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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ee to which internal states and behavior of software systems conform to 

their requirement is a key issue to evaluate whether a software system can provide service of 

high quality consistently. Software monitoring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help ensure such 

integrity of large-scale software system. But it is usually time-consuming and error-prone to code 

and deploy the monitors manually. This paper proposed an approach which utilizes model-based 

software monitoring techniques to ensure the high quality of software. The basic idea is to 

capture concerned events from runtime software and discover errors that occur during its 

execution, in order to rapidly adjust the system and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software services. In 

this paper, a monitoring model is proposed to present the monitoring requirements. By adopting 

the monitoring model, this approach facilitates the process of equipping a software system with 

monitoring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included constraint descriptions and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on rules, the monitoring model is transformed into corresponding bunch of 

monitoring code semi-automatically or automatically. In addition, these codes will be deployed 

to the monitored system in an appropriate mechanism, either in the way of bytecode 

instrumentation or by adding interceptors. Experiments have shown that bo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two methods is affordable. 

Key words: software maintenance, assurance of software quality, integrity, software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constraint, model 

摘要：软件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状态和行为是否与其需求规约一致是衡量软件系统服

务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本文提出了一种使用基于模型的软件系统监测技术来保障软件质

量的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及时发现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为调整系统、保障软件

服务质量提供依据。该方法以包含约束描述信息的监测模型为基础，基于一系列的转换规

则，自动、半自动地将监测模型转换成相应的监测代码，并以合适的实现机制部署到被监

测系统之上，从而提高软件系统监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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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保证软件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状态和行为

