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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远程控制多模型调度的仿

真平台，包括远程主控单元、多模型调度单元和

实时仿真单元，多模型调度单元中包含多个仿真

模型；远程主控单元和多模型调度单元连接，多

模型调度单元和实时仿真单元连接；远程主控单

元给多模型调度单元发送工作指令，多模型调度

单元接收工作指令，解析出执行对象(仿真模型)

和执行方法，并将执行对象和执行方法发送到实

时仿真单元中，实时仿真单元接收仿真模型，并

按执行方法执行仿真模型。本发明将原有仿真平

台的双机就地模式改为三机远程模式，利用新引

入的远程主控单元来调控多模型调度单元中的

多个仿真模型，实现多个仿真模型之间的远程实

时快捷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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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远程控制多模型调度的仿真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远程主控单元(1)、多模型

调度单元(2)和实时仿真单元(3)；多模型调度单元(2)中包含多个仿真模型；所述远程主控

单元(1)和多模型调度单元(2)连接，所述多模型调度单元(2)和实时仿真单元(3)连接；远

程主控单元(1)给多模型调度单元(2)发送工作指令；多模型调度单元(2)接收工作指令，解

析出执行对象(仿真模型)和执行方法，并将执行对象和执行方法发送到实时仿真单元(3)

中；所述实时仿真单元(3)接收仿真模型，并按执行方法执行仿真模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真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模型调度单元(2)实时监控实

时仿真单元(3)的执行情况，并发送给远程主控单元(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真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主控单元(1)和多模型调度

单元(2)通过TCP/IP实现通信；所述多模型调度单元(2)和实时仿真单元(3)通过MATLAB通

信函数实现通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真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模型调度单元(2)包括上电自

启动模块(21)、任务调度模块(22)和由多个仿真模型组成的仿真模型组(23)；所述上电自

启动模块(21)在多模型调度单元(2)上电后引导启动任务调度模块(22)；所述任务调度模

块(22)分主控通信子模块(221)和仿真通信子模块(222)，所述主控通信子模块(221)实现

多模型调度单元(2)和远程主控单元(1)的通信，所述仿真通信子模块(222)实现多模型调

度单元(2)和实时仿真单元(3)的通信；主控通信子模块(221)接收远程主控单元(1)的工作

指令并解析出执行对象和执行方法，将解析值传递给仿真通信子模块(222)，仿真通信子模

块(222)收到解析值，从仿真模型组(23)中调取对应的仿真模型，与解析出的执行方法一并

发送到实时仿真单元(3)中，实时仿真单元(3)按执行方法执行仿真模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真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执行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下载、

运行、停止、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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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远程控制多模型调度的仿真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仿真平台架构，尤其是涉及一种远程控制多模型调度的仿真平

台。

背景技术

[0002] MATLAB公司提供Simulink  Realtime仿真平台架构，主要由宿主机和目标机组成。

宿主机是指操作人员运行MATLAB  Simulink的计算机，操作人员可以在Simulink中编写、调

试和生成可运行在目标机上的模型程序。目标机是指运行模型程序的计算机。两者通信由

以太网或者串口实现。宿主机和目标机结合，为桌面、实验室和现场环境搭建了实时仿真平

台。

[0003] 现有的Simulink  Realtime仿真平台属于双机模式，若不借助其他计算机软件，仅

由MATLAB实现宿主机和目标机的通信，当需要切换仿真模型时，步骤较为繁杂：停止原有仿

真模型的仿真，编译并下载现有的仿真模型，运行现有的仿真模型。其中，软件编译过程需

要花费较长的时间。Simulink  Realtime仿真平台常常需要就地操作，倘若现场环境恶劣，

影响操作人员的身心健康。

[0004] 综上所述，现阶段的Simulink  Realtime仿真平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0005] 1.多模型切换运行耗时繁琐。

[0006] 2.仿真平台就地操作，操作使用感差。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仿真平台存在的技术缺陷，提出一种远程控制多模

型调度的仿真平台，将原有的双机就地模式改为三机远程模式，利用新引入的远程主控单

元来调控多模型调度单元中的多个仿真模型，实现多个仿真模型之间的远程实时快捷切

换。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远程控制多模型调度的仿真

平台，包括远程主控单元、多模型调度单元和实时仿真单元；多模型调度单元中包含多个仿

真模型；所述远程主控单元和多模型调度单元连接，所述多模型调度单元和实时仿真单元

连接；远程主控单元给多模型调度单元发送工作指令；多模型调度单元接收工作指令，解析

出执行对象(仿真模型)和执行方法，并将执行对象和执行方法发送到实时仿真单元中；所

述实时仿真单元接收仿真模型，并按执行方法执行仿真模型。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多模型调度单元实时监控实时仿真单元的执行情况，并发送给远

