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What is 

MWorks.Sysplorer 

1. MWorks.Sysplorer 概述 

MWorks.Sysplorer 是新一代多领域工程系统建模、仿真、分析与优化通用

CAE 平台，基于多领域统一建模规范 Modelica，提供了从可视化建模、仿真计

算到结果分析的完整功能，支持多学科多目标优化、硬件在环(Hardware-In-the-

Loop, HIL)仿真以及与其他工具的联合仿真。 

 

图 1-1 MWorks.Sysplorer 架构 

利用现有大量可重用的 Modelica 领域库，MWorks.Sysplorer 可以广泛地满

足机械、电子、控制、液压、气压、热力学、电磁等专业，以及航空、航天、车

辆、船舶、能源等行业的知识积累、建模仿真与设计优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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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Modelica 建模实例——六自由度机械手 

MWorks.Sysplorer 作为多领域工程系统研发平台，能够使不同的领域专家与

企业工程师在统一的开发环境中对复杂工程系统进行多领域协同开发、试验和分

析。 

2. MWorks.Sysplorer 功能与特征 

(1). 多工程领域的系统建模 

MWorks.Sysplorer 具备多工程领域的系统建模和仿真能力，能够在同一个模

型中融合相互作用的多个工程领域的子模型，构建描述一致的系统级模型，适应

于机械、电子、控制、液压、气压、热力学、电磁等众多工程领域。 

(2). 多文档多视图建模环境 

MWorks.Sysplorer 提供多文档多视图的建模环境，支持同时打开多个文档，

编辑和浏览多个不同模型。每个文档具有模型文本、模型图标、组件连接图、信

息说明等多个视图，支持多种形式的模型浏览与编辑。 

(3). 多种形式建模支持 

MWorks.Sysplorer 支持组件拖放式、文本编辑式与类型向导式等多种建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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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代码框架、编码助手、语法高亮、代码折叠、代码规整、连接合法性自

动检查、模板式参数编辑、模型逐级展开和回退等辅助建模功能。 

(4). 可定制的模型库 

MWorks.Sysplorer 提供丰富的领域模型库，并具备开放的模型库定制功能，

以满足不同的建模需求，便于模型资源的重用。用户可以通过定制配置文件或动

态加载需要的模型库，可以自由增删或更改模型库中的元件。 

(5). 物理单位推导与检查 

MWorks.Sysplorer 全面支持 SI 国际单位制，提供可靠的单位推导与检查功

能。根据模型方程进行单位推导，并自动检测单位不匹配的错误。支持计算单位

与显示单位的分离，提供显示单位的定制与扩展功能。 

(6). 仿真代码自动生成 

MWorks.Sysplorer 通过模型编译生成模型方程系统，通过模型推导与符号简

化生成模型求解序列，基于标准 C 语言，自动生成模型仿真代码；通过对仿真代

码的编译，进而生成可独立运行的参数化仿真分析程序。 

(7). 结果分析与后处理 

MWorks.Sysplorer 提供结果数据的曲线显示和 3D 动画显示功能，支持不同

仿真实例的结果比较。提供丰富的曲线运算与操作功能、动画控制与视图操作功

能，支持曲线显示自变量的定制选择。 

(8). 硬件在环仿真 

MWorks.Sysplorer 提供硬件在环仿真功能，通过内嵌通讯模块的实时信号采

集与输出，支持软件模型与实物设备的联合仿真。通过输出模型仿真 C 代码到

dSPACE、xPC 等硬件设备，支持实时硬件在环仿真。 

(9). 良好的可扩展性 

MWorks.Sysplorer 支持对外部 C/Fortran 函数和外部应用的嵌入与调用，提

供了与 Matlab/Simulink 的接口，可以将模型输出为 S-Function 形式，提供命令

与脚本功能，支持定制开发、批量处理与 MWorks.Sysplorer 外部调用。 

3. MWorks.Sysplorer 应用领域 

MWorks.Sysplorer 平台提供的基础元器件模型库覆盖了机械、电子、控制、

热力学、电磁等学科领域，并通过了实验验证。通过基础元器件的组合，用户能

够方便快捷的构建高置信度的产品模型，从而有效提高产品设计质量，缩短开发

周期，降低研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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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基础元器件库 

名称 说明 

机械元器件库 

提供了一维移动、一维转动及三维多体系统领域库，支持

一维机械系统与多刚体机械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电子元器件库 

提供了模拟电子、数字电子、多相电路领域库及电机元器

件库，支持模拟数字与多相电路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电磁元器件库 

提供了电磁模型库，支持集总磁路中电磁设备的建模与仿

真 

热力学元器件库 

提供了集中(lumped)元素一维传热分析的模型库，支持机

械集中元素模型一维传热分析的建模与仿真 

控制元器件库 

提供了连续、离散、逻辑、非线性等类型控制元件库，支

持连续、离散、逻辑、非线性等控制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流体元器件库 

提供了多相单质或混质一维热流模型库，支持一般的多相

单质或混质一维热流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此外，华中科技大学 CAD 中心与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了汽车、能源、航空等行业模型库，不仅提供了专业相关的基础元器件，还内置

了常用的标准零部件模型和相关数据，有利于提高零部件选型和方案设计效率。 

⚫ 车辆动力学库 

提供了底盘、传动系统、动力系统、发动机、变速箱等汽车关键零部件模型，

以及各种标准工况表。适用于蓬车及子系统的动力学性能仿真、分析与优化，如

操纵稳定性、平顺性、制动稳定性、侧翻稳定性等。 

⚫ 异步电机模型库 

提供了电机转轴、定转子、磁阻等零部件模型，并内置磁化曲线、磁性材料

等数据。适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的动态性能分析，并可解决电磁、控制和机械藕合

问题。通过扩展，还可适用于水轮发电机、风力发电机和汽轮发电机等大型发电

机组的建模与性能分析。 

⚫ 航空液压模型库 

提供了液压系统常规的动力单元、执行单元、液阻、管道等元器件以及航空

液压系统专用部件模型或数据，如隔离控制阀、整流罩锁、作动筒、流液特性数

据等。适用于飞机反推力装置、起落架等设备的液压系统动态性能分析、故障模

拟及硬件在环仿真。 

基于 Modelica 对多领域物理系统统一建模的支持，MWorks.Sysplorer 平台

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工程机械、能源设备和化工等诸多行业，以解

决复杂产品设计中的多领域耦合问题。例如，在航空工业中对起落架系统动态性

能分析、柔性飞行器飞行动力学性能分析、直升机/旋翼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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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动态性能分析等；在航天工业中进行轨道动力学仿真、卫星姿态和轨道控制

系统设计与动态分析等；在汽车工业中进行混合动力汽车快速原型设计、涡轮增

压发动机的动态性能仿真与设计、车辆动力性及燃油经济性与排放特性动态分析

与优化设计、底盘与传动系统的实时硬件在环仿真等；在工程机械行业进行挖掘

机液压和传动系统设计与动态仿真、起重机伸缩臂动态性能仿真分析等；在能源

动力行业进行核电轻水反应堆系统性能分析、太阳能发电设备系统设计与分析、

制冷设备设计与分析等；在化工行业进行污水处理设备优化设计与仿真分析、流

体食品加工设备的仿真等。 

4. Modelica 语言 

4.1 背景与历史 

统一建模语言具有领域无关的通用模型描述能力，由于采用统一的模型描述

形式，因此基于统一建模语言的方法能够实现复杂系统的不同领域子系统模型间

的无缝集成。有关系统统一建模语言的研究最早源于 Elmqvist 博士论文，随后许

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结合面向对象设计思想，引入“类”的概念对物理系统“方

程”进行封装与扩展，从而奠定了该领域面向对象统一建模思想的理论基础。 

随着面向对象建模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多种建模语言并存导致模型定义与

转换的混乱。为此，欧洲仿真协会 EUROSIM 于 1996 年组织了瑞典等 6 个国家

建模与仿真领域的 14 位专家，针对多领域物理统一建模技术展开研究，提出通

过国际开放合作，研究设计下一代多领域统一建模语言 Modelica，2000 年成立

非盈利的国际仿真组织——Modelica 协会。由该协会每隔一年半组织一次

Modelica 学术会议，交流和探讨 Modelica 语言相关理论、系统开发及应用等方

面的研究进展，基于 Modelica 的领域知识模型库建设与维护。每两个月定期召

开一次设计会议，讨论 Modelica 的扩展与完善。 

从 1997 年 9 月 Modelica 语言 1.0 版本开始，目前已到 3.3 版。经过广泛的

国际合作，基于 Modelica 语言的模型库积累迅猛增长，并已公开发布多个免费

共享模型库和一些付费的专业领域模型库，其模型库已覆盖汽车动力学、系统动

力学、燃料电池、热动力、模糊控制等许多工程领域等。任何研究人员均可在

Modelica 协会的网站(www.modelica.org)下载这些共享资源，利用这些资源用户

可以快速地构建自己的仿真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 CAD 中心与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 2000 年开始

研究基于 Modelica 的多领域建模与仿真技术，经过长期的潜心研发，开发了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 Modelica 复杂工程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一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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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平台 MWorks.Sysplorer，在国内和亚太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4.2 主要特征与显著优势 

Modelica 基于非因果建模思想，采用数学方程(组)和面向对象结构来促进模

型知识的重用，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结构化数学建模语言，支持类、继承、方程、

组件、连接器和连接。它采用基于广义基尔霍夫原理的连接机制进行统一建模，

可以满足多领域需求，例如机电模型(机器人、汽车和航空应用中的机电系统包

含了机械、电子、液压和控制子系统)、过程应用、电力发电和输送等。Modelica

模型的数学描述是微分、代数和离散方程(组)，相关的 Modelica 工具能够决定如

何自动求解方程变量，因而无需手工处理。对具有超过 10 万个方程的大规模模

型，可以使用专门的算法进行有效处理。 

Modelica 语言主要特点如下： 

(1). 基于方程的非因果建模 

非因果建模是一种陈述式建模方式，意味着基于方程而不基于赋值语句。方

程不管哪个变量是输入(已知)、哪个变量是输出(未知)；对于赋值语句，赋值符号

左边总是输出，右边总数输入。基于方程的模型其因果特性是不明确的，只有在

方程系统求解时才确定变量的因果关系。非因果建模适于表达复杂系统的物理结

构，基于方程的Modelica模型也比传统包含赋值语句的模型具有更强的复用性。 

(2). 多领域建模 

Modelica 能够描述电气、机械、热力学、液压、生物、控制等多领域模型或

组件，已有大量可复用的领域库。 

(3). 面向对象建模 

Modelica 具有面向对象语言特征：类、泛型(C++模板)、子类型，允许组件

复用和模型进化。 

Modelica 提供良好的软组件模型，通过组件(接口)相互连接，快速搭建复杂

物理系统。 

(4). 连续离散混合建模 

Modelica 支持连续离散混合建模，可建模仿真变量值只在某个时间点发生变

化(电源开/关)、变量的变化不连续的(离合器分离/结合)、尽管不是瞬态变化但变

化时间区间小(阀门开/关)等情况。 

4.3 行业应用 

基于 Modelica 的多领域统一建模方法为复杂机电产品设计、分析与优化奠

定了基础，目前在欧洲、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研究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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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已有成熟的软件工具，其典型代表有国内的 MWorks.Sysplorer 和国外的

Dymola。 

基于 Modelica 语言的建模仿真技术已在汽车、动力、电力、污水处理等国

内外行业的仿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福特、丰田、宝马、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等均

已开始采用 Modelica 语言进行多领域系统的工程化仿真应用。由欧洲仿真协会

EUROSIM 牵头，Dassault 负责组织，联合奔驰、宝马、西门子、ABB 等国际知

名公司，全面启动了欧洲最大的资源库计划，共同构建基于 Modelica 的欧洲模

型库——EUROSYSLIB。国内以华中科技大学和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为主导，开始在国内航天、航空、汽车、能源等行业广泛应用基于 Modelica 多

领域建模和仿真技术，在中国大飞机项目、汽车整车建模与分析等应用中取得了

良好效果。 

第二部分 快速入门 

5. 基本介绍 

本章将通过几个示例，使用户从整体上快速掌握 MWorks.Sysplorer 建模仿真

的基本操作。 

MWorks.Sysplorer 启动后的缺省布局如下。其中模型浏览器、组件浏览器、

仿真浏览器、组件变量、命令窗口和组件参数为悬浮窗口，可以拖动，以改变其

位置。选择“视图→重置窗口布局”即可恢复到缺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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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启动后布局 

模型仿真后，右侧弹出仿真浏览器，生成仿真结果，查看曲线和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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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仿真后查看结果 

6. 仿真现有模型 

6.1 从标准库打开 

Modelica 标准库是由 Modelica 协会提供的免费的多领域模型库。标准库包

括各领域常用模型、单位以及常用数学函数和工具。Modelica 标准库内容见表 

6-1。 

 表 6-1 Modelica 标准库简表 

名称 描述 

UsersGuide Modelica(标准)库的使用指南 

Blocks 基本输入输出控制框图模型库(连续、离散、逻辑、表格) 

Electrical 电类模型库(模电、数电、电机、多相电机) 

Math 数学函数库(例如 sin、cos)以及矩阵和向量的运算函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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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 一维和三维机械模型库(多体、平移、转动) 

Media 媒介性质模型库 

Thermal 模拟热交换和简单管路热流的热力学组件模型库 

Utilities 用于编写脚本等的工具函数库(针对文件、流、字符串、系统的一些操作) 

Constants 数学和自然界中的一些常量(例如 pi、eps、R、sigma) 

Icons 图标库 

SIunits 基于 ISO 31-1992 标准的国际单位制 

StateGraph 用于离散和响应系统建模的层次状态机模型库 

本节将以 Modelica 3.2.1 标准库中的机械手模型“fullRobot”为例，介绍从

模型库中打开模型。 

(1). 启动 MWorks.Sysplorer，选择菜单“文件→模型库→Modelica 3.2.1”，加

载 Modelica3.2.1。 

(2). 在模型浏览器中依次展开节点“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

Examples→Systems→RobotR3”，双击节点“fullRobot”，MWorks 打开机械手模

型并激活组件视图，如图 6-1 所示。 

 

图 6-1 机械手模型实例 

(3). 点击菜单“视图→组件浏览器”可打开组件浏览器窗口。组件浏览器内显

示当前模型的层次结构，组件树的根节点显示当前模型的全名，组件树子节点显

示该模型的子组件，如果子组件是复合类型，用户可点击组件树节点向下继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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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4). 在组件浏览器中选择机械手模型的复合类型组件“mechanics”，双击鼠标

左键，组件浏览器将展开被选择组件，并显示该模型的组件视图，如图 6-2 所示。 

 

图 6-2 展开机械手模型的子组件“mechanics” 

若该复合类型组件已经展开下一级组件，此时点击工具栏按钮 可以回退到

上一层的模型，点击工具栏按钮 可以前进到下一层的模型，若无上一级/下一级

模型，则对应按钮置灰。 

6.2 从文件打开 

以简单电路模型 Circuit2.mo 为例介绍从文件打开 Modelica 模型。 

(1). 启动 MWorks.Sysplorer，选择菜单“文件→打开”或点击工具栏按钮 ，

弹出文件打开对话框，选择“Samples\Circuit2.mo”,系统将打开模型(如图 6-3 所

示)并自动加载该模型所引用的模型库。 

(2). 组件参数窗口可浏览当前模型子组件的参数。在模型的组件视图中单击

组件“resistor2”，此时组件参数窗口内显示该组件的参数，如图 6-3 简单电路模

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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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简单电路模型 

组件参数栏内显示该组件的参数列表，包含参数名、参数值、单位和描述。

在参数值一栏内修改参数“R”的值为 5，则模型将把“R”=5 作为仿真时的参

数。 

6.3 仿真模型 

本节以第 6.1 节中打开的机械手模型演示如何进行模型仿真。 

(1). 仿真设置 

打开机械手模型，点击工具栏按钮 弹出“仿真设置”对话框，如图 6-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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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仿真设置对话框 

其中： 

① 仿真区间：设置仿真的开始时间和停止时间。 

② 输出区间：设置求解器的步长或步数。 

③ 积分算法：设置求解器所使用的的算法和精度。 

④ 结果存储：设置是否存储事件时刻的变量值。 

(2). 模型仿真 

点击仿真工具栏按钮 ，系统将对当前模型进行翻译与仿真。翻译成功后系

统自动打开仿真浏览器，在其中生成仿真实例并开始仿真，此时仿真控制区显示

求解时间进度。仿真完成后，系统在仿真实例中生成仿真结果，同时弹出输出窗

口并输出仿真结果信息 (如图 6-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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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仿真浏览器内生成仿真实例。 

(3). 仿真结果显示 

仿真完毕，选中变量节点并长按鼠标左键拖拽到空白处，系统自动创建曲线

窗口并显示仿真结果曲线， 此时拖拽变量生成的曲线窗口以“时间(time)”为横

轴坐标(即自变量)，若用户需要自定义自变量，则长按 Shift 并拖拽曲线，系统将

自动生成 Y(X)曲线窗口，并将拖拽变量作为窗口的横轴坐标，如图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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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生成仿真结果曲线 

机械手模型带有动画信息，可以利用仿真求解的结果驱动仿真动画。点击动

画控制工具栏按钮 ，MWorks.Sysplorer 建立机械手模型的动画窗口，并在其中

显示机械手动画模型，如图 6-7 所示。 

 

图 6-7 机械手模型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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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具栏按钮 ，模型动画按照仿真结果离线播放。 

动画播放过程中点击工具栏按钮 可随时暂停动画播放，点击工具栏按钮

则停止播放动画，并将动画复位。 

(4). 参数修改 

机械手模型为参数化模型，可以修改模型参数重新进行求解(不同的模型参

数一般对应工程上不同的设计方案)。在仿真浏览器中，点击仿真浏览器上的

按钮切换至实例的参数标签页，如图 6-8 所示，可在此编辑框中对实例参

数进行修改。 

 

图 6-8 仿真浏览器切换至参数属性页 

将当前仿真实例的机械手荷载参数“mLoad”由“15”改为“50”，点击仿真

浏览器按钮 ，系统仿真并更新当前仿真实例。 

(5). 导出结果文件 

    MWorks.Sysplorer 支持导出多种形式的仿真结果： 

① 曲线视图导出为图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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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曲线窗口中选择菜单“文件→导出为图片文件”，将当前曲线窗口截图保

存为图片文件。 

② 曲线视图复制到粘贴板。 

    在曲线窗口中选择菜单“文件→复制为图片”，将当前曲线窗口截图复制到

粘贴板。 

③ 仿真实例导出变量结果文件(.csv 格式或.mat 格式)。 

在仿真浏览器中右击仿真实例名，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导出结果文件→csv”

或“导出结果文件→mat”，分别将仿真结果文件导出为 csv 格式文件和 mat 格

式文件。此时弹出如图 6-9 所示选择变量窗口，用户可在该窗口中选择需要导出

的变量。 

 

图 6-9 选择变量窗口 

7. 创建新模型 

7.1 从头开始创建 

本节以示例 1 所示 VanDerPol 模型为例，介绍如何从头开始新建模型、翻译

模型、仿真求解以及浏览仿真结果。 

示例 1(VanDerPol)： 

model VanDerPol 

  Real x(start = 1) "Descriptive string for x"; 

  Real y(start = 1) "Descriptive string for y";  

  parameter Real lamda = 0.3; 

equation  

声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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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x) = y; 

  der(y) = -x + lamda * (1 - x * x) * y;  

end VanDerPol; 

 

(1). 启动 MWorks.Sysplorer，选择菜单“文件→新建→model”，或在工具栏

按钮 的下拉菜单中选择“model”，弹出“新建模型”对话框，在模型名编辑框

中输入“VanDerPol”，设置模型文件存储位置，如图 7-1 所示。 

 

图 7-1 新建模型对话框 

(2). 点击“确定”按钮后，系统自动生成模型文件并激活该模型，此时模型浏

览器中，系统在用户模型列表下生成模型节点，选择菜单“视图→模型视图→文

本”或点击工具栏按钮 切换为文本视图，可在其中编辑文本，如图 7-2 所示。 

其中“annotation”的内容是图形视图的声明，由系统在创建模型时自动生成，

当用户对图形视图进行修改时，该部分的内容会自动更新。 

方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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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打开模型并切换到文本视图 

MWorks.Sysplorer 提供编码助手功能，提示当前可供选择的关键字列表，便

于用户编辑模型文本，如图 7-3 所示。 

 

图 7-3 编码助手功能 

用户输入字母“r”时，系统搜索所有以“r”或“R”开头的关键字，显示在

列表框中以供选择。按键盘“↑↓”键在关键字列表中上下移动，按“Enter”键

确认选择，系统即在文本视图中插入选中的关键字。 

文本编辑完成后，选择菜单“仿真→检查”或点击工具栏按钮 进行模型的

词法、语法和语义检查，并将检查结果输出至输出栏。若模型存在错误，则系统

将在输出栏中显示错误的相关信息及简单介绍。 

点击错误的标题 ，可以快速定位到错误的具体位置，点击错

误编号 则打开帮助文档，并在其中显示对应错误的详细信息。(如图 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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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模型检查 

如果用户需要保存当前编辑的模型，选择菜单“文件→保存”或点击工具栏

按钮 ，系统将保存模型，文件路径与新建模型时设置的路径一致。 

选择菜单“仿真→翻译”或点击工具栏按钮 ，MWorks.Sysplorer 翻译

VanDerPol 模型，将 Modelica 模型文本翻译为 C 代码，并生成求解器。 

(3). 完成翻译后，可参考第 6.3 节对模型进行仿真，并浏览仿真结果。 

7.2 基于模型库创建 

双摆是一个摆的支点装在另一摆的下部所形成的组合物体，具有两个摆臂和

两个转动关节。双摆是多自由度振动系统的最简单的力学模型。 

 

图 7-5 双摆 

本节基于 Modelica 标准库，搭建双摆模型(DoublePendulum)，描述双摆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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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用下的运动。 

(1). 新建模型并命名为 DoublePendulum，选择菜单“视图→模型视图→图

形”，切换到组件视图。在模型浏览器中选择 Revolute(模型路径见表 7-1)。将

模型路径复制到模型浏览器上方的搜索框内进行搜索，可以快速定位组件。 

表 7-1 双摆模型使用的模型列表 

模型 模型路径 

 BodyBox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Parts.BodyBox 

 Revolute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Joints.Revolute 

 Damper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Components.Damper 

   World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World 

(2).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开始拖动组件，拖动到组件视图中适当位置后放开鼠

标左键。MWorks.Sysplorer 将在组件视图上自动创建一个 Revolute 图形实体，如

图 7-6 所示。 

 

图 7-6 拖拽生成组件 

(3). 依次拖动表 7-1 所示模型到组件视图并调整组件位置，结果如图 7-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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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拖入模型组件 

 

(4). 将鼠标放置在组件damper视图的连接器端口处，系统自动进入连接模式，

此时鼠标变为 。点击鼠标左键，并拖拽一段距离，系统将为该组件端口生成一

条连接线，如图 7-8 上图所示。移动鼠标至组件 revolute 的对应连接器端口，左

键单击该端口后，两个组件端口被连接到一起，同时，系统自动在模型文本中生

成一个连接子句。 

 

图 7-8 组件连接前后 

(5). 按照同样的方式将各个组件依次连接到一起，组成完整的模型

DoublePendulum，其组件视图如图 7-8 下图所示。 

如果用户在组件视图中拖入了错误的组件，可右键单击错误组件，在上下文

菜单中选择“删除”，将该组件删除。组件被删除时，该组件与其余组件的连接

也会被删除。 

(6). 进行步骤(4)中连接时，会发现组件 damper 与组件 revolute 之间无法进行

连接，那是因为在双摆模型中，组件 damper 应当与组件 revolute 的 AxisFlange(轴

法兰)相连，但此时组件 revolute 的 AxisFlange 端口并未启用，因此在进行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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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之前，需要启用组件“revolute”的 AxisFlange 端口。 

鼠标左键单击组件 revolute，组件参数面板中显示该组件的参数，如图 7-9

所示，用户可以在该面板中修改组件的参数。 

 

图 7-9 组件参数面板 

参数“useAxisFlange”用于控制组件 revolute 的 AxisFlange 端口是否启用，

勾选该参数，组件的 AxisFlange 端口启用，组件视图发生相应变化，如图 7-10

所示，此时能够进行组件 damper 与组件 revolute 的连接。 

 

图 7-10 组件视图发生变化 

 

(7). 组件参数面板不仅用于控制组件端口是否启用，还可以对模型和组件中

的所有可编辑参数进行修改。选中 damper 组件，将该组件的阻尼系数“d”的值

修改为“0.6”(如图 7-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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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damper 组件修改参数 

按照同样的方式将 bodyBox 和 bodyBox1 的杆长参数“r”改为“{0.5, 0, 0}”，

将宽度参数“width” 值改为“0.06”后，参数单位改为“cm”，此时“width”

参数值根据单位变化自动进行换算，因此在单位变化前后，宽度的实际值不发生

变化。 

(8). 参照第 6.3 节，可对搭建完成的模型进行仿真并查看仿真结果，如图 7-12

所示。其中动画窗口显示模型动画，曲线窗口显示两个转动关节的旋转角度曲线 。 

 

图 7-12 查看模型的仿真结果 

 

第三部分 建模 

8. 建模环境 

建模环境的布局如图 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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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MWorks.Sysplorer 建模环境窗口布局 

建模环境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 主菜单和工具栏，位于建模环境的上部。 

⚫ 模型浏览器、组件浏览器，位于建模环境左侧。 

⚫ 模型编辑窗口，紧邻模型浏览器和组件浏览器，占据建模环境中大部分

区域。 

⚫ 组件参数、命令窗口、组件变量，位于编辑窗口下部。 

⚫ 状态栏，位于建模环境下部。 

可以根据需要通过“视图”菜单(见图 8-2)来决定显示哪些工具栏或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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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视图→工具栏”菜单 

8.1 模型编辑窗口 

模型编辑窗口是建模环境的主要工作区域，用于建立、编辑和查看模型。 

编辑窗口与模型浏览器和组件浏览器有密切关联。用户可以使用拖放方式从

模型浏览器中拖动模型到编辑窗口建立组件，组件浏览器中实时显示编辑窗口中

当前主模型的相关信息，例如主模型中声明的组件等。 

模型编辑窗口有四种不同的显示模式，通过视图工具栏上的按钮实现视图切

换，如图 8-3 所示。 

 

图 8-3 视图工具栏 

⚫ 文档视图：显示模型的说明信息。 

⚫ 图标视图：在其他模型中作为组件时的图形显示。 

⚫ 组件视图：显示模型的组件。 

⚫ 文本视图：显示模型的文本。 

8.1.1 文本视图 

文本视图是一个文本编辑器，可以显示和编辑模型的 Modelica 文本，如图

8-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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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文本视图 

文本视图由三部分构成：行号栏、折叠栏和编辑区。 

行号栏显示 Modelica 文本所在行号。 

折叠栏显示 Modelica 文本的折叠与展开标记，单击折叠栏中折叠标记 隐

藏其中的文本，单击展开标记 显示隐藏的文本，通过文本视图上下文菜单(见图

8-5 所示)“全部折叠”或“全部展开”可以折叠或展开所有隐藏文本。 

 

图 8-5 文本视图上下文菜单 

在文本视图编辑区中，可以遵循 Modelica 语法规范进行编程，关于 Mode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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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请参考 10.7 节。 

8.1.2 图标视图 

图标是模型被作为组件插入其他模型时的图形表示，换而言之，组件视图中

显示的组件即是其对应原始模型的图标，图 8-6 显示了模型 DCMotor 的图标视

图。 

 

图 8-6 图标视图 

图标视图中央缺省显示一个矩形网格区域，通过“视图→显示网格”菜单可

以控制栅网格的显示与隐藏。要改变矩形网格区域的范围，点击“编辑→模型属

性”菜单，在弹出对话框的“图层”属性页(图 8-7)中进行修改。 

“图层”属性页包括图形层和图标层，分别用于设置组件视图和图标视图，

各个标签组的意义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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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模型属性——图层属性页 

