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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导论

这一部分的目标是对软件工程做一般性概述，各章可以用于一个学期的软件工程导论性
质的课程。这部分介绍软件工程的一些重要概念（如软件过程和敏捷方法），描述基本的软
件开发活动（从需求规格说明一直到系统演化）。
第 1 章是一个概述，介绍了专业软件工程并定义了一些软件工程的概念。这一章还就软
件工程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软件工程师认真思考所从事的工作的深远影
响是很重要的。这一章还介绍了本书中所使用的 4 个案例研究，分别是：管理接受心理健康
问题治疗的病人记录的信息系统（Mentcare），便携式胰岛素泵控制系统，野外气象站嵌入式
系统，数字化学习环境（iLearn）。
第 2 章和第 3 章分别介绍软件工程过程和敏捷开发。第 2 章介绍软件过程模型，例如瀑
布模型，以及这些过程中的基本活动。第 3 章补充了一个关于软件工程的敏捷开发方法的讨
论，并在上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主要关注使用 Scrum 的敏捷开发以及对于敏
捷实践的讨论（例如，用于需求定义的故事以及测试驱动开发）。
这部分的其他各章是对第 2 章中所介绍的软件过程活动的深入阐述。第 4 章介绍需求工
程这一十分重要的话题，其中定义了系统应该做什么的需求。第 5 章介绍如何使用 UML 对
系统进行建模，主要关注使用用况图、类图、顺序图和状态图来建模软件系统。第 6 章对软
件体系结构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并介绍了如何在软件设计中使用体系结构模式。
第 7 章介绍面向对象的设计和设计模式的使用，还介绍了重要的实现问题——复用、配
置管理、宿主机 - 目标机开发，并且讨论了开源软件开发。第 8 章主要介绍软件测试，从系
统开发时的单元测试到软件的发布测试。此外，第 8 章还讨论了测试驱动开发的使用，这是
在敏捷方法中率先使用的一种方法，现在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最后，第 9 章简要介绍了软件
演化问题，包括演化过程、软件维护和遗留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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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介绍软件工程的概念，并为理解本书其他部分内容提供一个框架。阅读完
本章后，你将：
● 理解软件工程是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
● 理解开发不同类型的软件系统可能需要不同的软件工程技术；
● 理解对于软件工程师很重要的道德和职业问题；
● 了解 4 个不同类型的软件系统，全书都将以它们为例。
软件工程对于政府、社会、国内和国际企业、机构的正常运转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的
世界离开软件就无法运转了。国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由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控制的，大
多数电子产品都包括计算机和控制软件。工业制造和分销已经完全计算机化了，金融系统也
是这样。娱乐业，包括音乐产业、计算机游戏产业、电影和电视产业，也是一个软件密集型
的产业。全世界 75% 以上的人口都有一台软件控制的移动电话，到 2016 年其中的大多数都
能够连接互联网。
软件是抽象的、不可触摸的，它不受物质材料的限制，也不受物理定律或加工过程
的制约：一方面使软件工程得以简化，因为软件的潜能不受物理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自然约束，软件系统也就很容易变得极为复杂，理解它会很困难，改变它价格
高昂。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软件系统，从简单的嵌入式系统到复杂的全球范围的信息系统。没有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软件工程表示法、方法或技术，因为不同类型的软件需要不同的方法。开
发一个组织的信息系统和开发一个科学仪器的控制器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些系统都跟图形密
集型的计算机游戏没有太多的共同点。所有这些应用都需要软件工程，但并不都是需要相同
的软件工程方法和技术。
现在仍有许多有关软件项目出问题和“软件失效”的报道。软件工程因不能充分支持现
代软件的开发而遭受批评。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软件失效很多都源于以下两方面的
因素：
1. 不断增长的系统复杂性。随着新的软件工程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构建更大、更复杂的系
统，要求在发生变化。系统必须更快地构建和交付；需要更大甚至更复杂的系统；系统必须
具备在以前看来不可能实现的功能。必须不断发展新的软件工程技术来迎接交付更复杂的软
件的新挑战。
2. 未有效采用软件工程方法。不采用软件工程的方法和技术去编写计算机程序是相当
容易的。许多公司都是随着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逐步发展而逐渐陷入软件开发中的。他们在
日常工作中不使用软件工程方法，结果导致他们的软件经常比预计的费用高而可靠性低于预
期。我们需要更好的软件工程教育和训练来应对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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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师应该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虽然我们在开发复杂软件时还存在一
些问题，但如果没有软件工程，我们就不能探索太空，无法使用互联网和现代的电信服务，
而各种形式的旅行则会更加危险和昂贵。人类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挑战是气候变化、自然资
源不足、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世界人口膨胀。我们将依赖软件工程来开发应对这些问题所需的
系统。

软件工程的历史
“软件工程”这一概念是在 1968 年召开的一个讨论所谓的“软件危机”问题的会议
上首次被提出的（Naur and Randell 1969）。当时，人们认识到单一的程序开发技术已经
不能适应大型复杂软件系统的开发。这些软件项目经常不可靠、费用高于预期，并且延迟
交付。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种新的软件工程技术和方法陆续出现，例如结构化编程、信
息隐藏和面向对象开发。各种工具和标准的表示法陆续出现，并逐渐成为现代软件工程的
基础。
http://software-engineering-book.com/web/history/

1.1

专业化软件开发
许多人都在编写程序。业务人员编写电子表格程序来简化工作；科学家和工程师编写程

序来处理实验数据；业余爱好者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编写程序。然而，大多数软件开发
都是一种专业化的活动，软件的开发是为了满足某种业务目标，为了嵌入其他设备中，或者
作为软件产品（例如信息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专业化开发与个人化开发的关键区
别在于，专业化软件除了开发者之外还有其他用户会使用，而且专业化软件通常都是由团队
而非个人开发的。专业化软件在其生命周期内要不断维护和修改。
软件工程的目的是支持专业化的软件开发，而非个人编程。它包括支持程序规格说明、
设计和演化的相关技术，而这些通常都与个人化的软件开发无关。为了帮助你全面理解软件
工程的含义，图 1-1 对一些常见的问题及其回答进行了总结。
很多人将软件等同于计算机程序，其实这种理解是很狭隘的。在我们讨论软件工程时，
软件不仅包括程序本身，而且还包括所有使程序能够正常使用的相关文档、库、支持网站、
配置数据等。一个专业化开发的软件系统通常远不止一个程序。系统可能包含多个程序以及
用于设置这些程序的配置文件。系统还可能包括描述系统结构的系统文档、解释如何使用该
系统的用户文档，以及告知用户下载最新产品信息的 Web 网站。
这是专业软件开发与业余软件开发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你只是自己编写一个程序，而
且除你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用户的话，你就不用费心编写程序指南和设计文档等。然而，如果
你的软件有其他用户并且其他工程师会进行修改的话，你就必须在程序源代码之外提供其他
附加信息。
软件工程师关心的是软件产品（即能卖给客户的软件）的开发。软件产品有以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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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答

