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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列车控制系统是一种安全攸关系统,为保证其安全性,要求测试过程对安全攸关场景中所有可能的运行

进行完全的覆盖.现有的场景建模与测试用例自动生成方法不能完全满足这一技术需求.围绕列车控制系统的安全
攸关场景建模以及测试用例自动生成方法展开研究,对 UML 活动图扩充了事件驱动机制和时间特性描述机制,以
满足对安全攸关场景建模的需要,提出了简单路径覆盖准则以定义对场景中所有运行的完全覆盖,并针对这一覆盖
准则给出了自动生成测试用例的方法.以地铁列车控制系统为研究对象展开实验,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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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 control system is a safety-critical system. To assure its safety, it requires the testing process to cover all possible

runs in its safety-critical scenarios. Existing methods of scenario modeling and test case generation cannot completely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methods of modeling safety-critical scenarios in train control system and the tools for automatically
generating test cases for the system. UML activity diagram is extended with event-driven and time characteristic description mechanism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modeling safety-critical scenarios. A simple path coverage criterion is also proposed to define the coverage of
all possible runs in a scenario and a method is provided for automatic test case generation. The experiment on ground train control system
shows the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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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critical scenarios; scenario modeling; simple path coverage; automatic test case generation

列车控制系统是对列车运行进行实时控制的系统,它负责保障列车安全和快速的运行.一个完整的列车控
制系统由车载系统和地面系统两部分组成,其中,车载系统包括车辆信号系统、列车自动防护系统、列车自动
驾驶系统等,地面设备包括轨道电路、应答器、列车控制中心和通信网络等.在新一代的列车控制系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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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 system,简称 CBTC)中,车载系统与地面系统之间通过
多种无线通信技术进行通信,相互协同保证列车运行的安全.列车控制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安全攸关系统,如何保
证列车控制系统的安全性,是列控系统研发的核心技术问题.
列车控制系统的安全性需要遵循国际标准 IEC61508[1]的规定,这一标准将安全定义为“不存在不可接受的
风险”.为满足这一安全性定义,需要对列车控制系统中所有的安全攸关场景进行充分的测试,以确认在所有安
全攸关场景中,列车控制系统都能保证列车的运行不存在风险.这里,安全攸关场景是指列车控制系统的错误可
能导致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列车运行场景.在列车控制系统中,典型的安全攸关场景包括列车追踪运
行、点式列车运行、临时限速运行、站台与列车屏蔽门联动控制、列车运行等级切换等.
对安全攸关场景进行充分测试,意味着对此场景下列车控制系统所有可能的运行序列进行完全覆盖.为驱
动列车控制系统覆盖给定的一个运行,需要产生相应的测试数据序列.与通常的被测系统相比,列车控制系统具
有其自身的技术特点:
•

首先,事件驱动是列车控制系统的运行时刻重要的技术特征.在列车控制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子
系统与物理设备之间通过响应各种类型的事件进行相互协同.

•

其次,作为一个实时系统,系统中各类事件和动作都需要满足相应的时刻约束和延时约束.

这些技术特征,决定了测试输入序列需要以事件作为基本形式;同时,输入事件之间除了需要遵守时序约束
之外,还需要满足时刻约束和延时约束.为了满足对安全场景进行充分覆盖的要求,需要定义新的覆盖准则.针
对大场景,为了满足充分覆盖准则的要求,需要研究测试数据自动生成方法,以提高测试覆盖度,降低测试开销.
已有的场景建模与测试数据自动方法不能完全满足上述技术需求,因此,针对列车控制系统安全攸关软件的建
模与测试数据自动生成方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列车控制系统安全攸关场景的测试输入生成方法.
•

该方法首先对 UML 活动图进行了扩展,引入对事件和时间进行表示的机制,以对列车控制系统安全攸
关场景中事件驱动的运行和各种时刻、延时约束进行描述.

