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Essentials of Database Management

数据库管理的上下文

第一部分包括第 1 章。
第 1 章给出了贯穿本书的基本数据库概念和定义。数据库管理作为一个活跃的、
具有挑战性的和正在发展的领域，为信息学院学生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数据库已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并且是商业运作的更重要的核心。数据库可以是仅仅在
个人数字助理（PDA）和智能手机中存储的通信信息，也可以是支持企业级信息系统
的非常大的数据库。数十年前，数据库就已成为数据存储的中心点。近年来发展起来
的客户关系管理和网上购物是两个数据库相关活动的例子。数据仓库的发展为管理者
更深入和广泛地分析历史数据提供了机会，而且它还将持续得到关注。
本部分首先定义数据、数据库、元数据、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数据仓库和
其他有关的术语。通过仔细地规划数据库的使用，我们将数据库与早期的文件管理系
统进行对比，并描述其几个重要的优点。
第 1 章还描述了数据库分析、设计、实现和管理所遵循的一般步骤，用示意图说
明了数据库开发过程如何融进整个信息系统开发过程中。然后，讨论了数据库开发中
的结构化生命周期和原型方法。我们引入企业数据建模，该模型设定了组织数据库的
范围和一般内容。这一步常常是数据库开发中的第一步。本章介绍模式以及三级模式
体系结构的概念，这是现代数据库系统中的主要方法。本章介绍数据库环境的主要成
分和应用类型以及两层、多层和企业数据库。企业数据库包含用于支持企业资源规划
系统和数据仓库的内容。最后，讨论在数据库开发项目中涉及的主要人员的职责。引
入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案例来解释数据库管理的原则和概念，这个案例将贯穿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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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后，读者应该能够：
● 准确地定义如下关键术语：数据库，数据，信息，元数据，数据库应用，数据模型，
实体，关系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数据独立，用户视图，数据库管理，
数据管理，约束，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CASE）工具，知识库（repository），企业数
据建模，系统开发生命周期（SDLC），概念模式，逻辑模式，物理模式，原型方法，
敏捷软件开发，企业资源规划（ERP），数据仓库。
● 给出传统文件处理系统的几个局限性。
● 与传统文件处理相比，列举 10 个使用数据库方法的优点。
● 列出几个使用数据库方法的代价和风险。
● 列举并简洁地描述典型数据库环境的 9 个组成成分。
● 列举出 4 类使用数据库的应用例子，并给出它们的关键特征。
● 描述系统开发项目的生命周期，重点在数据库分析、设计和实现活动上。
● 解释在数据库和应用开发中使用的原型系统开发方法和敏捷开发方法。
● 解释在数据库设计、实现、使用和管理中人员的职责。
● 解释外模式、概念模式和内模式之间的差别，并说明数据库三级模式体系结构。
引言
在过去的 20 年里，数据库应用的重要性和数量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几乎在任何一种
类型的组织中数据库都被用于存储、操作和检索数据。这些组织包括商业、医疗卫生、教
育、政府和图书馆等。数据库技术持续不断地在个人计算机上的单用户、网络服务器上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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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户以及使用企业级分布应用的雇员中被使用。数据库还被客户和其他远程用户通过各种
技术使用，例如，自助取款机、网络浏览器、智能手机以及智能居家和办公环境。大多数基
于 Web 的应用都依赖于数据库功能。
紧接着这样迅速发展的时期之后，对数据库和数据库技术是否就没有需求了呢？当然不
是！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数据库技术将更显其重要性。管理者寻求使用从数据库中得
到的知识以获取竞争优势。例如，详细的销售数据库能被挖掘出客户购买模式用于广告和市
场竞争。企业将称作“警示”的过程嵌入数据库中，以警示一些不寻常的条件。例如不足的
仓库存储量或销售附加产品的机会以及对适合行为的触发处理。
虽然数据库的将来已经确定，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组织具有一个不完全合适的
数据库，这些数据库都是为了适应当时需求，而不是基于规划或是基于良好管理进化的方式
开发。大量数据在老旧、“遗留”的系统中受限，而且这些数据质量很差。
为了设计和管理数据仓库和整合互联网应用，需要一些新的技能，这些缺失的技能有数
据库分析、数据库设计、数据管理以及数据库管理等。在本教材中，我们将讨论这些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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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问题，以使读者可以为将来的职业需求做准备。
数据库管理课程已是当今信息系统专业课程体系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很多学校已经添
加了数据仓库或数据库管理选修课，以覆盖这个领域的更高级议题。作为信息系统专业人
员，在信息系统开发工作中必须要考虑分析数据库需求以及设计和实现数据库。你还需要与
终端用户协商讨论，并且向他们展示如何在决策支持系统和执行信息系统展现竞争优势中使
用数据库（或数据仓库）。在 Web 站点上广泛应用数据库，这些网站给用户返回动态信息，
需要用户不仅仅能理解基于 Web 的应用如何链接数据库，而且需要知道如何保护这些数据
库，使得这些数据库的内容可以被浏览，但不能暴露给外部用户。
在这一章中，我们介绍数据库和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的基本概念。讨论传统文件
管理系统及其不足之处，从而导致数据库方法的出现。然后，还要讨论使用数据库方法的
益处、代价以及风险。讨论在数据库的创建、使用和管理中的技术，描述使用数据库的类
型——个人数据库、二层、三层以及企业级数据库，并且介绍过去 50 年中数据库的发展。
因为数据库是信息系统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章也讨论数据库开发过程如何适应整个信息
系统开发过程。本章强调数据库开发与完整的信息系统开发环境中的所有其他活动互相合作
的需求。这包括强调假想的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数据库开发过程。通过这个实例，本章介绍
在 PC 上开发数据库的工具以及为独立应用从企业数据库中抽取数据的过程。
有几个理由决定在此讨论数据库开发。首先，虽然读者可能已经使用过数据库管理系统
的基本功能，例如微软的 Access，但你可能还没有了解这些数据库是如何开发的。利用简
单的例子，本章简洁地解释你在完成了本教材的数据库课程之后能学会什么。因此，本章帮
助你对后续章节中涉及的议题建立一个框架。
其次，很多学生能从充满具体例子的教材中获得更好的学习。显然在本教材的所有章节
中都含有很多例子、图示以及实际的数据库设计与编码。每一章都重点讨论数据库管理的某
个特定问题。本章用来帮助读者用最少的技术细节理解这些数据库管理的各个方面是如何关
联在一起的，并且理解数据库开发任务和技能与其他信息系统课程是如何相关联的。
最后，很多讲授者希望读者在数据库课程的早期就启动数据库开发的最初步骤。本章给
出了一点建议，即如何构建一个数据库开发项目满足课程练习的拓展。显然，这只是第一
章，使用的很多例子和标记比实际项目、其他的课程作业以及真实的组织需求都要简单。
一点提醒是，在本章中你并不能学到如何设计或开发数据库。我们必须保持本章内容仅
仅是引言和简介，本章中用到的一些标记与其他章节中的不一样。本章的目的是给读者关于
能力的关键步骤和类型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解，但读者也会学习到基本概念与定义，并获得一
个直观的动力去学习后面章节中展现的能力和知识。

1.1

基本概念和定义
我们定义数据库（database）是一个组织起来的逻辑相关的数据的集合。这个定义字不

多，但是请注意看看本书的页数。因此，对该定义仍有很多事情需要补充完成。
数据库可大可小，也可以复杂和简单。例如，一个销售员可以在其笔记本电脑上维护一
个很小的客户合同数据库——仅仅只含有几兆字节的数据。而一个大的公司可以在一个大型
主机上建立一个大型数据库，含有几 TB 的数据（1TB 等于一万亿字节），该数据库用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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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应用（Winter，1997）。大型数据仓库可以包含 PB 级的数据（1PB 是千的 5 次方字
节）。（我们假定，本教材的数据库都是计算机化的数据库。
）

1.1.1

数据

历史上，术语数据（data）是指可以记录和存储在计算机介质上的关于对象和事件的事
实。例如，在销售员的数据库中，数据将包括客户的名字、地址及电话号码等事实。这种数
据类型被称为结构化数据（structured data）。最重要的结构化数据类型是数值型、字符型和
日期型。结构化数据以表格形式存储（表、关系、数组、电子表格等），这些在传统的数据
库和数据仓库中很普遍。
有关传统的数据的定义现在需要扩展以反映新的现实。当今的数据库除了存储结构化数
据外，还被用于存储对象，如文档、电子邮件、地图、照片、图像、声音和视频等。例如，
销售人员的个人数据库中可以包含客户合同的照片，它也可以包含最新产品的声音记录和视
频片段。这种类型的数据被称作是非结构化（unstructured）数据，或者是称作多媒体数据。
当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经常被组合存储在同一个数据库中，以创建一个真实的多媒体环
境。例如，汽车修理店的结构化数据（有关客户和汽车的描述）与多媒体数据（汽车损毁的
照片和保险文件的扫描图像）。
包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类型的数据的扩展定义是“在用户环境中具有意义和重要性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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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事件的存储表示”。

1.1.2

数据与信息

术语数据（data）和信息（information）密切相关，而且事实上它们也常常被互换使用。
可是，区别它们之间的不同很有意义。这里定义信息是这样一类数据：它们是人们按照知识
的方式处理后得到的数据。例如，考虑如下一组事实：
Baker,kenneth D.

324917628

Doyle,Joan E.

496193248

Finkle,Clive R.

548429344

Lewis,John C.

551742186

McFerrn,Debra R.

409723145

这些事实满足数据的定义，但大多数人同意这个数据以现在的格式是无意义的。即使我
们猜测这是一个有关人名和他们的社保号码对的列表，但是因为不知道这些条目的实际意义
这些数据仍然是没有用处。但如果将这些数据按图 1-1a 方式给出时，其意义就不同了。
通过附加不多的数据项和提供一个结构，就可以认识到这是一类特殊的课程。对于某些
用户来说这是一些有用的信息，例如课程的老师和注册的办公室。当然，一般来说，出于对
较强的数据安全性的重要性认识的增加，现在很少有组织仍然使用社保号码作为标识，大多
数组织都是使用内部生成的号码来标识。
另外一种将数据转换为信息的方法是对数据进行汇总，或加以处理将其按人们理解的方
式呈现。例如，图 1-1b 将学生注册数据汇总，并以图形化的数据呈现。这个数据将被作为
学校决定是否增加新课程或雇佣新的教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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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表
课程：MGT 500
Business Policy
学时：2
名字
Baker, Kenneth D.
Doyle, Joan E.
Finkle, Clive R.
Lewis, John C.
McFerran, Debra R.
Sisneros, Michael

学期：2010 年春季学期

ID
324917628
476193248
548429344
551742186
409723145
392416582

专业
MGT
MKT
PRM
MGT
IS
ACCT

GPA
2.9
3.4
2.8
3.7
2.9
3.3

a）数据上下文
= 实际数
= 估计数
MGT
(20%)

学生数

FIN
(10%)

MKT
(15%)

OTHER
(15%)
IS
(15%)

300
200
100

ACCT
(25%)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度注册推测

专业注册百分比（2010）
b）汇总数据

图 1-1

转换数据到信息

实际中，根据我们的定义，现今的数据库可以包含数据或信息，或者二者都有。例如，
数据库可以含有如图 1-1a 中那样的有关课程的图片，同时，数据又可以被预处理成汇总形
式存储，以用于决策支持。在本教材中，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那么数据库中既可以是数据
也可以是信息。

1.1.3

元数据

如前所述，数据之所以有用，是因其附加有上下文。为数据提供上下文的方法是用元数
据。元数据（metadata）是用于描述终端用户数据的特征或性质以及该数据的内容。典型的
描述数据特征的是数据名称、定义、长度（或大小）和可以有的值。元数据描述数据上下文
的是数据的来源、数据的存储位置、数据的拥有者以及使用方式。尽管它看起来是间接的数
据，但很多人将元数据认为是“数据的数据”。
图 1-1 中课程表的一些元数据例子在表 1-1 中给出。对于在课程表中出现的每个数据，
元数据给出了数据项的名称、数据类型、长度、允许出现的最小和最大值、每个数据项的简
洁描述以及数据来源（有时也称作记录系统）。注意数据与元数据之间的区别。元数据是从
数据中得出的数据。也就是说，元数据描述数据的性质，但是与数据独立。这样，表 1-1 中
的元数据不包含任何图 1-1a 中课程表中的样本数据。元数据可以使数据库设计者和用户理
解存在哪些数据、数据的意义以及如何区分那些初看起来很类似的数据项之间的不同。元
数据管理至少应该与其相关联的数据管理一样重要，因为数据如果没有清晰的意义将是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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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误解的或是错误的。典型情况是，很多元数据都是作为数据库的一部分，且可以用与
检索数据或信息一样的方式来检索元数据。
表 1-1