案

什么是软件？

计算机程序和相关文档。软件产品可以针对特定客户开发，也可
以面向一个通用的市场开发

好的软件具有哪些特性？

好的软件应当向用户提供所需的功能与性能，而且应当具备好的
可维护性、可依赖性和可用性

什么是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是一个工程学科，涵盖了软件生产的各个方面，从初始
的构想到运行和维护

基本的软件工程活动有哪些？

软件规格说明、软件开发、软件确认和软件演化

软件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有什么
计算机科学关注理论和基础，而软件工程则关注开发和交付有用
区别？
的软件的实践
软件工程和系统工程有什么区
系统工程关注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开发的所有方面，包括硬件、软
别？
件和过程工程。软件工程是这个更加泛化的过程的一部分
软件工程面临的关键挑战是什
么？
软件工程的成本有哪些？

应对不断增长的多样性、缩短交付时间以及开发可信软件的要求
软件开发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60%，测试成本占 40%。对于定制化
软件而言，演化成本经常超过开发成本

虽然所有的软件项目都必须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和开发，但适合于
最好的软件工程技术和方法是 不同类型的系统的技术各不相同。例如，游戏开发总是需要使用一
什么？
系列的原型，而安全关键的控制系统开发则要求开发一个完整并且
可分析的规格说明。没有任何方法和技术适用于所有系统
互联网给软件工程带来了哪些
互联网不仅带来了大规模、高度分布式、基于服务的系统的开发，
不同？
而且在互联网的支持下创造了改变软件经济模式的移动 App 产业

图 1-1

软件工程的常见问题

1. 通用软件产品，由软件开发组织开发，在市场上公开销售，可以独立使用。这类软件
产品包括移动应用、数据库软件、字处理软件、绘图软件以及项目管理工具等。还包括用于
特定目的的所谓的“垂直”应用产品，如图书馆信息系统、财务系统等。
2. 定制化软件产品，受特定的客户委托，由软件承包商专门为这类客户设计和实现。这
类软件包括电子设备的控制系统、特定的业务处理系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等。
这两类产品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在通用软件产品中，软件规格说明由开发者自己确
定，这意味着如果在开发过程中遇到问题，那么开发者可以重新思考所要开发的东西；而
定制化软件产品的软件规格说明通常是由客户给出的，开发者必须按客户要求进行开发。
然而，这两类产品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很多公司都会在一个通用软件
产品基础上进行定制以满足特定客户的具体要求。ERP（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例如，来自
SAP 和 Oracle 的系统）就是这种方法最好的例子。这种大规模的复杂系统通过加入所需要
的业务规则、过程、报表等信息来适应不同企业的需要。
软件除了提供相应的功能外，作为一种产品还有一系列相关的质量属性。这些属性不直
接涉及软件的功能，而是反映软件在执行时的行为以及源程序的结构、组织及相关的文档。
软件对用户查询的响应时间以及程序代码的可理解性就属于这类属性（有时称为非功能性
属性）。
对于一个软件系统，你所期望的特定属性集合显然取决于其应用方式。例如，飞机控制
系统必须安全，交互式游戏必须响应快，电话交换系统必须可靠等。这些属性的泛化总结如
图 1-2 所示，它们也是专业化软件系统的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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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于目标类型的用户而言必须是可接受的。这意味着软件必须可理解、
有用，并且与用户使用的其他系统相兼容

软件可依赖性包括一系列特性，如可靠性、信息安全性、安全性。可依赖的
可依赖性和信息安
软件即使在系统失效时也不应当导致物理或经济上的破坏。软件必须保证信息
全性
安全，使得恶意用户无法访问或破坏系统
效率

