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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ML is a graphical modeling language for visualized construct and documentation representation.
After demand of the function is analyzed, UML models of oil information appending, gas stations
appending, oi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ar oil consumption statistics are founded respectively based on UML tool in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car oil consumption on Mobile
with Android OS. Then analysis and design of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are implemented.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is developed by using Java.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car oil consumption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amount of oil left. It is more accurate and effective than traditional method
which is based on oil lamp. The actual system shows that UML could be used to build system models effectively and also c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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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UML是一种用于构造可视化、文档化的图形建模语言。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对基于Android平台的汽
车油耗信息管理应用系统，使用UML建模工具，分别建立了添加加油信息UML模型、添加加油站UML模
型、加油信息管理UML模型、油耗统计UML模型等，完成对应用软件的分析与设计，采用Java语言完成
对应用软件的开发。对油耗统计提出了基于剩余油量的计算方法，比传统的加油灯计算油耗方法更准确
有效。实践表明，UML分析可以有效构建系统模型并提高应用软件的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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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家用汽车越来越普及，汽车的油耗支出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日常消费中很重要
的一项组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自己的汽车油耗问题，希望及时了解油耗信息。而随着智能手机应
用的普及，利用智能手机管理油耗信息，并进行统计、分析，既方便也可行[1]。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2]是一种定义良好、易于表达、功能强大且普遍适用的建模语言，集软件研究领域的许多新思
想、新方法、新技术于一体，强有力地支持软件开发的全过程。UML 定义了 5 类、10 种模型图：用例
图、类图、对象图、包图、状态图、顺序图、合作图、活动图、配置图。基于 UML 模型可以提高系统
设计和开发的效率，武晓春等[3]采用 UML 时序图描述系统需求场景，通过对 UML 顺序图中的消息前/
后置条件进行分析，得到一致的需求场景；在识别 UML 顺序图中对象交互的行为序列及其类别的基础
上，通过系统形式化模型生成算法将 UML 顺序图转换成 FSP，并得到系统的有穷状态机模型。陈桂明等
[4]对装备维修训练系统过程进行了分析，建立了 UML 的装备维修训练系统工程模型、分析过程模型和
维修训练过程设计模型，为研究分析维修训练方法提供了一种思路。张亚红等[5]针对现有研究成果中较
少对 Web 服务的功能性和 QoS 进行统一验证的问题，提出基于 UML2.0 序列图的运行时验证方法。李传
煌等[6]提出一种基于模型的 UML 软件架构性能预测方法，可以在软件开发早期对软件系统的性能进行
预测。刘攀峰等[7]针对列车自动防护系统(ATP)对软件的高安全性的需求，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基于 UML
的需求建模方法。在经典的状态机模型上做了改进，引入了超级状态机，并定义了精确的规则和语义，
实现了对复杂的 ATP 系统的形式化建模。刘攀峰等[7]和 Teller，Amit 等[8]提出的基于模型化设计增加了
系统开发的安全性。本文首先对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汽车油耗信息管理应用软件进行了功能划分，然后
应用 UML 构建了各功能模块的 UML 模型。软件开发时，对油耗统计提出了基于剩余油量的计算方法，
比传统的加油灯计算油耗方法更准确有效；还实现了远程数据备份。

2. 需求分析
汽车用户自己记录每次的加油信息，用户可以对加油站信息进行管理，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用户可以对加油信息进行管理，增加、删除、修改、查询；软件会自动处理加油信息，得出每月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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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加油费用，并自动生成统计图，给用户查询。
系统 ER 图如图 1 所示，它描述了系统各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数据流如图 2 所示，它描述了系统数
据流动方向。据此建立系统 UML 模型。

3. 模型设计
3.1. 系统用例图
用户在使用这款软件需要插入一定量的加油信息，然后用户可以适当管理加油信息、管理加油站信
息以及查看图表显示的油耗曲线图。据此建立 UML 模型。系统用例图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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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添加加油信息 UML 模型
IntputActivity 类继承 Activity 类，并使用数据库 MyDB 类。
用户输入加油信息，系统会自动调用 MyDB
类相关函数，将相关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数据信息在记录到数据库之前需求进行数据合法性有验证。
这个模型需要建立在 UML 数据库模型基础之上。添加油耗信息 UML 模型如图 4 所示。

3.3. 添加加油站 UML 模型
OilStation 类继承 Activity 类，并使用数据库 MyDB 类。用户输入加油站信息，包括加油站地址和名
称，系统会自动调用 MyDB 类相关函数，将相关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数据信息在记录到数据库之前需
求进行数据合法性有验证。添加加油站 UML 模型如图 5 所示。

