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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基于 AADL 语言和 GSPN 模型面向 DIMA 系统开展任务可靠性建模研究，考虑系统的容错特征及

其模式转移逻辑，建立 AADL 系统建模语言与 GSPN 模型的转化规则，进行系统可靠性定量分析，并以典型
航电产品为例进行了方法应用和仿真。本文提出的方法和规则可实施性强，为存在重构或备份等容错技术的航
电产品进行多模式转移 的系统任务可靠性建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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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ission Reliability Modeling Method for Fault-tolerant Avionic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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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rchitecture Analysis and Design Language and Generalized Stochastic Petri Nets model,
mission reliability modeling research for DIMA system is conduct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ult-tolerant and mode
transi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rules from AADL language to
GSPN model established. Finally, the simulation is applied within typical avionics. The methods proposed are highly
implementable,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ystem mission reliability modeling of multi-mode avionics with fault-tolerant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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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航电产品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

发布的架构分析和设计语言（AADL ：Architecture

Model-based System Engineering）开发早期，基于系

Analysis and Design Language）支持复杂实时系统建

统模型的可靠性分析和评价对及时准确地识别故障

模，其错误模型附件具备对故障状态、事件及其传

风险、高效完成需求符合性验证、降低研制改进和

播影响等可靠性属性的描述能力。该模型不能直接

[1]

使用保障成本有重要意义 。美国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用于计算分析，通常将其转化为故障树 [2] 或广义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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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Petri 网（GSPN： Generalized Stochastic Petri

故障处理方式，其中动态冗余是容错计算技术中最

Nets），前者可直观描述系统发生故障的原因及逻辑，

常用的一种方法。通过多模式冗余提高系统抗毁性，

但树状结构难以描述系统复杂逻辑关联，后者则可

借助快速的故障检测和诊断技术及时自动切换故障

表达系统动态状态特征及其随机转移属性，从而支

部件或改变系统结构，阻止错误和失效的发生与累

持可靠性定量分析。

积，缩短修复时间、增强系统可用性。

针对 AADL 语言与 GSPN 模型的转化算法
工具

[5]

[4]

和

可用度是衡量容错系统可靠性水平的重要指标，

的研究中，目前围绕基本模型元素和考虑错

综合考量可靠性和维修性评价系统正常运行的能力。

[6]

误传播的高级模型元素转化规则在飞控系统 、座
舱压力调节系统

[7]

容错系统完成规定功能的过程中存在动态冗余和故

等机载系统的可靠性分析中已初

障后自恢复，任务能力追求的是局部故障发生及故

步应用，主要通过 AADL 模型要素提取、类存储、

障后果规避共同作用下系统的可用水平，因此可对

匹配及关联等过程完成架构模型、错误模型附件中

其进行任务可靠性定量评估。

[8]

故障信息的映射 ，具备一定的技术成熟度。在工
程应用方面，随着 DIMA 架构在现代战机的设计

1.2 DIMA 架构的容错特征
新一代高可靠的 DIMA 是一种高级 IMA 架构形

部署，系统具备通过重构对综合区域内资源进行动

式，它基于 IMA 的系统综合、调度灵活的设计特征，

态配置更新的容错能力，故障发生时可保证任务关

结合联合式架构将计算资源与信号源适度分离的原

键功能的备份与实现，但系统也因此可能存在多种

则，改善了资源过于集中的现象，有效弥补了 IMA

[3]

模式或状态而难以进行可靠性建模与评估 。目前

架构软件密集、系统复杂、功耗体积大、电磁兼容

AADL 模型对于容错特征涉及的多模式、多层级、

性差、不易冷却、线缆过多等问题。相较于 IMA 架构，

多状态问题的系统建模研究尚少，分布式综合模块

DIMA 系统更强调基于通用化设计的余度备份和动

化航电架构（DIMA：Distributed Integrated Modular

态重构，使飞机不同区域的标准化模块在功能上实

Architecture）系统也缺乏针对不同容错模式的状态

现实时备份，以规避故障或指令触发的系统关键功

实时转移和复杂逻辑关联的任务可靠性评估方法，

能丧失，从而实现分布式标准模块的高效安全互联，

考虑 AADL 系统模式（Mode）及其触发条件（Trigger）

即 DIMA 系统具有更强的容错能力。

的定义通常与组件的错误状态转移相关，本文将基

DIMA 作为新一代高可靠航电系统的通用化设

于 AADL 模 式 模 型 及 AADL-GSPN 转 化 规 则， 对

计架构，可使系统在突发非预期的异常状态时触发

DIMA 容错特征进行系统任务可靠性建模和分析方

容错机制，降低因关键功能丧失带来的任务失败风

法研究。

险，即额外增加资源，通过实时资源分配容忍故障、

1

DIMA 架构容错技术研究

1.1 容错技术概述
容错是提高系统可靠性的重要途径，即系统中
一个或多个部分故障时可自动进行检测与诊断，并

规避失效，从而保证关键功能的实现、提高任务的
可靠性，这种资源因环境变化或局部故障触发的动
态容错机制即重构。本文主要针对基于故障触发的
系统重构机制，进行 DIMA 系统容错特征的动态可
靠性建模分析方法研究。

