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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
背景
看板，直译为视觉（Kan）卡片（Ban）或广告牌，是一种用于提高效率的操作方法。它最初是由工业工程师
Taiichi Ohno 在丰田工作时开发的。 Ohno 分析了超市货架的进货方式，并将经验教训应用到工厂floor ，创造了
前所未有的效率。视觉卡（看板）用于向生产线上的上游供应商发出需要更多物品的信号。看板方法可以应用
于任何领域，包括战略规划、销售和营销以及人力技能管理，但最近看板已应用于开发以软件为中心的解决方
案的过程，以确保将价值传递给客户尽快。信息技术行业从一开始就受到项目超期和超预算的困扰，但更严重
的是未能在时间框架内为客户提供价值，使他们能够竞争并取得成功。在数字颠覆主导的时代，这些元素问题
成为商业的关键要素，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原则
看板从根本上说非常简单，并且依赖于少数原则，这些原则的起源可以归功于丰田的工程师：

·

让工作可见
传统的项目管理方法对执行工作的人隐藏了工作项目；看板向每个人展示工作，允许任何团队成员为工作
项目在董事会中的流动方式做出贡献，并最终为客户创造价值

·

限制进行中的工作
传统上，项目经理和团队负责人一直承受着完成产品或包含更多特征的压力，并且通过向团队增加更多工
作项来应对这种压力；这会导致大量的聚焦切换和不可避免的半成品，并降低效率
矛盾的是，看板鼓励限制正在进行的项目数量，从而提高效率和完成更多项目；进行中项目数量的减少使
团队成员可以一次专注于一件事，而无需切换聚焦

·

管理工作流程
使用传统的项目管理方法，瓶颈或障碍很难识别，并且通常仅在项目后期审阅，通常仅在产品交付延迟且
缺少特征之后才会出现
使用看板，工作的可见性和识别停滞流程的能力 - 无论是因为瓶颈还是缺少工作项目 - 都可以快速识别和纠
正流程问题
下图显示了Enterprise Architect中的看板功能在通道中的项目数超过该通道的最大项目数（正在进行的工作
或 WIP 限制）值中指定的数量时的响应方式；标题以可配置的颜色突出显示，数字（项目数/最大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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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供视觉提示，提示团队通过在车道上蜂拥而至（一些团队成员集中注意力）来减少项目数量

示例
示例1
位于积压顶部A高优先级用户故事可以被拉入“
进行中”
通道，开发人员可以立即开始处理它。这项工作可能需要
对业务规则进行编码、详细需求的审阅、对数据库模式的更改或向信息模式添加元素或属性，以及创建新的或
更新的部署环境。

所有这些工件都可以在同一个存储库中找到，而无需启动其他工具或安排会议来查找所需信息。战略驱动可以
在业务上下文的时间中看到，架构设计和原则可以查看，业务规则可以根据他们符合的政策可视化，可以与数
据库建立实时连接，并分析和更改它们的模式，可以检查 XML 模式并构造消息，可以编写编程代码和详细的
部署目标，所有这一切都在单个协作平台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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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competitive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trace»

(from Goals)

Rules Analyzer

This is a customer built rules engine
used to manage configuration items. It
has been extended to allow rules to be
viewed and updated through a business
web interface.

«trace»

«business rule»
Any person studying who is under the
age of 27 with student identification is
considered a student

«enforces»

«policy»
The bookstore will provide discounts
to students to encourage learning

(from Business Rules)

(from Policies)

«trace»
«trace»
As A Student I want to buy books
at Academic Prices
Requirement «UserStory»
Version: 1.0 Phase: In Progress
Priority: High

E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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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PM

«trace»
Name

(from Take Orders)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Stanford
Harvard

«trace»

Student Number
Student Verification
«column»
ID: NUMBER(8,2)
INSTITUTION NAME: NVARCHAR(50)
YEAR: NUMBER(4,2)
STUDENT NUMBER: VARCHAR2(20)

This Requirements diagram shows
a User Story that has been added
to a Kanban diagram expressing
the relationships to a number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elements.

Register

示例
示例2
该图演示了一个两阶段或三阶段工作流程中的积压图。整个图表用于管理积压，并且可以在通道内拖动项目以
定义它们在该通道中的顺序，或在通道之间拖动以定义它们在积压中的重要性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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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
Enterprise Architect在核心产品中内置了灵活且集成的看板功能，使任何规模和垂直市场的项目都可以从这种简
单、优雅和精益的项目管理方法带来的巨大效率中受益。无论使用哪种类型的流程，企业的看板特征都可以快
速无缝地集成到任何方法中，创建一个引人注目的可视化解决方案和团队协作平台，从而将产品、服务和解决
方案高效交付给客户，并且在创纪录的时间内 - 让产品所有者和客户都感到高兴。
看板特征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高度可配置性，可以进行更改以适应任何团队和流程，包括敏捷、迭代和增
量，甚至瀑布项目。采用的障碍非常低，团队可以立即开始使用看板。最基本的看板由一个图表组成，该图表
分为少量的车道；可以将一系列工作项添加到图表中，包括特征、用户案例、缺陷、修改、使用案例、需求等
等。工作项可以用代表彩色卡片的引人注目的视觉风格来绘制，并且可以在图表中的任何位置拖动以更改给定
车道中的顺序，或者从车道到车道从左到右通过电路板进行，表示朝着价值的进步客户。车道通常绑定到“
项目
管理感知”
属性的值，例如状态或相，并且当项目从车道拖到车道时，绑定属性的值会自动更改。但是，可以通
过将通道设置为“
未绑定”
属性来关闭单个通道的此功能，以便元素在移动到该通道时不会更改。例如，如果通
道捕获的元素已超出正常流程，需要在出现问题时根据属性值进行评估，则您可以将通道设置为“
未绑定”
。

资源分配
执行指定角色的任意数量的资源可以在它们流经看板时分配给工作项，并且可以将进度可视化为显示在卡片底
部的一个或多个进度条。分配由Enterprise Architect实用且简单的资源分配功能驱动，可用于定义资源（团队成
员）和工作项（卡片）之间的关系。任何数量的团队成员都可以将自己分配给一个工作项，表明他们将执行的
角色，并且可以使用开始日期、完成日期和预期时间来记录任务将花费多长时间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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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可以更新为完成百分比，可以直观地显示在卡片上。看板（与任何图表一样）也可以显示为甘特图或列表
视图，支持替代项目管理表示。

配置
看板卡可以配置为显示一组广泛的属性，具有引人注目的图标、颜色和进度条，以传达工作项、资源分配和工
作项进度的重要方面。属性包括项目名称、类型、状态、版本、优先级、原型、相、作者等。

可以配置名称、颜色和通道数量，以及一系列其他属性，例如溢出限制、默认值和子通道的定义。板的外观和
工作项目都可以配置，使用不同的颜色、字体和样式，包括手绘模式，这可能会吸引更习惯于使用带有彩色注
记的物理板的团队。也可以设置图表外观以突出显示来自相同层次结构的元素。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内置的看板图，以及许多预先构建的工作流模式，可以“
按原样”
使用或配置为适合任何
项目或计划。工作流模式定义一个、两个或三个阶段的工作流；例如，两阶段工作流定义了一个看板，仅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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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积压的优先级，然后将来自积压的项目从积压看板移动到迭代看板的第一通道。如有必要，产品拥有着者
可以使用Enterprise Architect的安全功能锁定积压看板，确保积压中项目的顺序不会被无意更改。
有许多商业工具允许看板用于可视化管理项目，但企业架构师的看板功能非常有用，因为该工具也是一个用于
战略和业务分析、架构、设计、实施、测试和部署的复杂建模平台.这意味着看板上的工作项目可以链接到战略
决策、业务规则、政策、要求、架构和设计元素、线框和 UX 模型、编程代码、数据库库表、程序、测试、虚
拟或物理部署节点、和更多。团队中的每个人第一次可以在同一环境中使用专为他们的学科而构建的功能工具
箱进行协作，同时能够在视觉上引人注目的看板集合中可视化和管理交付给客户的价值板。

图表和仪表板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复杂的图表功能，可用于创建富有表现力的图表和仪表板，这将提供对看板流程的洞察
力，并使产品负责人和其他团队成员能够监控绩效并确定微调团队工作方式的方法。有一系列内置图表，包括
条形图和饼图、热图等，但团队可以自由创建任意数量的用户定义图表，这些图表可以合并到团队流程和审查
中。

应用
看板项目管理方法可帮助您开发一个动态的、易于查看的项目开发阶段的进度摘要，其中阶段表示为图表的通
道和子通道 - 看板板。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您可以将此方法的一种形式应用于您的项目管理图表，以监控
和管理特定区域的工作流程。
开发阶段可以通过元素的项目管理属性的值来定义，例如相、版本或状态，或者用户定义的标记值。代表每个
任务或任务object的元素最初放置在项目早期阶段的通道中，并且通过将相应的元素移动到图表上的不同通道来
反映任务的工作。如果图表链接到项目管理属性，则将元素从一个通道拖到另一个通道会自动将属性的值更改
为通道表示的值。
在此插图中，通道标识了每个开发阶段正在执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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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log

Queue

As a Customer I want to be able to view
the status of my order

As a Customer I want to be able to add
new orders to existing ones if they have
not shipped

In Progress (4/6)

Test/Review

Done

Deploy
Priority

UserStory
Validated
High

UserStory
Proposed
Medium

Stock levels on financial reports don't
include returned items
Defect
Approved
Low

As a Warehouse Manager I want to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best product
location to minimize picking errors

High
Medium
Low

UserStory
Proposed
Low

Theresa Moranti
Java Progr...

