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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侦察系统资源能力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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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实现对海量战场信息的快速、准确处理和高效利用,将我方信息优势转变为决策优势,亟需开展资源虚拟化和资
源能力建模. 提出了一种针对分布式侦察系统的资源能力建模方法. 通过分析系统的任务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利用本体理论和
元数据模型对系统资源进行虚拟化描述,构建系统资源属性与资源关系模型,最后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分布式侦察资源
能力模型框架,并基于资源能力观测数据实例对模型的参数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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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Capability Modeling in Distributed Reconnaissance Guidanc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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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 capability modeling and resource virtualization are vital to realize rapid, accurate and efficient use of massive
battlefield information, which transfers our information advantage to decision advantage. Therefore, a resource capability modeling
method in distributed reconnaissance guidance system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ssion and the
resources is analyzed. Secondly, resource virtualization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ontology theory and metadata model. Thirdly, frame
of resource capability model in distributed reconnaissance guidance system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Finally, the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a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resource capability observa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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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域作战条件下, 为了实现对海量战场信息的
快速、准确处理和高效利用,将我方信息优势转变为
决策和行动优势,亟需开展资源虚拟化、数字化和资
源能力建模.
目前主要的资源能力建模方法包括基于逻辑规

则和元数据的 Agent资源能力模型[1−3]、基于制造特

征的制造资源能力模型[4−7]、基于活动树和能力模板

的软件组件资源能力模型[8−12]和基于体系结构的装

备资源能力模型[13−18]. 本文在现有资源能力模型的
基础上,构建了分布式侦察系统的资源能力模型. 通
过分析系统的任务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利用本体理
论和元数据模型对系统资源进行虚拟化描述,构建
系统资源属性与资源关系模型,最后利用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建立分布式侦察引导资源能力模型,并基
于资源能力观测数据实例对模型的参数进行确定.

1 资源能力建模框架

基于分布式侦察系统的资源能力建模的具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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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图 1所示. 首先根据系统的作战目的确定资源
粒度,在系统体系架构的基础上构建系统任务资源
模型; 其次利用本体理论和元数据模型对系统资源
进行虚拟化描述,并构建系统资源属性与资源关系
模型;之后基于上述分析构建资源能力模型框架;最
后基于观测数据确定资源能力模型参数.

图 1 基于分布式侦察系统的资源能力建模流程

2 系统任务资源建模

对分布式侦察系统中的资源 (实体装备和目标
层)和任务 (侦察引导层)进行抽象分析,形成满足资
源能力建模的子任务和可操作性资源,如图 2所示.
系统战场资源的能力 Capability主要由该资源

的状态 S、类型 R、时空约束 ST和任务 T 等因素决
定,如式 (1)所示:

Capability= f (R,ΠT(S),S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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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布式侦察系统任务资源抽象图

式中,
∏

T(S)为资源 R在战场任务 T 下的投影.对完
成当前任务 T 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属性被称为关键属
性.由于 S、R和 ST等属性基本固定,并且

∏
T(S)受

到关键属性的影响,因此,资源的能力 Capability根
据战场任务 T 不断变化.

3 系统资源虚拟化描述

本文采用元数据方法,结合本体理论,对侦察装
备体系资源进行虚拟化描述,并对能力属性和资源
能力匹配进行研究.

3.1 基于 DoDAF视角的资源虚拟化

基于 DoDAF视角的资源虚拟化概念数据描述
方法如图 3所示. 本文从作战视角、系统视角、能力
视角和数据视角梳理资源虚拟化过程,从物理空间
和信息认知空间两个维度明确资源、实体、能力的

边界,从数据、信息、知识、决策四层次数据池中生
成元数据模型. 资源虚拟化是将战场上的作战单元
进行解耦,根据作战目的确认资源粒度,并对其进行
数据化的描述和服务化的封装,建立资源能力模型,
以支撑进行侦察任务规划的实现,并能根据任务规
划结果构建分布式侦察任务系统.资源虚拟化流程
如图 4所示.

3.2 资源元数据表示

本文采用本体论方法构建分布式侦察资源的元

数据模型. 对元数据模型中的要素进行分析,其资源
概念模型要素主要由战场感知资源、通信网络资源、

兵力火力资源、基础数据资源、综合管理资源、时空

基准资源、安全保密资源、计算存储资源和保障资

源组成,如图 5所示.
分布式侦察系统资源元数据模型中的资源属性

模型要素主要包括: 资源 ID、资源名称、资源类型、
资源时空信息、资源使用频率、资源使用阈值等. 分
布式侦察系统资源元数据模型中的资源关系主要包

括: 资源能力模型属性、资源能力标签、资源所处的
环境、资源匹配的任务、资源与其他资源关联、以及

资源能够提供的服务等. 资源属性与资源关系模型
要素如图 6所示.

4 资源能力模型框架

本文针对分布式侦察系统资源的特点, 基于多
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资源能力模型框架,具体步骤
如图 7所示.
假设系统某资源的能力值 c与其关键属性 p1,

p2, · · ·, pr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则定义侦察系统资源
能力模型如式 (2)所示:

c = β1p1 + β2p2 + · · · + βr pr + I (2)

式中,待估回归参数 β1, β2, · · ·, βr 和随机误差 I 均为
常数.
将分布式侦察系统资源能力 n个样本观测值代

入式 (2),并使用最小二乘对回归参数进行估值.对得
到的能力回归方程开展显著性检测,当 F > Fα 时表

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
之后对系统的各能力回归参数开展显著性检验,

如果各参数均为显著参数,继续下一步;否则在去除

www.jc
2.o

rg.
cn



2期 马跃东等: 分布式侦察系统资源能力建模方法 165

图 3 基于 DoDAF视角的资源虚拟化概念数据描述方法

图 4 资源虚拟化方法的示意图

图 5 分布式侦察资源概念模型要素

图 6 分布式侦察系统资源属性与资源关系模型要素

F 值较小的不显著参数后重新建立能力回归方程.
最后计算随机误差项的估计量, 将系统资源

的关键属性值代入回归方程, 最终得到该资源的
能力值.

