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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是近年产生的新型系统工程方法，用模型基线取代文档基线以应对现代大型系统的

复杂性与软件密集型特性。该方法的基本元素是模型，着眼于模型应用方法的发展演化历程，对基于模型系统工程方法

的可行性基础、理论基础、工程应用基础展开研究，总结整理出从模型表示方法，系统建模体系到基于模型系统工程方法

的发展脉络，解释了其内在联系，指出了下一阶段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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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与系统模型

系统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率与使用率非常

高的词语，泛指由一群有关联的个体组成，根据特定

的规则工作，能完成个别元件不能单独完成的工作的

群体。系统存在领域很广泛，在不同类型的领域表现

形式不同，比如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工程系统等。本

文论述内容主要针对工程系统领域，该领域中系统主

要由硬件，软件等组件构成以满足某些特定的整体性

功能。

用模型表示工程系统的理论依据与事实可行性以

及表达程度可以从数学入手进行追溯和探究。在科学

上，系统的模型必须具备足够精确性从而能够用来预测

系统的性能与行为[1]。物理中模型的三要素是：

①简要。②数学上具备正确性。③实验上具备可

证实性。

从这个视角来说，数学是物理的建模语言，数学

的语言是谓词演算逻辑。在数学上，命题的模型是以

关系结构的形式出现的，在该关系结构中所做出的命

题解释必须在在谓词演算中具备正确性。

拿一个几何学公理系统举例，该系统包含一组未

定义关键词（未定义是为了避免出现概念上的逻辑死

循环）以及命题。

关键词：点，线。

命题：①线至少由两点构成。

②两点间一定可以存在一条线。

收稿日期：2014-01-11，修回日期：2014-03-09

作者简介：毛寅轩，男，1988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决策支持系统与系统工程方法。

*
**

Research for 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

MAO Yin-xuan，YUAN Jian-hua
（China Academy of Aerospace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 is a new methodology for systems engineering. MBSE
applied models as baseline instead of documents to handle complexity and software-intensity of modern
systems. In this paper, evolution of model-applied methods is studied and the feasibility, theoretical basis
along with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foundation are surveyed and discussed. Development from model-
applied methods to systems modeling and to MBSE is pointed and inner connection among them is
explained, Future directions and vision is given.

Key words：model; statement，engineering system，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