课程表的元数据举例

数据项
名称

类型

长度

Course

Alphanumeric

30
1

最小值
1

最大值

来源
Academic Unit

Integer

Section number

Registrar

Semester

Alphanumeric

10

Semester and year

Registrar

Name

Alphanumeric

30

Student name

Student IS

ID

Integer

9

Student ID（SSN）

Student IS

Major

Alphanumeric

4

Student major

Student IS

GPA

Decimal

3

Student grade point average

Academic Unit

0.0

9

描述
Course ID and name

Section

5

4.0

数据可以存储在文件或数据库中。在下面的小节中，将展示从文件处理系统到数据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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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

统的过程以及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1.2

传统文件处理系统
当计算机化的数据处理来源首次可用时，还没有数据库。为了商业应用可以使用，计算

机必须要存储、操作和检索大型数据文件。计算机文件处理系统就是为此而诞生。图 1-2 给
出了一个在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使用的文件处理系统中的三个计算机应用的例子。它是订
购（Order Filling）、进销存（Invoicing）以及工资管理（Payroll）系统。图中也给出了每个应
用所关联的主要数据文件。
文件是相关记录的集合。例如，图 1-2 给出了有三个文件的订单系统，它们是：客户主
文件（Custom Master），库存主文件（Inventory Master），后台

表 1-2

文件处理系统的缺点

订单文件（Back Order）。注意，这三个应用中的文件有冗余出

程序 – 数据相关

现，这也是文件处理系统的典型特征。

数据冗余

当商业应用变得更加复杂时，传统的文件处理系统的缺点

有限的数据共享

和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下面详细描述）。结果是，如今这些文件

冗长的开发周期

处理系统都被数据库处理系统所代替。毫无疑问，读者应该了

过多的程序维护

解一些文件处理系统的缺点。因为，对于文件处理系统固有的问题和局限的理解将有助于在
设计数据库系统时去避免它们。

文件处理系统的缺点
与传统文件处理系统相关联的几个缺点被列举在表 1-2 中，并且在下面将简洁地对其加
以解释。
1. 程序 – 数据相关
文件描述被存储在每个访问该文件的数据库应用（database application）程序中。例如，
在图 1-2 的 Invoicing 系统中，程序 A 访问库存定价文件（Inventory Pricing File）和客户主
文件（Customer Master File）。因为程序中含有关于这些文件的详细描述，所以对于文件结
构的任何改变，所有访问这些文件的程序都需要相应地修改对这些文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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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A

会计部门

程序 B

程序 C

订购系统

客户
主文件

库存
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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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A

程序 B

进销存系统

后台
订单文件

图 1-2

库存
定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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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管理部门
程序 A

程序 B

工资管理系统

客户
主文件

职工
主文件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中老的文件处理系统

2. 数据冗余
在文件处理系统中应用常常是互相独立地开发，因此无计划的冗余数据文件常常会出现
而不是例外情况。例如，在图 1-2 中，订购系统含有一个库存主文件，进销存系统中含有一
个库存定价文件。这些文件中都含有描述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产品的描述数据，如产品描
述、单价以及库存量。而这些冗余是浪费的，因为既需要有更多的存储空间，同时还要增加
保持这些数据更新的代价。
3. 有限的数据共享
在传统文件处理方法中，每个应用都有其私有文件，用户几乎不能共享其应用之外的数
据。注意在图 1-2 中，例如会计部门的用户需要访问进销存系统和它的文件，但是他们不能
访问订购系统或工资管理系统以及它们的文件。
4. 冗长的开发周期
使用传统的文件处理系统，每个新的应用都需要开发者从最基础做起，包括设计新的文件
格式并描述它们，然后对每个新的程序编写访问这些文件的存取逻辑。这样长的开发周期与当
今快捷的商业环境不匹配，这里时间周期对于市场（或信息系统的生产）都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5. 过多的程序维护
所有上述因素合起来对于依赖于传统的文件处理系统的组织都构成了沉重的程序维护负
担。事实上，在这样的组织中，信息系统开发成本的 80% 都被用于程序维护。这也就意味
着，组织的资源（时间、人员及资金等）都没有用于开发新的应用。
克服上述问题的一种途径就是使用数据库方法，如下面将要叙述的，该方法是通过提供
一组定义、创建、维护和使用这些数据的技术来管理组织数据。

1.3

数据库方法
如何克服文件处理的缺陷呢？我们并不是调用魔法，但我们做得更好：我们遵循数据库

方法。首先定义一些对于理解用数据库方法来管理数据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然后再描述数
据库方法如何克服文件处理方法的问题。

1.3.1

数据模型

合适地定义数据库是建立数据库并令该数据库能适应用户需求的基础。数据模型（data
model）抓住了数据之间关联的本质，并且应用在数据库概念化和设计的不同抽象层次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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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效益直接与数据库的结构相关。承载着数据库结构的不同图形化系统可以用于产生
数据模型，而这些图形化系统可以被终端用户、系统分析员和数据库设计者理解。第 2 章和
第 3 章都是有关数据建模的讨论。典型的数据模型由实体、属性和联系组成，最常用的数据
建模方式是实体 – 联系模型。下面首先对此有一个简洁的描述，第 2 章和第 3 章将对此做更
深入的讨论。
1. 实体
客户和订单是商业维护信息的对象。它们被看成是“实体”，实体（entity）类似于名词，
8

它描述了商业环境中一个人、一个地点、一个对象、一个文件或一个概念，这些信息是商业
活动中必须被记录和维持的。在图 1-3a 中 CUSTOMER 和 ORDER 是实体。刻画实体的数
据（如 Customer Name）被称作属性（attribute）。有很多客户数据被记录，而每一个客户的
信息被看成是 CUSTOMER 的一个实例（instance）。
2. 联系
数据库建立组织数据中存在的实体之间的联系（relationship），这样可以检索到期望的
信息。大多数联系是 1 对多（1:M）或多对多（M:N）。一个客户可以与一个公司有多个订
单（Place 联系）。可是，每个订单通常只能与一个具体的客户关联（Is Placed By 联系）。图
1-3a 描述了这种客户可以订购 1 个或多个订单的 1:M 联系，1:M 联系的特征是通过标记为
ORDER 的矩形（实体）上的连线末端的多线条标示。该联系在图 1-3a 和图 1-3b 中是相同
的。可是，订单与产品之间的联系是 M:N。即一张订单可以含有一个或多个产品，而一种产
品可以被包含在一个或多个订单中。值得说明的是，图 1-3a 是企业级的模型，它仅仅包含
了客户、订单、产品之间的高层联系。工程级的图显示在图 1-3b 中，它包含了附加的细节，
如订单的进一步细节。
CUSTOMER
Places

CUSTOMER
Customer ID
Customer Name

Is Placed By

Is Contained In
PRODUCT

Is For

Is Placed By
ORDER
Order ID
Customer ID
Order Date

a）企业级数据模型片段

Contains
Is Contained In

ORDER LINE
Quantity

b）工程级数据模型片段

图 1-3

1.3.2

Has

Places

ORDER
Contains

PRODUCT
Product ID
Standard Price

企业和工程级数据模型比较

关系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是通过在文件（称作关系）中的公共字段建立实体之
间的联系。图 1-3 中客户和客户订单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在客户订单中包含客户号码来实现
的。这样，客户的标识号码被包含在含有客户信息的文件（或关系中），其客户信息有姓名、
地址等。每次客户产生一个订单，该客户的标识也被包含在含有订单信息的关系中。关系数
据库通过标识号码建立客户和订单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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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是一个软件系统，它使数据
库方法可以被应用。DBMS 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创建、更新、存储和检索存储在数据库中
的数据的系统性方法。它使用户和应用程序员共享数据，并使数据在多个应用之间被共享，
而不是为每个新的应用重复存储为新的数据文件（Mullins，2002）。DBMS 也提供一种控制
数据访问的能力、强制数据完整性、管理并发控制和恢复数据库。
既然我们对数据库方法的基本要素有了一些了解，那么再来看看数据库方法与基于文件
的方法之间的差别。比较图 1-2 和图 1-4。图 1-4 中描述了数据如何在数据库中存储（实体）。
与图 1-2 不同，图 1-4 中 CUSTOMER 信息只是在一个地方存储，而不是有两个客户主文件
（Customer Master File）。订购系统（Order Filling System）和进销存系统（Invoicing System）
都是对这单个 CUSTOMER 实体中数据的访问。进一步说，存储哪些 CUSTOMER 信息、如
何存储以及如何访问都不是紧密地与这两个系统绑定。所有这些使得下一节列出的那些优点
可以实现。当然，要指出的是，在实际数据库中含有数千个实体和实体间的联系。
INVENTORY
PRICING
HISTORY

CUSTOMER

Keeps Price Changes For

Places
Is Placed By
Contains
ORDER
Is Contained In
Generates

Has Price Changes Of
INVENTORY

EMPLOYEE

Is Contained In

Completes
BACKORDER

Contains

图 1-4

1.3.4

对应于图 1-3 的企业级数据模型

数据库方法的优点

DBMS 提供的数据库方法的主要优点总结在表 1-3 中，并描述如下。
1. 程序 – 数据独立

表 1-3

数据库方法的优点

将数据描述（元数据）与使用该数据的应用程序分离称作数

程序 – 数据独立

据独立（data independence）。利用数据库方法，数据描述集中存

计划的数据冗余

储在知识库（repository）中。数据库系统的这个特征使该组织的

改进的数据一致性

数据的修改和演化（在一定范围内）不用修改处理这些数据的应

改进的数据共享

用程序。
2. 计划的数据冗余
好的数据库设计企图将以前单独的（冗余的）数据文件整合

增强的应用开发能力
强化标准
改进的数据质量
改进的数据访问和响应能力

成一个单独的逻辑结构。理想情况下，一个基本事实仅仅只在数

减少程序维护

据库中存放一次。例如，产品的事实，如 Pine Valley 松木计算机

改进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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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它的完成时间、价格等只在 Product 表中记录，该表包含了 Pine Valley 的每一个产品数
据。数据库方法并不完全清除冗余，而是允许设计者控制冗余的类型和数量。在后面的章节
中，将讨论通过包含有限的冗余来提高数据库性能的方法。
3. 改进的数据一致性
通过清除和控制数据冗余，可以极大地减少数据不一致的机会。例如，客户的住址只在
一个地方存储，这就不会产生客户住址不同的问题。当客户住址改变时，由于只在一个地方
存储，这样住址的修改就很容易。另外，还带来了节省数据存储空间的好处。
4. 改进的数据共享
~

9
11

数据库被设计为一个共享的合作资源。授权的内部和外部用户被允许使用数据库，每个
用户（或用户组）通过一个或多个数据库用户视图的方式使用数据库。用户视图（user view）
是数据库某个部分的逻辑描述，这部分数据是用户为完成某个任务所需要的。用户视图常常
是在一般基础上开发出的用户需要的表格或报告。例如，工作在人力资源部的职员需要访问
数据库以确认职员数据；客户需要访问 Pine Valley 的网站上提供的有效产品目录。这里人力
资源职员和客户访问同一个数据库的完全不同的两部分数据。
5. 增强的应用开发能力
数据库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极大减少新的企业应用开发的代价和时间。数据库应用开
发快于传统文件应用的三点理由如下：
1）假定数据库和相关数据的获取与维护应用已经被设计和实现，应用开发人员就可以
集中精力在新应用的特殊功能上，而不需要考虑文件设计和底层的实现细节。
2）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了多个高层工具，如表格和报表生成器，能够自动完成数据库
设计与实现的高级语言。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给出多个这样工具的描述。
3）估计高于原来 60%（Long，2005）的应用开发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最近已经通过利
用基于标准 Internet 协议和广泛接受的数据格式（XML）的 Web 服务被实现。Web 服务和
XML 将在第 8 章中介绍。
6. 强化标准
当数据库方法在管理的完全支持下实现时，数据库管理（database administration）功能
将被授权以统一的权威和责任来建立和强化数据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命名惯例、数据质量标
准以及用统一过程对数据进行访问、更新和保护。数据库给数据库管理员提供一套强大工具
来开发和强化这些标准。不幸的是，强大的数据库管理功能实现的失败也许是组织中数据库
失败的最主要来源。同样重要的是数据管理（data administration）是对组织中所有数据资源
的整体管理负责的高层功能，包括全面的数据定义和标准化。
7. 改进的数据质量
当今的策略规划和数据库管理时代，关心数据质量是共同的主题。事实上，数据仓库研
究所（Data Wharehousing Institute，TDWI）最新报道，每年 U.S 商业用于数据质量问题的代价
是 600 亿美元（http://tdwi.org/research/2002/02/tdwis-data-quality-report.aspx?sc_lang=en）。数据
库方法给出了多个工具和处理来改进数据质量。最重要的是如下两点：
1）数据库设计者可以说明完整性约束，该约束被 DBMS 强制。完整性约束（constraint）
是一组数据库用户不可侵犯的规则。在第 2 章和第 3 章中将给出多种类型的完整性约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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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商业规则”）。如果客户给出一个订单，约束将保证客户和订单间的“联系完整性约
束”，该约束将防止存入的订单是没有人订购的订单。
2）数据仓库环境的目标是在将数据放入数据仓库之前清洗（或说是“ scrub ”）操作数
据（Jordan，1996）。你是否接受了多份目录？如果数据被清洗了，那么公司给你邮寄的三
份目录就可以被阻止，从而节约邮费，如果能更精确地计数已存在的客户，那么公司也可以
Chapter 1
增强其对客户的理解。第 9 章中将讨论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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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dAtA AccessiBility And resPOnsiveness With a relational database, end
8. 改进的数据访问和响应能力
users without programming experience can often retrieve and display data, even when
they使用关系数据库，一个没有编程经验的终端用户也能常常检索和显示数据，即使他们跨
cross traditional departmental boundaries. For example, an employee can display
information about computer desks at Pine Valley Furniture CompanyPine
with Valley
the follow越了传统的部门界限。例如，职工可以用如下查询显示有关
家具公司的计算机桌
ing query:

的信息：

SELECT *
FROM Product_T
WHERE ProductDescription = “Computer Desk”;

该查询使用了结构化查询语言（或称 SQL，第 6 章和第 7 章中将要学习该语言）。虽然

The language used in this query is called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or SQL. (You
该查询结构可以更复杂，但查询的基本结构非常容易，即使是新手或非程序员也能掌握。如
will study this language in detail in Chapters 6 and 7.) Although the queries constructed can be much more complex,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query is easy for even
果用户理解了其在数据库中的视图的名字和结构，他们很快就能获得检索提问的答案，而不
novice, nonprogrammers to grasp. If they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and names of the
data that fit within their view of the database, they soon gain the ability to retrieve
需要依赖专业的应用开发者。这当然也有危险，查询应该在确保它们获取正确数据之前被测
answers to new questions without having to rely on a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 devel试，而初学者可能不理解这个挑战。
oper. This can be dangerous; queries should be thoroughly tested to be sure they are
returning
accurate data before relying on their results, and novices may not understand
9. 减少程序维护
that challenge.

有多个理由来经常地改变存储的数据：增加新的数据项类型，数据格式被改变，等等。

reduced PrOgrAM MAintenAnce Stored data must be changed frequently for a va- 2 位数字更改为 4
该问题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知名的“千年虫”问题，也就是年份的表示从

riety of reasons: New data item types are added, data formats are changed, and so on.

位数字，以适应
1999of年到
2000 年的过渡。
A celebrated example
this problem
was the well-known “year 2000” problem, in
which
common two-digit year fields were extended to four digits to accommodate the
在文件处理环境，数据描述和对数据访问的逻辑都是存在于单个的应用程序中（这就是
rollover from the year 1999 to the year 2000.
– 数据相关）
早前描述的程序
。数据格式和访问方式改变的结果导致了应用程序的修改。在
In a file processing
environment,
the data descriptions and the logic for accessing
data are built into individual application programs (this is the program-data dependence
数据库环境，数据与使用它的程序更加独立。在一定的范围内，无论是修改数据或是修改使
issue described earlier). As a result, changes to data formats and access methods

inevitably result in the need to modify application programs. In a database environment,
用数据的应用程序都不需要修改另外一个要素。因此，现代数据库环境中能有效地减少程序
data are more independent of the application programs that use them. Within limits,

的维护工作。
we can change either the data or the application programs that use the data without
necessitating
a change in the other factor. As a result, program maintenance can be
10. 改进的决策支持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a modern database environment.

有些数据库是为决策支持应用而设计。例如，有些数据库是为支持客户关系管理，还有

iMPrOved decisiOn suPPOrt Some databases are designed
expressly for decision
的是为支持金融分析，或者是支持供应链管理。第
9 章中将讨论如何为不同的决策支持应用

support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some databases are designed to support customer

和分析类型裁剪数据库。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whereas others are designed to support financial analysis 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You will study how databases are tailored for different decision support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styles in Chapter 9.
1.3.5
数据库优点的警告

cautions
About database Benefits 10 个主要潜在优点。可是，必须提醒读者，很多组织在
前一节中给出了数据库方法的
The previous section identified 10 major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 database approach.
试图实现其中的一些益处时遭受挫折。例如，数据独立的目标（因此，减少程序维护）已经
However, we must caution you that many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frustrated in
attempting to realize some of these benefits. For example, the goal of data indepen被排除，这是由于较早的数据模型和数据库管理软件的局限性所致。所幸关系模型和更新的
dence (and, therefore, reduced program maintenance) has proven elusive due to the
面向对象模型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来获得这些益处。而另外使该收益不能成功的原因是组织的
limitations of older data models and database management software. Fortunately, the
tABle 1-4 Costs and risks
relational model and the newer object-oriented model provide a significantly better
规划和数据库实现不够好。即使是最好的数据管理软件也不能克服这样的缺陷。因此，在本
of the Database approach
environment for achieving these benefits. Another reason for failure to achieve the
教材中强调数据库规划和设计。
intended benefits is poor organizational planning and database implementation; even
New, specialized personnel
the best data management software cannot overcome such deficiencies. For this reason,
Installation and management
we stress database planning and design throughout this text.
cost and complexity
costs and risks of the database Approach
A database is not a silver bullet, and it does not have the magic power of Harry Potter. As

Conversion costs
Need for explicit backup
and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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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方法的代价和风险

数据库并不是银弹，它没有哈里 – 波特的神奇力量。当实现数据库时，与其他商业决策
一样，要认识到数据库方法也有附加的成本代价和风险（参见
13

表 1-4

表 1-4）。

数据库方法的
代价和风险

1. 新的专业化人员

新的专业化人员

通常准备采用数据库方法的组织要雇佣和培训设计和实现

启动和管理的开销以及复杂度

数据库的人员，提供数据库管理服务和增设对新人管理的职员。
进一步讲，由于技术上的迅速变革，这些新人要不断培训和升
级。这些人员的增加可能多于其他生产利润的补偿，但是组织

转换代价
显式的备份与恢复需求
组织的冲突

必须认识到这些专门技能的必要性，它们是为了能获得最大潜在收益所需要的。
2. 启动和管理开销以及复杂度
多用户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软件，其启动开销很高，需要经过培训的
职员去安装和操作，而且还要有周期性的维护和支持开销。安装这样一个系统可能还需要升
级组织中原有的硬件和数据通信系统，还需要常规的培训以适应系统新版本和升级。另外需
要更成熟的、高代价的数据库软件以提供安全功能，保证共享数据的升级正确。
3. 转换开销
遗留系统（legacy system）是指组织中原有的基于文件处理和 / 或最早数据库技术之上
的应用。将遗留系统转换到更现代的数据库技术的开销——用美元、时间和组织承诺等指标
计算——可能常常抑制组织。利用数据仓库是既使用老系统而同时又能开拓现代数据库技术
的策略之一（Ritter，1999）。
4. 显式的备份和恢复需求
共享的数据库必须总是正确的和可用的。这就需要开发综合的过程以提供数据的备份复
制和故障后的数据库恢复。在目前严重的安全环境下，这一点就更显得重要和紧急，现代数
据库管理系统通常比文件系统提供更多备份和恢复任务。
5. 组织冲突
共享数据库需要对数据定义和数据拥有者有一致的意见，并且要负责做精确的数据维
护。经验表明，在数据定义、数据格式和编码、更新共享数据的权力以及相关联的一些观点
上的冲突常常发生，并且通常也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组织委员会对数据库方法的
坚持、组织级别的数据库管理员和坚实的革命方式去完成数据库开发。
如缺少强劲的高层管理对数据库方法的支持，单个数据库终端用户的开发将扩散。这样
得到的数据库不是本章描述的数据库方法，它们不可能提供早前提到的那些好处，最终它将
导致制定差的决策，从而吓住了运行良好的或已存在的组织。

1.4

数据库环境的组成
至此已经描述了利用数据库方法管理数据的优点和风险，现在来讨论典型的数据库环境

的主要组成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参见图 1-5）。前面小节中对图中的某些成分已有介
绍，但不是全部。下面是图 1-5 中 9 个组成的简要描述：
1）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CASE）工具

CASE 是用于设计数据库和应用程序的自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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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这些工具有助于创建数据模型，有些还可以帮助自动地生成创建该数据库的“代码”。
本教材建议使用这些工具来完成数据库的设计和
开发。
2）知识库

数据和数据库
管理员

系统开发者

终端用户

CASE 工具

用户界面

应用程序

知识库

DBMS

数据库

知识库是一个集中的含有所有数

据定义、数据关系、屏幕和报告格式以及其他系
统 组 成 的 知 识 库。 知 识 库 含 有 扩 展 的 元 数 据 集，
它对于管理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其他组成很重要。
3）DBMS

DBMS 是一个软件系统，它用于

创建、维护和提供对用户数据库的控制访问。
4）数据库

数据库是一个有组织的逻辑相关

数据的集合，通常设计用于满足该组织中多用户

图 1-5

数据库环境组成

的信息需求。区别数据库和知识库非常重要。知识库包含数据的定义，而数据库包含数据的
值。第 4 章和第 5 章将描述数据库设计的活动，第 6 章到第 9 章将讨论实现的活动。
5）应用程序

基于计算机的应用程序用于创建和维护数据库，并且给用户提供信息。

第 6 章到第 9 章将讨论数据库相关的应用程序设计的关键技能。
6） 用 户 界 面

用 户 界 面 包 括 语 言、 菜 单 和 其 他 与 各 个 系 统 组 成 相 交 互 的 设 施， 如

CASE 工具、应用程序、DBMS 以及知识库。本教材中全部使用用户界面来做解释。
7）数据和数据库管理员

数据管理员是组织中全面负责数据资源管理的人员。数据库

管理员负责物理数据库设计和数据库环境中的管理技术问题。
8）系统开发者

系统开发者是指设计新应用程序的系统分析员和程序设计人员。系统

开发者常常使用 CASE 类工具完成系统需求分析和程序设计。
9）终端用户

终端用户是组织中对数据库中的数据完成添加、删除和修改的人员，他

们需要向数据库申请信息和从数据库中获取信息。所有带有数据库的用户界面都必须通过
总而言之，图 1-5 中给出的数据库操作环境是一个有关硬件、软件及人员的综合系统，
这个系统被设计得具有存储、检索和控制信息资源并且改进组织的生产力的能力。

1.5

数据库开发过程
一个组织如何开始开发数据库呢？在很多组织中，数据库的开发是从企业数据建模

（enterprise data modeling）开始的。企业数据建模建立组织数据库的范围和一般的内容，它
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有关组织数据的整体图画或解释，而不是设计为一个特定的数据库。一个
特定的数据库为一个或多个信息系统提供数据，而企业数据模型可以包含多个数据库，描述
一个由组织维护的数据范围。在企业数据建模中，需要概述当前的系统，分析将要支持的业
务领域的性质，描述在较高抽象层次的数据，规划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开发项目。
图 1-3a 给出了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企业数据模型的一个片段，使用的是将在第 2 章和
第 3 章中学习的简化标记版本。除了这里给出的实体模型的图形描述外，一个完整的企业数
据模型还要包括每个实体类型面向业务的描述以及各种如何实施业务操作的纲要语句，这
些语句也称作业务规则（business rule），它们规范了数据的合法性。业务对象（业务功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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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用等）和数据之间的关系通常使用矩阵方式获取，以补充企业数据模型中的信息。
图 1-6 给出了这样一个矩阵的例子。
数据实体
类型 Customer Product Raw Material Order Work Center Work Order Invoice Equipment Employee
业务功能
业务规划

×

×

×

产品开发

×

×

材料管理

×

×
×

×
×

×
×

订单执行

×

×

×

×

×

×

×

×

销售综述

×

×

×

×

×

×

×

×

×

×

×

×

生产作业
财务会计

×

×

订单装运

×

×
×

×

×

×

×

×

×

×
×

×

×

×

×

×= 用于商业功能的数据实体

图 1-6

业务功能 – 数据实体矩阵举例

企业数据建模作为自顶向下的信息系统规划和开发方法的组成成分，表示了数据库项目
的一个来源。这样的项目常常开发成一个新的数据库，以适应某种企业决策目标，如改进客
户支持，更好的生产和库存管理，或者是更精确的销售预测。但是数据库项目的产生更多是
以自底向上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项目是由信息系统用户提出，他们在工作中需要某些信
息，或者是其他信息系统的专业人员认识到组织中的数据管理需要改进。
典型的自底向上方式的数据库开发项目常常聚焦在某一个数据库创建上。某些数据库项
目仅仅集中在定义、设计和实现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后续信息系统开发的基础。可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库和其关联的信息处理功能是一起开发的，是综合信息系统开发项目
16

