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书

航空航天控制系统的 
基于模型设计简介



航空航天控制系统的基于模型设计

白 皮 书  |  2 

假设您的团队正在开发飞机的防滑制动控制系统。该系统融合了物理（如升力、阻力）、控制逻辑和外部条件
（如温度、降水）。开始设计之前，你们希望解决一些关键问题，例如：

•  如何确定制动系统的尺寸？ 

•  如果需求发生变化该怎么办？

•  如何优化设计以确保实现所期望的性能？

•  如何全面测试设计并将风险降至最低？

如果您的团队手动编写代码并采用基于文档的需求捕获方法，则解决以上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反复试错或执行 
物理原型测试，无论是为飞行系统、工业机器人、风力发电机、自主车辆、挖掘机还是电动伺服驱动器开发控制
系统，情况都是如此。如果某项需求发生变化，您将不得不重新编码和构建整个系统，继而会导致项目延迟数
日乃至数周。 

如果使用 MATLAB® 和 Simulink® 进行基于模型的设计，则您无需手写代码和使用文档，而是创建系统模型。 
以制动控制系统为例，模型由升力、阻力、发动机推力和拖曳连杆主起落架组成。您可以随时进行模型仿真， 
即时查看系统行为，测试多种假设分析场景，同时无需承担风险和延迟，也无需依赖昂贵的硬件。 

本白皮书介绍了基于模型的设计，提供了快速入门技巧和最佳实践。书中包含真实示例，展示各行各业的团队
如何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缩短开发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组件集成问题，并且交付更优质的产品。 

什么是基于模型的设计？ 
要理解基于模型设计，最好的方法是结合实例：

汽车工程师团队着手打造乘用车发动机控制单元 (ECU)。由于采用的是基于模型的设计，他们首先 
根据系统需求构建架构模型；在本例中，系统是指四缸引擎。而后，他们从中衍生出仿真/设计模型。 
这种高级低保真度模型包含将在 ECU 和被控对象（在本例中是指发动机和工作环境）中运行的那一 
部分控制软件。

团队通过在各种场景下进行高级模型仿真来执行初始系统和集成测试，验证是否正确表示系统以及 
系统是否对输入信号做出适当响应。 

团队向模型中增加细节，对照规范不断测试和验证系统级行为。如果系统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工程
师可以独立开发和测试各个组件，但仍要在全系统仿真中频繁进行测试。 

最终，团队针对系统及其工作环境建立了详细模型。该模型捕获了累积的系统 (IP) 知识。工程师基于
控制算法模型自动生成代码，从而执行软件测试和验证。完成硬件在环测试后，团队将生成的代码下
载到生产硬件，以便在实际车辆中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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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场景显示，基于模型的设计采用与传统开发工作流程相同的元素，但存在两个关键区别： 

•  将工作流程中大量费时或易出错的步骤（如代码生成）自动化。 

•  从需求捕获到设计、实现和测试，系统模型始终占据开发流程的核心。

基于模型设计的工作流程。

需求捕获和管理
传统工作流程基于文档捕获需求，交接可能引发错误和延迟。通常，创建设计文档或需求的工程师与设计系统
的工程师并不是同一批人。两个团队对需求的认知很可能存在断层，这意味着两个团队并未建立持续清晰的 
沟通。 

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您可以在 Simulink 模型中编写、分析和管理需求。您可以使用自定义属性创建富文本 
需求，并将其链接到设计、代码和测试。同时，还可以从需求管理工具等外部源导入需求并进行同步。如果关联
到设计的需求发生变化，您将会收到自动通知。因此，您可以确定受此变化直接影响的设计或测试部分，继而
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变化。您可以定义、分析及指定系统和软件组件的架构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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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在传统方法中，每一种设计思路都必须在物理原型上进行编码和测试。因此，考虑到每一次测试迭代都会增加
项目开发时间和成本，工程师只能探索少数设计思路和场景。

在基于模型的设计中，工程师可以尽情探索无穷无尽的各种思路。需求、系统组件、IP 和测试场景全被捕获到
模型中，而且，由于可以进行模型仿真，您可以在构建昂贵硬件之前更早地开始研究设计问题和疑问。您可以快
速评估多种设计思路，权衡折衷方案，了解每一项设计更改将会产生的系统影响。 

