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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postgraduate quality courses are developed to cultivate graduate students with soli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ability, and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by reforming the teaching of courses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These 
postgraduates are new type of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core competitivenes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urse “Logistical 
Support Analysis Technology”, which is one of the quality postgraduate courses of Beihang 
University, analyzes the purpose and the role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introduces 
some achievements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research, mainly including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of supportability simulation experiment, the teaching platform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course syllabus, and the teaching manual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After a round of 
postgraduate course teaching practice, we have not only cultivated the professional experimental 
knowledge of the postgraduates majored in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improved their skills to solve 
innovative engineering problems in the future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of complex equipment, 
but also la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olving of deeper problems and provided methods to conduct 
professional research for the postgraduates who will further conduct dissertation research or pursue 
PhD in the field of supportabilit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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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研究型大学，通过课程教学改革建设一批研究生精品课程，以能够培养具备扎实专

业知识、开拓创新能力、解决复杂实际工程问题能力的复合型研究生为目标，可以为中国制

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工科后备人才。本文依托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级研

究生精品课项目“装备保障性分析技术”，分析了仿真试验教学的目的和作用，介绍了开展

仿真试验教学研究的一些成果，主要包括保障性仿真试验课程教学要求、仿真试验教学平台、

课程教学大纲、仿真试验教学手册。通过研究生课程一轮次教学实践，不仅培养了可靠性工

程专业研究生在试验评估方面的专业知识，提升了该专业研究生在未来复杂装备设计制造过

程中解决具有创新性工程问题的技能水平，而且还为在保障性工程方向继续从事学位论文研

究和深造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同学解决更深层次理论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开展实施专

业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1．引言 

《中国制造 2025》[1]中将“质量为先”列为建设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要

求做好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急需的质量专业人才的培养。在研究型大学通过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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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批研究生精品课程，能够培养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开拓创新能力、解决复杂实际工程

问题能力的复合型研究生，可以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工科后备人

才[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直是国家复杂装备制造业人才培养的高地，北航的可靠性与系统

工程学院作为国内培养可靠性工程师的重要战略基地，在国内率先推动了复杂装备质量专业

人才培养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3]。2018 年“装备保障性分析技术”课程作为学院研究生专业

理论核心课得到了校研究生院精品课建设支持。 
“优生”和“优育”贯穿了装备研制的全寿命周期过程[4,5]，但是由于装备是复杂工程系

统，“优生”工作做的再多还是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装备的可靠，这时就要在优育上下功夫，

通过保障性来补偿可靠性。保障性是装备的设计特性和计划的保障资源能够满足装备执行任

务要求的能力，装备在设计过程中，通过执行保障性分析，才能将装备必须具备的满足任务

执行要求的能力转化为装备的设计要求和设计指标，并把这些设计要求和设计指标细化分解

落实到装备各个层次的功能产品和维护保障资源的设计上来[6]。装备设计过程中只有有效开

展保障性分析工作才能保证装备“召之即来且来之能战”。掌握保障性分析技术的人才是在装

备研制过程中有效开展保障性工作的首要前提，对具备保障性分析知识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就

成为国家装备建设战略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如何培养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开拓创新能力、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复合型装备保障性分析人才就成为本精品课建设需要研究解决的重

要问题之一。 

可靠性工程研究生作为专业培养阶段的高层次人才，除了应该掌握扎实的可靠性专业知

识外，还应该具备在创新性较强的复杂装备设计制造过程中解决棘手的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保障性试验为装备保障性设计过程中各种创新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验证方法和手段，

是创新性工程问题能够发挥实效的有力技术保证。在本精品课建设项目中明确提出应该加强

研究生在保障性试验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让研究生具备针对实际工程问题开展保

障性试验的能力，能够就创新性工程问题的解决进行有效的试验验证。 
本文主要分析了《装备保障性分析技术》课程中的仿真试验教学的目的和作用、介绍了

仿真试验教学研究的成果，包括装备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要求、仿真试验软件教学平台、仿

真试验教学内容和仿真试验教学实践。希望能为工科质量专业研究生教学提供一些借鉴。 

2．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的目的和作用 

装备及其保障系统之间以及它们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客观的随机逻辑关系。如果

保障系统结构简单，保障对象与保障系统之间或其内部的这些随机逻辑关系并不复杂，那么

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往往可以采用解析方法求解。可是对于高端复杂装备由于装备的构成及其

保障过程十分复杂，以致目前还没有能够在复杂随机关系下求解这些数学模型的解析计算方

法，这时需要借助于计算机仿真试验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复杂装备系统设计中的新问题。保障

性仿真就是依据装备保障方案的规定，通过描述装备与保障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

关系，抽象其中的随机因素，建立保障性仿真模型，借助于计算机试验，模拟装备系统运行

过程，收集相关实验数据，探索相关特性参数的随机规律，为装备系统综合设计评估方法提

供支持。 
通过装备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可以使学生掌握保障系统建模知识，加深对保障系统运行

机理的理解，形成保障系统设计规划能力；使学生掌握保障性评估基础知识，加深对保障性

设计评估参数的理解，形成保障系统分析评价能力；使学生掌握保障性研制和使用试验基础

知识，加深对保障性设计系统工程过程的理解，形成装备保障性试验验证能力。保障性仿真

试验教学形式直观，能够使研究生直接观察到装备及其保障系统互相协调的运行过程，通过

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复杂系统的运行过程，建立起复杂系统微观设计

层面与系统宏观运行特性层面的定性定量关系。同时也更有利于研究型教学的开展，学生在

试验教学的实践中，可以自主选题，针对平时学习中思考的问题，对复杂系统运行规律的猜

想，通过仿真试验的操作运行，获得自己的认知和理解。保障性仿真试验，可以不必花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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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投资去构建实物装备系统进行试验，如果在实物装备及其保障系统上构建试验环境，往

