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BOL Analyzer
Micro Focus® COBOL Analyzer® 是強大的程式碼分析與視覺化工具組，專門解決使用大
規模的複雜應用程式時所面臨的挑戰。它能深入分析整個庫存中的商業應用程式、其關
係和依存性，為高階主管、開發人員和分析師提供無比珍貴的應用程式洞見。COBOL 
Analyzer 的知識儲存庫能確保 IT 團隊充分瞭解程式碼變更對於整個程式碼基底的影響，
進而有信心規劃及執行應用程式變更。

企業面臨的挑戰
從財務報告到客戶管理，每項重要的商
務程序無不仰賴軟體應用程式。這些應
用程式必須具備充分的高效率、可靠
性、合規性與彈性，以支援全新的業務
需求。然而它們在開發出來後已經過多
年、甚至數十年之久，經歷過各式各樣
的環境，而且在急迫的時間壓力之下強
化。說明文件很少是最新版本的，系統
專家也經常會轉換工作。這些系統的複
雜性，加上對於應用程式組合的有限瞭
解，可能導致： 

 缺乏對於主題事項的專業知識與經
驗：主題內容專家 (Subject Matter 
Expert，SME) 退休使知識產生落
差，而且因為說明文件有限，開發新
應用程式會面臨風險

 開發程序成本不菲：全球開發團隊可
能將 80% 甚至以上的 IT 預算花費在
應用程式維護活動上，因此無法盡量
將寶貴資源投入創新活動 

 資訊不一致：分析與開發階段之間 
的可見度有限，造成應用程式的變更
具有高風險，而且重做的成本非常 
昂貴 

 現代化專案延宕：企業瞭解將應用程
式組合予以現代化的價值，但是沒有
深入的見解以便將這些高價值活動予
以優先化並界定範圍的話，就無法 
實行

 對於業務變更的要求因應緩慢：應用
程式過於複雜，難以快速修改，也無
法避免風險。此外，商務使用者與 IT 
在將業務需求轉變為開發需求時也面
臨難題

Micro Focus COBOL Analyzer 
能如何協助您
COBOL Analyzer 是全面的分析解決方
案，針對以 Micro Focus COBOL 撰寫
的應用程式而設計。開發人員、分析
師和高階主管得以更深入瞭解各個應
用程式產品組合，使他們對其有商業與
技術層次的洞見，同時也把資訊儲存在
安全的集中式儲存庫中。IT 團隊可利用 
COBOL Analyzer 找出符合目前業務需
求的應用程式變更活動，決定其優先程
度，並執行該活動。 

主要特點
 掌握應用程式的深入分析資料，自信
迎接變革：開發人員能夠持續分析他
們的程式碼，在本機環境內變更之前
和之後，以及將這些變更提交至來源
控制管理資料流之前，程式碼均能分
析無礙

 可擴充的應用程式儲存庫： COBOL 
Analyzer 以業界標準的關聯式資料庫
管理系統 (RDBMS) 為基礎，可集中
儲存應用程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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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優點 
•  加速變更要求：這項影響分析工具是針對
複雜的應用程式而設計，並為 COBOL 量身
打造，能辨識跨應用程式的程式碼變更，
並避免預期之外的工作 

•  重複使用業務規則：應用程式設計師能將
業務邏輯輕鬆隔離為可重複使用的元件，
以支援新的應用案例 

•  恢復對於主題事項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固
有的報告工具提供廣泛的選擇，能辨識無
作用的程式碼、將呼叫圖與依存性圖表視
覺化、分析程式之間的資料流，或建立應
用程式的說明文件 

•  協助傳輸知識：這些工具能掃除拖慢知識
傳輸速度的各種障礙，並以整合式視覺化
與說明文件工具培養新的應用程式專家 

•  企業級延展性：COBOL Analyzer 是針對最
大規模的程式碼基底需求而設計，以獨特
的可延展架構順利支援數百萬行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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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程式視覺化：直覺化、同步而且
具互動性的視覺化效果，將下列項目
視覺化，以確保即使是最複雜應用程
式的程式碼變更，開發人員也能獲得
最新的更新訊息： 

 –  應用程式如何配合庫存、其依存性
和關係

 –  程式結構可迅速導覽至您感興趣的
區域 

 –  應用程式變更在程式、資料流和來
源模組內造成的影響

 功能強大、可完整自訂的程式碼搜尋
功能：預先建立的查詢文件庫內有一
組常用查詢，可在應用程式的程式碼
之內搜尋各個興趣點。這些查詢完全
可自訂，而且查詢結果可與應用程式
開發人員共享，以利於清楚掌握程式
碼變更。內建查詢包括程式碼撰寫標
準、效能最佳化，以及程式碼移轉問
題探查等相關搜尋。 

 深入分析工具：啟用程式碼分析模
組，跨越應用程式組合，而且在感興
趣的特定區域內運作；包括： 

 –  藉助於廣泛的數據、報告、圖表檢
視與查詢工具，獲得應用程式與程
式層級的深入瞭解 

 –  各式各樣的工具，用於分析與判斷
程式碼變更在應用程式庫存中造成
的影響，並透過程式碼、資料、報
告與應用程式介面進行追蹤 

 –  可攜性與移轉評估，能協助評估應
用程式平台移轉、產品升級與現代
化專案的產品組合庫存、關鍵數據
與風險區域 

 –  標準的程式碼品質查詢可作為指
南，提升跨開發與維護階段的程式
碼品質實務圖 1. 互動式分析與應用程式視覺化

圖 2. 可完全自訂的預先建立查詢文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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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作用程式碼辨識：跨應用程式可搜
尋無作用的陳述式與段落、沒有用到
的資料項目與類似的程式碼。移除與
整合所發現的項目，能大幅縮減應用
程式原始碼的大小。

 Change Analyzer：這項工具能找出
所有會遭預定的程式碼變更事件影響
的程式碼，接著使用者便可輕鬆調查
並採取後續步驟，完成該程式碼的變
更活動。

 可輕易存取的應用程式知識：透過直
覺化的網頁介面，立即存取應用程式
知識。可在能快速部署到開發團隊的
可用 COBOL Analyzer 儲存庫中，存
取這項功能強大的網頁搜尋式介面。 

 Visual COBOL 整合：透過與 
COBOL Analyzer 直接整合，Micro 
Focus Visual COBOL 使用者能提高
生產力，並立即存取應用程式分析 
資訊。 

系統要求

下列 32/64 位元作業系統可使用 
COBOL Analyzer 伺服器與用戶端工具： 

•  Windows 7、8、10 
•  Windows Server 2008、2012 或  

2012 R2

下列 32/64 位元 RDBMS 平台可建立 
COBOL Analyzer 儲存庫：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Standard 與 Enterprise，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2012、 
2016。 

•  安裝選項也包括現成可用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2012 或 2008 R2 

COBOL Analyzer Web 用戶端存取必須使
用下列瀏覽器： 

•  Firefox 3.6 或以上
•  Internet Explorer 6 或以上
•  Chrome 6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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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OL Analyzer 提供的資訊可決定一項業務的成敗。
在半小時的安裝過程中，我已大致瞭解自己正在處理 
什麼，而且我不需要完整的業務知識即可馬上投入。」

ERIC DUCHACEK

開發人員
David Kopf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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