的一部分。

1.5.1

系统开发生命周期

正如你在其他信息系统课程中已学习到的，传统信息系统开发项目的实施过程被称作系
统开发生命周期（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SDLC）。SDLC 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步骤
集合，包括数据库设计者和程序员在内的信息系统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针对一个组织完成说
明、开发、维护和置换信息系统处理。教科书和组织中使用各种生命周期方法，可能有 3 到
20 种不同的阶段。
图 1-7 给出了 SDLC 中的各个步骤及与其相关联的目标（Hoffer et al., 2011）。这个处
理过程看起来是循环的，它承载了系统开发项目的迭代性质。在时间上，这些步骤可以是重
叠的，它们可以并行地实施；当前一个步骤需要重新考虑时，这些步骤也可以回溯。人们相
信，最公共的开发过程是周期性地通过图 1-7 中的步骤，但随着系统需求变得更加具体，每
一遍的循环将变得更加详细。
图 1-7 也给出了 SDLC 每一阶段中数据库开发活动的概况。注意，SDLC 阶段和数据库
开发步骤并不一一对应。例如，概念数据建模在规划和分析阶段中都出现。本章的较后部分
将结合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简要描述数据库开发步骤。

第1章

目标：对业务情境和信息系统如何帮
助解决问题或制定一个可能机遇进行初
始理解

维护

目标：编写程序，构建数
据库，测试和安装新系统，
培训用户，完成文档

企业建模
• 分析当前数据处理
• 分析一般的业务功能和它们的数据库需求
• 评估在业务支持中对新的数据和数据库的需求

分析
目标：完全地分析业务
情境，以确定需求，组织
这些需求，从互相矛盾的
系统特征中挑选特征

实现

数据库实现
• 编码和测试数据库处理程序
• 完成数据库文档和培训资料
• 安装数据库和从以前的系统中转换数据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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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数据建模
• 对提出的信息系统的数据库需求确定范围
• 分析由数据库支持的业务功能的整体数据需求

目标：监视系统的操作和使用，
维护和增强系统
数据库维护
• 为了确保演化信息需求得到
满足，分析数据库和数据库
应用
• 为改进性能调试数据库
• 修复数据库和数据库应用中
的错误，并且当数据库被污
染时恢复数据库

规划

数据库环境和开发过程

设计

概念数据建模 [ 续 ]
• 开发初始的概念数据模型，包括所
有实体和联系
• 比较初始概念数据模型与企业数据
模型
• 开发详细的概念数据模型，包括所
有实体、联系、属性和业务规则
• 一致化概念数据模型与其他信息系
统模型
• 填写所有概念数据库规范的知识库
目标：抽取和组织所有信息需求，
开发所有技术和组织规范

逻辑数据库设计
• 分析由数据库支持的业务功能需要的详细的事务、表单、显
示和查询（数据库视图）
• 将数据库视图整合到概念数据模型中
• 标识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需求，并且填写相关知识库
物理数据库设计和定义
• 定义数据库到 DBMS（常常从知识库生成）
• 决定数据的物理组织
• 设计数据库处理程序

系统开发生命周期（SDLC）中的数据库开发活动

1. 规划——企业建模
数据库开发过程从信息系统规划过程期间开发企业建模组件开始。在这个阶段，分析人
员重新审视当前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分析商业领域的特点（这是该开发项目的目标），用
常用的术语描述要开发的信息系统的数据需求。确定在已存在的数据库中有哪些数据可用，
还有哪些数据需要加入数据库中以支持新项目。根据每个项目对组织的价值，仅仅选择那些
有价值的项目进入下一阶段。
2. 规划——概念数据建模
对于一个已开始的信息系统项目而言，必须分析信息系统的全局数据需求。这个工作
在两个阶段内完成。首先是在规划阶段，分析人员产生一个类似于图 1-3a 的图及其他文档，
勾画出这个特定开发项目所涉及的数据范围，而不考虑是否已存在有数据库。在这时仅仅是
高层类别的数据（实体）和主要的关联被包含在内。这一步在 SDLC 中对于改进后续开发过
程是关键的一步。这时组织的特定需求定义得越好，那么据此给出的概念模型就与组织需求
贴合得越紧密，贯穿 SDLC 的返回重设计的需求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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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概念数据建模
在 SDLC 的分析阶段，分析人员产生一个详细的数据模型，该模型标识了所有该信息系
统要管理的该组织的数据。每一个数据属性都被定义，所有的数据类别被列出，数据实体之
间的每一个商业关联被表示，刻画数据完整性的规则被说明。在分析阶段，还要检查概念数
据模型与目标信息系统的其他目标的其他类型模型的一致性，例如处理阶段、处理数据的规
则以及事件的时间性等。可是，即使这个详细的概念数据模型被仔细建立，在设计特定的事
务、报告、显示和查询等后续的 SDLC 活动中也可能发现某些元素缺失或者出现某些错误。
依据经验，数据库开发者会获得通常的商业功能的构思（mental）模型，例如销售、财务记
录，但是必须保留修改的能力以适应组织对通常业务的例外情况处理。概念建模的产品是概
念模式（conceptual schema）。
4. 设计——逻辑数据库设计
逻辑数据库设计从两个方面完成数据库开发。首先，概念模式要转换为逻辑模式，就是
用实现该数据库的数据管理技术的术语描述数据。例如，如果使用关系技术，概念数据模型
将被转换为用关系模型的元素表示，它包括表、列、行、主键、外键和约束（第 4 章将讨论
这个重要的处理过程）。这个表示被称作逻辑模式（logical schema）。
然后，设计信息系统中的每一个应用，包括程序的输入 / 输出格式，分析人员将详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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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该数据库要支持的事务、报告、显示和查询。在这种自底向上的分析过程中，分析

18

人员明确地验证哪些数据要在该数据库中维护，验证每个事务、报告等需求的数据特征。随
着每个报告、商业事务和其他用户视图被分析，这个概念数据模型可能要被精炼。在这种情
形下，逻辑数据库设计就将原来的概念数据模型与这些独立的用户视图结合，综合成一个复
杂的设计。
逻辑数据库设计的最后一步是遵循基于好的结构化数据规范所建立的合适规则将协调组
合起来的数据规范转换成基本的或原子的元素。对于目前大多数数据库而言，这些规则来自
于关系数据库理论，其过程称作规范化（normalization），在第 4 章中将详细对此讨论。其结
果是一个完整的有关数据库的图片，不包含任何对管理这些数据的特定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
引用。随着逻辑数据库设计的产生，分析人员开始对特定计算机程序逻辑及维护和报告数据
库内容所需要的查询进行说明。
5. 设计——物理数据库设计和定义
物理模式（physical schema）是一组规范，它描述了来自逻辑模式的数据如何被一个特
定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存储在计算机二级存储器中。每个逻辑模式对应一个物理模式。物理数
据库设计需要有关实现数据库的特定 DBMS 的知识。在物理数据库设计和定义中，分析人
员决定物理记录的组织、文件组织的选样以及索引的应用等。为此，数据库设计者需要总结
出程序来处理事务，并生成预测的管理信息和决策支持报告。其目的是设计一个数据库来安
全有效地管理所有在其上的数据处理任务。这样，物理数据库设计将与物理信息系统的所有
其他方面紧密合作，如程序、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和数据通信网络等。
6. 实现——数据库实现
在数据库实现中，设计者要编写、测试和安装程序 / 脚本来访问、创建或修改数据库。
设计者可以应用标准的程序设计语言（如 Java、C# 或 Visual Basic.NET），或者应用特定的
数据库处理语言（如 SQL），或者应用专用的非过程语言产生具有特定风格的报告和显示，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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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图形。在实现的过程中，设计者还要完成所有数据库文档，培训用户，并且要将过
程置入正在实施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用户支持中。最后一步是从已存在的信息源中加载
数据（即来自于原有应用中的文件和数据库，并加上新需要的数据）。加载通常是先卸载已
有的文件和数据库为中间格式（如二进制或文本文件），然后将这些数据装入新数据库。最
终，数据库和它相关的应用放入生产环节中，被实际的最终用户维护和检索。在生产过程
中，数据库要周期性地备份，并且能在毁坏时恢复。
7. 维护——数据库维护
在数据库维护期间数据库获得演化。在这一步中，设计者添加、删除或修改数据库结
构的特征，以适应商业环境的改变，更正数据库设计中的错误，改进数据库应用的处理速
度。如果数据库被污染或者由于计算机系统或程序故障使得数据库被毁坏，设计者还要重新
构建数据库。这是数据库开发步骤中最长的一步，因为它持续地贯穿于数据库以及与其相关
联的应用的生命周期。数据库每次演化，可以将其看成一个缩简的数据库开发过程，这个
过程中包含概念数据建模、逻辑和物理数据库设计、数据库实现，以处理商业应用提出的
改变。

1.5.2

19

信息系统开发方法的选择

SDLC 或其轻微的改进方法常常被用于指导信息系统或数据库的开发。SDLC 是一个方
法学的高结构化的方法，该方法中包含有很多验证和平衡以确保每步过程都能准确地产生，
并且新的或置换的信息系统与已存在的系统一致，为此必须要有沟通和需要一致的数据定
义。这就有很多工作。另外，SDLC 常常被批评的是它的开发时间。它需要一直到一个工作
系统被产生，而这只有到了整个过程的终点才能完成。作为可替换的选择，组织者逐渐地使
用快速应用开发（RAD）方法，它遵循的是迭代的快速重复分析、设计和实现步骤的过程，
一直到用户想要的系统产生。当大多数需要的数据结构已经存在时，RAD 方法是最好的方
法。因此，对于系统而言，重要的是检索数据，而不是发布和修正数据库。
最普遍的 RAD 方法是原型法（prototyping）。它是一个迭代的系统开发过程，其中需
求被转换为工作系统，然后它就不断地在分析人员和终端用户之间的紧密工作中被修正。
图 1-8 给出了原型方法的处理过程。该图中包含了明显的标记，这些标记大致说明了在每一
个原型开发阶段数据库开发活动的哪一步会出现。例如，当信息系统问题被确定的时候，你
可以仅仅关注概念数据建模。在初始原型开发期间，你同时设计用户需要的显示和报告，以
帮助用户理解该原型将要使用的任何新的数据库需求和数据库定义。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数
据库，它是部分已存在数据库的复制，也可能具有一些新内容。如果需要新内容，它们一般
是来自于外部数据源，例如市场调研数据、一般经济学指标或工业标准等。
数据库实现与维护活动一直重复地伴随着新的原型版本的产生。这期间安全性和完整性
一般不是重点，因为这时强调的是尽可能快地产生出一个可以工作的原型版本。同样，文
档也趋向于在项目结束时给出，用户培训就是从手把手的应用开始。最后，当一个接受的原
型创建后，开发者和用户将确定它是否是最终的原型，并且该原型和它的数据库是否可以
投入到生产环节之中。如果该系统及其相连的数据库不太有效，则系统和数据库必须重新
编写和组织，以适应期望的性能。当然，无效率必须与违反健壮的数据库设计的基本原则相
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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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数据建模
• 分析需求
• 开发初始数据模型

数据库维护
• 为改进性能调试数据库
• 修复数据库中的错误

初始需求

标识问题

转换成
可操作系统

创建初始原型

工作原型

新需求

如果原型无效
问题

修订与增强原型

实现和使用原型
下一版本

图 1-8

逻辑数据库设计
• 详细分析需求
• 将数据库视图整合到概念数
据模型中
物理数据库设计和定义
• 对 DBMS 定义新数据库内容
• 对新数据确定物理组织
• 设计数据库处理程序
数据库实现
• 编码数据库处理
• 安装新数据库内容，一般从
已有的数据源中获取
数据库维护
• 分析数据库以确保其满足应
用需求
• 修复数据库中的错误

原型方法和数据库开发过程

随着可视化程序设计工具（如 Visual Basic、Java 或 C#）的逐渐普及，用户和系统界面
的修改变得容易，原型方法正成为可选的系统开发方法，以开发新的应用。使用原型方法对
于改变用户报告和显示的内容及格式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RAD 和原型方法演示迭代式系统开发获得的好处已激发人们更努力地创建更具展现能
力的开发方法。2001 年 2 月，17 个感兴趣支持该方法的个人组成的小组创建了“敏捷软件
开发联盟”，对于他们而言，敏捷软件开发（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实践的价值包括
（www.agilemanifesto.org）：
● 在处理和工具上的个性化和交互性
● 处理综合文档的工作性软件
● 合同协商上的客户协作
● 跟随规划对改变的响应
这些措辞中显然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包括软件开发者和客户双方人员。对比来自于更
加保守的工程开发项目的环境（早期软件开发方法学的环境），软件开发处于混乱环境。在
SDLC 中建立的实践的重要性持续地被软件开发者认识和接受，这也包括敏捷软件开发联盟
的创建者们。可是，这些实践要能快速反映项目修改需求的环境变化是不可行的。
当一个项目涉及不可预测的和 / 或改变的需求、负责的和协作的开发者以及能够理解并
对处理有贡献的客户时，需要使用敏捷和自适应方法（Fowler，2005）。如果你有兴趣学习
更多有关敏捷软件开发的知识，那么要调研敏捷方法学，如极限编程、Scrum、DSDM 联盟
和特征驱动的开发等。

