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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SAAC 标准的无人机地面站系统管理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朱 江，景文君，闫 乐，王 冠，李 虎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上海 200233）
[摘

要 ] 相比于飞机系统，无人机地面站的系统设计，还欠缺相应的指导标准和设计规范。因此，无人机地

面站设计过程中，参考借鉴飞机系统的设计标准与规范，来提高无人机地面站的稳定性和可用性，是一种可行
的设计思路。本文参考了 ASAAC 标准，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分层级的地面站系统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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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 Management for Ground Control Station
Based on ASAAC
ZHU Jiang, JING Wen-jun, YAN Le, WANG Gua, LI Hu
(China National Aeronautical Radio Electronics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aircraft, the design of UAV ground control station system is lack of corresponding
guidelines and norms. Therefore, referring the aircraft design standards and norms to improve the UAV ground control
station’s st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is a reasonable way. A hierarchical level of ground control station system management
method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ASAAC standards.
Key words: ASAAC; ground control station; system management

无人机作战已成为未来信息化作战的重要发展
方向，在系统设计中，无人机地面站是不可或缺的。

孤立的。缺乏整站级别的系统管理方案，使得地面
站的稳定性运行成为无人机地面站的一大风险点。

无人机地面站是无人机作战系统的重要组成，包括

相对而言，飞机系统有着更高的技术成熟度和

无人机的飞行监控、任务规划、载荷监控、链路监

更为齐全的标准与规范。其中，盟军标准航空电子

控、任务推演、航路规划、载荷规划、时统控制等

结构理事会（ASAAC：Allied Standard Avionics Ar-

多个子系统，是高度复杂的航空电子系统。一般要

chitecture Council）标准定义了一套系统管理的方案，

求 地 面 站 平 均 故 障 间 隔 时 间（MTBF：Mean Time

主要目标是保证系统（飞机平台）连续飞行 150 h

Between Failure）最低可接受值为 40 h，在项目成熟

或连续作战 30 天而不需要维护，同时可用性至少达

期，这一数值将变得更高。但在通常情况下，无人

到 85%。该目标远高于单个系统现在可实现的性能，

机地面站的运行稳定性严重依赖于单个子系统的运

因为系统管理方案中包含了容错的设计，单个系统

行稳定性，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故障处理是分离的、

的故障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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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状态；
（4）系统级自检：包括整个地面站系统的健康

1.1 ASAAC 标准
ASAAC 标准要求系统架构的设计应采用：
（1）分层的分布式软件架构；

状态。
系统的启动和初始化由系统内的某个应用根据
席位内的配置文件来完成。系统的启动与系统的健

（2）结构和功能通用的功能模块；

康监控是完全分离的，同时，系统内部的备份机制

（3）统一的通信网络和相关协议；

与系统的健康监控状态也是分离的。多数地面站只

（4）分层次的系统管理。
ASAAC 标准定义的系统管理采用了分层结构，
层次的划分可根据系统的复杂性确定，一种典型的
管理结构分为三层，如图 1 所示。飞机层（AC：
aircraft）、综合区域层（IA：Integration Area）和资
源层（RE：Resource Element），其中 AC 层是全系
统唯一的顶层管理控制实体，负责整个系统的顶层
管理，一个 AC 可以管理一个或多个 IA； IA 层则是

存在系统的健康监控，而缺少系统的健康管理。

1.3 系统管理方案
本文针对上文中所述，以 ASAAC 标准中系统
管理的概念为框架、通用操作系统（Windows、Linux）的进程管理机制、分布式执行软件为基础，设
计并实现了的地面站的系统管理方案。在无人机地
面站中，系统管理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1）整站级（GS：Ground Control Station）

一组在逻辑上紧密结合的应用程序（共同实现同一
个功能），这种组合不是静态的，它可以在任务期
间动态的建立和释放，一个 IA 可以管理一个或多个

单一的系统健康管理实体，负责整个无人机地
面站的控制与监视；
（2）综合区域级（IA）

RE；RE 层是最底层的管理实体，负责管理一个单

负责单个席位的管理控制实体；

一的进程单元。

（3）资源单元级（RE）
负责单一的操作系统实体。
其中，RE 可以实现单个操作系统内部的所有子

AC级

设备、所有工作用进程及其内部的工作用软件组件
的资源单元级健康监控；IA 可实现对席位内部 RE
IA级

的健康监控以及方案切换。而 GS 可对地面站中各
IA 节点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对系统内所有故障信息
统一收集、并根据故障级别和相关配置对故障进行