始终与其需求规约保持一致，是确保其能够持

续提供高质量服务的重要途径[1]。对于一些对

可信度要求较高的软件系统，比如承担关键任

务的软件系统、软件密集型系统等，这一特性

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软件系统监测技术作为

一种保障软件系统运行时质量的重要手段，受

到了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2]。 

1.2. 软件系统监测技术 

作为软件质量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步

骤，软件验证（Verification）技术是目前使用

最为广泛的一种保证软件质量的方法[3]。传统

的软件验证技术通常应用于软件产品交付之

前，包括了静态代码分析、形式化验证等静态

验证技术和软件测试等动态验证技术。然而，

随着软件系统规模及复杂性的不断增长，仅仅

使用这些验证技术已经不足以保证软件能够在

运行时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因此一种运行

时刻的软件验证技术应运而生，即监测技术

（Monitoring）。 

软件系统监测技术是一种在软件系统上线

（online）后，通过捕获其内部状态、行为、交

互、运行环境状态等信息，来实时验证软件当

前的运行状态与行为是否满足预先设定约束的

方法。这里的约束指的是软件系统中为了保证

软件功能的正确执行而附加的限制条件[4]，通

常是由系统的需求规约得到的一系列形式化或

半形式化的描述。 

与传统的验证技术相比，软件系统监测技

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5]：（1）针对有限的实际

执行路径进行验证，避免了形式化验证中路径

穷举的低效性和测试中路径枚举的不充分性。

（2）针对系统的具体实现而非抽象模型进行验

证，避免了模型与实现之间的不一致性，也省

掉了进行建模所带来的额外开销。（3）能够获

取系统在真实运行环境下准确的状态及行为信

息。对于运行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的软件

系统，其运行环境将影响软件系统的运作并带

来一些不可预期的问题。因此对软件系统在实

际运行过程中的行为进行验证，将更有助于其

对异常情况的出现做出及时的应对措施，从而

防止失效（failure）的产生。 

早期的监测技术以对非功能性约束的验证

为关注重点，主要应用于软件剖析、性能分析

等方面[6]。而近期的很多工作都将运行时监测

的重点转移到了功能性约束上[7][8][9][10]。如何更

加快速有效的实现并应用功能性监测技术成为

了一项备受关注的研究内容：软件系统在完成

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的同时还要增加额外的

监测功能，以何种机制及策略实现监测才能降

低这部分开发工作的成本并且不影响被检测系

统的正常运行？如何才能以更方便直观的形式

定义待验证的约束？ 

实现监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软件的开

发阶段加入负责捕获信息的代码。可是将这些

代码与实现主要业务逻辑的代码交织在一起，

就会产生代码纠缠或功能分散的问题。使用面

向 侧 面 的 编 程 范 型 （ Aspect-Oriented 

Programming）[11]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监测

代码与业务逻辑代码的分离，从而为系统获得

了更好的封装性及可重用性。比如面向监测的

编 程 范 型 （ MOP ， Monitoring-Oriented 

Programming）[9]、Aspect-J[12]等。但同时它们

也增添了程序开发人员的负担，他们不得不重

新适应一种新的编程方式，从而增加了开发成

本。更为理想的做法应该是让实现监测的工作

尽可能对编码人员是透明的，从而可以让他们

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如何实现具体的业务逻

辑。 

如何定义约束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

题。现有的约束定义语言（比如 OCL[13]、JML[14]

等等）大多过于复杂、学习成本较高，初学者

很难使用这些定义语言描述相应的约束，从而

影响了监测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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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odel-based software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approach 

