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識為基礎之軟體元件管理模式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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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壹、概論

一如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等硬體產業

國內某些大型軟體開發業者，近幾年已

走向分工製造模式之際，近年來，台灣的軟體

開始將程式撰寫的工作交付給大陸團隊來執

產業也試圖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分工體系，以收

行，這意味著，並非只有硬體業者面臨到大陸

專業化的實效。軟體業者分工的想法和硬體業

低廉勞力的競爭，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國內的

者如出一轍，但在發展成果尚有一段的差距；

軟體業者更需體認到一些事實，即軟體公司如

透過 Web Service 技術，現階段之研究已能初

果什麼都做的話，很有可能什麼都做不好，而

步建立起以軟體元件為基礎之軟體產業的水

軟體開發人員如果只從事辛苦的程式撰寫，未

平分工整合模式，然而在軟體元件的管理上

來將因成本過高而無法生存，因而勢必走向分

（如元件的儲存、搜尋，以及檢索選擇等），

工一途。在軟體分工的技術上，隨著現階段物

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件導向技術的普及，我們了解透過物件導向式

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發展一個能支援現

(Object-Orientation)的開發方法確實能有效降

階段軟體水平分工模式的元件管理架構-以已

低開發應用系統的風險和成本，若談及更進一

發展的元件式軟體供應鏈整合模式為基礎(黃

步的發展，那麼元件式開發(Component-based

繼弘，2002)，設計一元件描述綱要(Schema)

development，CBD)將是下一個整合階段，透

與知識儲存架構來儲存、搜尋，並檢索出適用

過重複使用這些具獨立性且標準化的元物

的軟體元件。更進一步來說，軟體系統組裝之

件，來達到系統整合的目的[3]。

成功關鍵應在於元件選擇的適切與否，此需求

在 CBD 相關技術以及觀念日益成熟下，

除有賴於元件儲存庫必須發展一標準綱要之

越來越多的軟體公司、個人作者將所設計的軟

外，一個以知識為基礎的設計架構也不可或

體元件當成商品來銷售，因而造就了像

缺；故本研究透過一知識推論專家系統，將與

ComponentSource.com 這類的電子市集的發

元件檢索相關的專家知識、過去使用經驗以及

展。雖然 ComponentSource.com 貴為全球元件

推 論 規 則 等 項 目建 構 於規 則 庫 (Rule Base)