71· ·0311



（总 ）（总 ） 2014年第 4期

③两线之间至多一个交点。

数学逻辑上的模型概念能够显著启示模型在

工程系统描述和说明中的应用。实际上，系统说明

也是一组命题，与数学中的公理系统非常相似。系

统设计的目的可看作是得到对系统说明进行解释

的系统模型，设计过程就成为了获取该模型的过

程。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系统的模型表示法在科学

与数学上是便于理解并且实用的，为了让模型更加

直观，更加可视化，软件工程师、系统工程师们开

发出图形化建模语言。图形化模型通常将系统实体

表示成为节点，将系统中的关系表示成为线段。命

题包含关键词以及关键词之间作用关系的语义，而

图形化模型提供的语法和语义能够有效获取自然

语言命题的意义和信息。主要的图形化建模语言有

3 种。

1.1实体关系图（E-R diagrams）

这是一种高阶次的数据建模符号法，集成了语义

建模与对象建模的理念[2]。语义建模采用语言学方法

以及人工智能学者所做的知识表达方法。E-R的一

些核心概念与术语与 UML 有共同之处。该方法与

UML以及其他一些图形化建模方法都有着数学逻辑

上的根源，以保证足够的表达力。之前所述的几何公

理系统的 E-R表达如图 1所示。

图 1 实体关系图示例

1.2 统一建模语言（UML）

该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软件系统开发标

准方法，它为解决面向对象的问题提供语义与符号

法，软件开发中的模型对于工程与交流同等重要，类

似建筑工程蓝图对于工程实施的意义，建筑复杂度

越强、客户与架构师、架构师与建造师之间的交流就

越显重要。UML中的一些基本组件都可以应用于系

统工程中，例如用例图、序列图、状态转换图等[3]。之

前所述的几何公理系统的 UML表达如图 2所示。

图 2 统一建模语言示例

1.3 系统建模语言（SysML）

SysML是将 UML加以扩展和进化以应用于更广

泛领域的系统工程，它提供语义以及符号法用来支持

系统工程中的说明、分析、设计、验证过程，并且建模

能够涵盖硬件、软件、数据、参数、人事、程序、设备等

全部元素。它还支持在 XMI和 AP233协议下进行模

型与数据的转换。SysML目前也是业界应用较多，适

用范围较广的一种建模语言。有很多系统工程方法

论都是基于 SysML的[4]。SysML模型图的构成如图 3

所示。

图 3 系统建模语言组成元素

2 系统模型理论

对于完善的系统模型理论的研究在 20世纪中后

期成为了一种学术浪潮。众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发

展出了各种体系化的建模思想及理论。代表性的系

统模型理论有以下几种。

2.1 塔斯基建模理论

这是一种一阶建模理论，着眼于数学逻辑谓词演

算语言所作的系统描述与满足该描述的结构之间的

关系。一阶建模理论的核心是塔斯基模型理论中关

于真实性的定义[5]：给定某一关系结构（M，R），若解释
后的命题在关系结构中为真，则该命题为真。原命题

要素与命题经过关系结构解释后所得要素必须一一

对应。举例而言，之前所述几何模型可使用一阶公理

化命题来描述，将 M加入笛卡尔平面，将 R 加入平面
的线集合，一条线被定义为与平面上一点（x1，x2）相关

以及被方程 x2=mx1+b 约束的一元关系 R（m，b 是线
的属性参数）。3条公理命题能够通过 UML被严格解

释进入笛卡尔平面体系，每条解释的正确性都可以通

过简单代数计算轻松验证得到。这可以反映出图形

化语言在捕获系统命题信息的精确性与无歧义性，以

及一阶建模理论的数学严密性。

2.2 克里尔与林的一般系统方法论

怀摩的同态理念是由林推广的。林给出了其

代数定义 [6]：特定的，给定两个一般系统模型 S1=

（M1，R1），S2=（M2，R2），如果对于每一个 r 属于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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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h（r）属于 R2，则 S1到 S2的映射 h就称为一个同
态。需要注意的是在代数中，映射 h不允许对应到 S2

中的多个值。克里尔用一般系统方法论对一般系统

的理念进行了补全和完善[7]。他认为问题的解决应当

立足于抽象提炼或者分解解释。该方法论可以用来

做系统描述与系统设计。

2.3 纳姆公理化设计理论

20世纪 90年代，纳姆做了大量的公理化设计理

论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两条重要设计公理[8]：①通过解

耦功能性组件以最大化功能间的独立性。②最简化

设计过程中的信息内容。第 1条公理反映了约顿结

构化分析中的理念。公理化设计使用结构流图来简

要表达系统设计。该方法中有 3个重要领域参数：功

能需求（FR），设计参数（DP），过程变量（PV）。3个参
数由 A，B两个矩阵连结。FR=A[DP]，[DP]=B[PV].这个
例子中功能需求被表示为设计参数与系数（也可能是