案例研究：Embraer 
 

Embraer Legacy 500 是首架采用智能飞行控制和全电传操纵技术的中型公务机。这项技术取代飞行控制系统 (FCS) 的机械
控制，支持同时操纵更多的控制表面，从而增强飞行平稳度、降低飞行员的工作负荷及提高安全性。

Embraer 携手客户共同为 Legacy 500 制定高层级需求。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需要将高层级需求分解为细致明确的低
层级需求，供开发 FCS 软件的供应商遵循及使用。

早期设计的开发并未充分运用建模和仿真。因此，工程师将需求交付给供应商后，有时还不得不重写需求，不仅浪费时间， 
还会增加成本。

Embraer 工程师决定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定义 Legacy 500 FCS 低层级需求。他们创建了 FCS 详细模型、飞机动力学模型和
飞行员输入模型。整个模型包含逾百万个模块及几十个组件，其中许多模块和组件有超过 700 个输入和 500 个输出。

他们创建了功能测试用例并在模型上运行，以验证高层级需求得到满足，并确认低层级需求。随后，Embraer 将书面需求交付
给供应商，供应商根据 DO-178 A 级标准及其他航空标准，在实现该系统之前再次自行执行确认。

Embraer Legacy 500。

“相较于传统方法，我们团队生成两
倍数量的需求，但每个需求出现的 
问题却减少了 50 倍。采用基于模型
的设计，因需求导致的延迟最长不 
超过一天；而采用基于文档的设计，
则至少要延迟两周。”

— Julio Graves，Embraer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user_stories/embraer-speeds-requirements-engineering-and-prototyping-of-legacy-500-flight-control-syst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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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英特尔 

为了加速无人机制导、导航和控制 (GNC) 算法的开发和测试，英特尔开发了一种仿真环境，可以对环境效应以及物理特性差
异极大的无人机的飞行动力学进行准确建模。

该团队需要一个模块化的动态仿真环境，可以针对现有的各种无人机进行自定义，也可以针对将来具有完全不同的几何结构和
结构设计的无人机进行自定义。

英特尔工程师开发了一个通用的六自由度 (6DOF) 模型，该模型可基于作用在无人机上的所有力和力矩计算无人机的状态 
变量。他们还开发了另一个模型，该模型根据发动机收到的 RPM 指令、6DOF 动力学和一组可自定义的系统参数计算这些力
和力矩。

该团队将 6DOF 模型与自定义的力-力矩模型结合在一起，以创建每个无人机的动态系统模型，并添加了状态估计模块以合并
仿真的传感器数据和噪声。

该团队记录并分析了飞行测试数据，利用结果调试控制算法并改进他们的无人机模型。 

八旋翼 Intel® Falcon™ 8+。

“Simulink 让我们能够更轻松地设计控制算法，并且确
保设计不出差错。这意味着设计迭代次数减少并且
测试时间缩短，因为算法在早期就得到了验证，我们
不必等到手动飞行测试才去逐一发现错误。”

— Jan Vervoorst，英特尔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user_stories/intel-creates-dynamic-simulation-environment-for-testing-gnc-algorithms-for-multirotor-uav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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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生成
在传统工作流程中，嵌入式代码必须基于系统模型或从零开始手写。软件工程师按照控制系统工程师编写的规
范编写控制算法。从编写规范、手动编写算法代码到调试手写代码，此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既费时又容易出错。 

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时，您无需手动编写数千行代码，而是可以直接从模型中生成代码，模型在软件工程师与
控制系统工程师之间架起桥梁。生成的代码可用于快速原型设计或生产。 

快速原型设计提供了在硬件上实时测试算法的一种快速经济的方法，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原本需要几个星期的
设计迭代。您可以使用原型硬件，也可以使用生产 ECU。您可以使用这些快速原型设计硬件和设计模型开展硬
件在环测试及其他测试和验证活动，先确认硬件和软件设计，再投入生产。 

产品级代码生成可将您的模型转换为实际代码，进而在生产嵌入式系统中实现。生成的代码可以针对特定处理
器架构进行优化并与手写的既有代码集成。

案例研究：OHB 

有计划太空任务通常依赖于自主编队飞行，即一个航天器接近或与另一个航天器
并排飞行。Prisma 项目由 OHB AG (OHB) 牵头，与法国和德国航天局以及丹麦科
技大学合作，测试和验证先进自主编队飞行的制导、导航和控制 (GNC) 策略。

