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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我国企业组织同时存在金字塔型、矩阵型和动态网络型结构的现
状, 采取基于基本组织单元的形式描述了上述三种组织结构, 并提出基于统一建
模语言的企业组织建模方法。采用该方法建立了企业组织的用例图、
类图和顺序 周晓晔 副教授
图, 对企业组织系统的功能及动态、静态特性进行了较全面的描述。应用该方法
和 Visual C+ + 对企业组织建模系统进行了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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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Chinese enterprise that there are pyramid, matrix and dynamic network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his paper first ly described three types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BOU ( basic organizat ion u2
nit ) . Then,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modeling method based- on UML was presented, which gave Use Case Dia2
gram, Class Diagram and Sequence Diagram, and described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s fun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state and static state; in the meantime, supported organization reengineering and virtual enterprise model2
ing. Finally, applying this modeling method and Visual C+ + , an enterprise modeling system is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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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力, 擅长并行、分布式系 统的建模[ 1~ 3] 。UML 为

组织是一个有确定目标的社会实体, 是与外
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社会系统。在企业系统中, 组

对象的结构模型和行为模型定义了语义, 结构模

织结构规范人员的行为与活动, 反映组织系统中

关系; 行为模型强调系统中的行为。因此 UML 可

人员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组织建模是指构造组
织所涉及的一切活动和过程。组织建模可以精确

以对任何具有静态结构和动态行为的系统进行建

地描述企业组织的结构和属性, 为企业组织的描
述提供统一的方法, 实现组织和人员的优化配置,

型强调系统中对象的结构, 包括类、接口、属性和

模。

1

企业组织的构成要素

为组织重构提供支撑工具。
统一 建 模 语 言 (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模型, 它需要提供灵活的结构以适应不同的企业

UML) 除了具有面向对象方法的继承和封装的特

或企业中不同的组织结构 [ 4] 。根据我国企业组织

点外, 由于融合了 Booch、
OMT、OOSE 等众多面向
对象的建模语言的长处, 并具有良好的扩展机制,

同时存在金字塔型、矩阵型和动态网络型结构的

因此, UML 具有 比其 他建 模语言 更强 的建 模能

nit, BOU) 的形式描述上述三种组织结构, 并给出

组织模型是用来定义企业中人的组织形式的

现状, 采取基于基本组织单元( basic organization u2

收稿日期: 2003 ) 10 ) 29

如下定义: ¹基本组织单元是完成一定简单基本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70271049) ; 沈 阳市科学

任务的一个人或若干人的组合, 基本组织单元在

技术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1022036- 1- 10)

企业中是稳定的、
不可再分的, 可以看成是企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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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原子; º组织单元( organization unit , OU) 由基
本组织单元和下级组织单元构成, 可以嵌套定义
并能描述企业组织的层次结构; »项目组( team)
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由不同职能部门的基本组织
单元组成的动态团队, 它可以由属于不同组织单
元的基本组织单元灵活、动态地组成, 也可以跨越
组织边界吸收其他企业的基本组织单元组成, 项
目组可直接面向任务, 并直接对任务提出者负责;
¼人员( people) 是指企业中所有成员, 一个人员代
表一个具体的人; ½角色( role) 是指具有某项技能
的人员的总称, 如工艺员、
检验员、冲压工等, 由于
角色是面向技能的, 这样就可以将每个活动的执
行者确定为某一角色, 而不必把活动绑定到具体
的工作人员, 这使得组织模型的构建具有高度的
灵活性与柔性。
基于以上定义, 现实企业的组织结构见图 1。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种组织结构都是由基本组织单
元组成的。此外, 若企业由于项目需要可能参加
动态联盟, 只需有一部分的基本组织单元与其他
企业的基本组织单元共同组成项目组即可。

图 2 企业组织建模工具用例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 项目经理对项目进行分解,
部门领导对人员进行考核, 管理员对系统数据进
行维护, 建模人员负责模型的建立与管理等。其
中, 模型的建立是通过使用项目分解、人员考核、
职能分析、模型生成与管理和任务承担五个子案
例实现的。
2. 2 模型描述与设计
利用 UML 的类图建立系统的静态模型, 描述
企业组织中所有的对象类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相
互关系。利用 UML 的交互图( 顺序图或合作图)
描述组织系统的动态行为。
2. 2. 1 类图的建立
在设计企业组织模型时, 需要把组织系统中
相似的事物抽象出来, 建立对象类, 并具体确定对
象类名、
属性和方法。企业组织建模系统主要有
如下对象类: a. 组织单元类, 描述企业内部各种组
织部门, 如管理部门、
生产部门和技术科室等; b.
基本组织单元类, 描述企业组织不可再分的企业

图 1 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

组织单元; c. 项目组类, 描述为完成特定项目而组
成的动态团队; d. 人员类, 描述企业组织中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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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ML 是以面向对 象的图形方式 来描述系统
的, 它提供了用例图、顺序图、活动图、
合作图、类
图、
状态图、
组件图、配置图等基本模型图, 并通过
这些图来全面描述系统的各个方面。
2. 1