5 资源能力观测数据示例

下文给出了分布式侦察系统典型侦察感知资源

能力观测数据实例. 同理可给出火力引导资源能力
观测数据和火力打击资源能力观测数据.

图 7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的资源能力

模型框架构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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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资源元数据表示模型设计一组侦察感知资

源能力观测数据如图 8所示. 其在 MCPS中的伪代
码表达实例如下:

{
“ID”: “2016112889-1” //资源的唯一标识

“资源名称”: “炮校雷达”
“元数据编号 ”: “2016112889” //资源类型，使用元数据

标识

“资源归属装备 IP”: “192.185.34.65”//资源地址，使用资
源归属装备 IP

//资源的时空信息

“任务开始时间”: “2017-01-06 03: 30: 24”
“北纬 N”: “24 ◦38′ 11.44″”
“东经 E”: “100 ◦17′ 50.46″”
“高程”: “3 217.6”
“资源使用率”: ”50
“资源告警阈值”: “80 %”
//资源属性

“发现目标距离”: “15 000”
“发现目标精度”: “150”
“发现目标概率”: “0.65”
//资源对应任务完成比率

“目标预警任务”: “0.385 71”
“雷达侦校任务”: “0.656 94”

}

图 8 侦察感知资源能力观测数据

6 结论

本文针对分布式侦察系统构建了资源能力模型.
通过分析系统的任务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利用本体
理论和元数据模型对系统资源进行虚拟化描述,构
建系统资源属性与资源关系模型,最后利用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建立分布式侦察资源能力模型框架,并
基于资源能力观测数据实例对模型的参数进行确定.
分布式侦察系统资源能力建模为后续网络化协同侦

察、侦察引导系统动态重组和侦察引导决策支持等

提供了信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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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RVENPÄÄ E. Adaptation of manufacturing systems in dynamic envi-
ronment based on capability description method [M]. London: Publishing
in Tech, 2012.

3 SADI F, SOUKHAL A. Complexity analyses for multi-agent scheduling
problems with a global agent and equal length jobs[J]. Discrete Optimiza-
tion, 2017, 23: 93−104.

4 AGNETIS A, BILLAUT J C, GAWIEJNOWICZ S, et al. Multiagent
scheduling: models and algorithms[M]. Berlin: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Incorporated, 2014: 672−678.

5 汪卫星,徐玲.云制造中制造能力建模与形式化描述方法 [J].广西大
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7, 42(2): 698−704.

6 阚亚斌,孙井栋,彭鹏.基于任务 -能力匹配的舰艇编队能力需求分析
[J].舰船电子工程, 2014(7): 38−41.

7 YUAN J. Multi—agent scheduling on a single machine with a fixed num-
ber of competing agents to minimize the weighted sum of number of tardy
jobs and makespans[J]. 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2017,
34(2): 433−440.

8 MILI H, TREMBLAY G, JAOUDE G B, et al. Business process mod-
eling languages: sorting through the alphabet soup[J]. Acm Computing
Surveys, 2010, 43(1): 4.

9 赵龙文, 侯义斌. 合作 agent的能力描述 [J].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2003, 24(2): 220−224.

10 胡春明,怀进鹏,沃天宇.一种基于松弛时间的服务网格资源能力预
留机制 [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07, 44(1): 20−28.

11 赵青松,谭伟生,李孟军.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空间描述研究 [J].国防科
技大学学报, 2009, 31(1): 135−140.

12 王敏,李静,范中磊,等.一种虚拟化资源管理服务模型及其实现 [J].
计算机学报, 2005,28(5): 856−863.

13 胡韵.多 Agent工作流的访问控制模型研究 [D].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2014.

14 周浩浩.面向区间任务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统资源分配方法研究 [D].
长沙: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6.

15 郭英然,王志敏.基于网络理论的体系作战能力建模 [J].火力与指挥
控制, 2012, 37(4): 26−29.

16 王小乐,黄宏斌,邓苏,等.信息物理系统资源能力建模 [J].计算机科
学, 2012(2): 227−231.

17 司光亚，王艳正，李仁见,等.指挥控制体系网络化建模研究与实践
[J].指挥与控制学报, 2015, 1(2): 19−24.

18 朱承,江小平,肖开明,等.基于动态多重网络的目标体系建模与分析
[J].指挥与控制学报, 2016, 2(4): 296−301.

马跃东 (1987−),男,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为多智能体任务规划、集群协同控制.本文通信作
者. E-mail: doctormyd@163.com
卢志刚 (1966−),男,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硕士,主
要研究方向为火控系统、多平台协同控制.
秦 嘉 (1982−),男,高级工程师,硕士,主要研究方
向为多智能体协同控制.
孟云霞 (1986−),女,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指控信息系统.
张 雷 (1987−),男,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多智能体任务规划.
胡媛媛 (1988−),女,工程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多智能体智能操控.

www.jc
2.o

rg.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