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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properties of incomplete: the incomplete of model definition and causality. With the

condition of incomplete model definition, the method of constraint between online observation and the off-line
model are proposed to process disordered and undefined events to obtain practical trajectory. Contrast to no being
diagnosed by a complete model, this method expands the applicative scope and breaks the model limitation. On
condition of causality incomplete, the usage of causal diagram to connect components is proposed. This method
solves the halfway diagnostic problem caused by setting models separately, meanwhile enhancing accuracy. It has
been tested that the diagnostic way under those two conditions brings out expected results according to certain
incomplete models. It also reformulates model partially and improves the model ma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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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不完备模型的两种不完备性:模型定义不完备和因果关系不完备.在模型定义不完备条件下,用在线

观测与模型共同约束的方法处理观测乱序及未定义事件,得到可行的诊断轨迹.相对于基于完备模型假设下不能诊
断的结论,该方法扩展了诊断方法的适用范围,放松了对模型的约束要求.在因果不完备条件下,提出用因果图联系
部件,解决分布式诊断中由于部件独立建模而导致的不彻底诊断,提高了诊断的精确性.通过实验验证,两种条件下
的诊断方法均能在相应的不完备模型中得到预期诊断结果,并对模型进行局部修订,提高模型的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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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散事件系统诊断背景
离散事件系统诊断是一种基于模型诊断的动态方法 [1−3] ,通过离线模型的建立和在线观测,共同得出观测

到达之前的系统运行过程.该方法对于已经成熟的静态诊断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扩展,不仅可以指出部件级别的
故障,还能够指出这些故障的原因 [4] .同时,在运行动态诊断方法时,系统不必完全停机,使得诊断方法能够更好
地应用于实时系统监测 [5] .
离散事件系统的基于模型诊断方法将系统映射成为某种模型(Petri网 [6] 、自动机 [1,7] 等),部件行为在动态诊
断模型中映射为事件或状态.而系统从初始状态开始到最后停机期间所能进行的全部工作根据系统特性被映
射成为全局模型或局部模型组.对于小型系统,全局模型有很好的执行效果 [8] ;对于有明显边界标志的分布式系
统,分布式的模型能够在短时间内并行执行并得到诊断结果 [9,10] .而在时序定义完全的系统上,自动机链模型的
增量方法能够依据已有结果专注于当前模型段,通过在线诊断和诊断结果重用来加速 [11,12] .
上述方法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模型完备.即当观测序列到达时,必能在待诊断空间内找到相容的轨迹.但
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张,建立起一个能够涵盖所有系统行为细节模型的难度也随之迅速增加.
为了满足精确的故障诊断及隔离(FDI),或者用更多的领域知识对系统模型进行加细,或者对诊断系统的框
架进行重定义,使其能够对模型不完备做出合理的处理.前者在模型的普适性和可扩展性上成本较高;而后者能
够根据观测动态调整模型,更适应复杂且不断扩张的系统.
不完备模型的基于模型诊断最早由文献[13]提出,处理静态系统上由于局部观测的不完备而导致的多候选
诊断.文献[14]将这种方法扩展到离散事件系统上,提出了在模型自动机的事件缺失的情况下,如何根据观测自
动机进行同步,得到候选诊断路径的方法.同时定义了不完备度的概念,指出当不完备度在[0,1]上变化时,对诊断
路径规模的影响.
模型的另一种不完备性在于因果关系不完备.文献[15]指出:在静态诊断系统中,若模型因果不完备,会导致
极小碰集丢失解,从而得到不彻底诊断.并提出了用因果图解决这种不彻底诊断的方法.
总体上,不完备模型是指由于建模时某些行为描述的缺失,导致对运行中出现的事件或者状态出现不能解
释的情况.这些事件和状态相对于系统来说是突发的,不完备模型上的诊断方法能够处理该类系统突发事件,给
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这相对于仅能处理定义事件的完备假设下的诊断方法是一种突破.
本文通过对不完备模型的研究,扩展了完备模型下的诊断方法,得到不同程度不完备模型下的诊断方法:
(1)

在事件时序定义不完备的条件下,提出用无序集合的方法解决与传感器无关的观测序列混乱的问
题.根据观测序列的时序和模型的逻辑关系,确定观测序列对应的诊断结果.一方面放松了对转移函
数定义的要求,缩减了模型空间;另一方面对传感器发回序列的顺序要求有所降低.

