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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系统运动的动力和表象问题时，提出了系统运动空间和系统映射论的思想。由于它们在前期研

究中解释了一些系统哲学问题，因此论文详细给出了它们及关联概念的定义。利用这些概念研究了自然系统
和人工系统的特征，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自然系统是因素全集到数据全集的映射；而人工系统是可
测相关数据到可调节因素的映射。研究解释了人工系统得到的实验数据永远与自然系统产生的数据存在误
差；人工系统的功能只是自然系统功能的一部分；人工系统只能无限趋近于自然系统而无法达到的原因。系统
运动空间和系统映射论可以解决一些系统层面的问题，并拟在系统可靠性研究领域进行实现，但进一步问题有
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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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理论的核心是系统可靠性问题。但
研究过程中总是出现建立的模型或系统无法完全
对应自然系统的问题。随着研究深入，逐渐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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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间故障树理论、智能化空间故障树和空间故
障网络理论。虽然笔者引入了智能科学、数据技
术、信息论和系统科学的方法，但仍存在人工系
统难以等效自然系统的鸿沟。
[1]
对于系统抽象和等效方法的研究不多。马峻
提出了基于中粒度层面的动态系统多层次映射关
[2]
系模型；何瑞祥 对粗粒度可重构计算系统映射
[3]
与容错机制进行了研究；曾霞 研究了障碍函数
[4]
生成混成系统安全验证方法；张连怡 研究了构
[5]
件系统模型检测方法；李倩 对形式化方法的混
[6]
成系统安全性进行了检验；黄峰 对系统演化的
形式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形成了一些有益成
果，但仍缺乏系统层面的更高级抽象，缺乏通用性。
汪培庄教授提出的因素空间和人机认知体是
[7-10]
一种试图解决上述困境的方法
，被认为是智能
科学的数学基础。钟义信教授提出的机制主义信
息生态方法论也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法
[11-14]
论
。笔者在研究系统可靠性过程中对上述问
题有了一些见解，并在已有空间故障树研究基础
上提出了系统运动空间和系统映射论。利用它们
描述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之间的关系。
[15-26]
空间故障树理论
包括 4 个研究阶段：
1) 空间故障树基础理论，用于研究系统可靠性与
影响因素的关系；2) 智能化空间故障树，引入因
素空间、云模型、模糊结构元理论研究故障大数
据的表示、推理和处理；3) 空间故障网络，研究系
统 故 障 演 化 过 程 ； 4) 系 统 运 动 空 间 与 系 统 映 射
论，用于度量系统运动和确定数据与因素关系。
在空间故障树框架内，使用系统结构分析方
[25-26]
法和属性圆方法
，以可靠性为目标研究系统
运动状态，可得到适合但不充分的人工系统。

1 问题的提出
安全科学不仅囊括了工业、农业、服务业等
领域，也兼具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涉
及多方面的技术和理论。简而言之，安全科学就
是研究一切与安全相关的事项。那么安全是什
么？安全是指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
失，不存在危险、危害的隐患，是免除不可接受的
损害风险的状态。安全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将
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人类的生命、财产、环境可能
产生的损害控制在人类能接受水平以下的状态。
综上，安全应该是系统的一种状态，是在保证系
统功能前提下的，不发生人们不能接受情况的一
种状态。通俗地讲，安全是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而不发生故障和事故的一种状态。而安全科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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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系统保证安全状态的所有思想、理论、方
法和措施的集合。那么安全科学的核心问题就是
系统所需的安全状态。系统在这种安全状态下，
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就是系统科学中的可靠性
问题。因此安全科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系统可靠性
问题。系统安全性的变化，即等效为系统可靠性
的变化。那么一切安全问题就可抽象为系统可靠
性问题。系统安全状态变化抽象为系统可靠性的
变化，进一步抽象为系统状态变化，即系统运动过程。
问题是，将系统的安全状态逐步抽象为系统
运动后如何研究系统的运动。当然这不能通过微
分方程描述系统的运动。这里系统运动指系统受
到刺激，系统的形态、行为、结构、表现等的变
化。那么在研究系统运动之前，需要解决如下一
些问题，包括如何描述系统变化、什么是系统变
化的动力、系统变化通过什么表现、系统变化如
何度量。这些问题是研究系统运动的最基本问
题，其解决涉及众多领域，包括安全科学、智能科
学、大数据科学、系统科学和信息科学等。对于
系统运动的研究，笔者进行了长期思考，借鉴了
汪培庄教授和钟义信教授分别提出的因素空间理
论和信息生态方法论，结合笔者提出的空间故障
树理论，初步实现了系统运动的描述和度量，并
将这些思想用于安全科学的系统可靠性研究。

