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学报 ISSN 1000-9825, CODEN RUXUEW
Journal of Software,2022,33(5):1652−1673 [doi: 10.13328/j.cnki.jos.006554]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版权所有.

E-mail: jos@iscas.ac.cn
http://www.jos.org.cn
Tel: +86-10-62562563

*

一个机载软件需求形式化建模与分析实例研究
胡 军 1,2, 吕佳润 1, 王立松 1,2, 康介祥 3, 王 辉 3, 高忠杰 3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6)

2

(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07)

3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软件部, 上海 200233)

通信作者: 胡军, E-mail: hujun@nuaa.edu.cn

摘

要: 现代民机机载软件系统的功能与复杂度在快速增长的同时还必须满足更严格的安全标准, 使得在机载软

件需求层级必须进行诸如一致性、完整性等分析与验证成为重要的挑战. 工作基于一个自主设计实现的面向机载
软件自然语言需求形式化建模与分析工具平台 (ART) 展开对座舱显控软件子系统 (EICAS) 需求的建模与分析, 包
括: ART 工具平台所采用的变量关系 (VRM) 理论模型、平台架构和平台工具链, 基于多范式的需求一致性、完整
性形式化分析方法, EICAS 系统的条目化初始自然语言需求的形式化建模和需求模型的自动化分析过程, 如: 需求
条目的预处理、规范化处理、需求模型自动生成以及多范式分析等; 给出了工程需求实例研究的经验总结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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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he function and complexity of modern civil aircraft airborne software are growing rapidly, those safety standards for
airborne software (such as DO-178B/C, etc.) must be satisfied at the same time. It raises more challenge to analyze and verify the
consistency and integrity of airborne software requirements on the early stage of system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formal
modeling and analysis tool platform (avionics requirement tools, ART) for airborne software natural language requirements, and carries out
a case study of the requirements of cockpit display and control software subsystem (EICAS). Firstly, the semantics of a formal variable
relationship model (VRM) is given, also the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tool chain of ART are descripted. Then, a methodology of formal
analysis of requirement consistency and integrity based on multi-paradigm is given. After that, some details of the case study of EICAS
are shown including: how to make a pre-modeling process of initial natural language requirements and the automatic analysis process of
requirement model, such as the preprocessing and standardization of original requirement items,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VRM models and
multi-paradigm based formal analysis, etc. Finally, some experiences of this case study are dr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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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世界运输类飞机的机载软件研发长期工程经验积累中已经形成一个共识, 即: 为了提高质量和降低成
本, 必须建立系统工程以及软件工程的研发框架, 并在机载软件产品周期的早期阶段, 进行需求分析和验证, 确保
需求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1−3]. 机载软件需求中存在的错误对机载系统的安全性有重大影响, 历史上曾经导致灾难性
的飞行事故 [4,5].
在民用飞机机载软件的国际适航安全标准中也给出基于需求的研发方法的强制要求. 如: 1992 年 RTCA 发布
的 DO-178B《机载系统和设备合格审定中的软件考虑》标准 [6]中, 给出了机载软件研发中的重点, 即: 强调以需求
为中心的开发过程和验证目标, 不涉及具体软件技术 [7−9] . 在最新版的 DO-178C [10] 中还引入了形式化方法标准
(DO-333[11]). 虽然形式化方法 [12,13]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有着很长的发展历史, 但是如何应用不同的形式化方法理论,
并结合实际工程应用领域来形成航空工程中适用且有效的方法和工具, 来对这些不同层级上的机载软件应用需求
进行构造、分析与验证, 在国内外仍然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本文工作内容主要介绍了在机载软件工程领域, 采用一个自主设计实现的面向自然语言需求的形式化建模与
分析工具平台 ART (avionics requirment tools), 对民机座舱显示控制软件系统的一个典型模块-发动机显示与警告
系统 (EICAS) 详细的形式化建模与分析的过程. 在 ART 中所用的形式化理论模型是变量关系模型 VRM (variable
relation models)[14−16] (来源于四变量理论模型 FVM (four variable model)[17]. 通过工程实例分析我们还获得了一些
形式化方法在工程实践中的经验, 并进行了思考和总结.
本文工作的主要贡献在于: 面向机载软件领域的自然语言需求实施形式化手段, 基于 VRM 表格化模型给出
了一系列设计与实现, 形成了从理论模型、平台架构到平台工具链的完整工作. 同时总结了在机载软件领域下实
施软件工程需求的研究经验, 为其他领域的自然语言需求形式化建模提供了一个有效范例.
本文第 1 节首先对民用航空领域中机载软件系统的安全关键特征以及相关的适航安全标准 (如: DO178B/C 等) 进行了概述; 第 2 节给出了本文工作中所设计的一个面向运输类民用机载软件领域的自然语言需
求形式化建模与分析工具平台 ART, 包括其变量关系 (VRM) 理论模型、平台架构和平台工具链的总体描述,
并重点说明了其中的基于多范式的需求一致性、完整性形式化分析方法; 第 3 节中给出了对座舱显控系统软
件中的一个典型子系统-发动机显示与警告系统 (EICAS) 的案例分析, 详细说明了如何将 EICAS 系统的条目化
初始自然语言需求进行形式化建模并自动化分析的过程, 包括: 需求条目的预处理、规范化处理、需求模型自
动生成以及多范式分析等; 第 4 节给出了对需求实例研究的工程经验总结和分析; 最后一节是相关研究分析与
未来工作.

1 民机航电软件与相关安全标准
DO-178B 标准的目的是指导设计与开发安全可靠的民用机载软件系统. 但是从 DO-178B 最初在 1992 年发布
以来,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领域的快速发展, 现代民机的机载系统以及软件的开发过程和技术都发生了非
常显著的变化, 如: 机载软件工程人员已经开始使用面向对象编程 (如: C＋＋, Ada 等) 和各种建模、分析及代码
生成技术 (如: UML, SCADE, Simulink 等). 其中,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现代机载软件的代码规模变得越来越庞
大, 功能复杂度也在大幅增长 [18,19], 如: 现代民机上一套典型的 Honeywell 飞行管理系统 (FMS) 中的软件源代码规
模至少在 1 百万行, 并且随着系统功能的变化, 其代码规模每年都在以至少 2% 的速度在增长.
2012 年, DO-178B 升级为 DO-178C[10]. 新版的 DO-178C 综合考虑了计算机系统与软件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
主要针对现代飞机系统中所必需的大规模复杂机载软件的研发和管理. DO-178C 继承了 DO-178B 的核心文件、
原则和过程, 同时增加了高层级建模的支持 (DO-331)、面向对象 (DO-332) 和形式化方法 (DO-333). 其中, 形式化
方法标准的引入是在 DO-178C 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说明在高安全关键特征的机载软件领域开始认可计算机科学
领域中的形式化方法具备在工程领域提升机载软件安全性的能力. 此外, 在 DO-178C 中, 仍然强调各个层级上的
需求 (系统需求, 高级需求, 低级需求等) 及相关活动是机载软件研发和认证过程中的核心关注点, 形式化方法的
引入也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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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电需求建模与分析平台 (ART)
在 DO-333 形式化方法标准中, 并没有具体的限定必须应用哪一类形式化方法, 而是给出了应用形式化方法
需要满足的各类分析和验证目标; 也就是说, 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形式化方法, 都需要明确其在适航安全标准中所
要求的某些目标 [11], 如: 在需求阶段需要满足需求内容的一致性、完整性等目标; 其相应的软件支撑工具也应该
结合工程实践来达到这些目标. 本节将介绍一个自主设计实现的面向民机机载软件领域的自然语言需求形式化
建模与分析工具平台 (ART). 具体内容包括: ART 工具平台的形式化理论模型-变量关系模型 (VRM), ART 平台的
架构和多个工具链的功能说明, 基于多范式分析的需求模型一致性、完整性形式化分析的基本方法等几个
方面.
2.1 VRM 形式化模型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 通常采用多种定义的数学符号及逻辑公式来构建形式化理论和方法. 这些符号的设计
没有考虑工程问题的特征和工程人员应用的要求, 使得目前形式化方法难以被机载软件领域工程人员所理解接
受. 事实上, 各种形式的表格才是机载软件工程开发人员所熟悉的. 因此, 在 ART 平台中采用同时具备表格化特征
和形式化语义的 VRM 需求模型 [19].
VRM 模型来源于四变量模型 [17], 并根据目前机载软件领域特征进行了定制调整, 如: 现代机载软件通常是通
过航空数据总线进行数据包的读取和解析, 很少跟外部各类传感器设备的物理信号数据直接关联, 因此简化了原
四变量模型中系统级的监视变量和控制变量集合; 在机载软件的数据输入和输出之间存在多种输入数据的组合或
合并处理之后再进行输出或显示的特征, 因此在 VRM 模型中引入中间变量集合来承载此类信息等.
VRM 模型保留了原四变量模型中同时具备表格化和形式化语义特征的核心特征. 直观上来看, VRM 模型是
基于一种二维表格来建立的需求结构, 但是这些表格的语义是有着严格的形式化定义. 这类似于关系数据库理论
中的二维关系数据, 表面上看是一张二维表格, 但其具备由关系演算逻辑严格定义的形式化语义. 以下仅给出 VRM
模型中其中部分内容的案例展示, 详细内容可参考文献 [14−16].
对领域工程而言, 具体需求内容是在 VRM 模型表格中的内容来描述. VRM 模型中包括 3 种表格: 条件表, 事
件表和模式转换表. VRM 模型中都对它们定义了详细的形式化语义. 以下用文献 [20] 中灯光控制系统的简化版
本作为示例来简要说明表格模型的直观描述和形式化语义.
表 1 是一个条件表的例子, 表格中的 4 个条件对应于 4 个需求条目; 其直观语义是: 中间变量 tRemLL 在不同
工作模式 (如: unoccupied, occupied 或 temp_empty) 下, 当满足不同的条件时, 可以取值的各种情况.
表1

