他需求。当需求元素和用例一起使用时，为分析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调色板来描述任何
级别的任何系统的需求。需求元素可用于描述业务驱动因素、业务目标和利益相关者需求，并通过实现连接器
与使用案例相关联。可以使用适合实施团队的详细功能、架构和实施需求来扩充使用案例。
REQ023 - Store and Manage
Books

REQ027 - Add Books

This diagram shows a Use Case
that realizes a requirement. The
realized requirement is part of a
hierarchy of requirements
expressed with the Aggregation
relationship. The Use Case has
an annotation under the element
indicating its package location in
the Browser window.

«realize»

Add New Titles

(from Manage Inventory)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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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ML需求
需求
系统建模语言(SysML) 指定了一组丰富的建模结构来将基于文本的需求表示为可以与模型中的其他元素相关的
元素。近年来，随着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高，基于模型的工程变得越来越重要。增加，并且工程专业已经认识
到需要更复杂的机制来描述和开发这些复杂的系统。 Enterprise Architect完全支持 SysML 和需求建模，包括支
持各种呈现需求的方式，例如：图表、列表、矩阵、层次结构和文档。甚至还有仪表板图，以直观的方式呈现
汇总需求属性（例如状态、优先级和难度）的图表和图形。
req [package] Requirements Model [Specifications - Performance and Durability]
Specifications
+ Durability

This diagram shows how
Requirements can be created in a
hierarchy using the Requirement
Contain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se
can be organized using the Lateral
Vertical line style available from the
connectors' context menu. The
Package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other requirements that have not
been displayed on this diagram.

+ Easy to Use
+ Media Access
+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Durability

«requirement»
Fidelity

«requirement»
Weather resistance

«requirement»
Battery longevity

«requirement»
Shock Resistance

«requirement»
Noise Reduction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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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求工具
除了满足需求工具中列出的关键工具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工具可用于需求开发和管理以及需求工程学科中的团
队协作。其中包括为需求分配序号、从电子表格文件导入需求、创建需求文档以及团队协作特征（例如讨论）
的能力。

更多需求工具
工具
自动名称和计数器
需求检查清单
导入和导出电子表格
文档

词汇表

审计
讨论
维护项
团队图书馆

(c) Sparx Systems 2022

概述
使用给需求分配一个序号，包括前缀和后缀。
提供可应用于个人需求的检查图形列表。
从 CSV 格式的电子表格文件中导入和导出需求A工具。
A有用的引擎，可以使用内置或用户定义的模板直接从模型中自动创建高质量
的文档。
A特征，用于创建和维护术语及其含义的词典，当包含在文档中时，可以按类
型和样式分组。
用于跟踪存储库中的更改、更改者和更改时间。
功能建模者创建帖子和回复以讨论模型元素A功能。
A可应用于需求的项来定义诸如修改、问题、缺陷等。
允许为用户定义的类别和主题创建评论，其中包含可在审阅中引用的模型元
素（如需求和场景）的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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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名称和计数器
了解自动名称和计数器
介绍自动名称和计数器

为了帮助、规范和执行命名标准， Enterprise Architect包含一些功能来配置
分配给特定类型的新元素的默认名称。这在处理复杂和大型需求集时特征
用，但在处理较小的数据集时也很重要。自动名称和计数器可用于为包括需
求在内的任何元素类型分配序列号。它包括一个前缀定义、一个计数器和一
个后缀定义，允许创建诸如“
REQ007 - Manage Inventory”
之类的数字。

在哪里可以找到自动名称
和计数器

功能区：设置>参考>设置>自动名称和计数器

自动名称和计数器的用途

分析师和其他人可以使用序号来明确地传达需求，而不必使用通常很长的需
求名称。选择“
在创建时应用”
选项以开始使用自动编号特征；这也可用于暂
时暂停自动命名，例如，如果正在输入不需要分配序列号的其他类型的需
求。

自动名称和计数器的选项

有一些选项可以定义需求的前缀、计数器和后缀。

了解更多关于自动名称和
计数器

Apply Auto Naming to Existing Elements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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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和导出电子表格
导入和导出电子表格
导入和导出电子表格