图 1  基于模型的软件系统监测方法 

1.3. 本文方法概览 

针对 1.2 节中提出的若干问题，本文参考

模型驱动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的软件系

统监测方法。该方法以包含约束描述信息的监

测模型为基础，基于一系列的转换规则，自动、

半自动地将监测模型转换成相应的监测代码，

并以合适的实现机制部署到被监测系统之上，

从而提高了软件系统监测的部署效率。同时为

了更方便的定义面向监测的约束，我们还提出

了一种基于 XML 的约束描述语言 CDL

（Constraint Description Language），并提供了

可视化的约束定义工具。 

整个方法的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图中的

待监测系统模型是指忽略待监测系统的具体实

现细节而抽象出来的平台无关模型，它提供了

待监测系统关于监测的必要信息。通过在待监

测系统模型上添加运行时所需要满足的约束信

息，就得到了系统的监测模型。根据不同的系

统实现方式及运行平台信息，模型转换工具将

半自动或自动地把监测模型转换为相应的监测

代码。随后，监测代码部署工具将负责以合适

的实现机制把生成的代码部署到待监测系统

上，这些代码将在不影响被监测系统正常提供

服务的前提下，完成运行时监测的工作。这样

就得到了具备自监测能力的软件系统。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监测模型及描述模

型约束的方法，第三部分介绍了模型的转换过

程即监测代码的自动生成过程,第四部分介绍

了监测代码的部署机制，第五部分介绍了框架

的实现方法及性能分析，第六部分介绍了相关

工作，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2. 软件系统监测模型 

2.1. 概述 

为了更好地解决在实现软件系统监测过程

中所出现的代码纠缠、功能分散以及增加开发

负担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软件系统的监测

模型。该模型以待监测系统模型作为输入，并

辅以模型约束信息来提供足够的监测信息，从

而自动或半自动的生成相应的实现代码。 

待监测系统模型是整个方法工作流的起

点，其形式是用 UML 描述的代表待监测系统

的一组结构及行为模型,它提供了被监测系统

的全部必要信息。使用 UML 模型作为输入模

型，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从而很好的与

系统的开发过程接轨，简化模型的获取过程。

为了确保所获得的系统模型与系统实现间的一



致性，本文使用反向工程工具从系统的实现来

获得待监测系统的模型。 

为了实现模型到实现的自动或半自动的转

换，所定义的模型除了扮演系统设计蓝图的角

色以外，还必须具有计算机可读性、一致性和

准确性，这样才能为模型的转换提供足够的信

息。在[15]中，作者以“模型成熟度等级”来

划分不同的模型。模型的成熟度等级越高，它

与系统实现间的鸿沟就越小，半自动或自动化

转换的可行度也就越高。因此，必须首先构建

出具有高成熟度等级的模型。而仅使用 UML

描述的待监测系统模型并不具备这样的成熟

度。因此本文通过对被监测系统模型进行扩展

并辅以模型约束信息，提供了一种具有足够成

熟度的监测模型。 

2.2. 模型的约束信息 

在 1.2 节中我们已经提到约束是指软件系

统中为了保证软件功能的正确执行而附加的所

有限制条件，通常是由系统的需求规约得到的

一系列形式化或半形式化的描述。验证软件系

统在运行过程中是否满足了这些约束，正是保

障软件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16]。 

上述约束通常使用自然语言描述，很容易

造成歧义，也不适用于程序处理。而另一些使

用“形式语言”进行描述的方法却过于形式化，

普通的系统建模者难以应用。所以，我们提出

了一种基于 XML 的简单易用的约束描述方

法，即约束描述语言（ CDL ， Constraint 

Description Language），来定义模型中的约束描

述信息。 

2.2.1. 约束模式 

本文主要关注软件系统中与操作相关的约

束。通过对大量的约束进行对比与综合，我们

发现虽然不同软件系统的业务目标各不相同，

但其中对操作的约束却遵循着一定的模式。本

文以[17]在描述模式方面的思想为基础，把模

式应用于对约束的描述，提出了如图 2 所示的

约束模式结构。从总体上看，我们目前发现的

约束模式主要包括了两个大类：数值（Value）

约束和事件（Event）约束，这两类约束广泛存

在于各种类型的软件系统中。前者是指对操作

参数的约束，包括了单个数值的约束和多个数

值之间的约束；后者则包括了与时间值相关的

时间约束和事件间顺序关系的时序约束。有关

约束模式的详细描述请参见[18]。按照约束模

式来组织模型中的约束，可以直观的抽取出约

束间的共性，从而便于约束验证代码的自动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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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ierarchy of constraint patterns 

图 2  约束模式层次图 

2.2.2. 约束描述框架 在本文提出的方法中，模型中的所有约束

信息将按照其所属的约束模式被组织到一个



XML 形式的 CDL 文件中。每个约束模式父节

点下包含了属于该模式的若干个描述约束具体

信息的约束子节点，其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中的 Name 表示一条约束信息的标识

符，在每一个 CDL 文件中必须唯一；Category

描述了约束的进一步分类信息；Description 是

用自然语言对约束的简单描述，以便于理解； 

Content 描述了约束的详细内容，是约束描述中

的核心部分；Scope 是事件约束的可选项，用

以描述某事件约束在哪一个时间区间上有效；

Condition 也是事件约束的可选项，主要用以区

分发出相同操作的不同对象实例。 

 

Figure 3 Structure of constraint node 

图 3  约束节点结构图 

2.3. 监测模型 

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用户建立监测模型的

难度，我们采用了图表式的方法来表示监测模

型。根据 2.2.1 节中提出的模式，我们可以自然

地将监测模型分为两种，一种是参数值监测模

型，对参数值的约束通常属于单值约束模式或

值间约束模式；另一种是事件监测模型（这里

的事件指的是对操作的调用事件），对事件的约

束通常属于时间约束模式或时序约束模式。对

于其中的单对象约束我们采用表格式的表示方

法，对于多对象的约束我们采用图形式的表示

方法。每种监测模型的图表式表示都有其对应

的 XML 形式的内部表示，以便于监测代码的

自动生成。 

2.3.1. 参数值监测模型 

参数值监测模型由所关注的参数值和定义

在其上的约束信息表构成。具体的表示方法为

在方法的参数列表中需要约束定义的参数后面

用<约束名>来表示该参数对应的约束，并在其

对应的约束信息表中描述该约束的详细信息，

如图 4 所示。图 4 中左侧为标记有约束信息的

监测模型，右侧为尖括号内所标记的约束所对

应的约束信息表。 

Class Name  Key Value 

  ConName … 

Method 

(Argument:Type 

<ConName>) 

