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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仿真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多模

型实时仿真系统。本发明中，多模型实时仿真系

统，包含：上位机与若干个下位机；上位机与下位

机通信连接，下位机之间通信连接；上位机用于

创建至少两个仿真模型，并为每个下位机分配至

少一个仿真模型；下位机用于在上位机控制下根

据接收的仿真模型进行同步实时仿真，并将仿真

数据实时发送至上位机；上位机还用于对接收的

仿真数据进行管理。这样，突破了单操作系统平

台对仿真模型数目的限制，可以对多个仿真模型

同时进行仿真，提供丰富的仿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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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上位机与若干个下位机；

所述上位机与所述下位机通信连接，所述下位机之间通信连接；

所述上位机，用于创建至少两个仿真模型，并为每个下位机分配至少一个仿真模型；其

中，所述仿真模型的数目大于或者等于所述下位机的数目；

所述下位机，用于在所述上位机控制下根据接收的仿真模型进行同步实时仿真，并将

仿真数据实时发送至所述上位机；

所述上位机，还用于对接收的仿真数据进行管理；

其中，所述若干个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统至少为两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

统与接收的仿真模型对应的仿真原型运行的操作系统相同或者所述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

统不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位机上配置有软件

开发平台、插件形式的集成开发环境IDE；

所述IDE嵌入在所述软件开发平台中；

所述IDE用于编辑、配置、编译所述仿真模型，并将编译后的仿真模型分配至对应的下

位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IDE包含创建模块、编

辑模块、配置模块、编译模块与分配模块；

所述创建模块，用于创建工程模块；

所述编辑模块，用于在所述工程模块中编辑功能代码来获取预设功能的仿真模型；

所述配置模块，用于输入所述仿真模型的配置信息；所述配置信息中携带与所述仿真

模型对应的下位机的操作系统信息；

所述编译模块，用于将携带配置信息的各仿真模型分别编译为可执行文件；

所述分配模块，用于将各可执行文件分配至对应的下位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工程模块中包含模板

文件；

所述编辑模块，还用于调用所述模板文件并通过所述工程模块中的模型接口向调用的

模板文件中添加特定的功能代码来获取对应功能的仿真模型。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IDE还用于配置所述

下位机的仿真步长、数据流向以及交互参数；

各所述下位机根据所述仿真步长进行仿真，并根据所述数据流向、所述交互参数进行

数据交互。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位机包含存储模

块、监控模块与分析模块；

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接收的仿真数据；

所述监控模块，用于对接收的仿真数据进行监控；

所述分析模块，用于对接收的仿真数据进行分析。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软件开发平台为

Visual  Studio或者嵌入C/C++Development  Toolkit的Ecli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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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位机之间交互的数

据采用相同的数据结构体。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位机通过以下任

意一种通信协议与所述下位机进行通信：

文件传输协议FTP、传输控制协议TCP、控制器局域网络CAN协议、串口通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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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仿真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半实物仿真计算系统实现了单模型的单平台仿真计算。但是，因其在具体仿

真领域的单一性，无法实现多个模型的同时仿真，并且一次只可以在单操作系统平台上进

行仿真，受限较大。

[0003] 而且，即使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多个模型的仿真，仿真模型的数目也会大大受到限

制，不能提供丰富的数据。

[0004] 若在同一仿真平台上对多个模型进行仿真，虽然方便仿真，但既不能反映模型真

实的运行环境，还不能迅速寻找出仿真的最佳操作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突破了单操作系统平台对

仿真模型数目的限制，可以对多个仿真模型同时进行仿真，提供丰富的仿真数据。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包含：