软件不应当浪费系统资源，例如存储和处理器周期。因此，效率包括响应
性、处理时间、资源利用情况等

可维护性

软件应当能够通过演化满足客户变化的需求。这是一个关键属性，因为软件
变更是一个变化的业务环境不可避免的要求

图 1-2

1.1.1

好的软件的基本属性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是一门工程学科，涉及软件生产的各个方面，从最初的系统规格说明直到投入
使用后的系统维护，都属于其学科范畴。在这个软件工程的定义中有以下两个关键词。
1. 工程学科。工程师让事物运转起来。他们在适当的地方应用理论、方法和工具。然而
他们是选择性地使用这些理论、方法和工具，并且即使没有可用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也总是
试图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工程师还认识到他们必须在组织和经济约束下工作，并且必须在
这些约束之下寻求解决方案。
2. 软件生产的各个方面。软件工程不仅仅关注软件开发的技术过程，它也包括其他一些
活动，例如软件项目管理以及支持软件开发的工具、方法和理论的开发。
工程都是要求在进度和预算范围内获得所要求的品质的成果。这经常涉及权衡决策：工
程师不能是完美主义者。而为自己写程序的人则可以在程序开发上想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
一般而言，软件工程师都会在其工作中运用系统化、有组织的方法，因为这通常是开发
高质量软件最有效的方式。然而，工程都是为各种情况选择最恰当的办法，因而一个更有创
造性却不那么正式的开发方法对于某些软件可能是恰当的选择。一种更加灵活的、支持快速
变化的软件过程尤其适合于交互式的基于 Web 的系统或移动应用的开发，这类软件要求综
合软件和图形化开发技能。
软件工程之所以重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 个人和社会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先进的软件系统。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以经济而且快速
的方式开发出可靠、可信的系统。
2. 从长远来看，运用软件工程方法和技术开发专业化的软件系统，比单纯作为个人编程
项目编写程序更加便宜。无法有效应用软件工程方法将会导致更高的测试、质量保障和长期
维护的成本。
软件工程中所使用的系统化方法有时被称为“软件过程”。软件过程是指实现软件产品
开发的活动序列。所有的软件过程都包含以下 4 项基本活动：
1. 软件规格说明，其中客户和工程师定义所要开发的软件以及对其运行的约束；
2. 软件开发，对软件进行设计和编程实现；
3. 软件确认，对软件进行检查以确保它是客户所需要的；
4. 软件演化，对软件进行修改以反映客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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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 2 章中将解释的那样，不同类型的系统需要不同的软件开发过程。例如，飞机上所
使用的实时软件必须在开发开始之前确定完整的规格说明。而在电子商务系统中，规格说明
和程序通常是一起开发的。因此，根据所开发的软件类型的不同，这些通用的开发活动可以
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织，并且以不同的详细程度进行描述。
软件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和系统工程都相关。
1. 计算机科学关注支撑计算机和软件系统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而软件工程则关注软件开
发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正如电子工程师必须具有一定的物理学知识一样，软件工程师必须具
有一定的计算机科学知识。然而，计算机科学理论通常更适用于相对较小的程序。优雅的计
算机科学理论很少与需要软件解决方案的大型复杂问题相关。
2. 系统工程关注复杂系统的开发和演化的各个方面，在这类系统中软件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因而，系统工程关注硬件开发、政策和过程设计、系统部署，以及软件工程。系统工程
师参与制定系统规格说明、定义系统总体体系结构，然后集成不同的部分以创建整个系统。
如在 1.1.2 节的讨论，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软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软件工程方法和
技术。然而以下 4 个相关的问题对许多不同类型的软件都有影响。
1. 异构性。当今越来越多的系统都是跨网络运行的分布式系统，其中包含不同类型的计
算机和移动设备。除了在通用计算机上运行之外，软件也有可能要在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上
运行。有时还必须将新开发的软件与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开发的老的遗留系统相集成。由此带
来的挑战是，如何开发相应的技术以构造可靠且能够灵活应对这种异构性的软件。
2. 企业和社会的变革。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企业和社会正在发生着
前所未有的快速变革。他们要能够快速地修改现有的软件同时开发新的软件。很多传统的软
件工程技术都很耗时，新系统的交付往往远远滞后于计划。这些技术必须不断发展，从而使
软件为其客户提供价值所需的时间能够缩短。
3. 信息安全与信任。软件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因此软件能够取得人们的
信任是很重要的。那些通过 Web 页面或 Web 服务接口访问的远程软件系统尤其如此。我们
必须确保怀有恶意的人无法成功地攻击我们的软件，使信息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4. 规模。软件开发必须能够在很大的范围内支持不同规模的系统，从移动或可穿戴设备
中的很小的嵌入式系统到互联网上服务全球社区的基于云的系统。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新的工具和技术，且需要以创新性的方式结合并使用现有
的软件工程方法。

1.1.2

软件工程的多样性

软件工程是生产软件的系统化的方法，它考虑了现实的成本、进度、可靠性等问题，以
及软件客户和开发者的需要。所使用的特定的方法、工具和技术取决于开发软件的组织、
软件的类型以及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人。没有一个通用的软件工程方法和技术适合于所有
的系统和公司。各种各样的软件工程方法和工具在过去的 50 多年里不断发展变化。然而，
SEMAT 倡议（Jacobson et al. 2013）认为存在一个基本的元过程，可以通过实例化创建不同
种类的过程。这个元过程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可能是改进我们当前的软件工程方法的一
个基础。
在考虑哪种软件工程方法和技术最重要时，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所开发的应用的类型。
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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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立的应用。这是运行在个人计算机上的应用或者运行在移动设备上的应用。它们
包含所有必要的功能，可以不用连接到网络上。这类应用的例子包括个人计算机上的办公软
件、计算机辅助设计程序、图片处理软件、旅行应用、生产力应用等。
2. 基于事务的交互式应用。这类应用在远程计算机上运行，用户通过自己的计算机、手
机或平板电脑进行访问。显然，这类应用包括 Web 应用，例如电子商务应用，这种应用可
以让用户通过与一个远程系统交互来购买商品或服务。这类应用还包括业务系统，一个企业
通过 Web 浏览器或者特殊的客户端程序以及基于云的服务让用户访问他们的系统，例如邮
件和照片共享。交互式应用通常包含大规模的数据存储，这些数据在每一次事务中被访问和
更新。
3. 嵌入式控制系统。这类应用有一个软件控制系统来控制和管理硬件设备。从数量上
看，嵌入式系统远远多于任何其他类型的系统。嵌入式系统的例子包括移动电话中使用的软
件、汽车上控制防抱死刹车的软件，以及微波炉上控制烹饪过程的软件。
4. 批处理系统。这是一类业务系统，被设计用来处理大批量的数据。它们处理大量的
单个输入以创建相应的输出。这类系统包括定期计费系统，例如电话计费系统和工资支付
系统。
5. 娱乐系统。这类系统主要是个人用户用于娱乐。大多数的这类系统是运行在专用的
游戏机硬件上的各种游戏。这类系统所提供的交互质量是娱乐系统和其他系统的一个重要
区别。
6. 建模和仿真系统。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这类系统来模拟物理过程或环境，其中包括很
多独立且相互交互的对象。这些系统通常是计算密集型的，需要高性能的并行系统来运行。
7. 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数据收集系统从环境中收集数据，并将数据发送到其他系统进
行处理。这些软件可能要和传感器进行交互，并且经常安装在恶劣环境中（例如安装在发动
机内部或者是野外）。“大数据”分析可以使用基于云的系统来进行统计分析，并寻找所收集
的数据中的关系。
8. 系统之系统。这类系统在企业或其他大型组织中使用，由其他一些软件系统组成。其
中一些系统是通用软件产品，例如 ERP 系统。其他的一些系统则可能是专门为这个环境编
写的软件。
当然，这些不同软件类型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如果你开发一个手机游戏，必须与手机
软件开发者一样考虑相同的约束（电量、硬件交互）。而批处理系统则经常和基于 Web 的事
务系统一起使用。例如，一个公司的差旅费报销申请可能通过 Web 应用提交，但却需要批
处理应用来处理以实现按月支付。
每种类型的系统需要专门的软件工程技术，因为软件有不同的特点。例如，一个汽车
上的嵌入式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十分重要，在车上安装时是烧录到 ROM（只读存储器）中的。
因此，该软件的修改十分昂贵。这样的系统需要全面的验证和确认，以确保销售出去之后不
得不召回以修复软件问题的可能性最小化。用户交互很少（或者也许根本不需要），因此不
需要使用一个依赖于用户界面原型的开发过程。
对于交互式的基于 Web 的系统或移动应用，迭代式开发和交付是最好的方法，其中系
统由可复用的构件组成。然而，这一方法对于系统之系统就不适用了，因为其中的系统交互
的详细规格说明必须提前定义好，以使得每个系统都可以独立进行开发。
然而，还是有一些软件工程基础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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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系统开发过程应当是受管理的并且被开发人员所理解。软件开发组织应当对开发
过程进行计划，并对要开发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完成很清楚。当然，应当使用什么样的特定过
程则取决于你所开发的软件的类型。
2. 可靠性和性能对所有类型的系统来说都很重要。软件应该按照所期待的方式运行，不
会发生失效，并且在用户需要的时候是可用的。它在运行过程中应该确保安全，并且针对外
部攻击尽可能保证信息安全。系统应当高效地运行且不会浪费资源。
3. 理解和管理系统规格说明和需求（软件应该做什么）是很重要的。你必须知道不同的
客户和用户对于系统的期望是什么，然后你必须管理他们的期望以便能够在预算范围内按时
交付一个有用的系统。
4. 你应该尽可能高效地使用已有的资源。这就意味着，你应该在一些适当的地方复用已
开发的软件，而不是重新写一个新软件。
关于开发过程、可依赖性、需求、管理和复用的基本概念是本书的重要主题。不同的方
法以不同的方式反映这些概念，但它们是所有专业化软件开发的基础。
这些基础与软件开发所使用的编程语言无关。本书不涉及特定的编程技术，因为不同类
型的系统在编程技术方面差异很大。例如，动态语言（例如 Ruby）是交互式系统开发的一个
正确选择，然而这类语言完全不适合嵌入式系统工程。