程主控单元。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远程主控单元和多模型调度单元通过TCP/IP实现通信；所述多模

型调度单元和实时仿真单元通过MATLAB通信函数实现通信。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多模型调度单元包括上电自启动模块、任务调度模块和由多个仿

真模型组成的仿真模型组；所述上电自启动模块在多模型调度单元上电后引导启动任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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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模块；所述任务调度模块分主控通信子模块和仿真通信子模块，所述主控通信子模块实

现多模型调度单元和远程主控单元的通信，所述仿真通信子模块实现多模型调度单元和实

时仿真单元的通信；主控通信子模块接收远程主控单元的工作指令并解析出执行对象和执

行方法，将解析值传递给仿真通信子模块，仿真通信子模块收到解析值，从仿真模型组中调

取对应的仿真模型，与解析出的执行方法一并发送到实时仿真单元中，实时仿真单元按执

行方法执行仿真模型。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执行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下载、运行、停止、卸载。

[0013]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是：将原有仿真平台的双机就地模式改为三机远程模式，

利用新引入的远程主控单元来调控多模型调度单元中的多个仿真模型，实现多个仿真模型

之间的远程实时快捷切换。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一种远程控制多模型调度的仿真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远程主控单元的组成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多模型调度单元的组成示意图。

[0017] 其中，1-远程主控单元，2-多模型调度单元，3-实时仿真单元，11-远程控制模块，

12-远程监视模块，21-上电自启动模块，22-任务调度模块，23-仿真模型组，221-主控通信

子模块，222-仿真通信子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如附图1所示，本实施例涉及的仿真平台包括：远程主控单元1、多模型调度单元2

和实时仿真单元3；远程主控单元1和多模型调度单元2通过以太网远程连接，多模型调度单

元2和实时仿真单元3通过以太网线直连；远程主控单元1通过TCP/IP发送给多模型调度单

元2工作指令(包括执行对象和执行方法)，并实时监控多模型调度单元2反馈的模型信息；

多模型调度单元2上电后引导启动任务调度模块，通过TCP/IP接收远程主控单元1的指令并

解析出执行对象(仿真模型)和执行方法，按照解析值，通过MATLAB通信函数建立多模型调

度单元2和实时仿真单元3的通信，将执行对象和执行方法发送到实时仿真单元3中，同时向

远程主控单元1实时反馈模型执行信息；本实施例中，实时仿真单元3是基于DOS系统的高度

缩减型实时操作核，运行仿真模型。

[0020] 本实施例涉及的各个单元实施如下：

[0021] 1.远程主控单元1工作原理

[0022] 如附图2所示，远程主控单元1包括远程控制模块11和远程监视模块12。远程控制

模块11通过TCP/IP封装应用Socket建立与多模型调度单元2的通信，其中远程控制模块11

作为服务端，多模型调度单元2作为客户端，操作人员选择多模型调度单元2需要执行的模

型，远程控制模块11发送工作指令给多模型调度单元2，并接收多模型调度单元2回传的模

型执行信息；远程监视模块12以表格与数值的形式显示多模型调度单元2提供的模型执行

信息。

[0023] 2.多模型调度单元2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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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多模型调度单元2包括基于Windows系统设置的上电自启动模块21、基于Visual 

Studio  2013编写的任务调度模块22和基于Simulink搭建的仿真模型组23。

[0025] 上电自启动模块21做以下设置：将任务调度模块22可执行文件的快捷方式复制到

目录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Microsoft\Windows\Start  Menu\Programs\

Startup内。多模型调度单元上电后，任务调度模块22被引导启动。

[0026] 任务调度模块22分主控通信子模块221和仿真通信子模块222。主控通信子模块

221实现多模型调度单元2和远程主控单元1的通信，仿真通信子模块222实现多模型调度单

元2和实时仿真单元3的通信。主控通信子模块221通过TCP/IP的封装应用Socket接收并解

析工作指令，将解析值(执行对象和执行方法)传递给仿真通信子模块222，仿真通信子模块

222收到解析值，从仿真模型组23中调取对应的仿真模型(*.dlm)，和执行方法一并发送到

实时仿真单元3中，实时仿真单元3按执行方法执行仿真模型，同时仿真通信子模块222接收

实时仿真单元3反馈的模型执行信息，并传递给主控通信子模块221，主控通信子模块221整

合模型执行信息，发送给远程主控单元1。

[0027] 仿真通信子模块222调用MATLAB的xpcapi.dll，实现对仿真模型下载、运行、停止、

卸载等操作。其中，xPCLoadApp( )是仿真模型的下载函数，xPCStartApp( )是仿真模型运行

函数，xPCStopApp( )是仿真模型停止函数，xPCUnloadApp( )是仿真模型卸载函数。

[0028] 仿真通信子模块222核心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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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0030] 3.实时仿真单元3工作原理