条件表示例

Mode (模式)(mcStatus)
unoccupied

true

Condition (条件)
false

occupied

mIndoorLL>tCurrentLSVal

mIndoorLL≤tCurrentLSVal

temp_empty
tRemLL(输出量)

mIndoorLL>tCurrentLSVal OR tOverride

mIndoorLL≤tCurrentLSVal AND NOT tOverride

0

tCurrentLSVal-mIndoorLL

表 1 所对应的形式语义可以表达为一个逻辑公式如下:
tRemLL = F1 (mcS tatus, mIndoorLL, tCurrentLS Val, tOverride) =
 0 if mcS tatus = unoccupied ∨ (mcS tatus = occupied ∧ mIndoorLL > tCurrentLS Val) ∨



(
)


 mcS tatus = temp_empty ∧ (mIndoorLL > tCurrentLS Val ∨ tOverride = true)




tCurrentLS Val − mIndoorLL if (mcS tatus = occupied ∧ mIndoorLL ⩽ tCurrentLS Val) ∨



)
(
mcS tatus = temp_empty ∧ mIndoorLL > tCurrentLS Val ∧ tOverride = f alse
表 2 则给出一个事件表的例子, 基于新旧状态依赖关系集合: {mFMOverride, mcStatus}和{mFMOverride',
mcStatus'}, 定义了中间变量 tOverride 的值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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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表示例

Mode (模式)
－
tOverride' (输出量)

Event (事件)
@T(mMFOverride) WHEN mcStatus!=occupied

@T(mcStatus=occupied)

true

false

表 2 所对应的形式语义可以表达为一个逻辑公式如下:
tOverride′ = F2 (mF MOverride, mcS tatus, mF MOverride′ , mcS tatus′ )
{
true if mMFOverride = f alse ∧ mMFOverride′ = true ∧ mcS tatus , occupied
=
f alse if mcS tatus , occupied ∧ mcS tatus′ = occupied

表 3 是一个同样来自灯光控制系统的模式转换表的例子, 决定了模式集 mcStatus 所处模式随 mOccupied 和
mT3 变量值变化的特性.
表3
Old Mode (源模式)
unoccupied
occupied
temp_empty
temp_empty

模式转换表示例

Event (事件)
@T(mOccupied)
@F(mOccupied)
@T(DUR(NOT mOccupied)>mT3)
@T(mOccupied)

New Mode (目标模式)
occupied
temp_empty
unoccupied
occupied

表 3 所对应的形式语义可以表达为一个逻辑公式如下:
mcS tatus′ = F3 (mcS tatus, mOccupied, mT 3, mOccupied′ , mT 3′ )
 temp_empty if mcS tatus = occupied ∧ mOccupied = true ∧ mOccupied′ = f alse





 unoccupied if mcS tatus = temp_empty ∧ mOccupied = f alse f ormorethenmT 3seconds

=


occupied if (mcS tatus = unoccupied ∧ mOccupied = f alse ∧ mOccupied′ = true) ∨



)
(
mcS tatus = temp_empty ∧ mOccupied = f alse ∧ mOccupied′ = true
更多的其他有关事件表和模式转换表所对应的直观表格示例和对应的形式化逻辑语义定义可以见参考文献 [14,20].
在本节的最后, 再给出在实际工程中的一个条件表实例 (表 4). 实例表示的是在 EICAS 系统中, 不同的发动机
状态参数的输入量组合情况下, 显示推力模式应该正确显示哪些信息. 显控软件具有一个典型的特征, 即: 输入/输
出量取值组合所形成的条件可能会非常多, 因此, 表 4 中的显示格式做了调整, 但仍然保持了 VRM 模型语义.
表4

变量取值 (每一列之间是“或”, 每一行之间是“与”)

状态参数

输入

NormalTOSelected
FlexTOSelected
TO1DerateSelected
TO2DerateSelected
NormalCLBSelected
MCTSelected
CruiseSelected
GASelected

条件

Reduced thrust takeoff
Text (文字)

输出

EICAS 条件表实例

T
F
F
F
F
F
F
F

F
T
F
F
F
F
F
F

F
F
T
F
F
F
F
F

F
F
F
T
F
F
F
F

TO

FLEX-TO

D-TO1

D-TO2

F
F
F
F
T
F
F
F

F
F
F
F
F
T
F
F

F
F
F
F
F
F
T
F

F
F
F
F
F
F
F
T

CLB

CON

CRZ

G/A

T

Font (字体)

Small

Color (颜色)

Green 100

该条件表的语义表格函数如下所示 (其中, 将输入变量分别以 ip1 , p2 , . . . , p8 表示, 用 ipm,1 , ipm,2 表示 ipm 取值情
况, 条件 Reduced Thrust Takeoff 以 RTT 表示, op1 , op2 , op3 表示输出变量, 用 op1,k , op2,k , op3,k 表示输出变量取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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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 , cvi ) = fi (ip1 , . . . , ip8 , ci ) =

′
T O′
if(ip1 = T ∧ ip2 = F ∧ ip3 = F ∧ ip4 = F ∧ ip5 = F ∧ ip6 = F ∧ ip7 = F ∧ ip8 = F) ∧ RT T



′


FLEX
− T O′ if(ip1 = F ∧ ip2 = T ∧ ip3 = F ∧ ip4 = F ∧ ip5 = F ∧ ip6 = F ∧ ip7 = F ∧ ip8 = F) ∧ RT T



′


D − T O1′
if(ip1 = F ∧ ip2 = F ∧ ip3 = T ∧ ip4 = F ∧ ip5 = F ∧ ip6 = F ∧ ip7 = F ∧ ip8 = F) ∧ RT T




 ′ D − T O2′
if(ip1 = F ∧ ip2 = F ∧ ip3 = F ∧ ip4 = T ∧ ip5 = F ∧ ip6 = F ∧ ip7 = F ∧ ip8 = F) ∧ RT T

′
′

CLB
if(ip1 = F ∧ ip2 = F ∧ ip3 = F ∧ ip4 = F ∧ ip5 = T ∧ ip6 = F ∧ ip7 = F ∧ ip8 = F) ∧ RT T




′

CON ′
if(ip1 = F ∧ ip2 = F ∧ ip3 = F ∧ ip4 = F ∧ ip5 = F ∧ ip6 = T ∧ ip7 = F ∧ ip8 = F) ∧ RT T




′

CRZ ′
if(ip1 = F ∧ ip2 = F ∧ ip3 = F ∧ ip4 = F ∧ ip5 = F ∧ ip6 = F ∧ ip7 = T ∧ ip8 = F) ∧ RT T



′
G/A′
if(ip1 = F ∧ ip2 = F ∧ ip3 = F ∧ ip4 = F ∧ ip5 = F ∧ ip6 = F ∧ ip7 = F ∧ ip8 = T ) ∧ RT T

=T
=T
=T
=T
=T
=T
=T
=T

2.2 基于多范式的需求模型一致性与完整性分析
建立形式化 VRM 模型的目的是在需求阶段就可以对自然语言需求中常见的一致性、完整性问题进行形式
化分析, 在本小节中以下给出 ART 中的多范式定义说明 [14], 用于分析需求模型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VRM 基本范式

