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Designing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s: A Pattern Language Approach

分布式控制系统领域
“机器并不能使人和大自然相隔离，而是让人更深入地了解大自然。”
——《风沙星辰》
（Antoine de Saint Exupery，1939）
机器控制系统涉及的领域很广，本书中有意进行了多样化的解释。这个领域包含移动和
静止的工作机器，包括收割机、叉形起重机、卡车、拖拉机、装载机、起重机、电梯、水
流切割机以及其他类型的机器。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些系统经常是分布式的，但是它们有时
会以集中的方式实现。本书同时讨论两种系统：分布式的和非分布式的，但更侧重分布式系
统。另外，和机器控制系统相关的很多事物也适用于更广泛的过程自动化系统领域，如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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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机和电力分配系统。这种系统的一个例子如图 2-1 所示。
尽管这些自动化系统在外表上看起来不同于移动工作机器，但它们的软件应用并没有很
大差异。软件的一些特性（见《 Characteristics of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s 》第 12 页）也
许在过程控制中存在显著差异，但基本的原理仍然是相同的。通常，过程自动化系统也许要
比用于工作机器的控制系统更加先进，因为用于实际的诸如 CPU 电源和内存等资源通常要
比一个移动机器上的更加丰富。本书出现的大部分解决方案对于任意的机器控制系统都是有
用的。

图 2-1

Metso 为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提供的硬纸板生产线（经 Metso 自动化公司同意转载）

本书中许多运行实例来自移动工作机器，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基本上每个人
都见过挖掘机在建筑工地上搬运大量泥土，或者拖拉机拉着一些工具穿过田地。工作机器
通常具有某种框架，其余的所有部分就依附在这个框架上。这个框架在一组轮胎或连续轨道
上行进——有时候是这两者的组合。图 2-2 给出了一辆 John Deere 1910E 传送车，它具有轮
胎，轮胎装有铁链以使它在柔软地面上具有更大的牵引力。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框架可能
安装在一组支架上。当机器必须移动时，动力是必需的。如果这个机器必须完全自由地移
动，就要安装引擎，典型情况下使用柴油机。有时该引擎由电驱动，或者是使用一组电池的
混合系统。在某些情况下，当移动区域是受限的，机器能够使用由电缆、轨道或接触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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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来提供动力，电动机就使用这种动力。引擎和发动机是系统传动系的一部分。为了完
成传动，还需要某些功率传输的方法。引擎能够通过传输转动轨道或轮胎，或者运转一个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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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液压驱动马达产生液压。在某些情况下几个电动机直接驱动轮子。
除了能四处移动，一个工作机器必须能够以某种方式应对它所处的环境，这通常可由增
加一个执行器或者吊杆来实现。在某些机器上这两种都会出现，甚至可能有几个吊杆或执行
器。图 2-2 给出了一个例子，一个林业机器同时具有一个附加的执行器和一个吊杆用来捡起
圆木。吊杆可能具有不同类型的吊杆头，执行器的种类甚至在相同的机器上也会有所差别，
这依赖于当前的任务。

图 2-2

一辆拖着松土机的 John Deere 1910E 传送车，它配备了一个 186 千瓦 9 升的引擎，能
够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中工作（经 John Deere 林业公司同意转载）

如果机器不得不由人驱动，它就需要一个控制站。操作者应该受到保护，使其免于受到
由机器或环境所引起的危害。操作者不应该暴露在外部环境中，通常在机器框架的顶部安装
一个驾驶室，用来保护操作者并提供舒适的操作环境。操作者的控制器和指示器位于驾驶室
内部，这些会在第 16 章加以讨论。典型情况下，操作者的界面包含显示数据的 PC、操纵杆
以及附加的测量仪表、方向盘、杠杆和踏板，等等。图 2-3 显示了一个典型的具有上述若干
组件的操作者驾驶室。所以说一个典型的工作机器由框架、驾驶室、传动系、吊杆和执行器
所组成，所有这些都被机器控制软件系统所控制。

图 2-3

典型的具有控制器和显示器的操作者驾驶室（经 John Deere 林业公司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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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用于这些机器的控制器以及运行其上之软件的典型结构，同时描述区别于其
他软件系统的系统特性。这些特性经常在软件开发中产生问题，我们也会讨论这些问题的
解决方法。本书介绍的模式语言，其中的解决方案都是被实践证实了的。有些最新的解决
方案和趋势还没有总结为模式，因此我们用专门的一节（2.3 节）来描述新的趋势和新兴的
方法。

2.1

分布式控制系统的特性
机器控制系统是软件和硬件的组合，采用各种执行器和传感器来控制和监视机器。这些

执行器和传感器，加上控制器，在本书中统称为设备。机器控制系统本质上是运行于嵌入式
硬件单元中的一套软件。这些单元通常被称为电子控制单元（ECU），可以是为通用机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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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设计的多用途 ECU，或者是为特定用途所设计的。在本书中，我们使用节点这个术语来
表示通过网络互联的单元。
一个多用途的 ECU（如图 2-4 所示）能够在不
同的控制应用中使用，如引擎控制或吊杆控制。在
多用途的 ECU 中，驻留于 ECU 中的软件确定了单
元的用途。另外一种是专门设计的 ECU，其硬件
是根据单元任务定制的。这种 ECU 对于新的应用
而 言 不 易 重 新 编 程。 取 决 于 不 同 的 单 元，ECU 能
够 运 行 IEC 61131-3 编 程 环 境 编 写 的 应 用， 例 如
CoDeSys（3S-Smart Software，2013），或者采用通
用的编程环境，比如面向 C16x 衍生处理器的 C 语
言。C 语言是这些系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编程语言， 图 2-4 Epec 多用途控制器——从左前到右
涵盖了 80% 的嵌入式器件制造公司（Ebert & Jones，
依次为 Epec 3724 控制单元、Epec
2009）。Qt 也广泛用于用户界面。为这些系统设计

5050 控制单元和 Epec 3606 控制单

程 序 的 一 种 流 行 方 法 是 基 于 模 型 的 设 计， 例 如 使

元（经 Epec 公司同意转载）

用 Mathworks 公 司 的 Simulink 环 境（MathWorks，

2013）来为系统行为建模。由此模型，可以生成模型对应的 C 代码。
控制单元上的应用本质上是一组闭环控制算法。闭环控制系统以期望的设定值作为输
入，并计算对应于输入的一个过程变量作为该系统的输出。例如，读取操纵杆的 x 坐标值，
对应吊杆上的比例液压阀就开启到操纵杆对应的位置。可能需要斜坡和其他滤波器使吊杆平
滑地响应操纵杆的运动。因为系统是闭环的，期望的设定值和实际过程变量之间的偏差在反
馈回路中被测量，同时控制算法力图减小该偏差。在上面的例子中，当控制器通过阀门线圈
测量到当前值，并对应地调节阀门的开度，就建立起了过程的反馈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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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控制器通常要负责一组功能，例如吊杆的多轴运动，因此单元中将存在同时运行的
多个控制回路。在最简单的形式中，这种应用的结构对应于 SUPER LOOP （Pont，2001）——
一

即无限循环——其中所有传感器被依次读取，执行器被它们的对应函数所控制。代码清单
2-1 显示了一个典型的控制回路结构。

一

通常用小型大写字母方式书写的模式名称来表示对应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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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清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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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控制系统的基本控制回路，其中读取传感器和控制执行器位于无限循环中

机器控制系统通常作为一种分布式软件系统来实现。这有很多原因，详细见 ISOLATED
FUNCTIONALITIES 模式（6.1 节）。第一个原因是分而治之的方法使软件开发较为容易。此外，
机器的庞大规模是分散处理的一个驱动因素。在大型机器中，控制回路中大量的布线和延
迟时间可能带来一些限制，这就导致了功能被位于执行器和传感器附近的专有单元所控制
的设计。图 2-5 显示了这种分布的一个例子。在这幅图中，一辆装载机的控制系统通过使用
ISOLATED FUNCTIONALITIES 模式和 HUMAN-MACHINE INTERFACE 模式（16.1 节）被分为三个单元：
电池组控制器、装载器控制器和机器操作显示器。所有这些 ECU 通过使用控制器局域网总
线相连接，并以 ONE TO MANY（7.1 节）的方式进行通信。

图 2-5

装载机，其中控制系统由分散布置的两个多用途控制器（Epec 5050 控制单元）和一个
驾驶室显示器（Epec 2040 彩色显示器）组成（经 Epec 公司同意转载）

除了机器的基本控制之外，系统必须与控制室、工厂 ERP 和其他软件系统之间传递大
量信息。与机器之间传递数据的理由将在 REMOTE ACCESS 模式（17.4 节）中描述。机器产生
的信息量在这些年持续增长，现在甚至可以和“大数据”相提并论了（Mike2.0，2013）。使
用这些信息的首要限制因素是机器的存储空间和有限的远程传递能力。
今天高端的控制系统应用程序要大于桌面应用程序（Ebert & Jones，2009），并且由于
额外的限制和特性使其更加复杂。开发这样的系统需要应用领域专门知识、软件开发经验、
数学建模技巧、形式化设计、硬件设计经验、领域标准解决方案的知识以及保密和安全方面
的宽泛知识。此外，至少还需要在分布式环境下的编程和软件开发中等以上水平的技能。因
此，开发分布式机器控制系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开发者同样要考虑控制系统的任何
一个特性。这些特性包括产品的长生命周期、它们的分布式本质属性、控制的实时性需求以
及容错需求。这些性质重点在于控制系统中坚实体系结构的需求。长生命周期最终将说明一
个控制系统的软件体系结构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能够保持自身的质量。
在以下小节中我们将详细讨论每一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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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长生命周期

一台笔记本电脑或者一个智能手机在被一个更新的型号替换之前平均仅能使用 18 个月
（Xun 等，2010），而一个工作机器却能够使用几十年。例如，电梯系统只有当绝对必要时才
被更新，它们的生命周期可以长达 30 年。类似的，一个工作机器型号的制造用时 10 年，新
机器被制造出来之后，预期寿命至少为 15 年，在产品发布之前设计过程可能已经持续 5 年，
因此在生命周期末期机器中的硬件可能使用了长达 30 年。
从软件的角度来看，30 年的生命周期是一种永恒。应用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在这样一个
生命周期中可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Lientz & Swanson，1980 ；Harrison，1987 ；
Glass，2001）表明，一个软件系统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 50% ～ 70% 花费在初始开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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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护阶段。维护费用的 60% 是由新特征的开发产生的，仅有 17% 用于纠错上（Glass，
2001）。也有研究（Banker 等，1993）声称，软件复杂度显著增加了维护阶段的成本。分布
式控制系统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它们具有严格的实时要求，并且系统是分布式的。当在维
护阶段系统产生变化时，系统复杂度会进一步增加，对这些变化做好应对也许可以限制复杂
度的增长。对预期的未来变化做好准备能够降低成本（Bengtsson 等，2000），这种准备在软
件体系结构中可以展现出来。这种体系结构需要使系统能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尽管它
也许不能自动地、便宜地维护自己（Lassing 等，2002）。
当工作机器和其他软件系统（如 ERP）互连时，维护问题就凸现出来。互连使系统容
易受到来自网络的攻击，而这些安全漏洞需要通过使用 UPDATEABLE SOFTWARE（15.1 节）加
以解决。在实践中这会增加维护的需求，并需要和最新的软件组件相兼容。例如，如果一
个工作机器具有 REMOTE ACCESS（17.4 节）组件，它就需要更新以保护系统不受已知访问的
攻击。然而，REMOTE ACCESS 的更新软件可能需要更高性能的硬件，因而引发了更新硬件的
需求。另外，所选的 REMOTE ACCESS 软件能被完全改变，意味着控制系统软件及其软件体系
结构的改变。由于漏洞需要立即被修复，为了与安全漏洞保持一致，需要开发者进行快速
响应。
软件维护作为一个术语有一些歧义。软件与硬件以及其他物理产品不同，软件不会遭受
磨损和开裂——它不需要这方面的维护。理想情况下软件可以使用数十年，它的感知可靠性
正好逐年增加。然而，软件依赖于在其上运行的硬件环境，这种环境在机器的生命周期中可
能发生改变。例如，硬件部分可能发生故障
并被替换掉。即使硬件没有发生故障，它也

可靠性

要遭受磨损和开裂，因此它的感知可靠性
也会逐年降低。软件也许在一个改变的硬件

硬件

软件

环境中不能正常工作，因此也需要对软件进
行改变。如果相同的软件使用了很长一段时
间，它会在使用中被证明：使用中没有发现
错误。
图 2-6 说 明 了 在 一 个 机 器 的 生 命 周 期

时间

中 硬 件 和 软 件 的 感 知 可 靠 性。 一 般 而 言， 图 2-6 机器的生命周期中软件和硬件的感知可靠性
硬件组件的生命周期可能要短于机器的生
的简化模型。在这个生命周期中，硬件遭遇
命周期。这就允许硬件组件可以与在机器

磨损和开裂，但软件在使用中被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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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始版本中使用的组件稍微不同。控制系统软件需要适应这些变化。这种适应性需求能
够通过使用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12.1 节）消除，或者通过使用 VIRTUAL RUNTIME
ENVIRONMENT（12.3 节）基本消除。通过使用后者，实际的控制系统软件能够保持数十年不
变。当然，VIRTUAL RUNTIME ENVIRONMENT 仍然需要匹配当前运行环境。
不同的原因都能触发硬件组件的改变。或者是市场上的可用组件发生改变，或者是出于
某种原因组件被机器制造商所改变。当一个硬件组件开始被发布时，它通常是昂贵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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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段时间之后，单元价格就会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而降低。硬件设计的成本被划分为越来
越多的单元，因此单元价格就会降低。然而，硬件的生产成本仍然保持相同除非使用更便宜
的组件。如果在硬件零件的生产中使用便宜的组件，这些组件的固件或者驱动器也需要被更
新。这也许意味着也要对控制系统软件进行改变。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产品的质量
可能要发生变化。例如，汽车制造商也许要使用不同的挡风玻璃做实验，在一批汽车上使用
较薄的挡风玻璃并观察它们的性能如何。如果挡风玻璃在使用中不会破损，它们就会被继续
使用。然而，如果客户因为挡风玻璃破损而抱怨，并需要替换很多挡风玻璃时，制造商也许
就要换为较厚的挡风玻璃了。同样，控制器和其他零件的制造商要测试哪些地方还可以节省
成本。
由于复制软件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软件只有设计成本。如果软件在很多机器中使用，
每个售出机器的设计成本就会下降。维护工作也许就能在单元价格上计算，但在很多情况下
维护成本是由新特征的开发而产生的，而不是错误修复（Glass，2001）。依赖于具体的解释，
新特征的开发也包括把软件移植到以前没有开发过软件的环境中。
图 2-7 说明了当越来越多的机器被制造后
在生命周期中软硬件的单元价格。然而，当一

单元价格

个硬件组件到达其生命周期末期的时候，由于
软件

它的可用性降低，该组件很可能变得更加昂贵。
组件的生产批量变少，最后获得组件的唯一方
法就是以定制的方式加以订购。因此，就硬件
而言，最佳价位点是在其生命周期的中间某处。
一旦软件被设计出来，它就能够以几乎零成本

硬件

被反复复制。对于硬件而言，尽管设计是相同
的，但在某些时刻采购成本仍在增加，直到成
本不能维持并且硬件需要被改变。在这种情况
下，软件也需要改变了。

时间

图 2-7

控制系统的生命周期中软硬件单元价格
的简化模型

另外一种选择是当便宜时购买很多组件存起来以保证其可用性。然而，仓储部分也并不
便宜。在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中软件也许需要改动以适应硬件的多重变化。最终，这些变化
使软件设计变得糟糕，以至于需要从头开始设计。由于缺乏体系结构重构，导致设计工作逐
渐被削弱，这经常被称为技术债务（Cunningham，1992）。这意味着软件的内部质量（见第
3 章）已经降低到不能被接受的程度。
在一个机器漫长的生命周期中，正如在文献（Kruchten，2009）中的例子所提到的，开
发者和架构师头脑中的设计知识可能逐渐消失。此外，员工在开发阶段可能会离开公司，因
此将设计文档整理和归档好是非常重要的。这点会在 2.2.4 节中详细讨论。员工专业技术的
重点可能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有很多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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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COBOL 程序，但现在很少有人会写。因此，现在许多公司情愿为能够维护 COBOL 系统
的人员支付高薪。由于一个工作机器的生命周期可能为 30 年，在选择技术时也需要考虑人
力资源。选择小生境技术或专有技术也许是不明智的，因为即使是主流技术，专家在承诺售
后的后期也许不再提供支持。此外，如果软件被转包，专有技术在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更可能
消失。
漫长的生命周期也伴随着其他问题的发生。本书中许多模式都和由长生命周期所引起的
挑战相关。在机器生命周期中，机器也许有多个所有者，他们的需求也不同。虽然最初的
18