2 系统运动空间
作为描述系统运动的基础，首先给出系统运
动空间的定义和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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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运动空间
Fig. 1 System movement space

定义 1 系统运动：系统受到一些因素的刺
激，系统的形式、结构、组成、行为和表象的变
化，统称为系统运动。
这里的系统运动与以往系统论和控制论中的
系统运动不同，强调受影响后系统变化的过程和
状态。而系统本身则是概念系统和实体系统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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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抽象，代表系统的最基本共性，包括系统基
本组成部分的元件；基于元件组成系统的结构；
和系统存在的意义，即系统的目的，也包括影响
系统的因素和系统变化产生的数据。
定义 2 系统运动空间：以系统代表的球型
区域为中心，以系统的不同方面或研究角度形成
二维平面，这些二维平面围绕系统球，由一个系
统球和多个平面组成的空间称为系统运动空间。
系统运动空间由一个系统和多个平面组成。
该系统与所要研究的与系统相关的平面组成了研
究该系统的空间域。当然一个系统运动空间可以
容纳无数个系统和平面，只要系统之间存在联系
即可。平面之间除与系统的联系外，不发生其他
联系。
定义 3 系统球：将系统等效为系统运动空
间的球体，以便进行系统运动的度量，其半径为 1。
系统球内部封装了系统的元件、结构和目的。
定义 4 平面：系统运动空间中，与系统相关
的一类事项或研究方面存在的形式。
如图 1 中的数据平面和因素平面。
定义 5 投影：从系统球到平面的投影，代表
该系统在平面相关的事项或方面的变化情况。
如图 1 中，系统受到的作用因素是系统球的
向下投影，投影到因素平面得到半径为 1 的圆；向
上投影到数据平面，得到系统散发出的数据，形
成半径为 1 的圆。
定义 6 属性圆：系统球投影到平面的圆形，
半径为 1。
属性圆是笔者在空间故障树理论框架下提出
的一种表示对象属性的方法。由于属性圆给出了
严格的性质和度量方法，因此属性圆可容纳一个
对象的无数个因素。进一步地可以进行对象之间
关系的定量计算。因此引入属性圆尝试进行系统
运动的度量和定性定量分析。在图 1 中，影响系
统的因素很多，因素平面内属性圆中的射线代表
这些因素，当然在属性圆中进行了归一化，其范
围在属性圆内部；数据平面内属性圆的射线代表
各类数据，可以是定性、定量、范围和模糊数据。
系统运动空间提出的目的是在更高抽象程度
时表示系统的最一般性。系统内部包括元件、结
构和系统目的。而外部则是系统受到的作用和表
现出来的响应，虽然这些作用和响应很多。本文
研究的影响系统的因素和系统因此表现出的数据
是系统的两个事项或方面，前者是作用，后者是
响应。系统运动空间可表示多个关联的系统，但
这里只研究因素−系统−数据之间的关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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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个系统球和两个平面 (因素平面和数据
平面)。