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维持系统的规定功能，或以牺牲

DIMA 的重构机制对于提升系统可用度及降低

非关键功能、性能为代价降低系统发生错误的概率

操作与维护代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用处理模

及其带来的影响。局部硬件物理、设计或制造上的

块的多个分区上分别运行不同功能的应用，以有效

不完善或软件隐含缺陷表现为故障，由此导致的信

提高任务效率并隔离分区间的故障影响。当故障出

息、状态的不正确性表征为差错，而系统失效是故

现时，受影响的软件可重新加载到其他正常的模块

障和差错下表现出的不能完成规定功能的异常现象，

或分区，该过程中局部组件状态的转移会导致系统

因此启动容错机制意味着系统可在局部故障情况下

工作模式发生改变。

无差错地完成规定功能或使关键功能不失效。
容错通常有故障检测、故障屏蔽和动态冗余等

面向 DIMA 系统的容错特征进行基于模型的任
务可靠性评估，采用 AADL 建模语言构建系统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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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及错误状态转移、模式转移逻辑，进一步转化

的事件端口由外部触发或通过实现中的事件端口由

为 GSPN 模型，针对系统动态特征和层级关联进行

内部触发，触发事件源于对组件状态的监控和识别。

任务可用度的定量求解。基于 AADL-GSPN 基本模

将其转化为 GSPN 模型用于系统可靠性定量评估。
定义 GSPN 模型为六元组，则 GSPN={GP, GT,

型元素的转化规则，对容错系统多工作模式转移的

GF, GW, GM0 , Λ }， Λ 其中 GP 为库所集合，GT 为

模型转化规则进行研究和应用。

迁移集合，包括瞬时迁移 GTI 和延时迁移 GTT，其

2

容错系统模型 GSPN 转化规则研究

中 GTT 的平均实施速率用变迁实施速率集 Λ ={λ1, λ2,
... λn,} 表示，GF 为库所与迁移间弧的集合，包括自

2.1 AADL 模型的模式属性及定义
重构操作下组件错误状态的转移可能导致系统
工作模式的转变，其模式切换与组件 / 子组件的架
构和状态直接关联。在 AADL 错误模型中，模式
（Mode）通过定义不同触发条件下的模式及转移规
律对系统或组件的工作状态和动态重构特征进行描
述。
模式作为一种状态机在抽象范围内的定义，同
样是通过组件类型和声明进行说明的，包括的信息
有命名模式、初始模式及属性，其中模式属性包括
模式转换、源模式、目标模式、触发器，触发器为

迁移至库所的弧集 GFTP、自库所至迁移的弧集 GFPT
及禁止弧集合 GFA，GW 为瞬时迁移权重的集合，
GM0 为初始库所标识的集合。
定义系统模式受组件状态影响，监控组件 Monitor 对组件状态进行监测，不同组件状态下系统可能
处于初始模式 {initial_mode} 或多个目标模式 {dstn_
mode}。系统模式切换以时间服从参数为 λ 的 Poisson 分布发生则记为事件 EEP_M，以固定概率发生记
为 EEF_M，分别对应 GSPN 模型中的延时迁移 EET_M
和瞬时迁移 EEI_M，如图 1 所示。
monitor

事件端口、数据端口或事件数据端口。采用表 1 所

status_1

示的语法对模式的类型和实现进行定义。

initial_mode
…
…

表 1AADL 组件模式的类型和实现定义

name:[initial]mode[{properties}];

·
switch

dstn_mode

status_n

[name:](sourcemode)–[(triggers)]->(destination mode);
图 1 模式转换的 GSPN 模型示意

2.2 组件模式的 GSPN 模型转化算法

对 AADL 语言进行 GSPN 模型转化须遵循表 2

AADL 系统模型中组件 / 系统可定义模式属性，
模式转换用于表示不同工作状态，以反映组件不同

所示的模型元素映射规则。

程度的工作配置和容错配置。模式切换通过类型中
表 2 模式切换转化规则的 GSPN 模型元素定义
AADL 模型元素
mode
port

分类

GSPN 模型元素

符号

初始模式 initial_mode

库所�

⊙

模式 mode

带托肯的库所�

○

迁移（包含瞬时和
延时）�

⌷/ ▍

端口信息触发下的
模式转换流关系

○→ ⌷ →○
或
○→ ▍ →○

输入事件端口 in_event_port
输入事件数据端口 in_event_data_port
输入组件的数据流 data_flow_in

flows

输入组件的事件流 event_flow_in
输入组件的事件数据流 event_data_flow_in

GP(status)→GTT_M /GTI_M

(a) 源模式 / 初始模式经事件 EEP_M /EEF_M 触 发
切换至目标模式：
GP(source_mode/inital_mode_→GTT_M /GTI_M→GP(dstn_mode)