•

接下来,定义简单路径刻画安全攸关场景中每个可能的运行,并使用简单路径覆盖准则定义对安全场
景进行完全覆盖的要求.

•

随后的自动测试输入生成方法首先对安全攸关场景模型进行遍历,以找到模型中的所有简单路径;然
后针对每条简单路径,沿着其向前推进的轨迹,收集对应的输入事件序列,输出事件序列以及相关的时
间约束,最终生成测试用例.

本文第 1 节给出面向列车控制系统安全攸关场景的建模方法.第 2 节定义简单路径覆盖准则以刻画对安全
攸关场景的进行全覆盖的需求,并研究面向简单路径覆盖准则的测试输入的自动生成算法.第 3 节进行实例研
究.第 4 节比较相关工作,最后是总结和对进一步工作的讨论.

1

安全攸关场景建模
首先给出一个安全攸关场景的例子来说明安全攸关场景建模的技术需求.下面的例子描述了地铁列车停

车到站后,车载控制系统与地面控制系统协同,控制列车门与站台屏蔽门(platform screen doors,简称 PSD)的同
步开关,以保证乘客安全上下车的场景.
列车到达站台,并在指定的停车窗内静止.所有车门及站台屏蔽门均处于关闭状态.车载子系统解锁列车车
门以使其开启,并通过位置报告(position report,简称 PR)报文向 ATP 轨旁控制单元(wayside control unit,简称
WCU_ATP)发送开门授权.车载子系统根据驾驶员手动控制命令或自动车门控制命令,使用站台门报文发送
PSD 开启命令.WCU_ATP 只对与列车车门相对应的 2 号屏蔽门控制器(platform screen door controller,简称
PSDC)发送 PSD 开启命令.其他 PSDC 不会接收到该开门命令.在商定的时刻, PSD 和列车车门同时开启.如果在
列车开门后,屏蔽门未能成功打开或超过 10s 未收到 WCU_ATP 返回报文,则会触发警报,需要进行应急处理.当
PSD 开启后,WCU_ATP 通过 MA 报文设定站台屏蔽门行车授权移动区域(PSD run authorization zone,简称 P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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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Z)为限制区域,以禁止列车的移动.当停站时间结束后,车载子系统根据驾驶员手动控制命令或自动车门控
制命令,使用站台门报文发送 PSD 关闭命令.WCU_ATP 对 2 号 PSDC 发送 PSD 关闭命令.列车车门与 PSD 一
起关闭.PSDC 报告“PSD 关闭且锁闭”的状态.列车车门同样对车载子系统报告其状态信息.当所有车门关闭且
PSD RAUZ 变为允许区域后,车载子系统允许列车启动.当所有 PSD 关闭且锁闭后,WCU_ATP 立即使用移动授
权(movement authorization,简称 MA)报文改变 PSD RAUZ 状态为允许状态,以允许列车离站.从车载系统发出指
令至 PSD 系统之间的时延最大为 1s,从 PSD 系统接收到指令到门动作的时延小于 0.5s.
在这一场景中,车载子系统、ATP 轨旁控制单元、站台屏蔽门控制系统之间使用消息进行通信.特定种类
的消息达到事件,驱动各个子系统执行对应的动作.站台屏蔽门控制系统和站台屏蔽门之间的协同,也是事件驱
动机制.站台屏蔽门通过发送开启和关闭事件,向站台屏蔽门控制系统报告自己的状态.同时,屏蔽门控制系统
通过发送开启和关闭命令,驱动站台屏蔽门执行开关的动作.
作为一种实时系统,上述场景中同时存在着关于时刻和延时的两种约束.例如,为保证乘客不会误入列车与
站台之间的空隙,场景中列车车门和站台屏蔽门需要在商定的时刻同时开启.PSDC 在整个乘客交换过程中需
要保证屏蔽门处于开启状态.
活动图是 UML 中进行场景建模的首选工具,它使用活动描写场景中的一个动作或者处理步骤,使用转换连
接各个活动,表示活动之间的时序关系,通过转换连接起来的一系列活动构成一个处理过程.采用分叉和汇合来
表示并发执行的处理过程,使用判定来表示不同条件会导致不同的后续活动.活动图中还引入了泳道区分场景
中的不同对象,以便刻画活动与活动之间的从属关系.
针对列车控制系统中的安全攸关场景,UML 活动图并不能完全满足其建模的技术需求.比如,活动图中上
一个动作结束后,可以沿着转换直接启动下一个动作执行,缺乏对事件驱动机制的显示描写机制;同时,标准的
UML 活动图中没有描述时间的机制,也就无法对场景中的时刻约束和时间约束进行描述.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对标准的 UML 活动图进行扩展,使其能够满足为安全攸关场景建模的需要.
•