As a Reviewer I want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add words to the online
dictionary
UserStory
Proposed
Medium

UserStory
Validated
High

Prices for some publishers do not include
internal storage costs
Defect
Proposed
Low

Yuki Kotabashi
Test Analyst

As an Administrator I want to be able to
have a maintenance window to update
online web pages and content

As a Sales Representative I want to be
able to view historical leads
UserStory
Validated
Medium

As a Customer I want to be able to rent
an item for a specified duration
UserStory
Proposed
Medium

Adam Goodchild

As a Reviewer I want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add and edit rules in the online
grammar checker

Solution A...

Paulene Dean

Jane Ward

Test Analyst
Developer

Pat Taylor
C++ Progra...

UserStory
Proposed
Medium

As a Stock Manager I want to be able to
predict product demand
The Online Shop web site country drop
down list is missing a number of small
countries

As a Customer I want to be able to delete
items from my order before it is shipped

Defect
Proposed
Medium

UserStory
Approved
High

Benjamin Hutt on

UserStory
Proposed
Medium

C++ Progra...

As A Student I want to buy books at
Academic Prices
UserStory
Proposed
High
Pat Taylor
C++ Progra...

新任务通常从最左边的车道开始，完成的任务通常会通过所有车道，然后在最右边的车道上停止，然后被移出
图表。 A典型的工作流程是通过从最右边的通道开始并查看它是否有任何您能够进行的任务来选择您要处理的
下一个任务；如果没有，则移动到下一个车道并重复，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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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快速入门
创建看板图表
看板图是A允许团队成员可视化表示为彩色卡片的工作项的板。棋盘分为多个通道，团队成员在工作完成时将
卡片从左向右移动，从而为客户提供价值。
您可以通过获取现有图表并设置其看板属性来创建看板图，但更容易使用 Kanban图表UML配置文件提供的图表
类型作为起点，然后更改其属性以适合您自己的项目。
节

行动

1

在浏览器窗口中，右键单击父包并选择“
添加图表”
命令。

2

在“
新建图表”
对话框中，使用“
选择自”
标题在左侧窗格中选择“
软件构建 > 看板蓝图”
，然后从右
侧窗格中选择一种图表类型（基本、积压、迭代和完全）。在“
图表”
字段中为新图表命名，然后
单击确定按钮。

3

如果您在列表中找不到“
看板”
，则必须启用看板MDG 技术。

将元素添加到看板图表中
工作项在看板图上直观地表示，但首先必须添加到图中。它们可以是存储库中已经存在的元素，也可以是从看
板工具箱页面拖放到图表中的新元素。任何元素类型都可以出现在看板上，但最典型的类型是特征、用户案
例、缺陷和修改。有时还会添加使用案例、场景和需求。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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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将元素放到看板图上时，它添加到的通道取决于图表是否定义了属性值，以及它是否具有默认通道。如果
看板图定义了一个属性值，并且新元素的属性与其中一个通道匹配，那么它将被添加到该通道。否则，它将被
移动到默认车道，或者如果没有指定默认车道，则移动到最后一个车道的右侧。
您可以在“
看板选项”
对话框的“
通道”
页面上定义默认通道。
只要您打开看板图，看板工具箱页面就会自动打开。工具箱页面提供了一组默认元素，您可以使用它们来表示
看板图上的工作单元，但可以添加任何类型的元素。
节
1

2

行动
打开你的看板图。图表工具箱应该会自动选择看板页面。

·

如果没有出现图表工具箱，请单击图表左上角的 >> 按钮

·

如果没有自动选择看板页面，请单击

以显示“
查找工具箱项”
对话框并指定“
看板”

将元素从看板页面拖到看板图上。该页面提供了这些元素类型：

导入看板工作流模式
每个组织或团队通常都希望定义适合他们所从事的计划的自己的工作流，并且每个组织或团队都可能为不同类
型的计划定义了许多工作流。虽然这可以从头开始，但使用其中一种内置模式更容易，无论是“
原样”
还是作为
起点。 A工作流程可以由任意数量的看板组成，这些看板链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工作流程；例如，一个三阶段的
工作流程将包含三个单独的板。每个电路板都可以配置任意数量的通道和子通道，代表工作流该部分的各个阶
段。团队成员可以在单个板中的通道之间移动工作项，也可以在构成整个工作流程的板之间移动工作项。
看板工作流模型模式帮助您非常快速地建立一个、两个或三个阶段的工作流，使用和链接积压、迭代和完全的
看板图。
节

行动

1

在浏览器窗口中，选择要创建工作流模式的包。

2

单击浏览器窗口标题并选择“
模型模式选项，或按 Ctrl+Shift+M。将显示首页'从模式创建'选项卡（
模型向导）。

3

选择“
模型模式”
选项卡，然后单击蓝图下拉箭头并选择“
项目管理>看板”
。面板标题变为“
看板蓝
图”
，面板显示您可以选择的三种工作流程模式。

·
·
·

看板一阶段工作流程
看板两阶段工作流程
看板三阶段工作流程

当您单击其中一个模式时，右侧面板会显示一个示例图表和几个有关使用该模式的有用信息的部
分。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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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您选中了“
导入时自定义模式”
复选框，则会显示提示选择要在模式中导入的包。每个模式包
含一个包，它是自动选择的。单击每个模式的确定按钮。

5

打开每个新图表并考虑它们是否符合您自己的工作流程偏好。提供的图表可以根据您的工作方式
进行更改。

移动看板项
随着工作的执行，通过看板的工作项通常从左到右流动，使项目更接近为客户提供业务价值。在单阶段工作流
程中，工作项目将通过一系列通道通过单个板移动，但在包含多个看板板的工作流中，项目也会从一个板跳到
下一个板。例如，在一个两阶段的工作流程中，有一个积压板，项目将根据其优先级在板中进行优先级排序。
积压中优先级最高的工作项需要被移至迭代委员会，实施者将在那里将它们拉入进行中通道。

在看板图表中移动项
在看板图中移动项目既简单又直观，可以通过将工作项目从一个位置拖放到另一个位置来实现。如果一个项目
在同一车道内移动，则其位置在该车道内简单地改变。如果一个项目被拖到不同的车道并且这些车道绑定到一
个元素属性或用户定义的标记值，则该项目的属性的值也将被更改。
节

行动

1

选择看板图中的项目。

2

将其拖放到同一车道或不同车道中的新位置。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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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记
当物品在车道之间移动并且车道绑定到属性或标记值时，属性或标签的值将自动更改。

示例

在看板图表之间移动项
通过使用位于图表右侧的拖放区，可以在看板之间移动项。每个放置区都有工作流程中另一个图表的名称，当
前板上的元素可以简单地通过将它们拖放到适当的放置区来移动。
要创建放置区，只需将目标看板板拖到当前看板图上并释放鼠标按钮。响应提示，选择“
Drop图表as图表参考
”
选项。您可以有多个放置区，一个用于工作流程中的其他看板板。如果您使用模型向导视图集（首页'Create
from模式' tab）中的模式工作流图集生成看板，则会在每个图上自动生成看板。
节