函数）的线性组合。设计方程被定义为 ri=移jA ijp j，ri为

特定的需求变量，pj 为设计变量，Aij 为设计矩阵对
A ij与 p j的解答得自分析以及设计公理。类似地，设计

参数与过程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以此类推。

过去的半个世纪，学者们在研究模型理论领域取

得了显著成就，形成了众多基于模型的方法来对系统

进行描述、分析、设计。一般来说系统由物件、物件属

性及物件之间关系构成。数学理论上，系统建模由塔

斯基一阶建模理论，关系结构同态理论实现。在实践

当中，一些以数学逻辑为基础，并且更加直观，更易于

理解，便于交流的图形化建模方法被更多地跟进，研

究，应用并实施于软件工程、系统工程之中。

2.4 现阶段系统工程特点与难题以及基于模型系统

工程方法的提出

我国嫦娥工程总指挥栾恩杰院士对于系统工程

的认识是，系统工程不是工程系统本身，而是工程系

统的建造过程[9]。将全局思维、整体性思维应用到工

程实践中，来解决工程系统中开发和管理的问题，采

用的是系统工程方法。系统工程方法包含以下 3个

要素：

①对系统问题进行全面的表达，做到不过简，准

确无歧义，不混淆目的与手段，不混淆抽象与具体，不

过度追求易行性而放弃精细与完美。

②将顶层的系统问题逐层分解成为可被硬件、软

件解决的各个小问题。

③将小问题的解决方案逐层集成整合到系统中

以解决顶层的系统问题。

现代的工程系统伴随着技术精细化与管理思想

的发展，系统不只在整体复杂度上有了明显增加，更

显著的是其软件密集的特性越来越突出，这导致其产

生的庞大信息量与数据量成为系统工程活动中难以

管理维护的严峻问题。传统的系统工程方法采用文

档作为基线来组织构架系统工程活动，在现代系统

工程中会生成大量各个方面、层面的文档，由此引发

很多困难：

①众多信息分散于各个文档，难以保证完整性与

一致性。

②传统工程说明文档对于复杂的，动态交互性强

的活动难以描述，表达力不足，有时会产生歧义，导致

工程人员交流时的误解。

③工程细节难以维护与跟进，某处文档内容更改

后，与该文档相关的文档都需要相应更改，工作量大，

维护困难。

为了应对这些困难，也结合模型表示法以及图形

化建模语言的优势，一种新的系统工程方法应运而

生，这就是模型理论实践化的成果———基于模型的系

统工程方法 （MBSE，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

ing）。该方法引入特定的建模语言与工具、建模规范

与流程，以模型为基线来组织架构系统工程活动。工

程中所有相关人员如利益方、设计方、实践方、验收方

等,都能够着眼于公共认同的系统模型,在需求分析、

结构分析,功能分析,性能分析,仿真验证等全阶段都

围绕着该系统模型,进行设计、加工、反馈修改等活

动。不断利用该模型来指导工程,也不断通过工程实

践的反馈,来维护更新模型，以使得模型与工程并行

前进.该方法的优势有：

①表达能力强大，能够达到知识表达的无歧义

性。

②具备一致性与完整性。系统模型涵盖工程全

生命周期，包括需求、分析、设计、验证、确认过程。所

有层级之间可贯穿，可追溯。

③提供多视角多剖面对于系统的审视，有助于尽

可能在设计初期进行验证确认，降低风险与设计修改

成本。

3 基于模型系统工程方法介绍

基于模型系统工程方法提出后，在工业用途和商

业用途上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世界范围的不同行业

中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各大企业开发的方法层出不

穷，除了方法流程，还有用来支持方法的工具与开发

环境陆续面世。国际系统工程协会 INCOSE最早开展

这些方法的调查与研究[10]，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基于模

73· ·0313



（总 ）（总 ） 2014年第 4期

型系统工程方法总结罗列如下。

3.1 IBM公司 Harmony系统工程方法

该方法由 IBM开发，主要面向嵌入式复合系统，

它集成了系统开发与软件开发，有 IBM Rhapsody工

具作为支撑开发环境，该环境兼容 UML、SysML等建

模语言以及美国国防部标准 DODAF等框架。该方法

流程一定程度上应用 Vee形系统工程方法[11]。主要的

工程步骤包括需求分析、系统功能分析、架构设计。

初始阶段从需求入手识别系统功能，进而分析系统相

关的状态和模式，而后将系统功能分配到物理架构，

总体思想是先分解再集成。该方法体系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IBM Harmony系统工程方法体系

3.2 面向对象系统工程方法

该方法名称为面向对象系统工程方法，支持面向

对象模式，可以集成面向对象软件工程的优势。采用

自上而下功能结构思想。建模过程通过 SysML语言

实现，来实现对与系统的说明、分析、设计、验证。该

方法优势在于使得硬件开发、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测

试三者之间更易于集成并行。该方法流程包含 6个

步骤[12]：分析利益方需要、明确系统需求、明确逻辑架

构、综合集成可选分配架构、优化与评估可选方案、确

认与验证系统。任何商用 SysML建模工具都可以用

来支持面向对象系统工程方法。

3.3 喷气推进实验室状态分析法

该方法为状态分析法，由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开

发，该方法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工程系统建模理念。模

型以状态为核心，状态被定义为时变演化系统的瞬时

状况的表示，模型描述状态的演变过程。传统上，软

件工程师需要将顶层需求解释为系统行为，希望能够

准确获取系统工程师对于系统行为的理解，而这常常

是无法显性得到的。但是在该方法中，基于模型的需

求可以直接映射到工程系统软件部分的底层[13]。该方

法的特点和优势在于，状态被明确定义，并且状态的

估计与状态的控制相分离，硬件部分的适配器提供受

控系统与控制系统之间的唯一接口，并且在架构中强

调目标导向的闭环操作，提供到软件部分的直接映

射。该方法体系示意图如图 5所示。

图 5 状态分析方法体系

4 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要发展成为通用的，贯

通学术界与工业界并且能够普遍适用于行业生产的

标准化方法，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需要进一步发展加

强，在下一阶段需要重点发展的主要有以下 5方面。

建模语言自身需要进化发展。表达能力需要更

强，适用范围需要更广。语法需要更加简洁，要能更

适宜于不同领域人员之间的交流。

建模语言需要更多推广与认同。让更多系统工

程师使用建模语言来表达其知识还有技能，推广建

模语言在系统工程中的应用，最终目的是让建模成为

系统工程的习惯与基线。

模型需要加强与仿真工具、分析工具的集成。使

得系统模型与仿真，分析工具能够实现通信与数据交

互。IBM研究中心的 Takashi Sakairi等人已经初步实

现 SysML与 Simulink的集成[14]。

建模工具互用性需要增强。这依赖于下一阶段数

据交互技术的发展与数据交互标准的确认及推行，

Manas Bajaj等人描绘出下一阶段的协作系统工程开

发体系，就是工具互用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果[15]。

模型需要推广对于特定配置文件的支持。对于

已有的标准流程框架加入相关支持，在模型库中调

入特定配置文件就可直接调用。

在下一个阶段，MBSE拥有迫切的发展需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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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过程中存在技术问题，解决过程中可能

存在风险。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集装箱港口出入管理系统可以通过

射频识别技术对集装箱和集卡进行实时监测和快速

信息交互，从而改善了码头的管理效率，减少了人力

和物力的无谓消耗，实现了港口集装箱的智能管理。

同时，放眼整个集装箱的运输过程，射频识别技术也

能实现对集装箱进行实时查询，从而提高了整个物流

过程中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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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MBSE的发展

会经历 6个重要阶段，如图 6所示，并且会随之带来

基于 MBSE工程 /商业成熟度与 MBSE 劳动力成熟

度的提升。MBSE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形成系统工

程业界通用的、统一的、贯穿各学科各剖面各周期的

开发流程与标准，并且有着强大的支持各学科领域专

业工具相互通信联动的开发平台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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