首先引入了事件驱动机制,允许在转换上添加形如“〈E:事件描述〉”的描述,表示这一转换是被“〈⋅〉”描述
的事件驱动的.对于没有事件描述的转换,则遵从活动图原来的语义,即,上一活动完成后,下一活动自
然启动.

•

为了描述时间约束,引入形如“t=@(事件)”的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 t.这样,时刻就可以用对应事件上的
“t”进行刻画.对于延时,则可以分别记录相关事件时刻 t1,t2,用 t2−t1 进行描述.

我们对扩展了上述描述机制的活动图给出如下的定义:
定义 1. 一个扩展的活动图 D 是一个多元组 D=(A,Tr,W,T,G,E,F,aI,aF,TC),其中,
•

A={a1,a2,…,ai}是活动的一个有穷集合.

•

Tr={tr1,tr2,…,trj}是转换的一个有穷集合.

•

S={s1,s2,…,sn}是一组泳道的集合.

•

T={t1,t2,…,tk}是时刻的一个有穷集合,通过“t=@(事件)”记录的事件发生时刻.

•

G={g1,g2,…,gj}是卫式条件的一个有穷集合,gi 是对应于转换 tri 的卫式条件(为 true 时可省略).

•

E={e1,e2,…,em}是事件的一个有穷集合,且 ei 位于跨泳道的转换 tri 上,表示事件 ei 驱动转换 tri.

•

F⊂(A×Tr)∪(Tr×A)是一个有穷的流关系.

•

aI∈A 是初始节点;aF∈A 是终止节点.初始节点对应唯一的转换,即,有且仅有一个转换 tr 满足(aI,tr)∈F.
初始节点 aI 之前没有转换,终止节点 aF 之后没有转换.即,∀tr∈Tr•,(tr,aI)∉F∧(aF,tr)∉F.

•

TC={tc1,tc2,…,tcl}是一个时间约束的有穷集合,其中,时间约束 tci 中出现的时刻变量一定包含在 T 中.

基于扩展后的活动图,前述列车进站停车后,车门控制场景可用图 1 来表示.
场景中的两个时间约束可用如下方法来表示:
•

@(b 时刻开门命令到达站台屏蔽门控制器)−@(车载子系统.发出 b 时刻开门命令)≤1;

•

@(打开屏蔽门)−@(b 时刻开门命令到达站台屏蔽门控制器)≤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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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子系统

WCU_ATP

站台屏蔽门

站台屏蔽门控制器

列车在停车
窗口内停稳
解锁
列车车门
〈E:开门授权〉

获得屏蔽门打开授权

发出 b 时刻开门命令
〈E:b 时刻开门〉
[t=b]

发出开 PSD 命令

打开列车车门

〈E:b 时刻开门〉

〈E:开门〉 [t=b]
发出开门命令

〈E:门状态〉

〈E:禁止移动或故障〉

返回门状态

打开屏蔽门
〈E:门状态〉

报告门状态

通知车载系统

[车门和屏蔽门正常打开]
监督车门状态

〈E:d 时刻关门〉

〈E:d 时刻关门〉
发出 d 时刻关 PSD 命令

〈E:关门〉 [t=d]

