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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这样的未知而有趣的消费模式，更有趣的是，某些分析技术可以使人们对未来做出预测
（例如，哪些客户最有可能对促销产生积极反应），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第 20 章详细讨论。
这些仅仅是数据库技术应用的几个例子，此外还有更多案例。
知识延伸 物联网（IoT）提供了大数据应用程序的许多范例。Moocall 是一家位于都柏
林的初创公司，为农民提供可降低分娩时犊牛和母牛死亡率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固定附着在
牛尾上，他们测量产犊开始时由分娩收缩引起的尾巴的特定运动。之后这些传感器数据通过
Vodafone 物联网发送到农民的智能手机上。农民可以使用应用程序获取有关产犊过程的最新
信息，并可以在需要时进行介入干预或通知兽医。该应用程序可以发出警报，还含有畜群管
理工具。这项技术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率，而且提高了犊牛和母牛在分娩过程的生存率。
节后思考 请再举出一些数据库技术实际应用的例子。

1.2

关键定义
通过研究常见的数据库类型，我们简要介绍了数据库的概念。数据库可被定义为在特定

业务流程或问题设定中的相关数据项的集合。对于一个采购订单系统，其中有诸如产品、供
应商和采购订单之类的数据项。每个数据项都具有如下属性：产品具有产品编号、产品名称
和产品颜色；供应商具有供应商名称和供应商地址；采购订单具有参考编号和日期。这些数
据项之间相互关联：一件产品可以由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采购订单只对应关联到一个供
应商，一个供应商可以提供一个或多个产品。这些都是数据库充分收集到的数据项之间的关
系示例。数据库具有对应的目标用户和应用程序组。库存经理可使用我们的采购订单系统来
管理库存和发出采购订单，而产品经理则使用它来监管产品销售趋势。
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是用来定义、创建、使用和维护数据库的软件包。它通常由
几个软件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功能，这是我们将在第 2 章讨论的内容。热门的
DBMS 供 应 商 有 Oracle、Microsoft 和 IBM。MySQL 则 是 一 个 著 名 的 开 源 DBMS。DBMS
与数据库的结合通常被称为数据库系统。
知识关联 在第 2 章我们将讨论 DBMS 的内部架构。我们还将从多个维度对 DBMS 进
行分类。
知识延伸 Gartner○估计 2015 年 DBMS 的总市场价值为 359 亿美元，与 2014 年相比增
一

长了 8.7%。根据 IDC 数据，到 2018 年，数据库管理解决方案的总体市场规模估值将超过
500 亿美元。
节后思考 请定义下列概念：数据库，DBMS，数据库系统。

1.3

基于文件与数据库的数据管理方法
在我们探索数据库技术之前，先回顾一下数据管理是如何发展的。这可以使我们正确理

解许多公司仍面临的遗留问题。

1.3.1

基于文件的方法

在计算的早期，每个应用程序都将数据存储在自己的专用文件中。这种方式被称为基于
文件的方法，如图 1-1 所示。
一
○

参 见 https://blogs.gartner.com/merv-adrian/2016/04/12/dbms-2015-numbers-paint-a-picture-of-slow-but-steady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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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基于文件方法的数据管理

假设我们有一个使用 COBOL 或 C 之类的编程语言编写的传统的发票管理应用程序，该
程序使用了诸如客户编号、客户名称、增值税代码等数据并存储在单独的文件中。客户关系
管理（CRM）系统之类的单独应用程序则使用包含相同数据的不同文件。最后，第三个应用
程序（GIS）在另一个文件中存储客户编号、客户名称和邮政编码等信息。数据文件仅包含
数据本身，数据定义和描述分别包含在每个应用程序中，一个应用程序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
文件。当有更多的应用程序使用对应的数据文件进行开发时，这种基于文件的数据管理方法
将导致严重的问题。
由于每个应用程序都使用自己的数据文件，而许多应用程序使用的数据却很相似，这就
会导致存储重复或冗余的信息，浪费存储资源。如果对此管理不当，则有可能仅在一个文件
中更新客户数据，忽视了其他文件的数据更新，造成数据不一致。在这种基于文件的管理方
法中，应用程序与数据之间存在强烈的耦合或依赖性。对数据文件的结构更改需要在使用该
文件的所有应用程序中进行同步，但从维护的角度来看，人们并不期望出现这样的工作。并
发控制很难管理（即不同用户或应用程序同时访问同一数据而不发生冲突）。例如，如果一
个应用程序执行现金转移，而另一个应用程序计算账户余额，并且两个程序的数据操作交错
进行以提高效率，那么在没有提供足够并发控制功能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数据不一致。由于
每个程序都独立于各自的数据文件生态系统工作，所以旨在提供跨公司服务的应用程序集成
工作都很困难且代价高昂。尽管这种文件管理方法具有严重劣势，但许多公司在当前的信息
和通信技术（ICT）环境中仍在使用这种古董以挣扎求存。

1.3.2

基于数据库的方法

数据库技术的出现为数据管理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基于数据库的方法中，所有数据被
DBMS 集中存储和管理，如图 1-2 所示。
现在应用程序直接与 DBMS 而非自己的文件接口对接，DBMS 可存储和管理原始数据和
元数据这两种数据类型，并根据每个应用程序请求发送对应数据。元数据是指存储在 DBMS
目录中的数据定义，这是与基于文件的方法的一个关键区别。元数据不再包含在应用程序
中而是由 DBMS 本身正确管理。从效率、一致性、可维护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更为优越的
方法。
基于数据库的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为数据查询和检索提供了便利。在基于文件的方法
中，每个应用程序都必须显式地编写自己的查询和访问过程。考虑如下示例的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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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基于数据库方法的数据管理

Procedure FindCustomer;
Procedure
FindCustomer;
Begin
Begin open ﬁle Customer.txt;
open
ﬁle Customer.txt;
Read(Customer)
Read(Customer)
While
not EOF(Customer)
WhileIfnot
EOF(Customer)
Customer.name='Bart'
Then
If Customer.name='Bart'
display(Customer); Then
EndIf display(Customer);
EndIf
Read(Customer);
End;
End;

Read(Customer);
EndWhile;
EndWhile;

Here, we ﬁrst open a Customer.txt ﬁle and read the ﬁrst record. We then implement a while loop
在代码中，我们首先打开一个名为
Customer.txt
的文件并读取第一条记录，然后，利用
while
we ﬁrst
openeach
a Customer.txt
ﬁleﬁle
anduntil
readthe
the
ﬁrst of
record.
Weisthen
implement
a while
loop
thatHere,
iterates
through
record in the
end
the ﬁle
reached
(indicated
by EOF
that
iterates
through
each
record
in
the
ﬁle
until
the
end
of
the
ﬁle
is
reached
(indicated
by
EOF
循环遍历文件中的每个记录，到达文件末尾时（EOF（Customer）标识）停止，若找到所需
(Customer)). If the desired information is found (Customer.name='Bart'), it will be displayed. This
(Customer)).
thecoding.
desired Because
information
willapplications,
be displayed.many
This
requires
a lotIf of
of is
thefound
tight(Customer.name='Bart'),
coupling between data itand
信息（Customer.name='Bart'
），则显示该信息。按照这种方式查找需要大量编程。由于数据
requires
a
lot
of
coding.
Because
of
the
tight
coupling
between
data
and
applications,
many
procedures would be repeated in various applications, which is again not very appealing from a
和应用程序之间有紧密耦合，许多类似过程将在应用程序中重复进行，从维护角度出发也不
procedures
be repeated
in various
applications,
which islanguages
again notthat
veryfacilitate
appealing
from
maintenancewould
perspective.
As noted,
DBMSs
provide database
both
dataa
够优雅。正如前文所述，DBMS
提供了有助于数据查询和访问的数据库语言。在第
7 章中我
maintenance
perspective.
As
noted,
DBMSs
provide
database
languages
that
facilitate
both
data
querying and access. A well-known language, which we discuss extensively in Chapter 7,
is
们将展开讨论这种常用的语言，即结构化查询语言（SQL）
。SQL
可用于以结构化和用户友
querying
and
access.
A
well-known
language,
which
we
discuss
extensively
in
Chapter
7,
is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SQL). SQL can be used to formulate database queries in a structured
Structured
Query way,
Language
can be
used data
to formulate
queries
inthe
a structured
好的方式制定数据库查询，并且是业内使用最广泛的数据查询标准之一。与上述伪代码相同
and
user-friendly
and is(SQL).
one of SQL
the most
popular
queryingdatabase
standards
used in
industry.
and
user-friendly
way,
and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data
querying
standards
used
in
the
An exampleSQL
SQL代码可以是如下形式：
query that gives the same output as our pseudo-code above could be: industry.
输出的示例
An example SQL query that gives the same output as our pseudo-code above could be:
SELECT *
SELECT
*
FROM Customer
FROM
WHERECustomer
WHERE
name = 'Bart'
name = 'Bart'

Here,
you only need to specify what information you want. In our case, we want
all customer
在 SQL
中，你只需指定所需信息即可。本案例显示我们希望获得有关客户
'Bart'
的所有信
Here, you for
onlycustomer
need to specify
what SQL
information
you
want.
In
our
case, we
want
all customer
information
'Bart'.
This
query
will
then
be
executed
by
the
DBMS
in a
息，SQL 查询将由 DBMS 以透明方式执行。在基于数据库的方法中，我们只需要指定感兴
information
for customer
'Bart'.approach,
This SQLwequery
will then
be executed
by we
the are
DBMS
in a
transparent way.
In the database
only need
to specify
which data
interested
趣的数据，而不再需要写明如何访问和检索它们，因此我们不再需要编写复杂的检索过程，
transparent
way. Inhow
the we
database
we retrieve
only need
to specify
which data
are interested
in,
and no longer
shouldapproach,
access and
them.
This facilitates
thewe
development
of
这更有利于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开发。
in, and no longer how we should access and retrieve them. This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总之，基于文件的方法将导致应用程序和数据的强烈依赖，而基于数据库的方法可以使

应用程序独立于数据和数据定义。
知识延伸 基于文件的管理方法的主要缺点之一是数据通常独立于整个组织，因此缺乏
全面详尽的视角。例如，阿姆斯特丹市的数据分布在 12 000 个不同的数据集中，由于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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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没人知道横跨阿姆斯特丹市著名运河的确切桥梁数目，因为该市每个地区单独使用自
己的数据而没有全面的综合数据库。事实上，许多孤立的数据集采用了自己的数据定义作为
连接，让情况变得非常复杂。请参阅网站 http://sloanreview.mit.edu/case-study/lessons-frombecoming-a-data-driven-organization。
节后思考 比较基于文件和基于数据库的数据管理方法。

1.4

数据库系统的元素
本节我们讨论数据库模型与实例、数据模型、三层架构、目录（catalog）的作用、多种

类型数据库用户和数据库语言。

1.4.1

数据库模型与实例

在任意数据库实现中，最重要的是区分数据描述（数据定义）和真实数据。数据库模型
或数据库模式提供对数据库数据不同详细程度的描述，并指定各种数据项，以及它们的属
性、关系、约束、存储详细信息等○。数据库模型是在数据库设计期间确定的，不应频繁变
一

化，它存储在目录中，而目录是 DBMS 的核心。数据库状态表示特定时刻数据库中的数据，
有时也称为当前实例集，根据数据操作（例如添加、更新或删除数据）的不同，数据通常会
不断变化。
下面是数据定义的几个示例，作为数据库模型的重要部分存储在目录中。
数据库模型
学生（学号，姓名，地址，电子邮件）
课程（编号，名称）
建筑物（编号，地址）
……
我们有三个数据项，学生、课程和建筑物。每一个数据项都可以根据其属性来描述。学生
的属性是学号、姓名、地址和电子邮件。课程用编号和名称标示，建筑物则用编号和地址标示。
图 1-3 显示了对应数据库状态的数据示例。可以看到数据库中包括了学生、课程、建筑
物下的各三条数据。

图 1-3

示例数据库状态

一
我们认为术语模型（model）和模式（schema）是同义词。
○

第 1 章 数据库管理的基本概念

1.4.2

7

数据模型

数据库模型包括不同的数据模型，每个模型都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数据。良好的数据模型
是数据库应用程序的成功开始，它从特定角度提供了对数据项、数据项间关系以及各种数据
约束的清晰明确的描述。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将开发如下几种类型的数据模型。
概念数据模型提供了对数据项（例如供应商、产品）及其属性（例如供应商名称、产品
编号）和关系（例如供应商以及供应产品）的高级描述。它是信息架构师（请参阅第 4 章）
与业务用户之间的一种通信工具，可以确保数据需求被正确获取和建模。因此，概念数据模
型应独立于实现、用户友好且接近业务用户感知数据的方式。正如我们在第 3 章中讨论的，
通常可使用扩展的实体关系（EER）模型或面向对象模型来表示。
逻辑数据模型是概念数据模型向现实特定环境的转换或映射。逻辑数据项非常接近物理
数据组织，但仍可能被业务用户理解。根据可用的 ICT 环境，逻辑数据模型可以是分层的
（请参阅第 5 章）、CODASYL（请参阅第 5 章）、关系的（请参阅第 6 章和第 7 章）、面向对象
的（请参阅第 8 章）、扩展的关系式（请参阅第 9 章）、XML（请参阅第 10 章）或 NoSQL 模
型（请参阅第 11 章）。
逻辑数据模型可以映射到内部数据模型中，内部数据模型表示数据的物理存储详细信
息。它清楚地描述了哪些数据存储在什么位置，以什么形式存储，提供了哪些索引可加快检
索速度，等等。因此，它具有很强的 DBMS 针对性。我们将在第 12 章和第 13 章中讨论内部
数据模型。
外部数据模型包含逻辑模型中数据项的各种子集（也称为视图），这些子集针对特定应
用程序或用户组的需求量身定制。
知识关联 在第 3 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 EER 和 UML 概念数据模型。后面的章
节介绍逻辑（有时称外部）数据模型：第 5 章的层次结构和 CODASYL 模型，第 6 和 7 章的
关系模型，第 8 章的面向对象模型，第 9 章的扩展关系模型，第 10 章的 XML 数据模型和
第 11 章的各种 NoSQL 数据模型。第 12 和 13 章则详细介绍内部数据模型。

1.4.3

三层架构

三层架构是每个数据库应用程序必不可少的元素，它描述了不同的基础数据模型间的关
系○，如图 1-4 所示。
一

我们从概念 / 逻辑层开始讲起，其中的概念和逻辑数据模型都集中在数据项、属性和关
系上，不会被实际的 DBMS 物理模型实现干扰。概念数据模型应该是用户友好的、与实现
无关的透明数据模型，应该在信息架构师和业务用户之间的密切协作中构建。根据实现环境
可将概念数据模型精练为逻辑数据模型。
在外部层中，我们具有外部数据模型，该模型包括一些可为逻辑数据模型中专门选择的
部分提供观察窗口的视图。视图描述了特定应用程序或用户组感兴趣的数据库部分，隐藏了
数据库的其余部分。它用于控制数据访问和加强安全性，这些视图会根据应用程序或（一组）
用户的数据需求量身定制，服务于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可考虑仅向学生注册应用程序提供
学生信息的视图，或仅向空间规划应用程序提供建筑物信息的视图。
一
部分教材提到的是三模式架构（three-schema architecture），而不是三层架构（three layer architecture）。
○

我们更偏向于使用后者，因为我们正在处理分布在三层的四个数据模型（概念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
内部数据模型和外部数据模型）。这不应与我们在第 15 章讨论的三层架构（three-tier architecture）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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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三层数据库架构

内部层包括内部数据模型，该模型指定如何在物理形式上存储或组织数据。理想情况
下，一层的更改对其他层的影响应是最小的，应该有可能存在物理上重组数据，而对概念 /
逻辑或外部层几乎没有影响的方法（物理数据独立性）。同样，可以在对外部层的影响最小
的情况下对概念 / 逻辑层进行更改（逻辑数据独立性）。我们将在 1.5.1 节详细介绍这两种类
型的数据独立性。
图 1-5 说明了采购业务流程的三层架构。概念 / 逻辑层定义了数据项，例如产品、客
户、发票和配送。内部层包含指定数据存储方式和存储位置的物理存储详细信息。外部层具
有三个视图，可为财务、客户服务和物流部门提供特定信息。这种三层数据库架构在效率、
维护、性能、安全性等多方面具有优势。