 Single or 

Multiple 

… 

Atomic 
Constraint1 
(MinExclusive) 

 

 Atomic 
Constraint2 
(MaxInclusive) 

… 

… … 

Figure 4 Monitoring model of operations’ parameter 

图 4  参数值监测模型 

2.3.2. 事件监测模型 

事件监测模型（即操作调用监测模型）由

一组被关注的操作调用事件和定义在其上的约

束构成。对事件的约束包括了时间与时序两大

类约束，描述了操作的调用顺序、调用频率、

调用间隔、响应时间等多方面的限制条件。 

操作的时间约束通常是单对象约束，即只

涉及一个约束。我们同样采用在模型中操作元

素的后面添加<约束名>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表

述，但把位置放在了方法参数列表的括号之后，

并同样以约束信息表做辅助说明，如图 5 所示。 

ClassName  Key Value 

  ConstraintName … 

Method 

(ParameterList) 

<ConstraintName> 

 AtomicConstraint1 
(Response Time) 

… 

 AtomicConstraint2 
(Called Times) 

… 

… … 

Figure 5 Monitoring model of events including 

temporal constraint 

图 5  包含时间约束的事件监测模型 

而对操作调用事件的时序约束由于涉及多

个操作，则无法用简单的添加约束名的方法来

Name 

Category 

Description 

Content 

Condition 

Scope 



表示。因此在监测模型中我们建立了一种操作

时序约束图来描述包含这种约束的事件模型。

在该图中，使用一个圆形来代表对操作的一次

调用（即一个事件），并用几类特殊的连接线来

对事件进行连接以描述它们之间的时序关系。

共有以下几类时序约束： 

包含未来时序约束的事件监测模型 

事件的未来时序约束包括“Next”和

“LeadTo”两种，分别用实线箭头和虚线箭头

表示，如图 6 所示。图 6（a）表示“e next e1”，

即一旦事件 e 发生，那么紧邻 e 之后发生的事

件必须是 e1；图 6（b）表示“e leadTo e1”，

即一旦事件 e 发生，那么在整个事件序列结束

之前，事件 e1 必须要发生。 

e1 e 

(a) (b) 

e1 e 

 

Figure 6 Monitoring model of events with future 

temporal constraints 

图 6  未来时序约束的事件监测模型 

包含过去时序约束的事件监测模型 

事件的过去时序约束包括“Last”和

“Precede”两种，分别用符号实现反箭头和虚

线反箭头表示，如图 7 所示。图 7（a）表示“e1 

Last e”，即如果事件 e 发生，那么紧邻 e 之前

的说事件一定是 e1；图 7（b）表示“e1 precede 

e”，即如果事件 e 发生，那么在此之前 e1 一定

已经发生过。 

e e1 > e > e1 

(a) (b)  

Figure 7 Monitoring model of events with past 

temporal constraints 

图 7  过去时序约束的事件监测模型 

包含多个时序约束的事件监测模型 

在包含多个时序约束的监测模型中，不同

的时序约束之间可能存在“或（OR）”或者“与

（AND）”的逻辑关系。在模型中分别使用虚

线弧和实线弧来表示这两种逻辑关系，如图 8

所示。 

默认情况下，时序约束之间的逻辑关系为

“AND”关系，其图示元素（实线弧）可以省

略不画。如果两条时序约束所涉及的事件没有

交集，那么这两条约束一般情况下没有关联，

在软件运行时刻这两条约束都需要满足，因此

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AND”。 

e1 

e2 

e 

e2 > 

> e1 e 

(a) (b)  