发出关 PSD 命令

关闭屏蔽门

发出 d 时刻关门命令
[某门未打开或 t−b>10]

[t=d]

〈E:关闭且闭锁或未关〉
关闭列车车门
〈E:MA 或 PSD 故障〉

返回门状态

〈E:门状态〉

报告门状态

通知车载系统

[某门未关或 t−d>10]
[列车门关闭且 MA]
离站

报警与应急处理

Fig.1

Scenario model of the door control when a train stops
图1

2

列车停站车门控制场景模型

测试用例自动生成方法

2.1 安全攸关场景的覆盖准则
由于活动图中允许存在循环和并发活动,因此,这样的活动图中可能的执行序列是无限的.测试过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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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无穷多的执行,因此必须仔细考虑如何定义有效的覆盖准则,以反映对安全攸关场景中所有可能执行进行
覆盖这一要求.由于循环可被展开成为无限长的序列,为了控制展开的长度,限定场景的一个执行中循环只展开
一次.考虑到列车控制系统是一个物理上并发执行的系统,规定在执行的每一步,位于不同并发分支上的转换可
以同时向前推进一步,即并发执行.这样的限定可以保证场景中的每个转换都可以按照先后顺序被执行至少一
次,同时,由于不需要交错执行来覆盖所有的并发行为,可以大幅减少需要覆盖的路径的数目,控制测试的成本.
根据这样的想法,首先需要定义扩展活动图上的一步并发执行.并发执行的定义需要用到下面的几个辅助
符号:给定一个扩展活动图 D,D 上的一个状态μ是一个 D 上活动的集合,即,μ∈D.A;引入符号•tr 和 tr•分别表示转
换 tr 的前状态集和后状态集,它们分别定义为•tr={a∈A|(a,t)∈F}和 tr•={a∈A|(t,a)∈F};用 enabled(μ)表示可以从
状态μ上发出的转换的集合,显然,tr∈enabled(μ),如果 •tr⊆μ.
定义 2. 给定一个扩展活动图 D=(A,Tr,S,T,G,E,F,aI,aF,TC),μ是 D 中的一个状态,状态μ上的一步并发执行τ
是一个满足下面条件的转换 tr1,tr2,…,trm 的集合:
•

∀i,1≤i≤m⋅tri∈enabled(μ);

•

∀i,j(1≤i<j≤m)⋅•tri∩•trj=∅;

•

∀tr∈(enabled(μ)−{tr1,tr2,…,trm}),存在一个 tri(1≤i≤m),满足条件•tr∩•tri≠∅.

从状态μ出发,经过一步并发执行,得到了新状态μ ′.一步并发执行的结果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m

μ ′ = ∪ i −1 (( μ −• tri ) ∪ tri • ).
为了便于使用,后文中用 fire(u,τ)表示并发执行的结果μ ′.
安全攸关场景的一次并发执行对应了从初始节点到终止节点的一条路径,路径中的每一步都是满足定义 2
的一步并发执行.
定义 3. 给定一个扩展活动图 D=(A,Tr,W,T,G,E,F,aI,aF,TC),D 上的一条路径 ρ是一个由活动和执行组成的
序列:
τ0
τ n−1
τ1
ρ = μ0 ⎯⎯
→ μ1 ⎯⎯
→ ... ⎯⎯⎯
→ μn .