(1). 页面尺寸：定义图形视图的页面高度和宽度，按照（左，上）和（右、下）

两个点作为视图相对坐标点计算显示范围。 

(2). 网格间距：以水平、垂直长度为基准计算网格间距，该选项影响组件视图

中的网格线，以及图形交互时的捕捉操作。 

(3). 组件缩放系数-比例：将模型作为组件插入其他模型时，组件大小相对于

其视图页面尺寸的缩放比例。例如，图 8-7 图标视图的页面尺寸范围=(140-(-140)) 

×(100-(-100))=280×200，组件缩放比例=0.1，则将该模型[A]作为组件插入其他

模型[B]中时，模型[A]的组件在模型[B]的图标视图中的显示大小=28×20 

(4). 组件缩放系数-锁定纵横比：勾选该选项可保证使用拖动方式改变组件大

小时其形状不失真。 

提示：视图不可编辑时，模型属性对话框只读。 

8.1.3 组件视图 

图 8-8 显示了模型 DCMotor 的组件视图。组件视图是可视化建模时最重要

的一个视图，主要在以拖放方式构建模型时使用。组件视图显示了模型中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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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连接器、连接关系等信息。 

 

图 8-8 组件视图 

提示：组件视图显示了 public 连接器和 protected 连接器，而在图标视图中

只显示 public 连接器。 

在组件视图中，当鼠标悬停于某个组件上时，动态提示工具栏会显示该组件

类型、名称等声明信息。关于动态提示工具栏的介绍请参考 10.5 节。 

在视图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选择画布边界”，组件视图中的背景框出

现夹点，拖动夹点可调整背景框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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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调整组件视图背景框 

8.1.4 文档视图 

文档视图显示了当前模型的简要说明信息，帮助用户快速了解模型。在模型

浏览器上右击模型节点，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查看文档”，可以打开

模型的文档视图，其他打开方式详见 10.8 一节。图 8-10 文档视图显示了模型

DCMotor 的文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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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文档视图 

文档视图中的内容会因模型类型的不同略有差别。文档视图一般包括了模型

全名、模型描述、参数/变量、连接器、输入/输出等信息。其中模型描述(Information

组)是由模型 annotation(Documentation(info))域的 HTML 信息生成，而参数/变量、

连接器、输入/输出等则是从模型中自动抽取生成的。 

文档视图中蓝色有下划线标记的文本标识了超链接，单击文本可快速链接至

超链接指向的内容，通常情况下会打开对应模型的文档视图。 

帮助窗口保留所有浏览页面的记录。通过单击“前进” 、“后退” 按钮，

可以回到历史访问页面。 

当模型可以编辑时，点击 可以编辑模型描述信息(Information)。 

8.1.5 缺省视图 

每个模型有四种观察视图。通过在模型注解处添加 Modelica 代码，可设置

第一次打开模型时首选打开的视图。例如： 

annotation (preferedView = "text"); 

可将第一次打开模型时缺省的观察视图设置为文本视图。类似的，“icon”、

“diagram”、“info”分别将缺省视图设置为图标视图、组件视图、文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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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模型浏览器 

模型浏览器(图 8-11)缺省位于建模主窗口的左侧，以树状形式显示当前已加

载模型的层次结构，包括模型库和用户自定义模型。 

 

图 8-11 模型浏览器 

模型浏览器包括两个部分：搜索框、浏览区。 

搜索框提供模型查找功能。在其中键入要查找的模型名(注意不区分大小写)，

如图 8-11 中输入的“DCMotor”，单击右侧的箭头按钮 ，在浏览区树形结构中

自顶向下地查找包含输入名字的模型。若找到匹配的模型，则将模型名背景置为

灰色以标识匹配。继续点击该按钮，则从当前位置继续向下查找。 

浏览区以树结构层次化地显示了模型的组织结构。通过菜单栏“工具→选项

→环境→模型库”设置的预加载模型库显示在“模型库”分组，通过其他方式打

开的模型显示在“用户模型”分组。 

下面介绍模型浏览器中的基本操作、文字底色提示以及节点图标符号。 

8.2.1 基本操作 

单击树形结构上的节点：选中节点处的模型，模型名称被蓝色填充的矩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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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 

双击树形结构上的节点：在模型编辑窗口中打开节点对应的模型。先单击节

点选中模型，然后右击鼠标，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打开”得到相同的结

果。 

右击鼠标：弹出模型浏览器上下文菜单，如图 8-12 所示。关于模型浏览器

上下文菜单的介绍参见 28.2.12 节。 

 

图 8-12 模型浏览器上下文菜单 

拖动模型创建组件：单击节点选中模型，保持鼠标左键按下，拖动模型到图

标视图或组件视图，作为组件插入到当前模型。相关操作参考 10.1.3 节。 

8.2.2 颜色提示 

在模型浏览器中，不同颜色表示模型处于不同的状态。 

蓝色填充的矩形框：当模型名称被由蓝色填充的矩形框包围时，意味着该模

型处于被选中状态。 

红色字体：当模型文字呈红色时，意味着模型已被修改，但尚未保存。对于

非结构化模型(在同一文件中的模型)，修改嵌套模型后，其对应的父模型节点也

会显示为红色。 

黑色字体：当模型名称字体呈黑色时，意味着模型已经保存，或者模型刚刚

创建还没有进行任何修改。 

8.2.3 图标符号 

模型浏览器树形结构中，每个模型名称前都有一个小图标，这些小图标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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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化建模时模型图标视图中的内容构造得到。如果模型可编辑，则可在图标视图

中对图标进行编辑，创建用户自定义的图标，模型浏览器会实时更新。 

表 8-1 列出了 Modelica 标准库中一些通用图标及其代表的意义。 

表 8-1 通用图标符号 

图标 意义 说明 

 package 类型 下面通常包括其他不同类型的嵌套模型和常量 

 

包含模型说明信

息的模型 

这种模型一般只包括模型说明信息，打开该模型时缺省

显示文档视图。不能将模型作为组件插入到其他模型中。 

 function 类型 函数类型 

 record 类型 记录类型 

 connector 类型 连接器类型 

8.2.4 节点文字 

模型浏览器上的节点文字，默认显示的是模型名，也允许显示为模型描述信

息，在菜单“工具→选项→建模→模型浏览器→模型节点文字”中进行设置即可。

详细介绍请参见 28.8.2 节。 

8.3 组件浏览器 

模型浏览器以树形结构显示当前已加载模型的层次结构，组件浏览器则以树

形结构显示已打开模型中的组件层次结构，图 8-13 显示了模型 DCMotor 的组件

结构。 

组件列表的内容与模型编辑窗口紧密关联，总是显示模型编辑窗口中当前主

模型的组件列表。在编辑窗口中选中组件，组件浏览器中对应的组件名称蓝底高

亮(如图 8-13 组件 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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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组件浏览器 

双击组件浏览器中的节点，编辑窗口显示组件对应的模型。右击组件浏览器

中的节点，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见图 8-14)中选择“进入组件”也可实现与双击

组件节点相同的操作。 

 

图 8-14 组件浏览器上下文菜单 

8.4 组件参数面板 

组件参数面板(图 8-15)显示当前模型或选中的组件中参数的名称、值、单位、

描述等信息，其中参数名称和描述不可以直接修改。 

在图形（图标和组件）视图下组件参数面板分为以下 4 种情况显示参数： 

(1) 未选中组件时，显示当前模型的参数。 

(2) 选中单个组件时，显示此组件的参数。 

(3) 选中多个组件时，获取的参数数据列表为空。 

(4) 打开某个组件类型而未选中组件时，显示此组件类型的参数，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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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上述原则。 

 

图 8-15 组件参数面板 

组件参数面板单元格中的背景色：①分组标题行用灰色标志，单击或双击任

意点都可以折叠/展开分组；②不可编辑参数值和单位的单元格以浅灰色标识。 

组件参数面板中参数值的颜色：①default 值显示为灰色；②变型后显示为黑

色。 

参数对话框的内容分两级组织：Tab(属性页)和 Group(组)。如图 8-15 中有两

个 Tab：常规、Advanced，其中“常规”页包含参数和 Initailization 两个 Group。

Tab 和 Group 可以通过点击参数面板上下文菜单中的“属性”，在弹出的“组件

属性”对话框后中设置，如图 8-16 所示。 

 

图 8-16 组件属性——常规属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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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组件变量面板 

组件变量面板(图 8-17) 用于设置模型的监视变量。模型进行编译求解后，

只有监视变量会输出到仿真结果变量文件中，显示在仿真浏览器上，方便用户查

看监视的变量结果。 

 

图 8-17 组件变量面板 

勾选变量名前的单选框，即将该变量设置为监视变量，在组件变量面板上下

文菜单（如图 8-18）中，选择“保存模型所有变量”，可以设置模型以及组件中的

所有变量为监视变量。 

 

图 8-18 组件变量面板上下文菜单 

在图形视图上下文菜单中选择“选择监视变量”菜单，在弹出的“选择监视

变量”对话框（如图 8-19）中也可以设置监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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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9 选择监视变量对话框 

8.6 输出面板 

输出面板是悬浮面板，当执行检查、编译和仿真等操作时，会自动弹出。可

通过菜单“视图→输出”控制其显示或隐藏。 

输出面板分为建模输出窗口(图 8-20)和仿真输出窗口(图 8-21)，用来显示用

户请求的操作结果以及在建模、仿真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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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 建模输出窗口 

 

图 8-21 仿真输出窗口 

错误和警告信息以链接的形式给出，并用蓝色字体突出显示。点击错误或警

告行中的模型名，如图 8-20 “DCMotor.mo(2)”，鼠标光标焦点会定位到模型编

辑窗口文本视图中错误所在的行(见图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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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错误定位行 

点击错误或警告编号，如图 8-20 “错误(2691)”，跳转至具体的错误说明页

(见图 8-23)，查看错误产生原因、解决方法以及示例，帮助建模者快速定位和解

决问题。 

 

图 8-23 错误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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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出面板中右击鼠标会弹出上下文菜单(图 8-24)，提供对输出栏内容的复

制、全选、清空、自动换行等操作。 

 

图 8-24 输出栏上下文菜单 

8.7 命令窗口 

命令窗口(图 8-25)支持运行 python 脚本，详细的 python 命令参见 22.1 节。 

 

图 8-25 命令窗口 

在命令窗口>>标识符后输入命令，按 Enter 键执行命令，执行结果输出到命

令显示窗口。 

命令窗口也接受脚本文件(实为文本文件，后缀一般为.mos、.py)。将脚本文

件从操作系统的资源管理器中直接拖入到主窗口，松开鼠标后即可执行。 

将鼠标光标焦点置于命令输入栏，按下键盘方向键↑，则回退至上一次执行

的命令(显示在输入栏)，按 Enter 键执行该命令。按方向键↓，则前进至下一条

命令。 

在窗口中右击鼠标会弹出上下文菜单(图 8-26)，提供对窗口内容的复制、清

空、选择、保存等操作。 

 

图 8-26 命令窗口上下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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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本建模步骤 

本节介绍利用 MWorks.Sysplorer 创建一个模型(库)的基本流程。建模过程中

涉及到的操作在此只作简单介绍，详细介绍参考后续相关章节。 

概括地讲，创建一个模型一般需要以下步骤： 

(1). 启动建模环境。 

(2). 加载模型相关的模型库。 

(3). 创建一个模型包(库)用于管理创建的模型。 

(4). 创建具体的模型。 

(5). 设置模型参数。 

(6). 检查模型语法及语义的正确性。 

(7). 编译模型，生成对应的求解器，为求解模型作准备。 

下面以图 9-1 所示模型 DriveTrain 为例说明 MWorks.Sysplorer 建模的基本步

骤。 

 

图 9-1 DriveTrain 模型 

9.1 启动建模环境 

以下三种方式均可以启动 MWorks.Sysplorer，进入建模环境： 

⚫ 双击桌面上的 MWorks.Sysplorer 快捷方式 。 

⚫ 在 Windows 开始→程序子菜单中选择“MWorks.Sysplorer”。 

⚫ 在 MWorks.Sysplorer 安装目录下，双击 MWorks.Sysplorer 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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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MWorks.Sysplorer 初始界面 

图 9-2 是 MWorks.Sysplorer 启动时的建模环境界面。 

9.2 加载模型库 

MWorks.Sysplorer 启动时，自动加载 Modelica 模型库。通过“工具→选项→

环境→模型库”菜单可以修改启动时自动加载的模型。如图 9-3 所示，Modelica

标准库下拉列表提供“Modelica3.2.1”、“Modelica3.2”、“Modelica2.2.2”、“无”

选项。其中“无”表示启动时不加载模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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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工具→选项→环境→模型库” 

也可以通过“文件→模型库”菜单(图 9-4)切换加载不同版本的模型库。 

 

图 9-4 “文件→模型库”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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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创建模型库 

Modelica 提供的“包(package)”用于管理模型库，建议模型开发者将开发的

模型置于独立的 package 中集中管理。下面将建立一个名为 Demo 的 package，

管理其他示例模型。 

选择“文件→新建”菜单，在弹出“新建模型”对话框类别栏选择 package，

其他栏输入如图 9-5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则创建了一个模型库 Demo。 

 

图 9-5 新建模型-Demo 

切换至模型编辑窗口文本视图，可以看出该模型库没有声明任何嵌套模型

(图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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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Packege Demo 文本视图 

9.4 创建模型 

MWorks.Sysplorer 支持层次化建模，即可以将单个的模型作为组件插入到其

他模型，以此构建更加复杂的模型。 

9.4.1 创建直流电机模型(DCMotor) 

直流电机模型(图 9-1 所示)作为 DriveTrain 模型的重要构成组件(dcMotor)，

其内部模型结构如图 9-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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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直流电机模型 DCMotor 

在图形视图中，右击组件，选择上下文菜单“进入组件”，可以观察组件的

模型结构。 

直流电机模型中，以组件 resistor、inductor 模拟电机转子线圈电阻和电感，

组件 emf 将电机的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组件 intertia 模拟转子的惯量。电机由外

部电压源 sigalvoltage 驱动，v 提供电压输入接口，flange_b 提供机械能输出接口。 

下面简要说明建立直流电机模型(DCMotor)的过程。 

(1). 在模型浏览器中，选中模型 Demo 右击鼠标，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在 Demo 中新建模型”，填写弹出的“新建模型”对话框(图 9-9)，单击“确

定”，创建了一个电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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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新建嵌套类 

 

图 9-9 新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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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模型中插入组件 

单击工具栏 将模型编辑窗口切换至组件视图。 

①查找并选择组件 

在模型浏览器或模型列表中选择合适的模型作为组件构建模型。 

在 DCMotor 模 型 中 ， 组 件 resistor 对 应 理 想 电 阻 模 型

Modelica.Electrical.Analog.Basic.Resistor(图 9-10)。其他组件类型列于表 9-1，“组

件类型”栏列出了组件在模型库中的路径。 

 

 

图 9-10 选择理想电阻模型 

表 9-1 组件类型列表 

组件名称 组件类型 

 resistor Modelica.Electrical.Analog.Basic.Resistor 

 signalvoltage Modelica.Electrical.Analog.Sources.SignalVoltage 

 ground Modelica.Electrical.Analog.Basic.Ground 

 emf 
Modelica.Electrical.Analog.Basic.EMF 

 inertia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Components.Inertia 

 inductor Modelica.Electrical.Analog.Basic.Inductor 

②插入组件 

单击选中模型 Modelica.Electrical.Analog.Basic.Resistor，保持鼠标按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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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鼠标至组件视图，松开鼠标，则插入了组件 resistor。右击组件，在弹出的上

下文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弹出的组件属性对话框中可修改组件名称等信息 (图

9-11)。 

 

图 9-11 插入组件并改变组件名字 

以同样的方式依次插入组件 inductor、emf、inertia、ground 和 signalvoltage。 

插入组件之后，可以根据图形布局需要使用“图形→逆/顺时针旋转 90 度”、

“图形→水平/竖直翻转”等操作旋转或翻转组件。 

(3). 创建连接  

将鼠标悬停于一个连接器上，鼠标状态变为，单击鼠标，然后移动鼠标，则

从该连接器上引出一个连接，移动过程中若单击鼠标则在单击处创建一个连接点。

最后，将鼠标移动并悬停于另一个连接器上，再次单击即在两个连接器之间创建

了一个连接(图 9-12)。缺省时，连接线均被曼哈顿化。关于连接请参考 10.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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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创建连接(1) 

以同样方式创建其他组件之间的连接，如图 9-13 所示。 

 

图 9-13 创建连接(2) 

最后创建组件 inertia 与连接器 flange_b 之间的连接。单击图 9-14 中组件

inertia 的右端连接器 inertia.flange_b，在连接过程中右击鼠标，弹出连接上下文

菜单，选择“创建连接器”(图 9-14)，系统自动生成一个与 inertia.flange_b 类型

相同的连接器 flange_b，并在二者之间创建一个连接(图 9-15)。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53页, 共 473 页 

  

图 9-14 创建连接器(1) 

 

图 9-15 创建连接器(2) 

以同样方式创建组件 signalvoltage 与组件 u 之间的连接。 

创建所有连接后，可以根据需要对各个组件重新布局，“图形”菜单下提供

了一些组件布局的自动对齐功能。图 9-16 是对 DCMotor 重新布局后的模型结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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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6 重新布局组件连接图 

(4). 绘制图标 

图标是模型作为组件插入其他模型时的图形表示。建议建模人员在创建模型

时为模型创建一个直观能代表模型功能的图标。 

本示例为 DCMotor 创建的图标如图 9-17 所示。 

 

图 9-17 模型 DCMotor 图标 

图标由左右两端的连接器(来自 DCMotor 的连接器组件 u 和 flange_b)，以及

一些具有不同属性的线段、矩形、多边形等基本图元组成。 

基本图元的绘制可通过绘图工具栏完成。关于绘制图元请参考 10.5 节。 

 

图 9-18 绘图工具栏 

修改图元线条样式、填充样式等属性可通过“属性”主菜单或格式工具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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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关于修改图元属性请参考 10.6 节。 

 

图 9-19 格式工具栏 

绘制图标过程中可能出现图元被覆盖的情形。通过“图形→置于顶层/置于底

层/上移一层/下移一层”菜单可以控制图元的显示顺序，避免图元被覆盖。例如，

为避免图标中黑色多边形被红色填充矩形覆盖，可选中多边形，点击“图形→置

于顶层”将图元置于最顶层，使之不会被其他图元覆盖。 

提示：在图标视图中移动连接器，则组件视图中对应的连接器(例如 u 或

flange_b)也会随之移动。 

9.4.2 创建驱动模型(DriveTrain) 

创建了直流电机模型 DCMotor 之后，创建图 9-1 所示的驱动模型将是一个

简单的过程，创建的基本步骤同创建模型 DCMotor，这里不再赘述。 

图 9-20 是已经创建完成的轮系驱动模型 DriveTrain，模型中的组件类型如表

9-2 所示。 Modelica.Blocks.Sources.Ramp 模拟直流电机电压控制信号，

Demo.DCMotor 表示直流电机，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dealGear 和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nertia 对 应 受 电 机 控 制 的 驱 动 轴 ， 其 中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dealGear 对 应 驱 动 轴 的 传 动 系 数 ，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nertia 对应驱动轴的转动惯量。 

 

图 9-20 驱动模型 DriveTrain 

表 9-2 组件类型列表 

组件名称 组件类型 

Ramp Modelica.Blocks.Sources.Ramp 

dcmotor Demo.DCMotor 

idealgear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dealGear 

inertia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nertia 

选择“编辑→模型属性”菜单，在图 9-21“模型属性”对话框中查看或编辑

模型的属性。关于“模型属性”对话框请参考 28.2.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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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 模型属性——常规属性页 

9.5 设置参数 

在图形视图中选中组件，在组件参数面板中编辑参数值。如图 9-22 所示，

组件 inertia 的参数“J”设为 20。关于编辑参数请参考 10.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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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 组件参数面板 

9.6 检查模型 

选择工具栏按钮 或“仿真→检查”菜单对当前模型(DriveTrain)进行语法和

语义检查。 

语法检查主要检查模型代码是否符合 Modelica 语法规范，语义检查主要检

查模型结构是否存在二义性。模型检查过程的提示以及错误信息会显示于输出栏。

图 9-23 显示了对模型 DriveTrain 执行语法语义检查的过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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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3 DriveTrain 检查结果 

模型检查能够发现模型中存在的语法或语义错误。建议模型开发者每完成了

一个模型，先对模型执行语法语义检查，确定模型无误后再将模型用于构建复杂

模型。这样能尽早发现模型错误，避免错误累积，以降低开发复杂模型的难度。 

9.7 翻译模型 

选择工具栏按钮 或“仿真→翻译”菜单可以对当前模型(DriveTrain)执行

翻译操作。翻译是将模型平坦化，并生成模型对应的求解器，翻译成功后，在仿

真浏览器中产生仿真实例，可以设置参数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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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4 编译模型 

10. 模型编辑 

本节介绍基本的模型编辑操作。对模型的移动、改变形状、删除、拖放插入

等操作，以及参数或变量编辑、创建连接、绘制图元等均要求模型可编辑。对于

只读(Read Only)的模型，以上编辑操作均被禁止。 

10.1 基本操作 

建模环境的图形窗口有选择、绘制、连接等三种交互模式，缺省为选择模式，

当处于其他交互模式时，按 Esc 键退出当前交互模式，自动恢复到选择模式。 

10.1.1 动态提示 

鼠标指针悬停于工具栏、模型浏览器、组件浏览器、图形视图或仿真浏览器

上都会弹出动态提示。 

鼠标指针悬停于工具栏上的工具按钮上，动态提示工具栏简要提示该工具的

功能，如图 10-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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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工具动态提示 

悬停于模型浏览器树形结构节点上，动态提示工具栏提示节点处模型的名字

及其注释信息，如图 10-1 所示。 

 

图 10-2 模型动态提示 

悬停于组件浏览器树形结构节点上，动态提示工具栏提示节点处组件的类型

全名，如图 10-3 所示。 

 

图 10-3 组件动态提示 

悬停于图形视图中组件对象之上，动态提示工具栏提示组件的声明信息，包

括组件类型、组件名字等，如图 10-4 所示。 

 

图 10-4 组件动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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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停于图形视图中组件所属的连接器对象之上，动态提示工具栏提示连接器

的声明信息，包括连接器对象的类型、名字，以及声明该连接器对象的类型，如

图 10-5 所示。 

 

图 10-5 组件中的连接器动态提示 

10.1.2 选择对象 

图形视图中，所有可视化(图形)对象，如组件、连接线、基本图元等都通过

鼠标左键选取。许多命令操作直接作用于所选对象(集)。对象被选中时，其对角

或拐点处会标识红色小方块(称为“控制点”，见图 10-6)。若选中的对象为组件，

则组件浏览器树形结构中的组件名字会被浅灰色填充的矩形框包围，以标识为选

中状态。 

 

图 10-6  控制点显示效果 

在图形视图中执行以下操作均可以选中对象。 

(1). 鼠标单击，选中单个对象。单击图形对象，对象被选中，同时取消选中先

前被选中的对象。注意：线段、矩形、椭圆、多边形等基本图元对象无填充时，

只有单击图形轮廓时才能被选中。 

(2). 保持 Shift 键按下状态，鼠标单击选中多个对象。 

(3). 拖动鼠标选中多个对象。按下鼠标左键，移动鼠标会生成矩形选择框，与

选择框相交的对象被选中。 

(4). 单击组件浏览器中的节点选中对象。单击组件列表树形结构上的节点，

节点对应的对象将被选中，同时在图形视图中该组件也被标记为选中状态。 

(5). 通过右击视图的空白处，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全选”或通过 “编辑→

全选” 菜单选中所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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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拖放对象 

MWorks.Sysplorer 支持从模型浏览器拖放模型到图形视图中创建组件。 

拖放对象创建实例的操作过程如下： 

(1). 从模型浏览器中单击选中要拖动的对象。 

(2). 按下鼠标左键并保持。 

(3). 移动鼠标到图形视图中期望的位置，松开左键。 

(4). 系统会在鼠标松开位置创建对象类的实例(组件)。 

10.1.4 移动对象 

移动对象的过程如下： 

(1). 选中要移动的对象(集)。 

(2). 将鼠标悬停于其中一个处于选中状态的对象上，鼠标变为 。 

(3). 此时按下鼠标左键并保持，移动鼠标，对象(集)将随之移动相同的距离。 

使用键盘上的方向键可以微调对象位置，选中一个或多个对象，按键盘上下

左右方向键，对象将按照指定方向进行移动，每单击一次，移动一个网格距离。

每个网格单位的大小可以通过“编辑→模型属性”对话框“图层”属性页“网格

间距”设置。关于模型属性对话框“图层”属性页的介绍请参考 8.1.2 节。 

选中对象的原点，并按下 Shift 键，拖动鼠标，可移动原点 

10.1.5 改变对象形状 

改变对象形状的操作如下： 

(1). 选中要改变形状的对象，对象将以红色控制点标记， 

(2). 将鼠标指针悬停于对象某个合适控制点的上方，鼠标将变为 ， 

(3). 按下鼠标左键并保持，移动鼠标拖动控制点。对象的大小或形状将随控

制点的移动而变化。 

当然，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操作，如旋转、翻转等改变对象显示形状的操作。

相关的操作入口在“图形”主菜单下，如图 10-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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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图形”菜单 

对于用户创建的连接线、线段和多边形等对象，选中并右击，在弹出的上下

文菜单中选择“插入控制点”，系统将会在对象边线上鼠标悬停的位置插入新的

控制点。若鼠标没有悬停在对象边线上，则不会插入控制点。右击某个控制点，

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图 10-8)中选择“删除控制点”，将会移除该控制点，同时对

象的形状也会由于控制点的删除而发生变化。 

  

图 10-8 夹点上下文菜单 

10.1.6 复制对象 

在图形视图中可以对图形对象，包括线段、(椭)圆、多边形、文字、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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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图元，以及组件和连接等进行复制。 

复制图形对象的操作如下： 

(1). 鼠标单击选中图形对象。若要选择多个图形对象，则按住 Shift 键不放，

再单击选中对象。关于选择对象请参考 10.1.2 节。 

(2). 选择“编辑→复制”菜单，将选中的图形对象复制到系统剪贴板。也可以

选择图形视图上下文菜单“复制”菜单完成图形对象复制。 

(3). 复制对象到系统剪贴板之后，选择“编辑→粘贴”菜单将复制的对象粘贴

到当前图形视图。若复制的图形对象中包含组件，则系统会自动设置组件名字。 

这种复制/粘贴操作生成图形对象的实际上声明了一些新的对象，系统会自

动生成对应的完整的 Modelica 声明文本。 

 

图 10-9 简单模型示例 

例如，复制图 10-9 中组件 resistor，系统生成以下 Modelica 组件声明文本： 

annotation (Placement( 

  iconTransformation(extent = {{-48, 32}, {-28, 52}}, 

preserveAspectRatio = true),  

  transformation(extent = {{-10, -10}, {10, 10}}, 

preserveAspectRatio = true, rotation = 270, origin = {50, 50}))); 

复制图 10-9 中连接 connect(sinevoltage.n, resistor.n)(位于图形底部)，系统生

成以下 Modelica 文本： 

connect(sinevoltage.n, resistor.n) 

  annotation (Line(points = {{-20, 28}, {50, 28}, {50, 30}, 

{40, 30}})); 

提示：图形对象可以在组件视图和图标视图之间复制、粘贴。可以将图标视

图中的图形对象复制、粘贴到组件视图，但组件视图中只有基本图元和连接器类

的组件可以被复制、粘贴到图标视图。以下是将图标视图中的一个矩形图元复制、

粘贴到组件视图，系统生成的 Modelica 文本：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65页, 共 473 页 

annotation (Icon(graphics = { 

  Rectangle(extent = {{-59.9107, 39.7768}, {40, -20}}, 

    color = {0, 0, 255})}),  

  Diagram(graphics = { 

    Rectangle(extent = {{-35.9107, 69.7768}, {64, 10}}, 

    color = {0, 0, 255})})); 

图 10-10 是对图 10-9 执行复制、粘贴操作的结果。 

 