(2)

对未定义事件的处理是不完备模型下诊断的核心问题,本质是对突发情况的处理,这种突发情况往
往是建模过程中未曾考虑但会影响诊断结果的关键问题.已有的完备假设条件下的诊断对这种突发
状况无能为力,现有的经典诊断方法和系统也都是建立在模型完备的假设上.为了取消这种限制模
型规模和应用的假设,提出用观测序列中未定义事件的闭包计算来解决不完备模型上的诊断,得到
可能的模型轨迹,并将未定义事件根据时序推理加入模型中.

(3)

因果不完备出现在分布式诊断中,分布式诊断是在部件层次上进行的诊断.由于诊断空间小,并行计
算诊断效率很高,但是部件之间的交互被忽略.因此,出现了由于故障传播影响的故障误判和不彻底
诊断问题.我们提出用因果图来描述部件隐含的因果关系,考虑部件之间交互,从而除去冗余的诊断
结果,得到故障根源.

不完备模型上的诊断方法能够在现有模型不能诊断的空间上得到诊断结果,使诊断方法有更好的模型适
应性和更精确的诊断结果.
本文第 2 节给出基本定义,简述在完备模型下,诊断的基本方法和模型框架.第 3 节提出事件定义不完备模
型的诊断方法.第 4 节提出因果定义不完备模型的诊断方法.第 5 节给出实验结果、适用范围、相应分析及工
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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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诊断模型框架
在离散事件系统诊断中,常用自动机对实际系统进行建模.自动机的每个状态表示一段持续稳定的局部或

系统情况,每个事件则描述的是系统中发生的一些改变.在离散事件系统中,模型框架通常可以定义如下:
定义 1(自动机)[9] . 自动机定义为一个五元组A=(S,E,T,I,F),其中,S是状态集合,包含空状态∅;E是事件集合,
包含空事件 ε;T是转移集合,T⊆S×E×S,表示系统从一个状态经某事件触发转移到另外一个状态;I是初始状态集
合,I⊆S;F是终止状态集合,F⊆S.
为了将转移的状态和事件加以区分并且保持原有的状态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信息,给出定义 2~定义 4:
定义 2(转移条件). 若有状态、事件和转移等集合符合定义 1,定义转移条件Φ pre为如下函数:

Φ pre(t)=(∃t∈T)((t=s1×e×s2)→s1)∧(s1∈S)∧(e∈E).
定义 3(转移结果). 若有状态、事件和转移等集合符合定义 1,定义转移结果Φ res为如下函数:

Φ res(t)=(∃t∈T)((t=s1×e×s2)→s2)∧(s1∈S)∧(e∈E).
定义 4(触发). 若有状态、事件和转移等集合符合定义 1,定义触发Φ e为如下函数:

Φ e(t)=(∃t∈T)((t=s1×e×s2)→e∧(s1∈S)∧(s2∈S)∧(e∈E)).
转移条件经过触发到达转移结果,而转移结果又可以作为下一个转移的转移条件,则在自动机中可以表示
成为一个状态事件交替出现的动作序列,描述了系统的变化过程,称作一条轨迹.
定义 5(轨迹)[16] . 在自动机中,定义traj=〈s0e0s1e1…siei…ensn+1〉,si∈S,ei∈E.
轨迹是一条状态与事件间隔出现的序列,表示状态由事件触发转移到另外一个状态,事件不断到来,驱动状
态改变的一个过程.从初始状态到终止状态,可以接受的轨迹称为一条路径.
定义 6(路径)[16] . 路径path定义为如下的轨迹:traj=〈s0e0s1e1…en−1sn〉,s0∈I,sn∈F.
路径的定义与轨迹的定义类似,区别在于定义了初始状态和终止状态.路径能够表示系统的一次完整运行
过程.
定义 7(事件相关). 若e1,e2∈traj,e1,e2事件相关.
事件相关的定义是为了与观测序列相联系,实际观测到的只有事件而非状态.
定义 8(观测). o∈E,若 o 是可以被传感器探测到并返回诊断器的事件,则定义谓词 OBS(o)为真;否则,OBS(o)
为假.
观测事件是系统中的特定事件集合,包含于事件集合.这些事件是在线计算中不可或缺的.在一段在线时间
内观测到的事件序列被称为一个观测窗口.模型中所有与观测窗口事件序列相容的轨迹(路径),都被当作诊断
结果.
定义 9(观测序列) [7] . 在一条轨迹traj=〈s0e 0 s 1e 1 …s ie i …e n−1 s n〉,对traj中的全部状态和事件向观测事件上进
行投影,得到一条可观测事件的序列,称为观测序列,记为Obs.映射P定义如下:
⎧λ , if OBS ( si ∈ S )
⎪
P ( x) = ⎨ε , if (OBS (ei ) = false) ∧ (ei ∈ E ).
⎪e , if (OBS (e ) = true) ∧ (e ∈ E )
i
i
⎩ i