3 系统映射论与人的智慧活动
系统映射论
自然状态下的系统指不受任何人主观干扰下
的系统，根据自然界自身法则运行的系统。这类
系统与人是否存在无关，根据自身运行机制和规
则对自然的影响进行响应。
定义 7 自然系统：在自然状态下，遵守自然
规则调节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系统。
自然系统是天然存在的，其产生和灭亡都遵
循自然规律。自然系统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他
接受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由于这些作用使系统
产生了变化，包括系统形式、结构、组成、行为和
表象的变化。因此环境因素是系统运动的动力。
系统的内在因素，即元件、结构和目标是系
统内在的固有因素。由于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
使系统内部元件和结构产生变化，才使系统的表
象发生变化。而系统表象发生的变化是通过自然
系统表现出来的运动形式和存在方式改变显现
的。进一步地，系统运行方式和存在的变化是通
过数据信息的形式散发出来的。因此人可感知系
统存在及变化的途径就是数据信息。根据系统目
标，数据信息可分为不相关数据信息和相关数据
信息。相关数据信息包括可测相关信息和不可测
相关信息。
定义 8 不相关数据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
不相关数据信息指自然系统由于外界因素的作用
散发出来的与系统目标不相关的信息；相关数据
信息指自然系统由于外界因素的作用散发出来的
与系统目标相关的信息。
定义 9 可测相关信息和不可测相关信息：
相关信息中，那些可以被现有技术感知、捕获和
分析的信息称为可测信息；那些不能被感知、捕
获和分析的信息称为不可测信息。
在图 1 中，数据平面上的实线代表可测相关
数据，虚线代表不可测相关数据。
同理，在因素平面内也存在相关因素和不相
关因素，相关因素又可分为可调节因素和不可调
节因素。
定义 10 相关因素和不相关因素：相关因素
指影响系统目标，使系统发生运动的因素；不相
关因素指虽然使系统产生了运动，但并不影响系
统目标。
定义 11 可调节因素和不可调节因素：在相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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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素中，现有技术水平可以调节的因素为可调
节因素；反之，现有技术水平不可调节的因素为
不可调节因素。
自然系统的影响因素是所有自然因素的全
集，由于影响系统运动散发出来的数据是与系统
相关的所有数据。定义 8~11 都是为了建立人工
系统给出的。因此它们都是自然因素全集和数据
全集的子集。
综上，图 1 给出的在数据平面和因素平面及
其之间的自然系统，组成了一个映射机制。该机
制从因素全集出发，经过系统，转换为数据全
集。那么自然系统则可视为从因素全集到数据全
集的映射，即系统映射论。
人的智慧活动
人的智慧活动是感知自然、认识自然和改造
自然的过程。所谓感知是感知自然系统的存在和
运动；认识自然是通过自然系统感知得到数据的
处理，形成规律；改造自然则是人们使用这些规
律影响和作用自然系统的过程。
定义 12 人工系统：人们通过感知自然和认
识自然得到的规律、知识来建立符合自然规律，
且带有明确目的的系统。在系统映射论中的人工
系统是概念系统和物质系统的更高抽象。
在图 1 中，人的智慧活动在因素和数据平面
之外。人的智慧活动处理的是可测相关数据，通
过智能处理得到知识形成人工系统，最终通过可
影响自然的可调节因素作用自然和改造自然。那
么，人的智慧过程主要是形成人工系统，人工系
统是所掌握知识的一种体现，是人模仿自然规律
形成的数学模型、思想、机构等。因此人工系统
是自然系统的模仿。
3.2

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
讨论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自然系统
存在于自然之中，无论人是否存在都将按照自然
规律运行下去。而人工系统则是人们通过了解自
然系统得到知识后的仿制系统。但这种仿制存在
着天然缺陷。
由图 1 可知，人工系统起源于自然系统运动
过程中散发数据全集中的可测相关数据。人们通
过自身知识和理解对其抽象形成人工系统。人们
通过人工系统改造自然，那么人们的现有技术只
能利用其中的相关可调节因素。人工系统对天然
系统的等效总是存在着误差，与观测到的可测相
关数据不同。因此人工系统处理和得到的只是全
部自然因素和数据的一小部分。距离展示自然系
统，完成人工系统到自然系统的功能逼近相距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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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另外，自然系统是因素全集到数据全集的映
射，而人工系统是可测相关数据到可调节因素的
映射，两者映射方向相反。加之两种系统的数据
差距较大，甚至不在同一维度，映射也难以保证
满射 (一一对应)；而且不同的技术水平对系统的
认识不同，人们永远无法了解自然系统的因素全
集和数据全集。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系
统的认识逐渐深入，可了解更多因素和数据，但同
时也会出现更多的因素和数据。因此得到如下结论：
1) 人工系统得到的实验数据永远与自然系统
相同状态下得到的数据存在误差。
2) 人工系统的功能只能模仿自然系统功能的
一部分。
3) 人工系统只能无限趋近于自然系统而无法
达到。