此功能是将电子表格或文字处理器表中定义的需求导入Enterprise Architect的
有用机制。一旦进入Enterprise Architect ，需求就可以被管理和跟踪到诸如
业务驱动程序和场景和组件之类的元素。或者，可以将Enterprise Architect中
的需求导出到电子表格中，以便将其提供给第三方或用于某种类型的数值或
统计分析。电子表格中的字段与Enterprise Architect中的类似属性之间的映射
完全可以使用规范进行配置。
如需更详细的信息交换，Microsoft Office 的MDG Link（可从Sparx
Systems获得）提供了在处理复杂需求时有用的附加功能和集成点。

在哪里可以找到导入和导
出电子表格

功能区：发布 >模型交换 > CSV

使用导入和导出电子表格

此特征可用于从 CSV 文件导入或导出需求。在安装Enterprise Architect等工
具之前，分析师可能已经在他们最喜欢的文字处理器中使用电子表格或表来
记录需求；这些可以使用 CSV 导入功能方便地导入。或者，有时必须将需
求提供给第三方，他们通常会在电子表格文件中指定他们想要它们；这可以
使用导出功能来实现。

导入和导出电子表格的选
项

导入和导出功能是完全可配置的，并具有用户定义的规范，以方便将电子表
格字段映射到Enterprise Architect中的需求属性。该功能还包括在需求的标记
值中导入和导出字段的能力。

了解更多关于导入和导出
电子表格

CSV Import and Export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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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检查清单
需求检查清单是一个方便的元素，作为一个理货，用于指示需求是否符合一组预定义的度量，例如需求是否是
原子的、内聚的、可追溯的和可验证的。它可以分配给任何需求，并且可以直接在图表中更新度量。在处理需
求时，有时参考一组通用的“
最佳实践”
和有助于定义格式良好规范的性质的质量非常有用。需求检查清单元素
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设计的。
REQ117 -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 mechanism allowing
student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Requirements Checklist
Atomic
Attainable
Cohesive
Complete
Current
Independent

This diagram shows the use of a
Requirements Checklist that acts as
an indicator (check) to ensure the
requirement is compliant with best
practice. The check items are
editable and a general checklist
element is available that can be
used with any element.

Modifiable
Traceable
Unambiguous
Verifiable

了解需求检查清单
在哪里可以找到需求检查
清单

工具箱：

以显示“
查找工具箱项”
对话框并指定“
工具需求检查清单”

需求检查清单的用途

分析师和需求经理可以使用检查表来注释一个或多个元素（例如块或活动，
甚至是一组需求）是否满足一组预定义的检查。

需求检查清单的选项

措施清单是完全可配置的，可以使用检查清单标记值注记为每个单独的清单
从清单中添加或删除项目。

了解更多关于需求检查清
单

(c) Sparx Systems 2022

Using the Checklist and Audited Checklist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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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了解文档
介绍文档

在哪里可以找到文档

文档特征可用于直接从模型自动生成范围广泛的文档。这些可以是基于文档
的，例如 PDF 和 Docx 格式或基于 HTML。灵活的模板可用于对生成的文档
进行完全定制，包括公司logo、内容库表库表、元素信息库表和图表。也可
以通过词汇表和搜索窗口等多种工具创建临时报告。

功能区：发布 >模型报告 > 报告生成器

使用文档

建模师、分析师、架构师、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可以使用该功能生成范围广泛
的基于文档的出版物和报告，例如系统需求规范、用例报告、数据字典、解
决方案架构描述等。它还可以用于临时报告以创建报告，例如最不稳定的需
求列表。还可以发布 HTML 文档，以允许无权访问Enterprise Architect的利
益相关者从 Intranet 站点查看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放置在文件系统上，而无
需网络服务器。

文档选项

可以设置几个选项来定制生成的文档中包含的信息，包括元素和图表的排序
以及隐藏某些元素。也可以应用过滤器和单词替换以及其他选项。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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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about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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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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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了解词汇表
介绍词汇表