映射 P 的意义在于将实际传感器观测不到的状态和事件在轨迹中除掉,模型中全部轨迹在映射下得到的
是在线观测所能得到的全部事件序列集合.
定义 10(观测相容序列) [7] . 观测相容序列是观测序列的逆映射,若有观测序列Obs=〈o1o2 …o i …o n〉定义P −1
为一个映射:P−1(Obs)=∀traj,P(traj)=Obs. traj称为观测相容序列.
定义 9 和定义 10 是一个互逆的过程,但不是一一映射.给定一条轨迹,在映射P下,有且只有一条与之相应的
观测序列,但是若给定观测序列,在逆映射P−1下将变得较为复杂.
在完备模型的诊断器中,逆映射的结果是一条或者多条候选轨迹.若模型出现不完备,逆映射结果是完全不
确定的,能否得到诊断轨迹是不确定的,得到多少条轨迹也是不确定的.为了在不完备模型条件下给出候选结
果,下文将提出一种诊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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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不完备下的诊断方法
在基于完备模型假设的离散事件系统诊断中,诊断根据在线观测事件序列,在离线的模型中寻找相容路径

或者轨迹.模型完备的假设保证了根据观测事件必能找到一条解释观测事件并与模型行为相容的路径,取消假
设则不能保证路径的得出.在复杂系统中,预定完备模型仅存于有一定抽象的假设之中,需要有更多的专家知识
和细节知识作为模型背景才能够建立良好的系统模型.不完备模型方法放松了这种假设的约束,根据有限的观
测与模型的重构进行诊断,并可以对模型加以修正.
3.1 不确定事件顺序
首先放松最简单的约束:模型顺序相对观测事件不完备.这里不包括由于传感器的不稳定性导致诊断器收
到的观测序列与实际序列不符 [17] .本文中的事件顺序不完备是指:存在观测事件序列,其到达顺序与发出顺序相
同,在模型中不存在一条与观测相容的模型轨迹.当观测到与模型不相容的轨迹时,考虑存在非严格定义的事件
顺序.
以动态诊断中经典的三容水箱为例,向水箱 C3 中注入中水位水,定义规程事件为关闭 R4,打开 R3,打开 Sf1;
而在当前的初始状态下,按照打开 Sf1,打开 R3,关闭 R4 的动作序列也是可行的.
Sf1
R5