[0031] 实时仿真单元3是基于DOS系统的高度缩减型实时操作核，用于运行Simulink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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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真模型，根据工作指令完成仿真模型的下载、运行、停止和卸载等操作，实时仿真单元3

和多模型调度单元2通过xPCOpenTcpIpPort( )函数实现TCP/IP通信。

[0032] 采用上述仿真平台进行仿真模型A、B、C的仿真，步骤如下：

[0033] 步骤1，启动远程主控单元1、多模型调度单元2和实时仿真单元3；远程主控单元1

的远程控制模块11与多模型调度单元2的主控通信子模块221建立TCP/IP通信，多模型调度

单元2的仿真通信子模块222和实时仿真单元3建立通信，其余模块就绪；

[0034] 步骤2，在远程主控单元1的远程监视模块12中查看多模型调度单元2和实时仿真

单元3是否准备就绪，如果准备就绪，进行步骤3，否则，检查设备；

[0035] 步骤3，在远程主控单元1远程控制模块11主界面上选择仿真模型A，点击启动仿

真，远程主控模块11通过TCP/IP将仿真模型A的启动运行指令发送到多模型调度单元2的主

控通信子模块221，主控通信子模块221解析出仿真模型A的启动运行指令，将工作指令传递

给仿真通信子模块222，仿真通信子模块222将仿真模型组23中的A模型下载到实时仿真单

元3中并运行；

[0036] 步骤4，多模型调度单元2的仿真通信子模块222调用xpcapi.dll交互函数获取实

时仿真单元3中的模型执行信息，并传递给主控通信子模块221，主控通信子模块221将模型

执行信息通过TCP/IP回传到远程主控单元1远程控制模块11，远程控制模块11将信息传递

给远程监视模块12，即可在远程监视模块12中查看仿真模型A的模型执行信息；

[0037] 步骤5，在远程主控单元1远程控制模块11主界面上，点击停止仿真，远程主控模块

11通过TCP/IP将仿真模型A的停止运行指令发送到多模型调度单元2的主控通信子模块

221，主控通信子模块221解析出仿真模型A的停止运行指令，将工作指令传递给仿真通信子

模块222，仿真通信子模块222发送仿真模型A的停止指令到实时仿真单元3，仿真模型A的停

止运行并卸载；

[0038] 步骤6，操作人员根据实际需求，如果需要仿真其余仿真模型B或C，则进行步骤7、

8、9，否则进行步骤10；

[0039] 步骤7，在远程主控单元1远程控制模块11主界面上选择仿真模型B或C，点击启动

仿真；

[0040] 步骤8，在远程主控单元1远程监视模块12中查看仿真模型B或C的模型执行信息；

[0041] 步骤9，在远程主控单元1远程控制模块11主界面上，点击停止仿真，仿真模型B或C

的仿真结束；

[0042] 步骤10，在远程主控单元1远程控制模块11主界面上点击关闭平台，即关闭远程主

控单元1、多模型调度单元2和实时仿真单元3。

[0043] 在本实施例涉及的三机远程模式下仿真模型A的下载直至开始运行耗时10秒，停

止运行仿真模型A并切换至仿真模型B，仿真模型B的下载直至开始运行耗时8秒，停止运行

仿真模型B并切换至仿真模型C，仿真模型C的下载直至开始运行耗时7秒。在原有双机就地

模式下进行仿真模型A、B、C的仿真，仿真模型A的编译下载直至开始运行耗时5分钟，停止运

行仿真模型A并手动切换至仿真模型B，仿真模型B编译下载直至开始运行耗时3分钟，停止

运行仿真模型B并手动切换至仿真模型C，仿真模型C的编译下载直至开始运行耗时2分钟。

将原有仿真平台的双机就地模式改为三机远程模式，利用新引入的远程主控单元来调控多

模型调度单元中的多个仿真模型，能实现多个仿真模型之间的远程实时快捷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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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09991876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