行动

1

选择看板图中的项目。

2

将该项目拖动到看板图车道的右侧。

3

将项目拖放到您要将元素移动到的图表名称的区域上。

4

选择“
移动到”
将元素移动到新图表或“
在图表上创建链接”
在第二个图表上创建链接，而不从当前
图表中删除元素。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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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在此图中，代表缺陷的工作项正在从积压看板的关键通道移动到迭代板。

搜索看板图表
A组织良好的存储库将有助于快速定位特定的看板图，但在大型和复杂的计划中，一些团队成员需要搜索看板
是很常见的。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易于使用但复杂的搜索功能，内置搜索功能，可在存储库中查找所有看板
图。找到图表后，用户可以继续从左到右移动对象，从而为团队专注于为客户提供价值的工作做出贡献。
节
1

行动
选择“
构建”
>“
资源管理”
>“看板”>“
查找看板图表”
功能区选项。
立即执行搜索，并在在项目中查找视图中列出找到的图表。

2

双击要打开的任何看板图。

布局过滤器面板
任何可观规模A项目通常都会有大量正在进行的工作项目，产品所有者和团队成员通常希望根据一组条件过滤
项目的选择，例如高优先级要求或适用于特定的利益相关者或人。这可以使用两个级别的过滤器来实现；权宜
之计的ribbon过滤器或更复杂和持久的图表功能。
可以使用布局功能区过滤器面板实时快速过滤具有大量元素的看板图。
1.

访问过滤器面板。

2.

选择过滤器属性和运算符（如果适用），并指定搜索词。

与指定条件不匹配的元素将在过滤后的图表中被隐藏。

(c) Sparx Systems 2022

Page 14 of 56

创建于 Enterprise Architect

看板

(c) Sparx Systems 2022

30 August, 2022

Page 15 of 56

创建于 Enterprise Architect

看板

30 August, 2022

看板选项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了许多用于生成新看板图或打开现有看板图的选项。打开图表后，您可以定义其结构、
内容和外观。也可以将任何其他类型的图表配置为看板图表，只需向其添加看板属性即可。这种有用的设计特
征意味着包含例如一组用户案例的图表可以简单地更改为看板图，团队可以立即开始使用这种灵活、精益的项
目管理方法。
要定义看板图的结构、内容和外观，请使用“
看板”
对话框。

当您显示“
看板”
对话框时，它默认为“
配置”
页面。您使用此页面：

·

设置看板的基本属性，例如是否在图表上启用看板，名称是否显示在图表的标题栏中，每个泳道的宽度是
否被锁定，以及

·

在看板图上创建、修改和删除主要通道；你可以：
- 手动创建车道，或定义车道绑定的属性，以便车道
当您单击“
从绑定填充”
按钮时，会从该属性自动生成
- 添加未绑定到属性的车道
对于每个车道，您可以定义：
- 触发前可以放置在泳道中的最大元素数量
“溢出”指示器
- 车道的填充颜色
- 是否是添加新元素的默认车道

访问
功能区

>构建>资源管理>看板>（生成和/或打开看板图的选项）或
>开始>个人>我的看板（显示个人默认看板图）
然后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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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图表>管理>看板（在打开的看板图上）

上下文菜单

在浏览器窗口中，右键单击图表名称 |看板
在图表上，右键单击背景 |看板

配置选项
选项
启用

在标题栏中显示名称

行动
选中复选框以将任何看板功能应用于图表。如果未选中该复选框，该图将表
现为非看板图。
选中此复选框可在图表标题栏中的通道上方显示通道名称（但不显示子通道
名称）。一旦定义了车道，这些将是可见的。
当您在一列中有多个元素并向下滚动到较低的元素时，泳道标题将从视图中
消失，因此标题栏中的名称继续标识车道名称。

泳道宽度锁定

选中此复选框可防止图表中的通道变窄或变宽。

将看板绑定到
单击

·
·
·

按钮并选择要将通道绑定到的属性。这将是以下之一：

元素，或
标记值（仅限枚举或string类型），或
无（使所有车道未绑定）。

如果选择“
元素”
，还要选择属性“
相”
、“
版本”
、“
优先级”
（对于需求类型元素
）、“
状态”
或“
作者”
。
如果您选择“
标签标记值”
，还可以选择“
创建”
一个新标签（只需输入名称）
或“
选择”
一个现有标签。
在后一种情况下，将显示“
看板标记值选择”
对话框，单击相应的单选按钮从
“
全局标记值”
列表或“
从选定元素的标记值值”
列表中选择.单击选择元素按钮
以浏览模型中的任何位置的元素。
将全局标记值或元素中的值提供给“
标记值”
字段。单击字段右侧的下拉箭头
并从列出的那些中选择参考标记值。点击确定按钮。
“Bind Kanban to”
字段现在显示元素属性或您选择的标记值。
当您在两个“
绑定”
车道之间移动元素时，会弹出一个提示，供您确认移动。
单击提示进行移动，或单击图表上的其他位置以中止移动。这可以防止用户
意外在车道之间移动元素。
只读绑定

从绑定填充

名称

(c) Sparx Systems 2022

选中此复选框可将绑定看板通道的效果设为只读。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通道
之间移动元素并进行各种元素格式更改，但绑定的属性值不会更新，也不会
捕获元素位置。如果另一个用户查看图表，或者第一个用户关闭图表并随后
重新打开，则移动的元素将位于其原始位置。
如果您选择了将看板通道绑定到的元素属性，请单击“
从绑定填充”
按钮以使
用该属性的现有值填充通道列表。这将在为每个新值创建新通道之前删除所
有旧通道。一旦以这种方式创建了车道，就可以对其进行重命名、重新排序
和添加。
可以使用“
从绑定填充”
按钮自动填充每个通道的名称。您可以改写名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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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必是唯一的，但不能为空。

最大项

颜色

您可以设置每个通道中可以放置的最大元素数量。如果有人试图将元素移动
到已达到或超过其最大数量的车道中，则车道的标题将以您在“
外观”
页面上
定义和启用的“
过度填充”
颜色显示。这提供了一个视觉指示，表明可能必须
采取行动来清除工作流过程中的瓶颈。
多个或所有车道可以具有相同的填充颜色，或者您可以为每个车道设置不同
的颜色，独立于其他车道。任何一个：

·

将“
颜色”
值设置为“
默认”
（在“
首选项”
对话框、“
渐变和背景”
页面上设置
），或

·
·

用所需颜色的十六进制代码覆盖“
默认”
，或
单击下拉箭头并从显示的调色板中选择一种颜色

实际颜色显示在字段左侧的框中。
默认

您可以指定一条车道作为默认车道；也就是说，车道没有为车道标题分配绑
定属性值，因此可以填充各种元素，例如通过看板搜索添加到图表中的元
素。因此，如果您在状态值“
测试中”
、“
通过”
和“
失败”
上绑定了三个通道，例
如，“
测试中”
通道是默认通道，并且您添加了一个具有“
状态”
的元素不运行
'，它将被放置在'测试中'车道而不是放置在图表的右侧边缘经过所有车道。
您只能选择一个“
默认”
复选框；单击一个复选框会清除任何先前选择的复选
框。

绑定到左侧

“
绑定到左侧”
属性实质上使主通道 子通道相同。将元素移动到“
绑定到左侧
”
通道中会将元素的绑定属性设置为最左侧的绑定通道。考虑具有这些通道的
“
相”
看板图，按顺序：

·
·
·
·
·
·

待办事项（默认，未绑定）
实施（绑定）
待办事项（绑定到左侧）
审阅(Bound)
待办事项（绑定到左侧）
部署（绑定）

新添加的元素将被添加到最左侧的“
待办事项”
通道中，其优先级值与之前的
值相同。将它们移动到“
实施”
车道，然后将相设置为“
实施”
。当实现完成
时，元素可以在'审阅'之前移动到'To Do'通道而不更新元素的相，直到它被移
动到'审阅'通道。
未绑定

新的
调整

删除

选中该复选框以将通道的属性绑定设置为“
未绑定”
，以便元素移动到该通道
时不会更改元素属性。例如，如果通道捕获的元素已超出正常流程，需要在
出现问题时根据属性值进行评估，则您可以将通道设置为“
未绑定”
。车道有
一个属性值，但它不应用于元素。
单击此按钮可在看板图上定义新通道。
单击“
车道”
列表中的一行，然后单击此按钮以在更新模式下将光标定位在“
名
称”
字段中，并突出显示您正在修改的车道，以便更容易聚焦您可能更改的字
段。
单击“
车道”
列表中的一条线，然后单击此按钮以删除该车道。
单击“
车道”
列表中的一个条目，然后单击此按钮可将该条目在列表中向上移
动一行，并在图表的左侧移动一个车道。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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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车道”
列表中的一个条目，然后单击此按钮将条目在列表中向下移动一
行，并在图表上向右移动一个车道。