在哪里可以找到词汇表

词汇表是按类型分类的重要术语及其含义的项目级词典。可以定义任意数量
的术语、它们的类型和含义，这些可以从模型元素的注记中引用。这些术语
可以包含在文档中或作为独立报告生成。在使用特定领域的需求规范、架构
和其他模型时，必须以合适的字典格式保存新术语和常用词或短语的覆盖含
义，以确保正确理解文档和规范。

功能区:设计> 词典 > 词汇表

词汇表的用途

项目词汇表可用于记录按术语类型分组的项目或领域的重要术语，允许定义
业务、技术和领域特定类型。词汇表报告可以作为独立报告生成，也可以
A词汇表作为另一个文档的一部分包含在内。

词汇表的选项

词汇表有许多选项来确定列表中显示的术语并定义文档中术语类型所使用的
样式。

了解更多关于词汇表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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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了解审计
介绍审计

在哪里可以找到审计

特征审计可以跟踪需求的更改，包括更改的内容、更改的时间和由谁更改。
默认情况下，审计是禁用的，必须在记录需求更改之前启用。一旦启用，它
就是一个被动工具，可以静默记录元素的更改。它不能代替版本控制状态或
基线，也不能与这些工具相比，不能用于返回以前的质量控制。更改都是由
使用状态模型审计的。

功能区：设置>模型>审计

使用审计

审计可用于跟踪模型中的更改内容、更改人员以及更改时间。有多种模式，
存储库管理员可以使用这些设置来指定审计中记录的内容。虽然基线可用于
显示模型和快照在某个时间点之间的差异，但审计工具会记录每个单独的变
化；但是，它不能用于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审计选项

配置审计的设置范围很广，从启用或禁用确定哪些元素具有审计跟踪和记录
的细节级别的设置开始。可以从存储库中导出审计日志以提高性能。

了解更多关于审计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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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了解讨论
介绍讨论

在哪里可以找到讨论

讨论功能允许建模者就元素进行对话、发布讨论和回复现有帖子。模型中所
有元素的讨论都在讨论审阅窗口中方便地列出，允许建模者查看所有带有帖
子的元素。

发布或查看元素的讨论
功能区：开始> 合作 > 讨论 > 讨论
查看最近讨论的元素
功能区：开始> 协作 > 讨论 > 最近讨论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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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存储库中的所有讨论
功能区：开始> 协作 > 讨论 > 讨论历史
讨论的用途

讨论允许建模者就元素进行对话，而不会“
污染”
元素的注记，其中包含问题
或建模级别的评论，例如“
属性需要在第一次发布之前添加”
。此特征使协作
建模平台活跃起来，建模者可以在其中添加关于元素的非正式讨论，模拟在
物理研讨会中进行的讨论。

讨论选项

讨论审阅窗口有许多选项来定制列出的讨论，包括定义时间范围以允许隐藏
较旧且可能不太相关的讨论。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about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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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项
了解维护项
介绍维护项

在哪里可以找到维护项

元素维护项可以与任何元素一起使用，包括需求、组件和类，以捕获影响单
个元素的问题、更改、问题、任务、事件和决策。多类维护项可用于跟踪官
方对需求集、组件集、用户案例等规范的变更、增删改查，为项目整体治理
和追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功能区：构建>更改管理>特征/修改/文档/问题/缺陷/任务

维护项的用途

元素维护项可用于记录有关元素的广泛信息，包括：变更、问题和任务等。
这些可用于跟踪元素更改和维护的方式，并可以提供有关项目的信息，包括
更改的基本状态和优先级。同时，基线和审计人员可以自动记录已更改的特
征维护项，让建模者可以灵活地手动指定详细信息

维护项的选项

有几种类型的维护项可用于向元素添加信息，包括：特征、修改、文档、问
题、缺陷和任务。项可以显示诸如谁请求该项目、谁完成了该项目以及该状
态的信息。项目的优先级。

了解更多关于维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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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认识图书馆
介绍图书馆