所有者可能不需要某些特征或其他需求，但第二个所有者可能就需要。因此，控制系统应该
适应机器生命周期中不同的需求。从制造商的角度，当第二个所有者为机器购买额外的设备
时，这也许就带来新的收益。控制系统软件通过提供 CONTROL SYSTEM OPTIONS（19.4 节）来
支持这点。通过为第三方开发者提供开放接口，机器生命周期可能进一步延长，见 2.3.4 节。
由于第三方开发者通过开放接口增加新的特征和更新使得机器生命周期延长，这可能使机器
成为一个更加有趣的选择。
机器漫长的生命周期必然意味着不同年代的机器同时在工厂中使用。如果机群管理系统
用来增加机器之间的协作，这就需要机器之间较高的互操作性。需要对旧机器进行改造从而
把它们添加到机群中，而新一代机器能够通过开放接口为未来的变化做准备。另一个方法是
使机器高度可更新，准备对它的软件进行较大的修改，例如提供更大的内存容量。然而，在
很多情况下当软件更新的时间到来时，硬件已经过时了。第 15 章描述的软件更新模式的子
语言提供了一些解决更新相关问题的例子。
长生命周期同样开启了新的可能。一个机器在使用期间需要维护，总收益的很大一部分
就来源于此。因此，制造商投入更多努力，使维护容易、快捷，并能正确调度以避免生产中
断。控制系统软件为使维护更加高效提供了机会。当机器维护不复杂并能为其提供更新和支
持时，客户就有可能成为忠实客户，并从同一卖家购买下一台机器。换言之，机器制造商尽
力建立和客户的长久伙伴关系，使双方都从中受益。

2.1.2

分布

机器控制系统在某种程度上通常是分布式系统。在机器领域，这已成为事实上的方法，
在本节中，我们描述其原因及其收益和责任。这种背景下的分布式软件系统包含若干个组
件，这些组件通过互连媒介传递消息从而协调其行为。控制系统能够分布于已装配的机器
中，或者通过远程站点的连接使其跨越机器的物理界限，分布于不同的机器中。有些系统展
示出这两种分布模式。在机器上，互连媒介通常是某些现场总线，把不同的设备作为节点连
接在一起。远程连接可以通过无线连接或电缆加以实现。
分布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使用非分布式机器控制系统同样是非
常普遍的。这种系统可能包含一台单一的计算机，具有直接与其连接的传感器、执行器和控
19

制器。在非分布式方法中，单板上的 I/O 端口的数量限制着控制系统的规模。
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倾向于把系统体系结构引入两个极端之间：大规模的分布式系
统，具有几十或几百个计算能力相对较低的节点；相对应的是单一的整体式系统。桌面计算
机经过了同样的演化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大型主机使用简单终端。随着计算能力变得廉
价，可以运行自己的软件的速度相对较快的计算机通过办公网络连接在一起。今天普遍使用
小型客户端连接服务器。互联网和云服务使不在本地安装却能通过网络以分布式的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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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用服务成为可能。通常网络吞吐量和速度，而不是处理能力，是分布的构成因素。当考
虑到和外部世界连接时，未来的机器控制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将成为分布式的。
分布是机器控制系统的一种明确而突出的特性，以至于我们觉得它甚至应该成为本书标
题的一部分。许多控制系统软件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和分布相关。因此很自然本书专门有分布
模式这一章（第 6 章）。
机器控制系统设计将成为分布式的，这有许多原因。机器比较大，系统中有若干个物理
隔离点需要进行控制。因此控制局部功能通常是明智的，可以降低布线成本并实现控制的局
部化。这种方法同样支持著名的关注分离原则（Hürsch & Videira-Lopes，1995）。安全也是
一个驱动因素，因为把功能分散到若干节点，能够消除单一故障无意识触发的可能性。分布
同样能够增加容错性，决定系统是否成为分布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抉择。当做这样一个决
定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会在 ISOLATED FUNCTIONALITIES 模式（6.1 节）中详细阐述。
对于机器控制领域，建立通信网络的多种技术是现成的。我们将在 ONE TO MANY 模式
（7.1 节）中讨论网络。若干控制器局域网技术是可以利用的。CAN（ISO，2003）总线是
最流行的技术之一，经常伴随着 CANopen（CAN，2013b）。另外的选项还包括 FLEXRAY
（FlexRay，2005）、局部互连网络（ISO，2013）和 EIA-485（Global，1998）。这些技术主
要为移动机器和汽车所设计。同样还有若干可用于自动化网络的具有竞争性的技术和协议，
包括但不限于基金会现场总线（IEC，2003a）、PROFIBUS（IEC，2003b）、EtherCAT（IEC，
2005a）、HART（HART，2013）、SERCOS Ⅲ（IEC，2010b）和 Modbus（Modbus，2012）。
基于以太网的技术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它安装迅速，并容易和大量的设备相连。由于这些优
点，这些总线技术同样出现在移动机器中。
市场上许多具有竞争性的总线技术导致了一场“现场总线战争”，不同供应商试图使他
们自己的总线成为工业标准。文献（Felser & Sauter，2002）中介绍了现场总线战争和不同
现场总线技术之间的比较。根据 Felser 和 Sauter 的观点，制造商实施其专有的解决方案的
自由程度在增加。到目前为止，很显然在这场现场总线战争中并没有明确的赢家，因为某一
些总线技术和其他相比更加适合某种特定目的，例如 CAN 和 CANopen 在高可靠性方面是
很好的选择，而 PROFIBUS 能够高速处理大量数据。Perry Sink 在文献（Sink，2013）中详
细讨论了不同现场总线技术的优缺点。
网络技术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因为不同的网络都有优缺点。你必须考虑物理环
境、COTS 组件的可用性、可靠性问题、布线总量、软件开发者的技术、安全性与保密性、
价格、与遗留系统的互操作性以及和办公室网络通信的需求，等等。技术是设计的一个主要
部分，它也许随后很难改变，即使另外一种技术被证明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消息传递是分布
式机器控制应用功能的很大一部分，所选择的技术将影响软件。另一方面，通信技术同样影
响硬件，因为控制器必须支持实际的物理连接。在一些自动化应用中，碰到 30 年前选择的
技术并不罕见。这强调了通信技术的重要性——你也许不得不用它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架构
师在规划系统的分布程度时同样应该考虑技术路线。
分布同样具有它的缺点。来自于 Leslie Lamport 的一句名言是“分布式系统使你甚至都
不知道系统中存在这样一台计算机，它的错误却能引起你自己的计算机不能使用”。消息不
会总是可靠的，因此消息协议应该具有能够预防丢失的和损坏的消息的机制。安全性也许是
折中的，如果消息已被损坏，以至于接收者认为虽然消息是有效的，但它的信息内容却被错
误地解释。例如，由总线发送的吊杆运动命令消息，可能会把期望的位置作为一个参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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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已被损坏，因此经过解析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这可能会对人和周围环境造成严重
的威胁。因此，容错性是分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传输的正确性不能得到保
证，最好完全不要试图通信。现有很多现成的试图解决与分布相关的问题的技术，如 DDS
（OMG，2007）。本书模式的大部分内容同样解决这些问题。
在分布式系统中，操作的同步性由于“时钟偏移”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不同节点试图通
过消息进行同步，不同的反应时间会引起问题。本书包含相应的模式以解决同步问题，例如
GLOBAL TIME（6.4 节），现已建立了时钟同步协议。
有时系统在机器物理边界之外是分布的，关键因素就是和外部世界的连接。REMOTE
ACCESS（17.4 节） 已 经 讨 论 了 远 程 连 接 相 关 的 问 题。 这 允 许 系 统 成 为 机 群（见 FLEET
MANAGEMENT，18.1 节）的一部分、和其他机器通信（见 M2M COMMUNICATION，18.2 节）、共
21

享信息以及可被远程控制，等等。然而，远程连接也将会使系统受到远程攻击。因此，随着
系统被连接到外部世界，网络安全（见 2.3.6 节）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2.1.3

功能安全

当谈论控制系统时，安全是一个不能被回避的话题。尽管软件能够实现控制系统的功能
自动化，但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实现一个安全系统比实现一个控制系统更加复杂和昂
贵。有很多必须遵守的标准，额外的安全认证对于和这些功能相关的组件而言也是需要的。
SEPARATED SAFETY 模式（Rauhamäki 等，2012a）经常被用来把与安全性相关的组件从余下的
系统中隔离出来。因此，安全成为选择分布式系统的一个原因。必须牢记，设计一个控制系
统时必须加入一个独立的安全系统。安全不能成为事后的想法，因为如果没有在系统设计阶
段考虑，那么在系统中增加一个独立的安全系统通常是不可能的。
在某种意义上，在一个具有长生命周期的系统中，安全性同样引起问题。新系统通常具
有安全方面的创新，因为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营销点，并且立法已经改变。一旦用户采用这样
的安全系统，当他们和这样的系统进行交互时，他们会使自己的行为适应安全性的新经验，
并且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例如，防抱死制动系统（ABS）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入汽车
中。今天，大部分汽车都有 ABS，因为这通常也是法律需要的。例如，从 2007 年开始欧盟
就强制实施 ABS。在紧急情况下，习惯于 ABS 的驾驶员仅仅倾向于全力推动刹车踏板，而
并不像旧汽车中维护控制所必要的那样使用“点刹”。如果一位习惯于 ABS 刹车的驾驶员驾
驶一辆老车，它因此会引起安全风险。类似地，新车有一个警报，表明一位乘客没有系好他
的安全带。人们可能习惯于收到一个关于没有系紧安全带的警报。老车可能没有这种报警机
制，因此乘客在熟悉的突发事件出现时可能忘记要系紧他们的安全带。类似地，老式电梯可
能到达和标准有少许差别的楼层：可能和目的地的标准楼层相比还有 5 厘米的距离。一旦人
们习惯于乘坐总是精确到达某层而没有这种误差的现代电梯，他们也许就不记得老式电梯距
离楼层还有一小段距离，并且因此会让他们自己绊倒并受伤。因此，使用者的行为也会影响
系统的安全，反之亦然。一旦人们学会新的习惯并代替旧的习惯，今天被认为是安全的系统
经过几十年后也许就不是安全了。
因此，功能安全是在设计控制系统时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差的安全性会夺去人
的生命。我们认为安全是这些系统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因此我们邀请一个安全系统的研究人
员 Jari Rauhamäki 来写本节中余下的内容。Jari Rauhamäki 是一位在工业领域的专家，在功
22

能安全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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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安全相关方面
（作者：Jari Rauhamäki）
机器能用来减轻和加速超出人力范围之外的制造、建设和处理工作。操作者能利用机器
的巨大能力处理工件、举起和运输重物与人，通过使用切割机、卧推凳、钻头、叉形起重
机、电梯、收割机和推土机等执行这些操作。遗憾的是，为了使机器有效执行预期任务，机
器需要强大的力量和能量，因此在机器系统中引入了一些危险因素。然而，操作者和其他人
不应该暴露在由机器产生的强大力量和能量中。
获得安全的根本方法是通过设计使系统内在安全，这意味着要消除由系统引入的危险。
尽管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它在机器应用中并不总是合适的。例如，为了执行任务，电梯不
得不托举起用户，而切割机不得不使用具有伤害能力的力量切开金属或木料。在这种情况
下，通过使用被动措施和主动措施，可以减轻伤害的风险。被动安全措施包括很多方法，这
些方法不需要了解系统和环境的状态。一条典型的被动措施是在人和危险源之间设置物理障
碍物，如设置一个栅栏，阻止从很高的窗台上掉东西，或者至少降低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
性。被动安全措施具有较多的应用，但对于机器而言，由于它们的固有属性，被动安全措施
局限性较强。相反，主动安全措施能感知到系统的状态，它们作用于系统，从而可以完全阻
止危害的发生，或者降低危害发生的可能性或减轻后果的严重性。这些主动安全措施可以通
过功能安全系统实现。
功能安全系统是系统的专用部分，主要用来确保人员的安全。如果正常和正确地操作机
器，它就不会把操作者或人暴露于风险之中。然而，磨损、开裂、老化、加热和污染，以及
其他原因——包括使用者的失误（主要种类之一）——可能引起伤害或死亡的危险。功能安
全系统的目的就是检测系统危险的状态，并把系统转移到消除或至少最小化危险发生可能性
的状态。例如，在工作区域检测到物体运动时，就要停止压力机。类似地，如果压力或温度
变得过高，就要关闭液体容器的加热元件。另一个功能安全系统的例子是如果检测到过载，
就要停止起重机托举。在实践中，一个机器可能具有若干功能安全系统，每一个都是为特定
目的设计的。功能安全系统通常由具有输入和输出的闭环控制器所组成。
为控制系统开发功能安全系统，由系统的危险和风险分析开始。这种分析指明了系统中
能辨别的危险以及和这些危险相关的风险。例如，在压力机中，识别碾压肢体的危险并分析
其风险，在后续阶段中将降低引起不能容忍的风险的危险。这可以通过减少风险的暴露或可
能性来实现，或者通过减少危险的后果来实现。考虑到这些方面，就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缓解
机制。在压力机的背景下，这就要确定使用功能安全系统来实现安全功能。如果观察到一个
物体（如人的手臂）接近压力原件时，功能安全系统就会停止压力机。这就降低了碾压肢体
风险的可能性。在开发安全功能时，必须遵守相关的标准和（或）规则，包括推荐的或需要
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模型，例如 IEC 61508（IEC，2010a）中给出的。
主动和被动安全系统的开发要严格遵守功能安全系统相关的规则和标准。根据 Safebook
4 条款，在许多国家中安全规则在法律上是强制的，但标准通常被认为是自愿的。然而，
规则和标准之间有着联系（Rockwell，2011）：规则通常涉及详细技术需求的标准。正如
Safebook 4 条款所解释的那样，关于机器系统中安全的监管声明包括欧洲机械指令（机械
指令，2006）和一般职业安全的机械和机器防护系统和健康规则（OR-OSHA，2009）。功
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标准包括 IEC 61508（IEC，2010a）、IEC 62061（IEC，2005b）、EN ISO
13849-1（ISO，2006）和 IEC 61511（IEC，20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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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软件开发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标准为开发过程、技术和方法列出了需求，这些需求可
以用于功能安全系统的软件开发。例如，IEC 61508（IEC，2010a）定义了被推荐的和不被
推荐的技术和方法的集合，可以将其用于软件开发过程。人们或者遵守这些建议，或者说明
这些建议不被应用的原因。在 IEC 61508 的背景下，取决于危险的严重性和可能性，为安全
功能定义了安全完整性等级（Safety Integrity Level，SIL）。SIL 越高，为实现这个完整性等级，
这个标准推荐的技术和方法就越多。因此，由于为过程增加了限制性推荐的数量，安全完整
性等级越高，开发过程就越繁重。而且，由于较高的完整性等级需要特定的技术，比如选择
和多样化冗余，系统将会更加复杂。
在不同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省份，使用的安全标准都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欧
盟应用的标准不同于美国。幸运的是，现在已经努力统一这些标准，如为该领域制定国际标
准的最被认可的组织 ISO 和 IEC。然而，地区和国家的特定标准仍然在使用（IEC，2010a）。
24

因此，机器的安全方面仍然需要从不同标准的角度来思考。如果产品被运到世界的不同地
区，产品和开发过程需要遵守不同标准和规则的需要，不同标准的多样性增加了开发者的
难度。
在高抽象层次编写机器安全相关的规则和某些标准，可以覆盖所有类型的机器。模式能
够提供一种缩小实际设计工作与标准及规则之间差距的方法。例如，（Vuori 等，2011）记录
了符合安全标准的典型方法；通过把它们和需求及标准相关联，设计工作能够更加高效地
进行。

2.1.4

实时行为

由于系统需要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快速响应，实时性能问题是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中心要
素。实时软件基本上是在响应时间上有限制的一种应用：期望的响应必须在实际事件发生的
特定时间之内完成。这也可以被看作特定信息效用的功能。在硬实时环境中，响应必须在一
个特定时间帧内完成；一条信息如果在所需时间之前或之后产生，它就绝对不能再被使用。
在软实时环境中，如果响应较晚，计算结果的作用将仅仅降低。当然，它的作用最终将变为
零。在控制系统中，系统通常是同步的，这意味着事件和响应应该同步。因此，对特定响应
仍然有用的时间帧也许依赖于其他的事件。在日常语言中，通常认为实时需求是控制系统对
事件展现快速响应的能力。正常情况下确实是这样的；响应需要以毫秒来计算，或者有时甚
至达到微秒级。然而，定义要求响应确保在某些确定的时间间隔内，否则系统就会失败。
对于实时性要求的原因通常在于控制过程自身。例如，如果软件控制高压电网中的 50 赫
兹交流电压的补偿，控制器必须迅速响应从而跟上电压的波形。正弦波具有 20 毫秒的周期，
为了对它进行正确采样，必须以至少两倍于电压频率进行采样，通常过采样用来提高测量的
精度。为了从电压的相位周期中获得 10 个采样点，就需要 2 毫秒的采样频率。如果采样失
败，高电压就有足够的能量从物理上破坏系统中的组件。因此，实时需求同样和安全相关。
实时方面与处理稀缺资源的模式子语言（第 11 章）紧密结合，因为机器制造商通常使
用具有有限处理能力的低端硬件来实现实时功能。如果一个事件需要相当迅速的响应，但处
理器在一个时间单元仅能执行少量的指令，响应将肯定被延迟。另一方面，如果软件体系结
25