R6

R3

R4

Tank C3

Tank C1

Fig.1

R2

Tank C2

Triple container

图1

三容水箱

在打开 Sf1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打开 R3 是可行的,而当时间过长,C1 中的水将从管道 R5 流向 C3,C1 溢出.
或者在打开阀门 Sf1,R3 之后,未关闭 R4 阀门,导致的结果是 C3 始终未满.因此可以得到下述结论:事件序列顺序
的不完备是可行的;顺序不完备的事件序列需要有时间的约束.为了在时间上对事件序列顺序混乱有所约束,给
出如下的定义:
定义 11(相对时间). ∃e 1 ,e 2 ∈E且e 1 与e 2 相关.设e 1 发生的时间为x 1 ,e 2 发生的时间为x 2 ,则max|x 2 −x 1 |定义为e 1 与
e2之间的相对时间,记作RT(e1,e2).
相对时间的值域定义在[1,∞)上,且为整数.当相对时间为 1 时,二者连续发生.在相对时间的基础上,向自动
机中加入时间上的约束.
定义 12(时序自动机). 定义时序自动机TA=(S,E,T,R,I,F),其中,R是相对时间集合.∀RT(e1,e2)∈R,e1,e2∈E.
基于时间自动机,可以建立一个解决观测序列与模型不相容的模型框架.对于调度序列不唯一的事件划分
无序集合,在出现不相容的观测序列时,放松对模型事件顺序的约束.
定义 13(相关事件闭包). ∃e i ∈E,i=0,1,2,…,n,e∈E,若存在最小的事件集合E min,使得∀e i ∈E min ,都与E min\e中所
有的事件相关,而∀ei∉Emin不能与Emin中全部事件相关,则称Emin是一个相关事件闭包.
定义 14(无序集合). ∃e,e 0,e 1 ,…,e n ∈Emin 为相关事件闭包,且e与e 0,e 1 ,…,e n 的相对时间为RT(e,e 0 ),RT(e,e 1),...,
RT(e,en).若存在多于一个无时序冲突的事件序列,则e0,e1,…,en构成了一个关于e的无序集合,记作Ψ(e).
无序集合划分对于离散事件系统的基于模型诊断来说是懒惰的,仅在完备假设下不存在相容轨迹时才考
虑观测乱序,并开始计算无序集合.
在三容水箱的例子中,定义 RT(OpenSf1,OpenR3)=2,RT(OpenSf1,CloseR4)=2,设每个事件执行到下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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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的 间 隔 为 1. 那 么 ,OpenSf1,OpenR3,CloseR4 这 3 个 事 件 可 以 按 照 〈OpenSf1,OpenR3,CloseR4〉 或
〈OpenSf1,CloseR4, OpenR3〉排列.因此有关于 OpenSf1 的无序集合Ψ(OpenSf1)={OpenSf1,CloseR4,OpenR3}.
这些与预定事件序列不一致的观测序列可以用时序的方法加以解决.当观测事件序列出现与模型定义不
一致的时候(此时诊断过程已经执行过诊断,但是找不到一致的轨迹),在一致的事件序列与不一致的事件序列
的边界上计算无序集合,根据时序关系得出可行的一致性轨迹.下面给出算法 1.
算法 1. 时序不完备的诊断方法 Incomplete EventTime Model Diagnosis(IETMD).
输入:时间自动机模型A=(S,E,T,R,I,F),观测序列Obs=〈o1,o2,…,on〉;
输出:轨迹 traj.
1.

Initial: Γ←si,si∈I

2.

until Γ⊆F do

3.

if t∈T,t=s×e×s′,e∈E∩Obs

4.

for all t
Union(traj,t),Update(s,s′,Γ)

5.
6.

else
∃t∈T,t=s×e×s′,e∈E,e∉Obs

7.

Union(path,t),Update(s,s′,Γ)

8.
9.

loop

10. if ¬(∃traj) consist with Obs
11.

o←o1,Π←Obs

12.

compute Ψ(o)

13.

for all oi∈Ψ(o)

14.

search t∈T,t=s×e×s′,e∈E∩Π

15.

Sequence(t),Union(traj,t),Update(s,s′,Γ)

16. if Ψ(o)∈Obs
17.

Π=Obs\Ψ(o),o=first(Π)

18.

goto step 12

19.