图 10-10 复制+粘贴操作结果 

10.1.7 删除对象 

选中对象，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 键将删除处于选中状态的对象。通过菜单

“编辑→删除”或图形视图上下文菜单中的“删除”项也可以删除选中的对象。 

提示：删除组件对象时，与组件对象关联的所有连接将一并删除。 

10.1.8 上下文菜单 

模型编辑窗口处于选择模式时，右击鼠标均会弹出上下文菜单。若鼠标悬停

于对象之上或与对象平齐，同时还会选中该对象。依据当前有无选中的对象，上

下文菜单的菜单项或菜单项的状态有所不同。 

当处于连接模式且正在进行连接操作时，右击鼠标会弹出连接上下文菜单。 

10.2 组件与连接器 

从模型浏览器拖动对象到图形视图中即将对象作为组件或连接器插入到其

他模型，关于拖动对象操作请参考 10.1.3 节。 

提示：依据当前图形视图的不同，允许插入的组件类型也不同。 

组件视图允许插入的组件类型只能是 class、model、connector、block或 record。

插入其他类型组件(如 type)，会弹出图 10-11 的错误提示消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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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 错误提示(1) 

图标视图允许插入的组件类型只能是 connector，插入其他类型组件将弹出

图 10-12 的错误提示消息框。 

 

图 10-12 错误提示(2) 

插入组件或连接器后，系统自动设置一个唯一标识的名字，形式为：对象类

简短名字(小写) + 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该名字在该模型中是唯一的，例如

demoMotor1。 

组件或连接器对象的大小在类中定义，定义代码为与组件对应的 annotation。 

要改变组件被插入其他模型时的缺省大小，可以通过模型属性对话框“图形”

属性页(图 10-13)实现。组件缺省大小由图标层页面尺寸和组件缩放系数共同决

定，修改两者中任意一项均会改变缺省大小。图 10-13 中定义的组件缺省大小 = 

{140-(-140), 120-(-80)} * 0.1 = {2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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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 模型属性——图形属性页 

从 Modelica 语法上看，任何模型都是一个类，因此插入组件或连接器的本

质是声明一个指定类的组件对象。其他声明组件的方法请参考 11.1 节。 

10.3 编辑参数 

参数可以通过图 10-14 组件参数面板进行编辑。 

 

图 10-14 组件参数面板 

组件参数面板上的参数信息分为四列展示，分别为名、值、显示单位、描述。

其中参数值和显示单位可以直接直接修改。 



第68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 1 列：参数名字，只读。对于具有 start 属性的变量，会以“变量名.start”

的形式显示在组件参数面板，以便修改变量的 start 值。 

第 2 列：参数值，可编辑。将光标焦点定位于输入框，则输入框边框变为深

灰色加粗，以强调编辑焦点。在输入框中键入新的变量值或计算表达式即完成对

变量值的修改。 

对于 choices、enum、bool 类型的参量，提供下拉列表，如布尔类型，下拉

列表将列出三个可选项 default、true 和 false，其中，default 表示该参数使用默认

值。 

支持 checkBox，如图 10-14 中的参数“use_p_in”，若 checkBox 被勾选，说

明 use_p_in 被设置为 true，反之为 false。 

编辑参数值时，输入框右侧出现 图标，点击后，弹出变量值辅助编辑对话

框。由于变量类型的不同，对话框形式也会有所不同。 

 

图 10-15 参数编辑辅助编辑 

如下图所示，由于参数“phi”对应内置类型 Real，点击 ，变量值辅助编辑

对话框列出 Real 类型的内置属性列表，如图 10-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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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6 内置属性 

特别地，对于数组参数，输入框右侧出现编辑数组图标 (见图 10-17)，点击

后，弹出如图 10-18 所示的数组编辑器，辅助数组参数值编辑。 

 

图 10-17 编辑数组 

 

图 10-18 数组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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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导入数据文件，支持.xlsx 和.mat，对于一维和二维数组还支持.csv 文

件； 

①如果是一维或二维数组，导入多表格的 Excel 时，会弹出“选择表格”对

话框，在此可选择表格导入。 

 

图 10-19 “选择表格”对话框 

②当数组的行(或列)固定，且导入的.xlsx 和.csv 文件中的行(或列)大于数组

定义的行(或列)时，系统会弹出“数据导入向导”对话框，在此可设置导入的起

始行(列)。 

 

图 10-20 数据导入向导 

③如果数组是三维的，则必须从第一页开始导入，且第一页的行列匹配情况

决定了要不要弹出数据导入向导，后续页数都要跟第一页完全保持一致。 

(2). ：导出，将当前的数组的值导出； 

(3). 、 、 、 、 、 ：依次为，插入行、删除行、插入列、删除列、

插入页、删除页；  

(4). 行数、列数、页数：设置该数组的行数、列数、页数，设置后，下面的表

格会即时更新； 

(5). 表格：在表格里可编辑数组的值。 

第 3 列：变量的显示单位(displayUnit)。当变量可以有多个显示单位时，单

击显示单位名称，编辑框右端会出现下拉箭头，选择下拉列表中的某个单位名字

即改变变量的显示单位，如图 10-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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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 改变显示单位 

第 4 列：参数的注释信息，只读。 

10.4 连接 

图形视图中的连接是 Modelica 连接方程(connect)的图形表示，每个连接对应

一个 connect 语句，连接的图形信息记录在 connect 语句的注解(annotation)中。 

10.4.1 创建连接 

只有在组件视图中才能创建连接。要创建连接必须先激活连接模式。 

将鼠标悬停于连接器对象(可以是连接器类组件或是组件中声明的连接器变

量)，鼠标将变为 ，激活连接模式。 

连接模式下创建连接的操作过程如下： 

(1). 单击连接器对象 A，开始从 A 出发绘制连接线。此时若移动鼠标，则 A

与鼠标之间的连接线会随着鼠标的移动而变化。 

(2). 若想改变连接线的路径(连接线经过的点信息)，则在期望的位置单击鼠标，

就可以改变连接线的路径。 

(3). 单击目标连接器对象 B，完成 A 与 B 之间的连接。此时连接线被以红色

控制点标记为选中状态。 

在创建连接的过程中，右击会弹出连接上下文菜单(见图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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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2 连接上下文菜单 

选择“创建连接器”，在鼠标所在的位置创建一个新的连接器，并与之连接。 

选择“取消”，取消当前未完成的连接，连接线消失并恢复至连接开始状态。 

10.4.2 连接检查 

创建连接的过程中自动执行连接检查。 

在两个连接器 A 与 B 之间创建连接时会自动执行连接检查，具体检查规则

如下： 

(1). A 与 B 之间不能有 2 条或 2 条以上的连接； 

(2). A 与 B 不能都为信号源(同为 input 或同为 output)，关于信号源的说明参

考 11.1.1 一节； 

(3). A 与 B 的类型必须是等价的。 

10.5 绘制图元 

必须在可编辑的图形视图环境下才能绘制图元。每次对实体进行绘制时，都

需要先选中工具栏上的对应实体。 

MWorks.Sysplorer 提供六种基本图元：线段、矩形、椭圆、多边形、文字和

图片，这些图元显示在工具栏上，如图 10-23 所示。 

 

图 10-23 基本实体绘图工具 

10.5.1 基本操作 

绘制基本图元时有一些基本的共性操作： 

(1). 鼠标单击绘图工具进入等待绘图状态； 

(2). 等待绘图状态下，按下鼠标确定图元第一点，此时不要松开鼠标并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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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交互绘图过程； 

(3). 交互绘图过程中，按下键盘上的 Esc 键，取消当前图元的绘制，退出交

互绘图过程，恢复至选择状态； 

(4). 交互绘图过程中，按下键盘上的 Shift 键并保持不放，则当前图元改为正

交画法。 

(5). 缺省时，按下鼠标中键并保持，移动鼠标可以拖动视图。 

(6). 缺省时，滚动鼠标中键可以缩小或放大图形视图。 

10.5.2 线段 

绘制线段的基本过程如下： 

(1). 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 ，激活绘制线段功能，进入等待绘图状态。 

(2). 单击鼠标左键确定第 1 点，移动至期望的位置松开鼠标，在松开鼠标位

置确定第 2 点，则在第 1 点与第 2 点之间绘制了一条确定的线段。 

(3). 再次按下鼠标左键，绘制完成。 

(4). 若要绘制由多个点构成的线段，则在上述步骤(2)之后转入以下操作： 

(5). 继续移动鼠标，则第 2 点与鼠标之间的线段会随着鼠标的移动而变化。 

(6). 在期望的位置单击鼠标确定第 3 点，则在第 2 点与第 3 点之间绘制了一

条确定的线段。 

(7). 继续在 n 个不同的期望位置单击鼠标，则绘制了一条由 n 个点确定的多

段线。 

(8). 在最后一个点上，左键鼠标，退出绘图模式。 

提示：若在绘制线段的过程中按下鼠标右键退出当前操作，则只会取消绘制

上一点与当前鼠标位置之间的线段，而不会取消绘制整个多段线。 

右击多段线，弹出上下文菜单，选择“光滑”，可将多段线自动光滑化，图

10-24 为线段光滑效果。 

 

图 10-24 线段光滑效果 

右击多段线，弹出上下文菜单，选择“横平竖直”，则会将多段线自动横平

竖直显示，图 10-25 为线段横平竖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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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5 线段横平竖直 

将鼠标悬停于多段线上，弹出上下文菜单，选择“插入控制点”，可在悬停

位置插入控制点。 

将鼠标悬停于控制点上，弹出上下文菜单，选择“删除控制点”，可删除悬

停处的控制点。无论插入或删除控制点，系统都会根据控制点的位置自动调整图

元形状（见图 10-26）。 

 

图 10-26 删除左端第二个控制点 

10.5.3 矩形 

绘制矩形的基本过程如下： 

(1). 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 ，激活绘制矩形功能，进入等待绘图状态。 

(2). 单击鼠标确定矩形第 1 个对角顶点。移动鼠标至期望的位置，松开鼠标

确定第 2 个对角顶点，则在两个对角顶点间绘制了一个确定的矩形。 

在绘制过程中，若按下 shift 键并保持，则绘制的是正方形。 

用鼠标双击矩形的边线，会弹出如图 10-27 所示的矩形的属性对话框，可在

此设置矩形的圆角半径。图 10-28 所示的是圆角半径为 20 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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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7 矩形属性 

 

 

图 10-28 倒圆角矩形 

10.5.4 椭圆 

绘制椭圆的基本过程与绘制矩形的类似。首先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 ，激活

绘制椭圆功能，进入等待绘图状态，然后单击确定两点，则可绘制一个以这两个

对角顶点确定的椭圆。 

绘制过程中，若按下 Shift 键并保持，则绘制的是圆形。 

鼠标双击(椭)圆的边线，会弹出如图 10-29 所示的“椭圆属性”对话框，可

在此设置椭圆弧起止角度。图 10-30 所示的是起止角度设置为(20,135)的绘制结

果。 



第76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图 10-29 椭圆属性对话框 

 

图 10-30 椭圆弧 

10.5.5 多边形 

绘制多边形的基本过程与绘制多段线的类似。首先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 ，

激活绘制多边形功能，然后单击鼠标确定多边形的 n 个顶点，则可绘制一个由这

n 个顶点确定的封闭多边形。 

绘制过程中，若按下 Shift 键并保持，则绘制的是正交多边形(即多边形的每

条边都是水平或垂直的)。通过右击多边形的边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光滑”，

可以光滑多边形。 

10.5.6 文字 

绘制文字的基本过程如下： 

(1) 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 ，激活绘制文字功能，进入等待绘图状态； 

(2) 单击鼠标确定第 1 个对角顶点，移动鼠标至期望的位置，松开鼠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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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个对角顶点，由这两个对角顶点确定的矩形区域即是绘制文字的区域(文字

的显示范围)； 

(3) 单击鼠标确定第 2 个顶点之后，会弹出如图 10-31 所示的“文字属性”

对话框。键入文字内容，单击“确定”按钮，键入的文字就会显示在矩形区域中

央。 

 

图 10-31 文字属性对话框 

绘制过程中，若按下 Shift 键并保持，则绘制的文字将显示在正方形区域中。 

10.5.7 图片 

绘制图片的基本过程与绘制文字的类似。单击工具栏上的按钮 ，弹出“图

片属性”对话框，如图 10-32 所示，单击“浏览”按钮可选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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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2 图片属性 

绘制过程中，若按下 Shift 键并保持，则插入的图片会显示在正方形区域中。 

提示：图片文件处于当前模型或父模型所在的文件夹或者子文件夹中时，如

图 10-33 所示，会转换为 modelica://的表达形式的相对路径，否则为绝对路径。 

 

图 10-33 转为 modelica 路径 

具体的转换规则如下： 

如果模型 A 定义于单个.mo 文件中，插入的图片(如 pic.jpg)在该模型所在的

文 件 夹 或 其 子 文 件 夹 中 ， 则 图 片 在 文 本 中 转 换 的 格 式 为

modelica://A/[relative_path/]pic.jpg，其中，modelica://A 表示模型 A.mo 所在的文

件夹。 

如果模型 A 定义于结构化模型中，插入的图片(如 pic.jpg)在其顶层模型 T 定

义的文件 package.mo 所在的文件夹或其子文件夹中，则图片在文本中转换的格

式为 modelica://T/[relative_ path/]pic.jpg，其中，modelica://T 表示定义模型 T 的

package.mo 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10.6 修改图元属性 

图元具有线条样式、填充样式等属性。通过格式工具栏、图元的上下文菜单

(图 10-34)或属性对话框可以修改图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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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4 设置“轮廓”及“填充”子菜单 

10.6.1 轮廓 

线条轮廓属性主要应用于图元边线，包括颜色、线型、线宽以及箭头样式等

基本属性(图 10-35)。 

 

图 10-35 轮廓子菜单 

：设置边线颜色。单击右端的下拉按钮会弹出更多的颜色选项，如图 10-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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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6 颜色选项 

无轮廓：不显示实体的轮廓。 

线型(图 10-37)：提供实线、虚线、点线、点划线和双点划线五种选择。 

 

图 10-37 线型 

线宽(图 10-38)：允许将线宽设置为 0.25mm、0.5mm 或 1mm。 

 

图 10-38 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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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结束箭头(图 10-39)：提供无箭头、空心箭头、实心箭头和半空心箭头

等四种样式选择。 

 

图 10-39 箭头 

提示：箭头样式属性只对线段、多段线和连接线等非封闭图元有效，对椭圆、

矩形、多边形等封闭的图元无效。 

10.6.2 填充样式 

填充样式(图 10-40)包括填充颜色和填充图案等基本属性，只对多边形、矩

形、椭圆等封闭的图元有效。 

 

图 10-40 填充子菜单 

：设置图元的填充颜色。 

其余填充子菜单：设置图元的填充图案，提供无填充、水平圆柱面、垂直圆

柱面、球形、实心、水平线、垂直线、纵横交叉线、-45 度斜线、45 度斜线、45

度斜交叉线 11 种填充图案。 

图 10-41 中(b)图是将(a)图的图元属性修改为线条颜色“红色”，线宽“0.5”，

线型“点线”，填充颜色“黄色”，填充图案“-45 度斜交叉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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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0-41 修改椭圆弧显示属性 

10.6.3 其他属性 

图元还可以进行翻转、旋转等操作。关于图元翻转、旋转等操作请参考 节。 

图 10-42 是将图 10-41(b)先旋转 90 度，再作水平翻转的结果。 

 

图 10-42 椭圆弧旋转+水平翻转结果 

10.7 Modelica 编程 

MWorks.Sysplorer 完全支持 Modelica 语法规范，允许用户编写 Modelica 程

序建立模型。这种通过 Modelica 编程建立模型的方法称为文本建模。Modelica 编

程在编辑窗口的文本视图中进行，文本视图包含了模型中声明的组件、变量、参

数、方程等完整信息。 

10.7.1 语法高亮 

为了使 Modelica 的代码更易读取和写入，文本编辑器对不同的语法进行不

同颜色的高亮显示。文本视图显示属性通过配置文件设置，包括字高(FontSize)、

字体(FontName)、颜色(Color)、边框宽度(Width)等，详见 31.2.6 节。 

为了进一步帮助用户阅读和输入 Modelica 代码，文本视图支持括号匹配，

用于检查代码格式。当光标位于“()”“[]”“{}”“<>”字符前/后时，系统会查找

与之匹配的左/右括号等并高亮显示。括号匹配成功时显示为绿色，不成功时显

示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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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编码助手 

为了让用户更方便地书写代码，文本编辑器提供了编码助手(图 10-43)。在

提示词列表用户可以通过键盘上的上下键选择提示词，之后可按下 Enter 键或用

鼠标双击提示词，将其输入到文本视图。 

  

图 10-43 输入 R，弹出提示词列表 

编码助手提示词列表随着输入的变化自动更新，根据前缀标识符不断精化，

其支持范围覆盖 Modelica 关键字、MSL 模型及其嵌套类、自定义模型及其嵌套

类、内置类型及其内置属性、内置函数、常量、内置变量 time。 

10.7.3 代码注释 

为了增加编写代码的可读性，可能需要增加对代码的注释。Modelica 支持以

下三种形式的注释文本。 

(1). 语句末尾以" "标记的文本。此种注释文本实质上是代码的一部分。如以

下声明语句： 

parameter Real k = 1.1616 "Gain of motor"; 

 “Gain of motor”是对参数 k 的附加注释。 

(2). 语句中以//开始至本行末尾的文本。此种注释为单行注释方式，注释文本

不是代码的一部分，代码进行编译时会被忽略。例如： 

Parameter Real k = 1.1616; //Gain of motor 

(3). 文本中最近的/*……*/标记的文本。此种注释为多行注释方式，注释文本

不是代码的一部分，代码进行编译时会被忽略。例如： 

Parameter Real k = 1.1616; 

/* 

Gain of motor 

*/ 

可以直接在文本编辑界面添加和取消注释符号，也可以选中文本后，右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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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注释选中行”或“取消注释选中行”对文本进行注释管理，

如图 10-44 所示。 

  

图 10-44 注释选中行 

从文本视图切换至其他视图时，系统会自动对文本视图的内容进行语法检查。

用户也可以通过“仿真→模型检查”菜单或工具按钮 显式进行语法检查。当存

在语法错误时会弹出图 10-45“语法错误”对话框。 

 

图 10-45 语法错误提示 

其中， 

⚫ 确定：切换成功，但数据有可能丢失。 

⚫ 取消：取消当前的操作，文本视图的内容保持不变，语法错误仍然保留。 

10.8 说明文档 

以下操作均可以查看模型的说明文档： 

(1). 选择模型浏览器上下文菜单“查看文档”菜单。 

(2). 选择组件浏览器上下文菜单“查看文档”菜单。 

(3). 选择组件参数和组件变量面板上下文菜单“查看文档”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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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图形视图上下文菜单“查看文档”菜单。 

 

图 10-46 DCMotor 文档视图 

文档视图显示的内容均抽取自模型。图 10-46 文档视图显示了模型 DCMotor

的说明文档。 

下面对说明文档各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1). Demo> DCMotor，模型层次，点击“Demo”可以查看 Demo 的说明文档。 

(2). Demo.DCMotor，模型全名，其下紧跟文本为模型的注释信息。 

(3). Infommation：说明信息来自模型注解，annotation(Documentation(info))。

模型可以编辑时，点击 ，打开如图 10-47 所示的 HTML 编辑器修改说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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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7 HTML 编辑器 

在 HTML 编辑器中除了可以直接输入文本外，也可以通过“插入”菜单(图

10-48)插入链接、图片等内容。 

 

图 10-48 插入菜单 

“插入/编辑链接”支持三种链接方式，各链接方式及格式如下：  

①Modelica Class Url 

链接形式为 modelica://<class>，其中 modelica://为固定前缀，<class>代表模

型全名。点击链接后，在帮助窗口中打开<class>的文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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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MWorks Url 

链接形式为 MWorks://ref/<file>，其中 MWorks://ref/为固定前缀，<file>代表

相对“安装目录/Docs”的路径。点击链接后，会打开“安装目录/Docs”下的<file>

文档，若该文档为.html，则在帮助窗口显示 html 内容。 

③Http Url 

链接格式为 http://www.<name>.com。 

插入的图片需退出 HTML 编辑器，切换至查看模式下才可以正常显示。“插

入/编辑图片”支持两种图片来源方式，其路径格式如下： 

①MoedlicaPath 

路径格式为 Modelica://<dir>/<file>，使用图片来源的前提条件是图片所依赖

的模型库已加载。其中<dir>/<file>代表所加载模型库下的路径，例如：Modelica

模 型 库 下 多 体 机 械 手 图 片

modelica://Modelica/Resources/Images/MultiBody/Examples/Systems/r3_fullRobot.p

ng 

②LocalPath 

路径格式为 file:///<disk>:/<dir>/<file>，其中<disk>:/<dir>/<file>代表完整的

本地路径。  

完成 information 信息的编辑后，点击 ，自动保存编辑的内容，退出 HTML

编辑器，回到查看模式，查看更改后的结果 

(4). 参数(Parameters)：模型的参数信息。以表格形式列出了模型中公有(public)

参数的类型、名字、缺省值、显示单位以及参数描述等信息。表格蓝色有下划线

的文字(例如 SI.Inertia)标记了超链接，单击文本可以快速链接至链接指向的说明

文档。 

(5). 连接器(Connectors)：以表格形式列出模型中声明的连接器类组件，包括

组件前缀、类型全名、组件对象名、以及组件描述等信息。表格中类型名除内置

类 型 (Integer 、 Real 、 Boolean 、 String) 以 外 ， 其 他 如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nterfaces.Flange_b 均以蓝色有下划线字体标记了

超链接，单击类型名可以在新的窗口中查看该类型的说明文档。 

(6). Name：模型短名。 

(7). Path：模型全名，包含了模型在模型库中的路径。 

(8). FileName：模型所在的.mo 文件全名。 

提示：由于模型类型以及模型定义文本的不同，说明文档的内容会略有不同。

概括地说，说明文档中可能显示的内容有 Information、Classes、Parameters、

Constants、Connectors、Inputs、Outputs 等。 

说明文档中，只有 Information 通过点击文档视图 ，打开 HTML 编辑器修

改，其他内容均为只读。 

modelica://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nterfaces.Flange_b/


第88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 高级模型编辑操作 

本节介绍模型的高级操作，用于组件、连接器、连接、参数、变量、常量和

单位等模型要素上。 

11.1 组件与连接器 

拖动组件到图形视图将组件插入其他模型的方法已经在 10.2 节介绍，本节

介绍其他一些插入组件的高级操作方法，以及 MWorks.Sysplorer/Modelica 支持

的嵌套连接器、可扩展连接器和连接器数组等高级特征。 

11.1.1 拖动模型到文本视图 

可以从模型浏览器拖动模型名字到文本视图。拖动操作的具体过程如下： 

(1). 从模型浏览器中单击选中要拖动的对象。 

(2). 按下鼠标左键并保持。 

(3). 移动鼠标到文本视图中期望的位置，松开左键。 

即在文本视图中鼠标悬停的位置插入了组件声明代码。例如，拖动标准库

Modelica 2.2.2 中模型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nterfaces.Flange_b 到文本视

图会自动生成以下代码，声明了组件的类型全名。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Interfaces.Flange_b 

与拖动模型到图形视图不同，文本视图中自动生成的代码仅包含模型名字，

如果用于声明组件，这种方式不能自动生成组件实例的名字和图形信息，而需要

手动编辑。 

11.1.2 可替换组件和重声明 

可替换组件是有可替换前缀 replaceable 修饰的组件。组件视图中，选中组

件，选择组件上下文菜单“属性”，弹出“组件属性”对话框。在“属性”属性

页中勾选“Replaceable”选项，单击【确定】按钮，将组件声明为可替换组件，

如图 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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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组件属性 

组件重声明即是用一个新的组件类替换一个可替换(replaceable)组件。在组

件视图中要重替换一个可替换组件，应首先右击该组件，然后选择“改变组件类”

菜单，弹出“选择模型”对话框，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选择模型”对话框 

选择用于类型替换的模型名，单击【确定】按钮，即改变了选中组件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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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嵌套连接器 

当尝试在两个类型不兼容的连接器之间创建连接时，连接检查会检查这两个

连接器中是否存在内嵌连接器，若存在，则弹出选择嵌套连接器对话框(见图11-3)。 

 

图 11-3 选择嵌套连接器 

连接器 pin1 可能与 plus1 中的嵌套连接器 pin1 进行连接。单击选中想要连

接的嵌套连接器，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建立具体的连接。 

11.1.4 可扩展连接器 

可扩展连接器是有 expandable 前缀修饰的连接器类对应的组件实例。选择菜

单“编辑→属性”，在类别中选择“expandable connector”选项(见图 11-4)，单击

“确定”按钮，可将当前连接器模型(connector)声明为可扩展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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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声明可扩展连接器 

可扩展连接器中声明的组件均被视作连接器变量同等对待。图 11-5 所示的

是可扩展连接器 subcontrolbus 与连接器 pin 与之间连接时弹出的对话框，左边列

出了可扩展连接器 subcontrolbus 中声明的所有组件。单击“<Add variable>”，在

下端的“<New name>”中键入变量名称，可以向可扩展连接器中增加新的连接

器类组件。 

 

图 11-5 添加连接变量 

11.1.5 连接器数组 

MWorks.Sysplorer 支持连接器数组及相关操作： 

(1). 声明连接器数组并在图形视图中创建与连接器数组的连接； 

(2). 数组连接器的图形表示与非数组连接器形式相同，即在图形视图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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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一个连接器图标，而不是根据数组里有 n 个元素，就显示 n 个连接器图标； 

(3). 当创建与数组连接器的连接时，会弹出连接器选择对话框，提示输入要

连接的连接器数组中某个连接器的下标索引，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输入数组下标索引 

(4). 连接线将根据连接器下标索引均匀地分布在数组连接器图标上。 

(5). 连接器数组的维数可以是数字常量或参数，例如： 

ConnectorType a[3]; 

parameter Real n = 2; 

ConnectorType b[n]; 

11.1.6 因果连接器 

具有 Input 或者 Output 前缀的连接器为因果连接器。右击连接器，在“组件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因果性前缀 Input 或者 Output 选项(见图 11-7)，单击“确

定”按钮，将连接器声明为因果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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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在“组件属性”对话框中勾选因果前缀 

对于连接器中的内置类型，按照推导的 Input/Output 属性。推导规则为：①父

节点如果有 Input/Output 属性，则覆盖该子节点，否则取自身属性；②仅考虑连接

器父节点及所有简短类定义，不考虑非连接器父节点，如 con.sub_con，如果 con

为 Input 连接器，则 sub_con 为 Input，否则取 sub_con 自身属性。 

当连接器为同一信号源时，连接时弹出信号源冲突提示(图 11-8)，不允许相

连。 

 

图 11-8 信号源冲突 

信号源的定义如下： 

(1). 如果为顶层节点，则 Input 为信号源； 

(2). 如果为嵌套节点，则①顶层前缀节点为非连接器组件，Output 为信号源；

②顶层为连接器，不再检查因果性。 

11.1.7 条件声明组件 

Modelica 语法支持条件声明组件。模型编译过程中，当条件不成立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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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之关联的连接被忽略。 

model C2  

extends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Examples.CoupledClutches; 

 parameter Boolean addFriction = true;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BearingFriction 

BearingFriction1(tau_pos = [0, 2]) if addFriction annotation 

(extent = [62, -62; 82, -42]); 

equation  

  connect(BearingFriction1.flange_a, J3.flange_a) 

annotation (points = [62, -52; 50, -52; 50, 0; 35, 0]); 

end C2; 

11.1.8 组件、连接器的图形表示 

(1). 查找不到类型的组件表示 

当查找不到组件的类型时即认为该类不存在。图形视图中，类型查找失败

的组件以红色交叉线的矩形高亮显示，如图 11-9 所示。 

 

图 11-9 查找不到组件类型 

(2). 可替换组件和重声明组件的表示 

图形视图中，可替换组件和重声明组件均会高亮显示，以区别于其他普通组

件，使得用户更新准确地了解模型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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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 组件高亮显示 