1.1.3

互联网软件工程

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发展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初，Web 只是一种可以
被广泛访问的信息源，对软件系统几乎没有影响。那时的软件系统在本地计算机上运行，且
只是由同一组织内部的人访问。2000 年左右，Web 开始演化，浏览器添加了越来越多的功能。
这就意味着基于 Web 的系统的开发允许用户通过浏览器而非特别开发的用户界面来访问这
些系统。这就导致了大量通过 Web 访问、提供创新性服务的新系统产品的开发。这些系统
通常依赖广告赞助，广告显示在用户屏幕上，不需要用户直接付费。
除了这些系统产品，Web 浏览器的发展使得浏览器可以运行小程序并且进行一些本地
处理，这导致了业务和组织软件的变化。不同于将写好的软件部署在用户的个人计算机上运
行，这些软件部署在 Web 服务器上。这就使得修改和升级软件变得更加便宜，因为不需要
在每台个人计算机上安装软件。这也降低了成本，因为用户界面开发非常昂贵。因此，只要
有可能，公司就会选择将软件系统移动到基于 Web 的交互模式上。
软件即服务的思想（第 17 章）在 21 世纪初被提出来。这一思想现在已经成为基于 Web
的系统产品（例如 Google 移动应用、微软的 Office 365、Adobe 的 Creative 套件）交付的标
准方法。越来越多的软件运行在远端的“云”上而非本地的服务器上，并通过互联网访问。
计算云是由大量相互连接并由许多用户共享的计算机系统组成的。用户并不购买软件而是按
照软件的使用量进行付费，或者让用户免费访问并通过让用户观看在屏幕上展示的广告来获
得回报。如果你使用基于 Web 的邮件、存储或视频这样的服务，那么你正在使用基于云的
系统。
Web 的出现使业务软件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没有 Web 之前，绝大多数的
业务应用都是巨石应用，单个的程序运行在单个计算机或者计算机集群上，只有组织内部的
本地通信。现在，软件是高度分布式的，有时会跨越整个世界。业务应用不再是从头开始编
写程序，而是包含了对构件和程序的大规模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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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组织中的这一变化已经对基于 Web 的系统的软件工程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例如：
1. 软件复用已经成为构建基于 Web 的系统的主流方法。当你构造这样的系统时需要
考虑如何在已存在的软件构件和系统基础上装配系统，这些构件和系统经常捆绑在一个框
架中。
2. 人们普遍承认提前确定这些系统的所有需求是不切实际的。基于 Web 的系统总是增
量开发和交付的。
3. 软件可以使用面向服务的软件工程来实现，其中软件构件是独立的 Web 服务。本书
将在第 18 章中介绍这种软件工程方法。
4. AJAX（Holdener 2008）和 HTML5（Freeman 2011）等界面开发技术已经出现，这些
技术支持 Web 浏览器中的富客户端界面的创建。
与其他类型的软件一样，前面讨论的软件工程的基本思想同样适用于基于 Web 的软
件。基于 Web 的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应对规模和复杂性的软件工程技术与这些系统
相关。

1.2

软件工程职业道德
和其他工程学科一样，软件工程是在一个社会和法律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限制了在

这个领域中工作的人们的自由。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你必须接受你的工作包含更广阔的责
任而不仅仅是技术能力的应用。如果你想作为一个专业工程师得到尊重，那么你的行为必须
合乎职业道德并且有责任感。
软件工程师必须坚持诚实正直的行为准则，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能用所掌握的知识
和技能做不诚实的事情，更不能给软件工程行业抹黑。然而，在有些方面，某些行为没有法
律加以规范，只能靠职业道德来约束，这种约束是软弱无力的。其中包括：
1. 保密。通常你必须严格保守雇主或客户的机密，无论你们是否签署了保密协议。
2. 工作能力。你不应该对你的能力水平进行虚假陈述。你不应该故意接受超出自己能力
范围的工作。
3. 知识产权。你应当知晓有关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地方法律，必须谨慎行事，
确保雇主和客户的知识产权受到保护。
4. 计算机滥用。你不应该运用自己的技能滥用他人的计算机。滥用计算机有时对他人影
响不大（如在雇主的机器上玩游戏），但有时后果非常严重（传播病毒）。
在这个方面职业协会和机构肩负重任。ACM、IEEE 和英国计算机协会等组织颁布了职
业行为准则或职业道德准则，凡是加入这些组织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行为准则只涉及
基本的道德行为。
ACM 和 IEEE 还联合推出了一个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的准则，有两个版本：一个
比较简短，见图 1-3 ；另一个版本（Gotterbarn，Miller，and Rogerson 1999）较长，增加了
一些细节和要义。这个准则背后的出发点在完整版的前两段中进行了总结。
计算机在商业、工业、政府、医药、教育、娱乐和整个社会中的核心作用日渐突出。软
件工程师是直接参与或讲授软件系统的分析、规格说明、设计、开发、认证、维护和测试的
人员。基于在软件系统开发中的地位，软件工程师可能将事情做好也可能做坏，还可能让他
人或影响他人将事情做好或做坏。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工作是有益的，软件工程师必
须保证使软件工程业成为对社会有益的、受人尊敬的行业。基于以上保证，软件工程师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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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下面的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
一