其中,μ0={aI},μn={aF},并且 ∀1≤i≤n⋅ui=fire(u,τ).
如果路径中不存在循环 , 则称这样的路径为简单路径 . 从执行的角度来看 , 即 , 同一个状态不能在执行中出
现两次及以上.根据这个观察,可以如下定义简单路径:
定义 4. 设 ρ是活动图 D=(A,Tr,S,T,G,E,F,aI,aF,TC)上的一条路径,ρ是一条简单路径,当且仅当对路径中任意
两步执行τi 和τj,其中任意的两个转换 tr∈τi 和 tr′∈τj 都满足条件•tr∩•tr′=∅.
在图 1 所示的场景中,有:

{aI}→{列车在停车窗口内停稳}→{解锁列车门}→{发出 b 时刻开门命令,获得屏蔽门打开授权}→
{发出 b 时刻开门命令,发出开 PSD 命令 }→{发出 b 时刻开门命令,发出开门命令}→
{打开列车车门 ,打开屏蔽门}→{打开列车车门,报告门状态 }→{打开列车车门,返回门状态}→
{打开列车车门 ,通知车载系统 }→{监督车门状态}→
{发出 d 时刻关门命令,发出 d 时刻关 PSD 命令}→{发出 d 时刻关门命令,发出关 PSD 命令}→
{关闭列车门,关闭屏蔽门}→{关闭列车门,报告门状态}→{关闭列车门,返回门状态}→
{关闭列车门,通知车载系统}→{离站 }→{aF}是对应于场景中正常运行的一条简单路径.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 ,我们定义的并发执行可以精简由于并发行为带来的测试的路径数量 . 路径的数量主
要受被测系统内部判定分支的数量影响 .这样 ,简单路径可以很好地覆盖测试场景中的各种处理逻辑 ,而对并发
行为导致的复杂性进行了很好的控制.
下面使用简单路径覆盖来定义对安全攸关场景的覆盖:
定义 5. 一个扩展活动图 D=(A,Tr,S,T,G,E,F,aI,aF,TC)描述了一个安全攸关场景,称安全攸关场景中所有的
执行被覆盖,如果活动图 D 中所有的简单路径都已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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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试用例生成方法
根据上节的定义 ,对安全攸关场景的完全覆盖问题转化成为对扩展活动图上所有简单路径的覆盖问题 .为
生成对应的测试用例,首先需要找出安全有关场景中所有可能的执行,即,扩展活动图上所有的简单路径.
算法 1. 简单路径集合生成算法.
输入:扩展的活动图 D.
输出:简单路径集合 sPaths.

1.

path:==〈{aI}〉;

2.

sPaths:=∅;

3.

DO

4.

node:=path 的最后一个节点

5.

IF 从 node 出发不存在一个并发执行到后继 node1

6.

THEN 移除 path 中最后一个节点和最后一个并发执行;

7.

ELSE BEGIN

8.

node:=从 node 出发经过一步并发执行τ得到的后继节点;

9.

IF node=aF THEN

10.

BEGIN
向 path 的尾部添加并发执行τ和节点 node;

11.

sPaths:=sPaths∪path;

12.
13.

END

14.

IF 从 node 出发可以将 path 扩展成为一条简单路径 THEN
向 path 的尾部添加并发执行τ和节点 node;

15.
16.

END

17. WHILE path:==〈⋅〉;
18. RETURN sPaths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 ,基于深度优先搜索对扩展活动图进行遍历 .遍历从起始节点开始 ,使用并发执行向前推
进.变量 path 存储了从起始节点推进到当前节点经过的所有节点.如果已经推进到终止节点,则变量 path 加上终
止节点就是一条简单路径.这时,将找到的简单路径添加到简单路径集合 sPaths 中去.如果从推进到的节点出发,
可以将当前路径片断 path 继续推进到简单路径,则将当前推进到的节点加入到 path 的尾部,以便在下次循环中
继续向前推进 ;如果无法继续推进 ,则从 path 尾部移除当前节点 ,进行回退 ,在下次循环中回到上一个节点进行
推进.
获得简单路径集合之后 , 针对集合中每一条简单路径 , 采用如下的方法生成对应的测试用例 : 首先 , 明确该
场景中被测系统(system under test,简称 SUT)的边界,被测的某一子系统或多个系统应处于边界之内,其他子系
统作为外部环境位于边界之外 ;接着 ,沿着简单路径从起始节点向终止节点并发执行 .沿路收集外部环境向被测
系统发送的事件作为测试输入 .收集被测系统向环境的输出作为观察到的结果序列 .与上述收集到的事件有关
的时间约束也一并收集起来,作为输入和输出需要满足的约束.
这里生成的测试用例中应当包括 3 个部分:SUT 边界之外在特定时间、满足特定约束情况下传递给 SUT
的控制信息 ,在特定时间点对 SUT 的观察结果 ,在时间上所需满足的特定的约束 .给出本文对测试用例的定义
如下:
定义 6. 与给定的扩展活动图 D=(A,Tr,S,T,G,E,F,aI,aF,TC)中一条路径 ρ相关的一个测试用例 c 是一个三元
组 c=(I,CN,O),其中,