4 人工系统的内部结构
真实的自然系统如何运作，因素全集和数据
全集人们无法知晓。在此只能从人工系统入手来
研究自然系统。从可测相关数据到可调节因素的
映射即为人工系统。可测相关数据通过人的智能
认识和处理可形成数学模型。那么该数学模型如
何代表人工系统，是值得研究的关键问题。
使用最简单的例子，经过大量的自然观测，发
现某个器件的故障率与时间相关。然后统计数
据，将时间作为自变量，故障率作为因变量得到
了一个拟合多项式。该多项式就是故障率与时间
的函数关系，是一个数学模型，也是人工系统。
那么多项式中的自变量就是影响系统的因素，而
这个多项式的结构就是人工系统本身的结构。该
人工系统的目标是研究系统故障率，系统元件和
系统结构共同组成了该多项式。
人工系统的实现方法很多，中心思想都是通
过可测相关数据与相关因素的对应关系得到的，
从而模仿自然系统。如传统的物理学和化学，通
过实验数据构造经验公式。公式中的变量即为因
素，公式的结构则是系统的结构。进而模拟物理
系统和化学系统在自然界中的运动规律。近代的
各种数学方法，如模糊数学、集对分析、可拓学、
粗糙集等，则是为了满足人们更深层次了解自然
系统和构建人工系统而产生的。通过这些数学方
法对单纯的物理化学观测数据进行提升，进一步
形成层次更深的人工系统来模仿自然系统。进一
步发展，出现了当代智能科学的三大流派，他们
[11-14]
以人脑为自然系统展开研究
。首先是结构主
义流派认为人脑的核心及其处理问题的能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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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脑的结构，因此提出了模拟人脑结构的神经
元数理逻辑并最终发展成为神经网络模型。他通
过神经元和传递函数模拟人脑结构，通过可测相
关数据建立适合的神经网络，从而判断和预测结
果。神经网络作为人工系统，主要模拟了系统的
结构，而忽略了系统的元件和目标，只能分析可
测相关数据不能得到相关因素。随后，由于神经
网络的局限和缺点，功能主义流派诞生，认为人
脑的功能是核心问题。形成了物理符号系统后逐
渐退化为专家系统。处理可测相关数据得到相关
因素，但是忽略了系统内部的元件和结构，目标
是达到与人脑受到因素作用后的相同响应。进一
步，基于客体行为的行为流派诞生，通过感知客
体的运行和行为来模拟智能行为。他收集和感知
自然系统运动过程的可测相关数据，并模拟自然
系统响应，得到可调节因素，从而采取相应的行
为调节因素作用于自然系统。
因此经典物理化学方法只完成了可测相关数
据的简单分析，得到了最为朴素的数学模型，即
人工系统。而现代数学方法是结合可测相关数据
和经典科学，进行更深层次的自然系统分析，可
得到更为接近的人工系统。智能科学方法从不同
角度模拟人脑自然系统的各个方面，虽然不能完
全等效，但也实现了对自然系统的进一步逼近。
从人类发展角度，他们都是基于机械还原论的分
而治之方法；同时也是人类建立人工系统立足
点、技术手段和哲学原理限制的原因 (如上节论
述)，因此从根本上得到的人工系统不可能等效自
然系统。可见人工系统得到的是基于观测数据的
一种拟合和等效。也许自然系统并不是人工系统
的结构，而只是一种系统响应的等效。又由于自
然系统和人工系统的映射方向不同等原因，必将
导致人工系统难以接近自然系统。