上位机与若干个下位机；

[0007] 所述上位机与所述下位机通信连接，所述下位机之间通信连接；

[0008] 所述上位机，用于创建至少两个仿真模型，并为每个下位机分配至少一个仿真模

型；其中，所述仿真模型的数目大于或者等于所述下位机的数目；

[0009] 所述下位机，用于在所述上位机控制下根据接收的仿真模型进行同步实时仿真，

并将仿真数据实时发送至所述上位机；

[0010] 所述上位机，还用于对接收的仿真数据进行管理。

[0011] 本发明实施方式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是在上位机上建立多个仿真模型，并将各

个仿真模型分配给对应的下位机进行仿真，突破了单操作系统平台对仿真模型数目的限

制，可以对多个仿真模型同时进行仿真，而且，各个下位机之间通信连接，可以在上位机的

控制下进行同步仿真；各下位机将仿真数据实时输出至上位机，上位机可以对接收的仿真

数据进行管理。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方式突破了单操作系统平台对仿真模型数目的限制，

可以对多个仿真模型同时进行仿真，提供丰富的仿真数据。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统与接收的仿真模型对应的仿真原型运行的

操作系统相同或者所述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统不同。各个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统与接收的

仿真模型对应的仿真原型运行的操作系统相同，这样，下位机运行接收的仿真模型可以对

仿真原型进行真实的仿真；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统不同，这样，可以将同一仿真模型分别分

配至各个下位机进行仿真，并利用上位机对仿真结果进行比对，迅速找出仿真的最佳操作

系统。

[0013] 另外，所述上位机上配置有软件开发平台、插件形式的集成开发环境IDE；所述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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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在所述软件开发平台中；所述IDE用于编辑、配置、编译所述仿真模型，并将编译后的仿

真模型分配至对应的下位机。利用插件形式的IDE编辑、配置、编译仿真模型，即使仿真系统

崩溃，也不会导致软件开发平台以及上位机系统崩溃，可靠性好，通用性强，用户体验佳。

[0014] 另外，所述IDE包含创建模块、编辑模块、配置模块、编译模块与分配模块；所述创

建模块，用于创建工程模块；所述编辑模块，用于在所述工程模块中编辑功能代码来获取预

设功能的仿真模型；所述配置模块，用于输入所述仿真模型的配置信息；所述配置信息中携

带与所述仿真模型对应的下位机的操作系统信息；所述编译模块，用于将携带配置信息的

各仿真模型分别编译为可执行文件；所述分配模块，用于将各可执行文件分配至对应的下

位机。

[0015] 另外，所述工程模块中包含模板文件；所述编辑模块，还用于调用所述模板文件并

通过所述工程模块中的模型接口向调用的模板文件中添加特定的功能代码来获取对应功

能的仿真模型。由于工程模块中包含模板文件，这样，用户在编辑仿真模型时，只需要在工

程模块中调用对应的模板文件，并根据自身需求通过工程模块中的模型接口向调用的模板

文件中添加特定的功能代码来获取对应功能的仿真模型即可，大大减少了用户编写代码创

建仿真模型的时间，缩短了系统的开发周期。

[0016] 另外，所述下位机之间交互的数据采用相同的数据结构体。这样，便于下位机之间

进行数据交互，省去了进行数据转换的时间。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根据本发明第一实施方式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根据本发明第二实施方式的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各实

施方式进行详细的阐述。然而，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本发明各实施方式中，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申请而提出了许多技术细节。但是，即使没有这些技术细节和基

于以下各实施方式的种种变化和修改，也可以实现本申请各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

案。

[0020] 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涉及一种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具体如图1所示，包含：上

位机与若干个下位机。

[0021] 其中，上位机与各下位机通信连接，具体地，上位机可以通过以下任意一种通信协

议与下位机进行通信：FTP(文件传输协议)、TCP(传输控制协议)、CAN(控制器局域网络)协

议、串口通信协议；各下位机之间通信连接，具体地，各个下位机之间可以通过TCP/IP(传输

控制协议/因特网)协议进行通信，而且，各个下位机之间交互的数据采用相同的数据结构

体，这样，便于下位机之间进行数据交互，省去了进行数据转换的时间。

[0022] 上位机可以创建至少两个仿真模型，并为每个下位机分配至少一个仿真模型；其

中，仿真模型的数目大于或者等于下位机的数目；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统与接收的仿真模