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场地和时间，在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没有可行性。 

3．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研究 

3.1  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要求 

3.1.1 基本概念和理论要求 
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要求研究生在掌握保障性工程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熟知保障系统的

构成要素和评估参数，掌握装备使用任务驱动装备保障系统运行的基本原理，理解装备保障

性对可靠性维修性等的补偿机理。 
3.1.2 应用能力要求 

能够熟练使用装备保障性仿真教学软件平台，熟练掌握应用仿真软件工具构建装备任务

模型、装备构型模型、保障性系统模型；能够运用仿真平台计算装备系统任务持续性、战备

完好性和保障系统运行效率参数；能够运行仿真结果分析影响装备系统相关特性参数的影响

因素，找出装备保障性和保障系统设计的薄弱环节，并撰写仿真试验报告。 
3.1.3 创新能力要求 

对于未来有意在保障性工程方向上就业，成为复杂装备保障性设计工程师，或者未来在

保障性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开题研究以及继续深造的研究生，应能够在教师建议的保障性研究

方向上，自主设计保障性试验，并能根据试验结果对保障性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或改

进。 

3.2  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平台 

3.2.1 平台组成 
装备保障性仿真验教学平台的主要包括保障性仿真输入模块，包括装备使用任务输入、

装备构型输入、保障系统输入；保障性仿真模块，包括仿真设置、仿真运行、参数收集；保

障性评估参数分析模块，包括保障性评估参数设置、评估参数计算、影响因素分析[7]。平台

的部分输入输出界面如图 1 所示。平台运行在 Microsoft Windows 7 软件环境下，硬件配置不

低于 CPU I3 2.1GHz、内存 512M，硬盘 40G，仿真软件平台为自研。 

 

 
图1  装备保障性仿真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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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平台功能 
装备保障性仿真验教学平台的主要功能除包含装备保障性仿真基础功能外，还可以为研

究生提供执行保障性仿真试验结果与参照结果对比分析，使参加试验课程学习的同学能够及

时发现试验动手实践环节存在的错误和问题，及时纠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还有仿真结果分

析引导功能，能够引导试验环节学习的研究生找出与仿真输出参数变化相关的影响因素，便

于同学们理解这些复杂系统运行的协调机理。 

3.3  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内容 

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装备任务、构型及保障系统仿真输入建模，仿真设置

及控制；观察任务强度对装备系统可用度影响；观察备件配置对装备系统可用度影响；观察

装备外场可更换单元（LRU）故障率对装备系统可用度波动周期影响；观察预防性维修对装

备系统可用度影响；观察备件修理时间对装备系统可用度波动周期影响 6 个方面的内容。如

表 1 所示，其中满足概念、理论和应用基本教学要求的教学内容有 4 项，每项 1 个学时；满

足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求 2 项，每项也是 1 个学时；共计 6 个学时。并在这些教学内容的基础

上编制了保障性仿真试验手册。 

表1  教学内容提纲 

序号 教学内容 课时 仿真想定说明 类型

1 装备任务、构型及保障系统仿真输入

建模，仿真设置及控制； 
1 构建由 10 架飞机组成的机群，按照每天 3

架次的出动强度，执行 180 天训练任务；

基本

2 观察任务强度对装备系统可用度影

响； 

1 将机群任务强度由每天 3 架次调整到每天

6 架次； 
基本

3 观察备件配置对装备系统可用度影

响； 
1 对应飞机可修件构型增加外场备件配置数

量； 
基本

4 观察预防性维修对装备系统可用度影

响； 
1 将外场飞机预防性维修周期设定为 3 个月

或飞行 100 小时； 
基本

5 观察装备外场可更换单元（LRU）故

障率装备系统可用度波动周期影响；

1 将 LRU 的故障率降低 10%，同时将输出参

数数据收集间隔设定为 8 小时； 
提升

6 观察备件修理时间对装备系统可用度

波动周期影响； 
1 将 LRU 级备件的修理时间减少 20%，同时

将输出参数数据收集间隔设定为 8 小时。

提升

3.4  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实践 

在承担“装备保障性分析技术”校级精品课建设项目后，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已经实施

了 1 轮次，按照最新的教学研究成果对一年级研究生进行了讲授，并完成了试验操作，撰写

了试验报告。在试验课程的教学实施过程中，拟在保障性工程方向开题的研究生和有提前攻

博意向的研究生，均完成了全部 6 个学时的保障性仿真试验课程的学习。通过实验课程的学

习提升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同学们应用保障性仿真工具分析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以实际装备为案例的仿真试验也激发了同学们的空天报国情怀，增强了同学们的职业自豪感，

同时体现了研究生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作用。 

4．结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精品课项目“装备保障性分析技术”经过一年来的建设，已经

完成保障性仿真试验教学研究，形成了一些教学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保障性仿真试验课程教

学要求、仿真试验教学平台、课程教学大纲、仿真试验教学手册，并且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进

行了一轮次的实施。通过研究生课程教学实践，不仅培养了可靠性工程专业研究生在试验评

估方面的专业知识，提升了该专业研究生在未来复杂装备设计制造过程中解决具有创新性工

程问题的技能水平，而且还为在保障性工程方向继续从事学位论文研究和深造博士学位的研

究生同学解决更深层次理论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开展实施专业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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