“
库”
窗口为开发人员、建模人员、客户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
对正在进行的工作或里程碑或项目的完成发表评论并提供反馈。

图书馆的用途

库特征可用于从任意数量的角度进行模型审查，包括演练、正式模型审查或
临时审查。

在哪里可以找到图书馆

发布或查看元素的讨论
功能区：开始>协作>模型库

图书馆的选项

(c) Sparx Systems 2022

有多种设置可用于配置库，可从类别和主题上下文菜单中获得，包括设置类
别或主题的状态和其他选项。图表、元素和元素特征可以方便地从浏览器中
拖动窗口来创建模型链接，团队成员可以使用这些链接直接从库窗口超链接
到浏览器窗口中的这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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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S的
的MDG链接
链接
欢迎使用模型Generator ( MDG ) Link™ for DOORS ，它支持将Enterprise Architect模型链接到 IBM® Rational®
DOORS®需求包。

特征
当您需要管理模型驱动开发之外的需求时， DOORS的MDG链接非常有用。使用这个插件
您可以将 IBM DOORS中定义的需求与Enterprise Architect的需求管理特征中使用的可追踪需求互换。
DOORS的MDG Link 支持：
输入
输入：
：

·
·
·
·
·

来自 IBM® Rational® DOORS® 的对象
来自 IBM® Rational®物件的件物属性
对象之间的链接
外部链接（附件）
讨论

出口
出口：
：

·
·
·
·

需求和使用案例
元素属性和标记值
元素之间的连接器
附件

同步
同步：
：

·

IBM® Rational® DOORS® 需求和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通过导入和导出（反之亦然）

获取
获取DOORS的
的MDG链接
链接
对于除终极者之外的所有Enterprise Architect版本，您可以单独购买DOORS的MDG链接并从Sparx Systems网站
下载安装程序。网站上的产品页面提供：

·
·

A概述

·
·

定价和采购信息

·

试用版产品A探索 30 天

产品视频A
产品系统要求

当您购买产品时，您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下载和安装说明。
Enterprise Architect终极版包含MDG Link for DOORS的许可证，不过您可以从Sparx Systems网站下载 Link 安装
程序并单独执行。

为DOORS启用
启用
启用MDG Link
安装MDG Link for DOORS后，您必须先启用该产品才能使用它的功能。
1.

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选择“
特定>插件>管理插件”
功能区选项。

2.

针对“
启动”
条目，选择“
Load on Start”
复选框。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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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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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安装并启用DOORS的MDG Link 后，您可以访问Enterprise Architect中的技术功能。

访问
功能区

点击目标包，然后：
特定>插件> DOORS > [选项]

上下文菜单

浏览器窗口 |右键目标包|特定| DOORS

任务
您可以通过DOORS的MDG Link 执行三项主要任务。
任务
创建模块链接

描述
在“ DOORS ”
菜单上，您可以选择“
添加/编辑模块”
选项来创建Sparx Systems
Enterprise Architect和现有 IBM® Rational® DOORS® 模块之间的链接。您还
可以将链接重定向到不同的模块。
该链接使您能够在DOORS和Enterprise Architect之间交换需求数据，将数据从
DOORS导入Enterprise Architect ，并将数据从Enterprise Architect导出到
DOORS 。

导出数据导出到
DOORS模块

在“ DOORS ”
菜单上，您可以选择“
导出到 Doors”
选项以将需求从选定的
Enterprise Architect包传输到选定的DOORS模块。
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您可以创建导出配置文件来定义导出操作的对象。

从DOORS模块导入数据

在“ DOORS ”
菜单上，您可以选择“
从导入导入”
选项将需求从链接的
DOORS模块传输到选定的Enterprise Architect包中。
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您可以创建一个导入配置文件来定义导入应该操作的
内容。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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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到
创建到DOORS模块的链接
模块的链接
在DOORS的MDG链接中，您可以在Sparx Systems Enterprise Architect和现有的 IBM® Rational® DOORS® 模块
之间创建链接，这使您能够在DOORS和Enterprise Architect之间交换需求数据。您还可以将链接重定向到不同的
模块。通过此链接，您可以将数据从DOORS导入到Enterprise Architect ，并将数据从Enterprise Architect导出到
DOORS 。