型对应的仿真原型运行的操作系统相同。在本实施方式中，仿真模型的数目等于下位机的

数目，即下位机与仿真模型一一对应，每一个下位机仅接收一个仿真模型，并对接收的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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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仿真。

[0023] 具体地说，上位机上配置有软件开发平台、插件形式的IDE(集成开发环境)，该IDE

嵌入在软件开发平台中；IDE可以用于编辑、配置、编译仿真模型，并将编译后的仿真模型分

配至对应的下位机。其中，软件开发平台可以为Visual  Studio或者嵌入C/C++Development 

Toolkit(简称“CDT”)的Eclipse。优选地，在本实施方式中，软件开发平台采用嵌入CDT的

Eclipse，使用简便，用户体验佳。

[0024] 其中，IDE包含创建模块、编辑模块、配置模块、编译模块与分配模块。创建模块，用

于创建工程模块。在实际应用时，就是在IDE中创建一个工程。编辑模块，用于在工程模块中

编辑功能代码来获取预设功能的仿真模型；由于工程中可以包含多个仿真模型，所以，在一

个工程模块中，可以创建多个仿真模型。配置模块用于输入创建的仿真模型的配置信息，配

置信息中携带与仿真模型对应的下位机的操作系统信息，当仿真模型的配置信息配置完毕

时，其运行该仿真模型的下位机也随之而定。编译模块用于将携带配置信息的各仿真模型

分别编译为可以在对应的下位机上运行的可执行文件；分配模块用于将各可执行文件分配

至对应的下位机。

[0025] 进一步地，IDE还用于配置下位机的仿真步长、数据流向以及交互参数。各所述下

位机根据所述仿真步长进行仿真，并根据数据流向、交互参数进行数据交互。具体而言，配

置信息还携带仿真步长、数据流向、交互配置等参数，用于控制下位机的仿真过程。

[0026] 下面以仿真原型为飞机进行举例说明。例如，飞机包含：燃油监控系统、操控系统、

航电系统和动力监控系统，在飞机上，燃油监控系统、操控系统、航电系统和动力监控系统

运行平台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操作系统、Linux操作系统、Windows操作系统、Unix类操作

系统，这样，本实施方式中的仿真系统可以提供4个下位机(下位机1、下位机2、下位机3、下

位机4)，下位机1、下位机2、下位机3、下位机4配置的操作系统分别为Windows操作系统、

Linux操作系统、Windows操作系统、Unix类操作系统，上位机可以将燃油监控系统、操控系

统、航电系统和动力监控系统的仿真模型分别分配给下位机1、下位机2、下位机3、下位机4。

[0027] 各个下位机用于在上位机控制下根据接收的仿真模型进行同步实时仿真，并将仿

真数据实时发送至上位机。具体地讲，各下位机根据仿真步长进行仿真，每执行一个仿真步

长，各个下位机之间均会根据预设的数据流向将数据按照指定的数据结构体输出至指定的

下位机，以完成协同仿真。同时，各个下位机还实时地将仿真数据输出至上位机。

[0028]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下位机上的仿真模型同步是以一个主仿真模型为基准(运行

主仿真模型的下位机的时钟板卡提供系统的时钟源)，具体地，可以以仿真步长最小的仿真

模型为主仿真模型，其他仿真模型的仿真步长为主仿真模型的仿真步长的整数倍，比如，仿

真模型1的步长为1毫秒，仿真模型2的步长为2毫秒，那么就选择仿真模型1为主仿真模型；

这样，可以方便地获知各个仿真模型的每个仿真步长的仿真数据。在本实施方式中，可以通

过千兆以太网总线传递同步信号来通知其它仿真模型以此完成同步。

[0029] 上位机还用于对接收的仿真数据进行调试仿真模型、存储仿真数据、监控仿真数

据、分析仿真数据等管理。具体地说，上位机包含存储模块、监控模块与分析模块；存储模

块，用于存储接收的仿真数据；监控模块，用于对接收的仿真数据进行监控，比如可以；分析

模块，用于对接收的仿真数据进行分析。

[0030]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方式中，以下位机的操作系统分别可以为Windows操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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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Linux操作系统、Unix类操作系统为例进行了说明，在实际应用中，不局限于上述列举的