else

20. Return traj.
Uinon 函数的作用是将转移连接到相应的轨迹中去.在诊断过程中,可以出现多个相同观测事件,产生多条
相容轨迹,故保留多条候选相应的诊断结果.Update 函数的作用是将当前状态更新,将一个转移的条件状态映射
到结果状态上去,自动机向终止状态运行一步.Sequence 函数的作用是将当前找到的转移按照时间自动机中预
定的时间进行调度,按照观测到的实际顺序整理出一条合理且相容的轨迹.first 函数是将现有观测序列中首个
观测事件取出.
本节提出的方法仅放松了事件序列的完备性,即:得到正确顺序且已知的观测序列,但可能不存在一条轨迹
与该观测序列一致.常规诊断在这种情况下,会陷入全局的盲目搜索中;而增加时序信息则限定了诊断空间,在
常规诊断效率的线性时间内,得到了常规诊断不能得到的诊断结果.
3.2 在未定义事件观测上的诊断方法
继续放松对事件的约束,在排除观测到的未定义事件是由正常事件变形所导致之后,考虑一类未定义事件
的出现:即不完备的事件集合,记作Ein.不完备的事件集合是对模型进行的重新定义.
对于不完备事件集合的出现,首先需要判断的是该事件是否为故障事件,以决定为系统的模型中添加故障
行为还是正常行为.根据对该事件的所在轨迹系统行为进行推导,通常有如下 4 种情况:
(1) 若该事件所在的轨迹的前期轨迹和后续轨迹均为正常行为,该事件应该是一个正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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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期轨迹是正常行为轨迹,后续轨迹出现了故障,则该事件应予考虑为故障事件;
(3) 前期轨迹是故障行为,而后续轨迹为正常行为,则该事件为前期故障的互补事件,彼此作为故障掩盖;
(4) 前期轨迹为故障轨迹,后续轨迹依然为故障轨迹,则该事件为故障事件.
在 4 种情况下,对未定义事件的集合作进一步的划分:不确定正常事件集合 EinN ,不确定故障事件集合 EinF ,
不确定掩盖事件集合 EinR .
本节工作主要集中在不确定的模型下,根据观测得到未定义部分的信息,对未定义信息进行穷因、推理、
抽象,并得到一个重构的模型.该工作需要在原有模型的事件集合基础上,根据观测得到的未定义事件集合,对
模型的行为进行时序推理、事件调整、轨迹重定义等一系列工作.首先定义不完备的事件集合:
定义 15(不完备事件集合). ∀e∈Ein (OBS(e)=true)∧(e∉E),其中,Ein 是不完备事件集合,E是自动机中的事件集
合,OBS(e)是判断事件能否观测的谓词.
不完备事件集合中的事件均是被观测到的,但是未被离线建立的模型所定义的事件.对该事件的出现,轨迹
中应当能够将其分离出来,而剩余的轨迹不受这种分离的影响.因此,对于某事件,存在着一个最小的不受影响
的轨迹集合.
定义 16(前缀闭包). 若存在事件集合 Q={e i },∀e∈Q(∃Ψ(e i )∨(e i ∈(Ψ(e j ),e j ∈Q))),Ψ(e i )有唯一的时间上限,且
∀e′ ∉ Q, U e ∈ QUΨ (e′) ⇒⊥ ,则称Q为前缀闭包,记作Ψ+(Q).
i

定义 17(后缀闭包). 若存在事件集合 R={e i },∀e∈R(∃Ψ(e i )∨(e i ∈(Ψ(e j ), e j ∈R))),Ψ(e i )有唯一的时间下限,且
∀e′ ∉ R, U ei ∈ RUΨ (e′) ⇒⊥ ,则称R为后缀闭包,记作Ψ−(Q).
上述两个定义从时间上限制了未定义事件的时序 ,未定义事件的出现在后缀闭包之后以及前缀闭包之前 .
观测事件序列由未定义事件进行划分 . 未定义事件之前的观测事件在后缀闭包中进行诊断 ,而之后的观测事件
在前缀闭包中进行诊断,未定义事件的定义由两段诊断结果共同决定.在算法 1 的基础上,添加对未定义事件的
处理.事件乱序和事件未定义合成事件不完备.
算法 2. 事件不完备下的诊断方法.
输入:自动机 A 时序自动机 TA,观测集合 Obs;
输出:诊断结果,不完备事件集合 Ein = EinN ∪ EinF ∪ EinR .

1.

初始化:

2.

do

3.

CompleteModelDiagnsosis(A,Obs).

4.

until consist

5.

If method IETMD return complete result

6.
7.

return diagnosis(TA,Obs)
else

8.