2.2.1

VRM 基本范式的符合性, 是模型分析的基本要求. 即需求模型应符合如下要求.
1) 常量集合: 集合中所定义的常量必须有效, 即具备常量名、常量值, 及值类型符合要求.
2) 变量集合
• 变量集合中所有变量必须有定义.
• 变量集合中状态变量必须初始化, 初始值满足类型定义.
• 变量集合中的模式集变量, 还需要定义模式集合和初始模式.
3) 类型集合: 自定义类型必须存在父类型.
4) 表格函数
• 不存在空表.
• 必须使用变量集合中定义的变量.
• 同一变量的类型在跨表中保持一致.
• 源模式与目标模式必须属于同一模式集.
• 表格函数中的表达式定义无语法错误.
第一范式

2.2.2

第一范式约束单个表的输入完整性 (输入完整性范式). 表格中的输入变量取值必须包括了其值域范围, 如: 条
件表/事件表中必须覆盖输入状态变量 r 的值域范围 VR(r). 为此定义输入完整性约束为:
 n

(
) ∪
(
)

input j ∈ VR S Vµ(i) ∧  input j = VR S Vµ(i)  .
j=1
(
)
对于条件/事件表, 其语义为: 对于指定的关联模式集 S Vµ(i) , VR S Vµ(i) 为该模式集的值域, 表格函数的“模式”
(
)
n
∪
列中所有模式构成集合 input j , 若其与 VR S Vµ(i) 为等价集合, 则指定的表格满足第一范式约束. 如表 5 是以 SI
j=1

(safety injection, 安全注入开关) 作为输出量的条件表, 其输入量为模式集 Pre (第 1 列), 表示水压模式,
4
4
∪
∪
Pre j = {High, Permit} , 由前面的定义可知 VR (Pre) = {High, Permit, Low} . 因此 Pre j , VR (Pre) . 可以判断条件
j=1

j=1

表不符合第一范式约束.
表5
模式集Pre
High
Permit
High
Permit

SI 条件表
条件
true
true
false
false

输出变量SI
off
off
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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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完整性对于模式转换表, 其语义有所不同, 定义为: 对于被该表指定模式间转换行为的模式集 S Vµ(i) ,
)
(
)
n
∪
VR S Vµ(i) 为该模式集的值域, 表格的“源模式”列中所有模式构成集合 input j , 若其与 VR S Vµ(i) 为等价集合, 则
(

j=1

指定的表格满足第一范式约束.
第二范式

2.2.3

第二范式 (条件范式) 约束包括两部分: 条件一致性和条件完整性. (1) 条件一致性: 保证不出现同时产生矛盾
输出值; (2) 条件完整性: 保证任一时刻都能映射到某一输出值. 后者在多条件组合的情况下会显得特别重要. 下面
分别说明一下.

(
(
))
(1) 条件一致性约束为: ∀mi ∈ mc ∀ j, k ∈ Ni ci, j ∧ ci,k = f alse , 它要求: 在模式 mi 确定的情况下, 对于产生不同

输出的条件 ci, j、ci, k, 需满足 ci, j ∧ ci,k = f alse . 对于整个条件表, 当且仅当对于所有确定的模式 mi 都满足上述公
式, 才能通过条件一致性检查;

(

( 2 ) 条 件 完 整 性 约 束 为 : ∀mi ∈ mc

∪
j∈Ni

)
ci, j = true , 它 要 求 : 在 模 式 m i 确 定 的 情 况 下 , 对 应 的 所 有 条 件

ci,1 ∨ ci,2 ∨ . . . ∨ ci,n = true . 对于整个条件表, 当且仅当对于所有确定的模式 mi 都满足上述公式, 才能通过条件完整

性检查.
为了清楚起见, 以下给出两个示例. 示例表 6 是一个违反第二范式的条件表. 最后两行的语义为当模式集 Pre
在模式 Low 下, 满足不同的条件时, SI 获取的输出值. 由于 Overriden ∧ Overriden , f alse , 即当处于模式 Low, 满
足条件 Overriden 时, 输出将不确定是 off 还是 on, 存在二义性问题, 不满足条件一致性约束. 我们将表 6 最后一行
第 2 列的 Overridden 修改为!Overridden, 则模式 Low 下满足条件一致性约束. 对 High 和 Permit 模式下进行同样
的分析检查, 以确定该条件表是否完全满足条件一致性.
表 7 是一个违反条件完整性的示例, 在模式 Low 下, 其条件只考虑了 WaterPres < 900 的情况, 而忽略了
WaterPres≥900 时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违反了条件完整性; 而在模式 Permit 下, 由于 Block 的值域仅有 off 和 on
两个值, 因此满足条件完整性. 但由于 Low 模式下的问题, 表 7 不完全满足条件完整性约束.
表6
模式集Pre
High
Permit
High
Permit
Low
Low

SI 条件表

条件
true
true
false
false
Overridden
Overridden

表7
输出变量SI
off
off
on
on
off
on

模式集Pre
Low
Permit
Permit

Overriden 条件表

条件
WaterPres<900
Block=on
Block=off

输出Overriden
false
false
false

第三范式

2.2.4

第三范式约束单个事件表的一致性, 即事件范式. 它的形式化定义为: 在模式 mi 确定的情况下, 对于产生不同
输出的事件 ei, j、ei, k, 需满足 ei, j ∧ ei,k = never . 整个事件表满足第三范式约束的条件为前述的事件一致性对所有模
式 mi 都成立, 即:

(
(
))
∀mi ∈ mc ∀ j, k ∈ Ni ei, j ∧ ei,k = never .

其语义为: 对于某事件表, mc 为其关联模式集. 在模式 mi 确定的情况下, Ni 为所有模式列为 mi 的行号集合,
由于事件可以视为状态的切换, 每个事件都等价于由事件发生前的条件和事件发生后的条件构成的条件对. 两事
件的合取为 never, 相当于满足这两个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的两对条件分别合取, 其中任意一个合取式为永假式,
即两个事件不会同时发生. 对于处于该模式下的不同表格行的任意两行, 都需满足这两行的事件不会同时发生. 对
于整个事件表, 当且仅当所有模式 mi 满足事件不会同时发生, 才符合事件一致性约束.
对示例表 8 检查其是否符合事件一致性约束: 在模式 Low 下, 合取所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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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模式Pre
Low
Permit
Low
Permit

Overriden'事件表

事件event
@T(Block=on)WHEN(Reset=off)
@T(Block=on)WHEN(Reset=on)
(@T(Pre=High))||(@T(Reset=on))
@T(Pre=High)WHEN(Reset=on)

输出Overriden'
true
true
false
false

(@T (Block = on) WHEN (Reset = on)) ∧ (@T (Pre = High) ∨ @T (Reset = on)) = never , 不违反事件一致性; 但是

在模式 Permit 下, 求其不同事件的合取 (第 3、5 行, 第 2 列), 得到:
(@T (Block = on) WHEN (Reset = on)) ∧ (@T (Pre = High) WHEN (Reset = on)) , never.
即: 当处于模式 Permit 下, 若此时 Block 由 off 转变为 on, Pre 由!High 转变为 High, 且 Reset = on , 则输出不确
定是 true 还是 false. 由此可知, 表 8 违反了第三范式.
第四范式

2.2.5

第四范式 (输出完整性) 要求表格对输出量产生的输出值必须完全覆盖其值域范围. 满足此范式可以检查出
是否有输出情况的遗漏.
输出完整性约束的形式化定义为:

 n

∪

output j ∈ VR (Vi ) ∧  output j = VR (Vi ) .
j=1

其语义为: 所有表格关联的输出量的可能取值情况 VR (Vi ) 都包含在表格中的输出值构成的集合

n
∪

output j 中.

j=1

这里的 Vi 是由表格函数产生输出值的输出量, 只能为受控变量 CV 或中间变量 IV. 表 9 对 SI 条件表进行第四范式
的检查. 对于输出变量 SI, 表格中只存在其值为 off 的情况 (第 3 列), 而 VR (S I) = {on, o f f } . 故其违反输出完整性.
表9
模式Pre
High
Permit
Low