构设计得很好，由若干层和接口组成，每个附加的函数调用将引起更多的指令被执行，这就
加重了延迟。因此，由于处理能力有限，实时性约束可能引发违反体系架构规则。这可能会
削弱其他的质量属性，比如系统的可维护性。软件优化通常由软件“黑客”加以实现，这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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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了体系结构规则。使软件运行更快的典型技巧包括忽略所有的动态分配，或者通过移除一
些操作降低应用的控制责任。
当然，很容易想到采用一些措施增加处理能力。通常更加高效的处理器是可用的，作为
摩尔定律的推论（Moore，1965），微芯片的处理能力一直在增长。然而，有理由表明增加处
理能力并不总是一个可行的选择。首先，高端组件的价格通常比低端组件高很多。控制器的
大厂商通常通过选择较为便宜的芯片降低成本。此外，没有足够可靠的处理器可用。在强放
射的环境中，例如在太空中，只能使用足够可靠的处理器，而这就限制了设计。在许多情况
下，高端硬件组件也对振动和灰尘更加敏感。
其他特征也会从具有更强处理能力的处理器中丢失。例如，微控制器也许缺少合适的总
线接口，或者没有足够的输入或输出端口。由于实时控制对于设计有特定的需求，它通常从
系统的余下部分分离出来，这个遵从关注分离原则（Hürsch & Videira-Lopes，1995）。这会
在 SEPARATE REAL-TIME（11.3 节）中解决，它会把系统分为两个层次，把实时功能从系统的
余下部分分离出来。
即使对于现在的需求有足够的处理能力，性能优化仍然被驱动到极限。这使得软件生命
周期中的优化更加具有挑战性。然而，即使是最小的优化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优化的累积
效果在系统的使用寿命期间是巨大的。考虑一个在海港用来堆放和移动集装箱的跨车。如果
在这样的系统中打开一个阀门能够快几分之一秒完成，那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就能够导致节省
一秒钟。上海港现在每年处理 3200 万个集装箱（JOC，2012）。每处理一个集装箱节省一秒
时间，合计能节省一年的时间。
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是一个无限循环，也被称为 SUPER LOOP。因为 SUPER LOOP 在某种
意义上不受约束，它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执行所有指令，因此它不适合复杂的实时控制。在
一个 SUPER LOOP 中，很容易计算出一个循环在最坏情况下的执行时间，然后就能保证在这
个时间下控制响应总是对这事件是可行的。因此，对于响应的上限是有界的。然而，循环中
的一些行为可能具有不同的实时需求，但如果需要的响应时间是循环时间的数倍，那这些行
为将只在循环的每 n 个周期执行。很容易在循环中增加一些额外的条件，比如增加一个循环
计数器和一个在每 n 个循环执行时验证真值的 IF 语句。代码清单 2-2 显示了一个例子。
代码清单 2-2

SUPER LOOP 中具有不同响应时间的两个函数的例子

然而，这给循环执行时间增加了变数，对单一事件的响应时间可能发生很大的波动。如
果循环时间同样被低端所限制，这也是有用的，可以通过在循环结束时等待一个时钟中断
来实现。首先，初始化时钟中断，从而在期望的间隔处引发一个中断信号。在循环开始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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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设置定时器为运行状态。在循环最后的指令中，让处理器在继续执行之前等待一个中
断，同时定时器被重置。在一些处理器中，等待一个中断可以在睡眠模式下完成，因此同样
能节省一些能量。如果控制器支持实时操作系统（RTOS），如 VxWorks 或 RTLinux，它将会
提供所有这些特征以使实时控制更加容易。另外，只要操作系统本身被移植到其他平台中，
使用一个合适的 RTOS 就可以使应用更加轻便。由于许多常用的服务都可由操作系统提供，
27

应用开发者的任务也会变得较为容易。

2.1.5

容错

机器控制系统通常要有高容错的需求。这些来源于一个事实，即对于工作机器而言，可
用性是最重要的质量属性之一。停工期会产生成本，因为机器不再生产或执行它的任务。在
最坏的情况下，这损坏了整个生产链。为了避免停工期，工作过程不应该被故障所影响。此
外，故障不应该扩大到失效，使机器完全停止。如果这是不可能的，在有故障的情况下，某
些种类的功能退化通常要好于完全崩溃。例如，即使机器的一部分出现故障，系统应该在某
种程度上运作正常。这种容错为设计设置了一些约束。
任何系统可能都有引起故障的设计瑕疵。在机器控制领域中，这些和桌面应用以及便宜
的消费者产品相比非常少见。工作机器和控制系统通常在配置之前要经过全面的测试和检
查。系统的设计通常使用严格的过程来验证，这通常是法律需要的。所有这些都是避免故障
的方法。然而，一些潜在的故障可能驻留于系统中，当遇到特定的没有被测试的条件时就会
引起故障。为了规避这些故障，就需要故障容错。
除了设计瑕疵，故障可能由于机器遭遇到磨损和开裂而产生。机器可以被设计为鲁棒的
和故障避免的，但它们操作的环境却非常恶劣。钻床可能在高温狭窄的隧道中操作，森林收
割机可能遭遇到零下 50 摄氏度的温度，而电梯则可能经历一场地震。机器执行的工作通常
是危险的，岩石可能会压碎矿用钻机的部件，而木料可能与收割机的外轮廓相撞，还涉及灰
尘、碎片、泥浆、水、震动和碰撞等。所有这些，加上时间本身，都会使硬件遭受磨损，进
而引起故障。系统遭遇故障的倾向可使用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来衡量。控制系统软
件应该检测故障，并且如果可能的话给予必要的弥补。
由于故障在任何现实世界的环境中都不能避免，我们不得不接受它们。容错需求源自不
同的原因。首先，所有停工都会引起损失，昂贵的机器不能产生价值而收回它的投资。如
果机器不能生产所期望的产品，就必须召集维护人员进行维修。如果机器在偏远的地方，维
修代价将高昂且费时。如果不允许停工，就需要有替代机器继续做机器最初的正在从事的工
作。发生故障的机器可能堵塞工作地点，比如矿井隧道，从而阻止替代机器的使用。即使机
器不能继续工作，如果它至少能被运回到服务地点，这也是最理想的。如果这不可能，它至
少应该能从工作地点移开。而且，在自主系统和工作于危险环境的系统中，一个简单的不合
时宜的错误，就可能导致丢失整个机器。例如，如果卫星的推进器不能激活太阳电池板面向
太阳旋转，而导致卫星失去电力，我们就将永远失去这颗卫星。
系统的容错性也应该阻止一些不适的情况，如人被卡住的情况。例如，如果电梯控制系
统出现故障，乘客就会被困在楼层间的电梯中。这些情况通常不会引起危险或者产生经济损
失，但它们会给人该产品不可靠的印象。这些情况通常可以使用 LIMP HOME（9.3 节）方法加
以解决，在该方法中，只有故障子系统被关闭，而机器的其余部分仍然能够运行。在一些情
况下，产生不可靠数据的故障传感器能够通过估计得以补偿，从而允许系统以十分安全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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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见 SENSOR BYPASS，9.4 节）继续运行。这自然忽略了所有的最优化，机器正在提供的服
务的质量可能不再是最好的了。然而，在一些情况下，安全规则也规定机器必须进入 SAFE
STATE（9.2 节）而不是试图从感知的故障中恢复。然而，有一些情况中，容错性也是安全特
征。例如，生命支持系统应该设法从所有可预见的故障中恢复。

28

容错性在通信中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完全可靠的通信信道通常是在实验环境之外一厢情
愿的想法。用于机器控制系统的大部分协议都被设计成有数据包丢失、重复、重新排序和
其他可以预期的错误，这些并不能完全阻止通信。在严重错误的环境中，吞吐量的损失或其
他小的质量影响（如增长的延迟）都会发生。然而，在拜占庭将军问题（Lamport 等，1982）
之后命名的拜占庭容错要实现的代价是昂贵的，在拜占庭容错中，要为以任一方式失效的
组件准备系统。现仍然还有少数实际协议能实现许多所需的特性，比如 UpRight（Upright，
2013）。
在通信中，通常在严重误码率的条件下，完全停止通信要比误解产生的风险更安全。由
于在故障条件下模拟信号的质量退化了，如果接收器不知道通信信道是不可信的，这就会导
致对信息的错误理解，因此基于数据包的通信要好于模拟通信。基于数据包的协议通常工作
于这样的方式，消息要么完全通过，要么一点也没有收到。
有若干种方法可以用来提供容错性。例如在设计层面，冗余是获得容错的常用方法
（Avizienis，1976）。在空间冗余上，设计中引入多余的备份组件，这些组件只有当错误发生
时才被使用。备份组件在出现错误的情况下，接管主要单元的责任。空间冗余能够应用于硬
件和软件，也适用于信息。对于硬件和软件冗余的讨论，见 1+1 REDUNDANCY（13.1 节）。在
一些情况下，冗余单元能够热插拔，因此错误单元可被移出维修或更新，总体上不会危及系
统操作。用于维护的时间对于备份单元应该足够短，以至于不会在那段时间内遇到错误。对
于信息冗余，在若干地点计算相同信息，并且 VOTING（13.2 节）机制用来决定正确的结果。
反之，在时间冗余中，相同单元从事若干次相同的计算，并且存储为后面比较的结果。有时
一个事件可能在所有的冗余单元中触发系统性的故障。为了安全起见，系统由不同的人或团
队来设计和实现，最好也使用不同的硬件。这种多样性将降低系统性故障的可能性。
如 果 系 统 出 现 故 障， 它 应 该 出 现 影 响 较 小 的 故 障， 而 不 是 影 响 严 重 的 故 障（Mann，
2002）。这意味着故障不应该影响整个系统，而只是系统的一个部分。在容错中，应该重点
关注所有的单点故障，因为它们可能会引起系统发生灾难性的故障。它们也影响冗余的设
计：冗余的单元可能读取相同的故障传感器，这些故障传感器就作为单点故障。如果这些单
点故障具有低的 MTBF 值，它们将成为系统中最薄弱的连接，并应该被增强或备份。同样，
不应该有故障传播到没有被故障影响的系统中，故障应该在系统的单一组件中被隔离。例
如，通信总线上的一个单一的故障节点，不应该通过反复发送错误帧而停止所有的通信。另
外，要保存检查点，从而能使系统恢复到故障发生之前的状态。任意故障的后果都应该尽量
最小化。例如，在数据库服务器故障中，只有一部分数据丢失，而不是整个数据库。这种思
想就是软故障原则。
容错同样具有缺点。容错能够遮盖问题，操作者也许会忽略故障而不对它做出反应。由
于系统已经不再对它进行补偿，如果随后有故障发生，就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例如，
由于过程仍然能够继续，一个冗余单元可能被漏掉而不是被替换。如果备份单元也损坏了，
那么整个系统就要停止。如果错误被遮盖得非常好，操作者有时不知道系统中有故障。因
此，控制系统要明确地通知操作者，并阻止这样的情况。如果系统主动而不是掩盖性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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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也许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
冗余也会带来代价，并可能占用空间以及增加系统的重量。代价能够通过降低使用部件
的质量加以减轻，但这可能导致比没有冗余的系统带来更多的错误倾向的系统。在一些情况
下，如果系统具有太高的容错性，系统测试也许就非常困难。使用容错软件的组件也会掩盖
被用作其输入的其他组件的故障。如果这种组件稍后改变为较低的容错组件，以前潜在的问
题可能会引起大的灾难。为了减轻这些问题，子系统应该被设计成快速故障（fail-fast）型，
使故障得以清楚地显示。故障组件不再用于继续处理，冗余组件会尽快接管控制。快速故障
的目的同样在于简化容错，即设计依赖于这样的原则，在故障的情况下基本没有什么工作完
成——冗余单元将维持这个过程。这有助于在一个组件中包含一个错误的情况。
具有多样性的冗余花费也更多，因为不像简单的备份，一个冗余系统通过使用不同单元
进行开发，而这些单元又通过使用不同的技术分别设计和实现。多样性是处理内在故障的一
个非常好的方法，但也存在依赖外部事件的一般原因故障（Randell，1987）。例如，如果矿
用钻机具有并排放置的冗余单元，一块摆放不当的岩石可能把它们全压碎。因此，组件应该
分散放置，不用有共同的能源供应，等等。这就会产生进一步的成本。
容错和误差容许紧密相关。在误差容许中，人为错误的可能性被移除，或者它的后果
被显著降低。这将在 MINIMIZE HUMAN INTERVENTION（Hanmer，2007）中详细讨论，它也是
poka-yoke 原则（Shingo，1986）中的一个例子。软件系统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向操作者询
问重要决定的确认。例如，如果操作者打算删除生产数据，系统就询问他们是否确定。相关
细节见 TWO-STEP CONFIRMATION（16.3 节）。
在我们的模式语言中，和一种模式子语言相比，容错是更多的一个方面。容错已经成为
模式子语言的一部分，但它不能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处理方面的模式通过模式语言传播。
然而，主要目的在于容错的模式可以被划分为 4 个不同的小组。第一组，WATCHDOG（5.2 节）
30

和 HEARTBEAT（6.3 节），讨论故障检测，有可能启动修复行动。WATCHDOG 可用于监视单一节
点内部的应用是否停止或是否具有比设计更长的程序周期。在 HEARTBEAT 中，系统中的所有
节点周期性地发送心跳消息，节点和信道的健康状态都被监视。
第二组，LIMP HOME（9.3 节）和 SENSOR BYPASS（9.4 节），描述了即使当机器的一部分出
现故障时，机器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运行。这使救援作业成为可能，并使维护更加容易。即
使机器由于故障而不能用于生产性的工作，也可以把它从工作地点移动到服务区域。
第三组，ERROR COUNTER（5.5 节）和 DEVIL MAY CARE（9.5 节），显示了如何从虚警或瞬时
错误中区分出真实的错误。当系统启动或当它的操作模式改变时，这些类型的警报特别普遍。
最终，最后两种模式是关于系统健康状态的测试。SELF-TESTS（5.3 节）描述了如何测试
包括很少使用的功能在内的所有功能是否正常工作。接下来的 FORCED INPUT VALUE（5.4 节）
讨论如何找出故障是在机器控制层面的控制单元中，还是在信道中。对容错模式感兴趣的读
者，可以查阅 Robert Hanmer 写的这个主题的书籍（Hanmer，2007）。

2.2

通用方法和挑战
机器控制系统的特殊特性在于把许多挑战强加于软件开发。即使这样，本书中的控制系

统模式语言主要集中于软件体系结构和设计解决方案。然而，这些解决方案本身并不足够
提供高质量的软件系统，需要一个具有很好的、很实际的软件工程实践下的复杂软件开发过
程。尽管本书主要是关于软件体系结构的，但我们不能完全跳过软件工程实践的讨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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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主题是相互依赖的。为了解释这点，Conway 定律陈述了“设计系统的组织被产品设
计所约束，而产品设计又是这些组织的通信结构的复制”（Conway，1968）。因此，我们也
需要讨论软件工程实践。当 Conway 定律以另外的方式被解读时，你可以说这意味着，当应
用这里提出的解决方案时，你同样需要考虑你的组织结构。例如，当决定如何应用 ISOLATED
FUCTIONALITIES（6.1 节）时，一个关键的驱动力就是建立该软件组织的通信结构。
自从敏捷宣言（Agile Alliance，2001）发表以来，敏捷软件开发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软件
工业。有时敏捷方法，例如 Scrum 方法（Schwaber，1995），被认为不能很好地适合嵌入式
系统的开发。然而，这不是典型的情况——而反之亦然：随着越来越多的软件特征为机器控

31

制系统所开发，较短反馈循环的需要在增加。法律可能要求安全关键软件使用传统方法加以
开发，隔离出安全关键部分，系统的其余部分可以使用敏捷方法来开发。因为敏捷方法允许
更快地响应商业环境中的变化，许多机器制造商已经采用敏捷方法。遗憾的是，采用和组织
的变换过程在具有僵化习惯的大机构中不能轻松的发生。采用敏捷方法，特别是 Scrum 方
法，遇到的挑战在 2.2.1 节中讨论。
自动测试是有效的高质量软件开发的先决条件，它也能很好地适合敏捷开发。然而，在
工作机器领域中，由于软件开发开始的时候，硬件可能还不存在：它也许还没有被建立，或
者它也许在开发期间发生改变，因此测试是充满挑战性的。而且，硬件组件伴随着固件，而
固件版本在开发周期期间可能发生改变，并引起测试上的问题。我们将在 2.2.2 节讨论减轻
这些问题的方法。
机器制造商通常生产一系列的模型用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为每种产品模型建立单独
的控制系统软件是没有益处的，因此经常使用生产线工程的一些方法。然而，生产线和生
产线工程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领域。我们在 2.2.3 节给出简短的介绍，对于更加详尽的讨论，
参考如（Pohl 等，2005）的工作，或者对于基于模式的方法，可以查阅 Schütz 的相关工作
（Schütz，2006；Schütz，2010；Schütz，2011）。
机器控制系统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是它们的长生命周期。因为产品需要在长时间内维护，
设计和维护软件的人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由于关键技术人员退休或去另一家公
司，他们可能离开项目。因此，所有和控制系统相关的架构知识应该被详尽的记录下来——
也就是文档化。文档也能帮助开发者记住系统是如何设计的。全面的软件体系结构文档在这
个领域具有实质的价值。不幸的是，敏捷宣言（Agile Alliance，2001）经常被误解，当使用
敏捷方法时不需要文档。实际并不是这样，敏捷方法不建议留下未完成的任务——反面是真
实的。我们将在 2.2.4 节中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挑战。
同样有一些现成的技术，这些技术把相同的问题处理为控制系统模式语言中的一些模
式。在 2.2.5 节中，我们简要介绍其中的一些。当为机器控制系统开发软件时，有很多方法
可以挑选，但也有一些缺陷。作者亲眼看见过一些公司为此而吃亏。2.2.6 节介绍了看起来
像是可行选项的捷径，但最终将会削弱软件开发。2.2.7 节为控制系统开发提出了一个声明，
这同样解释了这个原理如何能够应用于实际，以避免前面描述的缺陷。