RE级

分级处理，从而实现对整个无人机地面站的健康管
理。

图 1 典型的系统管理层次结构

1.2 无人机地面站中系统管理方案

2

整体方案设计

2.1 地面站系统管理的分层结构

在以往的地面站设计中，系统启动、全生命周

地面站中，有统一的运行蓝图（RTBP：runtime

期管理、故障处理是分离的。系统的全生命周期管

blueprints），定义了地面站在各个层次上所需要的

理一般是系统健康监控。系统健康监控一般包括单

各类信息，维护了地面站的正常运行，它描述了软

个设备的启动自检、周期自检和维护自检。

硬件映射关系、进程管理、路由信息、故障管理等

自检分为四个层次：

信息。系统管理通过运行蓝图，管理地面站系统的

（1）设备级自检：主要是该设备的工作状态；

启动、监控、方案切换与故障管理。

（2）席位级自检：包括主控计算机、控制显示
一体机、控制面版、油门台、飞行操作杆的自检信息；
（3）子系统级自检：包括子系统内部各个席位

地面站中应用的系统管理架构的三个层次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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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级：对 IA 进行系统管理，从而实现整站的

模块保存了蓝图配置信息。

系统管理。

在嵌入式系统管理中，四个模块都是独立的进

IA 级：该层负责收集席位内各节点的系统健康

程。在地面站系统中，由于采用通用的操作系统，

监控信息，根据应用软件发起调用、节点状态变更，

将 IA 层和 RE 层做成通用组件，每个组件都有四个

进行软件运行方案的决策，并向各节点分发软件运

模块。模块之间的通讯采用函数接口，组件之间采

行方案。

用 DDS 网络通信。

RE 级：该层负责收集本节点的系统健康监控信

在地面站系统中，为每个 IA 分配了一个域标识，

息，包括本节点内，所有进程和所有组件的运行状态，

用于唯一地标识 IA；为每个 RE 分配了一个节点标

向域内的 IA 级系统管理软件上报，根据 IA 级系统

识，用于唯一标识 RE；同时 RE 接受 IA 的方案调度，

管理软件下发的软件运行方案，完成软件运行方案

隶属于 IA 的配置管理，因此，每个 RE 节点由域标

的切换，启动或关闭指定应用软件。

识加上唯一的节点标识共同表示。

GS级

3

功能设计

3.1 系统启动

运
行
蓝
图

IA级

RE级

进程级

RE 的上电启动流程：
（1）CM 模块：读取运行蓝图，获取 RE 的节
点标识和域标识，同时获取运行蓝图中，该 RE 节
点的所有运行方案；
（2）AM 模块：根据 CM 模块读取到的该 RE
节点的运行方案，启动 0 号的运行方案（默认运行

组件级

方案）；
（3）HM 模块：通过操作系统的进程管理，

图 2 一种地面站的系统管理层次结构

2.2 系统管理的模块组成
GS、IA、RE 三个层级的系统管理均采用模块
设计，每个层级均包含应用管理（AM：Application
Management）、 健 康 监 控（HM：Health Management）、 故 障 处 理（FM：Fault Management）、 配

获取 AM 模块启动的所有进程的状态信息，同时开
始收集各个进程上报的组件的工作状态，发送心跳
（IAmAlive）消息给 IA 节点；
（4）FM 模块：根据蓝图配置，初始化所有进
程的错误处理机制、以及进程下的所有组件的错误
处理机制。
IA 的上电启动流程：

置管理（CM：Conﬁguration Management）四个模块。
AM 模块：应用软件部署管理和系统运行状态
管理；
HM 模块：负责评估 RE、IA 或 GS 的健康状态，
其主要目的是过滤故障并将已确认的故障信息传递
给 FM 模块；
FM 模块：接收 HM 模块发送的已确认的故障。
根据预置的故障代码表，对故障的类型和故障位置
进行故障处理和上报；
CM 模块：负责完成系统上电初始化功能和系
统重构功能。执行实际的蓝图配置处理过程，该配
置处理过程由运行时蓝图 RTBP 的信息驱动。CM