图 1-5

1.4.4

采购业务流程三层数据库架构

目录

目录是 DBMS 的核心，包含数据库应用程序的数据定义或元数据。它存储视图、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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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部数据模型的定义，并同步这三个数据模型来保证它们的一致性○。
一

1.4.5

数据库用户

正如我们将在第 4 章广泛讨论的那样，存在各种类型的用户与数据库进行交互。信息架
构师负责设计概念数据模型，他们可以与业务用户密切互动，以确保完全理解数据需求并充
分建模。数据库设计人员则负责将概念数据模型转化为逻辑数据模型和内部数据模型。数据
库管理员（DBA）负责数据库的实现和监管。他们负责建立数据库的基础结构，并通过关键
性能指标（例如响应时间、吞吐量和存储空间占用）来持续监控其性能（请参阅 1.5.9 节）。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使用通用编程语言（例如 Java 或 Python）开发数据库应用程序。他们负
责提供数据需求，这些数据需求会由数据库设计人员或 DBA 转化为视图定义。业务用户将
运行这些应用程序以执行特定的数据库操作。他们还可以使用交互式查询工具直接查询数据
库来完成相关报告。

1.4.6

数据库语言

每 个 DBMS 都 带 有 一 种 或 多 种 伴 随 的 数 据 库 语 言。DBA 使 用 数 据 定 义 语 言（DDL）
来表达数据库的外部、逻辑和内部数据模型，这些定义都存储在目录中。数据操作语言
（DML）用于检索、插入、删除和修改数据。DML 语句可以嵌入通用编程语言中，也可以通
过前端查询工具交互式输入。SQL 为关系数据库提供 DDL 和 DML 语句（参见第 7 章）。
节后思考
● 数据库系统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 举例阐述数据库应用程序的三层架构。
● 请解释什么是目录，为何需要使用目录？

1.5

数据库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的优点
如果设计和管理得当，数据库具有如下优点：数据独立性，管理结构化、半结构化、非

结构化数据，数据库建模，管理数据冗余，指定完整性约束，并发控制，备份和恢复设施，
数据安全和性能实用工具。在这一节中我们会详细解释这些要素。

1.5.1

数据独立性

数据独立性意味着数据定义的变更对使用数据的应用程序影响微乎其微，这些变化可能
发生在内部或概念 / 逻辑层中。物理数据独立性意味着内部数据模型中的数据存储规范有所
变化时，应用程序、视图、逻辑数据模型都不必变更。跨不同的存储位置或介质存储数据，
定义新的访问路径和索引等都是可以参考的例子。由于数据的物理重组，应用程序将可以继
续成功运行且可能运行得更快。为了充分保持物理数据独立性，DBMS 应在逻辑数据模型和
内部数据模型间提供接口。
逻辑数据独立性意味着软件应用程序受概念或逻辑数据模型变更影响最小，添加新数据
项、属性或关系示例都属于这类变更。外部数据模型中的视图将充当保护屏障，并减轻这些
修改对应用程序的影响。为了保证逻辑数据的独立性，DBMS 必须在概念 / 逻辑层和外部层
一
概念数据模型一般不存储于目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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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提供对应接口。

1.5.2

数据库建模

数据模型是数据项及其属性和关系的显式表达，它还可以包括完整性约束和功能要求。
概念数据模型应严格完好地映射到业务流程数据需求上，并与业务用户密切协作。之后将其
转化为逻辑数据模型，最终转换为内部数据模型。但不幸的是，具有完好映射的最佳方案往
往是不现实的，数据模型的假设和缺点必须被清楚地记录下来。数据模型的常见示例有分层
模型、CODASYL 模型、（E）ER 模型、关系模型和面向对象模型，我们将在第 5～8 章展开
讨论这些问题。

1.5.3

管理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

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数据都可以根据严格的逻辑模型来描述。这种
方法仅适用于结构化数据，而它是早期 DBMS 实现关注的唯一一种数据。使用结构化数据，
可以识别和严格指定数据的各个属性，例如学生的学号、姓名、地址和电子邮件，或课程的
编号和名称，其优点是能够表达完整性约束，并强制纠正数据。正如我们在第 7～9 章所讨
论的，结构化数据也有助于搜索、处理和分析数据，因为 DBMS 和数据处理应采用程序都
会对数据进行细粒度控制。例如，它们可以区分代表学生姓名和地址的一系列字符。这样就
有可能进行如下检索：所有住在纽约的学生的名字。
对于非结构化数据，文件或一系列字符中并没有 DBMS 或应用程序能用有意义的方式
解释的细粒度组件。假设有一个包含纽约著名市民的长文本文档，在这篇文档中，我们可
以搜索到“姓名”“学生”“纽约”这三个词会一起出现，但我们不可能评估它们是否与居住
在纽约的学生、出生在纽约的学生或是与文本描述的总是穿着相似的印着“纽约”毛衣的学
生有关。此外，也不可能仅仅检索代表这些学生姓名的一系列字符。尽管如此，许多最近的
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了有效存储和检索此类文档的工具。因为在大多数组织中，非结构化数
据的数量远远超过结构化数据的数量，所以对它们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有效提取
这些非结构化数据，可以从中得到大量有用信息。可参考的例子是，通过存储和分析投诉信
件、根据内容对法律文件进行分类或者通过分析提及产品的 tweets 来评估市场对新产品的
情绪，从而改善与客户的互动。另外，现代 DBMS 不仅限于存储和管理非结构化文本数据，
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数据，如固定图像、视频和音频。
最后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是完全结构化或完全非结构化的。在之后的章节
中，我们将讨论最新的 DBMS 类型如何显式地有效处理半结构化数据，比如 XML 数据库
（第 10 章）和 NoSQL 数据库（第 11 章）。这些数据具有一定的结构，但这种结构可能很不
规则且高度不稳定。典型的例子有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个人用户网页，或者人力资源数据
库中的简历文档，它们可能宽松地展示相似结构，但并不完全符合单一、严格的格式。

1.5.4

管理数据冗余

基于文件的数据管理方法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无法预估的重复数据，这很容易导致数据不
一致。在基于数据库的方法中，可以成功地管理冗余数据。在分布式环境中，通过提供对数
据的本地访问而非使用资源密集型网络连接，可以复制数据来提高数据检索性能。DBMS 现
在负责通过提供同步工具管理冗余来保护数据一致性。例如，本地数据副本的更新将自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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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到其他位置的所有重复数据副本。与文件方法相比，DBMS 保证了数据正确性，也不需要
用户干预，而且效率更高且更不容易出错。

1.5.5

指定完整性约束

数据完整性约束还可以显式定义，这些约束可用于确保数据的正确性。语法约束指定
数据的表示和存储方式。例如，customerID 应表示为整数（例如，100、125 和 200 是正确
的，但 1.20 或 2a 不正确）；出生日期应存储为月、日和年（例如，02/27/1975 是正确的，而
27/02/1975 则不正确）。语义约束关注数据的语义正确性或意义。有如下例子：customerID
应是唯一的；账户余额应大于 0 ；如果客户有待处理的发票，则不能删除该客户。在基于文
件的方法中，这些完整性约束必须嵌入应用程序中。在基于数据库的方法中，它们被指定
为概念 / 逻辑数据模型的一部分，并集中存储在目录中，这大大提高了应用程序的效率和可
维护性，因为现在只要有任何更新，DBMS 就强制执行完整性约束。但在基于文件的方法
中，应用程序本身必须显式地管理所有完整性约束，从而导致大量代码重复，并伴随着不一
致性。

1.5.6

并发控制

DBMS 有内置工具来支持数据库程序的并发或并行执行，可使 DBMS 具有良好性能。
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数据库事务，事务是一系列读 / 写操作，可被视为一个原子单元（原子
性），要么执行所有操作，要么所有操作都不执行（关于事务的更多细节参见第 14 章）。这
些读 / 写操作通常可以由 DBMS 同时执行，但是，应仔细监督这些操作以避免不一致发生，
我们用如下例子来进行说明（表 1-1）。
表 1-1
Time

T1

T2

t1

余

说明并发控制
额

Time

T1

T2

开始事务

100 美元

t4

余额 = 余额 - 50

写入（余额）
结束事务

t2

开始事务

读取（余额）

100 美元

t5

写入（余额）

t3

读取（余额）

余额 = 余额 + 120

100 美元

t6

结束事务

余

额

22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表 1-1 中显示了两个数据库事务：T1 和 T2。T1 通过提取 50 美元更新账户余额，T2 存
款 120 美元，起始余额为 100 美元。若两个事务都按顺序依次进行，而不是并行执行，则
最后余额数应为 100

-

50 + 120 = 170 美元。若 DBMS 交叉处理两个事务的操作，我们将得

到下述结果。T2 在 t2 时刻读取余额，发现当前余额为 100 美元。T1 在 t3 时刻读取余额为
100 美元，而 T2 此时将余额更新为 220 美元，不过它需要写入（存储）这个值。在 t4 时刻，
T1 将余额减去 50 美元，而 T2 则保存余额为 220 美元。然后，T1 在 t5 时刻将余额保存为
50 美元，用 50 美元覆盖了 220 美元的值，之后两个事务依次结束。由于 T1 读取了 T2 更新
余额之前的值，而在 T2 完成操作后写入自己更新后的值，因此事务 T2 的更新效果将丢失，
就好像 T2 从未发生过一样，这种错误通常称为更新丢失问题。DBMS 应避免由于同时发生
的事务之间的干扰而产生的不一致。
为了确保以可靠的方式处理数据库事务，DBMS 必须支持 ACID（原子性、一致性、隔
离性、持久性）属性。原子性（或 all-or-nothing）属性，要求事务要么完整执行，要么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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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执行；一致性确保事务将数据库从一个一致状态转到另一个一致状态；隔离性确保并发事
务的效果应与它们被隔离执行时的效果相同；而持久性确保任何情况下，一个成功完成的事
务所产生的数据库变更影响是永久的。
知识关联 第 14 章介绍了事务、事务管理、恢复和并发控制的基础知识，描述了这些
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保证不同用户对共享数据的并发访问。第 16 章通过回顾分布式事
务管理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

1.5.7

备份和恢复设备

使用数据库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可用备份和恢复设备。这些设备可用于处理由于硬件或网
络错误，或者系统或应用软件中的错误而导致的数据丢失的影响。通常，备份设备可以执行
完全备份或增量备份，后者只考虑上次备份以后的更新。恢复设备允许数据在丢失或损坏后
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5.8

数据安全性

DBMS 可以直接施行数据安全。在一些现有的应用程序中，一些用户具有读访问权限，
而另一些用户具有对数据的写访问权限（基于角色的功能）。这可以进一步细化到数据的某
些部分。电子商务、B2B（企业对企业）、B2C（企业对消费者）和 CRM 趋势强调了数据安
全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越来越多地将数据库暴露给内部和外部各方团体。以供应商管理库存
（VMI）为例，在 VMI 中，公司可以访问其下游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库存详细信息。使用正确
的安全策略应强制只提供读取访问权限，并且不能从竞争对手的产品中检索到任何信息。数
据访问可以通过分配给用户或用户账号的登录名与密码来管理。每个账户都有自己的授权约
束，它们可以再次存储在目录中。

1.5.9

性能分析工具

DBMS 的三个关键性能指标（KPI）是响应时间、吞吐量和空间利用率。响应时间表
示从发出数据库请求（例如，查询或更新）到成功结束请求之间的时间间隔；吞吐量表示
DBMS 每单位时间中可以处理的事务数；空间利用率是指 DBMS 用来存储原始数据和元数
据的空间。高性能 DBMS 的特点是响应时间快、吞吐量高且空间利用率低。
DBMS 附带了各种旨在改进以上三个 KPI 的分析工具。这些工具有如下作用，分配和
优化数据存储、优化索引以加快查询执行、优化查询以提高程序性能或者优化缓冲区管理
（缓冲区有助于内部内存和磁盘存储之间的数据交换和更新），通常 DBA 会来管理这些工具。
节后思考
● 数据库系统和数据管理的优点是什么？
● 请解释什么是数据独立性，为什么需要保证数据独立性？
● 什么是完整性约束？请举例说明。
● 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区别是什么？
● 请在事务管理环境中定义 ACID。

总结
本章首先总结了一些数据库技术的关键应用，定义了数据库、DBMS 和数据库系统的概念；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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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概念数据模型是实现独立的。
c. 逻辑数据模型将概念数据模型翻译成具体的实现环境。
d. 逻辑数据模型实现示例有层次、CODASYL、关系或面向对象模型。
1.5

填充下列句子，选择合适的词放入 A 和 B 位置。

A

B

数据模型是

数据模型的映射，用来

描述什么数据以何种格式存储在哪里。

1.6

1.7

a. A：内部，B：逻辑

b. A：概念，B：内部

c. A：逻辑，B：内部

d. A：逻辑，B：概念

什么概念指定了各种数据项及其属性、关系、约束、存储等细节，并且是在数据库设计期间指定？
a. 数据库模型

b. 目录

c. 数据库状态

d. 以上都不是

下列关于数据库状态的陈述哪句正确？
a. 数据库状态表示首次创建数据库时数据库中的数据。
b. 更新或删除数据时，数据库状态将更改。
c. 数据库状态在数据库设计期间指定各种数据项及其属性和关系。
d. 数据库状态存储在目录中。

1.8

1.9

请补全这句话：在三层架构中，外部层和概念 / 逻辑层间，有
a. 物理数据独立性

b. 逻辑数据独立性

c. 没有独立性，它们本质是同样的事物

d. 内部层

。

下列哪句陈述正确？
描述 A ：三层架构的中间层由概念数据模型和逻辑数据模型组成。逻辑数据模型在内部层物理
实现。
描述 B：三层架构的顶层是外部层。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的视图总是提供完整逻辑模型的窗口。

1.10

a. 只有陈述 A 正确

b. 只有陈述 B 正确

c. A 和 B 都正确

d. A 和 B 都不正确

下列哪句陈述正确？
描述 A：DDL 是用于定义逻辑数据模型的语言，但不能用来定义其他数据模型。
描述 B：SQL 是一种用于检索、插入、删除和修改数据的 DML 语言。它存储在目录中。

1.11

a. 只有 A 正确

b. 只有 B 正确

c. A 和 B 都正确

d. A 和 B 都不正确

下列哪句陈述正确？
描述 A ：物理数据独立性意味着当对内部数据模型中的数据存储规范进行更改时，应用程序、
视图或逻辑数据模型都不必更改。
描述 B：逻辑数据独立性意味着软件应用程序受概念或逻辑数据模型更改的影响最小。

1.12

a. 只有 A 正确

b. 只有 B 正确

c. A 和 B 都正确

d. A 和 B 都不正确

请思考这条约束：“一个部门的员工不会比这个部门的经理赚得更多。”这个例子属于：
a. 语法完整性约束

b. 语义完整性约束

问题和练习
1.1E

请举例描述一些数据库应用程序。

1.2E

基于文件的数据管理方法和基于数据库的数据管理方法的关键区别是什么？

1.3E

请说明数据库系统的元素有哪些。

1.4E

数据库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的优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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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1.1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

连接管理器和安全管理器

连接管理器提供建立数据库连接的设备。它可以在本地或通过网络设置，后者更常见。
它验证登录凭据，如用户名和密码，并返回连接句柄。数据库连接可以作为单个进程运行，
也可以作为进程中的线程运行。请记住，线程表现了进程的内部执行路径，是处理器调度的
最小单位。一个进程可包含多个线程，这些线程之间可以资源共享（如内存）。安全管理器
验证用户是否具有执行所需的数据库操作的相应权限。例如，某些用户拥有数据读取权限，
另一些用户拥有数据写入权限。安全管理器从目录中检索这些权限。

2.1.2

DDL 编译器

DDL 编 译 器 编 译 DDL 中 的 数 据 定 义。 理 想 情 况 下，DBMS 应 该 提 供 三 个 DDL ： 一
个用于内部数据模型，一个用于逻辑数据模型，一个用于外部数据模型。然而，对于使用
SQL 作为 DDL 的关系数据库来说，多数情况下都是具有三个不同指令集的单个 DDL。DDL
编译器首先解析 DDL 定义并检查其语法正确性。然后，它将数据定义转换为内部形式，并
在出错时输出错误提示。编译成功后，它会在目录中注册数据定义，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所有
其他组件都可以通过目录使用这些定义。
知识关联 第 7 章讨论如何在关系模式中使用 SQL 定义逻辑和外部数据模型。第 13 章
回顾了如何使用 SQL 来定义内部数据模型。