本行为准则包括 8 项基本原则，针对包括软件工程行业的从业者、教育者、管理者、监
督者、政策制定者、接受培训者和学生在内的职业软件工程师。这 8 条原则阐明了个人、团
队和机构之间职业道德上的责任关系以及他们在其中应该履行的基本义务。每一原则的条款
都表述了这些关系中的一些义务。这些义务既基于软件工程师的人性，也对那些受他们的工
作和软件工程实践的独特环境影响的人们表示出特别的关怀。本准则把这些内容规定在任何
一个自称或渴望成为软件工程师的义务中。
软件工程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ACM/IEEE-CS 软件工程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联合工作组）
前言
准则的简要版对其中的愿望做了高度抽象的概括；完整版中的条款对这些愿望进行了细化，并给
出了实例，用以规范软件工程专业人员的工作方式。没有这些愿望，所有的细节都会变得教条而
又枯燥；而没有这些细节，愿望就会变得高调而空洞。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形成有机的行为
准则。
软件工程师应当做出承诺，使软件的分析、规格说明、设计、开发、测试和维护等工作对社会有
益且受人尊重。基于对公众健康、安全和福利的考虑，软件工程师应当遵守以下 8 条原则：
1. 公众感。软件工程师应始终与公众利益保持一致。
2. 客户和雇主。软件工程师应当在与公众利益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保证客户和雇主的利益最大化。
3. 产品。软件工程师应当保证他们的产品以及相关的修改尽可能满足最高的行业标准。
4. 判断力。软件工程师应当具备公正和独立的职业判断力。
5. 管理。软件工程管理者和领导者应当维护并倡导合乎道德的有关软件开发和维护的管理方法。
6. 职业感。软件工程师应当弘扬职业正义感和荣誉感，尊重社会公众利益。
7. 同事。软件工程师应当公平地对待和协助每一位同事。
8. 自己。软件工程师应当毕生学习专业知识，倡导合乎职业道德的职业活动方式。

图 1-3

ACM/IEEE 道德准则（ACM/IEEE-CS 软件工程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联合工作组，
简要版：http://www.acm.org/about/se-code）
（© 1999 ACM、IEEE 版权所有）

有些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目标，这时你很有可能会面对道德困境。例如，如
果你原则上不赞成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决策，该怎么办？显然，这取决于所涉及的人以及不赞
成的原因。是在团队内部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据理力争，还是坚持原则毅然辞职？如果你觉得
一个软件项目有问题，你会选择在什么时候向管理层报告呢？如果只是在怀疑，这时向管理
层报告未免有点过于敏感；如果拖了很久才报告，则有可能导致难题无法解决。
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每个人都会面临这种困境。幸运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困
境要么不那么严重，要么不难解决。如果困境无法解决，那么工程师会面对另一个问题。有
操守的做法是辞职，但这样做会影响到其他人，例如配偶或孩子。
当雇主的行为违背道德时，职业工程师的处境会很困难。例如，一个公司负责开发一个
安全关键性系统，由于时间太紧而篡改了安全的确认记录。这时工程师是应该保守秘密，还
是提醒客户注意，还是以某种方式揭露所交付的系统可能不安全？
这里的问题在于安全不是绝对的。虽然系统没有按照预定义的准则进行确认，但这些
一
ACM/IEEE-CS 软 件 工 程 职 业 道 德 和 行 为 规 范 联 合 工 作 组， 简 要 版 前 言。http://www.acm.org/about/se○

code，© 1999 国际计算机学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ACM）以及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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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可能过于苛刻。系统实际上可能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一直保持安全运行。还有一种可能
性，即使进行了适当的确认，最终系统仍然发生失效并导致事故。在早期披露这些问题将使
雇主和其他雇员蒙受损失，如果隐瞒这些问题则又会对其他人不利。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自己的主见。这里恰当的道德立场取决于所涉及的人的观点。潜在
的灾难、灾难的严重程度以及灾难的受害者都将影响决策。如果情况非常危险，就应该通过
一定的方式披露出来，但同时还应该尊重雇主的权利。
另一个道德问题是参与军事项目和核项目。许多人已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想参与
到军事项目中。有的人则愿意参与军事系统开发，但不愿意参与武器系统开发。但还有一些
人感觉国家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对于参与武器系统开发没有道德上的反感。
在上述情况中，雇主和所有雇员事先相互沟通各自的观点非常重要。若以一个组织的形
式参与军事系统或核系统的开发，应该确保每个雇员都自愿接受工作安排。同样，如果雇员
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愿意参与这类项目，雇主也不应该在日后给他们施加压力。
随着软件密集型系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一般所说的道德和职
业责任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道德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软件工
程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参照这些基本原理。这是 Laudon（Laudon 1995）和 Johnson（Johnson
2001）所采取的方法。更近的一些著作（例如 Tavani 2013）则引入了信息世界伦理道德的
思想，同时覆盖了哲学背景以及实践和法律问题。其中包含了面向技术用户以及开发人员的
道德问题。
我认为用哲学的研究方法太过抽象，很难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因此，我推崇职
业行为准则（Bott 2005; Duquenoy 2007）中更加具体的方法。道德问题的研究最好要联系软
件工程的实际，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因此，我没有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讨论软件
工程道德，而是在练习中提供了一些例子作为小组讨论的基础。