Figure 8 Monitoring model of events with multiple 

temporal constraints 

图 8  包含多个时序约束的事件监测模型 

2.4. 监测模型建模举例 

下面我们以一个具体的实例来介绍一下监

测模型的建模过程。该实例为一个常见的网上

购物系统，使用该系统的用户可以进行注册新

账号、登录、将产品项目放入购物车、从购物

车删除产品项目、修改购物数量、新建订单、

查看订单、查看购物车、结算、注销登录等操

作。我们从系统的需求规约中捕获到了这样两

条约束：（1）事件约束：向购物车添加商品必

须在登录之后，注销登陆之前；（2）数值约束：

用户注册所提供的密码必须包含普通字符、数

字两种，长度在 8-16 之间。根据这两条约束

所建立的监测模型分别如图 9、10 所示。 

 

Figure 9 Example of monitoring model of events 

图 9  事件监测模型举例 

opLogin 

> 

opAddItem 

opLogout 



 

Figure 10 Example of monitoring model of parameters 

图 10  参数值监测分析模型举例 

3. 监测模型转换 

从 2.2.1 节介绍的约束模式中我们可以看

到：属于同一类约束模式的约束在结构上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这就使得对属于同一约束模式

的验证逻辑也保持一致。通过将同类约束模式

的验证逻辑进行抽象，提取共性成分，便得到

了此类约束的验证代码模板。因此，在监测模

型与其对应的约束模式的验证代码模板之间就

形成了一种映射关系，或称之为转换规则。根

据监测模型中约束所属的约束模式，就可以选

定其验证代码的模板，然后再将模型中实际的

监测对象实例化到代码模板中，就生成了实际

的监测代码。 

值约束的验证逻辑比较简单，一般是对值

的长度、取值范围、格式、合法性等等进行的

验证。根据监测模型中所定义的约束类型，模

型自动转换工具会自动生成代码模板，并将所

定义的约束值实例化到模板中从而生成监测代

码。在程序运行时，模型中对象的实际值将被

监测代码捕获，并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边界

值比较等方法完成值约束的验证。 

而对于事件约束，可将其转化为等价的、

便于程序理解的有限自动机来进行约束验证。

这一转换过程是根据约束所属的模式自动进行

的，每一种事件约束模式会对应一个有限自动

机模板。转换之后的验证过程如下：首先，从

时序约束中抽象出状态和事件，为它构造一个

有限状态自动机；然后在应用的运行过程中，

监测程序捕获相关事件流，作为有限状态自动

机的输入；有限状态自动机根据输入的事件流

进行推理，并利用事件触发一些状态转换，来

对约束进行同步的验证。 

可见，有了形式化的内部表示之后，在线

监测程序只需要捕获感兴趣的事件，根据有限

状态机的状态转换图进行状态转换，直到有限

状态机到达终点状态。如果出现了非法的状态

转换，则表示系统中出现了违反约束的情况；

否则表示系统遵守了约束，即处于正常的运行

状态。 

通过以上的模型转换机制，模型转换工具

将根据待监测系统所提供的系统实现方式、运

行平台信息等平台相关信息，自动地完成监测

模型到代码实现的转换，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监

测代码的生成效率，并将程序员从繁琐的编码

工作中解脱出来。 

4. 监测代码的部署机制 

在获得监测代码之后，如何将其部署到待

监测系统之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部

署的过程中主要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1）

<Constraint> 

 <name>PasswordConstraint</name> 

 <category>SingleValueConstraint</category> 

 <description>The “password”parameter of opRegister 

should be a String composed of letters and numbers, and its 

length should be between 8 and 16. </description> 

 <content> 

  <restriction base = String> 

   <minLength>8</minLength> 

   <maxLength>16</maxLength> 

   <pattern>[a-zA-Z0-9]</pattern> 

  </restriction> 

 </content> 

</Constraint> 

-username: String 

-password: String  

-email: String 

+opRegister(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Constraint>, email) 

+opSignin(username, password) 

Account 



在添加监测代码之后，是否较少地影响原有系

统功能的实现及效率；（2）是否可以用可配置

的方式来部署监测代码，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在本文实现的监测与验证框架中，基于不同系