(b) 监控组件 monitor 将获取的组件状态信息
status 输入事件端口：

(c) 组件状态信息完成传递前后自身状态不发生
改变：
GTT_M /GTI_M →GP(status)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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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转化规则 TRule（mode_switch）的形式化描述（两

Component

类迁移统一标识为 GTM）：

mode_a

TRule ( mode _ switch ) = GP ∪ GT ∪ GFTP ∪ GFPTR

switch_to_b
mode_b

mode_c

式中：

{

System

Component.general

}

GP = GP ( initial _ mode ) ,GP ( dstnt _ mode ) ,GP ({status _ i})

{GTM } × {GP ( dstn _ mode ) ,GP ({status _ i})}

GFPTR

{GP ({status _ i}) ,GP ( initial _ mode )} × {GTM }

<<Event>>

monitor
<<Data>>

瞬时迁移 GTI_M 对应系统模式在满足使能条件时以固
定概率触发。

<<Data>>

<<Data>>
data_a

data_b

data_c

图 2 三模式系统 AADL 图形规范

模型描述了系统初始模式为 mode_a，Monitor

组件状态以集合 {status_i} 表示；延时迁移 GTT_M
对应系统模式转换时间服从参数为 λ 的指数分布，

<<Event>>
<<Event>>

GT = {GTM }

=
GFTP

switch_to_c

switch_to_a

组件接收输入端口的相关数据和状态（如主硬件内
存 不 足）， 向 Component 组 件 输 出 模 式 转 换 信 息
switch_to_b，接收该事件信息后，系统启用备份资

局部故障发生后，为保证任务关键功能系统将

源进入 mode_b 模式；进一步可通过 swith_to_c 端口

触发容错机制、实现功能架构重组，围绕该过程采

触发模式 mode_c，该模式下系统以较低的任务能力

用 AADL 语言建立系统重构操作过程中的模式转移

继续完成规定任务；当 Monitor 检测到硬件重启且

规律。假设某容错系统工作过程中可能存在三种模

故障移除后资源恢复至可用范围时，switch_to_a 端

式，通过进程组件 Component 对硬件资源的重配置

口事件使系统从 mode_c 回到正常工作的 mode_a 模

实现系统模式的转化，资源调配的依据是监控组件

式。上述 AADL 模型可转化为图 3 所示的 GSPN 模型。
status_b

Monitor 获取的组件状态信息，如内存占用情况、硬
件资源是否可用等，AADL 系统模型的文本规范如

switch_to_b

表 3 所示，图形规范如图 2 所示。

mode_b

表 3 三模式系统 AADL 模型规范
System application
features
status_a : in data port;
status_b : in data port;
status_c : in data port;
end applicati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application.impl
Connections
C1 : data port status_a -> Monitor. status_a;
C2 : data port status_b -> Monitor. status_b;
C3 : data port status_c -> Monitor. status_c;
end application.impl
Process Component
features
switch_to_a : ineventport;
switch_to_b : inevent port;
switch_to_c : in event port;
end Component;
Processimplementation Component. General
modes
mode_a: initialmode;
mode_b, mode_c: mode;
mode_a-[switch_to_b ]->mode_b;
mode_b-[switch_to_c ]->mode_c;
mode_c-[switch_to_a ]->mode_a;
end Component. general;
thread Monitor
features
status_a : in data port;
status_b : in data port;
status_c : in data port;
switch_to_a : out event port;
switch_to_b : out event port;
switch_to_c : out event port;
end Monitor

mode_a

·

switch_to_c

status_a

switch_to_a

mode_c
status_c

图 3 三模式组件的 GSPN 模型示意图

GSPN 模型中通过库所、托肯、迁移、弧等模
型元素与 AADL 模型中的模式、初始模式、端口信
息、流信息等一一映射，其中 status_i 表征监控组件
Monitor 通过数据端口输入的组件状态信息，switch_
to_j 表征 Monitor 向系统输出的模式转移触发事件。
初始模式 mode_a 转化成为带有一个托肯的库所，而
mode_b 和 mode_c 作为该组件潜在的工作模式，也
以库所的形式表示，三种不同类型的端口作为触发
事件，转化为 GSPN 中的迁移，这种模式及其转移
逻辑的定义适用于对动态重构系统的描述建模。