OHB 工程师使用基于模型的设计开发 GNC 算法，运行系统级实时闭环仿真，并为 Prisma 项目中的两颗卫星 Mango 和 
Tango 生成飞行代码。 

OHB 将 GNC 设计分为编队飞行、会合和接近操作。他们先在 MATLAB 中对算法思路进行了测试和分析，然后对其进行建模
以在闭环仿真中验证算法。

工程师从 GNC 模型和被控对象模型生成代码。他们将被控对象代码部署到 Simulink Real-Time™，并为机载目标 LEON2 处
理器编译了 GNC 代码。然后，OHB 对 Simulink Real-Time 系统和 LEON2 控制器的组合进行硬件在环 (HIL) 测试，以验证算
法的实时运算。

卫星硬件到位后，该团队用真实的传感器和作动器替换了被控对象模型的相应部分，并重新运行了仿真。所得的测试设置实现
了最大程度的飞行 HIL，包括机载计算机和由 RF 信号激发的 GPS 接收器。为了演练实际任务飞行操作并验证飞行指令序列， 
OHB 对被控对象模型运行了仿真。

“这些模型演变成完整的飞行模型，可以结合 Simulink 被控对
象模型在闭环仿真中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只需轻点鼠标，即
可生成飞行代码。”

— Ron Noteborn，OHB

高级自主编队飞行 GNC 策略仿真。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ohb-ag-develops-satellite-gnc-software-for-autonomous-formation-flying-78723.html


航空航天控制系统的基于模型设计

白 皮 书  |  7 

测试和验证
在传统开发工作流程中，测试和验证通常安排在流程后期，因而难以识别及纠正设计和编码阶段引入的错误。 

在基于模型的设计中，测试和验证贯穿整个开发周期，从建模需求和规范开始，并在设计、代码生成和集成中
持续开展。您可以在模型中编写需求，并将需求追溯到设计、测试和代码。形式化方法有助于证明您的设计满足 
需求。您可以生成报告和工件，对照功能安全标准进行软件认证。 

案例研究：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

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 (KARI) 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为用于载人直升机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AFCS) 开发和测试符合 DO-178C 
标准的软件。 

在过去的类似项目中，开发控制律的工程师会将他们的设计交给操作飞行程序软件开发人员进行手动编码和手工测试。控制
律设计者和软件开发者之间的细微误解导致了软件错误，其中一些错误直到飞行测试时才被发现。KARI 希望通过直接从设
计生成软件来消除这类错误。

该团队开发了一个控制律模型，其中包含用于基本稳定控制、外部回路控制和模式授权条件切换的子模型。然后，他们将控制
律模型与飞机的非线性运动模型结合起来并运行闭环仿真，其中包括作动器和传感器的故障情况。

KARI 工程师遵循自动验证和确认流程，执行模型覆盖率分析、检测设计错误和死逻辑，并检查模型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和高完
整性建模指南，包括 DO-178C 指南。

他们使用 Simulink Test™ 管理和运行基于需求的测试，并创建测试框架，使团队能够对控制律模型中的每个子模型实现 
100% 的测试覆盖率。最后，该团队基于经验证的控制律模型生成代码，并对生成的代码执行单元测试。 

“DO-178C 规程自动反映在我们的 Simulink 开发
和验证环境中。因此，开发人员即使没有 
DO-178C 经验，也能够遵循这些指南。”

— Youngshin Kang，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

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的载人直升机。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user_stories/korea-aerospace-research-institute-adopts-model-based-design-to-develop-do-178c-compliant-control-law-software.html?s_tid=srchtitle_Youngshin%20Kang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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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尽管您的团队可能已经了解到迁移至基于模型的设计将带来的益处，但也难免担忧可能面临的种种组织、后勤
及技术风险和挑战。本节解答了工程团队考虑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时提出的常见问题，并提供一系列经实践验
证的、能够帮助工程团队管理过渡事宜的技巧和最佳实践。 