1.3

案例研究
为了更清楚地阐述相关的软件工程概念，本书中用了 4 种不同类型的系统作为例子。本

书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单一的案例研究，主要是因为本书要传递的一个关键信息就是软件工程
的实践取决于所要开发的系统类型。因此，在讨论相关的概念（例如安全性、可依赖性、系
统建模、复用等）时会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例子。
本书用作案例的系统类型如下。
1. 嵌入式系统。这类系统中的软件控制硬件设备并嵌入该设备中。嵌入式系统的典型问
题包括物理尺寸、响应性、电量管理等。本书嵌入式系统所用的例子是一个面向糖尿病患者
的胰岛素泵控制软件系统。
2. 信息系统。这类系统的主要目的是管理和提供对信息数据库的访问服务。信息系统的
主要问题包括信息安全、可用性、隐私以及保持数据的完整性。本书信息系统所用的例子是
一个医疗记录系统。
3. 基于传感器的数据采集系统。这类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从多个传感器收集数据，并以适
当的方式处理数据。这类系统的关键需求是可靠性（甚至是在极端环境条件下）以及可维护
性。本书数据采集系统所用的例子是一个野外气象站。
4. 支持环境。这类系统集成了一系列软件工具来支持某种活动。Eclipse（Vogel 2012）
这样的编程环境可能是本书读者最熟悉的一种环境。本书中介绍了一个用于支持学生校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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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数字化学习环境。
本章将逐一对这些系统进行介绍，关于这些系统更多的信息可以从本书的网站（softwareengineering-book.com）上获得。

1.3.1

胰岛素泵控制系统

胰岛素泵是一个模拟胰腺（一种人体组织）运转的医疗系统。该系统的软件控制部分是
一个嵌入式系统，它从传感器收集数据，然后控制泵输送指定剂量的胰岛素给患者。
糖尿病患者使用这个系统。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症，是由于人体无法产生足够数量的胰
岛素而引起的。胰岛素在血液中起到促进葡萄糖代谢的作用。糖尿病的传统治疗方法是长期
规律地注射人工胰岛素。糖尿病患者使用一种外部仪器定期测量自己的血糖值，然后计算所
需要注射的胰岛素剂量。
这种治疗方法的问题在于，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不仅与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相关，还与
最后一次注射胰岛素的时间有关。这种不规律的检查有可能导致血糖浓度太低（当胰岛素太
多时）或血糖浓度太高（当胰岛素太少时）。短时间内的低血糖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会
导致暂时的脑功能障碍，最后失去知觉甚至死亡。长期处于高血糖则会导致眼睛损伤、肾损
伤和心脏问题。
当前在微型传感器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使得自动胰岛素输送系统开发成为可能。这个系
统监控血糖浓度，根据需要输送适当的胰岛素。类似这样的胰岛素输送系统现在已经有了，
感觉很难控制自己的胰岛素水平的病人已经在使用这类系统了。将来还有可能将这样的系统
永久地植入糖尿病患者体内。
该系统使用一个植入人体内的微传感器来测量一些血液参数，这些参数与血糖浓度成正
比。这些参数被送到泵控制器。控制器计算血糖浓度，得出胰岛素需要量，然后向一个小型
化的泵发送信号使之通过持久连接的针头输送胰岛素。
图 1-4 给出了胰岛素泵的硬件构
㘝ᇈ㉍Ꮐ

件和组成结构。要理解本书中的这个
例子，你所要知道的就是血液传感器
测 量 血 液 在 不 同 情 况 下 的 电 传 导 率，

∕ᄱ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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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值是和血糖浓度相关的。控制
器发送一个脉冲信号，胰岛素泵就会
输送一个单位的胰岛素。因此输送 10
个 单 位 的 胰 岛 素， 控 制 器 就 会 向 泵

᭫க1

发 送 10 个 脉 冲 信 号。 图 1-5 是 一 个
UML（统一建模语言）活动模型，描
述了如何将输入的血糖浓度值转换为
驱动胰岛素泵的命令序列。

᭫க2
ӈ⩢಄

图 1-4

胰岛素泵的硬件体系结构

显然，这是一个安全攸关的系统。如果泵无法运行或者运行出问题，那么将会危及病人
的健康，甚至使得病人因血糖浓度过低或者过高而引发昏迷或损伤脏器。因此，该系统必须
满足以下这两个关键性的高层需求：
1. 当需要时这个系统应当能够输送胰岛素；
2. 系统应当可靠地运行，并根据当前血糖浓度输入正确剂量的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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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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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泵的活动模型

因此，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必须确保能满足这些需求。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介绍更多的具
体需求，并讨论如何确保系统的安全性。

1.3.2

心理健康治疗病人信息系统

支持心理健康治疗的病人信息系统（Mentcare 系统）是一个医疗信息系统，维护着遭遇
心理健康问题的病人信息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治疗信息。大多数有心理问题的人不需要住院治
疗，但是需要定期去那些了解他们详细病情的专科诊所看医生。为了方便病人看病，这些诊
所不只是开在医院里，也有可能开在当地私人诊所或社区中心。
Mentcare 系 统（图 1-6） 是 将 要 在 诊 所
使用的一个病人信息系统。它使用了一个集
中式的病人信息数据库，但也可以在笔记本