1.5.3

数据库开发的三级模式体系结构

本章前面介绍的数据库开发过程提到多个不同但是有关联的关于系统开发项目的数据库
开发模型。这些模型以及 SDLC 中开发这些模型的主要阶段总结如下：
● 企业数据模型（信息系统规划阶段）
● 外模式或用户视图（分析和逻辑设计阶段）

第1章

数据库环境和开发过程

19

● 概念模式（分析阶段）
● 逻辑模式（逻辑设计阶段）
● 物理模式（物理设计阶段）
1978 年，工业协会普遍知道 ANSI/SPARC 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文件，该文件描述了三级
模式体系结构（外、概念和内模式）的数据结构。图 1-9 给出了在 SDLC 开发过程中这些模
~

20

式和 ANSI 三级模式体系结构之间的关联。要记住的是，这些模式只是用不同的框架来刻画
同一个数据库结构的不同方法。

21
用户视图 1（报告）

企业数据模型

外模式

概念模式

用户视图 2（屏幕显示）

用户视图 n（订单）

内模式
逻辑模式

物理模式

数据库 1（订单处理）

物理模式 1

数据库 2（供应链）

物理模式 2

数据库 m（客户服务）

物理模式 m

图 1-9

三级模式体系结构

ANSI 定义的三级模式（图 1-9 的中间部分）描述如下：
1）外模式

这是数据库用户（如管理员或职工）的视图（或视图集合）。如图 1-9 所示，

外模式可以表示为企业数据模型的组合（自顶向下视图）和详细的（自底向上）用户视图的
集合。
2）概念模式

该模式是将不同的外部视图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个的、互相协作的、

综合的企业数据定义。概念模式代表了数据架构或数据管理员的视图。
3）内模式

如图 1-9 所示，如今内模式是由两个独立的模式组成 : 逻辑模式和物理模

式。逻辑模式是某种类型的数据管理技术（如关系）的数据表示，物理模式描述在一个特定
的 DBMS（如 Oracle）中数据如何表示和在二级存储器中存储。

1.6

数据库系统的演化
数据库管理系统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这几十年中一直在不断变革。图 1-10 给出

了每十年中数据库技术的变革进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引入的时期都比较长，且技术的
引入都在每个十年的初始时期。例如，关系模型是由 IBM 的研究者 E. F. Codd 在 1970 年发
表的研究论文（Codd，1970）中首次定义。但是关系模型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在商
业中广泛实现。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程序员需要编写复杂的访问数据库数据的程序的挑战
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结构化查询语言（SQL）出现才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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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平面文件
层次
网状
关系
面向对象
对象 – 关系
数据仓库
主动开发

旧系统仍然使用
a）数据库技术演化

层次数据库模型
Hierarchical
database model

网状数据库模型
Network
database mode
l
对象类
1 1
Object
Class

RELATION 1
(PRIMARY KEY KEY,
, ATTRIBUTES...)
RELATION
1（PRIMARY
ATTRIBUTES...）

Attribute
属性 s

对象类
33
Object
Class

Object
Class
对象类
22

Attribute
s

属性

属性
Attributes

RELATION 2 (PRIMARY
KEY, 2（PRIMARY
FOREIGN KEY , ATTRIBUTES...)
RELATION
KEY,

Methods
方法

FOREIGN KEY, ATTRIBUTES...）

Method
方法 s

方法
Methods

关系数据库模型
Relational
database model

面向对象数据库模型
Object-oriented
database mode
l
Dimension
维1 1

Southeast
Southeast
Mid-Atlantic

维2

Mid-Atlantic

New England
SalesNew England
Desk
Sales
Table
Desk
Chair

Dimension2

Jan

Feb

Jan

Feb

Fact

Dimension
维4 4

维

Dimension5

事实表
Table

Dimensions

维5

维3

维6

Dimension3

Table
Chair

事实

Dimension6

Facts

多维数据库模型 – 多维立方体视图

多维数据库模型 – 星型模式视图

Multidimensional database model—
multidimensional cube view

图 1-10

b）数据库体系结构

Multidimensional database model—
star-schema view

数据库技术的分类：过去和现在

图 1-10 显示了一个可视化的每种主要数据库技术的基本组织原理。例如，在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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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件按自顶向下的结构组织，称作树或者谱系图，而在网状模型中，每一个文件可以
与任意数量的其他文件相关。关系模型（也是本教材主要讨论的模型）将数据组织成表的形
式或它们之间的联系的形式。面向对象模型是基于对象类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如图 1-10b 所
示，对象类封装了属性和方法。对象关系数据库是面向对象和关系数据库的混合。最后，多
维数据库是数据仓库的基础，是将数据组织成立方体或星型模式，对此将在第 9 章中讨论。
当前，数据库被广泛使用的主要类型是关系数据库。可是面向对象和对象关系数据库持
续获得关注，特别是随着非结构化内容的持续生长，另一个最近出现的趋势是 NoSQL（Not
Only SQL）数据库。NoSQL 是一个宽泛概念，它是指那些专门为可能存储在不同地域的大
数据（结构和非结构数据）设计的数据库技术集合。流行的 NoSQL 数据库例子是 Apache
Cassandra（http://cassandra.apache.org /）和 Google 的 Big Table（http://research.google.com/
archive/big table.html）。对非关系型数据库技术的需求产生了 Web 2.0 应用，如博客、wikis
和社交网站（Facebook、MySpace、Twitter、Linked In）等。另外，也是由于要能方便地创
建非结构化数据，如图片和影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发有效的数据库以便处理这些类型多
样的数据正在持续地变得更加重要。由于更大的计算机内存芯片越来越便宜，因此出现了新
的管理内存数据库的数据库技术。这种趋势开启了更快速的数据库处理技术的可能性。有关
这方面的新趋势将在第 9 章讨论。
最近的法案（如萨班斯 – 奥克斯利（Sarbanes-Oxley）法案，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
（HIPAA）以及巴赛尔公约（Basel Convention））都关注好的数据管理实践的重要性，并且重
构历史地位的能力也已经获得了重视。随着电子证据的发现的强调和期望的增加，计算机取
证也得到了发展。由于有效的灾难恢复和充分安全被这些法案强制执行，因此好的数据库管
理能力的重要性持续上升。
正在出现的更加方便地使用数据库技术（和此处处理一些法案挑战）的趋势是云计算。
在云中最常见的技术之一是数据库。关系的或非关系的数据库正在通过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技
术被创建、使用和管理。有关云数据库及相关的议题在第 8 章中讨论。

1.7

数据库应用范围
数据库能为人们做些什么呢？回忆图 1-5 所示的内容，那里给出了多种令用户与数据库

中数据交互的方法。首先，用户可以利用 DBMS 提供的界面直接与数据库交互。这种方式
下，用户可以向数据库发出命令（称作查询），然后获得结果，或者将结果存放在微软 Exc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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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或者是 Word 文档中。这种与数据库交互的方法也称作 ad-hoc 查询，并且需要用户
具有一定的理解查询语言的能力。

24

由于大多数商业用户不具有这种能力，因此第二种或更加普遍的方式是使用应用程序来
访问数据库。一个应用程序由两个关键成分组成，一个是图形的用户界面用于接收用户的请
求（例如输入、删除或修改数据），另一个是提供一种方式显示从数据库中获得的数据。商
业逻辑包含需要作用在用户命令上的程序逻辑。运行用户界面（有时是商业逻辑）的机器称
作是客户端（client）DBMS 和包含数据库的机器称作是数据库服务器（database server）。
理解应用和数据库不一定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不在一起的）这一
点很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数据库应用的领域，基于客户端（应用）和数据库软件本身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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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将领域分成三类：个人数据库、二层数据库和多层数据库。下面通过一个典型案例以及在
每一类别应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介绍这三个类别。

1.7.1

个人数据库

仅支持一个用户的数据库为个人数据库。个人数据库位于个人电脑（PC 机）上，包括
笔记本电脑，现在又可以是在智能终端和个人数字助手（PDA）上。这些数据库的目标是为
个人提供对少量数据的有效管理（存储、修改、删除和检索）。一些简单的数据库应用（如
存储客户信息以及与每个客户相关的详细联系方式）能在 PC 机上使用，且为了备份和工作
可以方便地从一个设备转移到另一个设备上。例如，一个有很多销售人员的公司，这些销售
人员直接与实际的或预期的客户联系。客户和价格数据库应用可以使销售人员为客户订单确
定最好的产品数量和类型的组合。
由于可以增进个人生产力，个人数据库被广泛地使用。但是它们也引入了风险：数据不
能方便地与其他用户共享。例如，假设销售经理想要获得客户合同的整体视图，但是该视图
不能快速和方便地从单个的销售人员数据库中获得。该例解释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如果是个
人有兴趣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很快也会被其他人感兴趣。因此，个人数据库应被局限于特
定的应用情形（即在一个非常小的组织范围内）。在这种情形中，没有与其他人共享数据的
需求。

1.7.2

二层客户端 / 服务器数据库

如 1.7.1 节所讨论的，个人（单个用户）数据库的应用非常有限。通常情况是，当一个
单用户的数据库演化成被多个用户之间需要共享的数据库时，个人数据库就结束了。一个相
对小的工作小组（典型情况少于 25 个人）工作在同一个项目或应用之上，或者是工作在一
组相似项目或应用上。这些人员可能参与一个项目的构建，或者是开发一项新的计算机应
用，他们需要在工作组中共享数据。
这种类型的最普遍的共享数据方法是如图 1-11 所示的基于二层客户端 / 服务器应用。
每个工作组成员都拥有计算机，这些计算机通过网络

开发者 1 …开发者 n 项目经理 库管理员

（有线的或无线的局域网 [LAN]）连接。在大多数情况
下，每个计算机有专用应用（客户端）的副本，该应
用副本提供了用户界面和业务逻辑，通过这个界面和

局域网
数据库
服务器

业务逻辑数据被操作。数据库本身和 DBMS 都存储在
称为数据库服务器的中心设备上，该服务器也与网络
连接。这样，工作组的每个成员都可以访问共享数据。

图 1-11

工作组数据库

局域网中的二层数据库

不同的工作组成员（如开发者和项目经理）对这个共享数据库拥有不同的用户视图。这种安
25

排克服了 PC 数据库的基本对象，即 PC 数据库的数据不易于共享。可是，这样的安排也带
来了很多在个人（单用户）数据库中不存在的数据管理的问题，例如当多个用户试图同时修
改或更新数据时数据的安全和数据完整性问题。

1.7.3

多层客户端 / 服务器数据库

二层数据库体系结构的一个缺点是，由于客户端需要安装用户界面逻辑和业务逻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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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客户端的工作量很大。这当然意味着，客户端计算机功能要足够大以支撑应用需求。另外
一个缺点是，无论是对用户界面还是业务逻辑进行修改，安装了该应用的客户端计算机都需
要更新。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目前那些需要支持大量用户的大多数应用都使用多层体系结构的方
法。大部分组织中，这些应用都是打算支持一个部（如市场部、财务部），或一个部门（如业
务生产线），这些都是大于工作组的（典型状态下是 25 ～ 100 个人）。
图 1-12 给出了一个有多个多层应用的公司的例子。在三层体系结构中，各个用户计算
机上有可访问的用户界面。该界面可以是基于 Web 浏览器或者是使用 VB.Net，VC# 或 Java
等程序设计语言编写。应用层 /Web 服务器层包含有业务逻辑，完成用户提出的业务事务。
然后应用层再与数据库服务器交互。对于数据库开发来说使用多层客户端 / 服务器体系结构
的最大好处是易于将数据库开发和维护数据的模块与维护信息系统中业务逻辑和 / 或表示逻
辑这样的模块分离。另外，该体系结构也可以改进应用与数据库的性能和维护。第 8 章中将
更详细地讨论二层和多层客户端 / 服务器体系结构。
应付账款处理