SI 条件表

条件
true
true
Overridden

输出变量SI
off
off
off

上面所给出的 VRM 需求模型的多范式定义与模型分析算法, 目前已经在 ART 平台的 VRM 模型自动分析工
具中实现了.
2.3 ART 平台架构和工具链
ART 是一个面向 DO-178C/DO-333 机载软件适航标准的软件需求分析与验证工具平台 (如图 1 所示). ART
项目的总体目标是考虑现代民机机载软件需求中的领域特征, 面向自然语言描述的需求条目, 建立包含条件、事
件、模式等核心要素的工程实用的形式化需求模型的建模方法 (即本文中所提到的 VRM 模型), 然后基于 VRM
的形式化语义, 对需求模型展开一致性、完整性等形式化分析与验证; 最后, 经过形式化分析验证的 VRM 需求模
型用来自动生成面向需求的测试用例集, 包括航空 A 级软件所需满足的 MC/DC 测试用例集.
在图 1 中给出了 ART 工具平台设计并应用的场景中的 5 个阶段.
第 1 阶段是 VRM 模型的构造; 将机载软件领域中常见的自然语言条目化需求 (通常用 DOORS 需求管理工
具来进行管理) 导入到 ART 工具中, 由需求建模人员通过规范化建模方法和领域概念库将这些条目化需求按照规
范化模版要求进行处理, 然后由模型生成引擎自动将这些规范化的条目需求构造出 VRM 表格模型, 即模型分析
所需的条件表、事件表和模式表等 [15];
第 2 阶段是 VRM 模型的形式化分析: 针对需求模型中可能存在的一致性、完整性问题, 使用模型自动分析
引擎展开基于多范式的模型形式化分析 [14]. 这些范式包括了前述的输入完整性、输出完整性、条件一致性、事
件一致性等各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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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阶段是 VRM 模型的形式化验证: 对已经满足各类范式要求的 VRM 模型, 采用模型检验技术继续进行面
向系统安全性质的验证. 在目前 ART 工具中是通过一个模型转换框架将 VRM 模型自动转换为 NuSMV 模型 [21],
并提供了系统安全性质的时序逻辑公式的规范化模版输入方式, 最后调用 NuSMV 进行验证.
第 4 阶段是面向需求的测试用例自动生成: 对前面已经通过形式化分析与验证的 VRM 模型, 测试自动生成
发动机会对其进行解析, 划分为多个逻辑子句, 构造相应的语义控制树, 然后根据用户定义的不同安全关键等级标
准 (如: A 级、B 级等) 来生成相应的面向需求的测试用例集 [16].
第 5 阶段是在实际的航空机载软件中进行实例应用, 在本文中第 3 节中所描述的 EICAS 系统需求实例分析
就是这个阶段的部分工作展示.
面向 DO-178C/333 适航标准
形式化需求模型 (VRM)

1

构建系统的环境、输入、输
出、模式、事件、条件等变
量集合;

准确的描述
需求

航
2
利用具有明确
形式化语义的
表格符号来指明

电

软

基于形式化表格, 定义变量
集合及元素之间依赖和
约束关系。

件

需

求

需求内容一致性
等的检查
自动检测需求
中的错误,
如: 信息缺
失, 不确定
性, 不一致等

工

具

平

台

3

(A

RT

)

采用模型检验技
术验证需求
检测关键需求
的行为性质

4
面向需求的测试用
例自动生成

5
典型航电显控系统软件需求实例建模分析与验证

图1

机载软件需求平台 ART

图 2 中给出了 ART 工具平台的主要框架. ART 基于 Eclipse 的插件框架, 集成了需求建模、分析、验证、测
试用例生成等过程中多个不同工具, 形成一套工具链平台. ART 平台架构主要分为 3 层: 用户接口层、内核层和
数据存储层. 用户层是面向需求建模不同阶段的用户, 提供不同的用户界面接口; 内核层则是多个不同的工具引
擎, 包括: 领域概念库构造、VRM 模型生成、VRM 模型分析、模型验证以及测试用例自动生成、工程报告生成
等; 数据存储层是 ART 平台各个工具的输入/输出所依赖的数据模型文件和后台数据库. 图 3 中给出了 ART 工具
链中需求建模和测试用例生成的用户界面示例.

3 EICAS 需求的形式化建模与分析实例研究
ART 工具平台目前正在国产民机系统的机载软件中进行工程实例应用. 本节给出一个显控软件系统中
EICAS 模块需求实例, 包括了从自然语言到 VRM 建模以及分析的过程, 但本文中暂未包括后续形式化验证和测
试用例自动生成. 以下内容主要有: EICAS 模块的概述, 条目化自然语言的预处理, 需求的规范化和模型生成, 模
型的形式化分析及结果等.
3.1 机载显示控制软件 EICAS 的概述
EICAS (发动机指示和机组警告系统) 是现代飞机中综合显示系统的一部分, 为驾驶员提供发动机系统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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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统状态的显示 (如: 发动机转速、滑油温度、燃油消耗量以及液压系统等). EICAS 属于座舱显示控制系统
的一个软件子系统, 其指示的发动机等系统的关键信息给机组人员提供了飞行中至关重要的参考数据, 如果显示
出错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常见的 EICAS 界面如后文的图 4 所示.
Eclipse 辅助工具
应
用
层

内
核
层

领域概念库维护
界面

领域概念
库构建
模块

VRM 模型界面

VRM 模型
自动生成
模块

需求规范
化构建
模块

原始需求
文件
(excel 文
件)

存
储
层

需求规范化界面

VRM 模型验证模块

VRM 软件
需求形式
化模型
(XML)

VRM
数据库

图2

VRM 模型分析模块

需求工程
规范化条目
(excel
文件)

测试用例界面

测试用例
生成模块

测试用例
导出文件
(excel 文
件)

ART 的总体框架

(a) ART 需求建模界面

(b) ART 测试用例自动生成界面

图3

界面图展示

3.2 条目化需求的预处理
在 ART 工具平台中, 需求预处理的目的是建立一个 EICAS 系统需求的领域概念库, 包括 EICAS 系统中常见
的各种模式、输入/输出量、数据类型、中间变量等的定义. EICAS 领域概念库一旦建立起来, 在以后其他机型
的 EICAS 系统需求建模过程中就可以复用这个库, 然后进行本地定制调整. 表 10 中给出了一部分经过预处理之
后目前可公开的相对完整的 EICAS 需求条目示例, 用于本文后续的 VRM 模型构造和分析说明.
表 10 中的需求条目 1、2、3、4 的语义是描述 EICAS 系统的两个工作模式集, 以及如何进行模式转换的逻
辑. 这四条需求可用于领域概念库定义中的模式转换建模; 其他的 13 条需求则通过 ART 进行基于模版的规范化
建模, 最后自动生成 VRM 模型中的条件表或事件表. 具体部分工作描述如下. 图 5 所示为在 VRM 模型框架指导
下所建立的条目化需求建模预处理的流程图.
预处理流程开始时, 首先对原始需求文档进行逐条需求条目的预分类. 建模人员需要与工程人员进行讨论,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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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各条需求具体要表达的语义, 防止对需求错误的理解. 经过逐条讨论, 建模人员可将需求分类为 3 类: 建模为
模式转换的需求、建模为条件表的需求和建模为事件表的需求.

TAT +2c CRZ
88.7
24.0

+7c
88.7
24.0

N1
440.8

440.8
DN

EGT
54.5
0.9
58
49
100
1.6

GEAR

N2
FF
PRESS
TEMP
QTY
VIB

54.5
0.9
58
49
100
1.6

F
L
A
P
S

DUCT PRESS
18
18
RATE 700
CAB ALT 4770
200 AUTO
LDG ALT

8.5
TOTAL FUEL

图4
表 10
需求编号

10

Fuel Qty
28.3
452

8.5
LBS X
1000

EICAS 显示界面示意图
EICAS 原始需求条目
需求内容

1

正常模式的EICAS应进入防拥模式, 当1.起落架指示处于防拥; 且2.缝襟翼处于防拥.

2

压缩模式的EICAS应进入防拥模式, 当1.起落架指示处于防拥; 且2.缝襟翼处于防拥.

3

EICAS的界面布局应进入正常模式, 当ipDMILayoutNormal有效且为真.

4

EICAS的界面布局应进入压缩模式, 当ipDMILayoutNormal有效或为假.

5

当EICAS接收到的数据位于显示范围之外, 但处于ICD定义的信息之内时, EICAS应该将该数据显示为无效.

6

当EICAS收到的数据合法, 且数据的读数范围在有效的显示范围内时, EICAS应认为该数据为有效.

7

N1指示应该采用下示的分辨率显示NA读数: 1.0.1%对于(0%–99.9); 2.1%对于100%及以上.

8

N1指示应显示N1指针为白色, 当1.ipFDAECN1为合法, 且2.a.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为不合法, 或
b.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为合法且为假.

9

N1指示应显示N1指针为红色, 当1.ipFADECN1为合法, 且2.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为合法且为真.