∃ei∈Obs,e∉E

9.

obs1=〈e1,…,ei−1〉,obs2=〈ei+1,…,en〉

10.

compute Ψ+(obs1),Ψ−(obs2)

11.

dia1=diagnosis(Ψ+(obs1),obs1)

12.

dia2=diagnosis(Ψ−(obs2),obs2)

13. if ∃AB(em)∈dia1&&¬∃AB(en)∈dia2
14. EinF = EinF ∪ {ei }
15. Add(T,ei)
16. dia=dia1⊕ei⊕dia2
17. if ∃AB(em)∈dia1&&¬∃AB(en)∈di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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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inR = EinR ∪ {ei }
19. Add(T,ei)
20. dia=dia1⊕ei⊕dia2
21. if ¬∃AB(em)∈dia1&&¬∃AB(en)∈dia2
22. EinF = EinF ∪ {ei }
23. Add(T,ei)
24. dia=dia1⊕ei⊕dia2
25. if ¬∃AB(em)∈dia1&&¬∃AB(en)∈dia2
26. EinN = EinN ∪ {ei }
27. Add(T,ei)
28. dia=dia1⊕ei⊕dia2
29. return dia.

4

因果不完备
因果不完备是不完备模型的另一种表现 :在分布式系统中 ,诊断器建立在部件层上 ,每个诊断结果的诊断空

间仅为单独的部件行为轨迹 .当出现故障传播或超越部件级别的故障时 ,分布式诊断将无法得出完整的诊断结
果 .因果不完备的出现是由于部件之间的因果联系部分没有显式表达 ,诊断系统对此不予以考虑而造成的 . 分布
式系统中 ,各部件之间由于协作任务或顺序执行 ,存在着协作上或时间上的隐含约束 ,对这种隐含约束的忽略造
成了分布式诊断中不完备的结果.这种结果可以导致故障的反复发生,且该故障不是根源性的故障.
本文提出用故障传播与部件因果图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因果不完备的诊断 . 故障传播是指在系统运行过程
中 , 已经发生的故障不会消失 , 是随着系统运行而传播 , 从而对接下来发生的正常事件有所影响的情况 . 在模型
中 , 已经发生的故障事件可以表示为自动机可接受的事件序列的前缀 . 即若 ∃traj=〈s0e 1 s 1 e2 …e i s i …e n s n〉 且 e j 是故
障事件,则ej+1...en是受故障传播影响的事件.
定义 18( 部件因果图 ). 定义部件因果图是一个二元组 CTG=(N,R), 其中 :N 是一个有序对的集合 ,N=(A i,t i ),

ti ∈A i,Ai 是自动机链中的一个自动机 ,t i 是 A i 中的一个转移 , 且 t i 的触发事件是一个通信事件 ci ;R 是一个二元关系
集合,R⊆N×N.
图 2 给出的一组自动机包含 3 个相关的部件.其中:通信事件是相同事件,对于相连部件是可见的;而除通信
事件之外的事件对相连部件不可见.
s11
f1
s12

c1

s22

s13

o1

o5
s26 o6 s25

c2
s16

A2

A1

Fig.2

o4

s24

s15

c2
o3

c1
s23

c2

o2

s14
s17

s21
f2

o7
s32

s31
c1 c2

o8
s33

A3

Example for automaton team
图2

自动机组例

从全局角度看部件自动机以及部件因果图,可以得到一个联系了所有相关部件的因果图,如图 3 所示.
根据部件因果图 ,可以在部件级诊断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面向全局的诊断 ,该诊断考虑了部件之间相互影
响的因果关系,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局部诊断量级,无需扩展到全局诊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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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两个函数计算通信事件的映射和逆映射:
定义 19( 通信事件映射 ). 设有自动机 A i=(S i ,Ei,Ti ,I i,F i ), 通信事件 c i ∈E,Proj(A i )=c i 是自动机 A i 到通信事件上
的一个映射.
定义 20(通信事件逆映射). 若Proj(Ai)=ci,则定义Σ=Proj−1(ci)是一个自动机的集合,满足Proj(Aj)=ci.
A1 (s 11 →c1 →s 13 )

A2 (s 21 →c1 →s 23 )

A2 (s 22 →c2 →s 24 )

A3 (s 31 →c1 →s 32 )

A1 (s 14 →c2 →s 16 )

A3 (s 31 →c2 →s 33 )

Fig.3

Component causal relation
图3

部件因果图

在离散事件系统诊断中 ,求解一条最短或包括故障最少的相容轨迹未必是完全正确的 , 至少未必是完备的
诊断结果 . 根据部件因果图向诊断结果中追加轨迹的方法可以进一步解释故障原因 ,虽然这种方法增加了轨迹
的长度,却能够给出更合理而完备的诊断结果.具体的方法见算法 3.
算法 3. 因果不完备诊断方法.
输入:自动机链Ω=(A1,A2,…,An),观测窗口组W=(Obs1,Obs2,…,Obsn);
输出:因果不完备结果轨迹 traj.