•

I 是形如(sm,en,t1)→(sm+1,en+1,t2)→…→(sm+k,en+k,tk)的一个输入序列,(si,ej,tk)表示在 tk 时刻,泳道 si 向被测
系统发送事件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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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c1,tc2,…,tco}是时间约束的集合,其中,tci 为时间约束 ;
O 是形如 (rm,en,t1)→(rm+1,en+1,t2)→…→(rm+k,en+k,tk)的一个观测结果序列,(ri,ej,tk)表示在 tk 时刻可以观察
到泳道 ri 从被测系统接收事件 ej.

在上述定义中,观测结果序列表示生成的测试用例在给定的满足约束的输入之下得到的预期结果,集合 CN
仅包含与输入消息序列和观察结果序列有关的事件序满足的时间约束条件.
算法 2 以简单路径和被测系统所占用的泳道为输入,输出该路径对应的测试用例.
算法 2. 测试用例集生成算法.
输入:扩展活动图 D=(A,Tr,S,T,G,E,F,aI,aF,TC)上的一条简单路径 ρ,被测系统占用的泳道集合 SUT.
输出:ρ对应的一个测试用例 c.

1.

step:=τ0;

2.

DO

3.

DO

4.

tr:=step 中第 1 个未处理的 tr;

5.

IF tr 是从不属于 SUT 的泳道向属于 SUT 的泳道的发送事件 THEN

6.

BEGIN

7.

向 c.I 中添加当前的事件;

8.

向 c.CN 中添加与这一事件有关的约束;

9.

END

10.

IF tr 是从属于 SUT 的泳道向不属于 SUT 的泳道的发送事件 THEN

11.

BEGIN

12.

向 c.O 中添加当前的事件;

13.

向 c.CN 中添加与这一事件有关的约束;

14.

END
WHILE step 没有未处理的 tr;

15.
16.

step:=ρ 中的下一步并发执行τ ;

17. WHILE step 不为空;
18. 去掉 c.CN 中这样的约束,此约束包含了不在 c.I 和 c.O 中的事件;
17. RETURN c;
在图 1 的场景中,以车载子系统为被测系统,运用算法 2 为系统正常运行对应的简单路径生成测试用例 c.
其中,

•

c.I=(WCU_ATP,禁止移动,t3)→(WCU_ATP,MA,t5);

•

c.O=(WCU_ATP,开门授权,t1)→(WCU_ATP,b 时刻开门,t2)→(WCU_ATP,d 时刻关门,t4);

•

c.CN={t3−b<10,t5−d<10}.

如果想要驱动车载系统的执行覆盖其他简单路径,可以改变 t2 或者 t3 的值,使得延时约束得不到满足;也可
以改变 c.I 中的输入事件,报告站台屏蔽门系统故障.

