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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UML焊接图文管理系统分析和设计

田 吉，胡景春，卢小文

(黄山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安徽黄山245021)

摘 要：在使用焊接辅助工艺设计系统过程中，涉及和产生了大量的图文资料，为了合理的管理这些资

料，提出建立焊接图文管理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并运用UML建模技术，描述了本系统的设计与建模过程，

该系统具备科学管理、操作简单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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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焊接图文管理系统作为焊接CAPP系统的一部

分。负责对企业的产品图纸、文档资料和焊接技术

资料进行管理，使工艺人员在操作焊接CAPP系统。

过程中可以方便地查询和使用这些资料，从而提高

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同时，使用向对象开发方法

可以使系统在可扩充性、交互性等方面有所改进。

更加适应现代信息需求的变化，使得系统可以得到

长期稳定的应用。fl’刁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计算机

在各个领域内的广泛应用，为焊接图文管理技术的

更新，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和条件。

1 系统基本特征和功能分析

本系统以“焊接企业图文资料”为核心，构建以

“工艺人员”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产品结构的有效组织、控制和管理，从而更贴

近实际的应用。

2．实现焊接企业图文资料电子化的同时，利用

3．通过对报表的管理，实现对库存资料的统计

和产品资料的完整性分析。

整个系统参与者包括资料管理员、工艺人员和

系统管理员。各个角色承担不同的系统任务，通过

局域网连接到焊接图文管理系统。使用统一的访问

界面，进行日常的图文管理和查询操作，最终实现

企业图文资料在企业中的正常流通和共享，系统功

能分析图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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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1 焊接图文管理系统功能分析图

2 UML概述及在本系统中的应用

先进的数据库技术，提高企业图文资料的安全性。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是一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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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蓝图的标准化语言，可以可视化说明复杂系统

的各种成分并构造系统模型，以及建立各种必要的

文档。UML通过3类图形建立系统模型：Use Case

图，静态结构图(类图，对象图，组件图，配置图)和

动态行为图(顺序图，协同图，状态图，活动图)，这

些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使系统可视化。

UML只是一种建模语言，本身并没有关于开发

过程概念的定义，所以运用UML进行系统建模离

不开软件开发过程的支持。RUP(Rational Unified

Process)就是一种基于UML的软件开发过程，它是

Grady Booch等人在Rational公司支持下提出的～

种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过程模型。RUP的核心工作

流程包括：业务建模、需求分析、系统分析与设计和

实现、测试和系统部署。t3．41

3系统的UML分析与设计

3．1 焊接图文管理系统业务建模和需求分析

业务建模和需求分析的目的是对系统进行评

估，采集和分析系统的需求，理解系统要解决的问

题，重点是充分考虑系统的实用性。结果可以用一

个系统用例(Use Case)图表达，根据焊接图文管理

系统的功能分析可得到细化的系统用例图，如图2

所不。

模型中的活动者代表外部与系统交互的单元。

包括资料管理员、工艺人员和系统管理员。系统用

例图是对系统需求的描述，表达了系统的功能和所

提供的服务，包括图文资料管理子系统、工艺人员

客户端子系统和系统管理子系统。

3．2焊接图文管理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是研究欲采用的实现环境和系统结

构，结果是产生一个对象模型，也就是设计模型。设

计模型包含了Use Case的实现，可以表现对象如何

相互通信和运作来实现Use Case流程的。对于系统

的静态结构，可以通过类图、对象图、组件图和配置

图来描述。对于系统的动态行为，可以通过顺序图、

协同图、状态图、活动图描述。这些图再加上说明文

档就构成一个完整的设计模型。

3．2．1建立类图

类图是描述系统内部对象的特征、对象之间的

相互关系的图。用于捕捉系统的静态特征。

在焊接生产企业中。有着许多不同类型的产

品，一种类型对应多种产品。而每种产品和其部件、

零件有着层次分明、环环紧扣的关系。相互关联的

一组零件按照特定的装配关系组装起来即构成部

件，一系列的零件和部件有机地装配在一起则构成

(卜早 一。
添加用户 ／卜 查看日记

影占迨复
删除坡口图 保存坡口图 设置用户权限

图2焊接图文管理系统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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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将产品按照部件进行分解，部件再进一步分

解成子部件和零件，直到零件为止，由此形成了产

品的分层树状结构。在产品结构树中根节点代表产

品，枝节点和叶节点分别表示部件(或子部件)、零

件。然后把产品相关的图文档直接和树中的产品、

部件、零件关联。另外焊接技术资料以目录结构管

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系统的类及类之间关系

如图3所示。

3．2．2建立活动图

活动图用于描述一个特定的用例事件。显示了

执行特定操作涉及到的步骤。本文根据焊接企业资

料管理的一般流程，给出了系统的图文档入库用例

的活动图如图4所示。

通过图4可以看到资料管理员把图文资料存

人数据库中的整个流程。当然在设计过程中，还要

使用顺序图、协作图、状态图对系统进行建模。通过

这些图，开发设计人员可以确定需要开发的类、类

之间的关系和每个类的属性和行为。顺序图按照时

间序，用于通过情境检查逻辑流程。协作图用于了

解改变后的影响．可以很容易看出对象之间的通

信，状态图描述了对象在系统可能中的状态，如果

要改变对象，就可以方便地看到受影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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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焊接图文管理系统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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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系统一般由一组组件组成，组件是相对独立的部

分软件实施，有自己特有的功能，并可在系统中安

装使用，系统中各组件是相互协作，给系统提供完

图5焊接图文管理系统组件

3．2．4系统的实现、测试和系统配置

经过系统分析和设计后，就可以根据设计模型

在具体的环境中实现系统，生成系统的源代码和相

应的软件文档，建立一个可执行程序，然后需要对

系统进行测试和排错。保证系统符合预定的要求。

最后完成系统配置，其任务是在真实的运行环境中

配置、调试系统，解决系统正式使用前可能存在的

问题。

4总 结

焊接图文管理系统的发展目前正处于传统手

工、半手工管理向数字化过渡的阶段，转变过程中

需要应用和集成最新的信息技术，以达到资源最有

效的利用和共享。传统的系统分析设计方法难以保

证效率和质量，将UML应用于焊接图文管理系统

的建设，可以加速开发进程，提高代码质量，支持动

态的业务需求。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UML可以保

证软件开发的稳定性、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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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esign of a UML-based Welding Image／Text Management System
Tian Ji，Hu Jingchun，Lu xiaowen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哪le process of using welding—aided process planning system involves and produces a lot

of images and texts．In order to manage these materials properly，the establishment of a welding image／text

management system is proposed．Besides，the design and modeling process of the system by using UML

modeling techniques are described．At last。such features of the system鹊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easy

operation and SO on a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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