市集之領導者，但其主要商品仍屬於顆粒度較

中，使系統整合業者(系統組裝廠商)能從存有

小的技術性元件，銷售的附加價值並不突出；

大量軟體元件的元件庫中找到符合其所需的

本研究所聚焦之軟體元件則嘗試從「大型軟體

元件，以利於接著進行系統組裝工作。

元件」出發，其不同於傳統的軟體模組或是

關鍵詞：軟體元件供應鏈、元件儲存庫、
元件描述綱要、元件選擇、專家系統

GUI 物件，是能夠支援企業功能的獨立單元，
除了可以個別被傳遞以及安裝之外，它們具備

大型軟體顆粒的特質，且介面在執行期間允許

整個流程首先是由一個公正的第三者，

被獨立操作，如 ERP 系統中的總帳模組、應

如政府組織或民間非營利機構形成一個委員

收/應付帳款模組。

會(Committee)，提供整體企業流程架構包括

在元件市場形成之後，如何從大量的元

企業流程規格綱要以及共用資料字典綱要作

件中取得需求的元件乃是癥結所在，因此元件

為 meta-data ， 以 讓 企 業 分 析 師 (Business

管理議題便顯得相當重要。本文會先說明已發

Analyst)至流程模型儲存庫中取用。接著，企

展的元件式軟體供應鏈整合模式，並將管理概

業 分 析 師 提 出 他 們 認 為 是 最 佳 實 務 (Best

念附加於該模式當中，形成更為完整之參考架

Practice)的領域模型存放至流程模型儲存庫

構；另一方面，為了解儲存於元件庫內之元件

當中，故流程模型儲存庫中所存放的項目包含

的特性，必須進行一系列元件編碼分類的綱要

由公正委員會所提出之企業流程架構，以及由

設計，故接著說明元件描述綱要的研究結果；

企業分析師所制定之企業流程模型。
在完成企業流程模型的制定之後，系統

最後，為提升元件檢索的成效，乃提出元件知
識推論專家系統之設計概念。

開發業者可選擇一個流程模型來發展其所專
精之系統模組，這也相當於是選擇一個供應鏈

貳、軟體元件管理模式設計

之流程模型，藉由發展相互關聯之作業程序，

在此依各小節分別探討上述之三個主

來達到流程串接的目的。建置完成之元件是透

題，包括結合管理概念之元件整合模式、元件

過上傳機制將其存放於元件儲存庫中，系統開

描述綱要以及元件知識推論專家系統。在首節

發業者在上傳的同時需針對該元件予以詳

說明水平整合模式之後，將更進一步說明元件

述，以利於後續系統整合業者進行檢索之需

選擇流程的部分。

求，故元件儲存庫中所存放的項目除了實體系

2.1 結合管理概念之元件式軟體供應鏈水平

統元件之外，尚需包括元件基本面與進階面的

整合模式

特徵值1。

本研究以已發展的元件式軟體供應鏈整

本研究所發展之元件管理模式的重點在

合模式為基礎(黃繼弘，2002)，來發展具獨特

於元件搜尋與檢索工作上，如圖 1 下面方框區

性之元件管理模式，基本上整個模式建構的方

塊所示，為提升元件檢索之效用，在進行元件

法還是自 ebXML 推衍而來，且還是從軟體元

檢索的前置作業方面，需由知識工程師發展相

件合作開發的角度來思考，故整個流程步驟依

關元件檢索規則，並詳述於專家系統之規則庫

序仍分為企業分析、模型選擇、元件建置、元

中，最後透過 Web 平台管理系統讓系統整合

件選擇與系統整合等五個流程階段，形成整個

業者得到元件檢索結果以及相關建議方案。

軟體元件的分工模式，而在此主要針對元件選

除將原儲存庫區分為流程模型儲存庫與

擇流程以及儲存庫的部分予以修改，使其合乎

元件儲存庫之外，針對元件選擇流程，本研究

本元件管理模式之架構需求。

參考 COTS 元件的聯合選購程序與 Simon 決

如圖 1 所示，在整合模式中涉及一個集

策模式，推導出系統元件之選擇流程；如圖 2

中 式 的 流 程 模 型 儲 存 庫 (Process-Model

所示，分為「流程模型分析」與「元件檢索」

Repository)、一個元件儲存庫架構(Component

兩個部分，而流程模型分析中又包括初始需求

Repository)以及五種角色，包括公正委員會、
企業分析師、系統開發業者、知識工程師以及
系統整合業者。

1

元件基本面特徵值存放於元件資料庫中，而進階

面特徵值則存放於 XML 文件中，此於後說明。

分析、發展總體方案結構、總體方案評估三個

個別選擇流程的制定、各種突發狀況的評估，

階段，由於本研究所提出之系統元件選擇流程

指的不光是單一個別元件的選擇，也包含多個

是從組成一個完整 ERP 系統的角度來進行，

元件間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同時選擇的情況；而

故在此所談及的總體方案與個體方案類似於

對個體方案而言，則只針對不同企業功能的個

COTS 聯合選購程序中總體層級與個體層級

別選擇流程，範圍較狹隘，且置於總體方案的

的概念，即總體方案需考量包括起初的規劃、

流程管理下。

圖 1 元件式軟體供應鏈水平整合模式

可分割性以及同時選擇的情形。在此階段中，
評估結果決定最終選取元件的軟體供應鏈類
型，即企業模型版本，此企業模型也代表著整
體解決方案的企業流程與功能架構，決定好企
業模型，即已完成了企業內的流程整合與資訊
交換的需求分析。
上述流程模型分析工作旨在由系統整合
業者(即系統組裝廠商)透過初始需求分析、發
展總體方案結構、總體方案評估等三個階段，
歸納其元件需求，待元件需求確認後再從流程
模型儲存庫當中檢索適合的企業模型版本。流
程模型儲存庫中的企業模型，由於只限制了模
組間的流程與資料界面，必定有許多不同建置
圖 2 元件選擇流程