10

N1指示应显示N1读数为白色, 当1.ipFADECN1为合法, 且2.a.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为不合法, 或
b.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为合法且为假.

11

N1指示应显示N1读数为红色, 当1.ipFADECN1为合法, 且2.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为合法且为真.

12

当ipFADECN1无效时, 应移除N1指针显示.

13

当ipFADECN1无效时, N1指示应显示N1读数为”--.-”样式.

14

当正常EICAS进入防拥模式时, 应移除起落架和襟缝翼指示.

15

当压缩EICAS进入防拥模式时, 应移除起落架和襟缝翼指示.

16

当EICAS进入防拥模式时, 应设置op_EI_Declutter信号为真(适用于压缩和非压缩模式).

17

当EICAS退出防拥模式时, 应设置op_EI_Declutter信号为假(适用于压缩和非压缩模式).

随后对这 3 类需求进行相关信息的提取 (如: 变量定义、条件、事件、模式等): 先考虑从模式转换型需求中
提取构建模式集的信息, 此时由于领域概念库还未完全构建出来, 模式集信息中模式转换的部分可以是暂时空缺.
接着从 3 类需求中提取出其中所有条件或事件引用的输入变量、由各条需求决定取值的输出变量, 以及其中隐含
的可能需要新设计的中间变量等, 然后根据需求中的语义, 来设置所有该变量的类型、精度等属性, 与工程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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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确认, 所构造的这些变量的信息是完全符合原始需求语义信息的.
最后, 将上述模式集信息、变量与数据类型信息汇总为一个领域概念库, 并将领域概念库中的各种变量信息
作为反馈数据, 将前序步骤中尚未构造完整的模式转换表补充完整, 作为对领域概念库的逆向完善.
《Datastore》
原始需求

与工程人员一同进行逐条分析, 完成需求条目预分类
开始
《Datastore》
模式转换型需求

《Datastore》
条件型需求

提取变量信息
模式集信息

变量、数据
类型信息

领域概念汇总

提取模式集信息

完善领域概念库中
模式转换信息

图5

《Datastore》
事件型需求

领域概念库

构建模式转换
结束

原始需求预处理流程图

下面是应用上述流程对 EICAS 条目化需求进行预处理的过程详细说明. 首先构建领域概念库中的模式集: 从
需求 1 和 2 中给出的“进入防拥模式”可判断, 系统应具有防拥模式, 且有两种状态“处于”和“不处于”; 因此建立“防
拥模式集”mcDecluttered, 其包含的模式有 mOff 和 mOn, 各自代表的语义为“处于防拥模式”和“不处于防拥模式”.
那么“进入防拥模式”的需求条目在后面就可以表达为在模式转换表中的 mcDecluttered 模式集从 mOff 转换为
mOn 模式的一条模式转换. 从需求 3 和 4 中给出的“进入正常模式”和“进入压缩模式”可判断, 系统还具有另外两
种不同的布局模式“正常”和“压缩”; 因此需要建立另一个模式集“布局模式集”mcEngineLayout, 其包含的模式有
mNormal 和 mCompressed. 当系统处于两种模式时分别代表的语义为: “处于正常布局模式”和“处于压缩布局模
式”. 那么“进入正常模式”和“进入压缩模式”分别可以表示为在模式转换表中 mcEngineLayout 从 mCompressed 转
换为 mNormal 和从 mNormal 转换为 mCompressed 的模式转换. 上述两个模式集的模式转换具体定义还需后续步
骤中其他的变量都设计完成后再进行完整的定义.
接下来, 从原始需求条目中提取输入/输出变量, 有些条目中还需要通过设计新的中间变量来承载原始需求中
的某些主语, 或者某些条件、事件中需要进行判断的对象的语义. 以下给出其中的两个例子说明:
(1) 经与工程人员讨论, 并由需求 5 和 6 内容了解到, EICAS 系统从外部获得各种输入数据时, 这些输入数据
都会附加一个信号量, 其取值范围为:
{GLOB_DATA_NO_DATA, GLOB_DATA_NO_COMPUTED_DATA, GLOB_DATA_FUNCTIONAL_TEST,
GLOB_DATA_EMPTY, GLOB_DATA_NORMAL_OPERATION, GLOB_DATA_UNFRESH,
GLOB_DATA_OUT_OF_RANGE}.
为此, 需要对所有输入变量建立对应的输入信号量, 名称为: 输入变量名加 Status 后缀; 其相应的数据类型设
为 Status, 父类型为枚举型, 其值域为{NoData, NoCompData, FuncTest, Empty, Normal, Unfresh, OutOfRange}.
(2) 在需求 8、9、12 中都有“显示 N1 指针为白色”“显示 N1 指针为红色”“移除 N1 指针”等自然语言的描述
性内容, 都需要设计变量来承载其语义信息. 为此设计变量 opFADECN1PointerColor, 和相关的数据类型
PointerColor, 父类型为枚举型, 值域为{NotDisplayed, Red, White}.
通过预处理整理得到的这些信息, 在 ART 的领域概念库中建立的变量字典和数据类型字典, 部分内容如
表 11 和表 12 所示.
接下来再根据所建立的变量字典和数据类型字典, 将需求 1、2、3 和 4 中关于模式转换的内容进行精确的定
义, 建立模式转换表. 如: 需求 1、2 中, 由于前置条件为 EICAS 布局模式分别为压缩和正常时, 对结果产生没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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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因此将两条需求合并后移除对布局模式的判断条件, 最后得到的 mcDecluttered 包含如表 13 所示的模式转换.
在这里很容易看出, 在这个可公开的 EICAS 需求模型例子中, mcDecluttered 模式转换其实是不完整的, 因为在模
式转换表中只有从 mOff 到 mOn 的转换, 缺少从 mOn 到 mOff 的模式转换, 不满足输入完整性范式 (第一范式).
这一点在后续模型分析的过程中也得到了确认. 需求 3 和 4 所建立的有关显示布局模式 mcEngineLayout 的转换
表如表 14 所示.
表 11
变量名
ipLandingGearDecluttered
ipFlapDecluttered
ipSlatDecluttered
ipDMILayoutNormal
ipFADECN1
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

EICAS 需求模型的变量字典 (部分)
值域

False,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0.0–110.0
False, True
NoData, NoCompData, FuncTest,
ipLandingGearDeclutteredStatus
Empty, Normal, Unfresh, OutOfRange
NoData, NoCompData, FuncTest,
ipFlapDeclutteredStatus
Empty, Normal, Unfresh, OutOfRange
NoData, NoCompData, FuncTest,
ipSlatDeclutteredStatus
Empty, Normal, Unfresh, OutOfRange
NoData, NoCompData, FuncTest,
ipDMILayoutNormalStatus
Empty, Normal, Unfresh, OutOfRange
NoData, NoCompData, FuncTest,
ipFADECN1Status
Empty, Normal, Unfresh, OutOfRange
NoData, NoCompData, FuncTest,
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Status
Empty, Normal, Unfresh, OutOfRange
tLandingGearDeclutteredStatus
Invalid, Valid
tFlapDeclutteredStatus
Invalid, Valid
tSlatDeclutteredStatus
Invalid, Valid
tDMILayoutNormalStatus
Invalid, Valid
tFADECN1Status
Invalid, Valid
tFADECN1RedlineExceedanceStatus
Invalid, Valid
opFADECN1Resolution
0.1%, 1%
opFADECN1PointerColor
NotDisplayed, Red, White
opFADECN1ReadoutColor
YellowDashes, Red, White
opLandingGearIndicatorRemoved
False, True
opFlapSlatIndicatorRemoved
False, True
opEIDeclutter
False, True

类别

初始值

关联模式集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0.0
False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输入

Normal

无

输入

Normal

无

输入

Normal

无

输入

Normal

无

输入

Normal

无

输入

Normal

无

中间
中间
中间
中间
中间
中间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Invalid
Invalid
Invalid
Invalid
Invalid
Invalid
0.1%
NotDisplayed
YellowDashes
False
False
False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mcEngineLayout
mcEngineLayout
mcEngineLayout