5 系统可靠性分析的人工系统
笔者在研究系统映射论和系统运动空间之
前，主要对安全科学中的系统可靠性问题进行研
究，提出了空间故障树理论，进行了智能化改造，
并进一步提出了空间故障网络理论。整个理论体
系的核心为系统可靠性与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
那么空间故障树理论研究自然因素影响后，系统
表现出来的变化即为故障数据及其变化。因此想
要构建与自然系统相对应的人工系统就必然需要
了解系统内部的元件和结构。那么以系统可靠性
为系统目标，建立了一套系统结构分析方法。因
此研究顺序包括系统结构反分析 (因素结构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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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析和元件结构反分析)
、系统功能结构分
[21]
[27]
析 、系统功能结构最简式 和功能结构最小化
[28]
原理 。该发展过程也是人工系统在不同层次逼
近自然系统的过程。这些工作为人工系统得到适
合的系统元件和结构提供了有效方法。
研究系统可靠性的变化，理想的研究对象是
自然系统的可靠性，并在系统运动空间中进行研
究。但自然系统是无法获得的，只能通过趋近的
人工系统进行研究。进一步对系统运动空间中表
现出来的系统运动进行定性和定量描述。自然系
统是从因素全集到数据全集的映射。但我们无法
获得因素全集和数据全集，只能得到可调节因素
和可测相关数据，因此通过系统运动空间方法得
到的系统仍是人工系统。
该人工系统在因素平面内和数据平面内投影
分别得到两个属性圆。属性圆是在空间故障树框
[25-26]
架内的对象与因素关系的定性定量表示方法
。
人工系统的分析首先通过可调节因素，改变因素
状态。那么对应的自然系统将发生运动，散发出
数据信息，感知后形成可测相关数据集。可调节
因素集和可测相关数据集可表示为在因素和数据
平面内的属性圆，在因素变化的同时数据发生相
应变化。通过属性圆各个属性的域线变化可实现
定性定量分析。进一步通过得到的因素属性圆变
化和数据属性圆的变化，结合已有系统结构分析
方法可得到系统元件及其结构。该过程即为系统
运动空间和映射论在系统可靠性研究领域的实
现，是它们在具体科学领域中的应用。由于相关
研究篇幅较大，这里不做详述。
汪培庄教授的因素空间理论提到了人机认知
体的概念，该概念是另一条使人工系统趋近于自
然系统的途径。另外，钟义信教授提出的机制主
义信息生态方法论也将人工系统逼近自然系统。
这两种方法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这里不再详
述，见文献 [7-14]。
上述只研究了系统运动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提出了系统运动空间和系统映射论。系统运动空
间的建立解决了一些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系统层面
问题。比如：文中论述的人们建立的人工系统为
何总是存在误差，为何人工系统无法等效于自然
系统。
系统运动空间是系统的高度抽象，是描述系
统运动的普适框架，是笔者长期研究系统科学、
智能科学及安全科学后得到的模型。下一步将具
体落脚于安全科学中的系统可靠性领域，使用系
统运动空间对其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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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给出了系统运动空间与
系统映射论的具体定义。主要结论如下：
1) 给出了系统运动空间的定义和性质，即系
统运动空间中的运动系统、系统运动空间、系统

统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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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倩. 基于形式化方法的混成系统安全性检验 [D]. 上
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LI Qian. Safety verification of hybrid systems based on
formal method[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5.
[6] 黄峰. 系统演化的形式化与具体化应用研究 [D]. 南京:

球、平面、投影等定义。系统运动空间可表示一

南京邮电大学, 2014.

个系统与多个方面的关系和多个系统之间的关系。

HUANG Feng. A study on formalization and materializa-

2) 给出了系统映射论思想。认为自然系统是
因素全集到数据全集的映射。给出了相关数据信
息和不相关数据信息，及可测相关信息和不可测
相关信息；相关因素和不相关因素，及可调节因

tion application of system evolution[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2014.
[7] 汪培庄. 因素空间与因素库 [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 32(10): 1297–1304.
WANG Peizhuang. Factor spaces and factor data-bases[J].

素和不可调节因素等概念。而人工系统是可测相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关数据到可调节因素的映射。

edition), 2013, 32(10): 1297–1304.

3) 讨论了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的差别。人工

[8] WANG Peizhuang, LIU Zengliang, SHI Yong, et al. Factor

系统得到的实验数据永远与自然系统相同状态下

space,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data science[J]. Annals of

得到的数据存在误差；人工系统的功能只是想要

data science, 2014, 1(2): 233–251.

模仿的自然系统功能的一部分；人工系统只能无
限趋近于自然系统而无法达到。
4) 论述了系统运动空间和映射论在系统可靠

[9] 汪培庄, 郭嗣琮, 包研科, 等. 因素空间中的因素分析
法 [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33(7): 865–870.

性领域的实现和方法。借助可测相关因素和可调

WANG Peizhuang, GUO Sicong, BAO Yanke, et al. Caus-

节因素，及空间故障树理论中系统结构分析和属

ality analysis in factor spaces[J].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

性圆方法，可初步实现研究系统可靠性的人工系统。
系统运动空间和系统映射论可以解决一些系
统层面上的问题，进一步研究有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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