方式與內部流程的元件開發完成後，放置在元
件儲存庫中，來供需求企業選擇。這些元件除

針對元件選擇流程，茲將流程模型分析

了具有某個版本的企業模型特色之外，每個元

的三個階段說明如下：

件內部也會針對不同的用途與開發廠商的專

1. 初始需求分析–確認系統需求

長而有所差異化。

首先需組成一個工作團隊，負責整個流

決定了適合的企業模型版本後，接著透

程模型分析的執行工作，包括需求確認並評估

過檢索介面來進行元件的選取，此時企業流程

最終的總體方案。在這個階段當中，除系統需

模型編號便是相當重要的檢索欄位，利用這個

求分析工作之外，尚包含一些管理性的任務，

方式來找到符合流程模型的元件。以圖 2 為

例如擬定階段具體目標、規劃時間排程等項

例，系統整合業者經過流程模型分析，認為

目，倘若進行系統整合工作並非專業系統整合

Model 1 為適合的流程模型版本，接著進入元

業者，而是一般性企業機構的話，還需將系統

件儲存庫中檢索符合 Model 1 流程的總帳系

分析的總體需求置於企業的 IT 策略計畫之

統模組，其中根據系統開發商的不同又有 A、

中。

B、C 三個選擇，系統整合業者考量開發商的

2.總體方案結構發展–發展可能元件組合

聲譽、價位以及元件的特殊性、延展性，最終

一個總體方案(scenario)可以只包含一個
元件或是涵蓋多個單一元件的組合，為將系統

選擇了系統開發商 A 所開發的總帳模組，重
複進行直到模型中的其他模組選擇為止。

需求對應至個別選擇方案之中，工作團隊需於

在實務的運作上，根據實際需求選購最

本階段將總體方案予以切割成數個個體方

終元件之後，尚需協調契約取得、導入、安裝、

案，模擬並建構出多個可能的方案組合。

維護等項目的細節。在水平整合模式擬定之

3. 總體方案評估-評估並選取一元件組合

後，下節說明元件描述綱要之設計。

為確保正確的協同流程，工作團隊必須
將上個階段所建構出來的方案組合予以評

2.2 元件描述綱要

估，除歸納選取元件的技術需求之外，並分析

首先在元件儲存庫之結構方面，本研究

每個方案組合中，元件彼此間的交互作用、不

所設計之元件儲存庫，除存放實體之元件項目

之外，尚包括「基本面元件資訊」
、
「進階面元

2.3 元件知識推論專家系統

件資訊」
、以及「元件檢索規則」等三類資訊，

本研究建構元件知識推論專家系統的主

其對應之存取結構如圖 3 所示，分別存放於

要目的在於提升元件的搜尋與檢索能力。除了

「元件資料庫」
、
「元件 XML 文件」
、以及「元

上述基本與進階面的元件資訊之外，在元件檢

件規則庫」中；另外，元件檢索規則乃藉由嚴

索上若能儲存元件過去的成功、失敗經驗，以

謹的 Rule-based 規則來定義並存放於元件規

及專家建議等知識內容，應能有效提升元件搜

則庫中，這部份將於下節說明。

尋與檢索的效用；這些知識內容擬藉由嚴謹的
Rule-based 規則來定義之。在專家系統建置工
具的選擇上，本研究採用規則式專家系統平
台—DRAMA，作為專家系統規則庫之建置環
境，並結合物件導向式知識模型觀點來設計規
則庫的知識類別。
規則式專家系統平台 DRAMA 是使用
NORM(New

Objected-Oriented

Rule-base

Model)知識模型的設計概念，除具備模組性、
抽象性、再用性等物件導向特性之外，也力求
透過物件導向的知識管理概念，來讓知識系統
能夠協助系統開發人員以更接近人類思維的
圖 3 元件儲存庫結構

使用模式來開發知識應用系統[16]。在 NORM
所定義的知識模型2當中，知識類別

本研究之綱要設計分為基本面與進階面

(Knowledge Class)是用來表現一個知識區塊

兩個層面，此為描述元件的依據，根據此綱要

或 知 識 概 念 ， 或 稱 之 為 領 域 知 識 (Domain

設計來建置元件儲存庫中的「元件資料庫」與

Knowledge)。如圖 4 所示，知識類別是由問題

「元件 XML 文件」。在此將「基本面綱要設

的事實所構成，而相關聯的知識類別則成為一

計」
、
「進階面綱要設計」的描述項目，及其與

個存放相關領域知識的規則庫(Rule-base)。

「元件資料庫」
、
「元件 XML 文件」間的關聯
性說明如下：
1. 基本面綱要設計(Basic Facet)：包括開發語
言、使用平台等較具結構性，容易識別且定義
清楚的元件資訊；這些結構化的資訊是儲存於
元件資料庫中，茲將基本面元件資訊描述於附
錄 I。
2. 進階面綱要設計(Advanced Facet)：包括元
件功能、名稱同義字、角色作用、企業規則、

圖 4 NORM 知識模型概觀

組成項目與觸發事件等較不具結構性的元件
資訊；這些屬性值亦或為空，也可能為複合
值，是儲存在元件 XML 文件之中，茲將進階
面元件資訊描述於附錄 I。

2

DRAMA 中的知識格式是以 XML 為基礎而進行

設計。

圖 5 是元件檢索規則的一個範例，表示

向前推論機制，得到符合 J2EE 架構之元件即

輸入的檢索條件為 J2EE 架構的話，則可推論

具備跨平台特性之結論，根據此設計規則形成

出該元件是使用 JAVA 語言開發，而使用 JAVA

最終的元件檢索結果，其元件必定符合跨平台

語言開發的元件又具備跨平台之特性，透過此

之特性。

圖 5 推論規則範例
本研究所規劃之元件檢索知識類別架

述資訊，基於元件檢索需求來觸發基本面檢索

構，乃參照元件描述綱要之分類來進行設計，

與進階面檢索功能，前者處理功能面以及市場

元件檢索知識類別之關係如圖 6 所示，在此將

交易面的檢索問題，後者則處理技術性以及部

元件檢索工作規劃成三個知識類別，一般性描

署面的檢索問題，且必須分別建置起相關問題

述存放元件編號、元件名稱以及發行版本等描

點的檢索規則。

圖 6 元件檢索之知識類別架構

本文針對進階面的檢索問題，利用
DRAMA 建置出如圖 5 所述之範例規則，在此
以向前推論表示的範例規則有二：
1.元件特性推論：
「IF 元件標準 = ” J2EE ” AND 執行平台 =
“ Unix” THEN 開發語言=”Java”」
2.元件產品評論：
「IF 開發語言=”Java” THEN 產品評論=”跨
平台”」
為確認在實做中的知識類別能符合使用
者的預期，透過模擬功能來了解實際推論過程
將有其必要性，範例規則之推論流程如圖 7
所示。

圖 7 範例規則之推論流程

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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