可替换组件，以凹陷状态高亮显示，如图 11-10 中组件 R。 

重声明组件，以凸起状态高亮显示，如图 11-10 中组件 R1。 

11.2 连接 

当组件较多，建模者通过智能连接和批量连接，可以快速建立组件间连接。 

11.2.1 智能连接 

以下三种情形，端口智能自动连接： 

情形一：两个端口靠近并停留片刻，界面上绿色闪烁如图 11-11(a)所示，自

动连接，移动组件可看到自动建立的连接线如(b)所示。 

        

(a)                             (b) 

图 11-11 智能连接—情形一 

情形二：创建连接过程中，正在连接的连线移动到已存在的连接上，鼠标变

为 ，如图 11-12(a)，此时左击鼠标，与原连接线上的结束端口自动建立连接，

新的连接线绿色闪烁显示如图(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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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图 11-12 智能连接—情形二 

情形三：当拖动组件端口覆盖到连接线，自动打断原有连接，并重新创建连

接，如图 11-13 所示， 

        

(a)                               (b) 

图 11-13 智能连接—情形三 

智能连接时，自动对相连端口进行连接检查，检查规则详见 10.4.2 一节，若

不匹配，连接失败，端口红色闪烁显示，如图 11-14 所示。 

 

图 11-14 不匹配提示 

当端口匹配，但是端口存在可扩展连接器或者数组连接器则黄色闪烁提示，

不自动连接，如图 11-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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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5 数组、可扩展连接提示 

11.2.2 批量连接 

智能连接只适用单个连接器与其他连接器自动连接。建模者可以通过点击

“编辑→批量连接”菜单，在弹出的如图 11-16 所示的“连接映射表”对话框进

行批量连接。连接映射表中只列出所有顶层组件的下一级内置类型因果连接器，

组件内的嵌套组件不再列出。 

 

图 11-16 连接映射表 

其中： 

⚫ 源：显示当前模型所有组件因果连接器的输出端口 。 

⚫ 目标：显示当前模型所有组件因果连接器的输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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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射：显示当前已经配对的输入和输出端口。 

⚫ 自动全部连接：自动连接“源”和“目标”下同名的输入和输出端口，一

个输入端口可对应连接多个同名输出端口。 

⚫ 连接：连接有两种方式①选中对应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在“映射表”生成

相应的配对。②选中“源”和“目标”下的组件名称，自动匹配对应组件

下的所有输入和输出端口，在“映射表”批量生成配对。 

⚫ 断开所有连接：取消“映射表”中的所有配对。 

⚫ 断开连接：选中“映射表”中的配对，点击取消端口之间的配对。 

⚫ 确定：完成批量连接，组件视图自动显示组件之间的连接线。 

11.3 显示单位 

建议模型开发者在设置Real类型变量的单位属性时采用国际标准单位(SI 单

位制)，这也是进行单位检查的前提。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使用某些非 SI 单位输

入参数值更加方便，显示单位(displayUnit)属性正是为满足这种需求而提出的。 

在参数对话框以及后处理器中变量曲线显示时都应用到了显示单位。 

一个 SI 单位可能对应有多个显示单位，通过显示单位配置文件

MWorks2018\Setting\MWorks.DisplayUnit.xml 定制候选显示单位。 

以下内容摘自配置文件中对 SI 单位 m的显示单位配置： 

<unit name="m"> 

<displayUnit name = "km" scale = "1e-3" /> 

<displayUnit name = "cm" scale = "1e2" /> 

<displayUnit name = "mm" scale = "1e3" /> 

</unit> 

其中，“<unit name = "m">，name 定义了 SI 单位的名称。 

“<displayUnit name = " km " scale = "1e-3" />”，name 定义了显示单位的名

称，scale 是显示单位与国际标准单位的换算比例。 

有时，显示单位的定义中还包含了 offset 属性，例如对温度的 SI 单位 K(开

尔文)的显示单位定义如下： 

<unit name="K"> 

  <displayUnit name = "degC" scale = "1" offset = "-273.15" /> 

</unit> 

其中 offset 定义了显示单位与国际单位之间换算时的偏移量。 

SI 单位与显示单位之间的换算公式为： 

unit = displayUnit * scale + 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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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外部资源 

使用 MWorks.Sysplorer 建模时，有可能用到数据文件等外部资源。要使模型

仿真时能正确找到相应的文件，建模时需要遵循相应的规范。 

(1). Modelica 模式 URI 

外部资源统一以 Modelica 模式的 URI 表示，其形式为： 

modelica://Package_Name/Relative_Path 

Package_Name 是 Modelica 模型中 package 的名字，Relative_Path 是相对路

径。 

这种 URI 在模型翻译后得到绝对路径，取 Package_Name 所在文件位于的文

件夹作为基准路径，与 Relative_Path 组合形成完整的本地路径。 

示例： 

modelica://Modelica.Mechanics/C.jpg 

modelica://Modelica/Mechanics/C.jpg 

假设 Modelica 所在的 package.mo 文件位于“c:\ Modelica3.2.1\Modelica”，而

Modelica.Mechanics 所在的.mo 文件位于“c:\ Modelica3.2.1\Modelica\Mechanics”，

那么，这两个都表示同一个文件“c:\Modelica3.2.1\Modelica\Mechanics\C.jpg”。 

(2). 几何形体 

三维动画的外部几何形体资源由参数 shapeType 保存，以 Modelica 模式的

URI 表示。 

shapeType= 

"modelica://Modelica/Resources/Data/Shapes/RobotR3/b1.dxf"  

(3). 数据文件 

文件以 Modelica 模式的 URI 表示，在需要文件名的位置，取以 URI 为参数

调用 loadResource（或 Modelica.Utilities.Files.loadResource）函数的结果值。 

parameter String fileName=loadResource( 

"modelica://Modelica/Resources/Data/Tables/test_v4.mat"); 

loadResource 返回该 URI 表示的绝对路径。 

MWorks.Sysplorer 只收集 loadResource 中的数据文件，因此，建模时建议

外部数据文件名使用 loadResource 调用的结果。 

(4). 外部函数 

外部函数的 IncludeDirectory 和 LibraryDirectory 也以 Modelica 模式的 URI

表示。 

function getUsertab 

input Real dummy_u; 

output Real dummy_y; 

external "C" dummy_y=mydummyfunc(dummy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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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 (IncludeDirectory= 

"modelica://Modelica/Resources/Data/Tables", 

Include = "#include \"usertab.c\" 

Double mydummyfunc(double dummy_in) {return 0;}"); 

end getUsertab; 

12. 模型检查与编译 

模型编辑完成后，需要对模型检查和编译，为仿真做准备。 

12.1 语法检查 

12.1.1 标识符合法性检查 

标识符用于命名 Modelica 语言的各项要素，例如类名、变量名、常量等。标

识符是由一系列字母、数字或其它字符(例如下划线)构成。 

Modelica 标识符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以字母或下划线“_”开始，后

接任意数量的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标识符区分大小写，例如 MaxValue 和

maxValue 是两个不同的标识符。例如，_MyFunc、resistor、R20 是合法标识符，

3num 不是合法的标识符。 

第二种形式的标识符是以单引号开始，后接任意字符(如果是单引号则在之

前加“\”)，最后以单引号结束。单引号是标识符的一部分，"num"与 num 是不

同的标识符。这种标识符一般用于操作符重载，其它情况不推荐使用。例如，

'3num'、'+.'、'the\'3\'num'、'my friends'都是合法的标识符。 

Modelica 关键字是保留的，不能用做标识符。表 12-1 列出 Modelica 当前版

本规范中定义的关键字，其中斜体的是 Modelica 语言规范 3.1 规定的关键字。 

表 12-1 Modelica 关键字 

algorithm discrete false model redeclare 

and each final not replaceable 

annotation else flow operator return 

assert elseif For or stream 

block elsewhen function outer then 

break encapsulated If output true 

class end import package type 

connect enumeration In parameter when 

connector equation initial partial while 

constant expandable inner protected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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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edby extends input public  

der external loop record  

标识符合法性检查就是检查标识符是否符合第一种或第二种形式，以及是否

与 Modelica 关键字有冲突。 

12.1.2 语法检查规则 

语法检查根据Modelica规范定义的语法规则检查模型的语法是否符合要求，

也就是检查关键字、标识符、运算符、字符串、数字、注释等的组合是否符合

Modelica 的语法形式。Modelica 语法形式依据 EBNF 范式规则定义的，具体规则

参见《Modelic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12.1.3 词法语法错误 

词法错误是指字符与数字的组合不能构成有效的关键字、标识符、运算符、

字符串、数字等。例如： 

model LexicalError  

  Real 3var = time;  // 标识符 3var不合法 

end LexicalError; 

语法错误是指关键字、标识符、运算符、字符串、数字、注释等的组合不符

合 Modelica 语法规范。例如： 

model SyntaxError 

  Real x[5], y[6]; 

equation  

  for i  // i后面缺少关键字 loop 

    x[i] = i ^ 2; 

  end for; 

  for i loop 

    y[i] = i * 2; 

  end while;  // 关键字 while应改为 for 

end SyntaxError; 

 

12.2 语义检查 

12.2.1 类型与变量查找 

Modelica 支持类型和变量在声明之前使用，即先使用后声明。例如： 

model UsedBeforDeclare 

  Real x = y + 1;   // y在声明之前使用 

  Real y = sin(time); 

  A a;   // A在声明之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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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A 

    Real a1 = cos(time); 

    Real a2; 

  end A; 

 

equation  

  a.a2 = a.a1 ^ 2; 

end UsedBeforDeclare; 

由于类型和变量可以在声明之前使用，因此语义检查就需要进行类型和变量

查找。类型查找是为了找到基类、变量的类型，变量查找是为了找到变量引用的

对象。 

类型和变量的父是直接包含该类型和变量的类。静态的简单名字查找规则为： 

(1). 如果在 for 结构、简约表达式中，首先查找是否是迭代变量。 

(2). 在其父中查找，如果未找到，再在其父的父中查找，依此类推，直到找到

一个匹配或某一层次的父是被封装的(即被关键字 encapsulated 修饰)为止。在某

一层次的父被封装的情况下，除非是查找 Modelica 规范预定义的类型、函数和

操作符，查找过程停止。 

对于 Modelica 规范预定义的类型、函数和操作符，在全局范围内继续查找。

对于父类中能够查找到的变量，只有当变量声明为常量(constant)时才是合法的。 

每一个父中的查找按如下方式进行： 

 在该类声明的类和变量中查找(包括从基类继承的类和变量)。 

 在限定性导入语句所导入的名字中查找。语句"import A.B.C;"导入的名字

是 C，语句"import D=A.B.C;"导入的名字是 D。 

 在非限定性导入语句所导入的包的公有成员中查找。如果这一步在多个

非限定性导入(包)中产生匹配，则报错。 

对于形如 A.B(或 A.B.C 等)的复合名字，查找过程如下： 

 按上述简单名字的方式查找第一个标识符[A]。 

 如果第一个标识符表示某个变量，则该名字的其余部分(例如 B 或 B.C)在

该变量声明的类型中查找。 

 如果第一个标识符表示类，复合名字的其余部分(例如 B 或 B.C)就在该类

的声明的类型和变量中查找。 

12.2.2 类型相容性检查 

在某些设计为使用类型或变量 A 的地方，如果使用类型或变量 B(例如重声

明、outer/inner、函数调用)的情况下，要检查 B 与 A 是否相容，即 B 或 B 的类

型是否是 A 或 A 的类型的子类型或者等价类型。 

类型 S 和 C，如果二者是等价的或满足下列条件，则 S 是 C 的超类型，C 是

S 的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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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的每个公有声明类和变量在 C 中有相同名字的类和变量。 

(1). S 中这些类和变量的类型是 C 中相应类和变量的类型的超类型。 

(2). 类型 T 和 U 满足下列条件时称二者是等价的： 

(3). T 和 U 表示相同的内置类型 (RealType、 IntegerType、StringType、

BooleanType)，或 

(4). T 和 U 均是类，T 和 U 包含相同的公有声明的类和变量(按名字)，T 的元

素类型与 U 对应的元素类型是等价的。 

除了函数和枚举类型外，类型相容性检查不考虑其中的类和变量声明顺序。

子类型和等价类不一定需要通过继承机制实现。例如： 

model TypeCompatibility 

  class A 

    Real x; 

    Real y; 

  end A; 

 

  class B 

    Real y; 

    Real x; 

  end B; 

 

  class C 

    extends A;   

  end C; 

 

  A a1, a2; 

  B b(x = time, y = sin(time)); 

  C c(x = time, y = cos(time)); 

equation  

  a1 = b;   // A和 B等价 

  a2 = c;   // A和 C等价 

end TypeCompatibility; 

12.2.3 复杂语义检查 

在语义检查阶段，还要对限制类、对象、继承、变型、重声明、outer/inner、

连接、方程、算法、函数调用、数组等复杂语义进行检查。例如： 

model IfEquationErr 

  Real x; 

  Real u = sin(time); 

equation  

  if u > 0 then  // 变量类型条件表达式，没有 else分支 

    x = -u; 

  end if; 

end IfEquation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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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语义错误 

语义检查阶段，不符合 Modelica 语义规范的情况下就会报告语义错误。

MWorks.Sysplorer 支持的语义错误分为以下几类： 

(1). 非法前缀[2201~2399]：不符合语义的前缀修饰。 

(2). 类型限制[2401~2599]：主要是针对受限类的语义错误。 

(3). 元素重定义[2601~2630]。 

(4). 文件解析[2801~2999]：主要是模型文件和结构化实体方面的语义错误。 

(5). 元素解析[3001~3399]：主要是类、变量、变型、outer/inner 等解析时发现

的语义错误。 

(6). 注解信息[3401~3599]：注解信息不符合语义规范的错误。 

(7). 函数解析[3601~3799]：函数解析过程中发现的语义错误。 

(8). 数组问题[4001~4199]。 

(9). 实例化与方程生成[4401~4999]：主要是类、方程、算法、表达式等实例

化和方程生成过程中发现的语义错误。 

12.3 单位检查和换算 

物理系统建模中，物理量通常用变量值与单位表示，Modelica 内置类型 Real

包含属性“quantity”、“unit”和“displayUnit”。 

MWorks.Sysplorer 支持单位检查与推导的功能。它包括变量单位合法性和等

式单位匹配性检查，并且它可以自动推导单位。 

12.3.1 支持的单位 

Modelica 规范中指出“Modelica 中支持的基本单位应该包括 SI 体系的基本

单位和导出单位”，MWorks.Sysplorer 满足该要求。 

MWorks.Sysplorer 建议采用不带系数前缀的标准单位描述变量的单位属性，

这样有利于单位的检查与推导。也就是说，在给变量赋单位时，最好不要使用单

位前缀，如“km”、“mg”最好用“m”和“kg”代替。但可能会用不同的单位输

入参数或者绘制变量曲线，为此，MWorks.Sysplorer 提供对显示单位（displayUnit）

的支持。 

(1). SI 单位前缀 

MWorks.Sysplorer 支持以下全部的 20 个 SI 单位前缀，它们表示 SI 单位 10

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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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SI 单位前缀 

Factor Name Symbol Factor Name Symbol 

101 deca da 10-1 deci d 

102 hecto h 10-2 centi c 

103 kilo k 10-3 milli m 

106 mega M 10-6 micro μ(u) 

109 giga G 10-9 nano n 

1012 tera T 10-12 pico p 

1015 peta P 10-15 femto f 

1018 exa E 10-18 atto a 

1021 zetta Z 10-21 zepto z 

1024 yotta Y 10-24 yecto y 

(2). SI 基本单位 

MWorks.Sysplorer 支持 SI 规定的 7 种基本单位如下： 

表 12-3 SI 基本单位 

Name Symbol 

metre m 

kilogram kg 

second s 

ampere A 

kelvin K 

mole mol 

candela cd 

(3). SI 推导单位 

MWorks.Sysplorer 支持 SI 定义的 24 种导出单位，以下是其名字及符号： 

表 12-4 SI 推导单位 

Name Symbol Definition Name Symbol Definition 

radian rad 1 siemens S A/V 

steradian sr 1 weber Wb V.s 

hertz Hz 1/s tesla T Wb/m2 

newton N kg.m/s2 henry H Wb/A 

pascal Pa N/m2 degree Celcius degC K 

joule J N.m lumen lm cd.sr 

watt W J/s lux lx lm/m2 

S 视在功率 VA J/s Q 无功功率 Var J/s 

coloumb C A.s becquerel Bq 1/s 

volt V W/A gray Gy 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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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ad F C/V sievert Sv J/kg 

ohm Ohm V/A katal kat mol/s 

(4). 非 SI 单位 

以下是一些常用单位，但不属于 SI 系统，MWorks.Sysplorer 能识别这些单

位，它们与 SI 系统的换算关系如下： 

表 12-5 非 SI 单位 

Name Symbol Expressed in SI units 

minute min 60s 

hour h 60min 

day d 24 h 

degree(Angle) deg (π/180) rad 

litre l dm3 

decibel dB 1 

electronvolt eV 0.160218 aJ 

bar bar 0.1 MPa 

phon phon 1 

sone sone 1 

degree Fahrenheit degF (K-273.15) *(9/5) + 32 

degree Rankine degRk (9/5) * K 

revolutions rev   

minute ′ 1′ = (1/60)o = (π/ 10 800) rad 

second ″ 1″ = (1/60)′ = (π/ 648 000) rad 

hectare ha 1 ha = 1 hm2 = 104 m2 

litre L dm3 

tonne t 1 t = 103 kg 

12.3.2 单位检查 

MWorks.Sysplorer 对包、模型或函数中各个方程做单位检查。它包括变量单

位本身是否合法以及方程两边表达式的单位是否匹配。 

目前，MWorks.Sysplorer 单位检查是基于实例化过的方程系统进行的。

MWorks.Sysplorer 的单位检查比较灵活。空字符串“”被认为是未知单位，可进

行单位推导。如单位是字符串类型但不能被解析，即不是基本单位也不能根据基

本单位推导得到，如“ssss”或“2”，这些单位不可识别，MWorks.Sysplorer 会给

出警告，但该单位可以显示。 

MWorks.Sysplorer 认为带前缀下标数组中的所有元素单位应该是相同的，若

变量单位的变型各分量不相同，则给出警告，并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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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1： 

Real x[2,2](unit = {{"s", "s"}, {"s", "s"}}) = {{1, 2}, {3, 4}}; 

Real x[2,2](unit = {{"m", "m"}, {"s", "s"}}) = {{1, 2}, {3, 4}} 

上述第一个声明方程是合法的，第二个声明方程会给出警告。因此建议给数

组变量单位属性变型时赋相同的单位。 

下面基于两个有错误的模型做单位检查。 

举例 2： 

model CheckUnit_Example1  //变量单位的合法性检查 

Real x(unit = 1) = 1; 

Real y(unit = "m") = 1; 

Real z; 

equation 

z = x + y; 

end CheckUnit_Example1; 

执行该模型的模型检查或编译，输出如下信息： 

[MWorks.Sysplorer]警告(2710):组件 x 的属性 unit 的变型表达式 1 的类型

不合法。变型表达式类型为 Integer。该属性值被忽略。 

该警告信息表明，变量 x 的单位不是字符串常量，需要改正此声明方程以避

免该警告。 

举例 3： 

求解一个恒力在直线方向做功，其中用速度 (“Velocity” )代替位移

(“Distance”)： 

model CheckUnits_Example2  //等式单位的匹配性检查 

Modelica.SIunits.Velocity V = 2 "Velocity"; 

Modelica.SIunits.Force F = 3 "Force"; 

Modelica.SIunits.Energy E "Energy"; 

equation 

F * V = E; 

end CheckUnits_Example2; 

选择模型检查或编译，输出如下信息： 

[MWorks.Sysplorer]警告(5002):方程 F * V = E 的单位不匹配： 

F * V 的单位为 W， 

E 的单位为 J。 

上述警告说明方程两边的单位不匹配，用位移 (“Distance”)替换速度

(“Velocity”)即可消除该警告。 

为了便于单位检查与单位推导，建议在设置变量单位时采用国际标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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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单位制），这也是进行单位检查的前提条件。 

提示，单位检查时，MWorks.Sysplorer 认为“km”与“m”这两个单位是不

匹配的，尽管它们都是长度单位。 

12.3.3 单位推导 

单位推导以单位运算为基础。表达式是由变量、运算符等组成。变量指定其

“quantity”及“unit”属性，即可代表某个物理量。物理量的值经过运算，可得

出表达式的值，根据各物理量单位的运算可得出表达式的单位。如物理量 s(unit 

=“m”)为长度，t(unit = “s”)为时间，则表达式 s/t 经运算可得其单位为“m/s”，

该表达式的量纲为速度。 

单位推导本身就隐含了“根据有一个表达式导出另外一个表达式单位”的含

义，因此一元表达式不涉及单位推导。单位推导仅涉及 4 种运算：+（-）、*、/以

及=，其它二元表达式的运算则转化为这 4 种基本运算之后进行推导，否则推导

终止。 

单位推导遵循如下简单规则： 

Unknown unit * "unit1" → unknown unit 

Unknown unit + "unit1" → "unit1" 

提示，单位“1”例外，因为未知单位“”与单位“1”具有不同含义。单位

“1”表示无单位，而未知单位则表示单位不确定。“1”作为已知单位，在单位

检查时，不要求“1”与其它单位匹配，如“+”运算左单位为“1”，右单位为“m”，

合法，结果为“m”。 

举例 4： 

以 Modelica.Blocks.Examples.PID_Controller 为例。 

 

图 12-1 模型 Modelica.Blocks.Examples.PID_Controller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109页, 共 473 页 

求解后推导单位在仿真浏览器中显示，若图 12-2 所示。 

  

图 12-2 仿真浏览器 

从仿真浏览器中可以看到，PI 的参数 u_m 和 y 原先是没有明确的单位，在

模型编译后它们的单位被推导且在仿真浏览器中显示。 

12.3.4 单位显示 

在建立物理系统模型时，MWorks.Sysplorer 建议使用 SI 基本单位。但有时，

非 SI 单位可能更适合实际应用场景需要。MWorks.Sysplorer 提供对显示单位

（displayUnit）的支持以满足实际的需求。一般，unit 对应 SI 单位，displayUnit

对应工程单位。 

(1). 显示单位配置 

一个 SI 单位可能对应多个显示单位，如 SI 单位“m”，对应“km”、“cm”、

“mm”这三个显示单位。通过用户目录下的显示单位配置文件 C:\Users\(Current 

User) \AppData\Local\MWorks\setting \MWorks.DisplayUnit.xml定制候选显示单位。

该文件定义了一些 SI 单位与工程常用的显示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详细配置方

法参见 11.3。 

(2). 单位选项配置 

变量单位与其显示单位之间的转化关系依赖于显示单位配置文件中的配置，

参见上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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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通过曲线窗口修改显示单位。即在仿真浏览器中选择相应变量，

右键点击“显示变量曲线”，在曲线窗口界面单击右键选择“属性”后窗口属性

对话框如下图，在“曲线”标签页可设置显示单位。 

 

图 12-3“窗口属性”设置显示单位 

从上述对话框可以看到变量 PI.u_m 的单位为“rad/s”，当前显示单位为

“deg/s”，如希望更改显示单位，可以单击下拉列表选择合适的显示单位。此处

显示单位的候选项可通过显示单位配置文件进行定制。 

曲线窗口上下文菜单的“显示单位”中提供配置文件中显示单位的候选项，

如图 12-4 所示，直接选择其中一项即可设置显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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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显示单位 

提示，通过曲线窗口修改显示单位不会对文本视图中内容产生影响。 

12.4 方程生成 

模型经过语法和语义检查后，如果没有错误，接下来就要生成模型对应的数

学形式的方程。 

12.4.1 模型方程系统 

层次结构的模型经过映射，转换为 Modelica 语句的平坦化集合，包含所有

用到类实例的方程和算法，最终转换为一个包含模型所有变量及其微分、代数和

离散方程(包含模型事件)的方程集，形式如下( 𝐯 ≔ [ �̇�; 𝐱; 𝐲; t; 𝐦; 𝐩𝐫𝐞(𝐦); 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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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系统中的变量及其含义如表 12-6 所示。 

表 12-6 方程系统中的变量类型 

p 声明为 parameter 或 constant 的 Modelica 变量，即与时间无关的变量 

t Modelica 变量 time，独立的(实型)变量 

x(t) Modelica 实型变量，存在微分 

m(te) 
Modelica 离散的实型、布尔型、整型未知量。这些变量只在事件时刻

te 改变其值，pre(m)为当前事件发生之前瞬时 m 的值 

y(t) Modelica 实型变量，不属于其他任何类型(即代数变量) 

c(te) 所有 if-表达式的条件，包括转换之后的 when-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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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v) 包含变量 vi 的一种关系，例如，v1>v2，v3≥0 

12.4.2 模型变量 

模型平坦化之后，所有的变量都是基本内置类型(Real、Integer、Boolean、

String、枚举)的变量。 

Modelica 变量按可变性可分为常量、参数、变量。常量是声明为 constant 的

Modelica 变量，参数是声明为 parameter 的 Modelica 变量，常量和参数都与时间

无关，在模型仿真之前已知。没有声明为 constant 和 parameter 的 Modelica 变量

是变量，可能与时间相关，在方程中属于未知量，仿真过程中通过方程系统计算

其值。 

声明为 input 的 Modelica 变量是输入变量，声明为 output 的 Modelica 变量

是输出变量。主模型因没有与其它外部模型有连接关系，其中输入变量的值由仿

真环境提供，MWorks.Sysplorer 仿真环境将输入端口悬空，因此输入变量取变量

类型的默认值(例如 Real 类型取 0)。 

生成方程时，分别统计平坦化模型中基本内置类型的输入变量、常量、参数、

输出变量和其它变量的数目，其中，输入变量、常量、参数作为模型的已知变量，

输出变量和其它变量作为模型的未知变量，MWorks.Sysplorer 编译模型时在输出

栏中显示的变量数就是未知变量的数目。在未知变量计数时，还统计每种基本内

置类型(Real、Integer、Boolean、String)未知变量的数量，同时区分状态变量、离

散变量。例如： 

model VarStatistics 

  input Real in1;  // 输入变量 

  input Real in2;  //输入变量 

  output Real out1;  // 输出变量 

  output Real out2;  //输出变量 

  parameter Real freq = 5;  // 参数 

  constant Real e = exp(1);  // 常量 

  constant Real PI = 3.1415926;  // 常量 

  Real x;  // 变量 

  Real y;  // 变量 

  Real z(start = 0);  // 变量(状态变量) 

  Boolean flag(start = false);  // 变量(离散变量) 

  Real flag2(start = 1);   // 变量(离散变量) 

equation  

  out1 = sin(freq * time * PI) + in1; 

  out2 = cos(freq * time * PI) + in2; 

  x = e ^ 3; 

  y = exp(3); 

  der(z) = cos(freq * time * PI); 

  when z > 0 then 

    flag = not pre(flag); 

    flag2 = -pre(fla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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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when; 

end VarStatistics; 

12.4.3 模型方程 

平坦化模型方程由模型中所有用到的类实例的方程和算法段构成的，是所有

未知变量约束关系的集合。模型方程来源于模型中的等式方程、声明方程、变型

方程、连接方程和算法，其中等式方程包括 if 方程、for 方程、when 方程中包含

的等式方程。 

模型中的等式方程转换为内置类型模型变量之间的等式方程。例如： 

model FlatEqualEqu  

  class A  

    Real x; 

    Real y[2]; 

  end A; 

   

  A a1(x=time,y={sin(time),cos(time)}); 

  A a2; 

  Real z[2]; 

equation  

  a2=a1; 

  z=a1.y+a2.y; 

end FlatEqualEqu; 

上面模型中 equation 区域的等式方程经映射转换之后的方程为： 

a2.x = a1.x; 

a2.y[1] = a1.y[1]; 

a2.y[2] = a1.y[2]; 

z[1] = a1.y[1] + a2.y[1]; 

z[2] = a1.y[2] + a2.y[2]; 

声明方程、变型方程的映射转换方式与等式方程相同，例如，上面例子中的

变型方程转换后的方程为： 

a1.x = time; 

a1.y[1] = sin(time); 

a1.y[2] = cos(time); 

连接方程根据广义基尔霍夫定律，势变量转换为“相等”耦合关系的等式方

程，流变量转换为“和为 0”耦合关系的等式方程。例如： 

connector Pin  

  Real v; 

  flow Real i; 

end Pin; 