Mentcare
ᝤ〜

Mentcare
ᝤ〜

Mentcare
ᝤ〜

电脑上使用，这使得该系统可以在没有安全
㑾㐉

的 网 络 连 接 的 地 方 访 问 和 使 用。 在 有 安 全
的网络连接时，他们使用数据库中的病人信
息，但是可以下载病人记录的本地拷贝并在

Mentcareߎக

没有网络连接时使用。这个系统不是一个完
备的医疗记录系统，因此没有记录其他的医
疗信息。然而，它可以与其他诊所信息系统

⫲ϧᢛᏀ

交互并交换数据。
该系统有以下两个目的：
1. 生成管理信息，使健康服务部门能够

图 1-6

系统的组织结构

据此评估本地和政府目标的实现情况；
2. 及时为医护人员提供相关信息以支持对病人的治疗。
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病人有时候会失去理性并有些紊乱，因此可能会错过预约时间、故意
或意外遗失处方和药品、不听医生嘱咐、对医护人员提出无理要求、不期而至等。在少数情
况下，他们还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危害。他们可能经常更换住址，有时会长期或短期地离
家出走。如果病人具有危险性，那么他们可能需要被“隔离”，即限定在一个安全的医院接
受治疗和观察。
该系统的用户包括诊所工作人员，例如医生、护士和健康随访员（上门检查治疗状况的
护士）。非医务用户包括负责预约的接待员、负责维护系统医疗数据的工作人员，以及负责
生成报告的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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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负责记录病人信息（姓名、地址、年龄、亲属等）、诊疗情况（日期、责任医生、对
病人的主观印象等）、病人状况和治疗方案。系统定期产生报告供医务工作人员和卫生部门
管理者使用。通常提供给医护人员的报告关注的是单个病人的信息，而用于提供给管理者的
报告则会进行匿名化处理，主要关注的是总体状况、治疗费用等。
这个系统的主要特征是：
1. 病例管理。医生可以为病人创建记录、在系统中编辑信息、查看病人历史等。系统支
持数据汇总，这样某个先前未接触过病人的医生也可以快速了解此病人的主要问题和当前的
治疗情况。
2. 病人监测。系统定期监测那些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的记录，若发现可疑问题就会发出
提醒。因此，若某个病人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医生了，系统就会发出通知。此监测系统最重要
的一个特点是，能够对强制隔离的病人保持跟踪，以确保在正确的时间能够对其进行合乎法
律要求的例行检查。
3. 管理报告。系统产生月度管理报告，显示每个诊所接治的病人数目、进入和离开护理
系统的病人数目、采取强制隔离的病人数目、处方药物的使用情况及其价格等。
有两项法律条款影响该系统。一个是有关个人信息保密性的数据保护法，另一个是有关
强制监禁被认为对病人自己和他人会造成伤害的病人的心理健康法。心理健康在这方面是很
独特的，因为它是唯一可以违背病人的意愿、建议对其进行看管的医学专业。这是受到非常
严格的立法保护的。Mentcare 系统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工作人员总是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工
作，且他们对病人的所有处置都能被记录下来并在必要的时候用于司法审查。
与所有的医疗系统一样，隐私是一个关键性的系统需求。病人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不能
暴露给除相关医护人员和病人以外的任何人。Mentcare 系统也是一个安全攸关的系统。一些
精神疾病可能导致病人自杀或者对其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系统应尽可能向医护人员警示潜在
的有自杀倾向或者有危害倾向的病人。
系统的总体设计必须同时考虑隐私和安全两个方面的需求。系统必须在需要时是可用
的；否则安全性就会大打折扣，使得医生无法及时为病人拿出正确的治疗方案。这里存在一
个潜在的冲突。当系统数据只有单个拷贝时，隐私保护是最容易做到的。然而，为确保在服
务器失效或没有连接网络时的系统可用性，需要维护多份数据拷贝。本书后续章节将会讨论
这些需求之间的权衡问题。

1.3.3

野外气象站

为了监控偏远地区的气候变化、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度，那些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政府会
选择在偏远地区部署几百个气象站。这些气象站通过一组装置来采集气象数据，比如温度、
气压、光照、降雨、风速和风向。
野外气象站只是一个更大的系统的一部分
（见图 1-7），该系统是一个从气象站采集数据并将
其提供给其他系统处理的气象信息系统。图 1-7

«system»
Data management
and archiving

«system»
Weather station

中的系统包括：
1. 气 象 站 系 统（Weather station）。 该 系 统 负
责收集气象数据，做一些初始处理，然后传输给
数据管理系统。

«system»
Station maintenance

图 1-7

气象站的上下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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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管理与存档系统（Data management and archiving）。该系统从所有的野外气象站
收集数据，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将数据存储为容易被其他系统（如天气预报系统）检索的
格式。
3. 气象站维护系统（Station maintenance）。该系统可以通过卫星与所有野外气象站通
信，监控它们的运行状态，并报告出现的问题。还可以更新这些气象站上的嵌入式软件。当
某个野外气象站系统出问题时，该系统还可以用来远程控制气象站系统。
图 1-7 中使用 UML 包的符号来表示每个系统都是一个构件的集合，并且采用 UML 构
造型（stereotype）«system» 表示所有的独立系统。包之间的关联表示包与包之间存在信息交
换，但目前我们没必要对它们做更详细的描述。
每 一 个 气 象 站 都 有 许 多 采 集 各 种 天 气 数 据 的 仪 器， 比 如 风 速、 风 向、 气 温、 气 压、
24 小时降雨量等。所有这些设备都是在软件系统的控制下周期性地读入并管理所采集到
的数据。
气象站系统进行气象数据观察的频率是很高的，例如对温度的测量需每分钟进行一次。
然而，由于卫星带宽相对较窄，气象站系统需要在本地对数据进行一些处理和存储。当数据
收集系统请求数据时，气象站系统提交存储在本地的数据。如果通信连接不成功，气象站系
统在本地继续保留数据，直到通信恢复。
每个气象站都是由独立电池供电的，而且完全是自我管理的，没有外部供电或有线电缆
存在。所有的通信都是通过速度相对较慢的卫星连接的。气象站必须包含自我充电的机制，
例如太阳能或风能。由于它们是部署在野外的，直接暴露在各种恶劣环境条件下，还有可能
被动物毁坏。因此气象站软件不能仅仅进行数据采集，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监控仪器、电源、通信硬件，并向管理系统报告故障。
2. 管理系统电源，确保电池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充电，也确保在恶劣天气情况
（例如大风天气）下及时关闭发电机以免受到破坏。
3. 允许动态配置，在部分软件版本更新时或者当系统失效而切换备份装置时。
气象站必须是自我管理和无人看管的。这就意味着尽管数据采集功能本身相对简单，但
所安装的软件是复杂的。

1.3.4

学校数字化学习环境

许多教师都认为使用交互式软件系统来支持教育既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兴趣又可以使得学
生更深刻地理解知识。然而，对于什么是“最好的”计算机支持的学习策略并没有广泛共
识。在实践中，教师通常会使用多种不同的交互式、基于 Web 的工具来支持学习。所用的
工具取决于学习者的年龄、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计算机使用经验、可用的设备以及相关
教师的偏好等。
数字化学习环境是一个框架，其中包含一些通用工具以及一些针对特殊目的设计的工
具，外加一组满足使用该系统的用户需求的应用。该框架提供了身份认证服务、同步和异步
通信服务以及存储服务等通用服务。
该环境的每一个版本中所包含的工具由教师和学习者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这些
工具可以是电子表格等通用的应用，也可以是管理作业提交和评分、游戏和模拟的虚拟学习
环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VLE）等学习管理应用。它们还可以包括一些特定的内
容，例如关于美国内战的内容以及观看和标注内容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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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是一个面向 3 ～ 18 岁学生在校内使用的数字化学习环境（iLearn）的高层体系结
构模型。这里采用了分布式系统设计，其中
该学习环境所有的构件都是可以从互联网上