2.1.3

查询处理器

查询处理器是 DBMS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帮助我们进行与数据库查询相关的操
作，如检索数据、插入数据、更新数据和从数据库中删除数据。大多数 DBMS 供应商都有
自己的专用查询处理器，它通常包括 DML 编译器、查询解释器、查询重写器、查询优化器
和查询执行器。

1. DML 编译器
DML 编译器编译 DML 中指定的数据操作语句。在解释其功能之前，我们需要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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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数据类型。正如在第 1 章中所讨论的，DML 是数据操作语言，它包含了一系列用于
选择、插入、更新和删除数据的语句。
第一种数据操作语言是过程 DML。这些 DML 语句明确指定如何在数据库中定位和修改
数据。它们通常首先定位在一个特定的记录或数据实例上，然后使用内存指针导航到其他记
录。过程 DML 也称为 record-at-a-time DML，带有过程 DML 的 DBMS 没有查询处理器。
换句话说，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必须明确定义查询优化并亲自执行。为了实现高效的查询，开
发人员必须了解 DBMS 的所有细节。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实现方式，因为它降低了数据库应
用程序的效率和透明度，使维护更加复杂。不幸的是，由于老式的
DBMS 仍在使用中，许
2.1 Architecture of a D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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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司仍然需要使用过程 DML。
声明 DML 是一种更有效的实现方式。声明 DML 所指定的是哪些数据应该被检索或修
set-at-a-time DML, whereby sets of records or data instances can be retrieved at once and provided
改，而不是应该如何运行。然后，DBMS 根据访问路径和导航策略自主地确定物理执行方
to the application. Only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re provided to the DBMS; depending on the actual
式。换句话说，DBMS
向应用程序开发人员隐藏了实现细节，这有助于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开
database state, zero, one,
or many records will qualify. A popular example of declarative DML is
发。声明
DML
DML，可以一次检索一组记录或数据实例，并将其提
SQL, which
we是一种
discussset-at-a-time
extensively in Chapter
7.
Many applications work with data stored in a database.
To access a database andDBMS
work with
供给应用程序。根据实际的数据库状态—0、1
或符合条件的多条记录，只向
提供
it, DML statements
will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be directly embedded
in the host language.
The host language is the
选择标准。声明性
DML
SQL，我们将在第
7 章中进行详细讨论。
general-purpose programming language that contains the (non-database related) application
许多应用程序的运行依赖于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据。DML 语句可直接嵌入主语言中，
logic. Obviously, both host language and DML should be able to successfully interact and
从而对数据库进行访问和使用。主语言是通用编程语言，它包含（非数据库相关）应用程序
exchange data.
逻辑。显然，主语言和
应该能够成功地交互和进行数据交换。
As an example, thinkDML
about
a Java application that needs to retrieve employee data from a
例如，一个基于
开发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使用
SQL
来实现数据库中员工数据的检
database.
It can do thisJava
by using
SQL,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querying languages used in
the
industry
nowadays.
In
the
following
Java
program,
the
SQL
DML
statements
are highlighted in
索，SQL 是目前业界最常用的数据库操作语言之一。在以下 Java 程序中，以粗体突出显示
bold
face.
的就是 SQL 语句。
import java.sql.*;
public class JDBCExample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 args) {
try {
System.out.println("Loading JDBC driver. . .");
Class.forName("com.mysql.jdbc.Driver");
System.out.println("JDBC driver loaded!");
} catch (ClassNotFoundException e)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e);
}
String url = "jdbc:mysql://localhost:3306/employeeschema";
String username = "root";
String password = "mypassword123";
String query = "select E.Name, D.DName " +
"from employee E, department D " +
"where E.DNR = D.DNR;";
Connection connection = null;
Statement stmt = null;
try {
System.out.println("Connecting to database");
connection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username, password);
System.out.println("MySQL Database connected!");
stmt = connection.createStatement();
ResultSet rs = stmt.executeQuery(query);
while (rs.next()) {
System.out.print(rs.getString(1));

Connection connection = null;
Statement stmt = null;
try {

18 System.out.println("Conn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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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username, password);
System.out.println("MySQL Database connected!");
stmt = connection.createStatement();
ResultSet rs = stmt.executeQuery(query);
while (rs.next()) {
System.out.print(rs.getString(1));
System.out.print("");
System.out.println(rs.getStrin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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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SQL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e.toString());
} ﬁnally {
System.out.println("Closing the connection.");
if (connection != null) {
try {
connection.close();
} catch (SQLException ignore) {}}}}

Without
going into any language or syntax speciﬁcs, this
Java
application ﬁrst initiates a database
在不涉及任何语言或语法细节的情况下，这个
Java
应用程序首先使用给定的用户名和
connection with a given username and password. Next, the application executes an SQL query that
密码进行数据库连接。接下来，该应用程序执行一个 SQL 查询，查询员工姓名及其部门名
asks for the employee names together with their department names. It then iterates through the
称。通过遍历数据库，员工名称和相应的部门名称都显示在屏幕上。
results, whereby at each step the employee name and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 name are displayed
语句嵌入主语言中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DBMS 和 DML 的数据结构可能与
on 将
theDML
screen.
主语言的数据结构不同。在我们的示例中，使用了面向对象的主语言
Java，并将其与使用
Embedding DML statements into a host language is not as straightforward as
it may at ﬁrst seem.
TheDML
data 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structures of the DBMS and
the DML
may differ from the data structures of the host
SQL
MySQL
相结合。面向对象和关系概念之间的映射通常被
language. In our example, we used Java, which is an object-oriented host language, and combined it
称为元组失配问题。元组失配问题有很多种解决方式。首先，我们可以选择具有类似数据结
with MySQL, DBMS，换句话说，我们将
which is a relational DBMS using
DML. The mapping between object-oriented
构的主语言和
JavaSQL
与允许透明地检索和存储数据的面向对象的
and relational concepts is often called the impedance mismatch problem. It can
DBMS 结合起来。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使用中间件将数据结构从 DBMS 映射到主机语言，
Connections
be solved in various ways. First, we can choose a host language and DBMS
反之亦然。这两种选择各有优缺点，本书在第
8 章中进行了更全面的讨论。
with comparable data structures.
In other words, we combine Java with an
Chapter 5 图
introduces
2-2 展示了元组失配问题。左侧是一个名为
Employee
的 Java
类，包含
EmployeeID、
object-oriented DBMS, which allows
transparent
retrieval
and storage
of data.
hierarchical and
Name、Gender 和 DNR（部门号）等属性，以及“
getter
”和“
setter
”方法来实现面向对象
As an alternative, we could also opt to use middleware to map the data
CODASYL data
structures
from
the 语句，它实际上以表格形式存储信息。
DBMS to the host language and vice versa. Both options
的信息隐藏。右侧是相应的
SQL
DDL
models which both
have their pros and cons and are discussed more extensively in Chapter 8.
assume procedural,
Figure 2.2 shows the impedance mismatch problem. On the left, we have a
record-at-a-time DML.
Java class Employee with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mployeeID, Name, Gender,
Chapter 7 reviews
and DNR (which is the department number). It also has “getter” and “setter”
SQL, which is
methods to implement the object-oriented principle of information hiding. To
declarative, set-atthe right, we have the corresponding SQL DDL that essentially stores infortime DML.
mation in a tabular format.
Java
public class Employee {
private int EmployeeID;
private String Name;
private String Gender;
private int DNR;

SQL
CREATE TABLE Employee (
‘EmployeeID’ INT NOT NULL,
‘Name’ VARCHAR(45) NULL,
‘Gender’ VARCHAR(45) NULL,
‘DNR’ INT NULL)

public int getEmployeeID() {
return EmployeeID;
}
图 2-2 元组失配问题
public void setEmployeeID( int id ) {
EmployeeID Name
this.EmployeeID = id;
}
public String getName() {
return Name;
}

Gender

DNR

100

Bart Baesens

Male

2

110

Wilfried Lemahieu

Male

4

120

Seppe vanden Broucke Ma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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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L 编译器首先从主语言中提取 DML 语句。然后与查询解析器、查询重写器、查询
优化器和查询执行器密切协作以执行 DML 语句。如有必要，将生成并报告错误。
知识关联 第 5 章介绍了层次数据模型和 CODASYL 数据模型，这两种模型都采用了
过程式的、每次处理一个记录的 DML。第 7 章回顾了 SQL，它是一种声明性的、set-at-atime DML。

2. 查询解析器和查询重写器
查询解析器将查询解析为内部表示形式，然后由系统进一步评估，检查查询的语法和语
义的正确性。为此，它使用目录来验证所引用的数据概念是否正确，并查看其是否遵守完整
性约束。同样，如有必要，将生成并报告错误。查询重写器独立于当前数据库状态来优化查
询。它使用一组特定于 DBMS 的预定义规则和启发来对其进行简化。在关系数据库管理系
统中，嵌套查询可能会被重新构造或转化成连接查询。我们将在第 7 章中更全面地讨论这两
种类型的查询。
3. 查询优化器
查询优化器是查询处理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件，它根据当前数据库状态对查询进行优
化。它可以使用内部数据模型中的预定义索引，并实现对数据的快速访问。查询优化器提出
各种查询执行计划，并预估操作成本（资源方面）—计算输入 / 输出成本和 CPU 处理成本，
并将计划的估计执行时间转化为总估计响应时间。好的执行计划应该有较低的响应时间，当
然，响应时间是估计的，而不是精确的，是通过目录信息和统计推理过程进行预估的。数据
的经验分布是用均值、标准差等来衡量的，在查询优化器中，给出准确的估计是至关重要
的。可以使用动态规划等技术来解决寻找最优执行路径这个经典的搜索或优化问题。如前所
述，查询优化器的实现取决于 DBMS 的类型和供应商，并且十分关键。
4. 查询执行器
查询优化器确定最终的执行计划，然后交给查询执行器。查询执行器负责进行实际的查
询操作，对存储管理器进行访问，检索请求的数据。

2.1.4

存储管理器

存储管理器管理物理文件访问，保证数据的正确和高效存储。它由事务管理器、缓冲区
管理器、锁管理器和恢复管理器组成。下面将进行详细的介绍。

1. 事务管理器
事务管理器负责管理数据库事务的执行。请记住，数据库事务是原子操作，不可分
割。事务管理器能够同时进行读 / 写操作，以提高总体效率和执行性能。它还用来保证
多用户环境中原子性（Atomicity）、一致性（Consistency）、隔离性（Isolation）和持久性
（Durability），也就是 ACID（参见第 1 章）。事务管理器在成功执行后将进行“提交”，因
此，在执行不成功时，可以将其影响消除，并将事务“回滚”，因此不一致的数据或坏数据
是可以避免的。
2. 缓冲区管理器
缓冲区管理器负责管理 DBMS 的缓冲区内存。缓冲区内存是内部存储的一部分，当需
要检索数据时，DBMS 首先访问内存。从缓冲区中检索数据要比从基于外部磁盘的存储中
检索数据快得多。缓冲区管理器管理高速缓存中的数据，从而实现快速访问。缓冲区管理器
需要持续监视缓冲区，并决定应该删除哪些内容以及应该添加哪些内容。如果缓冲区中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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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更新，还必须在磁盘上同步相应的物理文件，以确保更新是持久的，不会丢失。一种简
单的缓冲策略基于数据的局部性，即最近检索的数据很可能再次被检索。另一种策略使用
20/80 规则，也就是说 80% 的事务只读取或写入 20% 的数据。当缓冲区已满时，缓冲区管
理器需要采取智能替换策略来决定应删除哪些内容。此外，它必须能够同时兼顾多个事务。
因此，它与锁管理器密切交互，以提供并发控制支持。

3. 锁管理器
锁管理器是提供并发控制的重要组件，用于确保数据在任何时候的完整性。事务在读
取或写入数据库对象之前，必须先请求锁定，以指定事务可以执行哪些类型的数据操作。
两种常见的锁定类型是读取锁定和写入锁定。读取锁定允许事务读取数据库对象，而写入
锁定允许事务更新数据库对象。为了保证事务原子性和一致性，锁定的数据库对象可以防
止其他事务使用它，因此避免了涉及相同数据的事务之间的冲突。锁管理器负责在目录中
分配、释放和记录锁定。它使用了一个锁定协议（描述了锁定规则）和一个带有锁定信息的
锁定表。
4. 恢复管理器
恢复管理器监督数据库事务的正确执行。它跟踪日志文件中的所有数据库操作，并将被
调用以撤销中止事务的操作或崩溃恢复期间的操作。
知识关联 第 14 章进一步阐述了事务管理器、缓冲区管理器、锁管理器和恢复管理器
的活动。

2.1.5

DBMS 工具

除了前面讨论过的组件之外，DBMS 还附带了各种工具。加载工具支持对各种来源（例
如其他 DBMS、文本文件、Excel 文件等）的信息加载数据库。重组工具自动重组数据以提
高性能。性能监视工具报告各种关键性能指标，例如占用的存储空间、查询响应时间和事务
吞吐量，以对数据库管理系统进行监管。用户管理工具支持创建用户组或账户，并为它们分
配权限。DBMS 工具通常还包括一个备份和恢复工具。

2.1.6

DBMS 接口

DBMS 需要与多方成员进行交互，例如数据库设计人员、数据库管理员、应用程序和
最终用户。为了促进这些交互，它提供各种用户接口，如基于网络的接口、独立的查询语言
接口、命令行接口、基于表单的接口、用户图形界面、自然语言接口、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管理界面和网络接口。
图 2-3 显示了 MySQL Workbench 接口的一个示例，从图中可以看到具有管理、实例、
性能和架构部分的导航器窗口。查询窗口提供了编写 SQL 查询的编辑器。我们编写了一个
简单的 SQL 查询来查询产品表中的所有信息，结果窗口显示了执行查询的结果，日志窗口
显示有可能出现的错误。
节后思考
● DBMS 的关键组件是什么？
● 过程性 DML 和声明性 DML 之间有什么区别？
● 给出 DBMS 工具和接口的一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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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窗口
查询窗口

结果窗口

日志窗口
图 2-3

2.2

MySQL 接口

DBMS 分类
由于可使用的 DBMS 的激增，在本节中，我们将根据不同的标准对 DBMS 进行分类。

我们讨论了基于数据模型、同步访问、架构和使用方法的 DBMS 的分类。请注意，我们的
分类并不是详尽无遗的，DBMS 可以同时属于多个类别。

2.2.1

基于数据模型的分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种类型的数据模型被引入，用于建立概念和逻辑数据模型。我们
在这里对它们进行简要概括，并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更加全面的介绍。

1. 分层 DBMS
分层 DBMS 是最早开发的 DBMS 类型之一，并采用了类似树的数据模型。DML 是面
向过程及记录的。分层 DBMS 不包含查询处理器，其逻辑数据模型和内部数据模型的定义
是交织在一起的，从可用性、效率和可维护性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取的。常见的例子是来
自 IBM 的 IMS 和 Microsoft Windows 中的 Registry。
2. 网络 DBMS
网络 DBMS 使用的是网络数据模型，它比树状数据模型更灵活。最常见的类型之一是
CODASYL DBMS，它采用了 CODASYL 数据模型。和分层 DBMS 相同，DML 也是面向过
程和面向记录的，没有查询处理器。因此，逻辑数据模型和内部数据模型的定义也相互交织
在一起。常见的例子有来自计算机协会的 CA-IDMS、来自西门子 Nixdorf 的 UDS、来自优
利系统的 DMS 1100 和来自惠普的 Image。分层 DBMS 和 CODASYL DBMS 都是带有继承
性的数据库软件。
3. 关系型 DBMS
关系型 DBMS（RDBMS）使用关系数据模型，是业界使用最广泛的 DBMS。其通常将
SQL 用于 DDL 和 DML 操作，SQL 是声明式的，并且是面向集合的。查询处理器执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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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库查询，由于逻辑数据模型和内部数据模型之间的严格分离，数据具有独立性。这使
得关系型数据库系统能够开发强大的数据库应用程序。常见的例子是 MySQL，它是开源的，
由 Oracle 维护；Oracle DBMS 也由 Oracle 提供；DB2 由 IBM 提供；Microsoft SQL Server 由
Microsoft 提供。