3

实例研究
基于上述方法 ,我们设计实现了一个原形工具 .它以扩展的活动图为输入 ,可以自动遍历场景找出所有的简

单路径 ,再逐一为简单路径生成测试用例 .我们以国产地铁列车控制系统作为研究对象 ,选取其中的 10 个安全
攸关场景进行建模和测试用例生成,实验结果见表 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铁列车控制系统十分庞大和复杂,涉
及到众多子系统和设备 , 我们对这些安全攸关场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 ,去除了部分与设备有关的故障处理
过程 ,重点保留了与系统交互和协同相关的处理过程 .同时 ,我们人工计算了场景中应该需要覆盖的可能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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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并把它们与简单路径进行了数量比较.
Table 1

Experimental results

表1
场景
点式列车运行
列车追踪运行
临时限速运行
列车间隔调整
故障引发紧急制动
自动驾驶与 ATP 监督下人工驾驶相互转换
ITC 模式列车进出站
CTC 模式列车进出站
ITC 下列车折返
CTC 下列车折返

实验结果
生成测试用例数/简单路径数
36
66
24
34
42
68
22
32
26
36

应覆盖可能执行数量
37
70
24
36
44
74
24
37
30
38

实验结果表明 :我们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找出场景中的简单路径 ,并有效地生成对应的测试用例集合 .同时我
们也注意到 ,安全攸关场景中不可避免地有环形路径的存在 .这是因为在失效或者故障发生后 ,系统会按照既定
的策略进行几次重试或者故障恢复 ,这些执行也需要被覆盖 ,以确认重试和故障恢复是安全的 .可以考虑在后面
的工作中,允许环路进行有限次的展开,以处理这种情况.

4

相关工作
场景建模方法以及基于场景的测试用例生成方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Ryser 等人[2,3]使用带标注

的 UML 状态图对场景进行建模,标注可以对前置条件、后置条件、数据范围和数据值以及一些非功能性需求
进行描述 .同时 ,引入了依赖关系表格表示场景之间的依赖关系 .他们通过遍历图中路径的方式找到需要的测试
用例集合.

Lettrari 等人[4]对 UML 时序图进行扩展,添加了形如 if-then-else 的分支语句支持分支场景处理、时序图的
激活模式和激活条件表示场景的动态激活以及消息传递时间机制表示消息传递过程中的时间约束 . 他们提供
了基于 Rhapsody UML model 的原型工具,支持对场景的建模.

Tsai 等人[5,6]采用事件(event)、活动(action)和相关的前置/后置条件(pre-/post-conditions)的序列进行场景建
模 .先基于事件、活动、前置 /后置条件的序列为每个子系统生成场景规约 ,再结合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产生整个
系统的场景,并采用随机方法生成测试用例.

Marchetti 等人[7]研究了对一个医疗系统和人力资源系统进行场景测试的实例,他们使用 UML 时序图进行
建模,给出了通过定义消息序列、分析可能的子用例、定义设置分类、确定分支选择、确定选择间的约束关系
等几个步骤生成测试用例的算法.该工作为两个实例的集成测试过程生成了所需的测试用例,发现了一些缺陷.

Kim 等人[8]研究了基于用例模型为实时的面向对象软件进行场景建模并生成测试用例的方法,他们引入用
例的行为矩阵作为用例行为可执行序列的集合 ,以反映实时系统的行为特性 ,对场景进行建模 .然后提出了基于
场景的计划,用以度量并指导生成测试场景集合的一个有序排列.这一工作应用在一个实时不间断电源系统上.

Castillos 等人[9]提出了一种针对 UML/OCL 行为模型的基于场景的测试方法.他们引入正则表达式语法描
述场景 ,可以方便地描述方法调用、欲被激活的活动和需要满足的即时状态 ,以及场景中的重复或选择结构 . 通
过这个表达能力很强的场景建模语言 , 可以方便地描述组成场景和约束模型执行的操作序列 .该工作最后基于
一款商业工具 “Test Designer”,提供自己的测试用例生成工具.