问：引入基于模型的设计会对工程分工造成怎样的影响？ 
答：基于模型的设计并不会取代控制设计和软件架构方面的工程专业知识。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控制系统工
程师不仅可以提供传统书面形式的需求，还能提供模型和代码形式的可执行需求。软件工程师可以更快地完成
应用程序软件编码，腾出更多时间执行架构建模，为操作系统、设备驱动程序及其他平台软件编写代码，以及执
行系统集成。控制系统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自开发流程早期就能介入系统级设计。

问：现有代码会发生什么变化？ 
答：它可以成为设计的一部分；您的系统模型可以同时包含原生设计建模组件和既有组件。这意味着您可以逐
步引入既有组件，同时继续进行系统仿真、验证和代码生成。

问：在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时，是否存在推荐做法？ 
答：尝试新方法和设计工具总是不免带来风险。根据一些团队的成功经验，要降低此类风险，不妨逐步引入基
于模型的设计，采取有针对性的步骤帮助推进项目并避免速度减缓。不同规模的企业都选择从小团队级别开始
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他们通常从单个项目入手，快速致胜并在早期成功的基础之上继续推进和延伸。积累经
验后，他们开始在部门级别推广基于模型的设计，使模型成为团队整个嵌入式系统开发项目的核心。 

以下四个最佳实践已在多个团队的实践中证明有效：

•  使用项目的一小部分进行试验。选择一个新的嵌入式系统领域，构建软件行为模型，然后基于模型生成 
 代码，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方式。团队成员只需投入少量精力即可掌握新工具和新方法，从而完成这项小 
 调整。该结果能够呈现基于模型设计的一些关键优势：

 o 可以自动生成高质量代码。

 o 代码与模型行为相匹配。

 o 采用模型仿真，不仅可以更轻松地调试算法，还能获得更为深层的信息，胜过基于桌面测试 C 代码。

•  添加系统级仿真，在初始建模成果的基础之上继续推进项目。如本文的前几节所示，您可以通过系统仿 
 真确认需求、调查设计问题以及开展早期测试和验证。系统模型无需实现高保真度；所包含的细节只需 
 确保接口信号采用正确的单位并连接适当的信道，同时确保能够捕获系统的动态行为即可。您可以通过 
 仿真结果提前了解被控对象和控制器的行为模式。

•  使用模型解决特定设计问题。即使不开发全尺寸被控对象、环境和算法模型，您的团队也可以获得有针 
 对性的帮助。例如，假设您的团队需要为作动系统使用的螺线管选择参数。他们可以开发一个简单模型， 
 在螺线管四周绘制概念性 “控制体积”，包括驱动因素和作用因素。团队可以测试各种极端工况并提取基 
 本参数，但不必推导方程。之后，团队可以存储此模型，以用于解决其他设计问题或融合至今后的项目。

•  从基于模型设计的核心元素入手。基于模型设计的直接优势包括：支持创建组件和系统模型；通过仿真 
 测试和确认设计；自动生成 C 代码以进行原型设计和测试。在此基础上，您可以进一步考虑采用高级工 
 具和实践，引入建模指南、自动合规性检查、需求可追溯性及软件构建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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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Danfoss 

为满足市场对其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Danfoss 电力电子集团招聘了一 
批新工程师，并重新评估了一直以来依赖于手动编码的嵌入式软件开发 
流程。采用传统开发流程和手动编码，一些问题往往直到硬件原型和认 
证测试阶段才会被检测出来。

Danfoss 深知，他们需要一套新流程，但又担心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可能无法保证按时交付。一方面，保证整个团队跟上进度需
要时间。另一方面，新产品（太阳能逆变器）的开发工作已经开始。团队必须在开发中途引入基于模型的设计，而且不能影响项目
按时交付。

Danfoss 与 MathWorks 顾问密切合作，首先制定了一份计划，确保成功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Danfoss 工程师参加了由 

MathWorks 工程师主讲的现场培训课程，学习 Simulink、Stateflow®和 Embedded Coder®。

接着，该团队完成了一个试点项目，对采用手动编码的现有软件组件进行重建。对于试点项目，他们决定重点关注基于模型设
计的三个核心功能：建模、仿真和代码生成。在完成试点项目后，该团队全面过渡到基于模型的设计，进行新型太阳能逆变器
的开发。