3

案例应用
某航电产品主要功能为任务数据处理，系统具

有容错属性，其中综合处理单元 IPU 采用通用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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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包括 module1 和 module2 模块，分别驻留 2 种

电初始化后的初始状态，所有组件均为正常工作状

功能的应用及健康监测软件 HM，并预留 1 个备份

态；SysFunctionalMode 表征 HM 监测到系统存在 1

分区，各应用在硬件 1 和硬件 2 上的驻留情况如图

个应用加载失败，在备份分区中重新加载的模式，

4 所示。

该模式下系统功能完备；SysDegradedMode 为降级
IPU
module1

A
B

module2

HM
C

(Backup)

图 4 容错系统的应用驻留示意图

该系统的运行及容错机理为：初始化完成后，

模式，即 2 个应用均加载失败，该模式下系统只保
证关键功能 A 的实现；SysFailedMode 表征系统中
不存在可正常工作的分区，所有应用都将丧失功能。
这些模式间发生转移的触发条件分别由 HM 组件通
过监测分区 A~C 的状态信息（正常 / 故障分区数量）
事件端口输出的模式来触发信号。GSPN 模型如图 5
所示。

module1 上运行应用 A 和 B，module2 上运行监测软
件 HM，并预留分区 C 同时对应用软件 A 和 B 进行
备份，功能备份优先级 A>B；当 HM 检测到 module1
中出现 1 个功能失效的应用，且 module2 备份资源可
用时，将在 C 中加载该软件以实现系统容错；当备
份分区均已占用，且另一应用也无法在原分区正常加
载时，备份分区优先运行应用 A，应用 B 将被舍弃，
系统进入降级模式；当无可用资源时，系统进入功能
失效模式；所有组件均存在自恢复机制。AADL 错误
模型见表 4（各组件内部状态、属性定义略）。
图 5 多模式容错系统的 GSPN 可靠模型
表 4 考虑系统模式转移的 AADL 模型
System FaultTolerance
features
NUMofFailedIMA : in data port;
NUMofOperatioanlIMA : in data port;
end FaultTolerance;
System implementation FaultTolerance.impl
Connections
C1 : data port NUMofFailedIMA -> HM. NUMofFailedIMA;
C2 : data port NUMofOperatioanlIMA -> HM. NUMofOperatioanlIMA;
end FaultTolerance.impl
Process IMA
features
NUMofFailedIMA : indataport;
NUMofOperationalIMA : indata port;
end IMA;
Processimplementation IMA. General
modes
SysInitalMode: initialmode;
SysFunctionalMode, SysDegradedMode, SysFailedMode: mode;
SysInitalMode -[Error_1 ]->SysFunctionalMode;
SysFunctionalMode -[ Error _2 ]->SysDegradedMode;
SysDegradedMode -[ Error _3 ]->SysFailedMode;
SysFailedMode -[ Recovery_3 ]->SysDegradedMode;
SysDegradedMode -[ Recovery _5 ]->SysFunctionalMode;
SysFunctionalMode -[ Recovery _6 ]->SysInitalMode;
end IMA. general;
thread HM
features
NUMofFailedIMA : in data port;
NUMofOperatioanlIMA : in data port;
Error_1 : out event port;
Error _2 : out event port;
Error _3 : out event port;
Recovery _3 : out event port;
Recovery _2 : out event port;
Recovery _1 : out event port;
end HM

上述语句中，初始模式 SysInitialMode 为系统上

该 GSPN 模型中，分区状态及系统模式定义为
库所，监控组件 HM 通过数据端口 NUMofFailedIMA 和 NUMofOperationalIMA 建立组件状态与系统
模式关联；系统模式转移的触发事件为事件端口输
出的 Error_i 和 Recovery_i，以瞬时迁移表征该触发
逻辑。
组件故障均服从参数为 1E-4/h 的指数分布，修
复率为概率常数 0.9，在 TimeNet 软件中对四类工作
模式的任务可用度进行仿真，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
图 6 所示。

图 6 系统工作模式概率预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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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系统失效判据为任务过程中应用 A 功能丧

型的构建与逻辑验证难度剧增，尤其随着状态空间

失，可得到系统未来 100h 的任务可用度 AS(t) 曲线

与计算量的增加，定量评估结果的正确性将难以验

如图 7 所示。

证，因此考虑模式转化规则的 AADL 与 GSPN 模型
转化接口工具的开发将是下一步的重要研究方向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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