4. 面向对象 DBMS
DBMS（OODBMS）基于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对象封装了数据（也称为变量）
2.2 面向对象
Categorization
of DBMSs
29
和功能（也称 为方法）。当将 OODBMS 与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例如，Java、Python）结
合时，不存在元组失配，因为对象可以透明地存储并从数据库中检索。OODBMS 的例子是
2.2.1.5 Object-Relational/Extended Relational DBMSs
db4o，它是由 Versant、Intersystems 的 Caché 以及 GemTalk 系统的 GemStore/S 维护的开源
An object-relational
DBMS的复杂性，它在行业中除利基市场之外的市场上并不是很受欢迎。
(ORDBMS), also commonly called an extended relational DBMS
OODBMS。由于
OODBMS
(ERDBMS), uses a relational model extended with object-oriented concepts, such as user-deﬁned
5. 对象关系 / 扩展关系 DBMS
types, user-deﬁned functions, collections, inheritance, and behavior. Hence, an ORDBMS/
对象关系
DBMS（ORDBMS）
，通常也被称为扩展关系
DBMS（ERDBMS）
，它使用了一
ERDBMS
shares
characteristics with
both an RDBMS and an OODBMS.
As with pure
relational
个以面向对象的概念（如用户定义的类型、用户定义的函数、集合、继承和行为）来扩展的
DBMSs, the DML is SQL, which is declarative and set oriented. A query processor is available for
query optimization. Most relational DBMSs
such as和Oracle,
DB2,具有共同的特性。与纯关系
and Microsoft SQL Server
关系模型。因此，ORDBMS/ERDBMS
与 RDBMS
OODBMS
incorporate
object-relational
extensions.
DBMS 一样，DML 是声明性的，面向集合的 SQL 语句。查询处理器可用于查询优化。大多

数关系型 DBMS（如 Oracle、DB2 和 Microsoft SQL Server）都包含对象关系扩展。
2.2.1.6 XML
6. DBMSs
XML DBMS
XML
DBMS
使用
XML data
数据模型来存储数据。XML
XML
XML
DBMSs
use
the XML
model to store data. XML is是数据表示标准，下面是
a data representation standard.
Here片
段的示例。
you can see an example of an XML fragment.
<employee>
<ﬁrstname>Bart</ﬁrstname>
<lastname>Baesens</lastname>
<address>
<street>Naamsestraat</street>
<number>69</number>
<zipcode>3000</zipcode>
<city>Leuven</city>
<country>Belgium</country>
</address>
<gender>Male</gender>
</employee>

You
can see we have various tags, such as employee, ﬁrstname, lastname, etc. The address tag is
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雇员、名、姓，等。地址标签进一步细分为街道、号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street, number, zip code, city, and country tags. It is important that every
码、邮政编码、城市和国家标签。重要的是，每个 <tag> 都以 </tag> 的形式进行关闭。XML
<tag> is properly closed with a </tag>. An XML speciﬁcation essentially represents data in a
规范本质上以分层的方式表示数据，图
显
hierarchical way. Figure 2.4 shows the tree2-4
corresponding
to our XML speciﬁcation.
示了对应于我们的
XML 规范的树状图。
XML is a very popular
standard to exchange data between various applications. Native XML
DBMSs
BaseX, eXist) store XML data by using the logical, intrinsic structure of the XML
XML (e.g.,
是在各种应用程序之间交换数据的
speciﬁcally,
map
the hierarchical or tree structure of an XML document to a
一document.
种 非 常 流More
行的标
准。 原 生they
XML
DBMS（例
physical storage structure. XML-enabled DBMSs (e.g., Oracle, IBM DB2) are existing RDBMSs or
如 BaseX、eXist）通过使用 XML 文档的逻辑、
ORDBMSs that are extended with facilities to store XML data and structured data in an integrated
内在结构来存储 XML 数据。更具体地说，它
and transparent way. Both types of DBMSs also provide facilities to query XML data.
们将 XML 文档的层次结构或树结构映射到物

理存储结构。支持 XML 的 DBMS（如 Oracle、
employee

first
name

last
name

address

gender

图 2-4

基于树的 XML 表示

Figure 2.4 Tree-based XML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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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DB2）是现有的 RDBMS 或 ORDBMS，它们经过扩展，以集成和透明的方式存储 XML
数据和结构化数据。这两种 DBMS 都提供了查询 XML 数据的功能。

7. NoSQL DBMS
近几年我们面临一个新的数据库技术领域，其目标是存储大而非结构化的数据。一些出
名的例子诸如 Apache Hadoop 或 Neo4j，都使用了涵盖性术语：“ Not-only SQL ”（NoSQL）
数据库。第 11 章中将会介绍，NoSQL 数据库可以根据数据模型分为键值存储、元组或文档
存储、面向列的数据库和图形数据库。然而，即使在这些亚类中，成员的异质性也相当高。
所有 NoSQL 数据库的共同点是试图弥补相关 DBMS 在可扩展性方面的一些缺点，以及应对
不规则或高度易失性数据结构的能力。
知识关联 第 5 章回顾了分层 DBMS 和网络 DBMS。第 6 章和第 7 章讨论关系型 DBMS。
面向对象 DBMS 将在第 8 章中讨论，而第 9 章则讨论对象关系 DBMS。第 10 章介绍了 XML
DBMS。第 11 章讨论 NoSQL DBMS。

2.2.2

基于同步访问的分类

DBMS 也可以根据同时访问的程度进行分类。在单用户系统中，一次只允许一个用户使
用 DBMS，这在网络环境中是不可取的。多用户系统允许多个用户在分布式环境中与数据库
同时交互，如图 2-5 所示，三个客户端由三个服务器实例或线程提供。

图 2-5

同时访问 DBMS

因此，DBMS 应该支持多线程，并提供并发控制设备。然后，分发器组件通常在服务器
实例或线程之间分发传入的数据库请求。

2.2.3

基于架构的分类

DBMS 的架构发展与计算机系统的总体发展是相似的。在集中式 DBMS 架构中，数据
被维护在集中式主机上，例如主机系统。然后，所有查询都必须由该主机进行处理。
在客户端 - 服务器 DBMS 架构中，主动客户端从被动服务器请求服务。胖客户端变体
在客户端上存储更多的处理功能，而胖服务器变体则在服务器上存储更多的处理功能。
n 层 DBMS 架构是客户端 - 服务器架构的直接扩展。常见的例子是具有 GUI（图形用户
界面）功能的客户端、具有各种应用程序的应用服务器、具有 DBMS 和数据库的数据库服
务器和基于网络访问的 Web 服务器，紧接着，由中间件处理这些不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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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 DBMS 架构中，DBMS 和数据库由第三方云提供商托管，数据可以分布在网络中
的多台计算机上。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成本效益高的解决方案，但其效果取决于
上下文，并且在处理查询或其他数据库事务方面的执行效率较低。最常见的例子是 Apache
Cassandra 项目和 Google 的 Big Table。
联合 DBMS 为多个底层数据源（如其他 DBMS、文件系统、文档管理系统等）提供统
一的接口。通过这样做，它隐藏了底层存储细节（特别是数据格式和数据管理功能的分布和
可能的异构性），以方便数据访问。
内部存储 DBMS 将所有数据存储在内部内存中，而不是较慢的外部存储（如基于磁盘
的存储）中。它通常用于实时系统，例如 Telco 或国防应用程序，可以对外部存储进行定期
快照，以支持数据持久性。一个常见的内存 DBMS 的例子是 SAP 的 Hana 产品。

2.2.4

基于使用方法的分类

DBMS 也可以根据使用情况进行分类。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介绍操作和使用策略、
大数据和分析、多媒体 DBMS、空间 DBMS，传感器 DBMS，移动 DBMS 以及开源 DBMS。
联机事务处理（OLTP）DBMS 侧重于管理操作或事务数据。想象一下超市中的 POS 机
应用程序，在该应用程序中，需要存储关于每笔购买交易的数据，如客户信息、购买的产
品、支付的价格、购买地点和购买时间。在这些设置中，数据库服务器必须能够每单位时间
处理大量简单事务。此外，事务是由许多用户和应用程序同时实时启动的，因此 DBMS 必
须有良好的支持来处理大量简短、简单的查询。联机分析处理（OLAP）DBMS 侧重于使用
操作数据进行战术或战略决策。在这里，有限数量的用户制定复杂的查询来分析大量的数
据。DBMS 应该支持这些复杂查询的高效处理，它们的数量往往较小。
如今，大数据和分析已经随处可见（见第 19 章和第 20 章）。IBM 每天生成 2500 兆字节
的数据，对于传统的数据库应用程序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采用了新的数
据库技术来有效地处理大数据，NoSQL 是这些较新的技术之一。NoSQL 数据库放弃了众所
周知的关系数据库模式，而采用了更灵活甚至更少模式的数据库结构。这尤其便于存储非结
构化信息，如电子邮件、文本文档、Twitter 推文、Facebook 帖子等。它们的主要优势之一
是在存储容量方面也更容易扩展。我们已经提到了按数据模型进行分类的 4 种 NoSQL 数据
库技术类型：基于键值对的数据库，如 CouchDB ；基于文档的数据库，如 MongoDB ；基于
列的数据库，如 Cassandra ；基于图表的数据库，如 Neo4j。我们将在第 11 章中更详细地讨
论这些问题。
多媒体 DBMS 允许存储多媒体数据，如文本、图像、音频、视频、3D 游戏、CAD 设
计等。它们应该提供基于内容的查询工具，例如“查找 Bart 的图像”或“查找看起来像 Bart
的人的图像”，还应包括流设施以支持流多媒体输出。这些都是高度资源密集型的事务，可
能需要特定的硬件支持。请注意，多媒体数据通常存储为二进制大对象（BLOB），大多数现
代商业 DBMS 都支持 BLOB。
空间 DBMS 支持空间数据的存储和查询。这可以包括 2D 对象（例如点、线和多边形）
和 3D 对象。包括计算对象之间的距离或关系（例如，一个对象是否包含在另一个对象中，
是否与另一个对象相交，是否与另一个对象分离，等等）在内的各种空间操作都可以被执
行。空间数据库是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关键组成部分。大多数商用 DBMS 供应商提供空
间数据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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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表
backup and recovery utility（备份和恢复工具）
buffer manager（缓冲区管理器）
centralized DBMS architecture（集中式 DBMS 架构）
client-server DBMS architecture（客户端 - 服务器
DBMS 架构）

object-relational DBMS（ORDBMS，对象关系数
据库管理系统）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OLAP）DBMS（联
机分析处理 DBMS）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OLTP）DBMS（联

cloud DBMS architecture（云 DBMS 架构）

机事务处理 DBMS）

connection manager（连接管理器）

open-source DBMS（开源 DBMS）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architecture（数据库

performance monitoring utilities（性能监测工具）
procedural DML（过程性 DML）

管理系统架构）
DDL compiler（DDL 编译器）

query executor（查询执行器）

DDL statements（DDL 语句）

query optimizer（查询优化器）

declarative DML（声明性 DML）

query parser（查询解析器）

DML compiler（DML 编译器）

query processor（查询处理器）

embedded DML statements（嵌入式 DML 语句）

query rewriter（查询重写）

extended relational DBMS（ERDBMS，扩展关系

read lock（读锁）

DBMS）

record-at-a-time DML

federated DBMS（联合 DBMS）

recovery manager（恢复管理器）

hierarchical DBMS（分层 DBMS）

relational DBMS（RDBMS，关系型 DBMS）

in-memory DBMS（内部存储 DBMS）

reorganization utility（重组工具）

interactive queries（交互式查询）

sensor DBMS（传感器 DBMS）

loading utility（装载工具）

set-at-a-time DML

lock manager（锁管理器）

simultaneous access（并行存取）

mobile DBMS（移动 DBMS）

single-user system（单用户系统）

multimedia DBMS（多媒体 DBMS）

spatial DBMS（空间 DBMS）

multi-user systems（多用户系统）

storage manager（存储管理器）

network DBMS（网络 DBMS）

transaction manager（事务管理器）

Not-only SQL（NoSQL）

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

n-tier DBMS architecture（n 层 DBMS 架构）

user management utilities（用户管理工具）

object-oriented DBMS（OODBMS，面向对象数据

write lock（写锁）
XML DBMS

库管理系统）

思考题
2.1

以下哪一项是 DBMS 架构中的查询处理器的一部分？

2.2

以下哪一项不是 DBMS 架构中的存储管理器的一部分？

2.3

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DDL 编译器
a. 连接管理器

b. DML 编译器
b. 事务管理器

c. 事务管理器
c. 缓冲区管理器

d. 安全管理器
d. 恢复管理器

陈述 A：DDL 编译器编译 DDL 中指定的数据定义。有可能只有一个 DDL 和三个指令集。
陈述 B：DDL 编译器的第一步是转换 DDL 定义。
a. 只有 A
2.4

b. 只有 B

c. A 和 B

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陈述 A：在过程 DML 中，没有可用的查询处理器。

d. A、B 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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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B：使用过程 DML，DBMS 确定访问路径和导航策略，以定位和修改查询中指定的数据。
a. 只有 A
2.5

b. 只有 B

c. A 和 B

d. A、B 都不对

判断以下陈述：
1. record-at-a-time DML 指的是在用户输入查询时从用户那里获取记录查询，然后再进行处理。
2. record-at-a-time DML 指的是导航数据库首先定位在一个特定的记录上，然后从那里到其他记录。
3. set-at-a-time DML 意味着预先设置查询，然后由 DBMS 进行处理。
4. set-at-a-time DML 意味着可以在一条 DML 语句中检索多条记录。
a. 1、3 正确

2.6

b. 2、3 正确

c. 1、4 正确

d. 2、4 正确

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陈述 A：用中间件来映射 DBMS 和 DDL 语句之间的数据结构可以解决阻抗失配问题。
陈述 B：面向对象的主机语言（如 Java）与面向文档的 DBMS（如 MongoDB）不需要将对象映射
到文档，反之亦然。
a. 只有 A

2.7

b. 只有 B

c. A 和 B

d. A、B 都不对

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陈述 A：查询解析器优化并简化查询，然后将其传递到查询执行器。
陈述 B：在 DBMS 架构中，存储管理器负责并发控制。
a. 只有 A

2.8

b. 只有 B

c. A 和 B

填补以下句子中的空白：
在崩溃恢复期间，需要撤销中止的事务时，这是
存储管理器中保证 ACID 属性的部分是

2.9

d. A、B 都不对

B

A

。

。

a. A：锁管理器，B：恢复管理器

b. A：锁管理器，B：锁管理器

c. A：恢复管理器，B：缓冲区管理器

d. A：恢复管理器，B：事务管理器

CODASYL 是一个：
a. 分层 DBMS

b. 网络 DBMS

c. 关系型 DBMS

2.10

以下哪些 DBMS 类型不是基于数据模型的分类？

2.11

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分层 DBMS

b. 网络 DBMS

c. 云 DBMS

d. 面向对象的 DBMS
d. 对象关系 DBMS

陈述 A：在分层 DBMS 中，DML 是声明式的，并且是面向查询处理器的集合。
陈述 B：在关系型 DBMS 中，概念和内部数据模型之间存在数据独立性。
a. 只有 A
2.12

b. 只有 B

c. A 和 B

d. A、B 都不对

如果要使用能够访问多个数据源本身并提供隐藏低级详细信息的统一接口的 DBMS 架构，最适
合的 DBMS 将是：

2.13

a. n 层 DBMS

b. 云 DBMS

c. 客户机 - 服务器 DBMS

d. 联合 DBMS

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陈述 A：OLTP 系统能够处理数据库服务器能够大量处理的实时、同时的事务。
陈述 B：OLAP 系统使用大量的操作数据来运行复杂的查询并提供对战术和战略决策的见解。
a. 只有 A

2.14

b. 只有 B

c. A 和 B

d. A、B 都不对

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陈述 A ：原生 XML DBMS 将 XML 文档的层次结构映射到物理存储结构，因为它们能够使用
XML 文档的内部结构。
陈述 B ：启用 XML 的 DBMS 能够以集成和透明的方式存储 XML 数据，因为它们能够使用
XML 文档的固有结构。
a. 只有 A

b. 只有 B

c. A 和 B

d. A、B 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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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练习
2.1E