1. Δ=Diagnosis(Ai,Obsi)
2. for all ci∈Δ
3.

compute Σ=Proj−1(ci)

4.

for all Aj∈Σ

5.

if Diagnosis(Aj,Obsj) exist fault

6.

traj=Diagnosis(Ai,Obsi)⊕Diagnosis(Aj,Obsj)

7. else
8.

traj=Diagnosis(Ai,Obsi)

9. return traj
算法在当前的部件自动机 A i 上进行局部诊断 ,根据在诊断结果中的通信事件计算与 A i 的当前诊断轨迹有关
联的部件集合 . 在每个共享通信事件的逆映射集合上 , 得出故障传播的路径 . 如果有故障 , 则将两个故障联系起
来并同步得到高层结果;否则,不考虑故障.图 4 是在图 2 中所列的自动机组上的一个简单例子.
s11s21

f1

s12s21

f2

o1
f2

s11s22

o1

s14s21
f1

Fig.4

s12s22

f2
o1

s12s22

s14s22 c2

s16s24 o3
o5
s16s25

s17s24
o5

o3

s17s25

Diagnosis by synchronization
图4

同步诊断结果

给定自动机 A 1 ,A 2 ,A 3 ,观测分别是〈o 1 o 3 〉,〈o 5 o 6 〉,〈o 8〉.在自动机 A 2 中得到的诊断结果是〈s 21 f 2 s 22 c 2 s 24 o 5 s 25 o 6 s 26 〉,

且包含故障事件 f 2 , 则该诊断结果是一条故障轨迹 . 该轨迹包含通信事件 c 2 . 在通信事件 c 2 上 , 有 ∑ c2 = { A1 , A3} ;

A1 的诊断结果是 〈s11 f 1 s 12 o 1 s 14 c2 s 16 o 3 s 17〉, 包含故障事件 ;A 3 的诊断结果为 〈s31 c2 s 33 o 8 s 31〉, 没有包含故障事件 . 全局
诊断器认为,A 1 与A 2 相互影响,并将诊断结果同步为一个同步机,如图 4 所示,而A 3 不受A 2 的故障影响,独立得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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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诊断结果.
由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 , 同步的诊断结果可以包含 A 1 和 A 2 的局部诊断 , 并且能够得到多故障的相互影响结
果 . 更进一步 , 如果部件独立窗口的时间顺序能够联合有序 , 则可以在当前诊断结果上化简到线性的空间 , 且计
算诊断的时间也是线性的 .这种同步的诊断结果包含了更完备的信息 ,可以得到接近于全局完备性的诊断结果 ,
而基本保留局部诊断的时间.

5

实验结果

5.1 事件不完备实验结果
在离散事件系统的基于模型故障诊断中 , 标准测试集均约束于模型完备的条件 .本文实验建立在标准测试
集合的基础上 [18] ,在标准测试集的状态与事件上添加时钟 ,并且将模型中的某些事件删除或作乱序处理,得到诊
断时间和找出原模型中的常序事件的正确率,见表 1.
Table 1