2.2.1

控制系统领域中的敏捷开发

每次大师和他的学生坐着祷告时，修行处的猫总要进来干扰他们。因此，大师命令学生
们在修行处祷告时把它绑起来。大师去世后，这只猫在祷告时继续被捆绑。当这只猫老了
之后，另一只猫被送到修行处，从而确保大师的命令在祷告时能被忠实地遵守。很多年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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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师的信徒们写了关于祷告时捆绑猫这一仪式的学术论文。
——《大师的猫》
（Anthony de Mello，1984）
正如大师的猫这一寓言故事一样，如果人们不知道隐藏在其后的基本原理，很容易遵从
这些成为空洞的仪式的惯例。在软件工程中，组织建立了包含实践的过程。通常，这些实践
在其后具有坚实的基本原理。然而，实践的价值通常依赖背景。如果这些实践由过程强行驱
动，那就应该小心并反复思考过程是否仍然真正支持生产工作软件产品的主要目的。如果人
们只是看见空洞的仪式，那就很难说是否收获了软件实践的真正益处。盲目跟随一个过程很
容易变为主要目的，而最终结果却被忘记了。
在机器控制领域中，软件和硬件的紧密集成会引起问题——对于硬件而言，长期以来就
规定如何设计软件是很普遍的。硬件通常以严格的计划驱动方式来设计和开发：硬件设计由
工程团队来执行，可能包括液压团队、电子硬件团队和设计系统机械部分的团队。这种方
法并不一定是好方法，仅仅是典型的方法。软件和硬件都有自己的开发周期，硬件的开发周
期通常要长一些。如果软件团队不得不等待硬件被制造出来，这就导致其特征滞后于市场
需要。
由于在开发周期开始时并不总是清楚系统需求，大部分软件团队都希望以更加敏捷的方
式开发他们的产品。一些实验和原型通常用来发现基础硬件的局限性。另外，现代软件实践
促使不断的集成，开发者所做的修改不断地——甚至一天若干次——和主要代码集成并确保
这些修改作为软件的一部分进行工作。连续或至少频繁地集成是软件开发实践的关键，能够
避免开发后期的集成问题。项目末期的集成问题，经常会使该项目错过它的计划发布日期。
33

遗憾的是，过程的误解是很平常的。例如，众所周知的由 Royce（Royce，1970）首次
描述的“瀑布方法”，作为一种可靠的软件开发方法已经流传了数十年。这种模型描述了人
为因素如何巧妙地在开发的不同阶段进行。然而，由于这种方法将遇到风险并招致失败，即
使是原始论文也暗示该模型不能直接实现。更糟糕的是，在模型的自身解释中，人们已经忽
略了在开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反馈循环。由于 Royce 推荐了一种开发软件的迭代方法，在其
模型中提出了反馈循环。然而，瀑布模型仍然有它的地位，因为它很好地描述了软件开发周
期中的不同阶段。开发任何一个产品都有不同的阶段，从想法到具体可用的产品，这是很自
然的。因此，瀑布模型说明了一个软件首先要有一些“系统需求”，这个“系统需求”会演
化到“软件需求”。从这些需求出发，“分析”阶段就要被执行，然后通过“程序设计”和
“编码”，这个过程得以继续。代码将被“测试”，并最终进入“实现”。
硬件设计中也存在等同的阶段。在硬件设计和开发中，遵循这个模型也是合理的，在移
入下一阶段之前，会有一个质量“大门”，具有严格的验证和确认过程。因此，设计和开发
硬件，基本不存在阶段之间的任何迭代。这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后续阶段对硬件设计进
行修改代价较高，因此必须要有好的规划。然而，模仿这种方法对于软件而言效果不好：软
件是一个更具可塑性和更加抽象的概念。预测软件开发中的突发问题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老
手，并且仍然需要迭代。在某种意义上，阶段瀑布模型已经成为一只大师的猫，并已经转变
为运行软件项目的一个范例。
因此，人们倾向于相信软件开发中的事情在首次尝试的时候就应该做对。Royce 的文章
指出把测试拖延到开发晚期阶段会导致问题。如果在前面的阶段有问题或误解，例如在需求
分析阶段，那在测试阶段纠正它们会很昂贵。避免这种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所有阶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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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连续而迅速的反馈，而不是仅从一步到前一步。
测试应该被视为和开发并行的确认过程。测试应该自动进行，并允许回归测试。回归测
试就是以前写的代码被最新修改的代码测试，以便确保任何修改均不会引起在已经测试过
的代码中出现问题。开发中的软件特征的迅速反馈循环是敏捷软件开发方法的核心。Scrum
（Schwaber，1995）是一种知名的敏捷方法框架，并且是最流行的通用软件开发方法之一
（VersionOne，2013）。Scrum 和模式紧密相连：Scrum 框架已被主动记录为模式。有一个关
于 Scrum 模式的专门会议，即 ScrumPLoP（Scrum，2013）。Scrum 框架具有获得反馈的若
干种方法，包括通过产品和过程本身。Time Framing 是主要工具，用于把开发过程划分为称
为 sprint 的时间段。在每个 sprint 之后，产品的一个可验证的增量将准备好传输，并且客户
的反馈也能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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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的开发模型，在硬件团队和软件团队之间形成了一个不相容的通信和传输接
口。尽管敏捷实践正在进入控制系统软件开发中，但它不会没有问题发生。已经有研究
揭示了敏捷方法的未来挑战，挑战是敏捷团队和没有采用敏捷方法工作的团队的兼容性
（Baskerville 等，2011）。敏捷方法建议团队应该是跨功能的。由于机器控制软件和机械、液
压、自动化和电子密切相关，开发团队也应该有这些领域的一些知识。在任何情况下，软件
团队需要和硬件团队交流，因此需要一些通用语言。在敏捷方法中，工作机器应该这样被实
现，即一个团队负责机器的一个单一功能的实现，包括从基本的机械到软件。例如，4 个专
家的团队能够开发机器的一个吊杆，包括机械、液压、电子和软件，而另外相似的团队则能
开发传动系统的组件。
敏捷方法同样能够用于原型开发和试验设计。例如，假定一个团队要开发新的功能，比
如装载机的铲斗测高功能。这种设计问题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即试验硬件是一个一般的控
制器，并把所有需要的传感器和执行器放置于传统的装载机上。然后软件团队就有一个以敏
捷方法开发软件的平台，可以测试原理并生成可靠的体系结构。当实际硬件被设计出后，它
和一般硬件从经验获得输入，并完全支持软件所需的功能。然后试验软件就会很容易移植到
产品硬件中。这些试验也能充当倾斜启动开发（Ries，2011）的最小可行产品概念。
敏捷也影响体系结构。正如 Conway 定律所说的那样（Conway，1968），开发的组织和
体系结构密切相关。机器控制系统的体系结构通常是分布式的，因此开发者或开发团队通常
关注于运行在特定节点上的软件。这种架构是由应用模式如 ISOLATED FUCTIONALITIES（6.1 节）
和 SEPARATE REAL-TIME（11.3 节）所引起的。它同样倾向于这种情况，即开发者将具有在特
定类型软件方面的专门技能。一个在 IEC 61131-3 编程环境下编写主要控制软件的开发者，
不一定是采用 Qt 实现 HUMAN-MACHINE INTERFACE（16.1 节）的最佳人选。然而，这种方法创
造了 silo（Ensor，1988），并降低了团队之间交流的次数（Coplien，2011）。
silo 是一种工作模式，信息在该模式中只能上下流动。在软件开发的情况下，这意味着
人们不知道其他人正在做什么、他们进展如何以及他们是否有问题。如果不同的控制器软
件应用的依赖性非常紧密，这就意味着重要信息不能交换。另一方面，降低交流次数意味
着人人都将变得必不可少，因为他们在自己的 silo 中获得了许多默认的知识。如果他们“被
卡车撞了”，离开公司，得了重病甚至死掉了，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们继续进行开发。文档将
会对这种情况提供帮助，但最好是在开发过程中共享信息，例如通过每日例会和任意的结对
编程。
如果软件或软件开发是从一个转包商，或者更坏情况下是从若干个转包商处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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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o 问题就会进一步突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因为机器制造商通常缺少内部软
件开发人员——他们是传统的硬件开发商。因此，至少软件的某些部分倾向于被转包出去。
分布式团队和分布式工作模式是具有挑战性的。
Scrum 框架有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PO）角色的概念，他应该知道关于软件的所
有利益相关者的所有不同的观点。从这点来看，产品负责人应该有能力做出团队下一步应该
开发什么的决定，从而获得投资上的最好回报。机器控制系统软件具有许多利益相关者，从
操作者到维护人员，从装配线工人到不同的软件团队和硬件设计者，当然还包括商业和营销
人员。所有这些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产品负责人应该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做出决定。
在 Scrum 中，产品负责人制定必须要完成的所有的产品订单，并要以最好的方式进行
组织，以获得团队工作投资的最大产出。当然，一些利益相关者将实现软件中的强制性要求
方面，但是，团队只有有限的时间来实现这些，某些优化不得不进行。产品负责人的角色，
即使在传统的软件开发中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在有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机器控制系统
中，他们是独立的。因此，就不会奇怪这个角色通常会在软件项目中被忽略（Eloranta 等，
2013a）。因为没有单独的人会对产品订单负责，就会导致这些问题。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
是，即使正常分派产品负责人，但他们被组织中更高层次的管理者过度管理。由于产品负责
人觉得没人听从他们，也缺乏从产品订单中去掉一些项目的权威，因此也就失去了相应的责
任和义务。
在考虑软件开发方法时，安全性是一个重要方面。对软件的安全评估需要严格的过程
和充分的验证。另外，一些安全标准需要安全功能以瀑布方式开发，或者在从需求到编码
的前向工程节点中，或者在从开发的代码到需求文档的逆向工程中（Anderson & Romanski，
2011）。由于评估过的变化或者彻底使用文档记录过的代码变得非常昂贵，同时需要进行重
新验证，这将阻碍软件开发中的敏捷性。可以通过把安全关键功能独立封装为它们自己的组
件，来规避这个问题。组件以独立的方式加以验证。然而，这需要安全组件独立开发，也需
要通过接口和系统的其他部分进行合作。因此，两个开发团队之间的接口就出现了。
敏捷方法严重依赖“完成”的概念。这意味着一件特定的任务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工作。
36

开发者应该自始至终集中精力于一件单一的任务，以便能够迅速到达完成状态。这个原则在
精益软件开发中被称为单件连续流。然而，在代码被认为是可测试的后，如果测试不能立即
执行，上面的单件连续流就不可能。即时测试允许开发者立即修复发现的错误，同时清楚牢
记代码的结构。然而，这在机器控制系统中是很难实现的，原因将在下节说明。
建立来自终端用户的短期反馈周期同样是敏捷方法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在机器控制系统
中，很难有非常快的部署周期，因为机器操作者不会欢迎它们，即使有如 BUMPLESS UPDATE
（15.3 节）等技术加以支持。即便一个更新不会停止机器的运行，如果控制发生轻微的改变
或者操作需要以新的方式执行，那也会让人厌烦甚至是危险的。安全设备在没有广泛验证的
情况下不应该被更新。然而，快速反馈能否以某种方式被仿造，仍然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例如，模拟器对此有所帮助。

2.2.2

测试和模拟

测试一个机器控制系统能分成几个层次来完成，从单元测试到可用性测试。由于硬件开
发一般直到接近项目结束时才能完成，所以软件团队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来测试他们自己
的产品。另外，特别是软件还未完成的话，在一个实际机器上测试软件是麻烦、危险和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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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开发团队需要模拟器和简单的硬件在环路（Hardware-in-the-Loop，HIL）测试设备
来测试软件。
机器控制系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很难测试。有若干个原因能够说明为什么机器控制
系统比测试诸如桌面应用程序要明显困难得多。机器控制软件是典型分布式的，分布式系统
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消息传递问题。因此，在某个控制器上应用程序的功能依赖于从其他控
制器的消息传递进行正常工作。例如，一个收割机头部模块的进料功能需要来自驾驶室的消
息——激活一个按钮和控制操纵杆的位置。操纵杆移动的时间和变化频率可能也很重要。当
激活进料功能时，它启动进料辊并同时检查测量辊是否移动。这些输入 / 输出事件必须以某
种方式同步模拟至应用软件，这样应用程序就不会推断出进料部件被卡住了。最后，应用程
序将测量数据作为消息发送给驾驶室，再显示在图形用户界面上。因此，分布式系统中其他
功能的扩展性调用也需要执行测试，即使是最简单的测试。
系统节点之间的消息传递可能也会导致很难发现的时序问题。如果总线时序没有被考虑
进来，那么在系统集成之后就会引发时序问题。通常应用程序是运行在没有诊断服务或者
甚至是没有故障指示的硬件上，除非开发者或实时操作系统能够提供这些功能。因此对一
个机器控制系统的开发者而言，用一个分析器调试消息总线是一个日常任务。常用工具如
CANalyzer（Vector Informatik，2013），就能测试模拟系统的其余部分，并能建立单一节点
的测试案例。这些工具也能用来记录来自真实系统的总线消息并以此作为软件的激励。
敏捷方法通常依赖于持续集成和测试，从
而促使在较短间隔内进行工件的传送。在工作
机器领域中很难获得较短且自动的测试周期，
不可能安排一个地方把整个分布式系统集成起
来进行连续的自动化测试，只可能把一个单一
控制应用的最基本的单元测试安排在一段较短
时间内。例如，性能测试只有在系统的大部分
部件已经开发完后才能执行，可以为开发团队
安排简单的测试系统来测试他们的软件。这通
常需要一个运行在台式 PC 上的模拟环境，这样
控制应用程序就能在没有真实控制器的情况下

图 2-8

进行调试。图 2-8 展示了一个能运行在笔记本
电脑上的测试环境。

林业机械的笔记本模拟器。模拟能通过
真实操纵杆进行控制（经 John Deere 林
业公司同意转载）

由于模拟提供了一个软件功能可以在舒适的办公环境下进行测试的平台，它已成为测试
应用程序或系统的一种方法。模拟器通常使用和机器一样的硬件组件，这就确保了控制系统
运行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硬件在环路（HIL）方法。另外，如 Matlab Simulink 或特殊的模
拟框架（Lahtinen & Leppänen，2002）能够提供对物理过程和系统其余部分的模拟。典型的
模拟器装置包括运行模拟软件的 PC、真实的面板、操纵杆和踏板以及机器级的控制器和总
线。模拟器 PC 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大显示屏，来为测试者提供沉浸式体验。图 2-9 展示了这
样一种系统，这些模拟器也能用来训练机器操作者。
模拟器通常是专门为特殊的硬件和软件装置定制的。如果一个机器的设计做了大量的修
改，那么模拟器的软件也应该更新。由于模拟器的开发十分繁琐并且要求特殊的技术，例如
3D 建模，以及用来模拟机器物理部件动作的物理部分，这需要从模拟器的制造商获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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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制造商应该牢记如果机器控制系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和开放性，那么模拟器的开发
将从中受益。通过这种方式，模拟软件也能重复使用在
不同制造商的多种机器类型上，从而降低成本。2.3.4 节
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更多的讨论。
安全相关的功能对测试方面也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挑
战。由于必须确保按预期工作，它们可能会很难测试。
但是必须确保安全系统不能没有必要的触发，这样将会
失去可用性。有些安全功能不能在真实系统中测试，至
少不能广泛地在真实系统中测试，因为它们对系统会引
发极大的损坏，并且费用昂贵。例如，一个安全功能可
能需要多个不可重复使用的安全气囊。在另一方面，在
某些测试装置中，不管是模拟或者是现场测试，都应在
可能的情况下关闭安全功能，从而了解系统是怎样在安

图 2-9

全系统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工作的。另一个需要关闭安全
系统的情况是测试系统中的实际界限时，例如通过扩大

能用于多种用途的模拟器，从
R&D 到 操 作 者 培 训（经 John
Deere 林业公司同意转载）

支架或者是工具直到机器翻倒来确定机器的临界倾覆角度。安全标准要求特定的过程必须在
合适的位置上，因而安全测试通常是一个很容易控制的过程。测试是安全一致性的一个重要
部分：例如，在 ISO 26262（ISO，2011b）第六部分软件层面的产品开发中，对于道路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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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规定了需要进行软件测试的几个部分，包括单元测试、系统测试和安全需求认定。