在需求模型预处理阶段, 还需要工程开发人员一起明确哪些需求条目是属于条件型的, 哪些是属于事件型需
求, 如: 需求 5–13 都是属于条件型, 需求 14–17 是则是属于事件型. 在 VRM 模型中的条件型需求和事件型需求的
语义是不同的, 简要来说: 条件型需求只需考虑当前系统状态, 而事件型需求则需要同时考虑当前系统状态和前一
个系统状态. 具体的定义可参考文献 [14,15]. 区分条件型和事件型, 会直接关系到后续的模型语义分析.
3.3 需求的规范化与形式化模型生成
上述 EICAS 系统的需求模型预处理工作结束之后, 可以使用 ART 工具中需求规范化建模的功能来对表 10
中需求进行基于模版的规范化处理, 形成规范化的条目化需求集合, 然后将这些规范化的需求条目通过 VRM 模
型构造引擎来自动生成各类条件表、事件表和模式转换表. 具体的模版定义、规范化处理和 VRM 表格模型自动
生成方法可参见文献 [15]. 以下主要是从 ART 工具的操作层面来简要说明完成 EICAS 的需求规范化过程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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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和形式化模型生成.
首先, 在 ART 通过新建需求工程 Proj-EICAS, 将 DOORS 中 EICAS 条目化需求自动导入进来 (如图 6(a) 左侧
所示). 然后根据每一个需求条目本身的语义信息的不同, 选择“通用条件”“显示条件”“通用事件”和“显示事件”等
4 类模版中的一种来进行规范化处理 (如图 6(a)). 以需求条目编号为 8 的需求为例, 本条需求为条件型需求, 并不
是关于 EICAS 界面显示格式的需求, 因此可以选择使用“通用条件”规范化模板 (图 6(b)) 进行规范化处理.
表 12
类型名称
Boolean
Status
VariableStatus
Thrust
Resolution
PointerColor
ReadoutColor

EICAS 需求模型的数据类型字典 (部分)

父类型
boolean
enumerated
enumerated
float
enumerated
enumerated
enumerated

值域
False, True
NoData, NoCompData, FuncTest, Empty, Normal, Unfresh, OutOfRange
Invalid, Valid
0.0..110.0
0.1%, 1%
NotDisplayed, Red, White
YellowDashes, Red, White

表 13
源模式
mOff

mcDecluttered 模式转换

转换事件
@T(ipLandingGearDecluttered=True&ipLandingGearDecluttered=True)

表 14
源模式
mCompressed
mNormal

目标模式
mOn

mcEngineLayout 模式转换

转换事件
@T(ipDMILayoutNormal=True&tDMILayoutNormal=Valid)
@F(ipDMILayoutNormal=True&tDMILayoutNormal=Valid)

(a) 需求规范化建模主界面

目标模式
mNormal
mCompressed

(b) 通用条件模板界面

图6

界面展示图

定义本条需求规范化的过程需要明确定义: 条件、主体、功能和客体. 其中主体可在下拉框中选择领域概念
库中的所有中间变量和输出变量; 客体可在下拉框选择该变量的值域中的值; 功能可在下拉框选择领域概念库中
的所有专有名词, 一般是一个谓语动词. 条件的输入有两种输入方式, 其一为图 6(b) 中“条件编辑”所提供 ANDOR 表输入方式 [22] . AND-OR 表的输入方式需要工程人员提前将较为复杂的条件转换为析取范式, 然后再按照
AND-OR 表的形式进行输入.
经工程人员使用反馈之后, 在目前 ART 工具中还可以提供第 2 种方式, 如图 6(b) 中“自定义内容”方式, 给不
熟悉 AND-OR 条件表的工程人员提供另外一种自由输入条件逻辑公式的方法. 其界面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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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 AND-OR 表的条件构造界面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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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户自定义条件的界面

界面展示图

具体而言: 先将条件中的原子条件在 AND-OR 表中进行编号, 然后用编号和逻辑运算符在图 7(b) 下面的输入
框根据需求条目中的逻辑条件进行自由输入, 此时不需要考虑是否符合析取范式的格式, 只要是符合基本的命题
逻辑公式的格式就可以. 当接受了需求中的逻辑条件公式输入之后, ART 平台工具会自动解析转换成析取范式,
放到前面所选择的条件型模版中. 下面仍以编号为 8 的原始需求条目进行规范化过程中的条件公式如何构造为例
说明.
经前面的需求预处理和分析, 可以得到需求 4 中的逻辑条件为:
① ipFADECN1 为合法, 且
② 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 为不合法, 或
③ 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 为合法且为假.
这个条件显然是“与-或-与”的形式, 需要转化为析取范式才能保存在规范化需求条目中. 可以将原子条件
tFADECN1Status=Valid 编号为 a, 原子条件 tFADECN1RedlineExceedanceStatus=Invalid 编号为 b, 原子条件
ipFADECN1RedlineExceedance=False 编号为 c, 原子条件 tFADECN1RedlineExceedanceStatus=Valid 编号为 d. 然
后, 这样就只需要将该需求中条件的语义编辑为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逻辑公式: a&(b||(c&d)).
不同的需求建模人员可能会构造出另一个等价的逻辑公式, 如图 7(b) 中表示的 (a&b)||(a&c&d), 但最后都会
自动转换为同一个范式. 即系统会在后台自动将其转换为标准的析取范式, 并存放在前面选择的条件型规范化需
求条目中 (如图 6(a) 中的右侧). 当然, 这个析取范式通常会很长, 但这个是为了后续模型分析所用, 并不需要读懂.
如果在后续的需求更新中需要修改条件, 只需要重新进入图 7(b) 中的自定义界面进行修改编辑即可. 至此, 就完
成了条件型需求 4 的规范化处理.
其他原始需求的处理类似. 如果某一条原始需求的语义比较复杂, 可能需要分解为多条规范化需求来分别处
理, ART 工具平台会自动记录和维护原始需求与规范化之后的需求条目之间的一对多的对应关系. 当需求工程中
的所有原始需求完成规范化后, ART 工具平台中的“VRM 模型自动生成”功能就可以在系统后台自动生成符合第
2.1 节中 VRM 理论模型的多个条件表、事件表和模式表的形式化模型 (具体的生成方法参见文献 [15,23]). 在表 15
中给出了表 10 中 EICAS 需求条目的规范化处理与模型生成的结果统计.
VRM 模型生成之后, 可以在 ART 中查看所生成表格模型的信息 (如图 8 所示). 在模型的展示界面上主要呈
现 3 类信息: 与条件表相关联的变量、与事件表相关联的变量、与模式转换表关联的模式集等. 这里所说的与某
变量或模式集相关联就是指这些变量或模式集的取值由这些表格函数来决定的. 如果还想查看更多的细节, 就可
以通过该界面上的变量名、模式集名, 进入到一个新的界面, 显示其关联的条件表、事件表或模式转换表的详细
内容. 与此同时, 系统后台还会生成一个 EICASmodel.xml 模型文件, 保存在 ART 平台设定好的固定目录下, 用于
后续的模型分析、验证和测试用例自动生成.
经过前面的需求模型预处理、自然语言需求规范化处理和 VRM 模型自动生成, 接下来 ART 工具平台就可
以基于 VRM 模型的形式化语义, 展开基于多范式的需求一致性、完整性自动化分析 [14]. 图 9 中给出了表 10 中
的 EICAS 需求进行多范式的模型分析截图, 表 16 中给出了详细范式分析结果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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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对表 10 中 EICAS 需求条目的规范化处理与模型生成的结果统计
统计项目

数量
表10中的EICAS原始需求条目总数

可建模的EICAS原始需求

17

表10中可建模为模式转换的原始需求

2

表10中可建模为条件表的原始需求

11

表10中可建模为事件表的原始需求

4

建立领域概念库和原始需求条目的规范化处理

输入变量集合
中间变量集合
输出变量集合
模式集集合
需求规范化之后的条目

12
6
6
2
30

自动生成 的VRM模型

条件表
事件表
模式转换表

9
3
2

VRM 模型: EICAS条件表关联的变量集

事件表关联的变量集

模式转换表

图8

图9

VRM 模型展示界面

EICAS 模型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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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CAS 需求模型分析结果统计
统计项目

多范式的VRM模型形式化分析结果

数量
基本范式错误

0

输入完整性错误(第一范式)

1

条件一致性错误(第二范式)

0

条件完整性错误(第二范式)

0

事件一致性错误(第三范式)

0

输出完整性错误(第四范式)