访问
功能区

点击目标包，然后：
特定>插件> DOORS > Connect External Project

上下文菜单

浏览器窗口 |右键目标包|特定| DOORS |添加/编辑模块

模块管理器对话框
使用“
模块管理器”
对话框定位现有的DOORS模块并创建指向它的链接。

创建到
创建到DOORS模块的链接
模块的链接
节
1

行动
在“
模块管理器”
对话框中，单击“
添加”
按钮。将显示“
添加/编辑模块”
对话框。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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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名称”
字段显示所选模块的名称，以识别模块的链接。您无法编辑此名称。
2

单击“
选择模块”
按钮以打开“
浏览 - DOORS ”
对话框（在DOORS本身中）。

3

根据需要展开模块层次结构以找到所需的模块，然后单击它。

4

单击确定按钮返回“
添加/编辑模块”
对话框，该对话框现在在“
模块路径”
字段中显示模块路径和名
称。

6

单击保存按钮。重新显示“
模块管理器”
对话框，显示新创建的模块链接。您现在可以使用此链接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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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nterprise Architect和DOORS之间交换需求数据。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编辑或删除
编辑或删除DOORS模块的链接
模块的链接
如果到DOORS模块的现有链接不合适，您可以删除或重定向它。
节
1

行动
在“
模块管理器”
对话框中，单击要更改的链接。

·
·

要删除它，请单击删除按钮和关闭按钮；这结束了过程
要重定向它，请单击编辑按钮； “添加/编辑模块”
对话框重新显示

2

在“添加/编辑模块”
对话框中，单击“
选择模块”
按钮以显示“
浏览 - DOORS ”
对话框（在DOORS中
）。

3

在“
浏览 - DOORS ”
对话框中根据需要展开层次结构，然后单击链接的替换模块。

4

单击确定按钮返回“
添加/编辑模块”
对话框，该对话框现在显示替换模块的模块路径。
注记您不能编辑链接名称
名称
名称。

5

单击保存按钮。重新显示“
模块管理器”
对话框，显示已编辑的模块链接。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注记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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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使用模块管理器按钮通过“
导出到门”
和“
从门导入”
对话框创建和编辑DOORS模块的链接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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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需求DOORS导出
导出
使用Sparx Systems MDG Link for DOORS ，您可以将所选Enterprise Architect包下的所有需求元素作为DOORS对
象传输到链接的 IBM® Rational® DOORS® 模块。
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您可以创建导出配置文件来定义导出操作的对象。导出配置文件是一个模板，您可以在
其中指定要导出到属性object中DOORS的属性字段的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属性。

访问
功能区

点击目标包，然后：
特定>插件> DOORS >导出到门

上下文菜单

浏览器窗口 |右键目标包|特定| DOORS |导出到门

导出到
导出到DOORS对话框
对话框
在“
导出到DOORS ”
对话框中，设置要导出到的模块，并指定要应用的导出配置文件以及是否还导出连接器和附
件。

导出选项
字段
字段/按钮
按钮

行动

DOORS模块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链接的DOORS模块，将需求导出到该模块中。

模块管理器

如果所需模块未列出，单击此按钮以显示“
模块管理器”
对话框，并找到并链
接到该模块。

配置文件名称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要在此操作中使用的适当导出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管理器

如果列出的导出配置文件不合适，请单击此按钮以显示“
导出Profiles管理器
”
对话框并创建、编辑或导入配置文件。 （请参阅管理导出的Profiles表。）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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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连接器

选中此复选框以导出需求元素之间的任何连接器。

导出附件

选中此复选框以导出需求元素可能具有的任何附件。

导出

单击此按钮开始将需求从选定的Enterprise Architect包导出到指定的DOORS模
块。

取消

单击此按钮可关闭“
导出到门”
对话框而不导出任何需求。

帮助

单击此按钮可显示此帮助主题。

导出
导出Profiles Manager对话框
对话框
单击“
导出到DOORS ”
对话框中的配置文件管理器按钮时，将显示“
导出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您可以使用此对
话框创建或导入新配置文件、编辑或删除现有配置文件以及将配置文件导出到首选文件系统。