在每周的电话交流上，MathWorks 顾问就起步阶段的最佳做法向他们提出建议，为早期版本的模型提供反馈，并帮助该团队运
用行业最佳实践，最大限度地提高模型重用率，改进生成代码的性能。

该团队按计划完成了开发工作，由于在准备过程中进行了大量仿真，测试和认证活动进展顺利。

新工作流程的成功有目共睹，因此，企业上下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开始参与到基于模型的设计中，他们构建了模型库和知识库， 
可在今后的项目中重复利用。

Danfoss VLT® AutomationDrive FC302。

“得益于基于模型的设计，尽管增加了新工程师并采用了新
的设计流程，我们仍按时完成了第一个太阳能逆变器项目。 
至于第二个项目，我们实际将开发时间缩短了 10–15%。”

— Jens Godbersen，Danfoss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user_stories/danfoss-adopts-model-based-design-to-speed-development-of-power-electronics-control-syste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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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从需求捕获到设计、实现和测试，系统模型始终占据开发流程的核心。这是基于模型设计的精髓。您可以使用
此系统模型：

•  直接关联设计与需求

•  在共享设计环境中开展协作 

•  仿真多种假设分析情景

•  优化系统级性能

•  自动生成嵌入式软件代码、报告和文档

•  更早测试，从而更早发现错误

基于模型设计的工具

基础产品
MATLAB®

分析数据、开发算法及创建数学模型

Simulink®

嵌入式系统建模和仿真

需求捕获和管理
Simulink Requirements™

编写需求、管理需求并将需求追溯到模型、生成的代码和测试用例

System Composer™

设计和分析系统架构与软件架构

“三年前，上汽集团并不具备太多嵌入式控制软件开发经验。我们之所以选择基于模型的设计，是因为它
是一种成熟而高效的开发方法。该方法帮助我们的工程师团队成功开发高度复杂的 HCU 控制逻辑并提
前完成项目。” 

— 朱军，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matlab.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ulink.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ulink-requirements.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ystem-compos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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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Simulink Control Design™

线性化模型并设计控制系统

Stateflow®

使用状态机与流程图进行决策逻辑的建模和仿真

Simscape™

建模和仿真多域物理系统

代码生成
Simulink Coder™

从 Simulink 和 Stateflow 模型生成 C 和 C++ 代码

Embedded Coder®

生成针对嵌入式系统优化的 C 和 C++ 代码

HDL Coder™

生成用于 FPGA 和 ASIC 设计的 VHDL 和 Verilog 代码

测试和验证
Simulink Test™

开发、管理和执行基于仿真的测试

Simulink Check™

验证是否符合风格指南和建模标准

Simulink Coverage™

测量模型和生成的代码的测试覆盖率

Simulink Real-Time™

构建、运行和测试实时应用

Polyspace® 产品
证明不存在严重的运行时错误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control.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tateflow.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scape.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ulink-coder.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embedded-coder.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hdl-coder.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ulink-test.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ulink-check.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ulink-coverage.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ulink-real-time.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polyspa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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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Mathworks.com 提供了大量资源，帮助您快速掌握基于模型的设计。 
我们建议您使用以下资源开始学习：

交互式教程
MATLAB 入门之旅
Simulink 入门之旅
Stateflow 入门之旅

在线研讨会
Simulink 快速入门 (36:05)

控制系统的基于模型设计 (54:59)

促进和拓展控制系统设计 (51:03)

为太阳能逆变器建模、仿真和生成代码 (45:00)

现场或自定进度培训课程
MATLAB 基础
Simulink 系统和算法建模
使用 MATLAB 和 Simulink 进行控制系统设计

其他资源
咨询服务

https://www.mathworks.com/learn/tutorials/matlab-onramp.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learn/tutorials/simulink-onramp.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learn/tutorials/stateflow-onramp.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introduction-to-simulink-for-system-modeling-and-simulation-1596129507932.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model-based-design-of-control-systems-81921.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accelerating-the-pace-and-scope-of-control-system-design-1493659266810.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modeling-simulating-and-generating-code-for-a-solar-inverter-1541092623689.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training-schedule/matlab-fundamentals.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training-schedule/simulink-for-system-and-algorithm-modeling.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training-schedule/control-system-design-with-matlab-and-simulink.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services/consulting/proven-solution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