Results of time and correct ratio under different disorder miss order level
表1

乱序率组1:
模型规模20
5%
10%
20%
40%
80%
100%

不同乱序率下花费时间和正确率结果

乱序率组2:
模型规模100
0.47s/100%
0.53s/100%
0.7s/100%
0.98s/100%
1.39s/100%
1.86s/100%

乱序率组3:
模型规模400
0.93s/100%
1.09s/100%
1.35s/100%
1.87s/100%
2.04s/99%
3.5s/97%

乱序率组4:
模型规模1 000
1.88s/100%
2.1s/100%
2.43s/100%
2.92s/98%
3.87s/96%
5.2s/93%

乱序率组5:
模型规模2 000
4.01s/100%
4.92s/100%
5.89s/100%
7.34s/98%
9.7s/95%
15.2s/92%

9.83s/100%
12.09s/99%
16.45s/97%
21.6s/95%
30.87s/92%
45.6s/90%

未定义事件的诊断测试选择了一个较小规模的测试集合(状态数 400),当缺失事件占观测比例不同时,得到
诊断结果的时间和候选结果的规模也有所不同 ,见表 2.值得注意的是 ,当未定义事件占观测事件的比例不断增
加时 , 候选诊断结果将以指数级增加 . 当未定义事件达到较高的比例时 , 候选诊断空间过于庞大 , 失去了诊断的
意义.
Table 2

Results of time and number of candidate trajectorises under different ratio undefined events
表2

不同未定义事件比例下的诊断时间和候选轨迹数

未定义事件比例 (%)
5
10
20
40

时间 (s)
0.53
0.68
1.15
1.61

得到候选轨迹
3
8
42
201

由表 2 可见,当模型中存在较少未定义事件时,事件不完备的诊断方法能够在较合理时间内得到相应的诊
断结果 .当未定义事件在模型定义中占据比例更多时 ,可行的轨迹候选数量将急剧增加 ,因此计算和存储这些轨
迹所耗用的时间和空间也随之相应增加 .这不仅影响了诊断的速度 ,也影响了诊断结果的精确度 ,在诊断提取过
程中 ,因为过多的冗余轨迹出现而导致失败 .因此 ,事件不完备模型上的诊断方法所能够处理的未定义事件是有
限的.
5.2 因果不完备实验结果
根据标准测试集 [18] ,在 30 个有至少一个通信事件联系的部件上,每个部件有 6 个状态.待诊断的空间为 6 30.
对因果不完备的情况进行诊断 ,仅针对因果不完备得到的诊断时间为 305ms,相比于在该标准测试集合上,2009
年得到的最好结果(7s~10s),诊断因果不完备并不占用较多时间,但是给出了更完备的结果.
不完备因果的诊断结果时间效果远低于诊断结果的原因在于:

(1)

该方法仅在某故障反复出现时对诊断结果的完备性提出质疑 ,在全部诊断过程中连续发生的特定故
障比例较少,故因果诊断执行的次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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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果诊断方法根据已经得出的常规诊断结果 , 在几个相关部件上运行 . 局部诊断结果已经存在 , 并且
因果诊断的空间仅限定于几条轨迹,因此诊断时间较短.

5.3 适用范围和展望
无论是否存在着完备模型假设,诊断的基础空间均定义在离散事件系统上.表 3 从模型特点、时序要求、
观测序列要求及其他特点等方面来讨论两种不完备性质与完备模型诊断空间的异同.

(1)

事件定义不完备的模型要求是有时序的离散事件系统 , 但是该要求并不是必要的 . 时序不存在时 , 退
化为相对时间为 1,此时候选添加的轨迹会增加,但是依然能够得出;

(2)

因果不完备的模型是分布式,因仅在分布式诊断中才会产生因果不完备的情况.
Table 3

Different model and corresponding characters
表3

模型与相应特点

类型
模型特点
时序要求
观测序列特点
其他特点要求
事件乱序 全局模型或分布式模型 模型要求基本有序观
测有序
无
事件不完备 全局模型或分布式模型 模型要求基本有序 观测事件可以不在模型中存在,且有序
无
因果不完备
分布式模型
无
无
有通信事件联合各部件
完备模型 全局模型或分布式模型
无
顺序、要求严格事件定义
无

上述各种方法适用于离散事件系统的诊断,凡是具有离散事件系统 [19] 特性的实际系统如通信网络 [9] 、航天
器 [20] 等,均可以在运行过程中用上述系列方法进行监控和诊断.
在不完备模型上的诊断方法 , 可以通过对模型的基本行为和结构的研究扩展为自动建模方法 ,通过观测序
列的添加完善行为细节 . 因果不完备方法可以对分布式系统诊断的模型进行重构 , 根据部件之间因果关系和部
件自身行为框架,得到高层模型或分解模型,使之符合所要求的模型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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