Salas 等人 [10] 提出了一种面向异步系统中场景的测试方法 .他们指出 : 对于异步系统 , 场景建模难点在于如
何处理好自身的不确定性和通信信道 . 他们的工作使用了事件结构作为基本描述手段 ,并对控制事件和可观察
的事件进行区分,通过所提取出的仅含有控制事件的序列来生成测试用例.

Dadeau 等人[11]实现了一个名为 jSynoPSys 的工具.该工具采用 B machine 作为场景建模语言.该方法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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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场景的执行过程 , 以正则表达式描述系统的操作以及场景展开时系统所需达到的中间状态 ; 然后 , 基于

BZ-Testing-Tools 引擎 , 从模型出发进行有界测试生成 . 此项工作的特点在于 , 将用例的自动化生成工作转化为
约束求解问题.

Auguston 等人[12]提出了一种支持实时系统的自动化场景生成方法,系统的场景被定义为一个事件的集合,
该集合中的事件有两种基本关系 :优先和包含 .该方法提出一种 “事件语法 ”以描述事件的迹 ,并以此描述系统的
行为.最后,根据事件的迹自动生成测试用例.
从测试目标来看 , 上述研究工作可以分成两类 : 以事件为基础的场景模型 [4,7,9,10,12] 主要关注场景中多个参
与者之间的交互行为 , 其对应的测试方法以检测交互行为的错误为主要目标 ; 另一类场景模型 [2,3,5,6,8,11] 通过场
景模型刻画与系统功能相关的操作序列 ,这类测试方法强调对功能进行覆盖 ,主要检测系统功能方面的错误 . 本
文的研究工作通过场景模型同时对系统的功能和行为进行刻画 , 所提出的测试方法关注对系统所有可能的运
行进行覆盖 ,以检测其中功能和行为是否能够满足规约的要求 .就安全攸关场景的测试需求而言 ,本文方法发现
错误的能力更强 .同时 ,在上述工作中 ,事件机制、时间表示机制和并发执行机制对本文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价值.
基于模型的形式推理验证工作也是保证安全攸关场景下系统运行安全性的重要手段.Lei 等人[13]采用混成
自动机为列车控制系统中的追踪运行场景建模 , 并采用在线验证的方法对每个控制周期内的控制参数进行验
证 , 保证前后列车不会发生碰撞 . 基于类似的技术 , 他们 [14] 还针对激光刀系统给出了激光手术场景中 , 防止氧气
浓度过高引发起火燃烧的验证技术 .Platzer 等人[15]基于混成逻辑系统构造安全攸关场景模型 ,采用推理技术对
安全性进行验证 .基于混成系统的建模与验证工作的主要技术瓶颈在于 :非线性混成系统的验证非常困难 ,现在
的工作都需要通过线性系统进行近似 , 现有验证算法能够处理的系统规模也比较有限 .混成逻辑推理过程基本
依靠人工手动进行 , 自动化非常困难 , 对人员的要求非常高 . 此外 , 无论是使用混成系统还是混成逻辑建模 , 都需
要很高的技巧 , 难以很快被工业界接受和使用 . 可以预见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 形式建模与验证技术只能作
为一种辅助手段,测试技术仍然是安全性保障中最主要的技术手段.

5

总

结

对安全攸关场景中各种执行进行充分的测试 ,是保障安全攸关系统安全性最主要的手段 .本文提出了一种
扩展 UML 活动图为列车控制系统中安全攸关场景建模的方法,并基于简单路径覆盖给出了对安全攸关场景进
行覆盖的测试覆盖准则 , 并给出了关于该准则的测试用例自动生成方法 .实例研究表明了该覆盖准则和方法的
有效性 .进一步的工作将考虑对简单路径覆盖准则进行适当扩展 ,允许有限次地展开循环的部分 ,以包含更多的
需覆盖的运行 .还包括对时段约束的处理以及相应的测试用例生成方法 .同时 ,也考虑将模型与被测程序代码相
结合,自动生成具体测试用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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