2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经过 ART 平台的模型自动分析引擎的多范式分析, 表 10 中的 EICAS 需求条目确实
满足基本范式、条件一致性/完整性和事件一致性等, 但是在输入完整性和输出完整性方面存在范式错误. 在
图 9 中可以看出, 当出现范式检查错误的时候, ART 平台能给出错误定位信息, 方便工程人员进行模型中的错
误查找.
对上述范式错误的信息进行查找定位后, 发现:
(1) 不满足输入完整性 (第一范式) 的错误点正好是本文第 3.2 节中表 13 中所提及的 mcDecluttered 模式转换
表, 该表中只有从 mOff 到 mOn 的转换, 缺少从 mOn 到 mOff 的模式转换. 经过与工程人员的交流确认, 在这部分
公开的 EICAS 需求中确实缺少这部分内容.
(2) 不满足输出完整性 (第四范式) 的错误信息表明: 在 VRM 模型的输出变量 opLandingGearIndicatorRemoved 和 opFlapSlatIndicatorRemoved 关联的事件表中, 未取到其值域中的取值 False, 造成的结果是违反了第
四范式的输出完整性. 根据这样的报错信息来检查原始需求, 可以发现表 10 中的需求 14、15, 分别说明了
mcEngineLayout 处于 mNormal 和 mCompressed 模式下, 发生什么事件时, 要移除起落架和襟缝翼指示; 但是
表 10 中没有任何一条其他的需求给出: 当发生什么事件时, 起落架和襟缝翼指示应该被重新显示出来, 可能导致
的后果就是一旦这些指示被移除后, 将永远不再显示. 经过与工程人员的交流确认, 这部分公开的 EICAS 需求是
一个早期的版本, 确实缺少这部分内容, 在后期的版本中已经进行了调整修改, 但是这个漏洞是在具体代码实现阶
段由编程人员发现, 后来才补充完整的.
由此可见, 经过 ART 平台的形式化建模与模型自动分析, 对表 10 中 EICAS 系统需求检查出的这 3 个错误,
在工程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也表明 ART 平台及其相关的模型方法, 是可以有效发现需求中一致性、完整性的错
误. 为了验证 ART 平台对其他范式的有效性, 我们还采用了主动修改 EICAS 需求模型中相关条件或事件的方式
(如: 删除或增加条件/事件表中的某一行条件/事件等), 进行错误注入, 分别对其他范式的错误检查能力进行了验
证. 验证结果表明, 得益于形式化模型的精确语义模型, 所做的错误注入信息都可以被多范式的模型分析引擎检查
出来.

4 对实例研究的分析
除了本文中 EICAS 系统需求的形式化建模与模型分析之外, ART 平台还被应用在其他一些机载软件的需求
建模分析中, 并且从领域工程人员那边都得到了非常积极的结果反馈, 也积累了一些面向航空软件工程的需求形
式化建模与分析的经验, 本节以下给出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和总结, 并阐明了本研究工作的技术特色.
(1) 应用 VRM 模型和 ART 平台能够指导工程人员对需求条目进行良好的分类: 航空软件工程中目前已经能
够完成自然语言需求条目化整理, 但是多数缺少对需求语义的分类检查. 按照 DO-178B/C 的软件工程管理要求,
在实际工程项目中工程人员通常都会将高级需求和低级需求整理成自然语言条目化的形式, 并存放在 DOORS 之
类的需求管理工具中; 但是 DOORS 这类需求管理工具只能进行需求条目变化的版本管理和追踪, 无法对需求本
身进行语法、语义检查. 在 ART 平台的工程应用过程中, 我们发现工程人员在 DOORS 中所存放的条目化需求,
常常会把不同种类的需求条目混杂在一起; 如: 有些需求条目是属于系统级需要满足的性质, 有些需求条目则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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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个具体输入量产生的输出的说明, 但是在条目化需求库中都是放在一起管理, 没有进行分类. 从模型分析和验
证的角度来看, 前者其实是应该作为模型验证的目标, 而后者才是建立需求模型真正需要的需求条目信息.
(2) 首次建模中对需求预处理并建立相应的领域概念库能够对后续需求变更的管理和形式化建模提供更好的
技术支撑: 在 ART 平台中, 条目化需求进行模型预处理的第一阶段工作非常重要, 会对后续的形式化建模与分析
阶段产生重大影响. 在每次具体的工程实践中, 进行 ART 的工程应用的第一步都是需要对 DOORS 中的条目化自
然语言需求进行分类和预处理, 因为并非每条实际的工程需求都是需要进行形式化建模与分析的. 预处理的目的
包括: a) 将原始需求条目中系统级需求性质、可建模的动态行为需求与其他需求区分开来; b) 建立领域概念库,
包括: 提取系统工作模式、对隐含信息建立中间变量、明确输入/输出变量及类型字典等; c) 明确对哪些需求条目
进行条件或事件语义的建模决定; d) 还有哪些需求目前还无法处理, 如: 跟时间直接相关的需求等. 表 17 给出了
本文研究的可公开部分的 EICAS 系统需求的建模设计与分析的统计数据.
事实上, 最初的 EICAS 原始需求并不止表 10 中的 17 条需求, 而是 40 条 (如表 17 的第 1 行), 但是经过分类
和预处理, 只保留了 17 条需求进行 VRM 模型的形式化建模与分析. 从表 17 中可以看出, 其他类别的需求中, 有
6 条需求其实是系统级属性类的需求, 如: “正常布局模式下的 EICAS 应该提供以下信息: (1) 发动机指示, (2) 油量
信息, (3)CAS 信息, (4) 起落架信息, (5) Flap/Slat 信息, (6) 配平 (Trim) 信息, (7) 通信指示”; 这条需求实际上表达的
是: 不论各种指示量该如何显示, 只要是正常布局模式, EICAS 界面上就应该包括这些所有的指示量; 而这种性质
其实是一个系统级的属性, 可以用 CTL 逻辑公式来描述, 进而作为后续模型检验工具进行形式化验证所用.
表 17

EICAS 系统需求统计
数量 (条)

统计项目

EICAS原始需求

规范化需求

原始需求条目(包括表10中的需求)

40

可建模为模式转换的原始需求
可建模为条件表的原始需求
可建模为事件表的原始需求
暂无法进行建模的需求
系统级的属性类需求
静态信息描述需求
注释类需求
语义冗余类需求

4
9
4

基于模版的需求规范化条目

30

6
6
7
2
2

此外, 其他还有几类需求, 如: 注释类需求 (2 条)、语义冗余类需求 (2 条)、静态信息描述需求 (7 条, 如: “N1
指示应显示在 EICAS 窗口的左上角”“N1 指示应该显示 NA 的指针尺寸如下: (1) 外圈直径为 27 mm; (2) 内圈直径
为 26 mm, 与外圈保持 0.5 mm 的间隙; (3) 从 0 度开始; (4) 指示 210 度”等)、暂无法建模的需求 (6 条, 如: “当
ipFADECN1L 包含迟滞增加时, N1 指针应当顺时针扫过表盘”里包含的“迟滞”与“顺时针”等行为语义在目前的
VRM 模型中还不能有效表达).
因此, 我们认为: 从工程条目化需求出发来对一个软件系统需求进行第一次建模, 一定会经历这个预处理过
程, 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并且这个过程并不会节省成本, 但是形式化方法的更多价值是在后续系统更新、修改维护
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事实上, 前述的模型预处理过程也是一个需求模型的初步设计过程. 对于 ART 平台的应用而
言, 这一步需求预处理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 EICAS 系统需求的领域概念库, 包括了 EICAS 系统中通用常见的各
种模式、输入/输出量、数据类型、中间变量等的定义. 这个 EICAS 领域概念库一旦建立起来, 在以后其他机型
的 EICAS 系统需求建模过程中就可以复用这个库, 然后进行本地定制调整.
(3) 建模中引入的新中间变量能够很好的支持形式化建模与分析: 在 VRM 模型规范化和建模的过程, 通常还
需要引入新的变量来承载在原始需求中的某些必要的语义信息. 虽然在一些需求条目中会比较明确的给出输入/
输出变量名, 但不少需求条目中并没有, 而且还需要通过设计新的变量来承载原始需求中的某些主语, 以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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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会被判断的对象的语义等. 这样的处理是必要的, 因为 VRM 形式化模型的本质是建立在变量关系基础上
的; 而且这样处理的好处是: 只要把这些重新设计的变量与概念之间建立的映射关系, 就能够保持原有需求条目的
语义, 同时也能进行形式化建模与分析.
(4) VRM 模型中对事件和条件的不同语义定义能帮助工程人员深入理解条件型需求和事件型需求的不
同: 工程人员对条件型的需求和事件型的需求常常并不清楚, 需要在需求预处理阶段和建模分析人员一起进
行明确化判断. 事实上, 如前所述在 VRM 模型中, 条件型需求和事件型需求的语义是完全不同的: 条件型需求
只需考虑当前系统状态, 而事件型需求则需要同时考虑当前系统状态和前一个系统状态之间特定变量集的变
化情况, 而且还可以有较为复杂的带条件的事件语义描述. 严格区分事件型需求和条件型需求是 ART 平台中
进行 VRM 需求建模与分析的一个主要特征, 相比较而言, 在很多其他的需求模型中, 并不区分条件和事件的
语义.
(5) ART 平台的建模过程能有效发现需求中对有效性标识数据的前后引用不一致问题: 在机载软件工程领
域, 出于安全性考虑, 几乎所有的输入数据都有一个对应的有效性标识数据, 即表示每个输入数据是否有效. 我们
发现, 这种重要特征在大多数需求条目中都会明确提及并使用, 但是在某些需求条目中, 并没有明确说明每一个
输入变量都有一个有效性伴随变量, 只是在某个章节分段部分通过所谓注释性的需求条目来说明这个要求, 然后
在具体的需求条目中省略了有效性数据的说明. 这可能是在版本修订过程中, 不同的需求撰写人员采用了不同的
写作风格所带来的问题; 但是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做法非常有可能在实际工程中带来数据有效性检查遗漏的安全
隐患. 对于这种问题, 我们发现在 ART 平台的需求预处理阶段能够很好的识别出这种情况, 然后进行统一的建模
处理.
(6) ART 平台的建模过程可能很好的区分动态行为需求类和静态的需求类: 在机载软件的显控领域, 有相
当部分的需求条目内容是关于显示格式、位置和颜色的静态规定, 不涉及到与输入数据变化相关的动态行为
信息, 这类需求通过工程人员的人工检查就可以很容易完成, 无需通过 ART 平台建立 VRM 模型来进行严格
分析.
(7) ART 平台能够支持需求模型的迭代设计构造过程: 需求模型的设计构造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反复迭代设计
精化的过程. 如: 在模型预处理过程中, 我们与工程人员需要首先逐条需求进行归类分析, 找出哪些是模式集及其
转换相关的需求, 并确定模式集及模式取值, 但是在此时还没有完整的变量字典定义, 因此还需要等到变量字典以
及类型字典都建立好了之后, 才能回过头来再将模式表中的模式转换完整的建立起来, 这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因
此, 基于 ART 平台的需求建模与分析过程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相对闭环的工程设计过程, 也是需要进行良好的过程
管理.