操作系统，还可以采用QNX((Quick  UNIX))、VxWorks(VxWorks是美国Wind  River  System公

司(以下简称风河公司，即WRS公司)推出的一个实时操作系统)。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是在上位机上建立多个仿真模型，并将各个仿真模型分配给对

应的下位机进行仿真，其中，各个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统与接收的仿真模型对应的仿真原

型运行的操作系统相同，这样，下位机运行接收的仿真模型可以对仿真原型进行真实的仿

真；而且，各个下位机之间通信连接，可以在上位机的控制下进行同步仿真；各下位机将仿

真数据实时输出至上位机，上位机可以对接收的仿真数据进行管理，突破了在单操作系统

平台进行仿真的限制。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方式既突破了在单操作系统平台进行仿真的

限制，又可以对多个仿真模型同时进行逼真的仿真。

[0032] 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涉及一种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第二实施方式与第一实施

方式大致相同，主要区别之处在于：在第一实施方式中，仿真模型的数目等于下位机的数

目，下位机的操作系统可以各不相同。而在本发明第二实施方式中，仿真模型的数目大于下

位机的数目，在一个下位机上可以同时对多个仿真模型进行仿真，同一下位机上接收的仿

真模型对应的仿真原型运行的操作系统相同，丰富了本发明实施方式。

[0033] 同样以仿真原型为飞机进行举例说明。

[0034] 本实施方式中的仿真系统，具体如图2所示，可以提供3个下位机(下位机1、下位机

2、下位机3)，下位机1、下位机2、下位机3配置的操作系统分别为Windows操作系统、Linux操

作系统、Unix类操作系统，上位机可以将燃油监控系统、航电系统的仿真模型分配给下位机

1，将操控系统和动力监控系统的仿真模型分别下位机2、下位机3。下位机1在上位机的控制

下对燃油监控系统、航电系统进行同步仿真，下位机1上的仿真模型是根据信号量的通知来

达到同步的；下位机2、下位机3分别对操控系统和动力监控系统进行同步仿真。

[0035] 本发明第三实施方式涉及一种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第三实施方式在第一实施方

式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改进，主要改进之处在于：在本发明第三实施方式中，上位机中包含

模板文件，用户在创建仿真模型时，只需要调用对应的模板文件，并根据自身需求向模板文

件中添加少量的功能代码即可得到需要的功能模块，大大减少了用户编写代码创建仿真模

型的时间，缩短了系统的开发周期。

[0036] 具体地说，在本实施方式中，工程模块中包含模板文件；编辑模块还用于调用模板

文件并通过工程模块中的模型接口向调用的模板文件中添加特定的功能代码来获取对应

功能的仿真模型。这样，大大减少了用户编写代码创建仿真模型的时间，缩短了系统的开发

周期。

[0037] 本发明的第四实施方式涉及一种多模型实时仿真系统。第四实施方式与第一实施

方式大致相同，主要区别之处在于：在第一实施方式中，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统与接收的仿

真模型对应的仿真原型运行的操作系统相同，可以对多个仿真模型同时进行逼真的仿真。

而在本发明第四实施方式中，下位机配置的操作系统不同，这样，可以将同一仿真模型分别

分配至各个下位机进行仿真，并利用上位机对仿真结果进行比对，迅速找出仿真的最佳操

作系统。

[0038]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上述各实施方式是实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而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在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各种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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