注记
·
·

看板图中的元素分别代表正在进行的工作；您不能在图表上的元素之间创建连接器

·
·

当您第一次设置看板图时，图表上没有定义的属性值之一的任何元素都将移动到图表的右侧

·

看板图上的元素会自动调整以匹配它们所在的车道宽度，无论是当元素被移动到车道中时，还是车道宽度
发生变化时

·

某些类型的元素会自动从看板图搜索中排除；这些是：
-约束
-端口
- 提供的接口
- 必需接口
-边界
-超链接
-状态节点（如选择和连接点）
-文本
- Win32
- 线框图
-包
-图框
-活动区域
-序列元素
-注记
- 标准图表
-模型视图
-时间系列图表

如果您将看板定义应用于当前图表，则图表上的所有连接器都将被隐藏；当您取消激活定义时，连接器会
再次显示
将元素移动到通道中会自动将该元素的适当属性设置为通道表示的值；对于一个标签标记值，如果该元素
没有那个标签，则将该元素添加到lane中，添加标签并将其设置为lane值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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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选项 - 子通道
子通道是定义工作流程中另一个级别的有用设备；例如，您可能希望将“
进行中”
通道划分为代表各个开发人员
的多个子通道，或者将任何通道划分为“
进行中”
和“
完全”
。“
子通道”
页面可帮助您快速轻松地为看板图创建任
意数量的新子通道。

访问
功能区

>构建>资源管理>看板>（生成和/或打开看板图的选项）或
>开始>个人>我的看板（显示个人默认看板图）
然后
设计>图表>管理>看板>子通道（在打开的看板图上）

上下文菜单

在浏览器窗口中，右键单击图表名称 |看板>子通道，或
在看板图上，可以：

·
·

双击车道 > 子车道
右键单击背景 |看板 > 子通道

创建子车道
您只需单击“
新建”
按钮并在“
名称”
列中输入子通道名称即可添加子通道。或者，您可以保留默认string
“<anonymous>”
以创建未命名的子车道，这对于组织具有大量元素的车道很有用。然后，图表上的车道名称会自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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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添加到面板中。
创建子通道后，通过选中要包含子通道的每个通道名称下方的复选框，将每个通道应用于一个或多个父通道。
要将每个子通道分配给每个通道，您可以单击选择所有按钮，并单击不选所有按钮清除此总分配。您还可以通
过单击子通道名称以及上手和下手按钮来更改看板图中所有父通道的子通道的顺序。
在特定的父车道列中，您可以对子车道应用自定义排序，以便该车道中的子车道与不同车道中的相同子车道处
于不同的序列中。对于已分配子通道的列（即，它包含选定的复选框），右键单击标题并选择“
设置通道顺序
”
选项。将显示A小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单击子通道名称并使用向上和向下按钮将它们放在所需的序列中。单
击确定按钮以清除对话框并应用子通道。如果已自定义子通道订单，您可以通过再次右键单击标题并选择“
重置
通道订单”
选项将其返回为“
全面”
订单。

注记
·

子通道与早期版本的Enterprise Architect不向后兼容；如果您在早于版本 12.1 的系统版本中打开包含子通道
的看板1 ，则子通道将从图中永久删除

·

看板图上的元素会自动调整以匹配它们所在子通道的宽度，无论是当元素被移动到子通道中时，还是当子
通道宽度发生变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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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选项 -外观
外观
使用“
外观”
页面，您可以设置看板图的外观选项，例如线条和字体颜色以及使用手绘模式。

默认情况下，看板图上的对象是使用信息视图样式
信息视图样式
信息视图样式绘制的。

此样式在元素的右上角显示一个图标，表示元素类型，左侧的三角形图标表示优先级 - 红色表示高优先级，黄
色表示中优先级。低优先级不显示图标。与其他各种元素属性一样，优先级也由元素主体中的一行文本表示。
您可以通过从“
外观”
页面底部的列表中选择适当的复选框来指定显示哪些属性。

访问
功能区

>构建>资源管理>看板>（生成和/或打开看板图的选项）或
>开始>个人>我的看板（显示个人默认看板图）
然后
设计> > 管理 >图表>外观（在打开的看板图上）

(c) Sparx System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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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浏览器窗口中，右键单击图表名称 |看板>外观，或
在看板图上，可以：

·
·

双击车道 >外观
右键单击背景 |看板 >外观

外观选择
选项
线条颜色

行动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显示车道
车道
车道边界的颜色。此颜色不适用于子车道
子车道
子车道边界，子
车道边界会自动设置为浅色或深色以与车道填充颜色形成对比。
如果未显示您需要的颜色，请单击更多颜色按钮并从更广泛的标准颜色中进
行选择或定义自定义颜色。
边框样式自动设置为“
轮廓分明”
效果，以在背景上呈现 3D 块的外观，背景颜
色为线条颜色。如果将线条设置为浅色而不是黑色，效果会更加明显。

字体颜色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在看板通道和子通道标题中显示文本的颜色。
如果未显示您需要的颜色，请单击“
更多颜色”
按钮，然后从更广泛的标准颜
色中进行选择或定义自定义颜色。

A

单击此按钮可显示“
字体”
对话框，您可以通过该对话框定义看板通道和子通
道标题中文本的字体和样式、大小和效果。
如果您还在此处更改文本颜色，它将覆盖“
字体颜色”
字段的设置。

标题颜色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要在车道标题上使用的单元（与填充颜色分开，您可以
将其单独应用于每个车道本身）。
如果未显示您需要的颜色，请单击“
更多颜色”
按钮，然后从更广泛的标准颜
色中进行选择或定义自定义颜色。

填充颜色

如果车道包含的元素数量超过最大数量，请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填充车道单
元的颜色。当您在“
通道”
页面中定义要使用的通道时，您可以设置最大元素
数。
如果未显示您需要的颜色，请单击更多颜色按钮并从更广泛的标准颜色中进
行选择或定义自定义颜色。

底部填充颜色

如果列包含的元素少于最大数量，即有可用容量，则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用
于填充车道单元的颜色。当您在“
通道”
页面中定义要使用的通道时，您可以
设置最大元素数。
如果未显示您需要的颜色，请单击“
更多颜色”
按钮，然后从更广泛的标准颜
色中进行选择或定义自定义颜色。

行宽

单击下拉箭头并选择看板通道边界的线宽 - 1 （最细）、2 或 3（最粗）。

垂直间距

将此设置为“
小”
、“
中”
或“
大”
以定义看板通道中元素之间的垂直分离程度。

隐藏名称

选中此复选框可隐藏通道名称和列单元。

粗体字体

选中此复选框以粗体显示车道标题（如果它们的字体定义尚未将它们设置为
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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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

选中此复选框以在“
手绘”
模式下显示看板通道和图表上的元素。

启用溢出突出显示

如果车道标题包含的元素多于定义的最大数量（请参阅新建），请选中此复
选框以将“
过度填充”
颜色应用于车道单元。

启用底部填充突出显示

如果车道包含的元素少于定义的最大数量，则选中此复选框以将“
未填充”
颜
色应用于车道单元；也就是说，如果它有任何备用容量。

突出显示层次结构

选中此复选框以突出显示看板图上属于同一层次结构的元素，方法是在每个
元素后面绘制一个彩色矩形。如果同一图表上有来自两个或多个层次结构的
元素，则每个层次结构都由颜色不同的背景矩形表示。在此图中，类1和类2
都在一个层次结构中，而类5 和类6 都在第二层次结构中。

使用看板绘图风格

如果要将看板样式应用到此看板图上的元素，请选择此选项。此外，选中要
在元素中显示的每个元素属性或特征的复选框：

·
·
·
·
·
·
·
·

类型- 显示元素类型

·
·
·
·
·

构造型——显示元素的构造型

·

检查清单元素显示在看板图上，显示检查清单和项目；检查清单按优先
级工件时，可以按优先级绑定到优先看板图上，此选项可以轻松查看任
何检查清单

·

标记值-在图表上显示每个元素的标记值，在一个元素隔间中

状态——显示元素状态
版本- 显示元素版本
优先级 - 显示元素优先级
粗体名称 - 以粗体显示元素名称
注记——在看板图的元素中显示元素注记
大写名称- 在看板图上以大写字母显示元素名称
阴影 - 在图表上每个元素的右边缘和下边缘显示阴影；此效果不受“
首选
项”
对话框中的“
元素阴影打开”
选项的影响
相-显示元素相
作者- 显示元素作者的姓名
截断名称 - 当元素名称接近元素边框时将其截断，而不是让它环绕
图标 - 默认选中；取消选中此复选框将隐藏元素类型和优先级图标在元素
的右上角