2.2.3

生产线

消费者需要不同型号的产品，即使这些产品仅仅意味着相似的任务。例如，一块小面积
的土地使用小型拖拉机能够更方便地耕种。另外，有些消费者更愿意为了更精细的特征功能
买单，而有一部分消费者仅要求最小的功能，也不需要自动化。由于产品通常共享相同类型
的功能，从头开发和生产每个产品是很不明智的，制造商通常使用生产线来提供不同消费者
的需求。一条生产线包括一系列由同一制造商生产的相关产品。
使用生产线有很多好处。成本降低了，因为生产线中的产品都共享相同的硬件和软件解
决方案。也就是说，它们共享相同的平台。因为这些产品都拥有相同的功能核心，因此这是
可行的。这种相似会使备用零件的物流和存储更加容易，因为单一零件能应用在几个不同的
模型中，并且平台的生命周期会比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更长。此外，零件的相似性意味着更
大的批量制造，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共同的解决方案允许制造商制造工具用于生产线上每
台机器。另外，同一生产线上新产品的上市时间也会可观的缩减，因为当前的设计和零件都
能通用。这也意味着能够在相同时间内以最小代价开发相似的产品。
生产线中的产品通常都建立在相同的控制系统组件和控制系统软件的基础上，从而避免
维修代价变得太大。因此控制系统软件应该能适应不同种类的机器。为了支持扩展性和控制
系统的重复利用，应该创建控制系统的软件平台，从而提供生产线上所有产品的相同的软件
功能。平台也包含只能用于生产线上某些产品的特征。
生 产 线 与 Geoffrey A. Moore 的 复 杂 系 统 和 规 模 市 场 的 概 念 有 着 紧 密 联 系（Moore，
2005）。复杂系统制造商生产少量高品质的消费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开发是为消费者主动
联系开发的，而规模市场定位于低成本、大规模通用化的不需要直销的产品。Moore 认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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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公司的关注点不在于关注规模的大小，那么公司有多种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生产线可以支
持规模化生产的商业模式，而实际的机器可以定制，并通过多种变化集成于当前的解决方
案中。
产品间的变化能够通过增加具有可变点的平台完成，可变点处的平台代码用特定产品代
码定制。更多有关变化和可变点的信息，请参阅（Pohl 等，2005）、（Van Gurp 等，2011）、
（Webber & Gomaa，2004）或（Krueger，2002）。实际可变点是产品能实现的接口集合。其
他的机制也经常使用，例如回调和函数指针而非直接函数调用。变化通常包括各种硬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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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算法控制和选购配件的支持。框架通常是可配置的（COMPONENT-BASED CONFIGURATION，
19.3 节），这取决于所选的特征和机器的功能，所以特殊产品的软件只包括那些平台的零件，
这些零件是产品功能和硬件所需要的。这能减少硬件对存储空间的需求，因为软件的规模减
小了。
一条生产线的平台通常要求产品的主要特征满足该生产线的要求。因此，创建平台是很
基本的，并且也通常是设计生产线过程中最严格的部分。平台可能包括产品能执行的操作限
制和能支持什么类型的功能。这通常意味着平台为产品支持的操作能很容易实现，但是其他
部分可能需要更多的精力来完成，或者甚至可能不能实现。随后改变平台的核心解决方案通
常会很繁琐且昂贵，因为所有当前产品都会受到影响。平台上粗放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版本问
题，产品必须使用特定的平台版本而不是最新的，因此在最新版本中修正的故障应该被移植
到之前的版本中。另一方面，如果两个或者更多的平台被用在同一条生产线中，只有一条生
产线的优势可能会丧失。
因此生产线并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每个制造商都必须仔细考虑他们是否需
要这么多相似的产品来使用生产线方法，因为生产线也有缺点。通常生产线是独立于产品
开发的，甚至是使用以前产品的生产线。这就要求不同团队之间的交流，以及增加了对软件
体系结构文档的需求。每条生产线都必须有完好的文档来保证其上可以生产产品。此外，当
产品需要添加新特征时，或当前产品需要改变时，生产线是很难改变的。有必要研究产品的
一个特征是否足够通用到将其包含在公共平台上，或者仅在单一产品实现，而在必要时扩展
到平台上。如果使用了敏捷软件开发方法，这可能会繁琐且受限制。由于平台的开发需要时
间，增加开销，并推迟第一批产品的构建，因此一条生产线应该至少包含三个产品或模型才
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例如，据软件架构师 Janne Viitala（Viitala 等，2013）所说，如果一个
系统需要改变超过 20% 的部分，那么重新建立一个新系统会更划算。

2.2.4

文档

所有复杂系统都含有文档。文档通常被认为有两种功能（Coplien & Bjørnvig，2010）：
记忆和交流。文档在机器控制系统领域中特别重要，因为控制系统的生存周期都非常长，最
终人们会忘记软件的体系结构和设计思想。此外，当需要对一个旧系统进行改变时，最初设
计的参与者可能已经不在公司中任职了。由于机器制造商很少也是软件公司，它们更倾向于
子承包商和离岸分包软件开发。文档就是为了使外包和参与开发的团队保持统一。虽然这样
的文档不是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流的最好方式，但是它经常被用在分包设计者的交流之中。因
此应该牢记文档主要是用来记忆事物而不是为了交流的。
现在软件工程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有多少文档就足够了，详细记录事情的费用昂贵。
此外，扩展文档很难保持更新，并且一旦文档扩大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人能阅读它们。在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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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中无用的文档是浪费。敏捷宣言（Agile Alliance，2001）强调工作软件多过完整文档。
有时这被曲解成不需要记录任何事情，并且应用程序的源代码只能作为唯一的文档。即使这
可能对某些域来说已经足够了，较长的生存周期打破了开发者和设计师不需要其他附加文档
的希望。第一个完成系统实现的设计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所以他们所默认的隐藏信息可能
在没有正确文档的情况下丢失。自然地，相同的事情也适用于利益相关者以及需求背后的理
论基础。
如果代码注释以外的内容被记录下来了，那么至少一个区域应该被覆盖，也就是在系统
设计过程中所做的架构决定背后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些，如果需要做一个类似的决定，那
么同样的问题和决定必须进行一遍遍的检查。另外，如果决定背后的原理没有被记录，就没
有办法挑战很早之前所做的决定的合理性。解决方案存在于设计中，使得没人敢质疑解决方
案——其实它仅仅是已经实现的方法。
下面这个来自 AT&T，由 Jim Coplien 讲述的故事解释了理解决定背后原理的重要性。
1982 年，一个 AT&T 3ESS 电子开关系统的开发者对中继配置的某种算法产生了疑问。不久
这名开发者发现这个算法来自于之前的系统 2ESS，2ESS 系统的开发者又继承了 1ESS 系统
的思想。而 1ESS 系统的开发者则是继承了一个更老的机电转换的实现，即 5XB——他们只
简单地接受了之前系统的算法而并没质疑算法背后的原理。之后 3ESS 的开发者了解到旧机
电转换系统的最初开发者选择这个算法只是为了减少一些转换并降低成本。这个例子展示了
在原理没有被记录的情况下，解决方案是如何在开发者中间一代代流传的。
记录原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开发过程中显得重要的问题，可能多年以后就没那
么重要了。然而，显得不证自明而没有被记录下的事情可能会在十几年之后，需要做改变
42

的时候变得至关重要。通常在做出决定时会重新记录原理。这样的决定通常在支持和反对意
见都被讨论的会议中做出，这些讨论应该被记录下来以形成文档，否则这些信息就可能会
丢失。
通常只对一个软件版本保存最新的文档并不够。不同版本的产品被打包交给需要所有特
殊版本文档的消费者，生存周期中改变也是类似的。因此就需要一些类型的文档管理。文档
版本仍旧是暴露在开发者面前的普遍问题：你是如何知道哪个版本是最新的？通常文档会落
后于开发进度，并且不同的版本也会使用相同的文档。这可能会在开发者使用过时的文档作
为基础来进行开发时导致误解。因此需要努力来解决版本问题，例如使用维基，或架构知识
库，如 TopDocs（Eloranta 等，2012）来缓解这个问题。
机器控制系统领域一个典型的方面就是组件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强依赖性：一个版本的组
件建立在另一个特定版本的组成上，并且不能在其他版本上生效。通常这能保证一个软件
组件只能用在特定版本的硬件、它的固件以及依赖它的分量上。因此可能需要将改变从当前
版本移植到之前可能运行在不同硬件上的软件版本。如果有为特殊消费者定制的版本，那么
情况会更糟糕。版本依赖性和长生命周期的这种联合需要记录完好的代码、好的结构文档和
能互相兼容的版本信息。幸运的是，使用配置工具（参看 COMPONENT-BASED CONFIGURATION，
19.3 节）能较简单地管理不同版本。而这仍然不能降低对正确文档的要求。
长生命周期也给文档管理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下面的情况依然太典型了：接到消费
者的要求后，人们必须努力去找档案中 30 年前设计蓝图的纸质文件资料。除了这种手动归
档，通常或早或晚可以找到文档。但是现在要如何来做呢？真的有可能，例如在 2050 年，
还能管理现在的文档吗？如果文件都使用数字格式存储，到时软件仍然能够读取它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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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技术

在工程领域，有很多技术用于机器控制软件开发，用来解决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这些技术为我们模式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提供了现成的实施方案。然而，设计者有时仍
然需要自己解决问题，因为所选的技术并不能解决它们。另外，理解所选技术面纱之后的
运行机制，并对这些解决方案的记录和交流有一个常用的词汇表也是一件好事。例如，在
ONE TO MANY（7.1 节）中描述的问题通常在系统中增加现成的总线电缆和组件来解决，例如
CAN。此外，在 HIGH-LEVEL PROTOCOL（7.2 节）中描述的问题能用 CANopen 来解决。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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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实现了很多模式，例如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12.1 节）。相关的技术都被
罗列在这些模式中，这样你就可以决定是否使用现有的解决方案。有时可能需要自己建立解
决方案，例如你想要择优选择，那么一个现成解决方案就是多余的了。设计解决方案时的动
力在此将是很有帮助的。
市场中的有些技术能够用在机器控制系统中。通常这些技术为我们模式中描述的某些
问题提供了现成的解决方案，所以通常要决定需要使用哪种类型的体系结构解决方案。例
如，来源于汽车工业的 AUTOSAR（AUTomotive Open System Architecture，汽车开放系统
架构）是一个开放标准化的汽车软件架构（AUTOSAR，2013）。尽管它可能不适用于工作
机器，然而依然能从它的体系结构中学到很多知识。AUTOSAR 是由汽车制造商、供应商和
工具供应商合作开发的，它的目的是为开发软件和用户接口提供基础。AUTOSAR 描述了一
个 COMPONENT-BASED CONFIGURATION（19.3 节）中提到的类似的系统配置管理方式。为了实现
软件和硬件之间的解耦，AUTOSAR 使用了一个分层结构。这个体系结构包含三层：基础软
件层、运行环境层和应用层。换句话说，AUTOSAR 使用了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和
VIRTUAL RUNTIME ENVIRONMENT（12.3 节）中提到的类似方法。未来我们也许能在工作机器领
域中看到类似的开放标准，这可以允许第三方开发者为多个供应商提供他们的服务，并缩短
机器供应商方面的开发时间。在 2.3.4 节中给出了更多细节。
另一个知名的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数据分布服务（Data Distribution Service，DDS）
（OMG，
2007）。DDS 是一个基于发布者 / 订阅者结构的机器到机器的中间件标准。为了能对 DDS
给出一个简洁的介绍，我们邀请了一个该领域的专家来详细描述这个方法。
以数据为中心的中间件：实时系统中的数据分布服务
作者：Pekka Alho
分布式控制系统中的关键要求之一，是及时和可靠地把数据分享至所有感兴趣的节点。
幸运的是，通过使用如中间件的标准化解决方案，大部分与这个主题相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
并实现了。
中间件是一种关键技术，可以使控制系统节点协作成为可能，并能为开发者抽象出繁冗
的和易于出错的底层基础设施细节。通过为应用程序提供抽象通信层的方式，中间件允许开
发者专注于实际应用程序逻辑，而不是特定平台通信系统。中间件的另一个目的是简化从由
多个供应商提供的可重用组件中建立控制系统的任务。此外，中间件能够为本书中介绍的许
多通信模式提供实现方式。
实时系统中的数据分布服务是当前数据共享中间件之一，它由对象管理组织（OMG，
2007） 维 护。DDS 是 一 个 分 散（点 对 点） 的 和 以 数 据 为 中 心 的 中 间 件， 它 以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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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BE 模型（Buschmann 等，2007b）为基础。它的目标是有严格性能和可靠性要求的大
部分系统，包括大规模安全关键系统和嵌入式系统。DDS 已经成功用于很多研究和工业项
目，领域包括军事、工业控制、无人驾驶车辆和空中交通管理。
对移动工作机器来说，潜在的 DDS 应用包括系统节点之间的局部通信、机器之间的协
作和集群管理，等等。自从软件模块松散耦合之后，DDS 的动态本质也能用来支持不同的
机器配置，增加可选部件，或实现故障恢复。模块不直接使用其他模块作为参考，它们能被
装载或立即移除。
DDS 的核心概念是系统的一个信息模型、全局数据空间、基于主题的发布 / 订阅模型和
服务质量（QoS）策略。一个信息模型涵盖了物理系统和应用逻辑的基本实体，它代表了系
统的状态和能影响系统的外在或内在事件。从概念上讲，这个模型类似于数据库中的关联模
型，或面向对象编程中的类图。创建一个信息模型，包含识别实体类型以及这些类型之间的
关联，实体类型具有分配给它们的数据属性。与类图之间的区别是信息模型专注于数据而不
是行为。关系和面向对象信息模型都能直接公平地在 DDS 中实现。因此，设计工作也从接
口向创建以通信为基础的信息模型分散，模型将会在系统的预期生命周期中一直维持下去。
以数据为中心的 DDS 方法是建立在移除内在模块引用的基础上的。DDS 节点将数据异
步并匿名发布至一个分布的全局数据空间，而不是使用远程过程调用或发送点对点的消息
给指定的接收者。中间件将数据分发至所有的参与节点，作为整个系统状态信息最新的单一
来源。这增加了通信节点之间的解耦层级，并简化了演化的、可伸缩的、鲁棒的系统开发。
DDS 的基础设施中，并没有可能出现单点故障和瓶颈的中央代理或者服务器——通信是点
对点的和设备对设备的，这允许 DDS 运行在无线自组网上（Alho & Mattila，2013）。
发布 / 订阅模型让基于 DDS 的系统能有效伸缩，因为发布者没有指定数据的接收者。
发布者作为一个主题的数据写入者，有兴趣的订阅者作为数据阅读者加入这个主题。一个主
题本质上是一个用户定义的可扩展的数据类型（在信息模型中定义），该类型有 QoS 策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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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子集。中间件能自动发现新的写入者和阅读者，这意味着新节点能实时加入系统，并且系
统配置可以动态调整。一个单一主题可以有多个阅读者和写入者，如图 2-10 所示。主题中
的一个数据单元可以被选作关键值，并能用在之后鉴别引入的数据。
DataWriter
“gripper ”
DataWriter
“ posSensor ”
DataWriter
“limitSwitch ”

图 2-10

主题 JointPosition
主题 JointPosition
主题 SafetyAlarm

DataReader
“controller”
DataReader
“ systemMonitor”