DBMS 架构的关键组件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协作的？

2.2E

过程性 DML 和声明性 DML 之间有什么区别？

2.3E

为什么查询优化器对 DBMS 很重要？

2.4E

给出 DBMS 工具和接口的一些示例。

2.5E

如何按照以下几个方面对 DBMS 进行分类？
● 数据模型
● 同时访问的程度
● 架构
●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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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记录和跟踪。可以添加其他语义以进一步丰富逻辑数据模型。同样，可以在此逻辑设计
步骤中设计外部数据模型的视图。

图 3-1

数据库设计流程

最后一步，数据库设计者将逻辑数据模型映射到内部数据模型。DBA 还可以就物理设
计步骤中的性能给出一些建议。在这一步骤中，DBMS 已知，DDL 生成，数据定义存储在
目录中。然后，可以用数据填充数据库以准备使用。同样在此映射步骤中丢失或添加的任何
语义应被记录和跟踪。
在本章中，我们详细阐述用于概念数据建模的 ER 模型、EER 模型和 UML 类图。后续
章节将讨论数据库逻辑设计与物理设计。
知识关联 我们将在第 5 章（分层和 CODASYL 模型）、第 6 章和第 7 章（关系模型）、
第 8 章（面 向 对 象 模 型）、 第 9 章（扩 展 关 系 模 型）、 第 10 章（XML 模 型） 以 及 第 11 章
（NoSQL 模型）讨论逻辑数据模型。第 12 章和第 13 章将讨论内部数据模型。

3.2

实体关系模型
实体关系（ER）模型由 Peter Chen 于 1976 年提出并形式化。它是用于概念数据建模的

最受欢迎的数据模型之一。ER 模型具有吸引人的和用户友好的图形界面。因此，它具有构
建概念数据模型的理想特性。它具有三个构件：实体类型、属性类型和关系类型。我们将
在后面详细说明。我们还将介绍弱实体类型，并提供 ER 模型的两个示例。本节结尾将讨论
ER 模型的局限性。
知识延伸 Peter Pin-Shan Chen 是一位美籍华裔计算机科学家，于 1976 年开发了 ER
模型。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 / 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管
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和台湾“清华大
学”担任过各种职位。他目前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杰出职业科学家和教授。他的开创性论文
“ The Entity-Relationship Model: Toward A Uniﬁed View of Data ”于 1975 年发表在 ACM Transactions on Database Systems 中。它被认为是计算机软件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他
的工作开创了概念建模的研究领域。

第 3 章 使用（E）ER 模型和 UML 类图进行概念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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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类型

实体类型表示对特定的一组用户具有明确含义的业务概念。实体类型的示例是：供应
商、学生、产品或员工。实体是实体类型的一个特定事件或实例。Deliwines、Best Wines 和
Ad Fundum 是实体类型供应商的实体。换句话说，实体类型定义具有相似特征的实体集合。
在构建概念数据模型时，我们关注实体类型，而不关注
单个实体。在 ER 模型中，实体类型使用矩形描绘，如
图 3-2 所示的实体类型供应商（SUPPLIER）。

3.2.2

图 3-2

实体类型供应商（SUPPLIER）

属性类型

属性类型表示实体类型的属性。例如，名称和地址是实体类型供应商的属性类型。一个
特定的实体（例如 Deliwines）对其每种属性类型都有一个值（例如，其地址是美洲大道 240
号）。属性类型是相似属性的集合，属性是属性类型的实例，如图 3-3 所示。实体类型供应
商（SUPPLIER）具有属性类型供应商编号（SUPNR）、供应商名称（SUPNAME）、供应商地
址（SUPADDRESS）、供应商城市（SUPCITY）和供应商状态（SUPSTATUS）。然后实体对
应于特定供应商，例如供应商编号 21、Deliwines 以及所有其他属性。

图 3-3

实体关系模型：基本概念

在 ER 模 型 中， 我 们 关 注 属 性 类 型 并 用 椭 圆 表 示， 如 图 3-4 中 的 实 体 类 型 供 应 商
（SUPPLIER）和属性类型供应商编号（SUPNR）、供应商状态（STATUS）和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下面将详细介绍属性类型并讨论域、键属性类型、简单属性与复合属性类型、单值属性
与多值属性类型以及派生属性类型。

1. 域
域指定可以分配给每个单个实体的属性的一组
值。可以将性别域指定为仅具有两个值：男（male）
和女（female）。同样，日期域可以将日期定义为天
（day）、月（month）、年（year）。域也可以包含空值。
空值表示该值未知、不适用或不相关。因此，它与 图 3-4 具有属性类型 SUPNR、STATUS
值 0 或空字符串“”不同。考虑电子邮件地址的域，
和 DATE OF BIRTH 的实体类型
如果该电子邮件地址未知，则允许使用空值。按照
SUP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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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域不会显示在 ER 模型中。

2. 键属性类型
键属性类型是一种属性类型，其值对于每个单个实体都是不同的。换句话说，键属性类
型可用于唯一地标识实体。例如，供应商编号
对每个供应商唯一；产品编号对每个产品唯一；
社保号对每个员工唯一。键属性类型可以是属性
类型的组合。例如，假设一个航班由航班号标
识，但是每天使用相同的航班号标识特定的航
班。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结合航班号和出发日期
来唯一标识航班实体。从此示例可以明显看出，
键属性类型的定义取决于业务设置。ER 模型中 图 3-5 具有键属性类型 SUPNR 的实体类型
SUPPLIER
的键属性类型带有下划线，如图 3-5 所示。
3. 简单属性类型与复合属性类型
简单属性类型或原子属性类型不能进一步分为多个部分。例如供应商编号或供应商状
态。复合属性类型可以分解为其他有意义的属性类型。考虑一下地址（address）属性类型，
可以将其进一步分解为街道、号码、邮政编码、城市和国家。另一个示例是名称（name），
可以将其分为名和姓。图 3-6 说明了 ER 模型中如何表示复合属性类型 address 和 name。

图 3-6

具有复合属性类型 address 和 name 的实体类型 SUPPLIER

4. 单值属性类型与多值属性类型
单值属性类型对于特定实体只有一个值。例如产品编号或产品名称。多值属性类型是可
以具有多个值的属性类型。例如，电子邮件地址可以是多值属性类型，因为供应商可以具有
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多值属性类型在 ER 模型中使用双椭圆表示，如图 3-7 所示。
5. 派生属性类型
派生属性类型是可以从另一个属性类型派生的属性类型。例如，年龄是派生属性类型，
因为它可以从出生日期派生。派生属性类型使用虚线椭圆表示，如图 3-8 所示。

3.2.3

关系类型

关系表示两个或多个实体之间的关联。考虑一个特定的供应商（例如 Deliwines）供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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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例如产品编号 0119、0178、0289 等）。

图 3-7

图 3-8

具有多值属性类型 email 的实体类型 SUPPLIER

具有派生属性类型 age 的实体类型 SUPPLIER

关系类型定义一个、两个或多个实体类型实例之间的一组关系。在 ER 模型中，关系类
型使用菱形符号表示（请参见图 3-9）。可以将菱形看作两个相邻的箭头，分别指向可以解释
关系类型两个方向的实体类型。图 3-9 显示了实体类型 SUPPLIER 和 PRODUCT 之间的关
系类型 SUPPLIES。供应商可以提供产品（如向下箭头所示），而产品可以由供应商提供（如
向上箭头所示）。SUPPLIES 关系类型的每个关系实例都将一个特定的供应商实例与一个特
定的产品实例相关联。但是，类似于实体和属性，在 ER 模型中不表示单个关系实例。
在以下小节中，我们将详细介绍关系类型的各种特征，例如度和角色，基数和关系属性
类型。

1. 度和角色
关系类型的度对应于参与该关系类型的实体类型的数量。一元或递归关系类型具有一种
参与实体类型。二元关系类型具有两种参与实体类型，而三元关系类型具有三种参与实体类
型。关系类型的角色表示可以用来解释它的各种方向。图 3-9 表示二元关系类型，因为它具
有两个参与实体类型（SUPPLIER 和 PRODUCT）。请注意我们在组成菱形符号的每个箭头
中添加的角色名称（supprod 和 prod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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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ER 模型中的关系类型

图 3-10 和图 3-11 显示了关系类型的另外两个示例。SUPERVISES 关系类型是一元或递
归关系类型，用于对员工之间的层次关系进行建模。通常，一元关系的实例将相同实体类型
的两个实例相互关联。通过添加角色名称 supervises 和 supervised by 以进一步阐明。第二个
示例是实体类型 TOURIST、HOTEL 和 TRAVEL AGENCY 之间的三元关系类型 BOOKING
的示例。每个关系实例代表一个特定的游客、酒店和旅行社之间的相互联系。该关系类型也
可以添加角色名称，但这里不太直观。

图 3-10

一元 ER 关系类型

图 3-11

三元 ER 关系类型

2. 基数
每种关系类型都可以通过其基数来描述，基数指定单个实体可以参与的关系实例的最小
或最大数量。最小基数可以为 0 或 1。如果为 0，则意味着一个实体可以在不通过关系类型
连接到另一个实体的情况下存在。这可以称为部分参与，因为一些实体可能不参与关系。如
果最小基数为 1，则必须始终通过关系类型的实例将一个实体连接到至少一个其他实体。这
被称为完全参与或存在依赖，因为所有实体都需要参与关系，换句话说，实体的存在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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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实体的存在。
最大基数可以为 1 或 N。在最大基数为 1 的情况下，一个实体只能参与该关系类型的
一个实例。换句话说，它可以通过该关系类型最多连接到另一个实体。如果最大基数为 N，
则一个实体可以通过该关系类型最多连接到 N 个其他实体。请注意，N 表示大于 1 的任意
整数。
关系类型通常根据其每个角色的最大基数来描述。对于二元关系类型，有四个选项：
1∶1、1∶N、N∶1 和 M∶N。
图 3-12 展示了二元关系类型及其基数的一些示例。一名学生可以注册至少一门课程，
最多 M 门课程。相反，一门课程可以招收最少 0 名和最多 N 名学生。这是 N∶M 关系类型
（也称为多对多关系类型）的示例。一名学生可以被分配最少 0 篇和最多一篇硕士论文。一
篇硕士论文分配给最少 0 名和最多一名学生。这是 1∶1 关系类型的示例。一位员工可以管
理最少 0 个和最多 N 个项目。一个项目由最少一位且最多一位（也就是只由一位）员工来管
理。这是 1∶N 关系类型（也称为一对多关系类型）的示例。

图 3-12

ER 关系类型示例

3. 关系属性类型
与实体类型一样，关系类型也可以具有属性类型。在 1∶1 或 1∶N 关系类型中，可以将
这些属性类型迁移到某一个参与实体类型中。但是，在 M∶N 关系类型中，需要将属性类型
明确指定为关系属性类型。
如图 3-13 所示，属性类型小时（hours）表示员工在项目上工作的小时数。它的值不能
被视为员工或项目的单独属性，它是由员工实例和项目实例的组合唯一确定的。因此，需要
将其建模为连接员工和项目的 WORKS ON 关系类型的属性类型。

图 3-13

具有属性类型的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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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实体类型

强实体类型是具有键属性类型的实体类型。相反，弱实体类型是没有自己的键属性类型
的实体类型。更具体地，属于弱实体类型的实体通过与来自所有者实体类型的特定实体相关
联来标识，该所有者实体类型是它们从中借用属性类型的实体类型。然后，借用的属性类型
与弱实体自己的某些属性类型（也称为部分键）组合为键属性类型。图 3-14 显示了酒店管理
部门的 ER 模型。

图 3-14

ER 模型中的弱实体类型

酒店具有酒店编号（HNR）和酒店名称（Hname）。每个酒店都有唯一的酒店编号。因
此，HNR 是酒店的键属性类型。房间由房间号（RNR）和床数（Beds）标识。在特定酒店
中，每个房间都有唯一的房间号，但是对于不同酒店中的多个房间，相同的房间号可能会出
现。因此，RNR 本身不足以作为键属性类型。所以，实体类型 ROOM 是弱实体类型，因为
它无法产生自己的键属性类型。更具体地说，它需要从 HOTEL 借用 HNR 来组成键属性类
型，该类型是其部分键 RNR 和 HNR 的组合。弱实体类型在 ER 模型中使用双线矩形表示，
如图 3-14 所示。表示关系类型的菱形也加了双线，双线菱形表示弱实体类型通过其借用键
属性类型，借用的属性类型使用虚线下划线。
由于弱实体类型需要从另一实体类型借用属性类型，因此它的存在将始终依赖于后
者。例如，在图 3-14 中，ROOM 依赖于 HOTEL 存在，这也由最小基数 1 表示。但是，请
注意，存在依赖实体类型不一定就是弱实体类型。考虑图 3-15 中的示例，最小基数 1 表示
采 购 订 单 PURCHASE ORDER 实 体 类 型 依 赖 于 供
应商 SUPPLIER。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采购订单
PURCHASE ORDER 具有自己的键属性类型，即采
购订单号（PONR）。换句话说，PURCHASE ORDER
是存在依赖的实体类型，但不是弱实体类型。

3.2.5

三元关系类型

ER 模型中的大多数关系类型都是二元的，或
者只有两种参与实体类型。但是，偶尔会出现具有
两种以上实体类型的高阶关系类型，即三元关系类
型，需要特别注意才能正确理解它们的含义。
假设我们处于供应商可以为项目提供产品的情
况。一个供应商可以为多个项目提供特定产品。特
定项目的产品可以由多个供应商提供。一个项目可 图 3-15 ER 模型中的弱实体类型与存在依
以由一个特定的供应商来提供多种产品。该模型还
赖实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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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包括特定供应商向特定项目提供特定产品的数量和交付日期。这种情况可以使用三元关
系类型完美建模，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三元关系类型示例

供应商可以为 0 到 N 个项目提供特定的产品。特定项目的产品可以由 0 到 N 个供应
商提供。供应商可以为特定项目提供 0 到 N 个产品。关系类型还包括数量和交付日期属性
类型。○
一

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是否也可以将此三元关系类型建模为一组二元关系类
型，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三元关系类型与二元关系类型

我们将三元关系类型分解为供应商（SUPPLIER）和项目（PROJECT）之间的二元关系
类型“供应”
（SUPPLIES），供应商（SUPPLIER）和产品（PRODUCT）之间的二元关系类型
“可供应”
（CAN SUPPLY）以及产品（PRODUCT）和项目（PROJECT）之间的二元关系类型
“使用”（USES）。现在我们想知道这些二元关系类型是否保留了三元关系类型的语义。为了
正确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写下一些关系实例。假设我们有两个项目：项目 1 使用一支铅笔
和一支钢笔，项目 2 使用一支钢笔。供应商 Peters 为项目 1 提供铅笔，为项目 2 提供钢笔，
而供应商 Johnson 为项目 1 提供钢笔。
图 3-18 显示了两种情况的关系实例。在图的顶部是在三元关系类型“ SUPPLY ”中使
用的关系实例。可以将其解构为三种二元关系类型：“供应”（SUPPLIES），“使用”（USES）
和“可供应”
（CAN SUPPLY）。
一
一些教科书将每种实体类型的基数放在实体类型本身旁边，而不是像我们那样放在相反的一侧。对于三
○

元关系类型，这使表示法的模糊性降低。但是，本书继续使用我们的符号，因为这是最常用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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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三元关系类型与二元关系类型示例

从“供应”
（SUPPLIES）关系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到 Peters 和 Johnson 都向项目 1 供应。
从“可供应”
（CAN SUPPLY）关系类型中，我们看到两者也都可以供应钢笔。“使用”
（USES）
关系类型表示项目 1 需要一支钢笔。因此，从二元关系类型中，不清楚是谁为项目 1 提供钢
笔。但是，在三元关系类型中，这一点很清楚，可以看出 Johnson 为项目 1 提供了钢笔。将
三元关系类型转换为二元关系类型，我们显然会丢失语义。此外，当使用二元关系类型时，
也不清楚应在何处添加关系属性类型，例如数量和交付日期（见图 3-16）。但是，可以使用
二元关系类型来建模其他语义。
图 3-19 显示了三个实体类型之间的三元关系类型的另一个示例：教师（INSTRUCTOR），
其键属性类型 INR 表示教师编号；课程（COURSE），其键属性类型 CNR 表示课程编号；学
期（SEMESTER），其键属性类型 SEMYEAR 代表学年。教师可以在 0 到 N 个学期教授课
程。一个学期的一门课程由 1 到 N 名教师教授。一个学期中，一个教师可以教授 0 到 N 门
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在 INSTRUCTOR 和 COURSE 之间添加了一个额外的二元关
系类型 QUALIFIED，以指示教师有资格教授哪些课程。请注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以
下事实进行建模：教师有资格教授的课程可能比其目前实际在教的课程更多。