5 相关研究
目前在航空应用领域, 从机载软件需求的角度来看国外的相关理论、技术和工具的发展情况, 大致可以分
为如下几类: (1) 从实际安全关键系统的开发工程经验中形成的理论与技术, 如: 四变量理论模型 [ 1 7 ] 、SCR
(software cost reduction) 方法 [24,25] 、RSML (requirements state machine language) 方法 [26] , CoRE (consortium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方法 [27,28], SpecTRM (specification tools and requirements)[29−31], T-VEC 工具 [32]等; (2) 从通
用的软件工程领域产生的软件需求规约方法, 如: 统一建模语言 (UML)[33,34]中的用例 (UseCase) 模型的需求捕获与
描述方法以及 StateCharts 状态机模型 [35]、从 UML 扩展而来的系统建模语言 (SysML)[36]中用于描述系统需求的
参数模型, 其典型的工具包括了: Raphsody[37], Statmate[38]等; (3) 从电子硬件系统设计的同步数据流语言发展而来
的需求建模与代码生成技术, 如: Matlab 公司的 Simulink 工具 [39,40]、基于 Esterel 技术的 SCADE 工具 [41]等; (4) 以
自然语言或者采用某些特殊语义限定词的结构化自然语言的形式来描述系统和软件需求, 通常用这类方法来描述
的需求都是采用条目化的管理方法, 使用诸如 DOORS 之类的需求工具进行管理.
在上述的相关工作中, 四变量理论模型 FVM 是由 Parnas 和 Madey 等人共同提出的机载作战程序软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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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规范方法. 其模型中定义了 4 类变量集: 监视量、控制量、输入量和输出量等, 设计了二维表格来描述 4
类量之间需求关系, 并给出表格的形式化定义语义. 本文中 ART 工具平台的理论模型 VRM 就是来源于四变量
理论模型.
相比较而言, 统一建模语言 UML/SysML 所提供的图形化符号在完整性、一致性和数学的严谨性上强调的不
够. 仅使用 UML/SysML 提供的需求描述方法不足以满足现代安全关键机载系统和软件的需求设计、分析和验证
的要求. 而基于同步数据流的图形化建模语言 (如: Simulink 和 SCADE) 设计初衷为系统和软件的设计, 近些年被
应用于建模需求规范. 但从 DO-178C 中要求的多层级需求来看, Simulink 和 SCADE 描述的需求模型最多属于
DO-178C 中的低级需求. 其原因是: 在这些模型中通常都包含了很明显的设计信息和细节. 最后一类限定自然语
言的需求方法 (如: RSL[42]采用限定的结构化的自然语言描述需求), 通常使用 DOORS 对条目化需求进行管理. 但
DOORS 本身只是一个需求管理工具, 并不能对需求的语义进行检查. 因此, 当系统的规模增大, 所构造的大量需
求条目必不可少存在二义性、完整性等问题, 显然 DOORS 工具无法支撑 DO-178C 任何一个层级的需求分析和
验证的任务要求.
除了上述相关工作之外, 还有其他一部分面向自然语言需求的工作包括文献 [43,44], 此类工作的主要思想也
是通过模版化的手段将自然语言描述的详细需求 (主要是面向航天领域) 转换为 AADL 架构模型 [45], 然后通过
AADL 模型的仿真运行或者形式化验证技术来对需求进行验证分析. 此类工作并不是在需求层级上进行一致性、
完整性分析, 而是转换到系统架构层级, 用系统架构来验证需求是否符合用户的功能要求.
与本文工作中的 ART 平台功能比较类似的商业工具是 T-VEC[31]. T-VEC 也是一个基于四变量理论模型, 面
向软件需求的建模与测试用例自动生成的软件工具. 经过对比分析, 在形式化建模方面, T-VEC 工具仅提供了一
个文本化的模型编辑界面, 所有的变量定义、表格函数定义以及条件逻辑公式的编辑都完全由用户自行输入, 而
ART 工具平台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型预处理过程支持, 通过建立领域概念库、自然语言的规范化处理、条
件的逻辑表达式简便输入构造法等来支持工程人员来尽可能的做好需求预处理这个重要的阶段. 此外, 在模型分
析方面, T-VEC 仅提供类似基本范式和第一范式的检查, 无法像 ART 平台一样还能完成其他的几个范式所对应
的需求一致性和完整性分析功能.

6 总结与未来工作
综上所述: 本文工作首先对民用航空领域中机载软件系统的安全关键特征以及相关的适航安全标准 (如:
DO-178B/C 等) 进行了概述; 然后给出了所设计的自然语言需求形式化建模与分析工具平台 ART, 包括其变量
关系 (VRM) 理论模型、平台架构和平台工具链的总体描述, 并重点说明了基于多范式的需求一致性、完整性
形式化分析方法. 然后选择了在显控系统软件中的一个典型模块-发动机显示与警告系统 (EICAS) 进行案例分
析, 详细说明了如何将 EICAS 系统的条目化初始自然语言需求进行形式化建模并自动化分析的过程, 包括: 需
求条目的预处理、规范化处理、需求模型自动生成以及多范式分析等. 最后还给出了对 EICAS 需求实例研究
的工程经验总结和思考.
因此, 本文工作的主要贡献在于: 面向机载软件领域的自然语言需求实施形式化手段, 基于 VRM 表格化模型
给出了一系列设计与实现, 形成了从理论模型、平台架构到平台工具链的完整工作. 同时总结了在机载软件领域
下实施软件工程需求的研究经验, 为其他领域的自然语言需求形式化建模提供了一个有效范例.
未来的工作包括: 继续结合实际的工程应用, 坚持“从工程中来, 到工程中去”的基本原则, 着重从工程应用中
发现真实的问题, 来持续的修正、更新 ART 工具链平台的形式化理论模型、分析与验证算法群以及工具用户体
验; 如: 部分用户对复杂机载软件的工程需求可能是以模块化结合条目化的形式来呈现, ART 工具后续还需要考
虑在理论、算法和工具实现等各个层级上如何有效支持模块化建模、分析与验证; 基于 NuSMV 的自动化验证的
结果中反例行为数据如何能直观简要的展示给用户, 并准确的反馈到模型层级进行错误定位, 且能形成相应的认
证数据报告等工作. 因此, 我们需要在未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实例应用研究, 通过工程实践和反馈, 不断提升 ART 工
具平台在国家重大工程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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