全局数据空间

DDS 中全局数据空间和主题的概念。在这个例子中，deviceid 定义为 JointPosition 主
题的关键值。SafetyAlarm 没有关键值

QoS 规则提供了能够规定不同参数的能力，如截止时间、可靠性、数据生命周期、运输
优先级及资源限制，等等，从而控制 DDS 主题的局部和端对端属性。例如，可靠性原则开
始于“可靠性”，能被定义为“尽力而为”或是“可靠性”。例如，如果一个主题的可靠性
策略被设置为“可靠”，那么中间件就保证所有数据样本将最终被传送至数据阅读者。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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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或状态更新来说是令人满意的。而如果执行的是“尽力而为”原则，那么传送失败的数
据将不会被重传。这只在最近数据样本起作用时有用，例如对控制循环的测量。
中间件通过关联的 QoS 原则来管理数据的生命周期，并对要求的或给定的基础施加一
些策略。为了从主题中读出数据，发布者提供的策略必须与订阅者要求的策略相符。QoS 策
略也用来保证实时期限。最后期限可以用来设置数据新鲜度，并且订阅应用程序可以立刻察
觉它所期待的数据是否延迟了。然而，开发者或者系统积分器必须决定如果它们溢出了应该
怎么做，从而避免整个系统出错。系统的端对端技术性能分析也是必要的，从而设置合理的
规则来考虑相关影响因素，如网络结构。
由于协议桥可以在超过 80 个通信协议中使用，因此基于 DDS 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遗
留的传统和 ERP 系统来完善。为了保证不同供应商的 DDS 实现互操作性，这个标准包括
一个叫作实时发布 – 订阅协议的特殊线路协议。然而它们本身的实现并不是直接可交换的，
因为它们有供应商自定义的 API 和其他工具自定义的特性。这就引发了锁定供应商的可能
性，因此应该仔细分析供应商的选择。主要供应商提供了不同许可模型的实现，从开源到专
利。其他不同的要素包括支持工具、附加硬件、简易操作和性能。所支持的平台主要包括
Linux、Windows、Solaris 和 VxWorks。
总体而言，假如计算平台能够运行一个支持的操作系统，DDS 似乎是满足工作机器要
求的一个好选择。在（Prismtech，2013）中可以找到移动机器里 DDS 的具体用例，包括
农用车系统，此系统中 DDS 用来在联合收割机的内部组件之间传递数据，并用于持续卸
载操作中联合收割机和运粮拖车之间的连接控制。中间件也在不同控制系统有关的部分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可以利用 DDS 的特性，例如在容错模式中，如冗余发布者的 1+1
REDUNDANCY（13.1 节）中，或者在作为节点心跳信号主题的 HEARTBEAT（6.3 节）中。
DDS 的一个可能下降趋势是它发送命令并不像客户 – 服务器结构一样是简单直接的。
由于此标准不支持远程过程调用，命令必须以数据的形式展示。数据解析让调试变得更复
杂，因为它向故障添加了另一个潜在数据源。如果数据解析不正确，那么当检测出故障源头
时它就可能不是自明的了。中间件也会在消息的大小上添加开销，并消耗系统资源。然而，
DDS 实现只关注有严格性能和可靠性要求的系统。因此，它的实现已经是最优化的，并经
检验能满足这些系统的需要，并优于其他发布者 / 订阅者的实现（Xiong，2006）。最后，即
使 DDS 应用在任务关键领域中，标准版本并不能证明是安全的，尽管一些供应商也提供功
能受限的最优化版本。

2.2.6

常见陷阱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机器控制软件的开发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任
务。有几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出错，在这章中我们将讨论其中的一些情况。有些已经讨论过
了，但我们想将这些陷阱集中起来，以便于强调避免它们是多么重要。总的来说，这通常是
反模式的。
当每个交付的机器型号是一个单独项目时，很容易开始机器控制系统的开发。实际上，
这意味着每个消费者都用定制控制系统软件定制机器。如果生产量提高了，而商业模式却
没有改变，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基于项目的生产实践并不适用于批量生产的要
求。因为批量生产比定制项目要求不同的质量属性，系统的软件体系结构也会不一样。第 3
章详细阐述了体系结构是怎样影响软件质量的。例如，定制项目通常由原来的 R&D 组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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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使用要求指定供应商工具的 COTS 组件重新进行参数设置和
调整。然而，批量生产的机器通常是由单独的组织维护的，多个指定供应商的工具会导致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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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维修人员必须有多种工具来调整所有需要的装载在机器上的模块。另外，还需要详细的
知识来理解有些控制器和设备能通过机器的图形用户界面来配置，但是有少部分组件需要特
殊的关注及相应的工具。
供应商锁定是潜伏在每一个设计决策后面的威胁，架构师在设计决策中使用非内部产品
的组件。当然，尽可能使用熟知的、已经测试过的、大批量生产的、相对廉价和相互协作的
现成组件是十分明智的。这些决定能节省资源、时间和金钱，并且通常在组件能很好地适应
环境时提高产品质量。然而，当选中一个组件时，人们必须足够关注它们的技术路线图和支
持生命周期。如果一个 COTS 组件不能很好地满足期望的用途，那么系统的其他部分就应该
使之相适应，因为如果要求较低，COTS 组件供应商可能并不愿意对他们的产品做出修改。
选择一个完整系列的 COTS 组件可能更加有利，因为它们的互操作性更佳，并且可以
很快生产新产品。另外，很容易咨询到供应商。然而，如果之后发现使用了错误的技术，将
会很难修复，因为技术通常是一种基础性的体系结构决策，并会影响所有其他设计决策。因
此，如果一个系统不是为了这种变化而设计的，即使一个操作系统的支援服务终止了，可能
也要求根据应用程序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即使这个变化是预期中的，系统在设计时就考虑到
了它，准备工作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某些将应用从潜在的技术上隔离的体系结构解决方案
也会引起延迟，可能会使软件的开发更复杂，并可能阻止特定平台的优化。因此，不管是有
意或者是偶然，一个开发者可能打破孤立体系结构惯例并毁掉其可移植性。
另一个常见陷阱是国际化（通常简称为“ i18n ”）。因为机器制造商通常全球销售他们的
产品，本地化是有必要的。即使是设计阶段的选择性实践，也必须保证系统符合目标国家的
标准。不同的标准和指令也会影响机器的功能。因此，功能可能因机器输出的国家或州的不
同而有不同。
用户界面必须能支持不同的语言，即使有些语言是从右往左阅读的，等等。一个单独的
语言包可能值好几万欧元。在一些市场地区，操作者须知可能都无法阅读。在用户界面中，
设计标志等还需要考虑文化差异。例如，一个兔子标志并不是在所有国家中都表示“快速”。
另外，单位和具有不同夏令时设置的时区可能会导致问题。例如，在芬兰，从夏令时到标
准时间的变化出现在早上 4 点。所以必须设计好在芬兰使用的系统，如果事件发生在每晚 3
点，那么它不会在当时钟变化至标准时间时再发生一次或者是一晚内出现两个 3 点。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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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时间在不同的时间点改变，例如英国是在 1 点。这也需要在设计时列入考虑。
甚至是目标市场的天气和其他环境因素也可能会影响软件。当然，它们最主要的影响体现在
电子和机械的设计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开发不同的算法来适应不同的环境。例如，如
果散热不能维持硬件不被冻住，那么为了节省能量的检测可能会在寒冷环境中导致问题。也
有一些选择适用于特定的地理区域，而如果开发者没有这个项目的第一手经验就可能很难将
它们运输到指定区域。例如，在林业机器中，桉树的处理特性同其他温带树比起来有显著
不同。
尽管分包合约在工业机器领域很常见，这也可能导致问题。这些问题与分布式软件开
发总是比与本地团队的开发更具有挑战性的事实有关（Herbsleb & Mockus，2003）。正如
Conway 定律所说（Conway，1968），这个组织将由体系结构决定，并且反之亦然。其中的
有些问题在 2.2.1 节中有详细介绍。分包也引发了对详尽文档的需求，正如在 2.2.4 节中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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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文档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它很难保持更新，很难确定是否总在使用最新版本，并且通
常比直接交谈的效率低。
即使软件开发在集中团队中进行，这仍然会有问题，由于也有与其他团队的接口：一个
软件开发者必须与机械硬件、电子系统等交互。如果整个系统只能在当所有组件都就绪时的
开发后期整体测试，分布式开发也会导致“集成地狱”，这同样适用于硬件集成。因此所有
的硬件和软件团队都应该打破他们的成见并进行合作。
如果一个硬件团队和一个软件团队之间交流很少，那么硬件团队就会与软件开发者的日
常任务分离，软件开发者会选择廉价的组件来降低成本。有时这意味着省略冗余硬件，选择
低计算能力的处理器，选择一个更小的显示器或者类似的东西。遗憾的是，如果这样的行为
没有在整个开发中评估过，局部最优化可能看上去很好。硬件是影响每台机器销售的一个成
本因素，所以每台机器上节省几分钱都导致在几百台机器的生产中节省一欧元以上。然而，
局部最小化很少是整个系统的最小化。这样思考可能会更有利：由于硬件是按单位成本计价
的，而软件成本只计算一次，人们应该尽量压低硬件成本并用软件特性和优化来补偿硬件功
能。然而，这可能让软件开发者在稀缺的硬件资源下挣扎，并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设计和优化
应用程序。此外，如果他们不得不牺牲好的架构设计，或者硬件中成本效率的可用性修改，
那么内部和外部的质量都会丢失（参见 3.4 节），从而导致销量降低。另外，资源用于偿还技
术债务：可维护性、错误修复和开发新特性都十分昂贵。在这方面吝啬可能会在工具方面消
耗更贵：编译器、调试器、总线分析器和其他的工具都很昂贵，但是可能会在短期开发时间
中尽快回本。
软件体系结构也能造成陷阱。体系结构应该支持测试、好的诊断调试并且易于理解，否
则开发者会面临外在困难，并将不能达到软件的质量目标。如果有特定特征需要外包给第三
方，那么系统体系结构也应该支持向其他方开放的功能。
有时架构师会倾向于为系统创造一些质量属性（Buschmann 等，2012），并且过度泛化
是架构师容易犯的毛病。这通常会导致开发者用很多时间来开发体系结构并提高产品的内在
质量，如在 3.4 节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投资没有任何回报那这对资源是种浪费。由于很难对
未来进行预测，期望的重复利用可能不会实现。有些争论甚至认为软件重用总的来说是个传
说（Schmidt，1999 ；Tracz，1988）。由于设计缺乏具体化——心智模型在一个十分抽象的
级别上，导致软件实在太通用化以至于较难理解。架构师的主要任务是使软件体系结构在简
单化和复杂化中保持平衡。如果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太简单的体系结构是无用的，而太复杂
的体系结构会太难以理解，以至于无法用于最初的目标。
生产线由被产品所共享的通用零件所构成，是体系结构的扩展。它们会引发开发过程中
的惯性，因为所有的产品平台的改变都会影响多个产品。产品团队并不愿意让平台改变太
快，他们不得不为了改变目标而工作。因此，所有的改变都应该提前计划并与各团队沟通
好，把它作为平台的功能路线图。对产品开发团队而言，让他们自己的愿望在平台开发中广
为人知也是很难的，因为所有的其他团队也都必须考虑进来。因此，一个产品团队开发适应
他们需要的特性，并且如果特性足够普遍就会被集成到平台中，这是很常见的。
安全性也影响体系结构，并且也能导致陷阱。由于安全评估和安全标准的一致性会变得
繁琐，将安全特征扩散到整个软件中也是很昂贵的。更好的方法是将安全系统分割成独立的
安全组件。安全标准可能要求丰富的文档和来自开发过程的严格性，这可能会给正常特征开
发带来很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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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标准即使在技术领域也可能是双刃剑。一方面，标准尝试来保证不同供应商组件之
间的交互性，并让遵从特定标准的系统能够使用通用工具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供应商可能
对标准有不同的解释，并且某些由标准授权的特征可以有选择性地实现，因此很难从不同的
50

供应商那里集成组件。另外，在技术标准的专有阶段实现指定公司的特征也是通用惯例。这
些特征可能要么有改进，只能用来自同一供应商的组件进行工作，要么就尝试去隐藏商业机
密和知识产权。如果使用了专有特征，只有来自相同供应商的组件才能使用，这就可能导致
供应商锁定。另一方面，商业机密也很难为特定技术提供通用工具。另外，标准化的过程通
常都是缓慢的，所以相比目前的工艺水平，标准方法都已成熟和老旧了。

2.2.7

应对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为控制系统开发引入宣言。通过遵守这 4 条简单的原则，我们
知道了很多以前章节中讨论的陷阱都是可以避免的。当你具有适当的组织价值观时，你会从
这本书的模式中得到最多的收获。
系统思维高于局部最优化。任何控制系统都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整体并且以整体进行优
化，而不是在单独的硬件或软件层次上的局部优化。例如，在显示器组件上节省 3 欧元可能
会在软件开发中以指数量级增加成本。此外，廉价的硬件可能容易出现错误，可能需要在软
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因此，选择廉价硬件通常为机器生命周期中的软件带来很多变化，这
会显著增加成本。如果你为消费者实现了收益最优化，向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机器，那么消
费者可能会很愿意为了更好的显示器支付那多出的 3 欧元。
开放高于专有解决方案。在很多情况下，公司需要从组件提供商那里获得大量的开放
性，但是他们自己的系统可能并不对第三方开放。然而，一定程度的开放可能制造技术革新
的可能性，提供从制造商处创造出独立的新特性的支持，并使在最初的产品发布之后也能确
保这项创新。例如，测试系统可能变得更简单，因为大规模生产的模拟器和测试系统可以建
立在开放接口上，这使廉价的测试和模拟环境成为可能。
面对面交流高于全面文档。在工作机器领域的公司会为了软件特性而雇佣分包机构，然
而，即使在传统软件开发中，开源也是非常困难的。软件团队依赖于其他的团队，例如硬件
设计团队。长生命周期可能会导致系统比个人在一家公司中的职业生涯更长。改变领域知识
是具有挑战性的。不幸的是，文档通常是一种低效和单向的交流形式。如果你有超过 100 页
的体系结构文档，这极有可能是“为写而写”的文档——也就是说，从来不会被预期受众阅
读。所以，请使用面对面的交流来向分包者、其他团队和新来者传递必要的某些知识。文档
只用来记录那些确实需要记下的事情。
参与者早期沟通。对机器的需求应该在其开发的早期阶段就得到广泛的收集。软件不能
独立于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单独实现，例如硬件设计或机械设计。然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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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没有使用敏捷方法。误解可能会造成高昂的代价：如果软件特征最先完成，而规划的硬
件平台之后却发生改变，那么很有可能这个特征不能运行在新的硬件上了。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特征将不能够使用，很多开发的努力都被浪费了。因此，需要跨学科的团队为了一个
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所有参与者早期沟通非常重要，正如在《 Lean Architecture for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
（Coplien & Bjφrnvig，2010）中所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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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的新趋势
这本书中的模式是关于在该领域的现有解决方案。然而，在收集模式语言时，我们已经

看到在该领域的许多新兴趋势。其中一些纯粹是和商业相关的，机器制造商和机器所有者越
来越重视对整个生产链和已经部署的机器的管理。工作机器是即时交货（Liker，2003）生产
链所需的一部分：在需要时就应该立即产生出来，而不是滞留在库存中。
控制系统软件成为市场中重要的差异化因素。许多制造商知道如何生产机械性能良好并
高效的工作机器，型号之间的主要差异越来越多的是控制系统软件。该软件会影响制造商的
业务的许多方面，并为若干利益相关者服务。软件特性定义了许多问题的答案。用户界面是
什么样子的？这台机器有多容易操作？预防性维护的预测率有多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机器制造商在市场上必须投资于软件开发以便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随着工作机器上应用提供的服务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数据是由它们产生的。随着从
一台机器收集的数据量的增加，数据分析不再只是由设备上的硬件执行：它需要传输到云服
务或其他服务器进行分析。这需要机器上的通信信道的高吞吐量。同时，由于机器与外界的
联系和开放的网络，它使机器会遭受来自因特网的攻击。因此，信息安全成为设计中一个至
关重要的方面。新兴的信息安全重要性突出显示在最近的一项研究（Eloranta 等，2013a）。
为了能够修补一台机器上的系统漏洞，应该可以容易地更新控制系统。实际上，这通常意味
着软件更新可以远程传送，让维修人员访问每个部署的机器将是费力和昂贵的。
控制系统中对软件的需求日益增长。制造商需要专注于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他们需
要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控制系统软件的开发。这需要来自系统和制造商方面新层次的开
放性，而各方之间的接口标准化可能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它是一种较慢且昂贵的解决问题方
式。标准化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来自各贡献方的广泛参与。标准化版本也可能会导致问题，
因为不同的供应商可能坚持一个标准的不同版本。未来可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方法。
另一个趋势是工作机器必须遵守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石油价格不断增长，因此我们很
可能会看到最小化燃料消耗的创新。最小化排放量和机器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足迹已成为一
个重要的竞争优势。创建更加环保的机器需要新的方法和技术，例如新型发动机。这些在工
作机器硬件上的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到软件，但如何影响仍有待观察。
在过程控制方面，目前为止的系统网络化，正在密切跟随传统软件工程的发展趋势。云
服务器和虚拟化的服务器在领域中已经成为普遍做法。这些趋势如何影响机器控制还有待观
察，但它们在那里绝对有应用。云服务器可用于处理机群管理中的数据，虚拟服务器可以用
来改善操作者级别软件的安全性和便携性。
随着机器变得更加高效和多产，单个客户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机器来运行他们的业务，因
此制造商必须寻求新的商业模式。其中最有希望的是为其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机器提供扩
展性的服务。现在制造商收入的 80% 可以源自服务业务。一些制造商甚至试图将提供机器
本身作为一个服务：机器不需要购买，而付费的是机器提供的服务。这一点和其他新的发展
趋势会在下面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2.3.1

编排多台机器

生产管理系统正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以下情形，各种机器是生产链的一部分并需要交
换信息来产生额外的价值。这需要不同机器的编排、机器和其他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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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管理系统的紧密集成。
考虑纸张生产中的一个例子。造纸厂使用木浆造纸，为了获得纸浆，需要原材料原木。
对纸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周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生产必须适应市场需求。由于当原
木堆放时导致原木质量的下降，库存必须保持尽可能小。因此，造纸厂必须声明对原材料的
需求，该声明通过使用生产管理系统传递到森林收割机。这样的管理系统通常包含企业资源
计划应用（ERP 系统），用于优化生产链的工作流程。原材料的请求作为一项工作计划，通
过 ERP 系统发送给操作者。操作者控制收割机从指定区域砍伐原木，并向 ERP 系统发送回
原木桩的位置，或直接发送给一个货运公司。货运公司接收到位置列表，并以最优次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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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也可能是通过 ERP 系统计算。货运公司将原木运载到最近的道路，并通知等待装载
的原木卡车，如图 2-11 所示，然后原木卡车运送原木到造纸厂。生产链中的编排操作将等
待状态最小化，在该状态中，机器在等待工作，并最小化原材料的库存。