   

  Pin pin1, pin2, p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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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ion  

  connect(pin1, pin2); 

  connect(pin1, pin3); 

其中的连接方程转换后的方程为： 

pin2.v = pin1.v; 

pin3.v = pin1.v; 

pin1.i + pin2.i + pin3.i = 0; 

另外，模型中的算法转换为等价的方程。每一个算法区域中赋值符号左端的

变量组成一个变量集合，该集合中平坦化变量(内置类型)的数量 n 就是等价方程

的数量，从该算法区域外部来看，算法区域表达了集合中 n 个变量之间的约束关

系。 

模型方程生成时统计平坦化后内置类型常量的绑定方程(即类似于赋值形式

的方程)、参数的绑定方程、未知变量的约束方程的数量，MWorks.Sysplorer 编译

模型时在输出栏中显示的方程数就是未知变量的约束方程数目。未知变量方程计

数范围包括声明方程、变型方程、等式方程、if 方程、for 方程、when 方程、连

接方程以及算法，不包括初始方程和初始算法。 

声明方程、变型方程、等式方程直接统计平坦化方程的数量。if 方程仅对其

中一个分支进行统计(语义检查时保证各个分支的方程数相同)，如果分支中有等

式方程直接统计平坦化等式方程的数量，如果有其他方程依其统计方式进行。for

方程先展开转换为一系列等价方程，然后对等价方程进行统计，如果其中有等式

方程直接统计平坦化等式方程数量，如果有其他方程依其统计方式进行。when 方

程如果其中有等式方程直接统计平坦化等式方程数量，如果有其他方程依其统计

方式进行。连接方程统计依据广义基尔霍夫定律转换后的等式方程数量。算法统

计等价方程数量。 

除了统计未知变量方程的数量外，还对方程按基本内置类型分类统计。方程

中依据未知变量的类型确定方程的类型，当方程中有多种类型的变量时进行类型

提升(如 Integer 转换为Real)，例如方程中未知变量均为Real 类型时方程就是Real

类型方程。算法中等价方程类型与赋值符号左端的变量类型一致。模型中每种内

置类型方程数量与相应类型未知变量的数量必须相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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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EquStatistics 

  parameter Real freq = 5; 

  constant Real PI = 3.1415926; 

  Real x;  // 变量 1 

  Real y;  // 变量 2 

  Real z(start = 0);  // 变量 3 

  Boolean flag(start = false);  // 变量 4 

  Real flag2(start = 1);  // 变量 5 

equation  

  if z > 0 then     

    x = exp(3);    // 方程 1 

    y = exp(2);   // 方程 2 

  else 

    x + y = exp(3); 

    x - y = exp(2); 

  end if; 

  der(z) = cos(freq * time * PI);  // 方程 3 

  when z > 0 then 

    flag = not pre(flag);  // 方程 4 

    flag2 = -pre(flag2);  // 方程 5 

  end when; 

end EquStatistics; 

12.4.4 模型事件 

Modelica 离散变量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时间点改变其值，这些特殊的时间点就

是 Modelica 事件发生时刻。离散变量在事件之间保持值不变，在事件时刻可以

改变其值。事件发生时刻 if 表达式和 if 结构选择正确的分支。 

模型中 Real 基本类型关系表达式(例如“x>0”)的值改变时产生事件，一些

内置函数(例如 floor)也产生事件。 

Modelica 事件用于对系统离散行为进行建模，例如： 

(1). 系统属性可能只在某个时间点发生变化(电源开/关)。 

(2). 系统属性的变化不是连续的(离合器分离/结合)。 

(3). 系统属性尽管不是瞬态变化，但变化时间区间小(阀门开/关)。 

第四部分 仿真 

13. 仿真环境 

使用 MWorks.Sysplorer 完成模型搭建后，用户需要对所建模型进行仿真分

析。本节将介绍仿真环境中的各个窗口面板，及其各自的功能与使用方法，方便

后续对模型仿真操作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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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介绍的面板包括： 

(1). 仿真浏览器 

(2). 曲线窗口 

(3). 动画窗口 

(4). 输出栏 

 

图 13-1 仿真环境 

13.1 仿真浏览器 

仿真浏览器在编译或仿真模型后，自动显示在主界面的右侧。通过菜单“视

图→仿真浏览器”可控制仿真浏览器显示与隐藏。仿真浏览器以树的形式显示模

型的编译结果，如图 13-2 所示。 

仿真编译生成的结果称为仿真实例。仿真浏览器中每个仿真实例都由仿真实

例标题、仿真控制、变量、参数和设置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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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实例标题 

仿真实例标题由三部分组成：标签、仿真实例名、标志和序号。 

(1). 标签：模型仿真生成的仿真实例，标签显示为 ；打开指定路径下的仿真

实例，标签显示为 ；复制当前仿真实例生成的新仿真实例，标签显示为 。

若关联的模型被卸载，实例的标签仍显示为 ，再次仿真模型浏览器中的任一模

型时，才会刷新仿真浏览器上的标签，变为 。 

(2). 仿真实例名：模型经过翻译后生成仿真实例，仿真实例名与模型名一致；

打开指定路径下的仿真实例，仿真实例名与文件夹名一致；复制当前仿真实例生

成的新仿真实例，仿真实例名为当前仿真实例名-1、当前仿真实例名-2，编号依

次递增（例如当前仿真实例名为“ExperimentTest”，复制两次该仿真实例，则依

次生成名为“ExperimentTest-1”、“ExperimentTest-2”的新仿真实例）。 

(3). 标志：新生成或修改后未保存的实例，标志为 。实例保存后，该标志

自动消失。 

(4). 序号：根据仿真生成或打开的仿真实例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序“[1]”、“[2]”、

“[3]”…，如果已有的序号中存在“断号”，新生成或打开的仿真实例从小到大

依次填补这些序号。 

仿真控制、变量、参数和设置详见第 15 节。 

在仿真浏览器的不同位置点击右键会弹出不同上下文菜单。 

(5). 在实例名上点击右键,弹出如图 13-3 所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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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实例名的上下文菜单 

13.2 曲线窗口 

曲线窗口用于显示变量曲线。MWorks.Sysplorer 中曲线窗口分为 Y(time)曲

线窗口和 Y(X)曲线窗口，Y(time)曲线窗口以时间(time)作为横坐标(也称为自变

量)，而 Y(X)曲线窗口则以第一次拖入的变量曲作为横坐标(如图 13-4 所示)。 

 

图 13-4 两类曲线窗口 

曲线窗口有三种生成方式： 

① 通过菜单“仿真”下的“新建 Y(time) 曲线窗口”和“新建 Y(X)曲线窗

口”子菜单，新建一个空白的曲线窗口； 

② 在仿真浏览器，鼠标选中一个变量，拖拽至任意位置松开，系统在松开

处新建一个 Y(time)曲线窗口，并显示该变量曲线；若拖拽时，按住 Shift，

则生成一个以该变量为自变量的 Y(X)曲线窗口； 

③ 组件变量面板中的变量也支持拖拽生成曲线窗口，方法如②。可以在仿

真之前从组件变量面板拖拽变量至曲线窗口，仿真时实时显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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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新建一个或多个曲线窗口，一个曲线窗口可显示来自不同实例的变量曲线，

曲线窗口支持多子窗口显示(见图 13-5)。注意，只有 Y(Time)曲线窗口的变量可

以来自不同仿真实例。 

 

图 13-5 曲线图标 

在曲线窗口点击右键会弹出上下文菜单，菜单根据是否选中曲线显示不同的

内容。在曲线窗口空白处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包括曲线窗口中常用操作功能，如

图 13-6(a)所示。 

选中曲线后弹出如图 13-6(b)所示的上下文菜单，用于设置曲线样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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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曲线窗口上下文菜单 

13.3 动画窗口 

MWorks.Sysplorer 支持三维图形显示与动画播放。在仿真主窗口中，点击“仿

真→新建动画窗口”，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动画窗口，如果当前模型包含机械多体

模型中的组件并且具有动画属性，则新建的动画窗口将显示该模型的动画对象。 

动画窗口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界面交互功能，包括动画控制工具栏、动画窗口

工具栏、上下文菜单等，如图 13-7 所示，详细内容参考第 15.6 节。 

 

图 13-7 动画窗口界面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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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输出栏 

输出栏在仿真的时候自动弹出，也可通过菜单“视图→输出”打开或隐藏。

从输出栏中可以得到关于模型求解的详细信息。例如：求解开始时间和停止时间，

求解算法，求解耗费的 CPU 时间，求解结果步数等(如图 13-8 所示)。 

 

图 13-8 输出栏 

14. 基本仿真步骤 

本节以 Modelica 机械多体库中的实例——双摆模型(DoublePendulum)为例，

介绍模型翻译、模型仿真、结果后处理等操作过程。对于其他非多体模型，比如

电学、电磁、液压等领域模型，模型编译、求解与后处理相关的操作是相同的。 

14.1 翻译模型 

单击工具栏按钮 或点击菜单“仿真→翻译”，可对当前模型进行翻译，转换

文本格式的 Modelica 代码生成可运行的求解器程序。 

模型本身的正确性(包括语法的正确性和语义的正确性)是进行模型编译的

前提，模型正确性检查见第 12.2 节。在未进行模型检查时启动模型翻译，系统会

在翻译模型前进行检查。 

模型被翻译成功后，会生成该模型的仿真实例并显示在仿真浏览器中，同时

系统会在输出窗口的“建模”标签页中显示该模型的翻译结果(如图 1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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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翻译模型 

14.2 设置仿真选项 

设置仿真选项，即设置实例的仿真区间、输出区间、积分算法与结果存储。 

在仿真浏览器中切换至“设置”属性页，打开仿真设置界面，即可对当前仿

真实例进行仿真设置，如图 1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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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仿真设置界面 

如图 14-2 所示，本例设置仿真模型从 0s 开始，至 3s 结束，输出区间个数

为 500，积分算法为 Dassl，误差为 0.0001，初始积分步长自适应，勾选“存储时

间时刻的变量值”选项。 

14.3 仿真模型 

点击仿真浏览器内按钮 启动对当前仿真实例的仿真，系统调用当前实例翻

译生成的求解器计算模型中所有变量随时间变化的数据。 

仿真完成后，输出栏的“仿真”标签页中显示模型仿真的相关信息，如事件

数目、CPU 的仿真时间等。(如图 1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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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仿真输出信息 

MWorks.Sysplorer 有多种启动仿真的方法，详细介绍及其区别见第 15.1 节。 

14.4 查看变量曲线 

查看变量曲线，即在曲线窗口中显示所选变量的仿真结果数据。 

在仿真浏览器中展开组件 damper，拖拽 phi_rel 到 Y(time)曲线窗口中，系统

自动绘制 phi_rel 的变量曲线(见图 14-4)。 

 

图 14-4 Y(time)曲线窗口查看变量曲线 

曲线窗口支持两种情形的曲线拖放：一种是从仿真浏览器拖拽变量到曲线窗

口；另一种方式为从某一曲线窗口拖动曲线到另一曲线窗口，在拖动过程中按住

Ctrl 键，表示复制曲线，如图 1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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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复制曲线 

14.5 演示仿真动画 

选择菜单“仿真→新建动画窗口”或点击工具栏按钮 ，创建一个新的动画

窗口，并显示当前模型的三维结构(如图 14-6)。 

 

图 14-6 浏览模型动画 

MWorks.Sysplorer 支持模型动画实时播放和离线播放两种播放方式。 

实时播放：新建动画窗口后，对实例进行仿真，动画随仿真进度播放。 

离线播放：要求当前实例已经完成仿真，此时使用如图 14-6 所示的动画控

制栏按钮实现对模型动画的播放、暂停、前进、后退、更改播放速度等操作。  

14.6 修改参数 

模型的仿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由模型参数决定，对于仿真模型来说，不同的

参数对应不同的模型配置，并体现出不同的设计方案。MWorks.Sysplorer 支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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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模型参数，以便通过多次仿真了解不同情况下模型的动态性能。 

在仿真浏览器中切换至参数视图，选中参数的第二列(值)，该单元格变为可

编辑状态。如图 14-7 所示，在仿真浏览器的参数视图中展开 damper 节点，将阻

尼参数改为 0.2。 

 

图 14-7 修改模型参数 

点击仿真浏览器内按钮 ，对修改参数后的实例再次进行仿真，重新生成仿

真结果。  

14.7 保存参数到模型 

多次调参，确定设计方案后，MWorks.Sysplorer 提供保存参数到模型的功能，

将最终的设计参数保存到模型。 

在仿真浏览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保存仿真设置与参数到模型”，系统弹出 

“保存仿真设置与参数到模型”对话框，如图 1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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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 保存仿真设置与参数到模型 

(1). 保存到模型：显示当前仿真实例关联的模型名称。 

(2). 仿真设置：包括“时间设置”、“输出设置”、“积分设置”，勾选后将保存

到模型的仿真注解中。 

(3). 参数和初值：显示所有初值有修改的参数，勾选的参数的新值将通过变

型的方式保存到参数所在的地方。 

在保存模型的设置之后，仍然需要保存模型才能把设置永久性的保存到模型

文件中。 

该功能对以下实例禁用： 

① 关联模型被卸载（或模型名被修改）的实例； 

② 关联只读模型（模型库或加密模型）的实例； 

③ 通过菜单栏“仿真→打开仿真结果”打开的仿真实例。 

15. 仿真操作 

本节介绍仿真的基本操作，包括： 

(1). 仿真控制 

(2). 参数设置 

(3). 仿真设置 

(4). 变量操作 

(5). 曲线窗口交互操作 

(6). 动画窗口交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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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仿真实例管理 

15.1 仿真控制 

仿真控制区(如图 15-1 所示)用于控制仿真进程的启动、暂停、停止。 

 

图 15-1 仿真控制 

(1). 启动仿真 

点击仿真控制区域内的按钮 启动实例仿真，根据实例的参数和仿真设置，

调用编译生成的求解器，生成求解结果文件。 

工具栏按钮 和菜单“仿真→仿真”用于启动模型仿真，与实例仿真不同的

是，模型仿真是根据模型中的参数和仿真设置，依次对模型进行检查、编译和求

解操作。 

(2). 停止仿真 

点击仿真浏览器上的按钮 结束当前正在进行的仿真。 

(3). 暂停仿真 

点击仿真浏览器上的按钮 暂停当前正在进行的仿真，此时按钮图标变为 ，

再次启动仿真，系统会在暂停时刻继续向前推进仿真进度。 

15.2 参数设置 

在仿真浏览器上，支持两种参数设置方式： 

① 参数操作视图中直接设置 

② 通过导入参数文件，批量调节参数 

修改后，点击仿真浏览器上的按钮 ，MWorks.Sysplorer 使用修改后的参数

计算并更新仿真结果。 

(1). 参数修改 

仿真浏览器的参数操作视图显示参数名字、参数值、参数单位以及参数的描

述信息(如图 1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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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仿真浏览器的参数视图 

⚫ 参数值默认显示缺省值，修改参数之后，可以通过点击按钮 来重置为默

认值； 

⚫ 修改了参数，则其对应的名字和父节点的名字都会加粗显示；如果参数

撤销了修改，则其对应的名字会取消加粗，同时其父如果没有其它修改

的子节点，则也会取消加粗； 

⚫ 如果参数有错误，则将参数编辑框的背景色标为粉红色。 

提示：在仿真过程中或者仿真暂停时参数值不可修改。 

(2). 批量修改 

使用调节参数功能可实现仿真实例参数的批量修改。其中，导入功能用于

将.txt 格式的参数设置文件导入到仿真实例，实现参数的批量修改，导出功能用

于批量生成参数设置文件。 

在仿真浏览器内打开仿真实例名的上下文菜单，选择“调节参数→导入”(如

图 1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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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导入参数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需要导入的.txt 格式文本文件，导入后，输出栏会显示导

入参数的相关信息，如图 15-4 所示。 

 

图 15-4 导入参数信息 

导入参数时，系统会自动比对仿真实例与导入文件的参数列表，并将共有的

参数导入，其余参数则略过。 

15.3 仿真设置 

可以在仿真浏览器的设置视图修改实例的仿真设置，包括仿真区间、输出区

间、积分算法等，如图 1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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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 仿真设置 

其中： 

(1). 开始时间：指定仿真开始的时间。 

(2). 终止时间：指定仿真终止的时间，终止时间必须大于开始时间。 

(3).  区间长度：指定仿真输出点之间的间隔长度。 

(4).  区间个数：指定仿真生成的输出间隔的数目，与区间长度的关系为：“步

长×步数=（停止时间-开始时间）”。 

(5). 算法：指定用于仿真的算法，有 8 种不同的算法可供选择。 

① Dassl：一种变步长和变阶算法，使用一个向后微分公式法； 

② Radau5：一种变步长定阶算法，适用于求解刚性问题； 

③ Euler、Rkfix2、Rkfix3、Rkfix4、Rkfix6 和 Rkfix8：适合实时仿真的固定

步长的算法，仿真区间控制步长，同时也控制仿真结果的输出值的数目。 

(6).  误差：指定每个仿真步长的局部精度，最终(全局)的错误是由每一步的错

误通过某种方式累积而成的。 

(7). 积分步长：选择 Dassl 和 Radau5 时为初始积分步长，选择 Euler 和 Rkfix

时为固定积分步长。 

(8). 存储事件时刻的变量值：勾选后，仿真时，事件时刻的变量值会被存储。 

注意：仿真浏览器内的修改仅针对当前仿真实例，而与模型无关。通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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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按钮 进行的仿真设置直接针对模型，但不影响已经生成的仿真实例。 

15.4 变量操作 

仿真浏览器的变量视图包含了实例的所有变量，显示变量的名字、值、单位

以及描述信息(如图 15-6 所示)。 

 

图 15-6 变量操作面板 

15.4.1 查看变量曲线 

当模型实例求解结束，可以利用曲线窗口查看变量曲线，以直观地了解变量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如图 15-7 所示，展开 damper 组件使得 phi_rel 变量节点可见,鼠标长按拖拽

变量节点至曲线窗口，系统立即在该曲线窗口中显示出变量曲线。 

当变量节点的拖拽终点不在曲线窗口内时，系统将创建 Y(time)曲线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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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该变量曲线添加至该曲线窗口。若长按 Shift 键并拖拽变量至曲线窗外，则

创建 Y(X)曲线窗口，并将该变量作为曲线窗口的 X 轴。 

 

图 15-7 查看变量曲线 

15.4.2 查找变量 

结构复杂的模型组件层次较深，直接在仿真浏览器中定位变量并非易事，为

此，可以使用快捷查找工具查找变量。 

下面以 damper.phi_rel 为例介绍查找工具的使用方法。 

在查找输入框中输入查找变量“phi_rel”，点击右侧按钮 ，即可查找并定

位到变量 phi_rel，如图 1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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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 搜索变量 

查找快捷工具找到下一个符合条件的变量时即中止查找，如果模型中包含多

个符合条件的变量，可能需要点击多次 才能够定位到所需的变量节点。 

15.4.3 保存变量数据 

模型实例求解成功后，模型中所有变量的数据保存在 MWorks.Sysplorer 自有

格式的结果文件中。为方便获取变量数据，系统提供了数据输出的接口，允许将

多个变量数据保存为表格文件(.csv)或 Matlab 文件(.mat)格式，以支持外部其他应

用程序访问结果数据。 

在仿真实例标题上右击鼠标弹出上下文菜单，根据需要选择保存为表格文件

(.csv)或 Matlab 文件(.mat)格式。 

选择保存文件格式后，弹出选择变量窗口，在窗口中勾选需要导出的变量，

系统会将这些变量的数据保存到指定文件中(如图 1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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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 导出结果文件 

图 15-10 显示了使用 Microsoft Excel 打开保存的表格文件(.csv)内容，其中

包括时间(time)和其他三个变量。 

 

图 15-10 保存的文本文件(.csv) 

15.4.4 变量时间点 

仿真浏览器中的变量节点默认不显示变量值，使用“设置变量时间点”功能，

可以查看所有变量在指定时间点的数据。 

在变量标签页的任意位置右击鼠标，点击上下文菜单“设置变量时间点”，

弹出窗口如图 15-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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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1 设置变量时间点窗口 

输入的时间点不应超出模型仿真区间，即不小于开始时间，也不大于停止时

间，否则该选项无效。 

如图 15-11 所示，在该窗口中输入 1（代表时间点为 1s）以查看双摆模型变

量在 1s 时的数据，并点击按钮“确定”，仿真浏览器中所有变量节点的“值”

列显示出模型仿真到 1s 时的值，设置变量时间点选项前后显示内容对比如图 

15-12 所示。 

 

图 15-12 设置时间变量点前后的显示内容对比 

15.5 曲线窗口交互操作 

曲线窗口分为 Y(X)和 Y(time)，使用方法一致，本章不做区分。 

15.5.1 曲线跟踪与动态提示 

MWorks.Sysplorer 提供了曲线跟踪的功能，当鼠标在曲线窗口中某个变量曲

线的数据点附近悬停一定时间后，系统弹出动态提示工具，列出该曲线与数据点

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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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5-13 所示，动态提示包括变量名字，该点的横坐标、纵坐标、横纵坐

标单位、斜率以及该点附近的局部最小值和最大值。 

 

图 15-13 曲线动态提示工具 

如果鼠标点附近有多条曲线经过，则动态提示工具显示出所有相关曲线与数

据点的信息，并将标题与曲线颜色对应，便于查找(如图 15-14 所示) 

 

图 15-14 多点动态提示信息 

15.5.2 变量显示单位 

由于显示单位(displayUnit)更加符合工程上的观测习惯，MWorks.Sysplorer 约

定当变量从仿真浏览器拖入曲线窗口进行显示时，系统自动将变量结果数据换算

成显示单位(本例中为“角度 deg”)进行显示(如图 15-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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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5 绘制曲线时自动换算成显示单位 

系统支持更改曲线窗口的显示单位。其中横轴显示单位通过曲线窗口上下文

菜单“X 轴单位→…”设置，如图 15-16 所示。 

 

图 15-16 不同曲线窗口更改 X 轴显示单位 

变量曲线显示单位通过曲线窗口属性对话框或曲线上下文菜单中的“显示单

位”进行配置，参见 15.5.2 节 

15.5.3 曲线窗口标题 

曲线窗口上沿、左侧、下沿分别居中显示主/副标题、纵坐标轴标题、横坐标

轴标题。缺省情况下显示内容如下： 

(1). 窗口标题文字为空； 

(2). 仅显示一个变量时，纵坐标轴标题文字为该变量的显示单位，显示多个

变量时，纵坐标轴标题为空； 

(3).  在 Y(time)曲线窗口中，横坐标轴标题为空；Y(X)曲线窗口中，若当前未

引入自变量，则横坐标轴标题为空，若引入了自变量，则横坐标轴标题为自变量

的名字及其显示单位。 

使用“曲线窗口属性”对话框的“标题”属性页可以设置曲线窗口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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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坐标轴标题、左纵坐标轴标题、右纵坐标标题，如图 15-17 所所示。 

 

图 15-17 曲线窗口的标题属性页 

对于纵坐标轴标题和横坐标轴标题： 

(4). 选择“无”时不显示任何文字； 

(5). 选择“默认”时按照缺省规则显示标题； 

(6). 选择“自定义”时按照编辑框中的输入的内容显示标题。 

15.5.4 曲线图例 

变量图例常见于曲线窗口，显示在曲线上方，作为变量曲线的形象标记，据

此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不同的变量(如图 15-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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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8 图例 

图例由四个部分组成： 

(1). 醒目的短线：使用与变量曲线相同的颜色、线型和线宽进行绘制，不同的

图例，短线颜色不同； 

(2). 模型实例编号：例如“[1]”，该编号与仿真实例名字中的序号相同； 

(3). 变量名字：缺省显示为“组件名.变量名”； 

(4). 单位：例如“[deg]”，如果“displayUnit”有效，则使用“displayUnit”,

否则使用“Unit”。 

使用“曲线窗口属性”对话框的“曲线”属性页可设置各条曲线的图例名，

如图 15-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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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9 曲线窗口属性-曲线属性页 

点击按钮 ，可以恢复默认图例名。 

15.5.5 曲线显示属性 

单击曲线窗口中的曲线或图例，曲线和图例同时高亮显示，如图 15-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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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0 曲线和图例高亮显示 

通过曲线上下文菜单(见图 15-21)或“曲线窗口属性”对话框的“曲线”属

性页(见图 15-19)，可设置各条曲线的颜色、线型、数据点、线宽等外观。 

 

图 15-21 曲线上下文菜单 

对曲线 damper.a_rel 进行如图 15-22 的显示属性设置。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143页, 共 473 页 

  

图 15-22 曲线 damper.a_rel 的属性设置 

设置完成前后，曲线显示如图 15-23 所示。 

 

图 15-23 设置前后的曲线显示改变 

15.5.6 曲线显示范围 

曲线显示范围由横坐标轴区间和纵坐标轴区间决定，缺省情况下，由系统按

显示变量的最大/最小值自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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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纵坐标轴区间：根据变量数据的最大/最小值计算得到，如果显示单位有

效，则按换算后的数值计算。 

② 横坐标轴区间：Y(time)曲线窗口的横坐标轴区间由变量的仿真区间决定，

Y(X)曲线窗口由自变量结果数据的最大/最小值决定。 

MWorks.Sysplorer 提供了多种具有不同精度的曲线缩放工具，可以根据实际

需求选择合适的操作方式来设置曲线显示范围。 

(1). 非精确缩放 

① 使用鼠标拖放操作：在曲线窗口内按下鼠标左键并拖动，在合适的位置

松开，鼠标拖动过程中框选的矩形范围随即被放大至整个曲线窗口进行

显示。 

② 鼠标滚轮缩放操作：按下键盘按键“Ctrl”，将鼠标移动至曲线窗口内，

并滚动鼠标滚轮即可缩放曲线窗口，滚轮向前滚动为放大，向后滚动为

缩小。 

③ 缩放至最佳：无论曲线窗口当前是放大状态还是缩小状态，菜单“视图

→缩放至最佳”总是将窗口显示范围进行缩放，使其中的变量曲线全部

显示。 

(2).  精确缩放 

点击曲线窗口上下文菜单的“设置坐标轴范围”，弹出窗口如图 15-24 所

示，用户可以使用该窗口对曲线窗口的坐标轴范围进行精确缩放。 

 

图 15-24 设置坐标轴范围 

其中右纵坐标轴范围默认置灰，当曲线窗口内存在右纵坐标时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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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 曲线子窗口 

默认情况下，一个曲线窗口只包含一个图表，可以通过工具栏按钮 添加多

个图表，这里的图表又称为曲线子窗口。 

在曲线窗口中始终只有一个子窗口处于活动状态，该子窗口由封闭的蓝色矩

形框标识，如图 15-25 所示。曲线窗口中的编辑和工具菜单中的功能只对当前活

动状态下的子窗口生效。 

 

图 15-25 曲线子窗口 

注意：同一个 Y(X)曲线窗口添加的曲线子窗口 X 轴自变量始终保持一致。 

15.5.8 曲线运算 

曲线运算是在变量结果集的基础上进行变量相减、相加、积分、微分等操作，

当前只支持 Y(time)曲线窗口。这些操作以工程数学为基础，具有一定的物理意

义和几何上的直观性，帮助设计者进一步了解仿真模型的性能。 

例如，通过观察变量相减得到的结果曲线，可以明确一个模型实例中的不同

变量或不同模型实例中的同一个变量之间的差异；曲线微分给出了变量随时间的

变化趋势。 

(1). 相加 

选择两个或多个变量曲线加法运算，产生新的结果变量。如图 15-26 所示，

初始显示两个变量曲线 J1.w、J2.w，相加结果曲线 J1.w+J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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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6 曲线相加 

加法运算是将变量值在时间点上逐步进行相加，得到新的结果变量。 

(2). 相减 

曲线二元运算，选择两个变量曲线进行减法运算，产生新的结果变量。如图

15-27 所示，初始显示两个变量曲线 J1.w、J2.w，相减结果曲线 J1.w-J2.w。 

 

图 15-27 曲线相减 

(3). 积分 

曲线一元运算，选择一个变量，对其计算相对“时间”的积分，产生新的结

果变量。如图 15-28 所示，初始显示一个变量曲线 J1.w，积分结果曲线 Int<J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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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8 曲线积分 