3.4. 加油信息查询 UML 模型
DataActivity 类继承 Activity 类，并使用数据库 MyDB 类。用户通过此方式对加油信息进行管理，常
用操作有：添加加油信息，删除加油信息，修改加油信息，查询加油信息。查询加油信息 UML 模型如
图 6 所示。
Activity
IntputActivity
-save
-cancel
-DIALOG : int = 1
-mydateset
-mytimeset
-oilStruct
+onCreate() : void
+loadDate_Time() : void
+loadTime_Time() : void
+FormateString() : string
+onStart() : void
+registerEvent() : void
+CreatDialog() : void
+onActivityResult() : void
+onCreateOptionsMenu() : Boolean

+onCreate() : void

MyDB
+createOrOpenDatabase() : <未指定>
+createTable() : void
+insert() : Boolean
+query() : <未指定>
+updateWhere() : Boolean
+delete() : Boolean
+deleteTable() : Boolean
+updataTable() : Boolean

Figure 4. UML model of appending oil information
图 4. 添加油耗信息 UML 模型

Figure 5. UML model of appending gas station
图 5. 添加加油站 UML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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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油耗统计 UML 模型
Consumption 类继承 Activity 类，并使用数据库 MyDB 类。可以计算给定时期的燃料消耗和燃料成
本，计算结果可以显示为表格，图表或曲线。油耗统计 UML 模型如图 7 所示。

4. 系统实现
基于上述 UML 模型，利用开发工具 Eclipse，实现应用软件的开发。图 8 是添加加油信息界面，完
成对加油信息的添加以及修改操作；图 9 是加油信息管理界面，在此界面完成对加油信息的数据管理操
作；图 10 是显示油耗统计信息界面，以月为单位统计油耗信息。
为了保证数据安全性，采用 Http 通信方式实现数据的远程传输。加油数据存放在手机本地 SqLite 数
据库中，当用户点击数据备份之后，系统采用 Http 通信的 post 方式将数据从 SqLite 数据库中读出并存放
到 List 串中，系统自动调用传送函数将 List 串传送给服务器，实现数据传送。服务器端采用 Java Web 开
发，用于等待用户发送请求，当接收到用户数据之后，调用数据处理函数，将数据存入服务器端 MySQL
数据库中，完成备份操作。
汽油精灵[9]和爱车达人[10]是两款使用较多的汽车油耗管理软件，汽油精灵主界面如图 11 所示，汽
油精灵添加加油信息如图 12 所示。爱车达人添加加油信息如图 13 所示。“汽油精灵”界面布局不够合
理，缺乏美观，也缺少图表分析，不能让用户更加形象具体的描述油耗变化；添加加油信息时没有添加

Figure 6. UML model of oil information query
图 6. 查询加油信息 UML 模型

Figure 7. UML model of fuel consumption statistics
图 7. 油耗统计 UML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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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Appending car oil information
图 8. 添加加油信息界面

Figure 9. Management of oil information
图 9. 加油信息管理界面

Figure 10. Fuel consumption statistics
图 10. 油耗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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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Gasoline elves
图 11. 汽油精灵主界面

Figure 12. Oil information appending on “Gasoline elves”
图 12. “汽油精灵”添加加油信息

Figure 13. Oil information appending on “ai che da ren”
图 13. “爱车达人”添加加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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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信息，不利于用户对加油信息进行必要管理。“爱车达人”软件在进入主界面的时候不能直接显
示图标，而是显示加油记录，不够形象；添加加油信息时，可以输入加油站信息，但只能手动输入，而
本系统既可以手动输入加油站信息，也可以通过查询地图方式添加。对油耗统计，本系统提出的基于剩
余油量的计算方法，比传统的加油灯计算油耗方法更准确有效。另外汽油精灵和爱车达人都只实现了数
据在手机上的存储，而本系统不仅在手机上存储加油信息，还实现了数据的远程备份，备份到远程服务
器数据库中。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 UML 构建了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汽车油耗管理手机软件的可视化模型，利用该模型生成系
统架构并采用 Eclipse 对应用软件进行了实现。
随着技术的发展，
如今大多数汽车可以查看当前剩余油量，
为此本系统改进了基于剩余油量的油耗计算算法，使得油耗计算更加准确，更符合现代汽车用户的需求。
为了方便操作，本系统实现了利用百度地图添加加油站信息，更加高效便捷，而且实现了油耗信息图表
式显示，更加直观。为了保证数据安全，本系统实现了远程数据备份，防止用户因为误操作照成数据丢
失的遗憾。所建立的系统模型不仅满足了该系统的功能需求，而且具有较好的可扩展性和重用性，与对
比的应用软件相比，也更方便更安全。实践表明，先建立系统模型再用代码实现模型，避免了软件开发
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使软件的开发更加科学、规范、灵活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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