图 2-11 为了收集原木，两家货运公司合作，从货站运输成堆原木到道路上（经 John Deere 林
业公司同意转载）

生产链中的多台机器通常组成一个机群。机群管理系统编排机群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机群管理系统还可以监测机群的健康状况，并在事件发生前通过比较它们的数据发现潜在的
故障。然而，由于成千上万的传感器一分钟数百次记录位置、速度、液压油流量、温度和其
他变量，所以一个典型的制造系统会产生巨大的数据，此数据需要存储并从机器传输以便分
析。所有这些从机器上收集的信息会影响它们的编排，因此机群管理系统往往需要远程连接
到机器上。很显然这将带来一个威胁，因为机器连接到因特网上。当谈到现代嵌入式系统，
人们可以听到物联网这个术语，因为各种机器和系统都是通过因特网互连的。
机群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它允许跟踪机器的位置、方向
和速度。这些信息可以用来选择最近的可用机器以执行任务，也可以基于警报来创建地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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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例如，一辆送货卡车将至仓库，可以提前通知叉形起重机工作即将开始。使用 GPS 跟
踪，如果它们接近交通堵塞，可以通知它们规避该地区，从而更有效率地执行它们的任务。
同样，机器可以避开危险区域，例如事故区。这样的环境变化也会影响工作的全局优化。如
果一个通往工作区域的道路被道路工程封锁，机器根本不可能到达工作区域。在这种情况
下，机群管理系统可以从另一方向向工作地点发送另一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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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群管理系统的功能通常包括诊断功能，使系统维护能够有效地计划和调度。这将开辟
比较不同机器的里程数、耗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可能性。机群管理应用程序还可以遥控
安全，当车辆被标记为停止或不在操作中时，它就不能启动。有时，一台机器在操作时甚至
可以安全地被机群管理系统禁用。例如，授权者可以通过降档来逐渐降低车辆速度，限制节
流能力，或经由管理系统衔接制动系统。该系统还可以警告机器操作者车辆失效即将发生。
车辆停止后，系统可以锁定执行器并防止发动机被重新启动。机群管理者还可以找回被盗的
车辆，同时减少货物丢失或被盗的机会。表 2-1 总结了机群管理系统中最常见的使用情况和
功能。
工作机器中的控制系统具有有限的处理能力，不能在其上执行详细的数据分析，数据被
收集到一个中央存储库中。这给了机群管理系统一个“全局”视图。此外，可以与其他机器
比较数据，以分析一个特定机器是如何运行的。机群中的机器可能来自不同的制造商，创建
通信的常用手段面临挑战。目前只有少数的通信标准，其中最流行的是 OPC/UA（Mahnke
等，2009）。机群管理中的接口开放性是必要的，从而允许不同类型的机器可以互操作。如
果机群管理应用程序使用公共和开放接口，它可以用于将机器加入机群，同时保持机器的
接口只能由机群管理应用程序的开发者访问。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YSTEM ADAPTER
（18.4 节）。
从 控 制 系 统 的 角 度 来 看， 机 器 是 通 过 REMOTE ACCESS（17.4 节） 和 FLEET MANAGEMENT
（18.1 节）应用成为机群的一部分。机群管理应用程序从机群管理系统的服务器中获取最新
的工作计划，依赖于系统，机群管理应用程序通过使用已经存在的用户接口、驾驶舱计算
机或 iPad 之类的平板电脑，把工作计划展示给操作者。这个领域已经广泛使用大量的机器，
这些机器很多可能已经很旧，由各种厂商制造，并且通常没有任何机群管理的支持，因此需
要改造方案来编排它们。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机器中的信息仍然是手工收集，在机器的驾驶
室内使用额外的 PC 或平板电脑：操作者必须输入数据，如生产报告和工作时间。一个更好
的方法是添加一个模块，独立于旧的控制系统运行集群管理应用程序，并且在机器上安装集
群管理系统所需要的硬件，如附加的传感器，使得可以自动收集数据。
编排多台机器可能的能力和实现方法差别很大，所以这些问题值得拥有它自身的模式语
言。本书中，我们把重点放在单一机器如何成为机群管理系统的一部分，以及机器之间的通
信是如何组织的，因为这些都是单一控制系统应该提供答案的问题。
表 2-1

编排多台机器时机群管理系统的可能性能的简短总结

性能

描述

GPS 跟踪

在地图上跟踪和标识出机器的位置、速度和航向

诊断

从机器中收集使用时间和耗油量等不同的信息，这也帮助管理机器的生命周期

区域限定

当机器进入或离开预先设定的区域时，触发警报、通知和功能等

远程控制特征

远程控制机器，例如通过机群管理应用程序，激活或禁用机器，以阻止未经授权的使用

驱动分析

监测操作者较之其他操作者的工作效率，用来强化调操作者特定方面的训练

出行分析

用来为工作计划建立不同出行的概貌，并估计特定类型出行将花费的时间

车辆分析

帮助确定哪种机器最适合特定类型的工作

车辆有效性

帮助确定特定的机器类型运行的效率

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在工作变动期间也能够发送至操作者，从而便于响应即将出现的生产需要

生产报告

在工作变动结束时，机器操作者可以直接从机器控制系统给 ERP 系统发送生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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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作为商业的服务

服务围绕工作机器。如果维修服务由机器制造商或授权的分包商提供，这是一种在产品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产生收入的方法。此外，良好的维修服务会提升客户的忠诚度，在拥有
多年所有权之后，给人一种良好的客户关怀和质量的感觉。服务活动可能有非常大的利润，
在某些情况下，服务业务的平均利润率超过整体业务单元盈利的 75%（Glueck 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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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也是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业务领域。例如，在中国过去的 25 年中，服务行业增长了
191%（Paulson，2006）。部分增长是在传统服务中，制造业也正在经历一个范式转变，即
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例如，汽车行业的服务和配件供应的平均份额是整个企业业务的 37%
以上（Deloitte，2006）。
也有可能不是简单地出售工作机器，而是把机器的核心操作作为服务。在这种情况下，
客户购买的例如是一个钻孔服务，而不是钻机本身，客户在钻孔米数或一些其他票据的基础
上支付费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台机器是租给客户的，机器制造商的责任是确保服务在客
户需要的时候是可用的。如果一台机器发生故障，并且客户由此失去业务，这可能需要对客
户进行补偿。这些补偿可能迅速破坏不能保证可用性的任何业务。无论如何，客户都会不满
意，并当他们后面需要服务时，就可能转向其他公司。此外，服务的时间窗口变得更小，当
需要机器时，宝贵的时间不能浪费在维修上。因此预防性维护成为机器维护计划更重要的方
面，并且控制系统软件应该帮助规划这些维修间歇。
无论客户什么时候需要机器服务，机器就必须工作，它需要来自机器控制系统的高度可
靠性、可用性和容错能力。所以，软件应该提供足够的信息用于维修和预防性维护——请参
阅 DIAGNOSTICS（17.1 节）。此外，故障容错应最大化，即使它需要额外的硬件投资，如 1+1
REDUNDANCY（13.1 节）。通常，这着重于监控部署机器上的业务，优化它们的管理和维护，
以及在识别问题范围的安排中具有更高的透明度。
转向服务业务也为从批量生产转向更高利润率的定制产品提供了一个机会。由于机器
的生产成本仅仅是总价格的一小部分，它的价值来自于
服务和如何使用这台机器。面向服务的商业模型清晰地
预期支持服务业务所需的所有信息是可用的。在实践中，
这意味着机器不再独立工作，并且它对于制造商和客户
的业务至关重要，这些业务中多个来源的数据可以连接
起来并加以分析。
生态趋势强调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
响要最小。因此向客户提供服务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做好
维护，达到生产排放量最小化，使得机器在其生命周期
内最佳地工作，并最终做好报废。关于在控制系统背景
下环境问题的更多信息，见 2.3.5 节。机器控制系统可以
在其生命周期中提供诊断数据，以便维修人员能够远程
精确地定位问题，在到达客户站点前准备维修工作。维
修人员出现在一个站点，这通常被视为良好客户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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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印 度 的 Metso 公 司 现 场 服

标志（图 2-12）。客户认为他们在服务合同上花费的钱有

务人员（经 Metso 自动化公

了价值，并且当维护中断很短或根本不存在时，效果是

司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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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的，所以适当的准备至关重要。
提供服务的一种方法是在机器的生命周期内提供附加的应用程序。针对第三方软件而
言，这通常需要一些开放性，见 2.3.4 节。应用程序会比一个基本的控制系统给终端用户提
供更复杂和集中的服务。例如，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可以为操作者提供一种在出现问题
时联系维修服务的手段。这种类型的应用程序很容易实现，并且能够营造一种良好的客户
关怀氛围，从而产生客户忠诚度。除了单机应用程序，机群管理可以作为一个服务：FLEET
MAGEMENT（18.1 节）描述了如何使机器作为机群的一部分功能。

2.3.3

自主和智能机器

有些工作环境对人类来说是危险的或不方便的，如核反应堆内部、矿山或火星表面。在
某些工作环境中，进行的工作是机械性重复，不需要人类的参与，不然成本高昂。有些任务
可能对安全或响应时间有要求，从而妨碍人类去执行任务。对于对人类有危险的环境，可以
采用自动引导机器。这样的机器可以自主地工作，而不需要直接人为干预，在制造工厂或仓
库周围搬运材料是工业中最常见的应用。在实际应用中，自动引导机器经常是移动机器人，
一般跟随地面标记或地面导线，或者使用视觉或激光系统。自主机器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由
Google 开发的无人驾驶汽车，该汽车根据存储于其地图数据库中的速度限制行驶，并使用
传感器系统维持和其他车辆的距离。
自动导引系统的问题在于安全性必须得到保证。因此，如果人类或如其他机器等未知的
障碍进入工作区域，自主机器通常必须立即停止。另一方面，虚警要尽可能少，以保持系统
效率。一个基本的解决方法是物理地隔离工作区，以使进入该区域的机器自动地停止移动。
由于这不总是可能的，安全背心或其他衣服可以帮助机器注意到人。然而，可能难以确保所
有人员在危险区总是都穿上所需的衣服。例如，一个人在进入这样一个区域时，可能忘记穿
上安全背心。最近有人研究了这个问题（Milos & Billar，2013 ；Pradalier 等，2005），因为
它可能会妨碍自主系统的广泛使用。
智能自主机器是从自动导引车辆演化而来的，并尝试根据以往的经验来优化它们的工
作。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智能机器有一个人工神经网络，其结构是事先确定的，并通过学习
过程来优化。智能机器在它们工作期间学习，并在人工智能（AI）的帮助下，学习对特定刺
激应该具有的反应。例如，上班时间之前，智能电梯会自动停在一楼，因为人们早上上班时
会在那里需要它。类似地，下午时电梯可能重新定位其初始位置于建筑物的上层。
这种自主智能需要更多来自工作环境和机器状态的详细信息。使用预编的工作程序不再
足够，因为机器必须能够自主地应对环境中的变化。例如，火星探测器 Curiosity 可以自行
决定如何在火星上安全地行驶（Webster，2013）。要做到这一点，探测器必须分析它运动时
提取的图像，以确定一个安全的路线。自主决策在 Curiosity 项目中是有益的，特别是当路
径安全不能由地面控制确认时——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距离造成的通信延迟使这种安全确认完
全不切实际。
如果几台机器共享一个工作环境，自治性需要它们之间进行大量的通信。它们必须交换
它们的决策信息，并根据当前的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一台机器可以传播诸如工作环境的变
化等新信息到其余机器上。以这种方式，其他机器对环境的认识得以拓展。例如，一辆汽车
可以提醒下一辆汽车道路上有冰，下一辆车就可以提前准备好减速以避免发生事故。
在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领域，自主和智能机器是相对较新的，一般无人机器仍然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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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类遥控。只有少数模式，如果有，会出现在现有设计中。出于这个原因，本书的重点是
一个 CONTROL SYSTEM（5.1 节）所提供的接口和数据，以便机器能够智能化和自主化。我们
仍从单一的工作机器的观点来讨论这个话题。其余的主题，如人工智能、对外部服务器的通
信网络和 ERP 系统，会简单地讨论，但它们的实现不是本书的焦点，因为这些主题可以很
容易地从它们自己的模式语言中形成。

2.3.4

第三方软件的开放性

传统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垂直的——也就是说，制造商们认为，获得从原材料到组装的整
个生产链将有利于他们的业务。这种商业模式依赖于规模经济的优势。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
子是福特收购橡胶园来供应橡胶轮胎。然而，长生产链容易在经济周期发生变化。在生产链
中的单一干扰可能导致整个链的问题，其中，一个阶段没有足够的材料供应生产，后续阶段
就会缺乏资源。如今机器制造商更加关注制造特色产品，他们专注于机器的设计和组装。有
些制造商还转包装配环节，仅专注设计。机器制造商的商业模式是横向的，这意味着他们的
产品是在同一水平进行细微改良，并且分享相似的技术——例如森林收割机的制造商和代理
商。这使得制造商能够从技术专业知识和投资于他们的产品平台中的领域知识中获得协同效
应。由于这种更加聚焦的方法，只需要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即使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业务仍
然保持可行。
为了实现横向协同作用，机器的设计通常是模块化的。例如，框架和吊杆由机器制造商
设计，而在框架上安装一台合适的发动机。模块化还通过分包反映到业务上。例如，随着柴
油发动机广泛应用于移动机器中，制造商通常倾向于采用相似的发动机设计，使用由专家开
发的发动机是明智的，所以柴油发动机是从发动机分包商处获得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软件，软件设计的相当大的比例也通常被分包。这可能是机器制造
商信念的结果，他们相比于软件开发更定向于重工业。然而软件特征的开发需要该领域中详
细的经验。分包商并不总是具有特定领域所需的机器控制系统软件开发的专业知识，这可能
会导致问题。《 Embedded Software: Facts，Figures and Future 》
（Ebert & Jones，2009）说明，
经过 2 ～ 3 年的学习曲线，一个外包软件工程项目的成本节约仅有 10% ～ 15%。
机器制造商生产所有的软件服务往往是不可能或不可行的，因为他们要专注于自己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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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业务。因此控制系统的核心功能不能总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此外，在现代移动设备控制
系统软件中还有若干可选功能，开发这些功能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机器控制软件的商机
可以通过第三方供应商来填补，通常会扩展基本系统的核心功能。为了使第三方软件供应商
有可能通过缺失的服务使系统延伸，即使机器已经部署，仍然需要有一个扩展机制。例如，
来自第三方的机群管理应用程序可以和机器控制系统集成，并可以使用机器提供的 GPS 定
位信息。此外，地图软件提供商应该可以在工作机器上安装自己的地图，为使用地形图的操
作者提供详细的地理位置信息。
控制系统软件的扩展机制应该从第三方软件的角度使之成为一个平台，它应该为第三方
应用程序提供运行时环境，并访问控制系统所有需要的信息和功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
放性，平台应该对开发软件的任何人开放。因此，该平台接口应是可用的和有据可查的。
除了第三方供应商，内部开发也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完成。这有助于集中开发，因为应用
程序和平台之间的接口是已知的和定义良好的。平台接口用于内部项目还为平台开发人员提
供了来自平台特征方面的有价值的反馈。他们在被外部开发者使用之前，还可以测试实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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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该平台也可以为建立在它之上的其他生产线开放。2.2.3 节提供了关于构建生产线的信
息。共享一个跨生产线的平台，使已开发软件的部署设备基础最大化。最终的目标是把产品
转换成一个生态系统（Bosch，2009）。
开放的接口具有几个优点。它允许第三方开发机器制造商不愿意集中开发的软件，并
且它增长了潜在的开发者基数。正如在 Eric Raymond 的著名论文《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Raymond，1999）中说明的那样，“许多头脑必然胜过一个头脑”。创新不是机器
制造商的想法，可以作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大开发群体出现，该群体在平台之上开发他们自
己的软件。这将导致参与式商业模式比严格控制模式更多。作为平台提供者的机器制造商，
应该认真考虑给第三方商业机会和一个蓬勃发展的坚实基础。这将创建一个软件生态系统，
各方都会从中受益。这在其他领域也能够看出，如手机应用程序商店的形式，在该商店中，
第三方供应商可以销售自己的应用并产生收入。该平台提供者从许可和规定中获得他们的份
额。最终受益的将是一个更满意的客户。此外，如果客户已经投资了很多运行于特定平台的
软件，它会创造出“黏性”：客户不愿意通过改变平台来失去他们的投资。当然，应用程序
商店远远不是机器制造中的最新发展水平，但已经有了一些实验，例如汽车上的信息娱乐系
统的应用程序商店（Eklund & Bosch，2012）。
开放式接口的另一个好处是第三方可以在它的生命周期内，为继续支持机器控制系统采
取一定的责任。例如，为了改造旧的机器而适应新的硬件可能被作为第三方的软件加以实
现。在某些情况下，客户可以在其寿命有效期内使用开放式接口，自己做修改并添加到系统
中。在未来，官方支持结束后，将存在特定机器控制产品的兴旺的开源社区。
开放式接口也有不足之处。对第三方的开放性带来了保密和安全问题。即使机器上的机
械安全系统可以防止最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第三方软件出现故障，系统的可用性可能会
打折扣。例如，运行在自己硬件上的第三方软件连接到控制系统的总线上，即使它不发送命
令，也会无意中引起问题。如果第三方组件向总线发送错误帧，它可以带来整个总线的瘫
痪。信息安全也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附加模块是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这使它很容易收集信
息。这会在 THIRD-PARTY SANDBOX（17.3 节）中加以说明。
责任往往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事情出现差错，通常被归咎于机器制造商。正是由于机器
制造商的利益，使其真的很难通过使用机器控制系统引起危害，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可以很
容易证明第三方软件是否以危险的方法使用该系统，或者忽视安全规则。每当第三方应用程
序和基本控制系统交互时，就需要某些类型的审计日志。
机器制造商必须意识到的是，一个接口发布后，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它不应该改变：
如果他们的软件停止工作，第三方开发者将失去业务。这是给他们的额外任务，如果接口改
变，保持他们的软件更新，因此，如果没有其接口将如何演化的完善计划，他们可能会考虑
放弃该平台。
标准是一种方法，用来建立在两个不同当事方之间的已知和安全的接口。然而，任何标
准化过程相对较慢，并且快速演化的技术落后于领先的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应该涉及所有相
关方，否则标准将只反映预期用户一个子集的要求。当一个标准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新的领域
时，也是如此：标准的解决方案在新领域中可能是次优的。例如，CAN 最初开发用于汽车
产业，但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诸如机器控制系统等相邻领域。当然，也可能为每个领域开发一
个新的最佳标准，但是，坚持现有标准的硬件容量以及大量可行的 COTS 组件可能会有超过
新标准的好处。特定的第三方标准开放方式无需大量的定制来开发自己的产品。例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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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ACCESS 数据（17.4 节）是访问所有独立于域的移动设备的标准化，DIAGNOSTICS（17.1
节）和维修将更容易实现。OPC 统一架构（Mahnke 等，2009）是机器控制程序和第三方应
用程序之间通信标准的例子。