管理导出
管理导出Profiles
字段
字段/按钮
按钮

行动

添加

单击此按钮可添加新的导出配置文件。显示“
映射选项”
对话框；请参阅创建
或编辑导出配置文件表。

编辑

单击现有配置文件名称并单击此按钮以编辑该配置文件的参数。显示“
映射选
项”
对话框，显示配置文件的当前参数；请参阅创建或编辑导出配置文件表。

删除

单击现有配置文件名称并单击此按钮可立即从列表中删除该配置文件。

导入

单击此按钮以显示“
导入配置文件导入扩展”
浏览器。浏览所需配置文件
(.eProfile) 的位置，然后单击文件名和打开按钮。
显示A状态消息。点击确定按钮；如果操作成功，配置文件名称将显示在“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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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中。如果不成功，则不会将配置文件添加到列表中。

导出

单击配置文件名称并单击此按钮以将该配置文件作为 .eProfile 文件导出到文
件系统位置。将显示“
另存为”
浏览器。浏览到所需位置并单击“
保存”
按钮。
状态消息A ；单击确定按钮以清除消息。

显示所有

打开此选项以显示属于所有链接模块的配置文件。

关

使用完“
导出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后，单击此按钮返回“
导出到 Doors”
对话
框。

导出映射选项对话框
当您单击“
导出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上的添加按钮或编辑按钮时，将显示“
映射选项”
对话框。此对话框将
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属性映射到 IBM® Rational® DOORS®物件属性，并帮助您定义要导出的属性（包括标
记值）。您可以多次使用选定的配置文件来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需求中的更改来更新DOORS模块。

创建或编辑导出配置文件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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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配置文件名称

类型在配置文件的适当名称中（如果编辑现有配置文件，所选配置文件的名
称将显示在此处）。

选择一个行动

默认为“
导出”
。如果您正在切换数据交换的方向，您可以单击下拉箭头并将
此操作更改为“
导入”
。

元素类型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要导出的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类型。

需求类型

This option will be available only if 'Requirement' is selected as元素类型.单击下
拉箭头并选择要过滤的需求类型的类型。

Enterprise Architect

列出可以导出的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属性。

DOORS

列出可以导出到的DOORS属性。双击一个空的属性字段以将该字段映射到
Enterprise Architect属性。如果没有可用的属性，则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否
则，将显示“
配置属性映射”
对话框。

添加自定义字段

单击此按钮可选择要导出的Enterprise Architect标记值名称。将显示“
添加标签
名称”
对话框。

消除

单击DOORS属性值并单击此按钮以清除映射到相应Enterprise Architect属性的
值。

保存配置文件

单击此按钮保存您创建的配置文件定义，并关闭“
映射选项”
对话框并返回“
导
出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

关

单击此按钮可关闭“
映射选项”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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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DOORS导入需求
导入需求
使用Sparx Systems MDG Link for DOORS ，您可以将链接的 IBM® Rational® DOORS® 模块中的所有对象作为
所需的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类型传输到选定的Enterprise Architect包中。
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您可以创建一个导入配置文件来定义导入应该操作的内容。导入配置文件是一个模板，
您可以在其中指定要导入到映射的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属性的DOORS object属性。

访问
功能区

点击目标包，然后：
特定>插件> DOORS >从Doors导入

上下文菜单

浏览器窗口 |右键目标包|特定| DOORS |从门导入

从导入
从导入DOORS对话框
对话框
“
从导入DOORS ”
对话框可帮助您指定从哪个模块导入，正在使用哪个导入配置文件，以及是否导入连接器、附
件和讨论。

导入选项
字段
字段/按钮
按钮

行动

门模块

单击下拉箭头并从链接到该项目的DOORS模块列表中进行选择。

模块管理器

如果您需要的模块未在“
门模块”
字段中列出，请单击此按钮以显示“
模块管理
器”
对话框并找到并链接到您需要的模块。

配置文件名称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要应用于此操作的导入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管理器