(4). 微分 

曲线一元运算，选择一个变量，对其计算相对“时间”的微分，产生新的结

果变量。如图 15-29 所示，初始显示一个变量曲线 J1.a，微分结果曲线 Diff<J1.a>。 

 

图 15-29 曲线微分 

15.5.9 曲线游标 

 点击菜单“工具→曲线游标”或单击曲线窗口工具栏按钮 ，可以控制游标

的启动与关闭。打开曲线游标后，在曲线窗口左上角文本框中显示游标所在处的

所有曲线值。文本框可通过鼠标拖拽的方式移动至曲线窗口内的任意位置(如图 

15-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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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0 曲线游标 

    鼠标移动至游标附近，待鼠标图标样式变为 时长按鼠标左键并拖拽游标，

此时游标跟随鼠标拖拽移动，松开鼠标左键，则游标停止移动。 

曲线游标遵循以下规则： 

(1). 若当前曲线窗口内有曲线正在仿真，则游标无法被鼠标拖拽，且始终保

持在仿真曲线的最右侧。 

(2). 若当前曲线窗口内存在子窗口，则在控制游标移动时，所有子窗口内的

游标会跟随移动(被称为随动游标)，使各个游标的横坐标值保持一致。 

(3). 游标只能在窗口内所有曲线的采样点集合上移动，无法移动至曲线外的

空白处。 

(4). 随动游标在移动至当前子窗口曲线空白处时，会停留在曲线边界，直到

控制游标越过空白处的 X 轴中点时，随动游标移动至该段空白的另一边界(如图 

15-31 所示)。 

 

图 15-31 随动游标移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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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动画窗口交互操作 

本章节详细介绍动画窗口的交互操作，包括： 

(1). 打开动画窗口 

(2). 视图切换 

(3). 改变显示模式 

(4). 模型操作 

(5). 动画播放 

(6). 轨迹跟踪 

(7). 动画设置 

(8). 动画快捷操作 

15.6.1 打开动画窗口 

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打开三维动画窗口： 

(1). 点击工具栏按钮 ； 

(2). 选择菜单“仿真→新建动画窗口”； 

(3). 右击仿真浏览器中的仿真实例名，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新建三维动画

窗口”。 

如果当前实例包含机械多体模型中的组件并且具有动画属性，新建的动画窗

口将显示该模型的三维动画对象，动画窗口标题也显示为实例的名字 

15.6.2 视图切换 

点击工具栏按钮 下拉菜单中的选项(如图 15-32 所示)，可以从不同视角观

察模型结构。 

 

图 15-32 切换视图 

(1). 主视：沿 Z 轴逆向查看模型。 

(2). 后视：沿 Z 轴正向查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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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视：沿 X 轴正向查看模型。 

(4). 右视：沿 X 轴逆向查看模型。 

(5). 俯视：沿 Y 轴逆向查看模型。 

(6). 仰视：沿 Y 轴正向查看模型。 

如图 15-33 所示为机械手模型的主视图、后视图和左视图。 

 

图 15-33 机械手模型的主视图、后视图和左视图 

15.6.3 改变显示模式 

三维实体模型外观由一组封闭曲面包围，曲面边界是一系列首尾相连的线条，

线条具有断点和内部控制点，这些元素需要在不同显示模式下进行观察。 

点击工具栏按钮 可以改变动画窗口的显示模式。 

(1). ：渲染图，为缺省设置，三维模型的所有面是可见的。 

(2). ：线框图，三维模型的面隐藏，曲面边界可见。 

(3). ：消隐图，从观察视角来看，三维模型中被遮挡的一部分面和边界线被

隐藏，其他线条可见。 

(4). ：透视图，以透视投影方式显示三维模型。 

(5). ：显示阴影，显示三维模型的阴影效果图。 

图 15-34 所示为机械手模型的渲染图、线框图和消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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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4 机械手模型的渲染图、线框图和消隐图 

15.6.4 模型操作 

点击工具栏按钮 ，可以通过模型的平移、缩放、形状等操作对

模型结构细节进行观察。 

(1). ：选择，按下左键并移动鼠标，可选中动画窗口中的实体。 

(2). ：平移模型，按下左键并移动鼠标，三维模型随着鼠标一起移动。 

(3). ：旋转模型，按下左键并移动鼠标，三维模型随着鼠标旋转。 

(4). ：动态缩放，按下左键并移动鼠标，可以实现三维模型的动态缩放，鼠

标向上移动则放大视图，鼠标向下移动则缩小视图。 

(5). ：窗口缩放，按下左键并移动鼠标进行框选，系统将框选的矩形范围放

大至整个动画窗口显示，若框选范围内无动画实体，则放大操作不生效。 

(6). ：显示选中模型，将被选中实体缩放至窗口最大范围。 

(7). ：全部显示，将动画窗口恢复至初始显示状态。  

如图 15-35 所示为机械手模型在三种不同缩放状态下的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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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5 机械手模型在三种不同缩放状态下的显示效果 

15.6.5 动画播放 

动画播放过程能够生动再现三维模型的运动过程，帮助用户观察与分析模型

的动态性能。控制三维动画播放的按钮位于主界面工具栏中，动画播放工具栏(见

图 15-36)只针对当前实例，不仅作用于 3D 动画窗口，还能同时控制曲线窗口和

二维动画(二维动画见第 18 节)。 

 

图 15-36 动画播放控制工具栏 

动画播放工具栏的主要功能如下 

(1). ：播放按钮，从头或从上次暂停的时刻播放当前实例动画。 

(2). ：暂停按钮，暂停播放。 

(3). ：停止按钮，停止播放动画并恢复初始状态。 

(4). 时间：实时显示动画播放时间。 

(5). ：进度条，显示动画播放进度，在播放前拖动进度条可从指定时间开始

播放。 

(6). 速度：调节动画播放速度的快慢，提供文本输入框和下拉框供用户输入

和选择速度。 

对模型再次进行翻译，动画窗口中的动画对象消失；对模型进行再次仿真，

动画对象初始化并开始实时播放。 

15.6.6 轨迹跟踪 

点击工具栏按钮 ，可以在动画播放过程中对模型的运动轨迹进行跟踪。 

(1). ：跟踪所有，实时显示所有实体的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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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跟踪选中模型，实时显示选中实体的运动轨迹，可以在动画播放前或

动画播放过程中选中实体。  

如图 15-37 所示为机械手模型跟踪所有和跟踪选中模型的显示效果。 

 

图 15-37  轨迹跟踪 

15.6.7 动画设置 

三维动画设置可设置显示参考系与栅格、相机跟随方式、位置缩放比和背景，

详细设置方法见第 28.12 节。 

15.6.8 动画快捷操作 

类型 交互功能 快捷键 

视图切换 

前视图 Shift+F 

后视图 Shift+B 

左视图 Shift+L 

右视图 Shift+R 

仰视图 Shift+P 

俯视图 Shift+M 

轴测图 Shift+I 

视图缩放 

放大一倍 Shift+上方向键 

缩小一倍 Shift+下方向键 

缩放至全图 F 

实时移动 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 

实时缩小 
鼠标滚轮向后滚动或按住 Shift 后，

按住鼠标左键向上移动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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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放大 
鼠标滚轮向前滚动或按住 Shift 后，

按住鼠标左键向下移动鼠标 

快速放大 按住 Shift 后鼠标滚轮向前滚动 

快速缩小 按住 Shift 后鼠标滚轮向后滚动 

模型旋转 

任意方向旋转 按住 Ctrl 后，按住左键不动移动鼠标 

绕 X 轴旋转 Ctrl+上/下方向键 

绕 Y 轴旋转 Ctrl+左/右方向键 

绕 Z 轴旋转 Ctrl+Shift+左/右/上/下方向键 

相机平移 

任意方向平移 P(按住左键不动移动鼠标) 

向上平移 上方向键 

向下平移 下方向键 

向左平移 左方向键 

向右平移 右方向键 

显示模式 
渲染/线框/消隐三种模式循

环切换 
Shift+S 

 

15.7 仿真实例管理 

本章节介绍了实例目录结构、保存和移除等常用操作。 

15.7.1 实例目录结构 

MWorks.Sysplorer 采用结构化的目录层次来管理不同仿真实例的相关文件，

并约定将 MWorks\Simulation 作为仿真结果文件的存储目录。缺省情况下，所有

模型的仿真结果文件均位于该目录之下，以实例为单位创建文件夹，各实例的相

关文件保存于对应文件夹内，如图 15-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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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8 仿真实例目录结构 

仿真实例相关文件从上到下依次为： 

(1). ExternalResources.xml：用来保存外部资源文件路径。 

(2). InitialValues.xml：用来保存有变更的仿真变量的初始值和更改值。 

(3). momodel.c：用于求解器的模型描述文件，结合 InitialValues.xml、

Variable.xml 和 Setting.xml 文件与求解器实现完整的模型求解。由 MWorks 代码

生成器 CodeGenerator 自动生成。 

(4). momodel_func.c：自动生成的 C 文件。 

(5). momodel_types.h：自动生成的头文件。 

(6). MWSolver.dll: 求解器调用的动态链接库文件。 

(7). MWSolver.exe：可执行的求解器文件。 

(8). output_log.txt：用来保存求解器求解时间等输出栏输出的求解器仿真信息。 

(9). Result.msr：求解结果文件。 

(10). Setting.xml：求解设置文件，用来存储仿真设置条件，如仿真区间、输

出步长、积分、结果文件格式等。 

(11). Variable.xml：求解变量文件。存储求解出的变量的相关信息，如变量名、

变量类型、变量数值、变量描述等。 

15.7.2 保存仿真实例 

在仿真浏览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保存实例”或“实例另存为”可以将当前



第156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仿真实例保存为文件(如图 15-39 所示)，两选项之间的区别是： 

(1). 保存实例：第一次保存实例时选择文件保存路径，修改模型后再次保存

实例时自动覆盖原有文件。 

(2). 实例另存为：每一次实例另存为时都需要手动选择文件保存路径。 

 

图 15-39 保存仿真实例 

15.7.3 移除仿真实例 

在仿真浏览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关闭当前”、“关闭所有实例”或“关闭

其他实例”(如图 15-40 所示)，可以移除仿真实例，并删除对应仿真实例的临时

文件，三者之间的区别是： 

(1). 关闭当前：仅移除当前选中的仿真实例； 

(2). 关闭所有实例：移除仿真浏览器中的所有仿真实例； 

(3). 关闭其他实例：仿真浏览器中只有单个仿真实例时置灰，用于移除除当

前仿真实例外的所有仿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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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0 移除仿真实例 

16. 分布式显示 

分布式显示功能是将服务器的仿真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客户端，以便在客户

端查看模型的曲线、动画等相关信息。 

本节以标准库 Modleica3.2.1 模型 Modelica.Fluid.Examples.Tanks.EmptyTanks

为例介绍分布式显示功能的使用方法。 

16.1 服务器与客户端配置 

准备两台以上的计算机并安装 MWorks.Sysplorer,其中一台作为服务器，其余

作为客户端。 

点击主界面菜单“工具→选项”，切换至“仿真→仿真模式”属性页，如图 16-1

所示，勾选“分布式显示”，分布式显示相关设置解禁，此时可以进行服务器和客

户端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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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仿真模式设置 

(1). 仿真模式：要求客户端与服务器所设置的仿真模式相同，即同为独立模

式，或同为减速比相同的实时同步仿真模式 

(2). 分布式显示： 

① 角色：用于设置计算机在分布式显示中担任的角色，作为服务器的计算

机选择“仿真服务器”，作为客户端的计算机选择“显示客户端”。 

② IP 地址：填写仿真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仿真服务器上单击按钮 ，弹出

IP 地址选择窗口如图 16-2 所示，此时选中所需的 IP 地址，点击按钮“确

认”即可自动填写。客户端填写 IP 地址与仿真服务器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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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IP 地址选择弹窗 

③ 命令端口与数据端口：保持默认即可，若要修改，则要求仿真服务器与

客户端填写的端口编号一致。 

16.2 仿真并显示 

将服务器和客户端设置成功后，可通过网络将服务器的仿真数据传输到客户

端，以实时显示仿真曲线和动画。 

接下来以模型 Modelica.Fluid.Examples.Tanks.ThreeTanks 为例，介绍分布式

显示曲线和动画的方法。 

(1). 在 服 务 器 端 加 载 标 准 库 modelica3.2.1 ， 打 开 模 型

Modelica.Fluid.Examples.Tanks.ThreeTanks，翻译模型并生成仿真实例，如图 1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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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生成 ThreeTanks 模型仿真实例 

(2). 打开该仿真实例的本地文件目录，将变量文件“Variables.xml”和求解器

相关的共 6 个文件(如图 16-4 所示)复制到客户端。 

仿真实例的本地文件目录可通过将鼠标放置在仿真实例名上的方法进行查

询。 

(3). 在客户端新建文件夹，命名为“ThreeTanks”，将(2)中的文件存放于该文

件夹内。 

注意：若文件夹名称与仿真模型名不一致，则动画无法播放。 

 

图 16-4 ThreeTanks 仿真实例文件 

(4). 在客户端的 MWorks.Sysplorer 选择菜单“仿真→打开仿真结果”，打开(3)

中复制的文件“Variables.xml”，此时仿真浏览器上生成名为“ThreeTanks”的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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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例，此时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接下来要观察的内容： 

① 曲线查看：从客户端的仿真浏览器中拖拽出想要观察的变量，如 

tank2.level； 

由于客户端不存储仿真数据，必须在服务器仿真前拖拽才能查看完整曲线。 

② 二维动画显示：在客户端加载标准模型库 Modelica3.2.1，并打开

Modelica.Fluid.Examples.Tanks.ThreeTanks 的组件视图。 

(5). 在客户端仿真浏览器内点击按钮 ，仿真实例名变为 ThreeTanks-

RTSimulating，表示此时客户端正在等待连接服务器(图 16-5 所示)。 

  

图 16-5 客户端等待连接 

(6). 单击服务器端仿真按钮对实例“ThreeTanks”进行仿真，系统将自动建立

客户端与服务器的连接，并且实时传输仿真数据，客户端的动画与曲线开始实时

刷新，如图 16-6 所示。 

 

 

图 16-6 客户端显示曲线与显示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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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注意事项 

在设置分布式仿真时须注意如下事项： 

(1). 在服务器设置时，若自动获取 IP 按钮失效，无法获取 IP 地址，可能由于

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造成，可关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后再次打开选项窗口进行设

置。 

(2). 出现如下提示信息时首先确认显示的服务器的配置是否正确，然后检查

网络是否通畅，可通过命令窗口使用 ping 命令进行查看。 

 

图 16-7 服务器端启动失败 

17. 仿真结果自动呈现 

仿真结果自动呈现功能用于配置模型仿真所关注的变量，并预定义其查看方

式，避免用户对相同变量进行重复配置的操作。 

示例(fullRobot)： 

路径：安装目录\Docs\Examples\ fullRobot.mo 

以下为示例模型内关于仿真结果自动呈现的节选代码。 

__MWorks(ResultViewerManager(resultViewers = { 

ResultViewer(name = "Plot axis2.flange phi & tau", executeTrigger 

= executeTrigger.None, commands = {CreatePlot(id = 1, position = 

[100, 120, 590, 600], y = ['axis2.flange.phi']), CreatePlot(id = 

1, sub_plot = 2, y = ['axis2.flange.tau'])}), 

ResultViewer(name = "Plot controlBus.axisControlBus3", com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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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Plot(id = 2, position = [600, 120, 1200, 600], y = 

['controlBus.axisControlBus3.speed_ref', 

'controlBus.axisControlBus3.speed'])})})) 

 

(1). 代码说明 

① ResultViewerManager(/*结果查看器内容*/) 

定义结果查看管理器 

② resultViewers = {/*结果查看组内容*/} 

    定义结果查看组内容，可定义多个结果查看组 ResultViewer()，在仿真实例

上呈现所有可用的结果查看组，每个结果查看组可以被用户反复执行。 

③ ResultViewer (/*单个结果查看组内容*/) 

    定义单个结果查看组内容，在指定时间自动执行 Python 命令。 

④ name = "/*结果查看组名称*/" 

定义结果查看组名称；名称可自定义设置，缺省名默认为 commands 的命令

内容，仿真后显示在仿真浏览器： 

⑤ executeTrigger = /*python 命令执行节点*/ 

定义 Python 命令执行的时间： 

⚫ executeTrigger = executeTrigger.None：不执行命令 

⚫ executeTrigger = executeTrigger. PreSimulation：仿真前执行命令 

⚫ executeTrigger = executeTrigger.PostSimulation：仿真后执行命令 

缺省默认为仿真前执行命令。 

⑥ commands = /*python 命令*/ 

定义自动执行 Python 命令； 

提示：当前结果自动呈现功能只支持Python命令中的Plot和CreatPlot命令，

关于 Plot 和 CreatPlot 命令的具体介绍可查看第 22.1.6 节。 

(2). 示例执行过程 

① 软件在开始仿真前自动执行命令： 

commands = {CreatePlot(id = 2, position = [600, 120, 1200, 600], y = 

['controlBus.axisControlBus3.speed_ref', 

'controlBus.axisControlBus3.speed'])}) 

 

新建编号为 2 的曲线窗口并添加指定变量，开始仿真后。变量曲线实时显示，

如所图 17-1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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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仿真前执行并实时显示变量 

② 此时仿真浏览器内新增结果查看管理器(如图 17-2 所示)，  

  

图 17-2 结果查看管理器 

双击结果查看组“plot axis2.flangephi&tau”，则系统执行命令 

commands = {CreatePlot(id = 1, position = [100, 120, 590, 600], y = 

['axis2.flange.phi']), CreatePlot(id = 1, sub_plot = 2, y = 

['axis2.flange.tau'])}) 

 

弹出曲线窗口并添加曲线，如图 1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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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plot z 结果查看输出 

18. 二维动画 

对物理模型进行仿真的一个目的是通过仿真查看物理模型的状态与变化。

MWorks.Sysplorer 提供了 3 种窗口供用户观察模型的状态变化：曲线窗口、动画

窗口、组件视图。 

在曲线窗口中可以通过曲线查看模型的某个参数或变量在某个时间点的准

确数据，但给用户的印象并不直观。动画窗口可以为机械多体模型播放拟真度很

高的模型动画，给用户以逼真的印象；然而，对于非机械多体的模型，

MWorks.Sysplorer 并不能为其提供多体动画。组件视图是模型的一个常规视图层，

以图形方式表现模型的关系结构；在组件视图中进行组件的动画播放，供用户观

察模型的状态变化，可以满足大部分模型的需求。 

MWorks.Sysplorer 动态组件提供组件视图的动态演示，主要特征如下： 

(1). 在建模窗口中插入动态组件(插入组件方法参考第 10.2 节)，仿真时或者

三维动画窗口播放时进行组件视图的动画播放； 

(2). 在建模窗口中可以对动态组件像普通组件一样进行编辑与修改； 

(3). MWorks.Sysplorer 提供的 DynamicBlocks 库，包含 7 种常用的动态组件，

可以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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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用户对动态组件有更多的需求，在文本视图中以 annotation 语法定

制自己的动态组件。 

如图 18-1 所示，简单水箱 SimpleTank 是动态组件的应用实例，其中动态组

件来自 DynamicBlocks 库。 

 

图 18-1 SimpleTank 

仿真时，如图 18-2 所示，组件视图显示从 0 时刻开始向水箱 tank 中进水，

动态组件反应水箱水位等信息的状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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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 SimpleTank 仿真时动画 

仿真结束后，点击动画工具栏按钮 ，可以离线播放动画，浏览动画效果(如

图 18-3 所示)。 

 

图 18-3 动画工具栏 

MWorks.Sysplorer 在 DynamicBlocks 库中提供了丰富的动态组件，可供直接

使用。 

18.1 DynamicBlocks 

动态组件库 DynamicBlocks 中有 7 个动态组件模型，包括： 

④ 指示灯(Bulb)，以灯泡演示关联变量的变化。该模型在上文有应用实例。 

⑤ 多级指示灯(Polychrome Bulb)，以灯泡演示关联变量的多级变化； 

⑥ 横条(Horizontal Bar)，以横条演示关联变量的值的变化； 

⑦ 百分比条(Percentum Bar)，以横条演示变量变量的百分比变化； 

⑧ 速度计(Speedometer)，以仪表盘演示关联变量的值的变化； 

⑨ 百分比饼图(Percentum Pie)，以饼图演示关联变量的百分比变化； 

⑩ 数值显示器(Numeric Display)，显示关联变量的数值； 

本章将结合水箱模型 SimpleTank 逐个介绍各个动态组件模型的动态行为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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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指示灯 

图标：  

英文名称：Bulb。 

指示灯用来关联到一个变量，当这个变量的值低于某个临界值时，指示灯显

示为一种状态，通常为“指示灯关”的状态；当变量的值达到或高于临界值时，

指示灯显示为另一种状态，通常为“指示灯开”的状态。 

在 SimpleTank 模型中设置的指示灯组件参数值(如图 18-4 所示)： 

 

图 18-4 设置指示灯参数 

各个参数的含义： 

表 18-1 指示灯参数 

参数 类型 说明 

coupling_variable Real 关联变量，输入动态组件所关联的变量名。设为

tank.outflow，表示将该指示灯组件与 tank 的出水流量

outflow 关联 

critical_value Real 临界值，表示关联变量达到该值时，指示灯的状态发生变

化。设为 0+err，表示当关联变量大于 0，即 tank 开始出

水时，指示灯状态发生变化 

lower_color ColorSelect 低界颜色值，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White，表示当关联变量

tank.outflow 的值小于临界值，即 tank 的出水量为 0 时，

指针灯显示为白色，显示效果为“指示灯关” 

upper_color ColorSelect 高界颜色值，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Yellow，表示当关联变量

tank.outflow 的值大于临界值，即 tank 的出水量大于 0 时，

指示灯显示为黄色，显示效果为“指示灯开” 

指示灯的动画演示效果如图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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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 0s time = 4s 

图 18-5 指示灯动画 

18.1.2 多级指示灯 

图标：  

英文名称：Polychrome Bulb 

多级指示灯用来关联到一个变量，以演示该变量值的多级变化（通常为 2 次

变化）。 

多级指示灯有一个临界值序列，和一个状态颜色值数组。当关联变量的值低

于临界值序列中的第一个值时，指示灯显示为给定的低界颜色值；当关联变量达

到或高于临界值序列中的某个值时，指示灯显示为对应的状态颜色值。 

在 SimpleTank 模型中设置的多级指示灯组件的参数值(如图 18-6 所示)： 

 

图 18-6 设置多级指示灯参数 

其中各个参数的含义： 

表 18-2 横条参数 

参数 类型 说明 

coupling_variable Real 关联变量，输入动态组件所关联的变量名。设为

tank.outflow + tank.overflow，将该多级指示灯与 tank 的出

水与溢水的总量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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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nteger 多级指示灯的状态变换次数，默认为 2 

step_criticals Real[N] 临界值序列，表示关联变量达到某个值时，指示灯的状态

发生变化，step_criticals 的序列长度为 N。设为{0+err, 

tank.outflow_limit+err}，表示当 tank 的出水量大于 0，即

出水口开始出水时，指示灯状态发生第一次变化；当 tank

的出水量大于 tank 出水口的最大出水量，即开始溢水时，

指示灯状态发生第二次变化 

lower_color ColorSelect 保持默认值 White（RGB(255,255,255)），当 tank 的出水

量为 0 时，指示灯显示为“指示灯关”的状态 

step_colors ColorSelect 保持默认值{RGB(255, 255, 0), RGB(255, 0, 0)}，当 tank

的出水量大于 0，即出水口开始出水时，指示灯显示为“黄

灯亮”；当 tank 开始溢水时，指示灯显示为“红灯亮” 

多级指示灯的动画演示效果如图 18-7： 

   

time = 0s time = 4s time = 9s 

图 18-7 多级指示灯动画 

18.1.3 横条 

图标：  

英文名称：Horizontal Bar 

横条用来关联到一个变量，显示变量值的绝对值变化。横条可以设置一个显

示比例，变量值发生变化时，以一定的比例反应为横条的长度变化。 

横条组件可以进行拖动与缩放，以改变图形的基本大小。也可以点击 或

旋转 90 度，将横条变为竖条。 

在 SimpleTank 模型中设置的横条组件的参数值如图 18-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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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8 设置横条参数 

各个参数的含义： 

表 18-3 横条参数 

参数 类型 说明 

coupling_variable Real 关联变量，输入动态组件所关联的变量名。设为 tank.level，将

该动态组件与 tank 的水平位关联。 

K Real 长度系数，表示横条长度与关联变量值的比例系数，默认为 1。

设为 200 / tank.height，表示当 tank 的水平位达到 tank 的最高

位置时，横条的长度显示为动态组件的最大长度 200 

min_limit Real 限制最小值，表示当关联变量的值小于该值时，动态组件不再

显示其变化。默认值为 0 

max_limit Real 限制最大值，表示当关联变量的值大于该值时，动态组件不再

显示其变化。默认值为 1e15。 

横条/竖条的动画演示效果如图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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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 0s time = 4s time = 9s 

图 18-9 横条/竖条动画 

18.1.4 百分比条 

图标：  

英文名称：Percentum Bar 

百分比条用来关联到一个关联变量，并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关联变量的值

的变化。 

百分比条组件有一个最小值参数 min_limit 与一个最大值参数 max_limit。当

关联变量的值 value 等于最小值 min_limit 时，百分比条显示为 0%；当变量值

value 等于最大值 max_limit 时，百分比条显示为 100%。 

当关联变量的值在最小值和最大值区间时，则按比例显示为百分比： 

per = (value - min_limit) / (max_limit - min_limit) * 100% 

当关联变量的值在区间外时，百分比条不显示其变化。 

在 SimpleTank 模型中设置的百分比条组件参数值如图 18-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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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0 设置百分比条参数 

各个参数的含义： 

表 18-4 百分比条参数 

参数 类

型 

说明 

coupling_variable Real 关联变量，输入动态组件所关联的变量名。设为 tank.volume，

将百分比条与 tank 中的水量（体积）关联。 

min_limit Real 最小值，表示当关联变量的值等于该值时，百分比条显示为 0%。

默认值为 0。设为 0，水的体积最小为 0 

max_limit Real 最大值，表示当关联变量的值等于该值时，百分比条显示为

100%。默认值为 100。设为 tank.area * tank.height，最大为水箱

的容积 

 

百分比条的动画演示效果如图 18-11： 

   

time = 0s time = 4s time = 9s 

图 18-11 百分比条动画 

18.1.5 速度计 

图标：  

英文名称：Speed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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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计用来关联到一个变量，以指针的指向显示变量值的变化。速度计可以

设置一个显示比例，变量值发生变化时，以一定的比例反映为仪表指针与 0 位置

的角度。 

速度计可以点击 或 翻转组件，将指针从顺时针转变为逆时针转。 

在 SimpleTank 模型中设置的水平计组件参数值如图 18-12 所示： 

 

图 18-12 设置水平计参数 

各个参数的含义： 

表 18-5 速度计参数 

参数 类

型 

说明 

coupling_variable Real 关联变量，输入动态组件所关联的变量名。设为 tank.level，将

该动态组件与 tank 的水平位关联。 

K Real 角度系数，表示指针角度与关联变量值的比例系数，默认为 1。

设为 300 / tank.height，表示当 tank 的水平位达到 tank 的最高位

置时，速度计的指针角度显示为速度计的最大角度 300 

min_limit Real 限制最小值，表示当关联变量的值小于该值时，动态组件不再显

示其变化。默认值为 0。设为 0，水平位 tank.level 最小为 0 

max_limit Real 限制最大值，表示当关联变量的值大于该值时，动态组件不再显

示其变化。默认值为 300。设为 tank.height，水平位最大为水箱

的高度。 

水平计的动画演示效果如图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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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 0s time = 4s time = 9s 