2.3.5

能源消耗和生态效益

控制系统中的一个发展趋势是生态效益和能源消耗的最小化。这通常被称为清洁技术，
这意味着该产品或机器的效率提高，而能量消耗及由机器造成的废物等减少。节能改善中的
一个特别领域是工作机器的燃料消耗。例如，一个装载机卡车可能具有一个 48 升柴油发动
机，在满负荷和上坡的情况下柴油消耗高达 200 升 / 小时。大多数所消耗的能量被转化为机
器的动能，但一旦操作者踩下刹车，此动能就转化为热量并损失掉。
电力可用于拉平能源消耗的高峰。柴油发动机不再为最大的能源消费高峰而设计，但比
在最坏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更小。这些更小的柴油发动机都伴随着电动马达，在高消耗的情
况下辅助柴油发动机。这种方法的理想机器对能源的需求变化大，而平均能源消费又相比峰
值小。
像这样的汽车混合动力已被使用多年：1996 年就有了丰田 Prius。但混合动力轿车仍保
持在边缘产品，因为客户仍然在发动机的动力和性能方面有需求。然而，在工作机器领域，
在未来可能更快吸纳该技术，因为能量较之在汽车中会以更多的方式加以保存。工作机器，
如电梯、叉车和收割机，等等，可以存储电池或其他能量存储器中大量减少质量产生的势
能。例如，Kone EcoDisc 发动机（Kone，2013）采用无齿轮技术降低能耗，并且通过使用
一个再生驱动器系统捕获发动机产生的额外能量来节省能源。
工作机器中的混合动力发动机常常意味着电动机与柴油机并行工作。另一种选择是将电
动机和柴油机串联，电动机产生所有的能量，柴油机为发动机产生电力。根据 Immonen 的
研究（Immonen，2013），在工作机器中使用串联式混合动力发动机可能节省 60% 的柴油消
耗量，这意味着柴油发动机在最坏的情况下平均浪费 70% 的能源。通常发动机的峰值性能
只持续 10 ～ 15 秒，因此电动机可以随时帮助发动机。混合技术的另一个好处是，由于柴油
发动机较小，产生的噪声较小，从而增加了机器的舒适性。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混合动力工作机器。例如，Prosilva 有一个混合动力的森林收割机，
Hitachi 和 Komatsu 有他们各自的混合模式挖掘机。在将来，由于排放法规日趋严格，我们
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混合动力机器。例如，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和欧盟自 1996 年成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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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已经设定了越来越多的严厉的排放指标，以改善空气质量（New Holland，2013）。自
2011 年以来，机器必须符合 4A 级标准，并从 2014 年起必须符合 4B 级标准。今后的排放
标准有可能变得更严格。
混合动力技术的不成熟可能会阻碍采用混合动力发动机。另一方面，如果油价大幅上
升，混合动力发动机可能会成为一个更诱人的选择。由于需要较少的柴油燃料，一台机器的
运行成本更低。当考虑到机器的长生命周期时，来自较低的燃料消耗的节省是显著的。生态
效益不再只是关心环境，它还包括使机器成为更具诱惑力的选择，因为它可以节省成本。
另一个要考虑的事是一台机器的重量。这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农业机器中，土壤板结
是一个问题。就森林收割机而言，一台较轻的机器将意味着在机器后面留下更小的轨迹（图
2-13）。混合动力发动机不一定降低机器的重量，但是复合材料可以用来代替金属。减少重
量也有助于生态效益，因为机器的重量越小，它移动消耗的能量就越少，从而导致柴油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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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
从控制系统软件的角度来看，生态效益意味着需要
更多的和机械的解耦。今天建造的控制系统生产线需要
考虑到发动机和变速器在未来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更多可供选择的发动机可能被引入，并很可能更改这个
生产线的可变点，因此这些子系统接口也应该准备大的
变化。混合式电动机的解决方案也要增加所需控制软件
的数量，并且使控制算法更加复杂。控制算法可能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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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活栓不断地运动，来避免因为摩擦而需要使用更
多的能源使其开始运动。在极端的情况下，节能甚至可
能需要体系结构的更改，从而允许关闭不是一直需要的
功能。
使用小型柴油发动机可能会导致主板上的电力短缺， 图 2-13 越重的拖拉机或收割机，它
因此控制器应该尽可能节约能源。实际上这可能意味着
留下的痕迹越深，导致土壤
这部分系统需要关闭以节省能源，并且只有在需要时才

压 得 越 结 实（经 John Deere

将它们唤醒。例如，在控制器的控制回路中，处理器可

林业公司同意转载）

能在循环的空闲时间内关闭以节省能源，而不是运行管
家任务。在手机领域使用的节能方法也可以证明有益于工作机器领域。

2.3.6

信息安全

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Eloranta 等，2013b），安全性被视为未来 5 年的工作机器领域
中最重要的问题，虽然目前它排在机器控制系统的十大重要质量问题的最末端。这些结
果通过进一步研究而证实，研究来自相同作者更广泛的但尚未发表的工作。然而，自从
Stuxnet 蠕虫出现以来，在自动化和过程控制系统中围绕安全或网络安全出现了大量的炒作
（McMillan，2010）。最近 Finnish 的研究（Tiilikainen & Manner，2013）发现，在芬兰有几
个系统，它们的指纹匹配系统是直接从因特网访问的，提供有关服务器应用程序和系统运行
操作系统的信息。这方面的知识可以让攻击者检查是否在系统中存在任何已知的漏洞。由于
这些系统仍然有出厂默认的密码和已知的安全问题，这些漏洞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威胁。更新
这些对一个没有经验的用户来说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所以人们往往把它们留在被发现时的状
态，留下所有没有修复的漏洞。
Stuxnet 在编写时是自动化系统中最有名的蠕虫病毒（Kushner，2013）。这可能是针对
通过运行西门子的 SCADA 系统来攻击伊朗铀浓缩基础设施。Stuxnet 感染控制系统，使控
制系统通过隔离网闸与因特网分离（Shirey，2007）——蠕虫通过受感染的记忆棒进入系统。
除了记忆棒，通过控制系统上的 USB 端口进行充电的手机也可能将恶意软件传播到防火墙、
堡垒和非军事区后面的安全系统中。
Stuxnet 的例子证明，如果一个攻击者的积极性很高并且有足够的资源，就可以攻击工
业系统，阻止任务执行，或从财务上危害系统所有者。攻击者的动机可以从纯粹的好奇心变
化到金融、意识形态或政治问题。任何系统都可以成为攻击者的潜在目标，甚至系统中一个
小的漏洞就可以足够使攻击者获得访问权限。因此系统必须足够安全，使得攻击不划算。这
通常由多层障碍实现，无论是物理还是基于计算机的障碍，像洋葱层一样保护系统。如果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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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者穿过一层“洋葱”基础设施中的安全层，他们还必须解决如何穿透后续层。如果攻击需
要比攻击所获得的潜在利益更多的资源，他们可能不会延续攻击。
信息安全与安全性密切相关。安全性强调预防对环境造成的意外物理性伤害。但是，数
据安全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特别是具有增强自动化和自主功能的系统。如果恶意攻击者想要
肆意毁坏，例如他们可以将命令或控制数据注入系统，导致系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工作。
安全性是针对事故的风险，但安全在另一方面是针对蓄意攻击。当系统具有 REMOTE ACCESS
（17.4 节）功能并且系统的远程控制是可能的时候，安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现代自动化系统基本上是一个网络化的信息系统（图 2-14）。机器控制系统具有很长的
生命周期，并且更新它们往往是必须预先计划的操作。例如，发电厂无法关闭，除非有一个
备用发电厂来应对电力供应。类似地，如果更新一个移动的工作机器，它必须在系统不使用
时进行。如果系统中有一个已知的漏洞，因为系统不能为了更新而退出服务，它就有可能没
有被修复。长生命周期也意味着攻击者有足够的时间来寻找系统漏洞和相当充裕的时间来使
用它们。
现场 1

控制中心
工作站
操作者
显示器

调制解调器
基于网络的电话线或
电源线

总线
射电微波或蜂窝
连接
数据

SCADA 多路复用器
服务器

卫星
广域网

图 2-14

PLC

现场 2
广域网卡

智能
控制器

现场 3
远程
调制
解调器 终端单元

通过因特网连接到控制室的若干自动化系统的实例。改编自（Stouffer，2005）

信息安全还必须保持在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这包括系统的设计和构造 / 生产阶段，
一直到停止使用。所有敏感的数据必须被摧毁，并且未使用的运营商配置文件和账户必须关
闭。任何数据的访问权限应该是最新的，并且所有存储硬件应该被安全销毁。在设计阶段，
66

在系统安全加固前，不会把和系统安全相关的敏感信息提供给能对系统进行攻击的人。
由于和因特网的无政府主义性质相比，自动化系统是精心设计和记录的，因此安全性可
以在自动化系统中预先计划。它还有助于系统可以至少使用某种程度的物理安全性，比如
带锁的门保护控制系统硬件。自动化系统将在几十年的周期内进行更新，它们周围世界会
发生很大变化。服务器从机器远程采集数据，而办公网络等则具有更短的生命周期。例如，
Windows XP 仍广泛应用于办公室和控制室，2014 年扩展性支持已终结。XP 于 2001 年发布，
它的寿命只有 13 年。
有时为控制系统更新新的技术，例如经由蜂窝式无线进行远程诊断连接，这可能开辟新
的攻击途径。作为这种外设系统可以从多个供应商获得，围绕控制系统中的软件和硬件环
境，可以远离该系统设计者的设想。在 CAN 或其他控制器局域网中，如果网关组件出现于
系统中，用来连接网络和控制系统，那么访问控制系统的关键点就是网关组件。这应该是加

分布式控制系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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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抗攻击的地方。
控制系统中的安全性不同于传统的网络安全性：信息安全性的目标通常是与控制系统的
目标相矛盾的。控制系统的目标首先是可用性，然后是完整性，最后是安全性，而这个优先
级顺序正好与传统的 IT 系统相反。因特网也是一个基于尽力而为的系统，其中，消息传送
次数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安全性可以在应用层来实现。例如，病毒扫描可能需要相当长的
时间来扫描电子邮件，因为只要该电子邮件成功发送，发送时间并不重要。另一方面，控制
系统可以有严格的实时要求，其中突变可能导致消息不及时交付，因此常规信息安全性所造
成的延迟是不能接受的。即使有软实时要求，消息的可用性也会随着时间而降低。在某些情
况下，实时性要求是同步的，并且过早交付可能会引起麻烦。
控制系统的设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包、第三方工具和 COTS 组件。如果这些
是通过不值得完全信赖的第三方提供，则它可能对网络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系统
中，为了执行其功能，通常必须直接连接到控制系统。如果它们的供应商想要在系统中嗅到
信息或引起干扰，这将很容易做到。即使原始制造商不是恶意的，这样的第三方组件有它们
自己的安全性漏洞，这些漏洞不能在它们所依附的控制系统中被修复。因此，控制系统制造
商必须依靠第三方来提供安全修补程序。甚至还有商业方提供工具，用来创建特定广泛系统
中的安全漏洞：Agora SCADA + by Gleg（GLEG，2013）就是一个例子。
安全性经常被社会工程、草率的过程和其他人类活动所破坏。例如，人们可以在电话中
把密码泄露给一个自信的来电者，该人假装是试图维修移动机器的维修工程师。世界著名黑
客 Kevin Mitnick 在他的工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社会工程从而入侵计算机系统。Ismail
和 Zainab（Ismail & Zainab，2011）表明，在他们的研究评估中，94% 的公共图书馆具有高
层次的技术保障措施，但其中半数以上在组织方面准备不足，所以针对这些应该做出很多努
力。作为安全性的首要原则，任何系统都应该这样设计，使得人们不能在不经意间造成安全
隐患——见防错原理（Shingo，1986）。例如，系统应设计成没有人能意外地将记忆棒插入
控制系统的 USB 接口。这将通过安装 USB 端口锁、使用不标准的 USB 端口或如果不需要
甚至将端口黏合等方式来实现。如果操作者在控制室计算机上反复安装游戏，提供一个游戏
机让他们打发时间，等等。
为了使来自因特网的威胁降到最低，任何系统都能够通过网闸与因特网隔离，但正如
Stuxnet 的例子所示的那样，这是不够的。网闸同样阻止从控制系统中有效地收集数据、远
程控制的可能性和软件自动化的其他优势。要在自动化或机器控制过程中从软件获得最多，
该系统应设计成对于特定当事方可以远程访问。这是可以做到的，例如通过巧妙地运用非
军事区和 VPN 连接。机器控制系统设计者应咨询网络安全专家和 IT 人员，以确保建立了合
适的信息安全措施。安全主题下发表了大量的文献：例如，在（Schumacher 等，2005）和
（Fernandez，2013）中描述了基于模式的方法。如果一个系统很难由授权人员访问或操作，
总会有一个风险存在，他们会沉迷于快捷方式访问和其他手段，这会危及该系统的信息安
全性。
作为安全威胁对策的工具，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安全 ISA99 委员会的工作正在被国
际电工委员用来生产多标准的 IEC 62443 系列。威胁模型，如 STRIDE，可用于对安全威
胁进行分类（Howard & LeBlanc，2003）。现在很多因特网应用程序使用 SSL 协议为消息
提供身份验证和加密，但在许多控制器局域网中，安全形势雪上加霜，例如，在（Wolf 等，
2004）中给出了一些分析。不过，也有可用于减轻威胁的机制。例如，具有灵活数据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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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FD）的 CAN 总线可以用来实现在 CAN 总线上的一些安全性措施。一些制造商已经
开始保护有加密算法的安全相关 CAN 信息：通过使用基于密码的身份验证代码（CMAC）
值——一种安全的校验和，可以编码整个信息，或可以阻止对消息数据的修改。由于安全密
钥的唯一持有者能够产生正确的 CMAC 值，因此它能够识别通信合作伙伴。
通过隐匿的安全性意味着系统的安全性依赖于某些信息仅能为可信方所知的假设，它不
应该被作为对攻击的唯一反制措施。但是，有几种情况，关于系统的知识应仅限于可信方，
使得攻击者的工作更加困难。例如，如果系统的源代码泄露，新漏洞就很容易被发现。在来
自多个供应商的 SCADA 系统的情况下，一些安全漏洞没有事先和它们的供应商联系就被公
布在诸如 Bugtraq（SecurityFocus，2010）的网站上。在供应商有时间解决问题并给目标系
统提供升级之前，这些“零天”漏洞会给攻击者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本书展示的信息安全在机器控制系统中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这里没有记录更多有关
信息安全的模式，因为在本书的模式挖掘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很多安全措施。我们为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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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安全性确实提出了很多模式，如 VARIABLE GUARD（10.2 节）和 THIRD-PARTY SANDBOX
（17.3 节）。尽管如此，似乎大多数更复杂的信息安全性工作仍滞留在机器制造企业的准备阶
段中。然而，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善，并且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该主题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