属性复选框直接链接到“
使用看板绘图样式”
选项。如果您不选择该选项，则
看板图上的元素具有更基本的外观，除了作者和元素名称之外没有显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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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原生元素绘画风格

选择此选项可在看板图上以其原生的矩形符号样式呈现元素，显示元素可能
具有的任何隔间。如果要显示隔间，资源隔间对于看板元素特别有用。此隔
离专区列出已分配资源，包括 100%完成的资源。
注记元素宽度受元素所在车道宽度的限制，因此特征隔间可能会被截断。

注记
·

添加到看板图中的所有元素最初都具有相同的高度和间距，但随着可显示信息添加到元素中，高度会发生
变化

·

在看板图中，正常的元素外观选项是不可操作的；只有看板外观选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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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选项 -高级
高级
如果您不想手动将元素添加到看板图，您可以使用“
高级”
页面设置包搜索或#
搜索以自动填充图表。不能同时使用包搜索和自定义#
同时搜索；如果两者都指定，则忽略包搜索。

该对话框会在“
包”
选项卡中自动打开。如果你想创建一个#
搜索，点击“
自定义 SQL ”
选项卡。

访问
功能区

>构建>资源管理>看板>（生成和/或打开看板图的选项）或
>开始>个人>我的看板（显示个人默认看板图）
然后
设计>图表>管理>看板>高级（在打开的看板图上）

上下文菜单

在浏览器窗口中，单击图表名称 |看板>高级，或
在看板图上，可以：

·
·

双击一个车道 >高级
右键单击图表背景 |看板>高级

看板选项 -高级
高级
要根据包填写图表，只需单击“
添加”
按钮和“
添加包”
选项，然后从“
选择包”
浏览器中选择所需的包或包。
如果要包含子包中的元素，请选中列表中每个包的“
包含子包”
复选框。单击运行搜索按钮。这将根据搜索自动
添加元素。搜索是附加的（除非选择了“
与搜索同步”
）并且只会添加当前不在图表上的元素。您可以通过在“
过
滤器”
页面上创建包搜索并添加过滤器来优化包搜索（请参阅看板图表选项 - 过滤器帮助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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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定义结果中填充#
搜索，单击“
自定义 SQL ”
选项卡并键入或粘贴相应的#
.为了填充图表，您必须在#
选择语句：
Object_ID 作为 Element_ID
例如：
选择 Object_ID 作为 Element_ID From t_object Where Object_Type = '需求'
选项

行动

添加

在“
包”
选项卡上，如果您正在使用搜索或过滤器（从对话框的“
过滤器”
页面
），您必须定义一个包或包以供搜索或过滤器使用。为此，您可以单击“
添加
”
按钮并选择“
添加包”
以浏览选定的包，或选择“
搜索模型”
以搜索或过滤当前
模型中的所有元素。

消除

如果您想从列表中清除一个包（或整个模型选择），请单击项目行并单击此
按钮。

包括子包

如果您选择了带有子结构的包，请选中此复选框以将结构中的元素也包含在
看板图中，或清除该复选框以仅包含所选包中的元素。

自动填充

当您选择此选项时，为看板图配置的搜索将在图表打开或重新加载时自动运
行。

与搜索同步

选择此选项将使图表在运行时与当前搜索运行。那是：

·
·
运行搜索

将添加与搜索匹配但当前不在图表上的新元素，并且
图上现在不匹配搜索的元素将被删除

当您设置包搜索或自定义#
搜索，点击运行搜索按钮填充图表。 #
找到的所有元素#
搜索被添加到图表中。
如果您尚未对包搜索应用过滤器，则所选包中的所有元素都将添加到图表
中。如果您使用了过滤器，则仅添加那些满足过滤条件的元素。
搜索期间会A “
进度”
对话框。如果搜索需要很长时间或发现太多元素，请单
击“
取消”
按钮；已添加到图表中的任何对象都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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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选项 - 过滤器
如果您想应用额外的过滤，“
过滤器”
页面可以

“
高级”
页面上定义的包搜索结合使用。

可以导入已经创建的模型搜索，或者在此处创建新过滤器，就像您对任何其他模型搜索所做的那样。
添加任何这些搜索或过滤器时，您还必须选择至少一个包以供搜索或过滤器使用；您可以在“
看板”
对话框的“
高
级”
页面上执行此操作。

访问
功能区

>构建>资源管理>看板>（生成和/或打开看板图的选项）或
>开始>个人>我的看板（显示个人默认看板图）
然后
设计>图表>管理>看板>过滤器（在打开的看板图上）

上下文菜单

在浏览器窗口中，右键单击图表名称 |看板 > 过滤器，或
在看板图上，可以：

·
·

双击通道 > 过滤器
右键单击图表背景 |看板 > 过滤器

过滤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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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导入搜索

单击此按钮可从外部 XML 文件（'From文件'）或当前模型（'From EA'）导入
搜索。

添加过滤器

单击此按钮可定义要在搜索期间自动添加到看板图中的元素的属性。注记并
非所有元素类型都可以添加到看板图中；注记部分列出了排除的类型。

编辑过滤器

单击此按钮可编辑列表中当前选定的过滤器。

可选/需要

可选 - 当至少需要匹配一个过滤器时选择此项
需要- 如果所有过滤器都需要匹配，请选择此项

移除过滤器

单击此按钮可从列表中删除当前选定的过滤器。

注记
·

运行搜索时，这些元素类型不包含在看板图中：
-行动销
-边界
-图表
-约束
-图表图例
- 扩展区域
- GUI元素
-超链接
- 可中断活动区域
- 模型视图
-注记
-包
-端口
- 提供的接口
- 必需接口
-屏幕
-序列
- 状态节点
-文本
- 时间序列图
- UML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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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模式
看板提供了支持图表创建的图表类型和模式。虽然可以从大多数UML图类型创建看板图并从头开始设计工作
流，但这些图类型和模式可帮助您生成符合您的要求的看板，然后调整设置以适应，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

访问
在“ MDG 技术”
对话框的“
技术”
面板中，选择“
看板”
，然后单击“
启用”
复选框和“
确定”
按钮。
功能区

特定>技术> 管理技术

看板图表类型
看板技术有四种预定义的看板图，如此处所述。要创建这些图表之一，请打开“
新建图表”
对话框，使用“
选择自
”
标题在左侧窗格中选择“
软件构造 > 看板蓝图”
，然后从右侧选择一种图表类型窗格。
图表类型
基本的

描述
基本看板图包含以下通道：

·
·
·
·

积压
队列
进行中
完毕

基本看板图没有绑定到任何元素属性的通道。
积压

积压看板图包含这些通道：

·
·
·
·

低的
中等的
高的
批判的

车道与元素绑定，因此在车道之间移动的元素会自动将其优先级更新为车道
的名称。
迭代

迭代看板图包含以下通道：

·
·
·
·

队列
进行中
测试/审阅
完毕

车道与元素相绑定，因此车道之间的移动元素会自动将它们的相更新为车道
的名称。
完全

完整的完全图包含以下通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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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毕

车道与元素相绑定，因此车道之间的移动元素会自动将它们的相更新为车道
的名称。

看板工作流模式
看板工作流模型模式帮助您快速建立一个、两个或三个阶段的工作流，使用和链接积压、迭代和完全的看板
图。
工作流模式

描述

1阶段工作流程模式

1-stage Workflow模式由单个看板图组成，其中包含积压、队列、正在进行、
测试/审阅、完成和部署通道。这些车道与元素的相属性相关联，因此在车道
之间移动的元素会自动将它们的相更新为车道的名称。

2阶段工作流程模式

2-stage Workflow模式由两个相关的看板图组成：

·

A Low、Medium、High 和Critical 车道链接到元素的Priority属性的积压看
板图，这样在车道之间移动的元素会自动将Priority 更新为车道的名称，
并且