图 18-13 水平计动画 

18.1.6 百分比饼图 

图标：  

英文名称：Percentum Pie 

百分比饼图用来关联到一个关联变量，并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关联变量的

值的变化。 

百分比饼图有一个最小值参数 min_limit 与一个最大值参数 max_limit。当关

联变量的值 value 等于最小值 min_limit 时，饼图显示为 0%；当变量值 value 等

于最大值 max_limit 时，饼图显示为 100%。 

当关联变量的值在最小值和最大值区间时，则按比例显示为百分比： 

per = (value - min_limit) / (max_limit - min_limit) * 100% 

当关联变量的值在区间外时，饼图不显示其变化。 

在 SimpleTank 模型中设置的百分比饼图组件的参数值如图 18-14 所示： 

 

图 18-14 设置饼图参数 

各个参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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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6 百分比饼图参数 

参数 类

型 

说明 

coupling_variable Real 关联变量，输入动态组件所关联的变量名。设为 tank.volume，

将饼图组件与 tank 中的水量（体积）关联 

min_limit Real 最小值，表示当关联变量的值等于该值时，百分比饼图显示为

0%。默认值为 0。设为 0，水的体积最小为 0 

max_limit Real 最大值，表示当关联变量的值等于该值时，百分比饼图显示为

100%。默认值为 100。设为 tank.area * tank.height，最大为水箱

的容积 

百分比饼图的动画演示效果如图 18-15： 

   

time = 0s time = 4s time = 9s 

图 18-15 百分比饼图动画 

18.1.7 数值显示器 

图标：  

英文名称：Numeric Display 

数值显示器用来关联到一个变量，以数值的方式显示变量值的变化。 

在 SimpleTank 模型中设置的数值显示器组件的参数值如图 18-16 所示： 

 

图 18-16 设置数值显示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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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参数的含义： 

 

表 18-7 数值显示器参数 

参数 类

型 

说明 

coupling_variable Real 关联变量，输入动态组件所关联的变量名。设为 tank.level，将

该动态组件与 tank 的水平位关联 

数值显示器的动画演示效果如图 18-17： 

 

time = 9s 

图 18-17 数值显示器动画 

18.1 自定义动态组件 

通常情况下，使用 MWorks.Sysplorer 提供的动态组件，已经可以适应大多数

的应用场景。但也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应用场景，或者用户对动态组件有自己的要

求，MWorks.Sysplorer 提供的几种动态组件已经不适用。此时，可以通过修改图

元 annotation 中的动态属性，从而自定义动态组件。 

MWorks.Sysplorer 支持以下几种动态属性表示方式： 

(1).  Modelica 规范中的 DynamicSelect 函数 

(2).  动态文本 

(3).  动态颜色 

(4). 动态横条 

18.1.2 DynamicSelect 

根据 Modelica 规范，图元属性值(见)如果是 DynamicSelect 函数，该属性和

仿真变量建立了联系，具有动态更新功能。 

DynamicSelect 函数的表达式如下： 

DynamicSelect(x, ex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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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x 是文字常量表达式，在图元编辑阶段，DynamicSelect 函数调用表达式

作为图元属性值。支持的文字常量表达式如下。 

①整型文字常量：20； 

②布尔文字常量：False，True； 

③Real 文字常量： 18.28； 

④string 文字常量："ABC"； 

⑤数组构造：{255,0,0}； 

⑥数组连接：[ 100.0, 100.0; 100.0, 100.0] 

(2).  expr 是可能含有变量的表达式，在模型求解过程中，DynamicSelect 函数

调用该表达式作为图元属性值。变量每个时刻的值对应不同的图元属性值，以达

到动态效果。支持的图元属性值含变量表达式，其表达式可以是如下表达式或者

表达式的组合(见表 18-9)。 

①一元表达式：not、 ； 

②二元表达式：and、or、+、 、*、/、^、.+、. 、.*、./、.^； 

③if 表达式：if condition then expr1 else expr2； 

④函数调用：min, max, integer, String； 

⑤模型变量：Real, Integer, Boolean, String； 

⑥String 类型的参量:String x="aabc"; 或 String x[2]={ "A", "B"}； 

⑦ 数组构造:{{1,2,3},{4,5,6}}。 

表 18-8 DynamicSelect 可作用的图元属性 

名称 值类型 默认值 示例 

Points 

点 
Point[:]  

points = {{-22.0, 

11.0}, {-22.0, 49.0}, {-

14.0, 49.0}} 

Extent 

坐标 
Extent  

extent = {{-100.0, -

100.0}, {100.0, 

100.0}} 

Origin 

原点 
Point {0,0} origin = {-4.0, -5.0} 

Rotation 

旋转角度 
Real 0 rotation = 6.0 

thickness 

线宽 
Real 0.25 thickness = 0.6 

arrowSize 

箭头尺寸 
Real 3 arrowSize = 5.0 

radius Real 0 radius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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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角半径 

startAngle 

起始角度 
Real 0 startAngle = 20.0 

endAngle 

终止角度 
Real 360 endAngle = 60.0 

fontSize 

字号 
Real 0 fontSize = 10 

linecolor 

线条颜色 
Color {0,0,0} color = {128, 0, 0} 

fillColor 

填充颜色 
Color {0,0,0} fillColor = {255, 0, 0} 

Smooth 

光滑 
Smooth Smooth.None 

smooth = 

Smooth.Bezier 

borderPattern 

边界效果 
BorderPattern BorderPattern.None 

borderPattern = 

BorderPattern.Sunken 

Pattern 

线型 
LinePattern LinePattern.Solid 

pattern = 

LinePattern.Dot 

fillPattern 

填充样式 
FillPattern FillPattern.None 

fillPattern = 

FillPattern.Cross 

horizontalAlignment 

对齐 
TextAlignment TextAlignment.Center 

horizontalAlignment= 

TextAlignment.Left 

Arrow 

箭头 
Arrow[2] 

{Arrow.None,Arrow.No

ne} 

arrow = {Arrow.None, 

Arrow.Open} 

textStyle 

字形 
TextStyle[:]  

textStyle = 

{TextStyle.Bold} 

textString 

文字 
String  textString= "ABC" 

fontName 

字体 
String  fontName = "宋体" 

表 18-9 expr 表达式 

表达式 示例 备注 

If 表达式 

fillColor=DynamicSelect({255,255,

255}, 

 if active > 0.5 then {0,255,0} else 

{255,255,255}) 

- 

函数调用 

extent=DynamicSelect({{-

100,22},{0,-22}}, 

{{-

100,max(0.1,min(1,diameter_a/max(

diameter_a, diameter_b)))*60}, 

{0,-max(0.1, min(1, 

diameter_a/max(diameter_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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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eter_b)))*60}}) 

模型变量 
textString = 

DynamicSelect("String3", m) 

(3). String 类型的变量变型

必须直接为字面量，不可为其

他表达式： 

m="A" ;//ok 

m=n; n="A";//看不到动画效果 

(4). 这里的模型变量只可为顶

层模型的变量，不可引用组件中的

变量。 

多种表达式组

合 

points=DynamicSelect({{-

100,0},{100,-0},{100,0},{0,0},{-

100,-0},{-100,0}}, 

 {{-100,50*opening_actual}, 

{-100,50*opening_actual}, 

{100,-50*opening_actual}, 

{ 100,50*opening_actual}, 

{0,0}, 

{-100,-50*opening_actual}, 

{-100,50*opening_actual}}) 

- 

多种表达式组

合 

extent=DynamicSelect( 

{{-60,-40},{-60,-40}}, 

{{-60,-40},{80,(-40+level*100)}}) 

- 

示例 1：在图标视图中，定义一个矩形，矩形的坐标(extent 关键字表示坐标)

具有动态属性，默认状态下为“{{0,0},{20,20}}”，在仿真的时候，会根据变量

level 的值，动态显示矩形的高度。 

annotation ( 

Icon(graphics={Rectangle( 

extent=DynamicSelect({{0,0},{20,20}},{{0,0},{20,level}}))})); 

 

示例 2(DynamicSelectString)：MWorks.Sysplorer 在 DynamicSelect 函数中特

别支持了 String 类型的数组参量，但在使用时会有一些限制。 

model DynamicSelectString 

 String x[8] = {"A", "B", "C", "D", "E", "F", "G", "H"}; 

  Integer i = integer(time); 

  Integer y[8] = {1, 2, 3, 4, 5, 6, 7, 8}; 

  Integer u = y[y[i + 1]]; 

String z = x[i + 1]; 

  annotation (  

    Diagram(coordinateSystem(extent = {{-150.0, -100.0}, {150.0, 

100.0}},  

      preserveAspectRatio = false,  

      grid = {2.0, 2.0}), graphics = {Text(origin = {-40.0, 5.0},  

      extent = {{-42.0, -37.0}, {42.0, 37.0}},  

      textString = DynamicSelect("String1", x[i + 1]),  

      textStyle = {TextStyle.None}), Text(origin = {62.0, 4.0},  

      extent = {{-32.0, -18.0}, {32.0, 18.0}},  

      textString = DynamicSelect("String2", Strin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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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Style = {TextStyle.None})}),  

    Icon(coordinateSystem(extent = {{-100.0, -100.0}, {100.0, 

100.0}},  

      preserveAspectRatio = false,  

      grid = {2.0, 2.0})),  

    experiment(StartTime = 0, StopTime = 8, NumberOfIntervals = 500, 

Algorithm = "Dassl", Tolerance = 0.0001, IntegratorStep = 0.016, 

DoublePrecision = false)); 

end DynamicSelectString; 

DynamicSelectString 动画演示效果如图 18-18： 

             

         t=0s                               t=2.704s 

图 18-18 DynamicSelectString 动画 

注意以下几点： 

(5). String 数组的赋值形式必须是数组构造{…}，且其中元素为字符串文字常

量。 

  String x[8] = {"A", "B", "C", "D", "E", "F", "G", "H"}//ok 

  String x[1,8] = ["A", "B", "C", "D", "E", "F", "G", "H"]//无法显示

动画效果 

(6). 对于字符串数组，直接引用字符串分量，不能用中间变量代替。 

  textString = DynamicSelect("String1", x[i + 1])//ok 

  textString = DynamicSelect("String1", z)// 无法显示动画效果 

18.1.3 动态文本 

新建一个模型，命名为DynamicText，并定义一个Real变量x，并给值“time*2”。

切换到图标视图(Icon)，插入一个文本图形，文本的字符串值为“%x”。在仿真中，

图形视图呈现不断变化的变量值。  

示例(DynamicText)： 

model DynamicText 

  Real x = time*2; 

  annotation (Diagram(coordinateSystem(extent = {{-150.0, -100.0}, 

{150.0, 100.0}},  

    preserveAspectRatio = false,  

    grid = {2.0, 2.0})),  

     

    Icon(coordinateSystem(extent = {{-100.0, -100.0}, {100.0, 

100.0}},  

      preserveAspectRatio = false,  

      grid = {2.0, 2.0}), graphics = {Text(origin = {-6.0, 11.0},  

      extent = {{-70.0, -43.0}, {70.0, 43.0}},  

      textString = "%x",  

      textStyle = {TextStyle.None})})); 

end Dynamic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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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图形视图，单击“仿真”按钮，即可看到不同时刻显示不同的数字，

如图 18-19 所示。 

 

图 18-19 DynamicText 的动画 

18.1.4 动态颜色 

利用 dynamicFillColorR、dynamicFillColorG、dynamicFillColorB3 个属性定

义图元的动态颜色。 

示例(DynamicFillColor)： 

model DynamicFillColor 

  Real r=time*200; 

  Real g=255-r; 

  Real b=4*r; 

  annotation (Icon(graphics = { 

    Rectangle(extent = {{-100, 100}, {100, -100}}, color = {0, 0, 

255}, fillColor = {255, 255, 255}, fillPattern = 

FillPattern.Solid,  

    dynamicFillColorR = r, dynamicFillColorG = g, 

dynamicFillColorB = b)})); 

end DynamicFillColor; 

对模型 DynamicFillColor 设置仿真区间为 0~2 后，进行编译求解，查看模型

图标视图的动画，如图 18-20 所示  

 

图 18-20 动态颜色动画 

18.1.5 动态横条 

利用 dynamicWidth 属性设置图元动态宽度。 

示例(DynamicWidth1)： 

model DynamicWidth 

  Real width=100*time; 

  annotation (Icon(graphics = { 

    Rectangle(extent = {{-100, -40}, {100, 40}}, color = {0, 0, 

255}, fillColor = {0, 0, 255}, fillPattern = FillPattern.Solid, 

rotation = 0, origin = {0, 0}, dynamicWidth = width),  

    Line(points = {{0, 80}, {0, -80}}, color = {0, 0, 255})})); 

end DynamicWidth; 

求解并仿真，可以查看动态横条的动画效果，如图 18-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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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1 DynamicWidth 动画 

除了矩形的动态宽度外，还有矩形的高度、图形的旋转角度、扇形的起始角

度和终止角度，也可以作为动态属性。更多的动态属性如表 18-10 所示。 

表 18-10 动态属性列表 

动态属性 说明 属性段 

dynamicFillColorR 填充颜色 R 分量的动态值，有效取值范围为 0~255 

FillColor dynamicFillColorG 填充颜色 G 分量的动态值，有效取值范围为 0~255 

dynamicFillColorB 填充颜色 B 分量的动态值，有效取值范围为 0~255 

dynamicFillPattern 
填充方式的动态值，取值为枚举值。枚举常量可参见模

型 DynamicBlocks.Basic.FillPattern 
FillPattern 

dynamicLineColorR 线条颜色 R 分量的动态值，有效取值范围为 0~255 

LineColor dynamicLineColorG 线条颜色 G 分量的动态值，有效取值范围为 0~255 

dynamicLineColorB 线条颜色 B 分量的动态值，有效取值范围为 0~255 

dynamicLinePattern 
线条样式的动态值，取值为枚举值。枚举常量可参见模

型 DynamicBlocks.Basic.LinePattern 
LinePattern 

dynamicWidth 矩形、椭圆等图形的宽度的动态值 

Extent 

dynamicHeight 矩形、椭圆等图形的高度的动态值 

dynamicRotation 旋转角度的动态值 Rotation 

dynamicStartAngle 扇形起始角度的动态值，仅用于 Ellipse 

Angles 

dynamicEndAngle 扇形终止角度的动态值，仅用于 Ellipse 

 

 

第五部分 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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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模型发布 

使用 MWorks.Sysplorer 开发的仿真模型和模型库以开放语言规范 Modelica

进行描述，并采用.mo 的文本格式进行存储。MWorks.Sysplorer 提供多种可视化

的形式支持进行模型细节浏览，例如组件视图、Modelica 模型文本等。 

然而，Modelica 模型库作为一种具有知识产权的工业软件，在开发过程中要

耗费大量的资源，其中涵盖丰富的专业相关的知识与经验，甚至涉及开发者独有

的且不希望公开的核心数据。 

MWorks.Sysplorer 模型发布支持对 Modelica 模型库进行有效的保护，在允

许正常使用的同时隐藏必要的模型细节。 

MWorks.Sysplorer 采用支持多种粒度、多种层次的模型保护级别，对模型使

用、代码浏览、代码复制等显示和操作场景进行必要的控制。模型保护级别由模

型库开发者指定，MWorks.Sysplorer 确保外部用户不能对其进行非法访问或篡改。 

19.1 界面设置模型保护级别 

建立模型库后，通过菜单栏“文件→发布模型”可以打开模型发布窗口，进

行模型库发布。模型发布窗口列出模型所在文件及文件中的类，如图 19-1 所示。

提示，①无法列出类中的子类；②可预先读取模型中的加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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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 模型发布 

⚫ 加 密 等 级 ： 下 拉 列 表 提 供 了 None 、 Access.packageDuplicate 、

Access.nonPackageDuplicate、Access.packageText、Access.nonPackageText、

Accessdiagram、Access.documentation、Access.icon、Access.hide 九种加密

等级，由上往下加密等级逐步提高。具体加密等级对应的限制显示和限

制操作信息可以参见表 19-1。 

⚫ 拷贝模型目录中的资源文件：勾选后，发布后将模型中的资源文件（即模

型库所在的文件夹下的.html、.png、.txt 等文件）一起拷贝到发布目录中。

注意：非结构化模型时该功能置灰。 

⚫ 发布路径：发布模型的存储路径。可通过点击按钮 选择发布

路径。 

⚫ 保存加密配置：保存加密配置到原模型。选择“None”加密等级时保存

加密配置 Access.None 到原模型。 

⚫ 确定：对模型进行加密，并在发布路径生成加密文件.mef，同时加密配置

信息写入当前模型注解中。选择“None”加密等级点击【确定】按钮时

不对模型进行加密。 

⚫ 查看文档：可以查看模型发布的用户文档。 

发布模型时自动修正父模型与子模型的加密配置冲突。父模型不得高于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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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加密等级。发布路径选择的文件必须为空文件夹。 

表 19-1 保护级别对模型操作的控制 

保护级别 功能限制 备注 

Access.packageDuplicate 

⚫ 对于任意类型的模型(含 package 类型)，可以

复制模型，也可另存； 

⚫ 除以上功能限制外，其他功能不做限制 

不区分 package 

Access.nonPackageDupli

cate 

⚫ 对于非 package 类型的模型，可以复制模型，

也可另存； 

⚫ 对于 package 类型的模型，不能复制模型，且

不能另存； 

⚫ 对于非 package 类型的模型，可以查看模型的

所有内容，包括模型文本视图内容； 

⚫ 对于 package 类型的模型，可以查看模型的所

有内容，除了模型文本视图内容； 

⚫ 除以上功能限制外，其他功能不做限制 

 区分模型是否

为 package 类型 

Access.packageText 

⚫ 对于任意类型的模型(含 package 类型)，可以

查看模型的文本视图内容； 

⚫ 可以查看模型的组件视图、图标视图、

Documentation 内容； 

⚫ 不能复制模型及模型中的元素(如组件)，且不

能另存； 

⚫ 除以上功能限制外，其他功能不做限制 

 不区分 package 

Access.nonPackageText 

⚫ 对于非 package 类型的模型，可以查看模型的

文本视图内容； 

⚫ 对于 package 类型的模型，不能查看模型的文

本视图内容； 

⚫ 可以查看模型的组件视图、图标视图、

Documentation 内容； 

⚫ 不能复制模型及模型中的元素(如组件)，且不

能另存； 

⚫ 除以上功能限制外，其他功能不做限制 

 区分模型是否

为 package 类型 

Access.diagram 

⚫ 支持Access.documentation级别所支持的所有

功能； 

⚫ 可以查看模型的组件视图、图标视图、

Documentation 内容； 

⚫ 不能查看模型的文本视图内容； 

⚫ 不能复制模型及模型中的元素(如组件)，且不

能另存； 

⚫ 可以引用该模型，可以实例化为组件 

 

Access.documentation 

⚫ 支持 Access.icon 级别所支持的所有功能； 

⚫ 可以查看模型 Documentation 内容； 

⚫ 其他功能限制与 Access.icon 级别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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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con 

⚫ 在模型浏览器上显示； 

⚫ 模型可以打开； 

⚫ 可以查看模型的图标视图内容； 

⚫ 不能查看模型的文本视图、组件视图、

Documentation 内容； 

⚫ 不能复制模型及模型中的元素(如组件)，且不

能另存； 

⚫ 可以引用该模型，可以实例化为组件 

  

Access.hide 

⚫ 在模型浏览器上不显示； 

⚫ 模型不能打开； 

⚫ 不能引用该模型，不能实例化为组件 

仅在模型库内

部使用 

 

19.2 文本设置模型保护级别注解 

以模型设置保护级别为“Access.packageText”为例，Modelica 文本如下所示。 

package ExampleLib 

  annotation ( Protection(access = Access.packageText)); 

end ExampleLib; 

也就是说，若模型的保护级别设置为 Access.xxxx，则在模型中生成对应的

annotation 语句： 

  annotation( Protection( access = Access.xxxx )); 

19.3 模型加密规则 

模型的保护级别由自身设置确定，但需要满足约束，约束以模型文件为单位。 

结合模型 Demo 介绍约束规则。图 19-2 为 Demo 的模型和模型文件，其中

Demo.Examples.E2 和 Demo.Examples.E1 与其父节点 Demo.Examples 保存在同一

个模型文件 Examples.mo 中。 

 

                模型                          模型文件 

图 19-2 模型和模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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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模型文件中的模型，如 Demo.UsersGuide 和 Demo.Examples，保护级

别互不影响。但(2)中的情况除外。 

(2). 无论是否在同一个模型文件，若父节点的等级为 hide，子节点的等级将

自动变为 hide，如 Demo.Components 的保护级别为 hide，系统自动设置

Demo.Components.Rotational 和 Demo.Components.Translational 保护级别也为

hide。 

(3). 同一个模型文件中的模型，如 Demo.Examples.E2 和 Demo.Examples： 

① 子节点(Demo.Examples.E2)设置保护级别，父节点(Demo.Example)没

有设置，此时系统默认父节点的保护级别为 Access.documentation。 

② 相反，父节点设置了保护级别，子节点没有设置，此时子节点自动

继承父节点的保护级别。 

19.4 示例演示 

本章以一个简单的示例，说明如何正确发布加密模型并使用。 

19.4.1 发布加密模型库 

(1). 新建一个结构化的 package，命名为 ExampleLib。在 ExampleLib 中插入

两个 model 类的模型，分别命名为 IconModel 与 HideModel，且保存为单个文件。 

(2). 打开模型 ExampleLib，点击菜单“文件→发布模型”，弹出模型发布面板； 

(3). 在“加密保护级别”栏的下拉列表中，设置 ExamloeLib 加密等级为

“Access.packageText”， IconModel 和 HideModel 的加密级别自动设置为

“Access.packageText”，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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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 设置 ExampleLib 的加密保护级别 

(4). 依次将 IconModel 和 HideModel 的加密等级设置为 Access.icon 和

Access.hide。 

(5).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自动进行模型库发布，同时加密配置信息写入当

前模型注解中。 

模型发布完成后，会在输出栏中输出发布模型的目录，点击后系统直接打开

目录所在的文件夹。 

 

图 19-4 输出栏输出发布路径 



第190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在发布的文件夹中，可查看到加密.mef 的文件。 

 

图 19-5 发布后的文件 

19.4.2 使用加密模型库 

模型库作者将模型库加密之后，将加密模型库发布给模型库用户使用。 

打开加密模型库，与打开普通模型库的过程一致。点击菜单“文件→打开”，

选择加密 mef 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即可以加载该模型。 

 

图 19-6 打开加密模型 

如上图所示模型 IconModel 加密为 Access.icon，文本视图、组件视图、

Documentation 内容都不可见。模型 HideModel 加密为 Access.hide，在模型浏览

器上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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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频率估算 

MWorks.Sysplorer 频率估算工具适用于针对一般模型（Modelica 模型、FMU

模型、黑箱模型等）进行频率特性估算，可以给出系统频率响应图并获取系统频

域相关的属性，从而支持后续控制回路的设计。 

20.1 流程简介 

在系统稳态工作点（Steady-State Operating Points）处，针对待估算的模型通

过一组由不同频率正弦信号构造而成的 Sinestream 信号进行激励，获取系统在时

域上的输出。 

u(t)

y(t)

 

图 20-1 频率估算流程 

针对系统输出信号进行处理，包括滤波、采样、切片等，获得系统的稳态输

出信号，根据相应的算法对系统频。 

20.2 功能介绍 

频率估算窗口界面布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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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 频率估算窗口 

①工具栏： 

⚫ ：打开创建输入信号窗口； 

⚫ ：打开编辑模型输入输出窗口 

⚫ ：估算并打开新的曲线窗口生成曲线； 

⚫ ：当前有曲线窗口时激活可用，估算并在当前曲线窗口生成曲线； 

⚫ ：估算，只生成结果文件； 

⚫ ：点击回到主程序窗口； 

②数据窗口：显示创建的输入信号和生成的结果文件； 

③信息窗口：输出相关信息； 

④曲线窗口：以曲线形式显示生成的结果文件。 

20.2.1 创建扫频信号 

(1). 点击工具栏扫频信号按钮 ，弹出创建输入信号窗口，设置变量名、频

率单位、稳态点、频率及其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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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3 创建输入信号 

⚫ 变量名：输入信号的名称，确定后显示在数据子窗口下，若与当前存在的

输入信号同名则覆盖原有信号； 

⚫ 频率单位：当前支持单位为 rad/s 和 Hz； 

⚫ 稳态点：频率的偏正； 

⚫ ：重置，频率曲线最佳显示； 

⚫ ：放大，在频率曲线窗口单击鼠标左键，以点击位置为中心放大曲线； 

⚫ ：缩小，在频率曲线窗口单击鼠标左键，以点击位置为中心缩小曲线； 

⚫ ：移动，按下左键，移动鼠标，视图随鼠标实时平移，松开鼠标中止

本次操作； 

⚫ ：添加新频率，点击后弹出 “添加频率”窗口； 

 

图 20-4 添加频率 



第194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当前添加频率窗口表示从 10 到 1000 以“对数”形式取 30 个点； 

➢ 添加频率后再次打开可在当前取值基础上增加取值点； 

➢ Logarithmically 表示以对数形式取值； 

➢ Linearly 表示以线性形式取值。 

⚫ ：删除所选频率，在频率曲线中，可以选中单个，也可以通过框选选

中多个数据点； 

⚫ 参数值：设置选中频率的幅值、最大振幅周期数，调整周期数、上升周期

数和每个周期采用点数。 

 

图 20-5 修改参数值 

(2).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在数据子窗口下生成扫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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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6 生成扫频信号 

提示 1：双击数据子窗口下生成的输入信号可打开编辑窗口进行修改。 

提示 2：数据子窗口的输入信号提供上下文菜单，如下图所示。 

 

图 20-7 输入信号上下文菜单 

⚫ 设置当前：存在多个输入数据时，设置为估算时采用的输入信号。此时输

入信号加粗显示； 

⚫ 重命名：可对当前输入信号进行重命名，若重名则覆盖重名输入信号； 

⚫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输入信号。 

20.2.2 创建输入输出 

点击工具栏输入输出按钮 ，弹出“编辑模型输入输出”对话框，对话框中

显示模型所有的端口，设置输入输出端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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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8 编辑模型输入输出 

注意：编辑模型输入输出时必须保证勾选一个 Input 输入和一个 Output 输

出，否则点击【确定】按钮时都会弹出错误提示。 

 

图 20-9 错误提示 

20.2.3 频率估算 

点击工具栏频率估算按钮 进行估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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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 频率估算 

注意：频率估算时除了扫频信号按钮，其他按钮置灰。 

20.2.4 查看结果 

(1). 估算完成后，在数据子窗口生成默认名为“estsys1”的结果数据。 

 

图 20-11 显示结果数据 

(2). 双击节点“estsys1”，可显示结果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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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2 结果数据点 

(3). 右击节点“estsys1”，弹出上下文菜单。 

 

图 20-13 上下文菜单 

⚫ 显示 Bode 图：打开新的曲线窗口并生成曲线； 

⚫ 显示到当前 Bode 图：在当前曲线窗口添加； 

⚫ 重命名：可对当前生成的结果文件重命名，若重名则覆盖重名结果，曲线

窗口删除覆盖的结果曲线； 

⚫ 删除：删除当前结果文件。若 Bode 图中只含有该结果的曲线，删除时

Bode 图也会被关闭。 

(4). 选择“显示 Bode 图”，弹出曲线窗口并显示相应曲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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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4 显示 Bode 图 

提示 1：频率估算的曲线窗口操作可参见 28.6.1 节。 

提示 2：曲线窗口提供上下文菜单，如下图所示。 

 

图 20-15 曲线窗口上下文菜单 

上下文菜单其他功能可参见 29.10 节。“峰值”表示幅频特性中最大值；“带

宽”表示-3db 处的频率值； 

20.3 示例演示 

本节以示例模型 Frequency_estimation 为例介绍频率估算的具体使用流程。

示例模型位于“安装目录\ Samples\Frequency_estimation.mo”。 

(1). 加载标准库 Modelica3.2.1，打开示例模型后点击菜单“试验→频率估算”

弹出频率估算窗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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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6 打开频率估算窗口 

(2). 点击工具栏扫频信号按钮 ，创建扫频信号。 

 

图 20-17 创建输入信号 

(3). 点击“创建扫频信号”对话框中的按钮 ，弹出“添加频率”对话框，

采用默认值，点击【确定】按钮，添加的频率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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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8 添加频率 