统的实际情况及需求，在 JEE 的应用中分别使

用了两种不同的添加机制：字节码插装和截取

器。 

4.1. 字节码插装 

使用字节码插装来向被监测系统中添加监

测代码，可以忽略原有系统在实现中的差异性，

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系统，其运行效率也较高。

但由于插装之后监测代码和业务逻辑代码被编

织在为一体，虽然有 Java 字节码检查器对插装

之后的字节码文件进行字节码规范的检查，但

是在保持系统的稳定性、代码的一致性和结构

的正确性方面还是会存在一些不足，也会给程

序的复用带来问题。 

4.2. 截取器 

基于截取器 [19]的设计是一种在软件系统

中被广泛采用的设计方式。这种设计包括了三

种角色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三种角色分别是调

用者（invoker）、截取器（interceptor）和被调

用者（invokee）。截取器处于调用者和被调用

者之间，通过截获二者之间传递的消息来完成

一些特定的横切（Cross-cutting）的处理工作。

目前截取器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Tomcat 服务器、EJB3 规范、Spring 框架中都

有截取器的实现。 

在进行运行时监测和验证时，截取器可用

来截获操作之间的调用请求及响应，然后对其

进行验证。基于截取器（Interceptor）的监测技

术能够使监测代码在运行时刻与业务逻辑代码

保持相对的独立，可以通过配置文件灵活的添

加或去除截取器，从而使监测代码具有更高的

灵活性、复用性和可维护性。加之目前的主流

中间件及开发框架中都有截取器机制的实现，

也为监测代码的添加提供了基础。 

5. 方法实现及性能分析 

我们开发了相应的工具来实现本文所提出

的方法。首先，使用 Eclipse 的建模框架 EMF

开发了 Eclipse 插件形式的监测模型建模工具。

该工具可以从现有系统的实现中抽取出待监测

系统的模型，并提供可视化的建模方式，以向

导的形式为用户提供了简单直观的约束编辑功

能，防止用户陷入一些繁琐的语法错误中。通

过这样一种可视化的方法，用户只需完成一张

包含若干约束信息字段的表单，就可以自动的

生成对应的约束描述文件，高级用户也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要直接对 XML 修改。同时，相对

于其他形式化语言来说，XML 提供的信息更具

有结构化，因此更容易实现监测代码的自动生

成。 

使用该建模工具建立的计算机可读的监测

模型将由模型自动转换工具来转换成相应的代

码实现。所生成的代码主要负责两部分的工作：

（1）捕获系统中感兴趣的事件（2）对照相应

约束进行验证。如果被验证的对象是值约束的

话，通常会将负责两部分工作的代码组合在一

起，直接部署到系统中，而如果被验证的对象

是事件约束，则通常会将两部分代码分离，把

负责验证的代码放入监测控制组件中。 

随后，监测代码部署组件将选择合适的机

制进行监测代码的部署[20]。第一种方式使用字

节码插装的方法来实现。从现有的字节码操纵

工具中，我们选择了 javassist 进行重新封装，

初步实现了针对监测代码的字节码插装工具。

第二种则是以截取器的形式来实现。用户可根

据系统的实现条件，相应的生成各不同中间件

或开发框架中的对应的截取器实现，包括

Tomcat 的 Filter、EJB3 的 Interceptor、Spring

的 Interceptor、PKUAS 的 Interceptor 等等，并

将其动态部署到监测系统上。 

运行时刻的被监测系统如图 11 所示。其中

的监测控制组件除了负责对事件约束的验证

外，还负责对所有已部署的监测代码进行管理

和调控。用户可以通过监测控制组件来管理已

部署的监测代码，并根据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

进行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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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Tool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nitoring 

approach 

图 11  运行时刻的被监测软件系统 

为了了解我们的测试方法的性能情况，针

对不同的监测代码部署方式及不同的约束模

式，我们进行了性能测验，结果如图 12 和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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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Testing results of performance of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constraints on values 