图 3-19

ER 模型中的三元关系类型

建 模 三 元 关 系 类 型 的 另 一 种 方 法 是 使 用 弱 实 体 类 型， 如 图 3-20 所 示。 弱 实 体 类 型
SUPPLY 依赖于 SUPPLIER、PRODUCT 和 PROJECT 的存在，最小基数为 1。其键是供应
商编号、产品编号和项目编号的组合。它还包括属性类型数量（quantity）和到期日期（due
date）。如果数据库建模工具仅支持一元关系类型和二元关系类型，以这种方式表示三元关
系类型将非常方便。

3.2.6

ER 模型示例

图 3-21 显示了人力资源（HR）管理的 ER 模型。它具有三种实体类型：员工（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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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YEE）、部门（DEPARTMENT）和项目（PROJECT）。让我们来看一些关系类型。一名员
工至少在一个且最多在一个，也就是在一个部门工作。一个部门至少有一名员工，最多 N
名员工。一个部门仅由一名员工管理。一名员工可以管理零个或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负责 0
到 N 个项目。一个项目仅分配给一个部门。一名员工参与 0 到 N 个项目。一个项目由 0 到
M 名员工参与。关系类型 WORKS ON 也具有属性类型小时（hours），表示员工参与项目的
小时数。还要注意递归关系类型来建模员工之间的管理关系。一名员工管理 0 到 N 名员工。
一名员工由 0 名或一名员工管理。

图 3-20

将三元关系类型建模为二元关系类型

图 3-21

人力资源（HR）管理的 ER 模型

图 3-22 显示了采购订单管理的 ER 模型的示例。它具有三种实体类型：供应商（SUPPLIER）、采购订单（PURCHASE ORDER）和产品（PRODUCT）。一个供应商可以提供 0 到
N 个 产 品。 一 个 产 品 可 以 由 0 到 M 个 供 应 商 提 供。 关 系 类 型 SUPPLIES 还 包 括 属 性 类 型
purchase_price 和 deliv_period。一个供应商可以有 0 到 N 个采购订单。一个采购订单始终分
配给一个供应商。一个采购订单可以有 1 到 N 个产品的采购订单行。相反，一个产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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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 0 到 M 个采购订单中。另外，关系类型 PO_LINE 包含订单数量。还要注意每种实体
类型的属性类型和键属性类型。

图 3-22

3.2.7

采购订单管理的 ER 模型

ER 模型的局限性

尽管 ER 模型是用于概念数据建模非常用户友好的数据模型，但它也有其局限性。首
先，ER 模型提供了业务流程的数据需求的临时快照。这意味着无法建模时间约束，即跨越
特定时间间隔的约束。一些不能执行的时间约束示例有：一个月后需要将一个项目分配到一
个部门，一名员工不能回到他以前管理的部门，六个月后需要将一名员工分配到一个部门，
必须在两周后将采购订单分配给供应商。这些规则需要应用程序代码记录和跟踪。
另一个缺点是，ER 模型不能保证多个关系类型之间的一致性。一些无法在 ER 模型中
执行的业务规则的示例有：一名员工应在自己管理的部门中工作，员工应在分配给员工所属
部门的项目上工作，供应商只能被分配他们可以提供的产品的订单。同样，这些业务规则需
要应用程序代码记录和跟踪。
此外，由于域不包含在 ER 模型中，因此无法指定可以分配给属性类型的值集合（例如，
hours 应为正，prodtype 必须为红色、白色或闪烁，supstatus 为 0 到 100 之间的整数）。最后，
ER 模型也不支持函数的定义（例如，用于计算员工工资的函数）。
节后思考
● ER 模型的关键构件是什么？
● 讨论 ER 模型中支持的属性类型。
● 讨论 ER 模型中支持的关系类型。
● 什么是弱实体类型？在 ER 模型中如何建模？
● 讨论 ER 模型的局限性。

3.3

扩展的实体关系模型
扩展的实体关系模型或 EER 模型是 ER 模型的扩展。它包括 ER 模型的所有建模概念

（实体类型、属性类型、关系类型），以及三个新的附加语义数据建模概念：特化 / 泛化、分
类和聚集。我们将在以下小节中详细讨论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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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化 / 泛化

特化是指定义实体类型的一组子类的过程。形成特化的子类集是根据超类中实体的
一些区别性特征定义的。例如，超类艺术家（ARTIST）具有子类歌手（SINGER）和演员
（ACTOR）。特化过程定义了一个“ IS A ”关系。换句话说，歌手是艺术家，演员也是艺术
家。反之则不适用。一位艺术家不一定是歌手。同样，一位艺术家不一定是演员。特化可以
为每个子类建立其他特定的属性类型。歌手可以具有音乐风格属性类型。在特化期间，还可
以在每个子类与其他实体类型之间建立其他特定的关系类型。演员可以在电影中表演。歌手
可以是乐队的成员。子类从其超类继承所有属性类型和关系类型。
泛化，也称为抽象，是特化的逆过程。特化对应于概念细化的自顶向下的过程。例如，
ARTIST 实体类型可以在子类 SINGER 和 ACTOR 中进行特化或细化。相反，泛化对应于概
念综合的自底向上的过程。例如，可以在超类 ARTIST 中泛化子类 SINGER 和 ACTOR。
图 3-23 显示了如何在 EER 模型中表示特化。艺术家具有唯一的艺术家编号和艺术家名
称。ARTIST 超 类 在 子 类 SINGER 和 ACTOR 中 被 特 化。 子 类 SINGER 和 ACTOR 都 继 承
ARTIST 的属性类型 ANR 和 aname。歌手有音乐风格。演员可以在 0 到 N 部电影中表演。
相反，在一部电影中，可以有 1 到 M 个演员表演。电影具有唯一的电影编号和电影标题。

图 3-23

EER 模型特化示例

可以根据其不相交约束和完整性约束来进一步限定特化。不相交约束指定超类的实体
可以属于哪些子类。可以将其设置为不相交或重叠。不相交特化指一个实体最多是一个子类
的成员。重叠特化指同一实体可以是多个子类的成员。完整性约束指超类的所有实体是否应
属于子类之一。可以将其设置为完全或部分。完全特化是指超类中的每个实体都必须是某个
子类的成员。部分特化允许实体仅属于超类，而没有子类。不相交约束和完整性约束可以独
立设置，从而给出四种可能的组合：不相交和完全、不相交和部分、重叠和完全、重叠和部
分。让我们用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图 3-24 给出了重叠部分特化的示例。因为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歌手或演员，所以特
化是部分的。例如，请考虑一下我们的 EER 模型中未包括的画家。因为某些艺术家既可以
是歌手又可以是演员，所以特化是重叠的。
图 3-25 说明了完全不相交的特化。特化是完全的，因为根据我们的模型，所有人不是
学生就是教授。特化是不相交的，因为学生不能同时担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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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重叠部分特化示例

图 3-25

完全不相交特化示例

特化可以深入几个层次：一个子类可以是另一个特化的超类。在特化层次结构中，每
个子类只能有一个超类，并且继承其前任超类所有的属性类型和关系类型，直到层次结构的
根。图 3-26 显示了特化层次结构的示例。STUDENT 子类进一步特化为子类 BACHELOR、
MASTER 和 PHD。这些子类中的每个子类都从 STUDENT 继承属性类型和关系类型，而
STUDENT 则从 PERSON 继承属性类型和关系类型。
在特化格中，子类可以具有多个超类。具有多个父类的共享子类或子类从其所有父类继
承的概念称为多重继承。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图 3-27 显 示 了 一 个 特 化 格。VEHICLE 超 类 特 化 为 MOTORCYCLE、CAR 和 BOAT。
特化是部分的，并且有重叠。TRIKE 是 MOTORCYCLE 和 CAR 的共享子类，并且从这两
者继承属性类型和关系类型。同样，AMPHIBIAN 是 CAR 和 BOAT 的共享子类，并且从这
两者继承属性类型和关系类型。

图 3-26

3.3.2

特化层次结构示例

图 3-27

特化格示例

分类

分类是 EER 模型的第二个重要建模扩展。有一个类别是子类，它具有多个可能的超类。
每个超类表示不同的实体类型。然后，这个类别表示超类并集的子集的实体集合。因此，在
EER 模型中，分类用包含字母“ u ”
（来自并集）的圆圈表示（请参见图 3-28）。
在分类的情况下，继承对应于仅继承其所属超类的属性和关系的实体。这也称为选择性
继承。类似于特化，分类可以是完全的或部分的。在完全分类中，超类的所有实体都属于子
类。在部分分类中，并非超类的所有实体都属于子类。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图 3-28 显 示 了 如 何 将 超 类 PERSON 和 COMPANY 分 类 为 子 类 ACCOUNT HOLDER。
换句话说，账户持有人实体是个人和公司实体并集的子集。在此示例中，选择性继承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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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某些账户持有人从个人继承其属性和关系，而其他账户持有人则从公司继承它们。如字
母“ p ”所示，分类是部分的。这意味着并非所有人或公司都是账户持有人。如果分类是完
全的（用字母“t ”代替），则这意味着所有个人和公司实体都是账户持有人。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使用特化来建模此分类，其中将 ACCOUNT HOLDER 作为超类，将 PERSON 和
COMPANY 作为子类。

图 3-28

3.3.3

EER 模型分类

聚集

聚集是 EER 模型提供的第三个建模扩展。聚集的思想是，由特定关系类型关联的实体
类型可以组合或聚集为更高级别的聚集实体类型。当聚集实体类型具有自己的属性类型和关
系类型时，这尤其有用。
图 3-29 提供了一个聚集示例。一名顾问参与 0 到 N 个项目。一个项目由 1 到 M 个顾问
参与。现在，实体类型和对应的关系类型都可以聚集到聚集概念 PARTICIPATION 中。该聚
集具有自己的属性类型，即日期（date），表示顾问开始参与项目的日期。该聚集还参与了与
CONTRACT 的关系类型。参与应生成最少一份且最多一份合同。相反，一份合同可以建立
在 1 到 M 个顾问参与项目的基础上。

图 3-29

3.3.4

EER 模型聚集

EER 模型的示例

图 3-30 展示了我们较早的 HR 管理示例（请参见图 3-21），但现在丰富了一些 EER 建模
概念。更具体地说，我们将员工（EMPLOYEE）部分特化为经理（MANAGER）。然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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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类型 MANAGES 将 MANAGER 子类连接到 DEPARTMENT 实体类型。DEPARTMENT 和
PROJECT 聚集成 ALLOCATION。然后，此聚集参与了与 EMPLOYEE 的关系类型 WORKS
ON○。
一

图 3-30

3.3.5

人力资源管理的 EER 模型

设计 EER 模型

综上所述，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设计 EER 概念数据模型：
1）确定实体类型。
2）确定关系类型并声明其度。
3）声明基数比与参与约束（完全参与与部分参与）。
4）确定属性类型，并声明其是简单属性类型或复合属性类型，单值属性类型或多值属
性类型，是否是派生属性类型。
5）将每个属性类型连接到实体类型或关系类型。
6）表示每个实体类型的键属性类型。
7）确定弱实体类型及其部分键。
8）应用抽象，如泛化 / 特化、分类和聚集。
9）声明每个抽象的特征，如不相交或重叠，完全或部分。
EER 模型中无法表达的任何语义都必须记录为单独的业务规则，并使用应用程序代码
进行跟踪。尽管 EER 模型提供了一些新的有趣的建模概念，例如特化 / 泛化、分类和聚集，
但不幸的是，ER 模型的局限性仍然适用于 EER 模型。因此，时间约束仍然无法建模，多
个关系类型之间的一致性无法得到保证，属性类型域或函数也无法指定。其中一些缺点在
UML 类图中得到了解决，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一
为了说明目的，我们在 EER 模型中引入了聚集。但是，由于每个项目仅分配给一个部门，因此我们也可
○

以删除聚集 ALLOCATION，并在 EMPLOYEE 和 PROJECT 之间绘制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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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思考
● EER 模型提供了哪些建模扩展？举例说明。
● EER 模型的局限性是什么？

3.4

UML 类图
统一建模语言（UML）是一种建模语言，有助于对软件系统的构件进行规范化、可视

化、结构化和文档化○。 UML 本质上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系统建模符号，它不仅着重于数据需
一

求，而且还涉及行为建模、流程和应用程序架构。它于 1997 年被对象管理小组（OMG）认
可为标准，并于 2005 年被批准为 ISO 标准。最新版本是 2015 年推出的 UML2.5。为了对信
息系统的数据和流程方面进行建模，UML 提供了各种图，例如用例图、序列图、包图、部
署图等。从数据库建模的角度来看，类图是最重要的。它将类及其关联可视化。在更详细地
讨论这一点之前，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面向对象（OO）。

3.4.1

面向对象概述

OO 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类和对象。类是一组对象的蓝图定义。相反，对象是类的实
例。换句话说，OO 中的类对应于 ER 中的实体类型，而对象对应于实体。每个对象都由变
量和方法描述○。在 EER 模型中变量对应于属性类型，变量值对应于属性。EER 模型中没有
二

等效的方法。可以考虑一个示例类 Student 和一个示例对象学生 Bart。对于学生对象，示例
变量可以是学生的姓名、性别和出生日期。示例方法可以是 calcAge，它根据出生日期计算
学生的年龄；isBirthday 验证学生的生日是否是今天；hasPassed（courseID），它验证学生是
否通过了由输入参数 CourseID 所表示的课程。
信息隐藏（也称为封装）指出，只能通过 getter 或 setter 方法访问对象的变量。getter 方
法用于检索变量的值，而 setter 方法则为其分配值。其想法是在对象周围提供保护性屏蔽，
以确保始终通过显式定义的方法正确检索或修改值。
与 EER 模型类似，OO 支持继承。一个超类可以具有一个或多个子类，这些子类从该超
类继承变量和方法。例如，学生（Student）和教授（Professor）可以是 Person 超类的子类。
在 OO 中，还支持方法重载。这意味着同一个类中的不同方法可以具有相同的名称，但是输
入参数的数量或类型不同。
知识关联 我们将在第 8 章更详细地讨论面向对象。

3.4.2

类

在 UML 类图中，一个类表示为具有三个部分的矩形。图 3-31
展 示 了 一 个 UML 类 SUPPLIER。 上 半 部 分 表 示 类 的 名 称（例 如
SUPPLIER），中半部分表示变量（例如 SUPNR、Supname），而下半
部分表示方法（例如 getSUPNR）。你可以将其与图 3-2 中相应的 ER
表示进行比较。
示例方法是每个变量的 getter 和 setter 方法。方法 getSUPNR 获

图 3-31

UML 类

一
有关最新版本，请参见 www.omg.org/spec/UML/2.5。
○
二
在 UML 模型中，变量也称为属性，方法也称为操作。但是，为了避免与 ER 模型（属性代表属性类型的
○

实例）混淆，我们将坚持使用术语变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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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特定供应商对象的供应商编号，而方法 setSUPNR（newSUPNR）将值 newSUPNR 分配给
供应商对象的 SUPNR 变量。

3.4.3

变量

UML 不直接支持具有唯一值的变量（类似于 ER 模型中的键属性类型）。因为假定 UML
类图使用 OODBMS 实现，在 OODBMS 中，为每个新建对象分配一个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
保留的唯一且不变的对象标识符（OID）（请参见第 8 章）。因此，这个 OID 可用于唯一地标
识对象，并且不需要其他变量作为键。要显式强制变量的唯一性约束，可以使用 OCL，正
如我们在 3.4.9 节讨论的。
UML 提供了一组基本数据类型，例如字符串、整型和布尔型，可用于在类图中定义变
量。你也可以定义自己的数据类型或域来使用。如图 3-32 所示，变量 SUPNR 和 status 定义
为整型。使用域 Address_Domain 定义变量 address。
复合变量（类似于 ER 模型中的复合属性类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种方法
是将它们分解成各个部分。在我们的示例中，我们将 Supname 分解为名字（first name）和姓
氏（last name）。另一种方法是创建一个新域，就像我们为 address 变量所做的那样。
多值变量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建模。第一种方法是指示变量的多重性。这指定了实例化
对象时将创建多少个变量值。在我们的示例中，我们指定供应商可以具有 0 到 4 个电子邮件
地址。可以将无限数量的电子邮件地址定义为“ email:String[*]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聚集，
如下所述。
最后，派生变量（例如，年龄）之前必须加正斜杠。