·

带有 Queue、In Progress、测试/审阅、Done 和 Deploy属性的 Iteration
Kanban 图链接到元素的相，因此在通道之间移动的元素将自动将它们的
相更新为通道的名称

每个图表还有一个拖放区，可帮助您在图表之间轻松移动元素。只需将元素
拖到适当的区域（具有要将元素移动到的图表的名称），然后选择“
移动到
”
将元素移动到新图表，或选择“
在图表上创建链接”
以在第二个图表上创建链
接图表而不将其从当前图表中删除。
三阶段工作流模式

三阶段工作流模式由三个相关的看板图组成：

·

A Low、Medium、High、Critical lanes的Low、Medium、High和Critical车
道链接到元素的Priority属性的积压看板图，这样在车道之间移动的元素
会自动将Priority更新为车道的名称

·

一个迭代看板图，其中包含 Queue、In Progress、测试/审阅和 Done 车道
链接到元素的相属性，以便在车道之间移动的元素会自动将它们的相更
新为车道的名称，以及

·

A完全的看板图，其中 Ready for Release、Staging 和 Production 通道链接
到元素的相属性，因此在通道之间移动的元素会自动将它们的相更新为
通道的名称

每个图表还有一个拖放区，可帮助您在图表之间轻松移动元素。只需将元素
拖到适当的区域（具有要将元素移动到的图表的名称），然后选择“
移动到
”
将元素移动到新图表，或选择“
在图表上创建链接”
以在第二个图表上创建链
接图表而不将其从当前图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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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资源&amp;工作项
工作项
Enterprise Architect不仅可以帮助您为看板图或工作流定义工作项，而且还可以作为一个复杂的平台来分配和管
理资源以及通过板子的项目流。此功能同时使用看板图和资源分配特征。
资源是从事项目工作的人；他们可以被分配角色和分配任务，这些角色和任务可以在看板图上可视化。

此示例显示了许多看板工作项，其中一项分配了三个资源。资源执行的任务处于不同的完成阶段，由显示已完
成工作百分比的绿色进度条表示。
当资源分配设置为 100%完成时，将不再显示在看板object中。当所有任务都设置为 100% 时，可能是时候将任
务移动到下一个看板通道，改变其状态以便分配下一个资源。在此示例中，可能是具有“
审阅”
或“
测试”
角色的
资源。

资源分配
要将资源分配给看板object ，您必须首先打开资源分配窗口（构建>资源管理>资源'）。然后在看板图或浏览器
窗口中选择object ，然后单击资源分配窗口中的“
新建”
图标。根据需要添加这些详细信息：

·

资源

·
·
·

角色或任务

·
·

完全%

·
·
·

分配时间

·

历史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预计时间
花费时间
描述

单击“
保存”
图标以创建资源分配 - 进度指示器将立即出现在看板图中的工作项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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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某个资源已被分配到该任务上工作或自己选择了该资源。其它团队成员将立即能够在看板图上看到分配情
况，并决定他们将从事哪些工作项目上。因此，重要的是不要过早分配资源，因为这可能会减慢工作流程。
上图中的看板工作项的资源分配在此示例中显示：

已完成的任务
完成任务后，将其“
完全百分比”
值设置为 100。这具有防止在看板图中的object中绘制任务进度条的效果。除了
设置任务的完成百分比外，您可能还需要填写其他信息，例如结束日期和花费的时间。也可能是时候将object移
动到下一个看板通道了。

资源跟踪
看板特征Enterprise Architect可以与任何项目管理方法一起使用。如何使用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单个团队最
有效的方法；团队可能在没有任何正式项目管理控制的情况下自组织，而其他团队可能使用更正式的结构。无
论哪种方式， Enterprise Architect都提供了许多有助于可视化资源及其对工作项的分配的功能。
Enterprise Architect提供搜索以允许您跟踪资源。您可以获得每个资源正在处理的任务列表、过期任务、最近完
成的任务、摘要等。团队或个人A可以编写自己的自定义搜索，以从存储库中检索任何所需的信息。

访问
功能区

>构建> 资源管理 > 主动
>构建> 资源管理 > 已完成
>构建> 资源管理 > 摘要

资源跟踪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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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在项目中搜索具有已分配资源的元素，其中结束日期在未来且完成百分比小
于 100。
输出列出了当前活动任务的所有元素，并显示了每个任务的资源分配的详细
信息。

今天结束的任务

在项目中搜索具有已分配资源的元素，其中任务结束日期为今天。
输出列出了任务今天结束的所有元素，无论任务是否完成，并显示每个任务
的资源分配的详细信息。

今天开始的任务

在项目中搜索具有已分配资源的元素，其中任务开始日期为今天。
输出列出了从今天开始的任务的所有元素，并显示了每个任务的资源分配的
详细信息。

逾期任务

在项目中搜索具有已分配资源的元素，其中结束日期为过去且完成百分比小
于 100。
输出列出了所有具有过期任务的元素，并显示了每个任务的资源分配的详细
信息。

最近完成

在项目中搜索具有已分配资源的元素，其中结束日期是最近的过去，完成百
分比是 100。在“
搜索团队”
字段中，指定要检查的天数。
输出列出了在指定时间段内完成任务的所有元素，并显示了分配给该任务的
资源的详细信息。输出不包括在未来完成日期之前已经完成的任务。

全部完成

在项目中搜索具有已分配资源的元素，其中完成百分比为 100。
输出列出了具有已完成任务的所有元素，并显示了每个任务的资源分配的详
细信息。

30天，任务（简要）

提供资源在上个月执行的任务的简要摘要。
输出将具有相似项目角色的任务分组并为每个资源计算：计数、预期时间总
和以及过去 30 天内开始的所有任务的花费时间总和。要查看或更改此搜索用
于分组任务的项目角色的主列表，请选择“
设置 >参考>模型类型 > 人员 >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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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角色”
。按类似项目角色分组意味着，例如，当且仅当当前项目的项目角色
列表中包含一个名为“
审阅”
的角色时，“
审阅1 ”
和“
审阅2”
将被归为“
审阅”
。

30天，任务（满）

提供资源在上个月执行的任务的完整摘要。
输出按项目角色和资源对任务进行分组，并列出在过去 30 天内开始的所有任
务的计数、预期时间总和和已用时间总和。

30天资源

在项目中搜索在过去 30 天内已开始且资源名称与 <Search Term> 中的文本（
完全或部分）匹配的任务。

30 天角色

在项目中搜索在过去 30 天内已开始且角色名称（完全或部分）匹配 <Search
Term> 中的文本的任务。

图表和仪表板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复杂的图表功能，允许创建范围广泛的图表，通过它您可以可视化和分析存储库信息。
这对于看板图和资源分配特别有用，并提供了看板卡的替代视图，允许产品拥有着者、项目经理或其他团队成
员获得诸如开发人员的活动任务数等事物的可视化图像，开发人员所在的阶段工作项，看板每个阶段的工作数
量项等等。这些图表可以提供有助于提高团队绩效的信息，并最终导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客户提供高价值
的产品或服务特征。可以从内置模式创建任意数量的图表，但团队也可以自由创建用户定义的图表、仪表板和
报告。

示例
示例- 团队成员的积极工作项
此图表显示团队成员的活动任务数。团队成员的姓名列在垂直轴上，任务数列在水平轴上。 A小的数值表示分
配给每个团队成员的活动任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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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示例- 团队成员完成的工作项
这个引人注目的图表显示了团队成员在流程的特定相完成的工作项目的数量。纵轴表示团队成员，横轴表示已
完成工作项目的数量。颜色已用于帮助可视化在给定相完成的工作项目；一个图表图例列出了颜色和相之间的
关系。 A小的数字相表示每个团队成员在每个阶段中完成的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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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示例-相每周工作项目摘要
相每周工作项目摘要
这个富有表现力的图表提供了由相完成的工作项的每周摘要。阶段在垂直轴上表示，工作项在水平轴上表示。
该图表可以提供有助于提高团队绩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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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中的看板
有很多工具可以让团队创建看板图，但Enterprise Architect独立作为一种工具，它不仅允许团队使用看板特征，
而且还是一个复杂的平台，用于管理每个学科的工作产品从事企业、业务或技术计划。这意味着不必访问其他
工具或过时的文档或安排会议，与工作项相关的信息可以立即在同一个存储库中获得。从事用户故事、特征或
缺陷的分析师、开发人员、测试人员或其他团队成员可以找到相关的需求、业务规则策略、标准操作过程、策
略、驱动因素、目标、利益相关者需求、架构设计、原则、编程代码、数据库和信息模式、XML 定义、消息、
测试案例、应用程序、部署目标和规范等。
«goal»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competitive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trace»

(from Goals)

Rules Analyzer

This is a customer built rules engine
used to manage configuration items. It
has been extended to allow rules to be
viewed and updated through a business
web interface.