图 12  值约束的监测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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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Testing results of performance of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constraints on events 

图 13  事件时序约束的监测性能测试结果 

通过上面两个图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

到：（1）对于普通运算量的运行时监测与验证，

不论采用何种监测代码的组织方式，相对于业

务逻辑代码的执行时间，用于监测的时间都是

可接受的；（2）监测代码的插装部署方式要比

截取器方式的效率更高，但截取器方式在增加

的额外开销不大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多的灵活

性。因此，需要根据实际应用的运行环境、性

能需求、灵活性、约束特性这四个方面综合考

虑，选择适当的监测代码组织方式。 

6. 相关工作 

6.1. MOP 

[9]提出了一种面向监测的编程范型——

MOP 来实现运行时的验证。在该方法中，用户

可以以注解（annotation）的形式向程序中添加

约束，在编译的过程中，这些注解将会被自动

转换成实现相应监测功能的代码实现。虽然这

种方法可以更好的忽略系统实现中存在的差异

性，但将约束描述与代码混在一起却影响了代

码日后的可维护性。同时，编写额外的注解，

也并不是程序员所想要的。 

6.2. Web Service 交互的监测框架 

[10]把[17]提出的属性模式引入到了 Web

服务交互性质的描述中，提出了一种对 Web 

Service 交互进行监测与验证的运行时框架。该

框架通过将运行时 Web Service 的交互行为与

预定义的约束进行验证，来评价使用者是否已

正确的方式使用了 Web Service。 

相比于这项工作，我们的方法忽略具体的

实现而建立的监测模型更加具有通用性。无论

是 Web Service 或是前台的页面表单，都可用

本文的监测模型来进行建模，只要对代码生成

方式和部署方式进行扩展，就获得相应的实现。 

6.3. 对 WS-BPEL 过程的动态监测 

[8]针对Web服务中的BPEL过程提出了一

种进行动态监测的方法。该方法以一种断言语

言形式的规约语言来指定监测规则，并把它们

动态的织入被监测的 BPEL 过程，以基于代理

的方法来实现监测规则的选择和执行。该方法

的监测对象局限于 BPEL 过程，同时使用基于



代理的方法作为其实现形式，也使得该方法只

能局限应用于一部分特定的应用，在通用性上

有所欠缺。 

7. 结束语 

为了给软件提供一种运行时的质量保障机

制，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的软件系统监测

方法。该框架以包含约束描述信息的监测模型

为基础，基于一系列的转换规则，自动、半自

动地将监测模型转换成相应的监测代码，并以

合适的实现机制部署到被监测系统之上，从而

提高了软件系统监测的效率。同时，我们实现

了一系列的工具来支撑整个框架，包括建模工

具、监测代码生成工具以及代码部署工具。 

我们进一步的工作包括：（1）探讨如何发

现潜在的软件约束：很多软件并不包含明确的

约束信息，这些约束信息通常是隐含在需求说

明及用户手册中的，如何发现这些约束并用约

束描述语言将它们定义出来，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2）进一步完善模型中用来定义约束

的约束描述语言，以使其具备更强的表达能力，

能够描述更多真实场景中的约束；（3）允许用

户在约束定义中添加当约束被违反时软件所采

取的动作，并提供相应的实现机制，从而使软

件具备一定的自适应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Avizienis A, Laprie J, Randell B, et al. 

Basic concepts and taxonomy of 

dependable and secure computing [J]. IEEE 

Trans on Dependable and Secure 

Computing, 2004, 1(1):11-33 

[2] Dawson D, Desmarais R, Kienle H, et al. 