客户层

现金流分析
浏览器：销售商、
订单、销售商发票
数据库

客户服务展现
浏览器：客户收
据和对销售商付款
的数据库

浏 览 器：无
本地数据库

应用 /Web 层
应用 /Web 服务器
A/P、A/R、 订 单 处 理、 库 存 控 制 等； 对 DBMS
的访问和连接。动态 Web 页面；会话管理

事务数据库包含所有组织的数据或有关部
门服务器的数据汇总

企业层

具有 DBMS 的企业服务器

图 1-12

1.7.4

三层客户端 / 服务器数据库体系结构

企业级应用

企业应用或数据库是有关于一个组织或企业的全部领域（或者，至少是涉及很多不同部
门）。这样的数据库是打算支持组织范围的操作和决策制定。注意，一个组织可以有多个企
业数据库，因此这样的数据库不包含所有组织的数据。对于很多中等或大型组织只设计一个
单独的操作型企业数据库不现实，这是因为对于一个非常大型数据库的性能而言，要满足不
同用户的很多不同的需求非常困难，而对所有数据库用户完成一个单独的（元）数据定义也
非常复杂。但一个企业数据库确实要支持来自很多部门和地区的信息需求。企业数据库的演
化导致了两项主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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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
2）数据仓库实现
企业资源规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系统的发展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和 80 年代的材料需求计划（MRR）和制造资源计划（MRP- Ⅱ）系统。这些系统调度制造过
程中的原材料、组件和组装需求，也调度车间和产品分布活动。另外，扩展到业务功能的
其他部分就产生了企业范围的管理系统，或 ERP 系统。所有 ERP 系统都是非常依赖于存储
了综合 ERP 应用需求数据的数据库。除了 ERP 系统之外，一些专门应用（如客户关系管理
（CRM）系统和供应链管理（SCM）系统等）也都是依赖于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据。
ERP 系统工作在企业的当前可操作数据之上，而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收集各种可
操作数据库中的内容，包括人员、工作组、部门以及 ERP 数据库。数据仓库给用户提供操
作有关历史数据的机会，以获取模式和趋势信息，为决策性业务问题提供答案。第 9 章中将
详细讨论数据仓库。
26
~

最后，对数据库环境带来剧烈变化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此应用开发被众多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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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被商业接受后导致了长期建立起来的商业模式的重要改变。即使是最成功的公司也被
来自互联网的新的商业模式冲击而动摇，这些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改进的客户信息和服务，
清除了传统的市场和分布通道，实现了职工联系管理。例如，顾客可以直接从计算机制造商
处订购自己的计算机。网上飞机票的竞价以及秒杀等都使终端客户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在很
多公司中有关职位招聘和公司活动的信息都可以从网上获得。这些基于 Web 的每一种应用
都使用了数据库。
在前述的例子中，互联网被用于商业与客户（B2C）之间，因为客户是在商业之外。可是，
对于另外一些应用，商业的客户是其他的商业。这一类交互应用通常被称作是 B2B 关系，是
商业之间的应用。外联网（extranet）使用互联网技术，但是外联网访问却不如互联网那样广
泛。相反，其访问被限制到业务的提供者和客户，二者达成合法访问和相互数据及信息的使
用的一致性。最后，内联网（intranet）是有关一个企业职工对企业内部数据库和应用的访问。
如此这般允许的商业数据库的访问带来了数据安全性和完整性的问题，这是信息系统管
理的新问题。而传统上数据在每一个企业内部很好地保证了安全性。而当企业利用云的优
点时，这些问题就更加复杂。在云管理中，数据被存储在不产生数据的企业所控制的服务器
中。第 8 章中将进一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表 1-5 对本节描述的数据库应用类型做了一个简要总结。
表 1-5
数据库 / 应用类型

1.8

数据库应用汇总

典型的用户数量

典型的数据库大小

个人

1

MB

二层

5 ～ 100

MB ～ GB

三层

100 ～ 1000

GB

企业资源规划

>100

GB ～ TB

数据仓库

>100

TB ～ PB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数据库应用开发
本章前面已经介绍了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家具制造业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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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愈演愈烈，新的竞争者们比 Pine Valley 反应更快，获得了新的商业机遇。虽然这种发展
趋势可能有很多原由，但管理者相信他们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基于传统的文件处理）已
经过时了。在 Fred McFadden 和 Jeff Hoffer 主持的协作开发会议后，公司启动了采用数据库
方法的应用开发项目。以前存储在独立文件中的数据被综合进一个单个的数据库结构中。而
描述这些数据的元数据也是在这同一个结构中。DBMS 为组织用户和数据库（或多个数据库）
提供了各种数据库之间的界面。DBMS 允许用户共享这些数据，并且可以对其进行查询、访
问和更新。
为了实现对数据和信息的共享，Pine Valley 家具公司使用了局域网（LAN），LAN 将各
个部门中的职工工作站与数据库服务器链接，如图 1-13 所示。在 2000 年的初期，公司通过
两个阶段引入了互联网技术。首先，为改进公司之间的通信和决策制定，使用了内联网，从
而允许职工快速地基于 Web 访问公司信息，包括电话目录、家具设计说明、e-mail 等。进
一步，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添加了对它的业务应用的 Web 界面，例如订单入口，这样更多
需要访问数据库服务器数据的内部业务活动也可以被职工通过内联网使用。可是，大部分
需要使用数据库服务器的应用仍然没有 Web 界面，这些应用还需要被存储在职工的工作
站上。
会计

销售
客户

采购

互联网

运行 TCP/IP
的 Web 服务器

Web 到数据库
中间件
数据库
服务器

数据库

图 1-13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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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数据库的演化

好的数据库本身是可以演化的！ Helen Jarvis 这位 Pine Valley 家庭办公家具产品的主管了
解到该产品线竞争已经很激烈。于是，Hellen 能够更加细致地分析出它的产品销售状况对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非常重要。通常这些分析是特殊（ad hoc）类型，是由迅速变化而且没有预期
的业务条件、来自于家具库存管理员的解释、商业部门的新闻或个人经验所驱动。Helen 需
要以方便使用的界面直接访问销售数据，这样她就能查找对她所需要的各种市场问题的回答。
Chris Martin 是 Pine Valley 家 具 公 司 信 息 系 统 开 发 领 域 的 系 统 分 析 员。Chris 已 经 在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工作了 5 年，具有了 Pine Valley 中多个业务领域信息系统的工作经验。
由于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在它的系统开发中很小心，特别是在采用了数据库方法之后，
29

该公司已经拥有支持其可操作业务功能的数据库。这样，Chris 就可以从已存在的数据库中
为 Helen 抽取数据。Pine Valley 的信息系统体系结构调用 Helen 需要的系统，创建成为一个
独立的数据库。这样，非结构化的或非预期的数据使用不影响对支持有效事务处理系统的可
操作数据库的访问。
进一步说，由于 Helen 的需要是数据分析而不是创建和维护，是个性化的而不是企业
性的，所以 Chris 决定采用原型和生命周期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发 Helen 需求的系统。这就意
味着 Chris 将遵循所有生命周期的步骤，但将重点关注整合原型的步骤。于是，他将快速地
进入项目规划，然后使用重复分析、设计与实现周期紧密地与 Helen 协作，开发她需要的
系统的工作原型。因为该系统是个性化的，其所需要的数据库内容有限，Chris 希望该原型
能与 Helen 所希望的实际系统匹配。Chris 选择使用微软的 Access 来开发系统，这也是 Pine
Valley 喜欢使用的创建个人数据库的技术。

1.8.2

项目规划

Chris 从访问 Helen 开始项目开发。Chris 询问 Helen 的业务领域，记录其业务领域的
目标、业务功能、数据实体类型以及她涉及的相关的业务对象。这一阶段，Chris 更多的是
倾听，从而集中精力理解 Helen 的业务领域，偶尔插话中断 Helen 的叙述，只是为了确认
Hellen 的叙述是否讲清她需要从信息系统中获取的报告和计算机屏幕上的内容。Chris 尽可
能地使用业务和市场术语提出一般性问题。例如，Chris 询问 Helen 管理家庭办公产品时会
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人群、地点以及事情是她工作中感兴趣的，她所需要的分析数
据的反馈时间是多少，她对业务中什么样的事件是有兴趣的。Chris 特别关注 Helen 的目标
以及她感兴趣的数据实体。
Chris 再一次与 Helen 谈话之前必须做出两个快速分析。首先，他需要标识所有包含
Helen 提到的数据实体的数据库。根据这些数据库，给出一个列表，列出数据实体的所有数
据属性，这些都是他认为 Helen 在其家庭办公产品的市场分析工作中感兴趣的。Chris 在以
前开发 Pine Valley 的标准销售跟踪和预测系统以及成本计算系统项目中的经历有助于理解
Helen 需要的数据。例如，从对每个办公家具产品超越销售目标的目的猜测，Helen 希望在
其系统中包含产品年度销售目标。同样，至少完成 8% 的年度销售增长的目标意味着前一年
每个产品的订单需要包含在内。他还得出结论，Helen 的数据库必须包含所有产品，而不仅
仅是办公家具，因为她要与其他产品比较。可是，他也可以清除每个数据实体上的很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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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例如，Helen 不需要各种客户数据，如地址、电话号码、联系人、商店大小以及销售
人员。Chris 要包含少量附加属性，如客户类型和邮政编码，他相信这些在销售预测系统中
很重要。
其次，从这个列表中，Chris 绘制出概念数据模型（图 1-14），表示数据实体以及这些实
体间的主要联系。数据模型用实体 – 联系（E-R）模型的标记方法给出。有关这个模型的标
记方法在第 2 章和第 3 章中还要进一步讨论。
PRODUCT
LINE

CUSTOMER
Places

ORDER

Includes
Contains

ORDER
LINE

Has

PRODUCT

Is Billed On
INVOICE

Is Paid On

PAYMENT

图 1-14 家庭办公产品线市场支持系统的初始数据模型

1.8.3

数据库需求分析

在举行下一次讨论会议之前，Chris 将给 Helen 发送一份粗略的项目计划，该计划列出
了他实施计划的步骤以及每一步预计要花费的时间。因为原型是用户驱动的过程，是由用户
确定什么时候终止新原型版本的迭代，所以 Chris 仅仅能提供项目的关键步骤中大致估计的
时间。
在第二次会议上，Chris 说了很多，但他主要关注 Helen 对他提出的有关数据库应用初
步思考的反应。他技术性地对图 1-14 中的每个数据实体做出解释，说明它的含义，解释在
实体之间的每条连线所表达的业务原则和处理过程。
他总结的几条规则列举如下：
1）每个 CUSTOMER 将设置（Places）任意数量的 ORDER。反过来，每个 ORDER 只
能对应某一个 CUSTOMER。
2）每一个 ORDER 包含（Contains）有任意数量的 ORDER LINE。反之，每个 ORDER
LINE 仅仅被包含在某一个 ORDER 中。
3） 每 个 PRODUCT 可 以 有（Has） 任 意 数 量 的 ORDER LINE。 反 之， 每 个 ORDER
LINE 仅仅只能服务于某一个 PRODUCT。
4）每个 ORDER 只能开一张收据发票（INVOICE），并且，每张 INVOICE 也只能对应
一个 ORDER。
这里 Places、Contains 以及 Has 被称作一对多联系，因为，例如，一个客户可能潜在地
有多个订单，而每个订单只对应具体某一个客户。
除了联系之外，Chris 还向 Helen 详细展示每个实体具有的数据属性。例如，订单号码
（ORDER Number）唯一地标识一个订单。此外，Chris 认为 Helen 想要在 ORDER 中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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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订单何时开始的日期以及订单何时被供应的日期（这也是订单上商品被运送的最新日期）。
Chris 还将解释付款日期（Payment Date）属性是指客户付款的最新日期，这个款额也许是该
订单的全额，也可能是部分金额。
对 于 Helen 对 该 数 据 模 型 的 反 应，Chris 询 问 Helen 将 打 算 如 何 使 用 她 想 要 的 数 据。
Chris 此时并不试图能完全清楚，因为他知道 Helen 还没有在正在开发的信息集合上工作
过，因此，她还不能确定她所要的数据是什么，或者说她也不清楚将对这些数据做什么。此
时，Chris 的目标是理解 Helen 打算使用这些数据的几种方式，这样他能开发出一个初始原
~