3.4.4

访问修饰符

在 UML 中，访问修饰符可用于指定谁可以访问变量或方法。例如，private（用符号“ – ”
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变量或方法只能由类本身访问；public（用符号“ + ”表示），在这种
情况下，任何其他类都可以访问该变量或方法；protected（用符号“ # ”表示），在这种情况
下，该类或它的子类都可以访问该变量或方法。为了实现信息隐藏的概念，建议将所有变量
声明为私有变量，并使用 getter 和 setter 方法访问它们。如图 3-33 所示，其中所有变量都是
私有的，所有方法都是公共的。

图 3-32

具有精确变量定义的 UML 类

图 3-33

UML 中的访问修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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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将其与图 3-2 中相应的 ER 表示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很明显，UML 模型比
其 ER 模型建模了更多的语义。

3.4.5

关联

与 ER 模型中的关系类型类似，可以使用 UML 中的关联来关联类。可以在相同的类之
间定义多个关联。同样，一元（或自反）和 n 元（例如三元）关联也是可能的。关联对应于
ER 模型中的关系类型，而关联的特定出现被称为与 ER 模型中的关系相对应的链接。
关联的特点是多重性，它表示关联中相应类的最小和最大参与数。因此，这对应于我们
在 ER 模型中讨论的基数。表 3-1 列出了可用的选项，并将它们与相应的 ER 模型基数进行
了对比。引入星号（*）表示最大基数 N。
表 3-1

UML 多重性与 ER 模型基数对比

UML 类图多重性

ER 模型基数

UML 类图多重性

ER 模型基数

*

0..N

1..*

1..N

0..1

0..1

1

1..1

在下文中，我们进一步详细说明关联并讨论关联类、单向关联与双向关联，以及限定
关联。

1. 关联类
如果关联本身具有变量和方法，则可以将其建模为关联类。然后，此类的对象表示关联
的链接。考虑供应商（SUPPLIER）和产品（PRODUCT）之间的关联，如图 3-34 所示。关
联类 SUPPLIES 具有两个变量：供应商提供的每种产品的购买价格和交付期。对于这些变
量，它也可以具有如 getter 和 setter 的方法。关联类使用连接到关联的虚线表示。

图 3-34

关联类

2. 单向关联与双向关联
可以使用方向读取箭头来增强关联，该方向读取箭头指定查询或导航的方向。在单向
关 联 中， 只 有 一 种 导 航 方 式， 如 箭 头 所 示。 图 3-35 给 出 了 类 SUPPLIER 和 PURCHASE_
ORDER 之间的单向关联的示例。这意味着可以通过供应商对象检索所有采购订单。因此，
根据该模型，不可能从采购订单对象导航到供应商对象。还请注意关联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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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单向关联

在 双 向 关 联 中， 两 个 方 向 都 是 可 能 的， 因 此 没 有 箭 头。 图 3-34 是 类 SUPPLIER 和
PRODUCT 之间的双向关联示例。根据此 UML 类图，我们可以从供应商导航到产品，也可
以从产品导航到供应商。

3. 限定关联
限定关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关联，它使用限定符进一步完善关联。限定符指定一个或多
个变量，用作从限定类导航到目标类的索引键。由于此额外的键，它减少了关联的多重性。
图 3-36 给出了一个示例。

图 3-36

限定关联

我们有两个类，TEAM 和 PLAYER。它们在 ER 模型中使用 1∶N 关系类型进行连接（图
的上部），因为一个球队可以有 0 到 N 名球员，并且一名球员总是与一个球队相关。这可以
在 UML 中使用限定关联来表示，方法是将位置变量作为索引键或限定符（图的下部）包括
在内。一个球队在给定位置有 0 名或 1 名球员，而一名球员总是完全属于一个球队。
限定关联可用于表示弱实体类型。图 3-37 显示了我们先前作为弱实体类型的 ROOM 示
例，它依赖于 HOTEL 的存在。在 UML 类图中，我们可以将房间号定义为限定符或索引键。
换句话说，一个酒店与一个给定的房间号相结合对应的是 0 个或 1 个房间，而一个房间总是
属于一个酒店。

图 3-37

表示弱实体类型的限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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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化 / 泛化

与 EER 模 型 类 似，UML 也 支 持 特 化 或 泛 化 关 系。
图 3-38 显 示 了 我 们 前 面 的 图 3-24 的 EER 特 化 的 UML 表
示，其中包括 ARTIST、SINGER 和 ACTOR。
空心三角形表示 UML 的特化。可以在三角形旁边添
加诸如完全 / 部分或不相交 / 重叠之类的特化特征。UML
还支持多重继承，其中子类可以从多个超类继承变量、方
法和关联。

3.4.7

聚集

类似于 EER，聚集表示复合对象与部分对象的关系，

图 3-38

UML 中的特化 / 泛化

其中复合类包含部分类。在 UML 中有两种类型的聚集：共享聚集（也称为聚合）和组合聚
集（也称为组合）。在共享聚集中，部分对象可以同时属于多个复合对象。换句话说，在复
合端的最大多重性是不确定的。部分对象也可以不属于复合对象而存在。因此，共享聚集表
示两个类之间的松耦合。在组合聚集或组合中，部分对象只能属于一个复合对象。复合端的
最大多重性为 1。根据原始 UML 标准，最小多重性可以为 1 或 0。如果部分对象属于另一
个复合对象，则最小基数为 0。考虑两个组合聚集—一个在引擎和船之间，另一个在引擎
和汽车之间。由于一个引擎只能属于一辆汽车或一艘船，因此从引擎（部分）到船只和汽车
的最小基数分别为 0。组合聚集表示两个类之间的紧耦合，并且当删除复合对象时，部分对
象也会被自动删除。请注意，在删除复合对象之前，也可以从复合对象中删除部分对象。
图 3-39 说明了这两个概念。空心菱形表示共享聚集，实心菱形表示组合聚集。我们在
COMPANY 和 CONSULTANT 之间有共享聚集。一个顾问可以为多家公司工作。删除公司
后，为其工作的所有顾问都将保留在数据库中。我们在 BANK 和 ACCOUNT 之间有组合聚
集。一个账户仅与一个银行紧密关联。删除银行后，所有连接的账户对象也会消失。

图 3-39

3.4.8

UML 中的共享聚集与组合聚集对比

UML 示例

图 3-40 以 UML 表示法显示了先前的图 3-30 的 EER 人力资源管理示例。它有六个类，
包括两个关联类（Manages 和 Works_On）。注意每个类的不同变量和方法。每个变量的访
问修饰符已设置为私有，以强制隐藏信息。已为每个变量添加了 getter 和 setter 方法。我
们 还 包 括 了 部 门（DEPARTMENT） 和 位 置（LOCATION） 之 间 以 及 项 目（PROJECT） 和
位置（LOCATION）之间的共享聚集。因此，这意味着在删除部门或项目后位置信息不会
丢 失。 我 们 有 两 个 单 向 关 联： 员 工（EMPLOYEE） 和 项 目（PROJECT） 之 间， 以 及 部 门
（DEPARTMENT）和项目（PROJECT）之间。EMPLOYEE 类的一元关联为员工之间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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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建模。当你将此 UML 类图与图 3-30 的 EER 模型进行对比时，很明显 UML 类图嵌入
了更多的语义。

图 3-40

3.4.9

人力资源管理的 UML 示例

高级 UML 建模概念

UML 提供了各种高级建模概念，以进一步为我们的数据模型添加语义。在下面的小节
中，我们讨论可变属性、对象约束语言（OCL）和依赖关系。

1. 可变属性
可变属性指定变量值或链接上允许的操作类型。共有三种常见选择：默认（default），允
许任何类型的编辑；只增（addOnly），仅允许添加其他值或链接（不删除）；冻结（frozen），
一旦建立值或链接，就不能再进行任何更改。如图 3-41 所示。

图 3-41

UML 中的可变属性

供应商编号和采购订单号都声明为冻结，这意味着一旦为其分配了值，就不能再更改。
SUPPLIER 类的 language 变量定义了供应商可以理解的一组语言。它被定义为只增，因为
只能添加语言，而不能从中删除语言。还要注意添加到 ON_ORDER 关联中的只增特性。它
指定对于给定的供应商，只能添加采购订单，不能删除采购订单。

- SSN: Integer
EMPLOYEE
- Ename:
String
...
- SSN: Integer
- Ename: String
+
...getSSN
+ setSSN(newSSN)
...
第3
+ getSSN
+ setSSN(newSSN)
...

works_in

workers

1

1..*
managed_by

章

Figure 3.42 OCL constraints in UML.

1使用（E）ER
managed_by

- DNR: Integer
DEPARTMENT
- Dname: String

- DNR:
Integer
+
getDNR
- Dname:
String
+
setDNR(newNR)
manages ...
+ getDNR
0..1
+ setDNR(newNR)
模型和 UML
类图进行概念数据建模
man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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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

2. 对象约束语言
对象约束语言（OCL）也是 UML 标准的一部分，可用于指定各种类型的约束。OCL 约
or procedural code is provided. They can be used for various purposes, such as to specify invariants
束以声明的方式定义。它们指定了什么必须是
true，但没有指定如何实现。换句话说，没有
for classes, to specify pre- and post-conditions for methods,
to navigate between classes, or to deﬁne
or
procedural
code
is
provided.
They
can
be
used
for
various purposes, such as to specify invariants
提供控制流程或过程的代码。它们可以用于各种目的，例如为类指定不变式，为方法指定前
constraints on operations.
forAclasses,
to specifyispreand post-conditions
to navigate
between
classes, or
to deﬁne
class invariant
a constraint
that holdsfor
formethods,
all objects
of a class.
An example
could
be a
置条件和后置条件，在类之间导航或定义操作约束。
constraints
on
operations.
constraint
specifying that the supplier status of each supplier object should be greater than 100:
类不变式是对类的所有对象都适用的约束。例如，指定每个供应商对象的供应商状态应
A class invariant is a constraint that holds for all objects of a class. An example could be a
大于
100： specifying
SUPPLIER:
SUPSTATUS>100
constraint
that the supplier status of each supplier object should be greater than 100:
Figure 3.42 OCL constraints in UML.

Preand post-conditions
on methods must be true when a method either begins or ends. For
SUPPLIER:
SUPSTATUS>100
example, before the method withdrawal can be executed, the balance must be positive. After it has
Pre-executed,
and post-conditions
on methods
must be true when a true。例如，在
method either begins
or ends.
For
当方法开始或结束时，方法的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必须为
withdrawal
方法执
been
the balance must
still be positive.
example,
before
the
method
withdrawal
can
be
executed,
the
balance
must
be
positive.
After
it
has
OCL also supports more complex constraints. Figure 3.42 illustrates the two classes
行之前，余额必须为正。执行后，余额必须仍为正。
been
executed,
the
balance
must
still
be
positive.
EMPLOYEE
and DEPARTMENT. 3-42
These说明了员工（EMPLOYEE）和部门（DEPARTMENT）
two classes are connected with two associations to
OCL 还支持更复杂的约束。图
OCL
also
supports
more
complex
constraints.
Figure
illustrates
the what
two departclasses
deﬁne which employee works in which department and
which3.42
employee
manages
这两个类。这两个类与两个关联相关，以定义哪个员工在哪个部门工作，哪个员工管理哪个
EMPLOYEE
and
DEPARTMENT.
These
two
classes
are
connected
with
two
associations
to
ment. Note the role names that have been added to both associations. Various constraints can now
部门。请注意已添加到两个关联中的角色名称。现在可以添加各种约束。第一个约束条件规
deﬁne
which
employee
works
in
which
department
and
which
employee
manages
what
departbe added. A ﬁrst constraint states that a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should have worked there for at
ment.ten
Note
the role names that have been added to both associations. Various constraints can now
定部门的经理应在该部门工作至少十年：
least
years:
be added. A ﬁrst constraint states that a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should have worked there for at
Context:
least
ten years:Department
invariant: self.managed_by.yearsemployed>10
Context: Department

The
context ofself.managed_by.yearsemployed>10
this
constraint is 类。该约束适用于每个部门对象，因此关键字不变。我
the DEPARTMENT class. The constraint applies to every
invariant:
此约束的上下文是
DEPARTMENT
department object, hence the keyword invariant. We use the keyword self to refer to an object of
们使用关键字
DEPARTMENT
类的对象。然后，我们使用角色名称
managed_by
contextself
of 来引用
this
constraint
the the
DEPARTMENT
class. The
constraint
applies
to every
theThe
DEPARTMENT
class.
We thenisused
role name managed_by
to navigate
to the
EMPLOYEE
导航到
EMPLOYEE
类并检索现职年限（yearsemployed）变量。
department
object,
hence
the
keyword
invariant.
We
use
the
keyword
self
to
refer
to
an
object
of
class and retrieve the yearsemployed variable.
the DEPARTMENT class. We then used the role name managed_by to navigate to the EMPLOYEE
class and retrieve the yearsemployed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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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UML 中的 OCL 约束

A second constraint states: a department should have at least 20 employees:

第二个约束条件：一个部门至少应有
20 名员工：
Context:
Department
A
second constraint
states: a department should
have at least 20 employees:
invariant: self.workers!size() >20
Context: Department
invariant:
The
context isself.workers!size()
again DEPARTMENT.>20
Note that self.workers returns the set of employees
working in a speciﬁc department. The size method is then used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members
The context
is again DEPARTMENT. Note that self.workers
returns the set of employees
上下文也是
DEPARTMENT。请注意，self.workers
返回在特定部门工作的一组员工。然后
in the set.
working
in
a
speciﬁc
department.
The
size
method
is
then
used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members
使用Asize
方法来计算员工数。
ﬁnal
constraint says: A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must also work in the department. In OCL,
in the set.
OCL 中，定义为：
this最后一个约束条件是：部门经理也必须在部门中工作。在
becomes:
A ﬁnal constraint says: A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must also work in the department. In OCL,
thisContext:
becomes: Department
Invariant: self.managed_by.works_in=self
Context: Department

From
these examples,
it is clear that OCL is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语言，为我们的概念数据模型
a very powerful language that adds a lot of semantics
Invariant:
self.managed_by.works_in=self
从这些示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OCL
to our conceptual data model.
For more details on OCL, refer
to www.omg.org/spec/OCL.
增加了很多语义。有关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omg.org/spec/OCL。
From these examples,OCL
it is clear
that OCL is a very powerful
language that adds a lot of semantics
to our conceptual data model. For more details on OCL, refer to www.omg.org/spec/OCL.
3.4.9.3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3.4.9.3 In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UML, dependency
deﬁnes a “using” relationship that states that a change in the speciﬁcation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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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赖关系
在 UML 中，依赖定义了“使用”关系，该
关系指出 UML 建模概念规范中的更改可能会影
响使用它的另一个建模概念。在 UML 图中用
虚线表示。例如，一个类的对象在其方法中使
用另一个类的对象，但所引用的对象未存储在
任何变量中。如图 3-43 所示。
我们有两个类，员工（EMPLOYEE）和课
图 3-43 UML 中的依赖关系
程（COURSE）。假设某位员工可以参加课程作
为公司教育计划的一部分。EMPLOYEE 类包含方法 tookCourse，该方法确定员工是否参加
了由输入变量 CNR 表示的特定课程。因此，员工对象在其某个方法中使用课程对象。这解
释了两个类之间的依赖性。

3.4.10

UML 与 EER 的对比

表 3-2 列出了 UML 类图和 EER 模型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表中可以看出，与 EER 模型
相比，UML 类图为建模提供了更丰富的语义集。UML 类图可以定义 EER 模型不支持的方
法。可以使用 OCL 对复杂的完整性约束进行建模，这在 EER 模型中也不可用。
表 3-2