Monitoring in adaptive systems using 

reflection [C] //Proc of the 2008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for adaptive and self-managing 

systems. Leipzig, Germany: ACM, 2008: 

81-88 

[3]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ofessional 

Practices Committee. Guide to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Body of Knowledge 

[EB/OL].[2008-09-15]. 

http://www.swebok.org/ironman/pdf/SWE

BOK_Guide_2004.pdf 

[4] Zave P.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efforts in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C]. //Proc of 

RE'95. Washington, DC USA: IEEE, 

1995:214-216 

[5] Wikipedia. Runtime verification [EB/OL]. 

[2008-09-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untime_verifi

cation 

[6] Delgado N, Gates A, Roach S. A taxonomy 

and catalog of runtime software-fault 

monitoring tools [J]. IEEE Tra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2004, 

30(12):859-872 

[7] Bodden E. Efficient and Expressive 

Runtime Verification for Java [C]. //Proc of 

Grand Finals of the ACM Student Research 

Competition. 2005 

[8] Baresi L, Guinea S. Towards Dynamic 

Monitoring of WS-BPEL Processes [J].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2005, 

3826: 269-282 

[9] Chen F, D'Amorim M, Roşu G. 

Monitoring-Oriented Programming: A 

Tool-Supported Methodology for Higher 

Quality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UIUCDCS-R-2004-2420 [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04 

[10] Li Zheng, Jin Yan, Han Jun. A runtime 

monitoring and validation framework for 

Web service interactions [C]. //Proc of  

ASWEC'06. 2006 

[11] Laddad R. Aspect-oriented programming 

will improve quality [J]. IEEE Software, 

2003, 20(6):90-91 

[12] Eclipse.org. The AspectJ Project [EB/OL]. 

http://www.eclipse.org/aspectj/ 

[13]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Object 

Constraint Language OMG Available 

Specification Version 2.0 [EB/OL]. 

http://www.omg.org/cgi-bin/apps/doc?form

al/06-05-01.pdf 

[14] The Java Modeling Language (JML) 



[EB/OL]. 

http://www.cs.ucf.edu/~leavens/JML/ 

[15] Warmer J, Kleppe A. The Object Constraint 

Language: Getting Your Models Ready for 

MDA [M]. Addison-Wesley, 2003 

[16] Froihofer L, Glos G, Osrael J, et al. 

Overview and Evaluation of Constraint 

Validation Approaches in Java [C]. //Proc 

of ICSE'07. Washington, DC USA: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07: 313-322 

[17] Dwyer M, Avrunin G, Corbett J. Patterns in 

property specifications for finite-state 

verification [C]. //Proc of ICSE'99. 

Washington, DC USA: IEEE Computer 

Society, 1999: 411-420 

[18] Wang Qianxiang, Li Min, Meng Na, et al. A 

Pattern-Based Constraint Description 

Approach for Web Services [C]. //Proc of  

QSIC '07. Washington, DC USA: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07: 60-69 

[19] Wang Qianxiang, Mathur A. Interceptor 

based constraint violation detection [C]. 

//Proc of ECBS '05. Washington, DC USA: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05: 457-464 

[20] Liu Yonggang, Li Min, Wang Qianxiang, et 

al. Middleware based Runtime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Framework [C]. //Proc of 

National Software Application Conference. 

Xi’an: 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 2007 

刘永刚，李敏，王千祥等. 基于中间件的

运行时监测与验证框架 [C]. 全国软件与

应用学术会议. 西安：中国计算机学会，

2007 

 

 

 

 

 

 

 

Shao Jin, born in 1986, is a Ph.D. candidate in 

computer software and the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runtime software 

quality assurance. 

邵津（1986-），女，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方向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软件工程，运

行时软件质量保障。 

 

Deng Fang, born in 1985, is a master student in 

computer software and the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runtime software 

quality assurance. 

邓芳（1985-），女，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方向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软件工程，运

行时软件质量保障。 

 

Wang Qianxiang, born in 1970, is a professor 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also senior member of 

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ftware engineering, 

middleware, analysis and adjusting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王千祥（1970-），男，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

高级会员，主要研究方向：软件工程、中间件、

软件及服务的分析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