30

型，包括数据库和数个计算机显示或报表。Helen 和 Chris 最后一致同意的属性列表如表 1-6

31

所示。
表 1-6
实体类型

实体的数据属性（Pine Valley 家具公司）

属性

实体类型

Customer Identifier
Customer Name
Customer

Customer Type

Order

Order Placement Date
Order Fulfillment Date
Order Number of Shipments

Customer Years

Customer Identifier
Ordered Product

Order Number

Product Description

Product Identifier

Product Finish

Order Quantity

Product Price
Product Cost

Invoice

Invoice Number
Order Number

Product Prior Year Sales Goal

Invoice Date

Product Current Year Sales Goal

Invoice Number

Product Line Name
Product Line

Order Number

Customer Zip Code
Product Identifier

Product

属性

Payment

Product Line Name

Payment Date
Payment Amount

Product Line Prior Year Sales Goal
Product Line Current Year Sales Goal

1.8.4

数据库设计

因为 Chris 遵循的是原型开发方法，并且前两次与 Helen 的会话很快确定了 Helen 可能
需要的数据，所以 Chris 准备建立一个原型系统。他的第一步是创建一个如图 1-15 所示的项
目数据模型。注意这个项目数据模型的特征如下：
1）这是一个组织模型，它给出了有关该组织功能的有价值信息以及重要的约束。
2）该项目数据模型聚焦在实体、联系和业务规则。它也包含了每个数据片段的属性标
记，这些将存储在每个实体中。
第二步，Chris 将该数据模型转换为一组表，表中的列是数据属性，行是这些属性值
32

的不同集合。表是关系数据库的基本组成（在第 4 章中将学习有关概念），这里使用微软
Access 的数据库描述方式。图 1-16 给出了 4 个表的样本数据：Customer，Product，Order，
Orderline。这些表代表了图 1-15 中的 4 个实体。表中的每一列代表了实体的一个属性（或
特征）。例如，Customer 的属性 CustomerID 和 CustomerName。表中的每一行代表了实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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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例（或值）。数据库设计还需要 Chris 指明格式或性质，对于每一个属性（微软 Access
称为属性字段（field））。这里的这些设计的决定是容易的，因为大多数属性都已经在相应的
数据字典中说明。
CUSTOMER
Customer ID
Customer Name
Customer Type
Customer Zip Code
Customer Years

PRODUCT LINE
Product Line Name
PL Prior Years Sales Goal
PL Current Years Sales Goal
Includes

Places
ORDER
Contains
Order Number
Order Placement Date
Order Fulfillment Date
Order Number of Shipments

ORDER LINE
Order Number
Product ID
Order Quantity

Has

Is billed on

INVOICE
Invoice Number
Order Number
Invoice Date

Is paid on

图 1-15

PRODUCT
Product ID
Product Description
Product Finish
Product Standard Price
Product Cost
PR Prior Years Sales Goal
PR Current Year Sales Goal

PAYMENT
Invoice Number
Payment Date
Payment Amount

家庭办公产品线市场支持系统的项目数据模型

图 1-16 中 显 示 的 表 是 用 SQL 创 建 的（第 6 章 和 第 7 章 中 将 学 习 SQL）。 图 1-17 和
图 1-18 给出了 Chris 可能使用的创建 ProductLine 和 Product 表结构的 SQL 语句。习惯上，
表名后加后缀 _T。另外要注意的是，Access 不允许在名字中加空格，来自数据模型的属
性此时都被拼接成一个单个的字。因此，数据模型中的 Product Description 在表中变成了
ProductDescription。Chris 在完成这样的转换时要使每个表有一个属性，称作表的“主键”，
它能够区分表中的每一行。表的其他主要性质是表中每一行的每个属性仅有一个值，如果知
道了标识符属性的值，那么就能确定一行中其他属性的值。例如，对于任何一条产品线，仅
仅有一个值对应当前年的销售目标。
关系模型的最后一个关键特征是它通过存储在对应表中列的值来表示实体之间的联系。
例如，CustomerID 是表 Customer 和表 Order 中的共有属性。这样，就可以方便地将订单与
其关联的客户链接。例如，OrderID 1003 与 CustomerID 1 关联。你能确定哪一个 ProductID
与 OrderID 1004 关联吗？在第 6 章和第 7 章中，将学习如何用 SQL 在这些表中检索数据。
Chris 对数据库设计还要做出的决策是，如何物理地组织数据库以便能尽快响应 Helen
将要给出的查询。SQL 中允许数据库设计者可以做的关键的物理数据库设计决策是在哪个属
性上创建索引。所有主键属性（如表 Order_T 中的 OrderNumber）——表中各行具有唯一性
的值——都建索引。除此之外，Chris 使用一般性的指导规则：对于任何具有 10 个以上不同
值的属性且 Helen 有可能用它分段数据库的属性创建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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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rder 和 Order Line 表

b）Customer 表

34

图 1-16

c）Product 表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四个关系

CREATE TABLE ProductLine_T
CREATE TABLE ProductLine_T
(ProductLineID
VARCHAR (40) NOT NULL PRIMARY KEY,
(ProductLineID
VARCHAR (40) NOT NULL PRIMARY KEY,
PlPriorYearGoal
DECIMAL,
PlPriorYearGoal
DECIMAL,
PlCurrentYearGoal DECIMAL);
PlCurrentYearGoal DECIMAL);

图 1-17

ProductLine 表的 SQL 定义

CREATE TABLE Product_T
CREATE TABLE Product_T
(ProductID
NUMBER(11,0) NOT NULL PRIMARY KEY
(ProductID
NUMBER(11,0) NOT NULL PRIMARY KEY
ProductDescription
VARCHAR (50),
ProductDescription
VARCHAR (50),
ProductFinish
VARCHAR (20),
ProductFinish
VARCHAR (20),
ProductStandardPrice
DECIMAL(6,2),
ProductStandardPrice
DECIMAL(6,2),
ProductCost
DECIMAL,
ProductCost
DECIMAL,
ProductPriorYearGoal
DECIMAL,
ProductPriorYearGoal
DECIMAL,
ProductCurrentYearGoal DECIMAL,
ProductCurrentYearGoal DECIMAL,
ProductLineID
VARCHAR (40),
ProductLineID
VARCHAR (40),
FOREIGN KEY
(ProductLineID) REFERENCES ProductLine_T (ProductLineID));
FOREIGN KEY
(ProductLineID) REFERENCES ProductLine_T (ProductLineID));

图 1-18

Product 表的 SQL 定义

1.8.5

(ProductID

NUMBER(11,0) NOT NULL PRIMARY KEY

ProductDescription

VARCHAR (50),

ProductFinish

VARCHAR (20),

ProductStandardPrice

DECIMAL(6,2),

ProductCost

DECIMAL,

使用数据库
ProductPriorYearGoal

DE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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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CurrentYearGoal
DECIMAL,
Helen
将使用 Chris 创建的数据库，主要目的是解决特殊（ad
hoc）问题。于是 Chris 对

Helen 进行培训，以使她能够访问数据库，且构建查询以回答她的特殊问题。Helen
已经给
ProductLineID
VARCHAR (40),
出了一些标准的她期望周期性提出的问题。Chris
将开发数个预编写类型的程序（表格、报
FOREIGN KEY
(ProductLineID) REFERENCES
ProductLine_T (ProductLineID));
告、查询）以方便地回答 Helen 的这些标准问题（这样她不需要再为这些问题从头编写程
序）。Helen 想要的标准信息集之一是，在家庭办公产品线中每个产品的列表，显示出每个
产品相对于当前年销售目标的日期的总销售量。Helen 可能想让这个查询结果按更加时尚的
风格展示，如使用报表，但此时 Chris 仅仅以查询的方式提供给 Helen。
SELECT Product.ProductID, 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 Product.PRCurrentYearSalesGoal,
(OrderQuantity

* ProductPrice)

AS SalesToDate

FROM Order.OrderLine, Product.ProductLine
WHERE Order.OrderNumber = OrderLine.OrderNumber
AND Product.ProductID = OrderedProduct.ProductID
AND Product.ProductID = ProductLine.ProductID
AND Product.ProductLineName = “Home Office”;

图 1-19

家庭办公销售与目标比较的 SQL 查询

产 生 这 个 产 品 列 表 的 查 询 在 图 1-19 中 给 出， 图 1-20 给 出 了 这 个 查 询 结 果 的 输 出 样
本。 图 1-19 的 查 询 是 用 SQL 编 写 的， 该 查 询 中 你 可 见 到 6 个 标 准 SQL 语 句 中 的 3 个：
SELECT，FROM 和 WHERE。SELECT 表明在结果中要显示的属性。这里对应于 "Sales to
Date" 标签的是一个计算公式。FROM 表明检索数据将要访问的表。WHERE 定义了表之间
的链接，并表明其结果数据仅仅来自于家庭办公产品线上的数据。对于这个例子，仅仅只包
括有限的数据，因此在图 1-20 中的总销售结果是相当小的，但是这个格式展示的是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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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查询结果。

figure 1-20 Home Office product line sales comparison

Home Office Sales to Date : Select Query
Product ID

Product Description
3 Computer Desk

PR Current Year Sales Goal

Sales to Date

$23,500.00

5625

10 96" Bookcase

$22,500.00

4400

5 Writer’s Desk

$26,500.00

650

3 Computer Desk

$23,500.00

3750

7 48" Bookcase

$17,000.00

2250

5 Writer’s Desk

$26,500.00

3900

图 1-20

家庭办公产品线销售比较

standard SQL clauses in this query: SELECT, FROM, and WHERE. SELECT indicates
which attributes will be shown in the result. One calculation is also included and given
the label “Sales to Date.” FROM indicates which tables must be accessed to retrieve
这 时 Chris 准 备
与 Helen 再 次 会 面， 以 了 解 这 个 开 始 实 现 的 原 型 是 否 满 足 她 的 需 求。
data. WHERE defines the links between the tables and indicates that results from only
the Home Office product line are to be included. Only limited data are included for this
Chris 向 Helen 展示了系统。根据
Helen
example, so the Total Sales
results给出的建议，Chris
in Figure 1-20 are fairly small,可以在线地做少量修改，但是对
but the format is the
result of the query in Figure 1-19.
于 Helen 的很多目标 Chris
Chris is必须在之后小心地完成。
now ready to meet with Helen again to see if the prototype is beginning
to meet her needs. Chris shows Helen the system. As Helen makes suggestions, Chris is
本书的篇幅不允许我们在此回顾家庭办公市场支持系统项目开发的全部过程。Chris
与
able to make a few changes online, but many of Helen’s observations will have to wait
for more careful work at his desk.
Helen 举行了十多次协商会议，直至
满意数据库中拥有她需要的所有属性，Chris
为其
Space does not permit Helen
us to review
the whole project to develop the Home Office
marketing support system. Chris and Helen ended up meeting about a dozen times before Helen was satisfied that all the attributes she needed were in the database; that the
standard queries, forms, and reports Chris wrote were of use to her; and that she knew
how to write queries for unanticipated questions. Chris will be available to Helen at any
time to provide consulting support when she has trouble with the system, including writing more complex queries, forms, or reports. One final decision that Chris and Helen
made wa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nal prototype was efficient enough that the prototype did not have to be rewritten or redesigned. Helen was now ready to use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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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标准查询、表格、报告对 Helen 很有用，而且她懂得如何编写不可预知问题的查询。
Chris 还要能在 Helen 使用该系统遇到问题时随时给以帮助与支持，包括编写更复杂的查询、
表格或报告等。Chris 和 Helen 做出的最终决定是，最终原型的性能足够有效，因此这样的
原型系统不需要重新编写和重新设计。现在 Helen 准备去使用这个系统。

1.8.6

管理数据库

家庭办公市场支持系统的管理相当简单。Helen 决定每周从 Pine Valley 的可操作数据库
中下载新的数据到她的微软 Access 数据库中。Chris 用 C# 编写了一个嵌套的 SQL 命令完成
从协作数据库中抽取数据的工作，再用 Visual Basic 编写了一个 Access 程序完成从抽取的数
据中重建 Access 表的任务。他将此工作安排在每个周日的夜晚执行。Chris 还更改了协作信
息系统体系结构模型，以包括家庭办公市场支持系统。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在
包含于 Helen 系统的数据的格式改变时，协作的 CASE 工具能够通知 Chris 改变她系统中的
数据。

1.8.7

Pine Valley 数据库的未来

虽然 Pine Valley 目前已存在的数据库合适地支持公司的日常操作，但是如同 Helen 所提
出的要求表明，当前的数据库常常不适于决策支持应用。例如，下面列举了一些不易从当前
数据库得到回答的问题：
36

1）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家具销售的模式是什么？
2）谁是我们最大的前 10 位客户，他们购买的模式是什么？
3）为什么不能方便地获取任何一个客户通过不同销售渠道的订购视图，而只能查看单
个客户的每一个订购合同？
为了回答上述或其他问题，企业常常需要构建一个单独的包含有历史和汇总信息的数
据库。这样的数据库通常称为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或有时也称作数据集市（data
mart）。同样，分析人员需要专门的决策支持工具来查询和分析该数据库。用于此目的的这
类工具之一是联机分析处理（OLAP）工具。第 9 章将讨论数据仓库、数据集市以及相关决
策支持。在那一章中将学习到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目前正在构建的数据仓库的感兴趣问题。