UML 与 EER 的概念对比

UML 类图

EER 模型

类
对象
变量
变量值
方法
关联
链接
限定关联
特化 / 泛化
聚集
对象约束语言
多重性
*
0..1
1..*
1

实体类型
实体
属性类型
属性
—
关系类型
关系
弱实体类型
特化 / 泛化
聚集（组合 / 共享聚集）
—
基数
0..N
0..1
1..N
1..1

知 识 延 伸 概 念 建 模 工 具 的 一 些 流 行 示 例 包 括：Astah（Change Vision）、Database
Workbench（Upscene Productions）、Enterprise Architect（SparxSystems）、ER/Studio（Idera）
和 Erwin Data Modeler（Erwin）。这些工具通常提供构建概念模型（例如 EER 或 UML 类图）
的工具，然后自动将其映射到各种目标 DBMS 平台的逻辑数据模型或内部数据模型。它们
中的大多数还包括逆向工程工具，从而可以将现有的内部数据模型转换为概念数据模型。
节后思考
● 面向对象（OO）的关键概念是什么？
● 讨论 UML 类图的组件。
● 在 UML 中如何建模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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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表
abstraction（抽象）

key attribute type（键属性类型）

access modifiers（访问修饰符）

multi-valued attribute type（多值属性类型）

aggregation（聚集）

object（对象）

association class（关联类）

object constraint language（OCL，对象约束语言）

associations（关联）

overlap specialization（重叠特化）

attribute type（属性类型）

owner entity type（所有者实体类型）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双向关联）

partial categorization（部分分类）

business process（业务流程）

partial participation（部分参与）

cardinalities（基数）

partial specialization（部分特化）

categorization（分类）

qualified association（限定关联）

changeability property（可变属性）

relationship（关系）

class（类）

relationship type（关系类型）

class invariant（类不变式）

requirement collection and analysis（需 求 收 集 与

completeness constraint（完整性约束）

分析）

composite attribute type（复合属性类型）

roles（角色）

conceptual data model（概念数据模型）

selective inheritance（选择性继承）

degree（度）

simple or atomic attribute type（简 单 或 原 子 属 性

dependency（依赖）

类型）

derived attribute type（派生属性类型）

single-valued attribute（单值属性）

disjoint specialization（不相交特化）

specialization（特化）

disjointness constraint（不相交约束）

strong entity type（强实体类型）

domain（域）

temporal constraints（时间约束）

Enhanced Entity Relationship（EER）model（扩展

ternary relationship types（三元关系类型）

的实体关系模型）

total categorization（完全分类）

entity relationship（ER）model（实体关系模型）

total participation（完全参与）

entity type（实体类型）

total specialization（完全特化）

existence dependency（存在依赖）

unidirectional association（单向关联）

generalization（泛化）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 统 一 建 模

information hiding（信息隐藏）
inheritance（继承）

语言）
weak entity type（弱实体类型）

思考题
3.1

给定以上 ER 模型，下列陈述哪个是正确的？
a. 一部电影中的主演可以和电影中的演员数一样多。
b. PRODUCER 是一个存在依赖实体类型。
c. 一部电影的导演也可以在同一部电影中表演。
d. 一部电影可以有多个演员、制片人和导演。

3.2

在 以 上 的 电 影 ER 模 型 中， 我 们 关 注 二 元 关 系“ PRODUCES ”。 假 设 我 们 添 加 一 个 属 性 类
型“ WORKING HOURS ”，表示每位制片人在制作每部电影上花费的时间。以下哪种情况是可
能的？
a. 我们可以将属性类型“ WORKING HOURS ”迁移到“ MOVIE ”实体类型。
b. 我们可以将属性类型“ WORKING HOURS ”迁移到“ PRODUCER ”实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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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们可以将属性类型“ WORKING HOURS ”迁移到任意一个链接实体类型。
d. 我们可以将属性类型“ WORKING HOURS ”添加到关系类型 PRODUCES 中。
3.3

以下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如果将三元关系类型表示为三个二元关系类型，语义会丢失。
b. 一个三元关系类型总是可以表示为三个二元关系类型，而不会丢失语义。
c. 三种实体类型之间的三个二元关系类型始终可以由三个参与实体类型之间的三元关系类型替换。
d. 三元关系类型不能具有属性类型。

3.4

以下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弱实体类型只能具有一个属性类型。

b. 弱实体类型总是存在依赖的。

c. 一个存在依赖实体类型总是一个弱实体类型。 d. 存在依赖实体类型总是参与 1∶1 的关系类型。
3.5

给定以下 ER 模型：

以下哪个陈述是不正确的？
a. 该 ER 模型不强制要求供应商只能有自身可以供应的产品的未完成采购订单。
b. 该 ER 模型有弱实体类型和存在依赖实体类型。
c. 根据该 ER 模型，供应商的地址不能超过一个。
d. 根据该 ER 模型，可以有供应商不提供产品，也没有未完成采购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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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以下 EER 特化：

以下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一种超市产品可以同时是食品和非食品产品。
b. 有些超市产品不是水果和蔬菜，不是肉，也不是非食品。
c. 所有食品产品不是水果和蔬菜，就是肉。
d. 肉产品没有任何属性类型。
3.7

给定以下 EER 分类：

以下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病患。
b. 病患仅从当前实体所属的超类继承“名称”和“出生日期”属性类型。
c. 分类也可以表示为特化。
d. 分类也可以表示为聚集。
3.8

以下哪个是不相交和部分特化的例子？
a. HUMAN→VEGETARIAN + NON-VEGETARIAN
b. HUMAN→BLONDE + BRUNETTE
c. HUMAN→LOVES FISH + LOVES MEAT
d. HUMAN→UNIVERSITY DEGREE + COLLEGE DEGREE

3.9

以下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聚集不能有属性类型。
b. 聚集不能参与关系类型。
c. 聚集既应具有属性类型，又应参与一种或多种关系类型。
d. 聚集可以有属性类型并参与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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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类是对象的实例。
b. 类只有变量。
c. 面向对象不支持继承。
d. 信息隐藏（也称为封装）指出，只能通过 getter 或 setter 方法访问对象的变量。

3.11

UML 中不直接支持哪个变量类型？
a. 复合变量。
b. 多值变量。
c. 具有唯一值的变量（类似于 ER 模型中的键属性类型）。
d. 派生变量。

3.12

以下哪个陈述是不正确的？
a. 在 UML 中，访问修饰符可用于指定谁可以访问变量或方法。
b. 如果变量或方法只能由类本身访问，则使用 private 访问修饰符（用符号“ - ”表示）。
c. 如果变量或方法可以被其他类访问，则使用 public 访问修饰符（用符号“ + ”表示）。
d. 如果变量或方法可由类及其超类访问，则使用 protected 访问修饰符（用符号“ # ”表示）。

3.13

以下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关联是链接的一个实例。
b. UML 类图仅支持二元关联。
c. 关联总是双向的。
d. 限定关联可用来表示弱实体类型。

3.14

一个组合聚集：
a. 在复合端，最大多重性为 1，最小多重性为 0 或 1。
b. 在复合端，最大多重性为 n，最小多重性为 0。
c. 在复合端，最大多重性为 n，最小多重性为 0 或 1。
d. 在复合端，最大多重性为 1，最小多重性为 1。

3.15

以下哪个陈述是不正确的？
a. 可变属性指定变量值或链接上允许的操作类型。
b. OCL 约束以程序方式定义。
c. OCL 约束可用于各种目的，例如为类指定不变式，为方法指定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在类之
间导航或定义操作约束。
d. 在 UML 中，依赖定义了“使用”关系，该关系指出 UML 建模概念规范中的更改可能会影响
使用它的另一个建模概念。

问题和练习
3.1E

健身公司“ Conan ”希望为其会员和教练建立一个数据库。目的之一是记录有关哪些会员参加
了哪些课程以及哪些教练负责了哪些课程的信息。
Conan 在 各 个 城 市 经 营 着 各 种 健 身 中 心。 每 个 健 身 中 心 都 有 一 个 唯 一 的 名 称（例 如，
Fitplaza、my6pack）。每个健身中心都有一个地址和一个或多个房间（可以将地址视为原子的）。
每个房间都有最大的容量。在一个健身中心内，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例如 1、2、
3 等。
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健身中心注册个人或小组课程。每个小组课程仅需要一名教练。个别课
程无须教练即可完成。对于每个人，我们要存储名、姓和出生日期。你可以假定名、姓和出生
日期的组合是唯一的。对于每位教练，还将记录其文凭。一个人可以在一堂课中担任教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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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堂课（个人或小组课）中成为参与者。该模型还应包括有关尚未参加任何课程的人员（例
如，潜在客户）或尚未负责任何小组课程的教练（例如，实习生）的信息。
对于每个课程，应记录日期和开始时间。对于小组课程，还应存储类型（例如，有氧运动、
健美造型等）。课程可以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开始，但可以在一个健身中心的不同房间或不同的
健身中心。在给定日期的给定开始时间，最多可以在给定健身中心的给定房间中开始一个个人
或小组课程。
建立 EER 模型和 UML 类图以对 Conan 的数据需求进行建模。评论两个模型的局限性。
3.2E

最近，欧盟为建立跨国研究数据库提供了资金，该数据库存储了在欧盟机构工作的研究人员的
科学论文信息。Science Connect 是将建立此数据库的公司。
该系统将存储有关科研人员和研究机构的信息，两者分别由个人 ID 和机构代码唯一标识。
该系统还为每个人记录了以下内容：电话号码，标识他 / 她的主要研究主题的关键字以及他 /
她工作的机构。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一篇论文的作者和另一篇同行评审论文的审阅者。
该数据库将存储以下有关科学论文的信息。每篇科学论文都由 DOI（文档对象标识符）
唯一标识，并且系统还存储论文的标题和作者。如果有多个作者，则存储每个作者的位置。
Science Connect 区分两种科学论文：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或技术报告。该系统存储经过同
行评审的论文的引用计数以及谁评审了该论文。技术报告始终由单个研究机构发布，而研究机
构当然可以发布多个技术报告。
该系统跟踪不同的科学出版社（例如 IEEE、Elsevier）。出版社通过名称标识。出版社可
以 出 版 研 究 机 构 订 阅 的 多 种 期 刊。 这 些 期 刊 由 出 版 社（例 如，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命
名。 出 版 社 可 以 拥 有 与 其 他 出 版 社 同 名 的 期 刊。 例 如，IEEE 和 Elsevier 可 能 都 有 一 本 名 为
Management Science 的期刊。该系统还存储了衡量期刊科学影响的影响因子。
最后，只有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才能在期刊上发表，而技术报告则不行。
建立 EER 模型和 UML 类图以对数据需求进行建模。评论两个模型的局限性。

3.3E

你的一个熟人认为他有下一个十亿美元创业想法，一个应用程序：Pizza Delivery with Entertainment。他从其他人那里听说你正在学习数据库管理课程，并要求你设计 EER 模型。之后，他将
使用 EER 模型要求程序员实现该应用程序。
他解释了该应用程序的基本功能，如下所示：客户可以从餐厅订购披萨，然后将其送到
特定的地址；如果愿意，他们可以选择特殊的“娱乐订单”。当订单是娱乐订单时，送货员在
送出披萨之后与顾客待在一起，并在一定时间内（例如，通过唱歌、开玩笑、魔术等）娱乐
顾客。
现在，对应用程序功能范围进行详细说明：当人们为应用程序创建账号并成为应用程序用
户时，他们必须表明其生日并填写姓名和地址。每个用户都应该是唯一可识别的。
创建账号后，应该为用户提供三个选项：应用程序中的第一个选项是选择“企业所有者”。
在这些企业所有者中，我们还要求他们提供其 LinkedIn 账号，以便将其添加到我们的专业网络
中。每个企业所有者可以拥有多家披萨店。在这些披萨店中，我们要注册邮政编码、地址、电
话号码、网站和营业时间。
每个披萨店都可以提供许多披萨。在这些披萨中，我们要保留名称（margarita、quattro
stagioni 等）、外壳结构（例如经典的意大利外壳、深盘外壳、奶酪外壳）和价格。尽管来自不
同披萨店的两个披萨可能具有相同的名称，但它们不会完全相同，因为口味会有所不同，因
此应将其视为唯一的。此外，即使披萨的价格相同，例如纽约 Pizza Pronto 的 margarita 披萨
售价为 12 美元，新加坡 Pizza Rapido 的 margarita 披萨也售价 12 美元，但披萨也应该是可区
分的。
应用程序中的第二个选项是选择“饥饿的客户”。对于这些饥饿的客户，我们需要一个送
货地址。饥饿的客户可以下披萨订单。每个订单都有一个 ID，我们希望我们的应用记录下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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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和时间。我们还允许饥饿的客户指出最晚的交货时间，并询问订单的人数。一个订单可
以订购一个或多个披萨。
同样，可以做出一种特殊的订单：娱乐订单。并非每个订单都必须是娱乐订单。但是，当
饥饿的客户表示他想在吃披萨时得到娱乐，我们不仅要记录所有常规的订单信息，还要记录用
户要求的娱乐类型以及持续时间。
应用程序中的第三个选项是选择“娱乐者”。当用户选择娱乐者时，他们需要提供一个艺
名，写一个关于自己的简短简历，并标明每 30 分钟的价格。每个娱乐订单都由一名娱乐者完
成。每个娱乐者都可以选择他想要在哪个披萨店工作。对于娱乐者希望工作的每家披萨店，他
都应按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等）表明自己的空闲状态。
建立 EER 模型和 UML 类图以对数据需求进行建模。评论两个模型的局限性。
3.4E

受 Spotify 成功的吸引，一群学生希望建立自己的音乐流媒体网站 Musicmatic。作为经济学者，
他们不了解数据库的特殊性，因此要求你创建 EER 模型。
大量的歌曲将通过其网站提供，并且网站需要存储每首歌曲的以下信息：标题、年份、时
长和类型。此外，还将添加歌手信息，包括其出生日期、姓名和网站网址（例如 Wikipedia 页
面）以及有关歌手的其他信息。可以假设一位歌手可以通过其姓名进行唯一标识，并且一首歌
曲始终完全属于一位歌手。音乐系学生还指出，具有相同标题的歌曲是可能的，所以只能假定
歌曲和歌手的组合是唯一的。
该数据库还必须存储有关使用 Musicmatic 的人员信息。它只区分两种类型的用户：可以购
买音乐的普通用户和提供内容（上传音乐）的业务用户。为每个用户记录以下信息：（唯一）ID、
姓名和地址。业务用户还将具有增值税号。
学生们希望提供灵活的服务，因此决定业务用户只能上传个人歌曲。这些歌曲分为单曲或
热门歌曲，普通用户可以直接购买单曲。另外，人们可以创作包含多首热门歌曲（无单曲）的
专辑。专辑中每首歌曲的位置都作为曲目号存储在数据库中。请注意，普通用户的专辑可以转
化为对具有类似购买行为的其他普通用户的建议。
最后，用户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下载单曲或专辑时）可以是普通用户，而在其他情况下
（例如，将自制歌曲上传到 Musicmatic 时）可以是业务用户。
建立 EER 模型和 UML 类图以对数据需求进行建模。评论两个模型的局限性。

3.5E

最近，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交网站 Facepage。鉴于当前的趋势，Facepage 的经理们坚信这将在不
久的将来成为新的宣传热点。
当新用户要加入 Facepage 时，他们首先需要在表单中填写其个人信息（即 ID、姓名、电
子邮件和出生日期）。用户具有唯一的 ID。然后，一个账号被创建。由数据库系统自动生成的
账号编码唯一标识一个账号。用户需要指定他喜欢哪种账号类型：企业账号或个人账号。企业
账号是专门为支持公司的营销活动而设计的。当用户决定开设企业账号时，他必须指定公司名
称。拥有企业账号的用户按月付费。当用户选择个人账号时，他可以与其他 Facepage 用户保持
联系。仅个人账号可以发送或接收朋友的请求。
无论目的如何，维护多个账号都违反了 Facepage 的使用条款。如果用户已经拥有一个个人
（企业）账号，则 Facepage 出于任何原因都不允许用户创建其他个人或企业账号。
每个账号可以创建多个页面。虽然每个页面必须仅由一个账号管理，但个人账号可以被授
予访问其他个人账号页面的特权（例如，在朋友墙上写东西，调整某些信息）。对于每个页面，
记录页面名称和访问次数。对于每个账号，不能存在两个具有相同名称的页面。具有公司资料
的用户可以创建一种特殊的页面类型：广告页面。该页面记录了几个功能，例如跳出率、点击
率和转换率。跳出率是页面上立即离开的访问者百分比。点击率是点击页面上特定横幅广告的
访问者百分比。转化率是指完成预定目标（例如购买或交易）的访问者百分比。
建立 EER 模型和 UML 类图以对 Facepage 的数据需求进行建模。评论两个模型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