（1）CM 模块：读取运行蓝图，获取 IA 节点
的域标识、获取到 IA 节点下管理的所有 RE 节点标
识；
（2）HM 模块：向 RE 节点分发 0 号启动方案，
同时收集 RE 节点上报的状态信息；
（3）FM 模块：收集 RE 节点 FM 模块上报的
故障状态；
（4）AM 模块：根据蓝图配置，初始化所有
RE 节点的错误处理机制。
GS 的启动过程与 IA 节点的启动过程一致。系
统管理启动流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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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方案切换

3.3 心跳机制
RE 在做完初始化动作后，能够周期性地主动上

方案切换发生在以下三种场景下：
（1）登陆窗体在登陆完成后发起的方案切换；

报心跳消息。IA 通过接收 RE 的心跳信息作为判断

（2）应用运行过程中主动发起的方案切换；

节点是否存在的依据，心跳周期可在运行蓝图中配

（3）IA 软件在处理运行时故障时发起的方案

置，默认 500ms。以 N 个周期内未收到心跳数据，

切换。

作为节点下线依据。N 可以在运行蓝图中配置，默

方案切换过程，切换流程如图 4 所示。

认为 5 个周期。IA 向 GS 发送心跳信息的机制与 RE

（1）IA 的 HM 模块得到新方案号，并下发给

向 IA 发送心跳信息的机制一致。心跳机制如图 5 所

该 IA 管理的 RE；

示。

（2）RE 的 HM 模块收到新方案号后，传递给
AM 模块；

RE

IA

（3）RE 的 AM 模块根据新方案号以及 CM 模

上报心跳信息

块读取的该 RE 节点的运行方案，关闭旧方案中的
软件，启动新方案中的软件。
席位计算
机1

席位计算
机2

YES

首次收到
该RE心跳

席位计算
机3

标记当前RE上线
IA节点

RE节点

RE节点

RE节点

启动方案0

启动方案0

启动方案0

当前RE是否在线
IAmAlive

YES

IAmAlive

IAmAlive

获取软件版本

N个周期内是否再次
收到该RE心跳

获取软件版本 获取软件版本

YES
NO

上报软件版本
上报软件版本
上报软件版本

标记当前RE下线

方案0为登陆组件，对于RE结点，登陆组件启动背景画面，对于IA/RE结点，登陆组件启动登陆画面

图 5 心跳机制

3.4 错误处理机制
图 3 系统管理启动流程
席位计算
机1

席位计算
机2
IA节点

RE节点

所有的故障可记录到本地非易失性存储器或远
席位计算
机3

RE节点

RE节点

程系统日志中，方便后期维护和排故。
对于不影响系统运行的轻微故障，地面站只进
行简单的记录；对于低级别的故障（如进程级、组

设置新方案号
校验软件版本、各节点状态

件级）可以在 RE 级健康管理中先尝试进行故障恢
复（如进程重启），尝试恢复的次数应该设有阈值（由
运行蓝图配置）。当通过上述手段仍然无法恢复时，

发送方案号

发送方案号

发送方案号

应上报给 IA 级故障管理模块进行处理。
对于危害级别高、或经过多次尝试仍不能恢复

返回方案号确认

返回方案号确认
返回方案号确认

的故障，IA 级故障管理可通过挂起故障节点、关闭
故障节点的通信端口等手段进行故障隔离，防止故
障蔓延。此外还应采取主备切换或者系统重构等方

设置新方案号的调用，可能来自IASM软件自身（故障处理）、登陆组件或其它应用软件

式进行系统级恢复。
在地面站的故障处理设计中，把系统故障分级

图 4 系统管理方案切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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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与运行蓝图配置工具相结合，将故障信息和故
障响应策略在运行蓝图配置工具进行配置，不同类
型的故障其相应的处理动作取决于当前的系统配置，
可实现对故障处理方式的灵活配置。