如果“
配置文件名称”
字段中没有列出要使用的适当配置文件，请单击此按钮
以显示“
导入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请参阅管理导入Profiles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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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连接器

选中此复选框可将已从各种DOORS模块导入的DOORS对象之间的任何连接
器（关系）导入到不同的Enterprise Architect包中。

导入附件

选中此复选框以导入导入的DOORS对象可能具有的任何附件。

导入讨论

选中此复选框以导入与导入的DOORS对象关联的任何讨论。

导入

单击此按钮开始导入过程。

取消

单击此按钮可关闭“
导入门导入”
对话框而不执行导入。

帮助

单击此按钮可显示此帮助主题。

导入
导入Profiles管理器对话框
管理器对话框
单击“
从门导入”
对话框上的配置文件管理器按钮时，将显示“
导入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您可以使用此对话框
创建或导入新配置文件、编辑或删除现有配置文件以及将配置文件导出到首选文件系统。

管理导入
管理导入Profiles
字段
字段/按钮
按钮

行动

添加

单击此按钮可添加新的导入配置文件。显示“
映射选项”
对话框；请参阅创建
或编辑导入配置文件表。

编辑

单击现有配置文件名称并单击此按钮以编辑所选配置文件的参数。显示“
映射
选项”
对话框，显示配置文件的当前参数；请参阅创建或编辑导入配置文件
表。

删除

单击现有配置文件名称并单击此按钮可立即从列表中删除该配置文件。没有
确认性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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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此按钮以显示“
导入配置文件导入扩展”
浏览器。浏览所需配置文件
(.eProfile) 的位置，然后单击文件名和打开按钮。
显示A状态消息。点击确定按钮；如果操作成功，配置文件名称将显示在“
导
入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中。如果不成功，则不会将配置文件添加到列表中。

导出

单击配置文件名称并单击此按钮以将该配置文件作为 .eProfile 文件导出到文
件系统位置。将显示“
另存为”
浏览器。浏览到所需位置并单击“
保存”
按钮。
状态消息A ；单击确定按钮以清除消息。

显示所有

打开此选项以显示属于所有链接模块的配置文件。

关

使用完“
导入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后，单击此按钮返回“
从门导入”
对话框。

导入映射选项对话框
当您单击“
导入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上的“
添加”
按钮或“
编辑”
按钮时，将显示“
映射选项”
对话框。此对话框将
IBM® Rational® DOORS®物件属性映射到Enterprise Architect元素属性，并帮助您定义要导入的属性。您可以多
次使用配置文件来更新Enterprise Architect包，其中包含DOORS模块对象中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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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或编辑导入配置文件
字段
字段/按钮
按钮

行动

配置文件名称

类型为导入配置文件的适当名称。

选择一个行动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
导入”
。您还可以将配置文件重置为“
导出”
，以将需求
从Enterprise Architect包导出到DOORS模块。

元素类型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要创建的元素类型或用DOORS数据覆盖 - “需求”或“用例
”。

需求类型

This option will be available only if 'Requirement' is selected as the元素类型.单击
下拉箭头并选择要在导入产生的需求元素上设置的任何类型。

DOORS

列出所选DOORS模块中可用的DOORS object属性。

Enterprise Architect

列出映射到属性属性的Enterprise Architect DOORS 。
您可以双击空属性字段以显示“
配置属性映射”
对话框，该对话框提供了可以
映射到DOORS属性的Enterprise Architect属性列表。

单击一个属性并单击“
选择”
按钮将其映射到DOORS属性。
消除

如有必要，单击映射的Enterprise Architect属性字段并单击此按钮以清除该字
段并取消映射属性。

保存配置文件

单击此按钮保存您创建的配置文件定义并返回“
导入Profiles管理器”
对话框。

关

单击此按钮可关闭“
映射选项”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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