总结
过去的 20 年中，数据库应用的数量和重要性不断增长。数据库被用于存储、操作和检
索每个企业组织中的数据。在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有证据表明数据库技术将更显其重要
性。现代数据库管理课程是信息系统课程体系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数据库是组织起来的逻辑相关数据集合。我们定义数据（data）是用户环境中有意义和
重要的对象和事件的存储表示。信息是被处理的数据，该处理使得人们使用该数据的知识得
到了增加。数据和信息都可以被存储在数据库中。
元数据是描述终端用户数据的性质与特性以及数据上下文的数据。数据库管理系统
（DBMS）是用于创建和维护用户数据库，并提供对用户数据库受控访问功能的软件系统。
DBMS 以知识的形式存储元数据，是所有数据定义、数据联系、屏幕显示、报告格式和其他
系统组成的中心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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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文件处理系统在早期计算机时代即已被发展，因此计算机可以存储、操作和检索
大的数据文件。这些系统（目前仍被使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程序与数据的相关性、
数据冗余、有限的数据共享、较长的开发时间等。数据库方法是为了克服这些局限而开发出
来的。数据库方法强调组织中数据的综合与共享。该方法的优点包括程序 – 数据独立、改进
的数据共享、最少的数据冗余、改进的应用开发效率等。
数据库应用可以分成如下几类：个人数据库、二层数据库、多层数据库和企业数据库。
企业数据库包括数据仓库和整合的决策支持数据库，其内容从各个可操作数据库中导出。企
业资源规划（ERP）系统主要依赖于企业数据库。现代数据库及其应用可以位于多个计算机
上。虽然可以存在任意层次（1 到多）数据库，但与客户端 / 服务器体系结构相关的三层数
据库处理是：（1）客户端层，为用户展示数据库内容；（2）应用 /Web 服务器层，分析数
据库内容和管理用户会话；（3）企业服务器层，来自组织各个方面的数据合并成该组织的
资产。
数据库开发从企业数据建模开始，在这个阶段组织数据库的范围和一般内容被建立。除
了数据实体本身之间的联系之外，与其他组织规划对象之间的联系（如组织单位、位置、业
务功能以及信息系统等）也必须建立。数据实体间的联系和与其他组织规划对象间的联系可
以用高层的规划矩阵表示，它能够被操作以理解联系的模式。一旦对数据库的需求被认识，
不论是来自规划练习还是来自特定的请求（如家庭办公市场支持系统中 Helen Jarvis 提出的
那样），都应组织一个课题组去开发所有的元素。课题组遵循系统开发过程，如系统开发生
命周期（SDLC）或原型方法。SDLC 可以用 5 个步骤表示：
（1）规划，（2）分析，（3）设计，
（4）实现，（5）维护。数据库开发活动在这些重叠的阶段上发生，可以发生反馈以使课题返
回到前一个阶段。在原型方法中，数据库和其应用在系统开发者与用户紧密的交互过程中迭
代地进行优化。当数据库应用较小而独立且用户数也不大的情况下，原型方法比较好。
数据库开发项目的工作对于数据库要处理三种视图或模式：（1）概念模式，提供一个完
全的、技术独立的数据库结构；（2）内模式，用逻辑模式和物理模式的术语描述存储在计算
机二级存储器上的整个数据库结构；（3）外模式或用户视图，用与企业数据模型结合的用户
视图的术语描述与特定的用户（组）相关的数据库。
本章以回顾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数据库开发项目结束。该系统支持家庭办公家具生
产线的市场需求，描述了使用个人数据库管理系统和 SQL 编码来开发一个只检索的数据
库。该应用中的数据库包含了从企业数据库抽取的数据，然后将其存放在一个独立的客户
层数据库中。因为用户（Helen Jawis）的需求相当非结构化，该系统需要通过多次迭代地开
发和优化处理，所以使用了原型开发方法。另外，她与 Chris 紧密工作的兴趣和能力也是有
限的。

关键术语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敏捷软件开发）

Constraint（约束）

Computer-aided software engineering（CASE）

Data（数据）

tools（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CASE）工具）
Conceptual schema（概念模式）

Data administration（数据管理）
Data independence（数据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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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model（数据模型）

Information（信息）

Data warehouse（数据仓库）

Logical schema（逻辑模式）

Database（数据库）

Metadata（元数据）

Database administration（数据库管理）

Physical schema（物理模式）

Database application（数据库应用）

Prototyping（原型法）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数据库管

Relational database（关系数据库）
Repository（知识库）

理系统）
Enterprise data modeling（企业数据建模）

Systems development life cycle（SDLC， 系 统 开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企业资源规划）
Entity（实体）

发生命周期）
User view（用户视图）

复习题
1．定义如下术语：
a. 数据

b. 信息

c. 元数据

d. 数据库应用

e. 数据仓库

f. 约束

g. 数据库

h. 实体

i. 数据库管理系统

j. 客户端 / 服务器体系结构

k. 系统开发生命周期（SDLC）

l. 敏捷软件开发

m. 企业数据模型

n. 概念数据模型

o. 逻辑数据模型

p. 物理数据模型

2．将下面的术语与定义配对：
数据

a. 上下文或汇总的数据

数据库应用

b. 应用程序

约束

c. 事实、文本、图形、图像等

知识库

d. 显示一个组织的高层实体和实体间联系的图形化模型

元数据

e. 相关数据的组织化集合

数据仓库

f. 包含数据定义和约束

信息

g. 对所有数据定义的集中化的存储仓库

用户视图

h. 分离数据描述和程序

数据库管理系统

i. 集成企业所有功能的业务管理系统

数据独立

j. 部分数据库的逻辑描述

数据库

k. 用于创建、维护和提供对用户数据库的控制访问的软件应用

企业资源规划（ERP）

l. 数据库用户不能违背的规则

系统开发生命周期（SDLC） m. 集成的决策支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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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方法

n. 企业数据模型和多重用户视图的组成

企业数据模型

o. 快捷的系统开发方法

概念模式

p. 由两种数据模型组成 : 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

内模式

q. 业务数据的综合描述

外模式

r. 结构化的一个步骤跟着一个步骤的系统开发方法

3．比较如下术语：
a. 数据相关；数据独立

b. 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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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知识库；数据库

e. 实体；企业数据模型

f. 数据仓库；ERP 系统

g. 二层数据库；多层数据库

h. 系统开发生命周期；原型方法

i. 企业数据模型；概念数据模型

j. 原型方法；敏捷软件开发

4．列举文件处理系统的５个缺点。
5．列举数据库系统环境中的９个主要组成。
6．在关系数据库中表之间的联系如何表达？
7．数据独立术语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8．列举 10 个数据库方法优于传统文件的好处。
9．列举５个与数据库方法关联的成本和风险。
10．定义三层数据库体系结构。
11． 在三层数据库体系结构中，是否有可能存在没有数据库的层？如果不能，给出理由，如果能，给
出例子。
12．给出传统系统开发生命周期（SDLC）的５个阶段的名字，并且解释每个阶段的目标和生成物。
13．在 SDLC 的５个阶段中，数据库开发活动在哪个阶段出现？
14． 是否有在 SDLC、原型方法和敏捷方法中共同存在的过程和处理？解释任何你可以确定的答案，
然后说明即使是它们含有共同的基本过程和处理为什么这些开发方法还被认为是不同的方法？
15．解释作为同一数据库的不同方面的用户视图、概念模式和内模式的差别。
16．在三层模式体系结构中：
a. 管理员视图或其他类型用户视图被称作
b. 数据体系结构或数据管理员的视图被称作
c. 数据库管理员的视图被称作

模式。
模式。

模式。

17． 复习“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数据库应用开发”章节。数据库开发过程（图 1-8）的那个阶段完成
Chris 执行的如下部分的活动：
a. 项目规划

b. 分析数据库需求

d. 使用数据库

e. 管理数据库

c. 设计数据库

18．为什么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需要数据仓库？
19．作为处理大量数据改进的能力，描述三个业务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非常大的数据库的应用很有效。

问题与练习
1． 对下面相关的实体对，标明其是否是（典型环境下的）１对多或多对多联系。然后，使用课文中的
标记，画出每个联系的图：
a. STUDENT 和 COURSE（学生注册课程）
b. BOOK 和 BOOK COPY（书有拷贝）
c. COURSE 和 SECTION（课程有不同课时）
d. SECTION 和 ROOM（课时被分配在教室）
e. INSTRUCTOR 和 COURSE
2． 复习本章关于数据和数据库的定义。数据库管理系统仅仅是现在才开始包括不仅仅存储和检索数值
与文本数据的能力，对于图像、声音、视频和其他元数据类型需要哪些专门的数据存储、检索与维
护能力，而这些是数值与文本数据不需要或只是很简单的能力？
3． 表 1-1 给出了一组数据项的元数据例子。关注这些数据的其他三列（即列出的属性的其他３个元数
据特征），完成这个表中关于这三个附加列的元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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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1.2 节中，曾说过文件处理系统的缺点也可能是数据库的局限，这依赖于组织如何管理其数据
库。首先，为什么要创建多个数据库，而不是用一个数据库支持所有的数据处理需求？第二，组织
和个人的工作因素也能导致组织有多个独立管理的数据库（因此，没有完全遵循数据库方法）？
5． 考虑一个学生俱乐部或一个组织，你是其中一个成员。什么是这个企业的数据实体？列举和定义每
一个实体。然后开发一个企业数据模型（例如图 1-3a），显示这些实体和它们之间的重要联系。
6． 驾照管理局维护一个驾照数据库。陈述如下内容是否表示数据或元数据。如果表示数据，说明其是
结构化的还是非结构化数据。如果表示元数据，说明它是描述数据性质的事实还是描述数据内容的
事实。
a. 驾驶员的名字、地址和出生日期
b. 驾驶员名字是 30 个字符长的字段
c. 驾驶员的照片
d. 驾驶员指纹的照片
e. 扫描指纹的设备的制造商和序列号
f. 给驾驶员照相的照相机的分辨率（以百万像素计）
g. 驾驶员出生日期必须至少比今天早 16 年
39

7． 大湖保险公司将要实现一个有关其室内和室外部门的关系数据库。室外部门将使用笔记本电脑以跟
踪客户以及公司规章信息。根据你在本章已经学习的内容，你将给该公司推荐哪种类型的数据库？
8． 图 1-21 为 Pet Store 建立的企业数据模型。
a. Pet 和 Store 的联系是什么（１对１、多对多或１对多）？
b. Customer 和 Pet 的联系是什么？
c. Customer 和 Store 是否应该有联系？
STORE
Has
Sold By
PET

Purchased By

图 1-21

Buys

CUSTOMER

问题与练习 8 的数据模型

9． 图 1-12 给出了一个假想的三层数据库体系结构。指出该图中数据库中潜在的数据冗余。该冗余可
能引起什么问题？该冗余是否侵犯了本章给出的数据库方法的原则？为什么有这些问题或没有这些
问题？
10．对于本章给出的系统开发生命周期的表述，你的意见是什么？并对此加以解释。
11．对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企业数据模型（图 1-3a）给出另外三个可能出现的实体。
12．将你所在的学校或单位作为一个商务企业。
a. 定义几个主要的数据实体类型，并且画出初步的企业数据模型（类似于图 1-3a）。
b. 你的学校或单位是否得益于数据的多层体系结构？是或不是？为什么？
13． 原型系统开发方法的目标是当用户和系统分析员从原型中学习到还在研制的演化系统应该包含的
特征时，能够快捷地构建和重新构建该信息系统。因为最终的原型不必要成为工作的系统，所以
你认为理想的原型开发位置是哪里：个人计算机、部门服务器或企业服务器？你的答案依据是
什么？
14． 解释企业数据模型和概念数据模型之间的区别。每一种模型中有多少数据库？每种模型应该表达
的组织范围是什么？其他的类别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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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ecaq.aicpa.org/Resourses/Sarbanes+Oxley

有 关 Sarbanes-Oxley 法 案 当 前 信 息 的 AICPA

网站。
www.basel.int

提供巴塞尔公约的联合国网站，关注全球的浪费问题。

www.usdoj.gov/jmd/irm/lifecycle/table.htm

评价系统开发生命周期指导文档的部门，具有一个系统

开发方法的例子可以查询。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comp.software-eng?Lnk=gsch&hl=en

有关软件工程和相关课题的

Google 组的软件工程文档。该站点含有很多你希望进一步阅读的链接。
www.acinet.org/acinet

美国的职业信息网站，提供有关职业、目录、需求等信息。

www.collegegrad.com/salaries/index.shtml

包含有各种职业最新的薪酬信息，包括数据库相关的

职业。
www.essentialstrategies.com/publications/methodology/zachman.htm

David Hay 的 网 站， 包 含 很

多关于统一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开发如何适用于 Zachman 信息系统体系结构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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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mondata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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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gilemanifesto.org

数据仓库先驱之一的网站。

解释敏捷软件开发创建的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