2021 年

3.6 通讯
ASAAC 标准中，通信和网络接口同样采用了
分层的概念，分为了三层结构：
（1）模块支持层接口。该接口提供的服务主要

系统管理中，故障处理同时采用分级处理方式。
优先调用分布式执行软件提供的错误处理服务，其
次调用故障处理模块内部的错误处理机制。故障处

用于应用层软件间的通信和网络监视功能；
（2）模块逻辑接口。该接口主要定义了网络通
信的协议、控制、属性、数据格式等信息；

理允许调用服务的方式，可以提高故障处理的可扩

（3）模块物理接口。该接口主要提供了 CFM

展性，保证核心功能的稳定性以及错误处理的灵活

与物理网络媒介间的相互通信。除了节点定义外，

性。故障分级处理如图 6 所示。

ASAAC 标准还对通信和网络提出了一些其它的要

RE

GS

IA

FM模块

FM模块

分布式执
行软件

故障上报

分布式执
行软件

注册
故障
处理
服务

获取
故障
处理
服务
故障上报

故障处理
服务

在地面站设计中，与 ASAAC 标准类似，将通
讯分为了四层结构：

分布式执
行软件
注册
故障
处理
服务

注册
故障
处理
服务

故障处理
服务

和链路恢复方面则提出了详细的要求。

FM模块
获取
故障
处理
服务

获取
故障
处理
服务

求，包括网络路由、流量控制等方面，在故障检测

故障处理
服务

（1）网络通讯接口。该接口定义了组件之间的
通讯接口需求；
（2）进程通讯接口。该接口定义了进程与 RE

图 6 故障的分层分级处理

3.5 系统运行蓝图
运行蓝图采用树型结构进行定义，如图 7 所示。
系统管理的 CM 模块，可通过域标识与节点标识，
访问到所需要的任何软件运行方案，单个软件运行
方案的复杂度，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背景进行裁剪。

之间的通讯接口需求；
（3）模块逻辑接口。定义与 ASAAC 标准一致；
（4）模块物理接口。定义与 ASAAC 标准一致。
目前设计中，网络通讯接口采用了“发布 - 订阅”
机制，进程间通讯采用共享内存 DDS，实现了“发布 订阅”机制的进程通讯。
模块逻辑接口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背景进行裁
剪。根据项目定义健康状态、BIT 检测命令、切换
方案命令、故障上报消息、获取软件版本命令、软
件版回复消息等。网络通讯协议选择 DDS 协议，同
样采用“发布 - 订阅”机制。这样，IA、RE、GS 的
通讯可以采用同一套逻辑设计。
模块物理接口采用了以太网通讯。

3.7 方案示例
示例方案中，登录组件负责方案的主动选择与
切换。RE、IA 负责系统运行出现故障时的系统重构
与方案切换。RE 在系统启动时，0 号方案默认启动
登录组件。因此，在示例方案中，存在着三种方案
的切换场景。
（1）在登陆完成后发起的方案切换；
（2）应用运行过程中主动发起的方案切换；
（3）IA 软件在处理运行时故障时发起的方案
图 7 某个 RE节点的蓝图结构示例

切换。
在典型地面站系统中存在多个席位，每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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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台电脑共同组成。本例模仿了系统管理在一个

需要设计每个计算机节点的启动方案，并形成运行

席位的运行流程。在席位 A 中有三个计算机，每个

蓝图。

计算机是一个 RE 级节点，本示例将计算机 2 作为
IA 节点，如图 8 所示。

但当系统需要扩展时，新接入的子系统或计算
机一旦完成方案部署和运行蓝图设计，就可以接入

当系统启动后，用户通过登录窗口设置登录方

整个系统，从而实现稳定高效运行，其方案的扩展

案。点击登录后，会将方案号发送给 IA 节点。IA

性较强。另外，系统管理方案是通用方案，在地面

节点收到方案号后，向各 RE 节点广播方案号。各

站等非嵌系统中，只需完成一次设计，其他系统可

RE 节点收到方案号后，如图 9 所示，匹配运行蓝图，

以复用，可移植行较强。

启动对应方案号下的所有应用软件，最终组成整个
席位 A 的软件。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 ASAAC 标准的地
面站系统管理。ASAAC 标准是基于机载嵌入式环境

在系统发生故障需要重构时，IA 节点会将新的

的，目标是通过系统管理，实现高可用的航电系统。

方案号广播给各 RE 节点，各 RE 节点根据收到的方

在地面站的系统管理设计中，依据 ASAAC 标准、

案号以及运行蓝图，启动对应方案号下的所有应用

结合地面站的实际运行环境，完成软件运行的方案

软件，最终重构整个席位 A 的软件。

化管理，从而实现高稳定，高可用的地面站软件系统。

席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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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基于 ASAAC 标准的地面站系统管理方案将地

面站系统分为三级（GS、IA、RE）进行管理。当系
统较为复杂、计算机节点较多时，整个设计方案较
为复杂。另外在系统前期设计时，设计复杂度增加，

空研究院 : 中国航空学会 ,20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