ദκ≻㻴ஔ⮰⩔ᝣ⩸䲎

iLearnᏀ⩔

任何地方访问的服务。不要求所有的学习工
具汇集在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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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是一个面向服务的系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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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系统构件都被认为是一个可替换的服
务。该系统中有以下 3 种类型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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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 共 服 务。提 供 与 应 用 无 关 的 基 础
功 能， 可 以 被 系 统 中 的 其 他 服 务 所 使 用。
公共服务通常是特别针对该系统开发或修
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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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服务。提供特定的应用（例如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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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例如科学电影或历史资源）的访问手
段。应用服务是为该系统特别购买的或从互

图 1-8

数字化学习环境（iLearn）的体系结构

联网上免费获取的外部服务。
3. 配置服务。用于使用特定的应用服务集合对学习环境进行调整和设置，并定义如何在
学生、教师以及学生父母之间共享服务。
该学习环境的设计使得服务可以在有了新服务之后进行替换，从而可以提供该系统的
不同版本以适应不同年龄的用户的需要。这意味着该系统必须支持以下两个层次上的服务
集成。
1. 集成服务，提供应用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其他服务
可以通过 API 进行访问。这样一来，服务到服务的直接通信就成为可能。身份认证服务是
一个集成服务的例子。其他服务可以调用身份认证服务来对用户进行认证，而不是使用自己
的认证机制。如果用户已经通过认证，身份认证服务可以通过 API 将认证信息直接发送给
另一个服务，用户不需要重新对自己进行认证。
2. 独立服务，其运行与其他服务无关，可以直接通过浏览器界面进行访问。可以通过显
式的用户动作（例如复制粘贴）与其他服务共享信息。每个独立服务都可能会要求重新进行
身份认证。
如果一个独立服务得到了广泛使用，开发团队可以集成该服务，从而使之成为一个集成
的和支持性的服务。

要点
● 软件工程是一门覆盖软件生产的各个方面的工程学科。
● 软件不仅是程序，还包括系统用户、质量保证人员以及开发者所需要的所有电子文
档。软件产品的基本属性是可维护性、可依赖性、信息安全性、效率以及可接受性。
● 软件过程包括软件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活动。软件规格说明、开发、确认和演
化这些高层活动是所有软件过程中的一部分。
● 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不同类型的系统。每一种类型的系统的开发都需要一种与之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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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软件工程工具和技术。几乎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系统的软件设计和实现技术。
● 软件工程的基本思想适用于所有的软件系统。这些基本思想包括受管理的软件过程、
软件的可依赖性和信息安全性、需求工程和软件复用。
● 软件工程师对软件工程行业和整个社会负有责任，不应该只关心技术问题，而应该
对影响他们工作的道德问题有所知晓。
● 职业协会发布的行为准则定义了道德和职业标准。这些准则为协会成员设定了所期
望的行为标准。

阅读推荐
《Software Engineering Code of Ethics Is Approved 》这篇文章介绍了制定 ACM/IEEE 职业
道德准则的背景，该准则包括一个简要版和一个较长的版本。（Comm. ACM，D. Gotterbarn，K.
Miller，and S. Rogerson，October 1999）http://dx.doi. org/10.1109/MC.1999.796142
《 A View of 20th and 21st Century Software Engineering 》这本书是第一代最杰出的软
件工程师对软件工程的回顾和展望。Barry Boehm 指出了一些永恒的软件工程原则，但也
认为一些广泛使用的实践已经过时了。（B. Boehm，Proc. 28th Software Engineering Conf.，
Shanghai. 2006）http://dx.doi. org/10.1145/1134285.1134288
《 Software Engineering Ethics 》是《 IEEE Computer 》的一个专刊，其中有一些关于此
问题的文章。（IEEE Computer，42（6），June 2009）
《Eth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是一本内容很丰富的书，其中覆盖了信息技术（IT）道
德的所有方面，不仅是针对软件工程师的道德要求。这是正确的方法，因为你真的需要在一
个更广阔的道德框架下去理解软件工程道德。（M. J. Quinn，2013，Addison-Wesley）
《 The Essence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pplying the SEMAT kernel 》这本书讨论了建立
一种支撑所有的软件工程方法的通用框架的思想。该框架可以通过适应性修改被用于各种不
同类型的系统和组织。我个人对这样一种通用的方法在实践中是否具有现实性有所怀疑，但
本书中有一些有趣的思想值得尝试。（I. Jacobsen，P-W Ng，P. E. McMahon，I. Spence，and
S. Lidman，2013，Addison-Wesley）

网站
本章的 PPT：http://software-engineering-book.com/slides/chap1/
支持视频的链接：http://software-engineering-book.com/videos/software-engineering/
案例研究描述的链接：http://software-engineering-book.com/case-studies/

练习
1.1

为什么面向一个客户开发的专业化软件不仅仅包含所开发和交付的程序？

1.2

通用的软件产品开发和定制化软件开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这在实践中对于通
用软件产品的用户意味着什么？

1.3
1.4

软件产品应该具有的 4 个重要属性是什么？另外举出 4 个可能有意义的属性。
除了异构性、企业和社会的变革、可信和信息安全之外，说一说软件工程在 21 世纪有
可能面对的其他问题和挑战（提示：想一想环境）。

1.5

参考 1.1.2 节讨论的应用类型，举例说明为什么设计和开发不同类型的应用需要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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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工程技术。
1.6

解释为什么过程、可依赖性、需求管理、复用这些基本的软件工程原则与所有类型的
软件系统都相关。

1.7

解释 Web 的普遍使用是如何改变软件系统和软件系统工程的。

1.8

讨论一下职业工程师是否应该和医生或律师一样颁发资格证书。

1.9

对图 1-4 中的 ACM/IEEE 职业道德准则中的每一条举出一个恰当的例子加以说明。

1.10

为了反恐，很多国家正计划开发或正在开发一种对其大量公民及其行动跟踪的计算机
系统。显然这是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做法。对开发此类系统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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