模型功能分析
用例图用于描述系统的功能, 并从用户角度

指出每个功能的执行者。企业组织建模工具系统
的功能主要有职能分析、
项目分解、任务承担、
人
员考核、
模型生成与管理和数据维护,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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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e. 角色类, 描述企 业组织中的各种角色; f.
项目类, 将客户订单或重要生产任务作为独立的
项目进行描述和管理; g. 任务类, 一个项目可以分
解为一定数量的任务; h. 地址类, 描述一个组织系
统的物理地址; i. 功能列表类, 列出一个组织可以
完成的全部专业功能, 反映了功能分解的思想; j.
功能类, 具体描述每个功能的基本内容; k. 用户
类, 是企业组织建模系统的使用者; l. 窗体类, 企
业建模系统的各 个窗口; m. 数据库 类, 存储企业
组织建模系统的各种数据。
对象类的属性描述系统中同类事物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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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特征; 方法又称为操作或服务, 表示一个对象
对自身的操作。表 1 列出了企业组织建模系统中
主要对象类的基本属性和部分方法。
表 1 部分组织对象类的基本属性和方法
组织
单元

属性
方法

基本组
织单元

单元名称、单 元编号、负责 人、类 型、业 务
功能、所属部门、业绩、员工总数等
聘任、规划、功能更改、业绩考核等

属性

名称、编号、类 型、功 能编号、所属 组织 单
元或项目组, 人员编号等

方法

加入、退出、任务更改、人员数量更改等

属性

编号、名称、项 目组 领导、组织单 元编 号、
基本组织单元的数量、人员编号、成立 时间、
解散时间等

方法

成立、解散、检 查、组 织单元 变更、基本 组
织单元变更、人员变更等

属性

编号、姓名、性 别、出 生日期、学历、角 色、
身份证号、职称、技能、所属组织单元或 项目
组、备注

方法

招聘、解雇、部 门改 变、角色 更改、技能 更
改、教育培训、奖惩

属性

编号、名称、职责、任职条件、待 遇、所需的
部门或项目组、数量等

方法

设立、撤消、职责改变、待遇更改、评价等

属性

编号、名称、开始日期、交货日期、客户、所
属订单、产品、状态等

方法

立项检 查、订单 维护、状 态 更改、客 户 查
询、变更、完成、核算等

项目组

人员

角色

项目

图3

企业组织建模工具系统类图

图 4 企业组织建模工具系统顺序图

用 Visual C+ + 进行系统界面开发。该组织建模工
确定对象类后, 企业组织建模的下一步就是

具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¹用户操作。用户权限设

建立对象类间的关系。在本系统中, 对象类间的

置, 新建、打开、
保存、打印各类文档; 用 户在 GUI

关系主要有组织单元 与项目组多对 多的合作关
系、
项目组与基本组织单元的多对多关系、
地址与

方式下对组织单元、基本组织单元、
人员和角色的

组织单元一对一关系、项目组承担项目的一对一

录入新项目的编号、名称和交货期等各种属性; 查

关系、
角色与能力间的单向依赖关系等, 见图 3。

询已完成或正在完成项目的情况。 »职能分析。

2. 2. 2 顺序图的建立
UML 的交互图( 顺序图和合作 图) 描述对象

查询组织单元和基本组织单元的基本职能; 项目

间的动态交互关系。一个顺序图可以描述对象间

情况和 录入企业角色 的基本情况等。 ¼人员考

发送和接受的消息且着重强调对象交互的时间顺
序。企业组织模型建 立的主要过程 顺序图见图

核。制定对人员的考核标准, 考核企业的全体人

4, 可以看出, 组织建模部分对象间的消息流顺序

理。基本组织单元的录入和删除; 组织结构图的

是项目查询、
结果返回、通知项目经理、项目信息

生成; 模型维护。 ¾实现数据库的管理。

传递、
项目分解、任务信息、通知抽调人员承担任
务、
任务信息传递、
提取信息、抽调人员、
建立组织
模型。
2. 3

模型实现
基于以上的建模方法和 UML 的图形描述, 应

属性进行编辑。 º任务分析。对任务进行分解;

组能完成的任务情况; 查询企业所需角色的基本

员; 人员的聘用和解雇等。 ½实现模型生成与管

图 5、图 6 给出了组织建模工具的部分界面
示意图。

3

结论
在组织研究中建模是关键, 它直接决定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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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仿真数据输出模块

按用户要求将仿真

结果数据保存到实验数据库中, 或直接输出给统
计分析模块。
( 11) 统计分析模块

按用户要求, 结合知识

库中的规则对仿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并将分析
结果保存到实验数据库中或直接显示给用户。
图5

企业组织建模系统组织单元窗口

4

结论

集成 OMT 和离散事件方法的仿真建模技术
不仅描述能力强, 结构清晰, 而且提高了过程仿真
概念模型向计算机可执行程序转换的能力, 具有
较强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的仿真系统
易于集成和模块化。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 笔者
用 Delphi6 在 Windows 平台上开发了过程仿真系
统, 在某公司的订单处理过程管理中作为动态的
分析评价工具得到了实际应用, 并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图6

企业组织建模系统人员基本情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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