«trace»

«business rule»
Any person studying who is under the
age of 27 with student identification is
considered a student

«enforces»

«policy»
The bookstore will provide discounts
to students to encourage learning

(from Business Rules)

(from Policies)

«trace»
«trace»
As A Student I want to buy books
at Academic Prices

E

Requirement «UserStory»
Version: 1.0 Phase: In Progress
Priority: High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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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PM

«trace»
Name

(from Take Orders)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Stanford
Harvard

«trace»

Student Number
Student Verification
«column»
ID: NUMBER(8,2)
INSTITUTION NAME: NVARCHAR(50)
YEAR: NUMBER(4,2)
STUDENT NUMBER: VARCHAR2(20)

This Requirements diagram shows
a User Story that has been added
to a Kanban diagram expressing
the relationships to a number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elements.

Register

相关模型元素
Enterprise Architect允许用户使用构成所选建模语言一部分的连接器在模型元素之间创建任意数量的连接。看板
图中出现的任何项目都可以拖到任何其他图表上，然后可以添加连接。例如，可以将处于积压顶部或处于看板
图中的队列通道的用户故事添加到业务或利益相关者需求图中，并且可以在用户故事和跟踪关系之间添加关注
关系。需求，指明哪些需求与故事相关。

查找相关模型元素
看板中的工作项可以与模型中的任何其他元素相关联，从而可以定义图形。虽然可以添加您自己的连接，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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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科和存储库部分工作的其他团队成员通常已经将关系添加到其他模型元素，而这些元素又将与其他元素
等相关联。
这些连接都可以在现有图表中可视化，但是建模者可以创建一个新图表并将工作项放置在图表的中心，选择插
入相关元素特征来插入相关元素的图表，这些元素可以配置为绘制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图表延伸到存储库的各个
角落。
此图显示了使用插入相关元素特征来查找处理用户故事时所需的重要信息的结果。
«goal»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competitive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trace»

(from Goals)

Rules Analyzer

This is a customer built rules engine
used to manage configuration items. It
has been extended to allow rules to be
viewed and updated through a business
web interface.

«trace»

«business rule»
Any person studying who is under the
age of 27 with student identification is
considered a student

«enforces»

«policy»
The bookstore will provide discounts
to students to encourage learning

(from Business Rules)

(from Policies)

«trace»
«trace»
As A Student I want to buy books
at Academic Prices
Requirement «UserStory»
Version: 1.0 Phase: In Progress
Priority: High

E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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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PM

«trace»
Name

(from Take Orders)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Stanford
Harvard

«trace»

Student Number
Student Verification
«column»
ID: NUMBER(8,2)
INSTITUTION NAME: NVARCHAR(50)
YEAR: NUMBER(4,2)
STUDENT NUMBER: VARCHAR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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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quirements diagram shows
a User Story that has been added
to a Kanban diagram expressing
the relationships to a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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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的
积压（或 Product积压，因为它被一些敏捷方法（如 Scrum）称为）是一个有序的项目列表，这些项目将为客户
提供业务价值。它可以包含从特征、用户修改用户案例和需求（包括非功能性需求）到缺陷等的各种项目类型
列表。事实上，在Enterprise Architect中，任何元素都可以放在一个积压上；列出的和出现在工具箱中的只是最
常见的。积压是一个基于商业价值的有序列表，价值较高的项目渗透到列表的顶部。该列表由产品拥有着者或
其同等人员拥有和管理；也就是说，某人充当客户的代理人。

Ordering项
项in a积压泳道
积压泳道
当使用单阶段工作流程时，积压项目通常包含在看板的第一个通道中，并且可以拖动到通道中的新位置以更改
积压中项目的顺序。
节

行动

1

在积压图中选择要移动的项目。

2

将其拖放到积压通道中的新位置。

优先积压
通常，积压中的项目的积压是由产品拥有着者仔细考虑确定的，并反映商业价值——具有高商业价值的项目位
于顶部。积压的优先级是产品拥有着者的责任，但它不是在与其他团队成员隔离的情况下决定的，产品拥有着
者依赖于从一系列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重要信息，包括高级管理级别的利益相关者、业务和运营经理、需求分
析师和业务分析师，直至实施团队。
A战略图表和材料为许多优先级决策提供了源。其中包括：战略地图、业务驱动因素、目标和目标，以及描述
工作包基于时间的排序的路线图。产品拥有着者可以使用示例路线图作为对业务的高优先级或企业或业务架构
团队计划的内容的输入。该图将在与业务利益相关者和实施者的讨论中证明是有用的，他们可以获得他们正在
完成的工作的业务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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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Quarterly
Q3'16

Q4'16

Product Architecture
Q1'17

Q2'17

Q3'17

Q4'17

Q1'18

Q2'18

Academic Titles

Item Real-Time Tracking

Sales and Marketing Dashboards

Warehouse Optimization

Logistics Rationalization

Lege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Production

实施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评论也将为积压工作的优先级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源和输入。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个讨论和审阅窗口，这是一个高度协作的功能，任何团队成员都可以通过它输入针对元素的讨论
帖子，其他用户可以回复并加入讨论。这可以创建一个丰富而有用的知识挂毯，不仅有助于产品拥有着确定项
目在积压列表中的位置，而且还可以在实施者准备好实施该项目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另一个有助于产品拥有着的关键信息是实施者完成的项目估计，他们对项目可能需要多长时间做出最佳估计。
使用用户案例的敏捷团队倾向于使用 Story Points，但只要团队同意一个标准，任何度量单位都可以使用。一些
团队将使用基于小时数等单位的实际时间，而其他团队将使用基于努力的估计。 Enterprise Architect具有灵活和
集成的资源分配功能，团队成员可以在其中添加估计、允许的时间、实际时间、完成百分比等。这对于产品拥
有着者来说是无价的，他们可能对完成一个项目所需的时间有一个广泛的想法，但他们会严重依赖团队提供的
细节。时间估计可以在资源分配窗口的“
预期时间”
字段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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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此图显示了如何在单阶段工作流中定义积压工作，允许将项目拖放到单个列中以定义积压工作中项目的顺序。

积压中的图表项
当使用两个或三个阶段的工作流程时，积压项目包含在代表整个积压的看板中，允许它们在从低到中、高或关
键的车道之间移动，或者使用任何用户定义的车道名称或属性。
节
1

行动
确保积压看板图是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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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图表中选择要优先处理的工作项。

3

将项目拖放到新位置，无论是在包含通道中还是在另一个通道中。

获得一个积压
积压是一种沟通工具，它使实施者无需决定他们应该做什么。它由产品拥有者拥有和管理，产品拥有着者最终
决定积压上应该是什么以及它包含的项目的顺序。因此，必须防止无意更改。实施团队应该可以访问积压，但
为了将项目从工作队列拉到正在进行的通道，这可能是基于连续流（看板）或时间盒（如 Sprint）的。开发团队
还需要为积压中的项目提供时间估计，这将有助于产品拥有着者决定项目的顺序，特别是当两个或多个项目具
有相当的商业价值时。具有最低完成估计的项目通常会被赋予更高的位置。还希望并鼓励开发人员对积压中的
项目发表评论，以便产品拥有着者能够了解任何问题或从先前的计划或见解中学习。
Enterprise Architect的安全系统可以用来锁定积压，同时仍然允许人们以讨论的形式做出时间估计和评论的必要
贡献。
启用安全系统并添加产品所有者或作为产品所有者的个人用户的组后，个人产品拥有着者用户或产品拥有着者
组的成员可以锁定积压图。这个例子显示了积压被产品拥有着者组锁定，但是对于由多个产品所有者访问的存
储库，将图表锁定给个人可能更方便。

积压图被产品拥有着锁定后，其他团队成员可以查看该图，但浏览器窗口中图名左侧的红色小标记表示已锁
定。项目经理将看到一个蓝色标记，表示他们有权编辑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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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一个积压图表
保护一个积压图，记住它可以在用户或组级别锁定。
节

行动

1

在浏览器窗口中找到并选择积压图。

2

右键单击图表名称并选择“
锁定图表”
选项。将显示“
锁定图表”
对话框。

3

从“
锁定类型”
列表中选择“
用户锁定”
或“
组锁定”
选项。

4

从“
组 ID”
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或组。

5

单击确定按钮保存更改。

注记
·
·

模型必须启用用户安全才能锁定积压看板图
为了确保积压的安全，需要两个或三个阶段的工作流程，其中积压是单独的看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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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制作和修饰
在对积压进行优先级排序的过程中，随着工作项越来越靠近压积的积压或进入工作队列，工作项必须为工作流
的 In-Progress 阶段做好准备——在传统方法中，这个过程被称为“
精巧”
，但在敏捷方法中被称为“
修饰”
。
Enterprise Architect有许多功能可以帮助整理工作项，因此当它们被拉到进行中通道时，实施者可以获得正确的
信息以立即开始工作。
Enterprise Architect有一种元素内部的需求形式，它允许将补充的和更具体的需求添加到工作项中。除了工作项
可能存在的业务、利益相关者、功能和非功能要求之外，还会创建这些要求。

对于选定的看板工作项，还有大量信息可以作为更改管理项输入。这些项目包括特征、修改、文档、问题、缺
陷和任务，并添加丰富的附加信息，以帮助所有团队成员，包括产品拥有着者和实施团队。

Enterprise Architect还具有检验员窗口的“
详细信息”
选项卡，这是一个方便的工具，可以在一个地方查看有关元
素的所有相关信息。检验员窗口中的“
详细信息”
选项卡可以保持打开状态，并且可以在看板图、列表或甘特图
中选择项目，并显示工作项目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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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看板图表
A为整个仓库设置默认看板图，每个用户也可以设置自己的默认看板图；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特定的选项来
定位和打开图表。这些默认设置可帮助您快速轻松地访问看板，并立即开始为将为客户带来价值的工作项目做
出贡献。
要跟踪您自己的工作，您可以选择：

·
·
·

“
开始> 个人 > 我的看板”
功能区选项，或
“
构建> 资源管理 > 看板 > 打开我的看板”
功能区选项，或
图表标题栏中的“
用户默认看板”
菜单选项

要跟踪团队的工作，您可以选择：

·
·

“
构建> 资源管理 > 看板 > 打开项目看板”
选项或
图表标题栏中的“
模型默认看板”
菜单选项

设置模型默认看板
默认模型看板图可以帮助您A计划直观地跟踪一系列工作项及其当前的开发阶段。此特征确保所有团队成员都
可以以一致的方式可视化重要的工作项，并允许他们在工作项从积压中的想法到完成最终为客户提供业务价值
的过程中跟踪工作项。
节

行动

1

确保首选看板图在主视图中打开。

2

选择“
构造 > 资源管理 > 看板 >模型- 管理 > 将当前设置为默认值”
功能区选项。

设置我的默认看板
在支持共享安全的模型环境中，可以设置用户特定的默认看板图。个性化A看板图可以帮助团队的每个成员直
观地跟踪与他们特别相关的一系列元素以及他们当前的开发阶段。
节

行动

1

确保您首选的看板图在主视图中打开。

2

选择“
构建> 资源管理 > 看板 > 我的位置 - 管理 > 将当前设置为默认值”
功能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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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记
·

模型必须启用用户安全才能定义用户默认看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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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视图
Enterprise Architect是一个建模平台，可以由任何数量的利益相关者使用，从高级管理人员到实施团队，提供适
合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各种通信设备。看板图的其他四个视图将吸引许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项目经理、调
度员、开发经理和产品所有者；这些可以通过简单地从一个视图切换到另一个视图来查看：

·

甘视图
此视图在甘图表图中提供了工作项和分配资源的可视化，这对于可能更熟悉这种更传统的表示或想要获得
任务计划概述的人特别有用

·

列表视图
这个视图是一个电子表格表示，其中工作项是行，属性和标记值是列

·

规范管理器视图
此视图列出工作项以及每个元素的注记字段的内容

·

可追溯性窗口
此视图可帮助团队成员快速审阅工作项之间的依赖关系和其他关系到任何深度，并在其他图表中定位这些
项

在视图之间视图
A所有图表一样，看板图可以切换到替代视图，并且一旦进入该视图，就可以切换到任何其他视图，而不会影
响图表的底层布局。
节

行动

1

确保图表是活动选项卡或已聚焦。

2

功能区：设计>图表>视图> <视图类型>
上下文菜单(open diagram): Open图表in | <视图类型>

列表视图
列表视图提供了工作项目及其属性和标记值的电子表格形式的可视化。它允许在构成图表的整个工作项属性中
查看和比较属性，并允许使用它们应用的值的下拉列表在线编辑状态等属性。它还有一个聪明的机制，允许列
表按属性分组到任意数量的级别和一个过滤器，当想要限制具有特定属性或名称的工作项的视图时很有用 - 例
如，所有相关的工作项给仓库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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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功能区

设计>图表>视图>列表视图

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图表背景 |开放图表|列表视图

甘视图
Project图表视图以条形图的形式提供了一个传统的甘特图，表示工作项的调度，包括：它们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以及完成完成。它是一个提供工作项的时间导向视图的图表，对于希望在单个视图中查看所有工作项的项目经
理和项目调度员或其他团队成员很有用。

访问
功能区

设计>图表>视图>甘视图

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图表背景 |开放图表|甘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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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器视图
规范管理器是模型中选定图表（或包）的一个简单的基于文档的界面，提供了创建和审查作为模型中对象的文
本表示的元素的方法，使用所有用户都熟悉的过程，包括可能不具备模型开发专业知识的业务专业人员和管理
人员。
规范管理器也是一个交互式报告工具，用于以图标形式显示每个条目的各种其他特征的状态，并提供编辑每个
特征的访问权限。

访问
功能区

设计>图表>视图>规格视图

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图表背景 |图表|规范管理器

可追溯性视图
可追溯性窗口提供了一个工作项如何连接到模型中的其他元素（包括其他工作项）以及这些连接的元素本身如
何连接到任何级别的深入视图。它是一种一般机制，因此可以与任何类型的元素一起使用，但在与看板一起工
作时以及对于需要了解工作项之间的依赖关系并查找相关信息的产品所有者和其他团队成员特别有用。帮助分
析、梳理、测试和实施工作项。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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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在图表或其他视图中选择了工作项。
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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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方法
看板不是传统分类中的过程，而是一种可视化工作项的方式，以及一种创造效率和确保尽快交付客户价值的方
法。看板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任何现有流程结合使用，包括 Scrum、迭代和增量以及瀑布流程。这些过程
中的每一个都有它们的位置，并且可以与看板一起使用，尽管关于过程的许多文献目前都集中在迭代的过程系
列上，例如敏捷。
看板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从构思阶段到向客户透明地向每个团队成员提供可证明价值的工作项的可
视化。

斯克伦班
Scrumban 是一种混合方法，结合了 Scrum 和看板的各个方面。 Scrum 团队通常可以使用他们一直使用的相同流
程，包括 Sprint、站立、回顾和演示，但将看板作为可视化工作项的一种方式，允许即时计划并从能够设置工作
中受益-进行中 (WIP) 限制。已经为 Sprint 或 Iteration 选择的工作项可以从积压看板板拉到 Iteration Kanban 板的
Queue 通道上。
使用 Scrumban 可以克服一些 Scrum 团队遇到的限制或问题，例如：Sprint 计划所需的过多时间、由于实施者同
时在过多的用户案例上工作而失去聚焦、缺陷或其他项目和信息在 Sprint 期间被遗忘.内置的一、二或三阶段工
作流程都适用于 Scrumban，但团队可以自由定义自己的工作流程，创建自己的看板并定义自己的通道和子通
道。

迭代方法
自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迭代和增量方法一直在使用，并已被纳入许多瀑布流程以及单独使用这些流程都
可以从使用看板图作为可视化工作项的一种方式中受益。可以创建一个迭代和任意数量的看板图来管理并发迭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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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
自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瀑布或改进的方法一直在使用，并已被纳入许多标准，特别是在军事、航空、旅
游和金融等行业，这些行业通常需要在开发之前确定结果循环。瀑布方法通常用于锁定需求并提前确定范围、
产品稳定且技术平台众所周知和理解的情况。这些过程都可以受益于使用看板图作为可视化工作项从相到相流
动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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