(4). 根据需要修改变量名、频率单位、稳态点和频率属性值，本例均采用默认

值。点击【确定】按钮，添加的扫频信号“in_sine1”显示在扫动数据面板。 

 

图 20-19 扫动数据面板显示扫频信号 

(5). 点击工具栏中的输入输出按钮 ，弹出“编辑模型输入输出”对话框，

勾选 y 和 y1，并设置 y 为 Input，y1 为 Output。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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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0 编辑模型输入输出 

(6). 点击工具栏中的“显示 Bode 图”按钮 进行估算，估算完成后自动显示

曲线。 

 

图 20-21 查看曲线 

21. 模型试验 

很多情况下，有必要使用不同的参数集来运行仿真模型，通过参数变化对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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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变量的影响来观察物理系统的行为，进而深入理解系统的内部机理。 

MWorks.Sysplorer 模型试验工具以一种方便有效的方式支持用户进行这种

参数研究，提供参数选择与赋值界面建立参数集，并且自动调用求解器得到批次

结果。 

模型试验工具具有以下特点： 

(1). 提供均匀、非均匀、随机分布等参数变化方式，模拟不同的使用场景。 

(2). 支持查看变量的时变曲线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特性曲线。 

(3). 随着参数变化自动调用求解器，输出不同参数对应的结果。 

(4). 根据需要生成 2D 曲线、3D 曲面、直方图等。 

 

图 21-1 模型试验 

21.1 使用前准备 

使用模型试验之前需启动 MWorks.Sysplorer，打开模型，翻译生成可运行的

求解器。具体的操作步骤结合 Modelica 标准库中的模型 CoupledClutches（详细

路径为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Examples.CoupledClutches）进行说明。 

(1). 启动 MWorks.Sysplorer，加载 Modelica 标准库，打开 CoupledClutches

模型，初始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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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打开模型 CoupledClutches 

模型 CoupledClutches 包含 4 个转动元件 J1、J2、J3、J4，通过 3 个离合器

clutch1、clutch2、clutch3 连接起来并相互作用。 

(2). 点击菜单“仿真→翻译”，编译生成可运行的求解器和实例，结果如图

3-2 所示，这里的实例称为源实例。 

 

图 21-3 生成仿真实例 CoupledClu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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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准备工作结束，在后续设置中选择将要进行试验分析的参数，随着参数

变动自动调用对应的求解，并查看结果变量。 

点击“试验→模型试验”菜单，在弹出“模型试验”对话框中进行各项参数

分析。本文中参数分析目的是考察转动元件的参数——转动惯量 J1.J、J2.J、J3.J

和 J4.J 对输出变量——角速度 J1.w、J2.w、J3.w 和 J4.w 的影响。 

 

图 21-4 模型试验 

21.2 添加输入和输出集 

在试验之前需对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进行定义。 

在参数面板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编辑”，弹出“参数”对话框。点击 在弹

出“选择变量”对话框中通过勾选的方式选择变量，变量来自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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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选择变量 

本例中选择 J1.J、J2.J、J3.J 和 J4.J 为输入变量， J1.w、J2.w、J3.w 和 J4.w

为输出变量。 

 

图 21-6 配置输入和输出集 

其中 

⚫ 显示名字：变量的别名，支持中文。 

⚫ 最小值/最大值：输入变量的最小和最大值，试验设计中的“水平”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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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小值和最大值生成初值。 

点击【确定】，参数面板显示选定的输入集。 

 

图 21-7 配置输入和输出集 

 

21.3 批量仿真 

首先介绍批量仿真，这是考察参数变动对系统行为影响的最简单方式。 

在研究面板的上下文菜单或工具栏的 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批量仿真”

菜单，弹出“新建试验”对话框，输入试验名称，本例中设置为“批量仿真”。

点击【确定】后，在研究面板生成名为“批量仿真”的试验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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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创建批量仿真 

在研究面板中，右击“批量仿真”试验节点，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编辑”，

弹出“批量仿真”对话框，进行批量仿真和仿真选项设置。 

 

图 21-9 批量仿真设置 

输入集有两种定义方式：User data sets 和 Varying between 2 limits。设置输

入集后，可以点击“显示设计矩阵”查看具体设计矩阵。 

21.3.1 User data sets 

User data sets 定义方式中，每个 set 对应一次仿真试验，点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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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和删除 set，本例中设置了 4 个 set，如下所示。 

 

图 21-10 输入集 

切换到“输出集”，勾选输出参数 J1.w、J2.w、J3.w、J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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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 输出集 

点击“仿真选项设置”，默认仿真设置来自源实例。本例中修改仿真区间开

始时间为 0，终止时间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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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2 仿真选项设置 

点击【执行】，根据批量仿真和仿真选项设置，进行批量仿真。仿真运行监

控面板显示每次的仿真运行进度。仿真结束后，仿真实例集生成 4 个结果实例

(Result set)。 

 

图 21-13 仿真选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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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具栏中的 ，新建批量曲线窗口，勾选仿真实例集中的实例(实例 1-

4)和变量浏览器中的变量 J1.w，查看 J1.w 的结果曲线。 

 

图 21-14 仿真选项设置 

按照同样的方法查看结果 J2.w、J3.w 和 J4.w 曲线。点击工具栏中 按钮，

设置窗口列数为 1，定义显示区的布局。 

 

图 21-15 自定义布局 

最终查看到如下结果。为方便观察对比结果变量的时序变化趋势，将结果变

量分散到单独的 Plot 窗口中进行显示。本例有“J1.w”、“J2.w”、“J3.w”和“J4.w”

共 4 个输出变量，故创建了 4 个 Plot 窗口显示其时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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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6 批量仿真曲线 

21.3.2 Varying between 2 limits 

Varying between 2 limits 是根据设置步长、向下和向上点数，生成等距参数

序列，进行批量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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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7 扫动一个参数 

其中 

⚫ 值：参数名义值，缺省来自源仿真实例，允许修改。 

⚫ 步长：参数取值间隔 

⚫ 向下/向上点数：向下/向上取值的次数 

⚫ 最小值：变动最小值，最小值=值-(步长*向下点数) 

⚫ 最大值：变动最大值，最大值=值+(步长*向上点数) 

⚫ 总数：参数序列长度，总点数=向上点数+向下点数+1 

设置 J1.J 值为 0.9，步长 0.1，向下点数 0，向上点数 4，表示如下参数变动

序列：0.9、1.0、1.1、1.2、1.3。其余设置不变。点击【执行】。 

仿真结束后，点击工具栏 高级绘图，勾选 J1.J 为 X 轴变量，J1.W 为 Y 轴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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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8 高级绘图配置 

点击【确定】，绘制输出变量“J1.w”随输入参数“J1.J”变动时在求解结束

时刻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直观地了解参数变动对系统行为的影响。 

 

图 21-19 扫动一个参数的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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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时有多个输入变量变动，则根据每个输入变量的变动序列全组合，进行

仿真试验。 

如下图所示，设置 J1.J 和 J2.J 值为 0.7，步长为 0.06、向下点数为 0、向上

点数为 10。 

 

图 21-20 扫动两个参数 

J1.J 等距的变动序列为 0.7、0.76、…、1.3 合计 11 个数值。J2.J 的设置与 J1.J

相同，将 J1.J 和 J2.J 的变动序列排列组合，生成 11*11=121 种参数变动方案，对

应 121 次运行。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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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 设计矩阵 

设置仿真区间为 0-1.2，其余默认。执行仿真后，点击工具栏 ，绘制如下

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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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 扫动两个参数的输出结果 

其中： 

⚫ 由于有 2 个变动参数各自独立变化，因此采用 3D 曲面表示输出结果比

较合适。曲面窗口的 X/Z 轴坐标分别对应 2 个扫动参数（本例中为“J1.J”

和“J2.J”，均从 0.7 渐变到 1.3）；Y 轴坐标表示输出变量随扫动参数变动

时的特性值（即每次参数变动之后输出变量在求解结束时刻的数值）。 

⚫ 为方便观察结果变量特性值随着扫动参数的变化趋势，将结果变量分散

到独立的 Plot 窗口中进行显示（例如在本例中展示的“J1.w”和“J2.w”

的特性值曲面）。 

21.4 试验设计 

21.4.1 基本概念 

试验的相关概念： 

⚫ 响应变量：试验的输出变量 

⚫ 因子：试验过程中的不同输入变量 

⚫ 水平：试验中对因子的不同设定值。 

⚫ 试验设计方法：最基本的试验设计方法是全因子试验法，需要的试验次

数最多，其它试验设计方法均以“减少试验次数”为目的， MWorks 支

持自定义试验(User sets)和全因子试验(Full Comb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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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orks 支持的试验方法 

举个例子，某个试验有 2 个因子 a，b，其中 a 的水平为(a0;a1;a2)，b 的水平

为(b0;b1)，User sets 和 Full Combinations 不同的试验设计方案为： 

表 21-1 User sets 

User sets 

 b0 b1 

a0 √  

a1  √ 

a2   

表 21-1 中，自定义试验的组合结果为 2 种：(a0,b0)、(a1,b1)。 

表 21-2 Full Combinations 

Full Combinations 

 b0 b1 

a0 √ √ 

a1 √ √ 

a2 √ √ 

表 21-2 中，全因子试验的组合结果为 6 种：(a0,b0)、(a0,b1)、(a1,b0)、(a1,b1)、

(a2,b0)、(a2,b1)。 

21.4.2 示例演示 

新建名为“DOE-1”的试验设计。右击“DOE-1”，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编

辑”，弹出“试验设计”对话框，进行试验参数和仿真选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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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DOE 试验设计 

在水平中定义输入变量取值序列，值以“；”分隔。本例中设置 J1.J 的取值

序列为 0.9、1.1、1.2、1.3 共计 4 个数值，J2.J 的水平与 J1.J 相同。试验类型选

择 Full Combinations。 

 

21-24 试验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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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显示设计矩阵】，弹出“查看设计矩阵”对话框。 

 

图 21-25 全因子试验的设计矩阵 

其余设置与批量仿真一致：输出变量勾选 J1.w 和 J2.w，仿真开始时间设置

为 0，终止时间为 1.2，其余默认。 

点击“执行”，根据试验参数和仿真选项设置，进行试验仿真。仿真结束后，

绘制结果曲面，如下所示，分别展示“J1.J”和“J2.J”各自独立变动 4 次，对应

“J1.w”和“J2.w”在求解结束时刻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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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6 响应变量的输出结果(2 因素 4 水平) 

21.5 蒙特卡洛分析 

蒙特卡洛分析广泛地用于研究当输入参数是多维时的模型行为。 

21.5.1 示例演示 

新建名为“MonteCarlo-1”的蒙特卡洛分析。右击“MonteCarlo-1”，在上下

文菜单中选择“编辑”，弹出“蒙特卡洛”对话框，进行蒙特卡洛参数和仿真选

项设置。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223页, 共 473 页 

 

21-27 蒙特卡洛 

蒙特卡洛参数设置中的各参数含义为： 

⚫ 随机样本数量：运行次数。 

随机数种子：随机数是由随机种子根据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数值。

所以，只要计算方法一定，随机种子一定，那么产生的随机数就不会变。

初始种子为 0.612702，若需更换，请点击 按钮。 

⚫ 输入集 

➢ 最小值：设置进行随机变动时的参数下界，“－1e100”表示对参数下

界不作限制。 

➢ 最大值：设置进行随机变动时的参数上界，“＋1e100”表示对参数上

界不作限制。 

➢ 随机数分布：设置随机函数，定义参数随机变动序列。缺省为Normal，

点击 设置随机函数的参数值。 

 

21-28 正态分布的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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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设置随机样本数量为 20，随机数分布为 Normal(1,0.1)，直方图条数

为 4。 

 

21-29 蒙特卡洛参数设置 

输出集勾选 J1.w、J2.w、J3.w 和 J4.w，设置仿真开始时间为 0，终止时间为

1.2，其余默认。 

设置完成后，点击“执行”，根据蒙特卡洛参数和仿真选项设置，进行仿真。

仿真结束后，绘制如下曲线和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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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蒙特卡洛的输出结果 

(1). Plot-1 显示 20 个随机样本变动后，J1.w-J4.w 四个变量的变化趋势。 

(2). 其余 4 个直方图窗口，分别显示输出变量 J1.w—J4.w 终值落在每个区间

内的频率分布。 

21.5.2 随机函数 

如前所述，不确定参数使用随机分布来模拟仿真模型所处的实际场景，为此

MWorks蒙特卡洛提供了多个随机函数，用于产生服从不同分布的参数变量序列。 

注意选用随机函数时，必须输入合适的参数值。各种函数的参数及其输入窗

口，对应的概率密度（PDF，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和累积概率（CDF，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分布详见表 21-3。 

表 21-3 随机数的概率密度分布 

随机分布 PDF 和 CDF 函数 PDF 和 CDF 分布 参数 

Exponential 

指数分布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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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 

 

 

 

说明： 

1) λ>0，率参数(rate) 

Pareto 

帕累托分布 

PDF: 

 

 

mx =1 

 

 

 

 

 
 

说明： 

1) 极小值参数 0mx   

2) 形状参数 0   

CDF: 

 

 

 

 

mx =1 

Lognormal 

对数正态分

布 

PDF: 

 

 

0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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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 

1 ln
( ) 1 ( )

2 2
X

x
F x erf





− 
= + 

 

 

 

0 =  

1) 均值   (- ,+ ) 
2) 标准偏差 0   

Normal 

正态分布 

PDF: 

 

 

 

 

 

 

 
 

说明： 

1) 均值 R   

2) 方差
2 0   

CDF: 

 

 

Uniform 

均匀分布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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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 

 
 

 
 

说明： 

1) 最小值 a，最大值 b，且
a b−      

Weibull 

Distribution 

韦伯分布 

PDF: 

 

 

 

 

 

 

 
 

说明： 

1) 比例参数 0  ，即 α 

2) 形状参数 0k  ，即 β 

CDF: 

 
 

 

 

21.6 保存试验 

完成试验后，可以将模型试验对话框中的所有试验配置以及试验结果保存。 

点击工具栏中的 ，弹出“保存”对话框，选择保存地址和文件名，点击【保

存】，即可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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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 保存试验 

保存后的文件目录如下： 

 

21-32 保存文件目录结构 

⚫ *.exp：试验保存文件； 

⚫ *_exp：试验结果目录，下次打开时可以直接查看上次运行结果。 

21.7 参考文献 

[1] 指数分布（Exponenti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ponential_distribution 

[2] 帕累托分布（Paret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eto_distribution 

[3] 对数正态分布（Log-norm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g-normal_distribution 

[4] 正态分布（Norm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rmal_distribution 

[5] 均匀分布（Unifor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form_distribution_(continuous) 

[6] 韦伯分布（Weibul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ibull_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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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命令 

MWorks.Sysplorer 支持多种命令接口，通过 python 和 CMD 接口的相应命令

完成一些特定的软件操作，减少用户的重复性操作。 

22.1 Python 脚本命令 

MWorks.Sysplorer 命令窗口支持 python 界面功能命令、编译器命令等接口，

供开发脚本程序时参考。 

22.1.1 概述 

(1). 命令交互输入 

在命令窗口“>>”标识后输入命令，键盘“↑”和“↓”方向键可以在历史

输入记录中前后查找，输入完毕后按回车键执行命令。 

 

图 22-1 命令交互 

(2). 脚本批量执行 

可以将命令脚本文件（*.mos、*.scr 或*.py）鼠标拖拽到命令窗口执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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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脚本批量执行 

(3). 命令输出 

执行命令后，根据命令的定义，返回相应的值。 

命令原型： 

Boolean CheckModel(String model_name="") 

检查模型，若命令正确执行则返回 True，执行错误则返回 False，并说明错

误的可能原因。 

 

图 22-3 命令输出 

(4). 数据类型说明 

命令接口与选项的参数/返回值类型如下。 

⚫ 关键字"void"表示无返回值。 

⚫ 布尔类型 bool，按照 Python 语法，输入/返回 True/false。 

⚫ 整型 int 和浮点数 double 无需特别解释。 

⚫ 字符串类型 string 作为参数输入时使用单引号或双引号表示，例如 

CheckModel('Simple')或 CheckModel("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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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类型 list，表示数组。 

(5). 缺省参数 

如果某个命令接口带有缺省参数，调用时可以不给出实参，这时系统自动取

其缺省值。以命令接口 SimulateModel() 为例进行说明。 

接口原型， 

bool  SimulateModel ( 

string  model_name,  /*模型名称*/ 

double  start_time= 0,  /*开始时间*/ 

double  stop_time = 1,  /*终止时间*/ 

int  number_of_intervals=500,  /*输出步数*/ 

string  algo='Dassl',  /*算法*/ 

double  tolerance=0.0001,  /*精度*/ 

double  integral_step= 0.002,  /*积分步长*/ 

double  store_double=False,  /*结果是否保存为 double*/ 

double  store_event =False)  /*是否保存事件点*/ 

在命令窗口输入， 

SimulateModel (“Simple”) 

表示仿真模型 Simple，仿真开始时间为 0，结束时间为 1，输出步数为 500，

选用'Dassl'算法，精度为 0.0001，初始积分步长为 0.002，结果保存为 Float 精

度，不保存事件点，将结果文件保存在仿真目录下。 

对于路径参数，若为空，表示默认为工作目录或者仿真目录。 

22.1.2 基本帮助命令 

(1). Help 

显示帮助信息。 

Help() 

输出如下， 

help(): 显示本信息。 

help(String command_name): 显示指定命令的文档。 

ListFunctions(): 列出所有函数。 

ListVariables(): 列出所有变量。 

使用 Help("COMMAND_NAME") 可显示命令的含义及其使用方法，例

如 Help("CheckModel") 输出如下， 

语法: 

  Boolean CheckModel(String model_name="")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233页, 共 473 页 

说明: 

  检查模型。 

  model_name:  模型名。 

(2). ListFunctions 

列出所有命令接口的函数名，包括返回类型和参数列表。 

ListFunctions () 

输出如下， 

AnimationSpeed  "设置动画播放速度。" 

CalibrateModel  "模型标定，通过比对模型仿真数据与试验测量数据的差异，使得模型输出与测量

结果达到最大程度的吻合。" 

ChangeDirectory  "更改工作目录。" 

ChangeSimResultDirectory  "更改仿真结果目录。" 

CheckModel  "检查模型。" 

CheckParameterSenstivity  "检查参数灵敏度，使用模型标定算法对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

析。" 

ClearAll  "移除所有。" 

ClearPlot  "清除曲线窗口内容。" 

ClearScreen  "清空命令窗口。" 

CreateAnimation  "新建动画窗口。" 

CreatePlot  "按指定的设置创建曲线窗口。" 

…… 此处省略部分输出 

(3). ListVariables 

列举出所有已定义变量。 

ListVariables() 

输出如下， 

Advanced.CheckExtendsRestriction  "检查基类限制性。" 

Advanced.CheckTransitivelyNonReplaceable  "检查递归非可替换限制性。" 

Advanced.CheckTypeOfClassCompatibility  "检查类的类别相容限制性。" 

AxisTiTleType.Custom  "自定义的轴标题。" 

AxisTiTleType.Default  "使用默认的轴标题。" 

AxisTiTleType.None_  "无轴标题。" 

FMI.Type.CoSimulation  "联合仿真类型的 FMI。" 

FMI.Type.ModelExchange  "模型交换类型的 FMI。" 

…… 此处省略部分输出 

(4). Status.ExitCode 

表示脚本退出代码（整型），用于多个脚本之间执行状态存取。在 CMD 命

令行运行“-r xxx -q”时，xxx 脚本有错误则返回 4096；脚本没错误则返回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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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tatus.ExitCode。 

注意，Status.ExitCode 设置的范围 0-4095（默认为 0），否则不论脚本是否执

行正确，返回的都为 4096。 

新建一个名为 test.py 文件，并在其中输入以下文本并保存。 

Status.ExitCode =9 

OpenModelFile(r'E:\Test.mo') 

新建一个名为 run.bat 文件，并在其中输入以下文本并保存。 

@echo on 

set ExePath="D:\MWorks.Sysplorer 2018\Bin\mworks.exe" 

set PyPath="E:\03_workspath\test.py" 

call %ExePath% -r %PyPath% -q 

echo %errorlevel% 

pause 

双击 run.bat，执行正确，在控制台将打印返回值 9。 

 

图 22-4 运行 run.bat 

若 py 命令中的某命令在程序里执行错误，如在 test.py，添加一行

CheckModel("Test")，检查模型 Test(Test 有错误，会检查失败)，但整个脚本是执

行正确的，则仍返回 Status.Exit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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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返回 Status.ExitCode 

修改 test.py，添加一行不识别的命令行，如"ErrorCommand"，再次双击 run.bat，

则返回 4096。. 

 

图 22-6 返回 4096 

22.1.3 系统命令 

(1). Clear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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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功能说明 

语法: 

  ClearScreen() 

  cls() 

说明: 

  清空命令窗口。 

B.   举例 

例子： 

  ClearScreen() 

说明: 

  将命令行中的所有内容清除 

(2). SaveScreen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SaveScreen(String file_name) 

说明: 

  保存命令窗口内容至文件。 

  file_name:  文件名。 

B.   举例 

例子： 

  SaveScreen(r"E:\a.txt") 

说明: 

  将命令行中的所有输出内容保存到 E:\a.txt中 

(3). ChangeDirectory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ChangeDirectory(String work_dir="") 

  Boolean cd(String work_dir="") 

说明: 

  更改工作目录。 

  work_dir:  工作目录更改为此目录，如果是空字符串，则显示当前工作目录。 

B.   举例 

例子： 

  ChangeDirectory(r"E:\03_works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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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将工作目录修改为 E:\03_workspath。 

(4). ChangeSimResultDirectory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ChangeSimResultDirectory(String sim_result_dir="") 

说明: 

  更改仿真结果目录。 

  sim_result_dir:  仿真结果目录更改为此目录，如果是空字符串，则显示当前仿真结果目录。 

B.   举例 

例子： 

  ChangeSimResultDirectory(r"E:\03_workspath") 

说明: 

  将仿真结果工作目录修改为 E:\03_workspath。 

(5). RunScript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RunScript(String script_file) 

说明: 

  执行脚本文件。 

  script_file:  脚本文件。 

B.   举例 

例子： 

  RunScript(r"E:\03_workspath\test.py") 

说明: 

  运行 E:\03_workspath下 test.py脚本。 

(6). GetLastErrors 

A.   功能说明 

语法: 

  String[:] GetLastErrors() 

说明: 

  获取上一条命令的错误信息，若上一条的命令是正确的，即没有错误信息，将返回空。 

B.   举例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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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LastErrors() 

说明: 

  获取上一条命令的错误信息。 

(7). ClearAll 

A.   功能说明 

语法: 

  ClearAll() 

说明: 

  清除系统所有内容，回复到启动状态 

B.   举例 

例子： 

  ClearAll() 

说明: 

  软件回复到启动状态。 

(8). Echo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 Echo (Bool on=None) 

说明: 

  设置/获取是否反馈每条语句的执行结果。如果不传入参数，则返回当前状态。 

  on:  是否反馈，默认值为 None，表示获取当前状态。 

B.   举例 

例子： 

  Echo(on=True) 

说明: 

  返回此后命令的执行结果。此时在命令行中执行其他命令如：ClearScreen()，将会输出该命令执

行结果”True”。 

(9). Exit 

A.   功能说明 

语法: 

  Exit() 

说明: 

  退出 MWorks.Sysplorer，若此时存在修改而未保存的实例或模型时，不会弹出是否保存提示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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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举例 

例子： 

  Exit() 

说明: 

  退出 MWorks.Sysplorer。 

22.1.4 文件命令 

(1). OpenModelFile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OpenModelFile(String path, Boolean auto_reload = True) 

说明: 

  加载指定的 Modelica模型文件，支持.mef和.mo文件。 

  path:         Modelica模型文件的全路径。 

  auto_reload:  如果文件已经加载是否自动重新加载。 

B.   举例 

例子： 

  OpenModelFile(r"E:\03_workspath\TestModel101.mef",True) 

说明: 

  打开 TestModel101.mef文件，若已经打开了，重新加载。 

(2). LoadLibrary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LoadLibrary(String lib_name, 

String lib_version=MSLVersion.Default) 

说明: 

  加载 Modelica模型库。如果已经加载，则不再加载，如果加载了不同版本的模型库，则卸载已加

载的并重新加载。 

  lib_name:     Modelica模型库名. 

  lib_version:  模型库版本(参见变量"MSLVersion")。 

B.   举例 

例子： 

  LoadLibrary('Modelica','3.2')或 

  LoadLibrary('Modelica', MSLVersion.V3_2)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MSL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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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加载 Modleica3.2 

(3). ImportFMU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ImportFMU(String fmu_path) 

说明: 

  导入 FMU文件，若已经导入过，则自动卸载并重新导入。 

  fmu_path:  FMU文件的全路径。 

B.   举例 

例子： 

  ImportFMU(r"E:\03_workspath\TestModel.fmu") 

说明: 

  导入 TestModel.fmu文件 

(4). EraseClasses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EraseClasses(String[:] class_list) 

说明: 

  删除子模型或卸载顶层模型。 

  class_list:  模型名列表。 

B.   举例 

例子 1： 

  EraseClasses(['TestModel.M2','TestModel.P1']) 

说明: 

  删除 TestModel模型下的子模型 M2,P1 

  

例子 2： 

  EraseClasses(['TestModel']) 

说明: 

  卸载 TestModel 

(5). ExportIcon 

A.   功能说明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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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lean ExportIcon(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image_file, Integer 

width=400, Integer height=400) 

说明: 

  把图标视图导出为图片。 

  model_name:  模型名。 

  image_file:  图片文件路径。 

  width:       图片宽度，默认为 400像素。 

  height:      图片高度，默认为 400像素。 

B.   举例 

例子： 

  ExportIcon ('TestModel', r'E:\03_workspath\Icon.png',600,600) 

说明: 

  将 TestModel的图标视图生成为 600*600像素的图片，导出到 E:\03_workspath下，命名为

Icon.png。 

(6). ExportDiagram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ExportDiagram (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image_file, Integer 

width=400, Integer height=400) 

说明: 

  把组件视图导出为图片。 

  model_name:  模型名。 

  image_file:  图片文件路径。 

  width:       图片宽度，默认为 400像素。 

  height:      图片高度，默认为 400像素。 

B.   举例 

例子： 

  ExportDiagram ('TestModel', r'E:\03_workspath\Diagram.png',600,600) 

说明: 

  将 TestModel的组件视图生成为 600*600像素的图片，导出到 E:\03_workspath下，命名为

Diagram.png。 

(7). ExportDocumentation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ExportDocumentation(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doc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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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把模型文档信息导出到文件（只可以网页格式文件）。 

  model_name:  模型名。 

  doc_file:    文档文件名。 

B.   举例 

例子： 

  ExportDocumentation ('TestModel', r'E:\03_workspath\aa.html') 

说明: 

  将 TestModel的文档视图导出到 E:\03_workspath\aa.html文件中。 

(8). ExportFMU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ExportFMU(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fmi_type=FMI.Type.ModelExchange, String fmi_verision=FMI.Version.V1, String 

fmu_path="") 

说明: 

  模型导出为 FMU。 

  model_name:    模型名。 

  fmi_type:      FMI类型(参见变量"FMI.Type")。 

  fmi_verision:  FMI版本(参见变量"FMI.Version")。 

  fmu_path:      FMU文件保存路径。 

B.   举例 

例子： 

  ExportFMU('TestModel', FMI.Type.CoSimulation, FMI.Version.V2, 

r'E:\03_workspath') 

说明: 

  将模型 Tsetmodel导出 FMU，导出的 FMI版本为 V1，类型为 Co-Simulation,保存位置为

E:\03_workspath 

(9). ExportVeristand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ExportVeristand(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veristand_file) 

说明: 

  模型导出为 Veristand模型。 

  model_name:      模型名。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FMI.Type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FMI.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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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stand_file:  Veristand模型文件。 

B.   举例 

例子： 

  ExportVeristand('TestModel', r'E:\03_workspath\TestModel.dll') 

说明: 

  将模型 TestModel导出为 Veristand文件，导出文件的全路径为

E:\03_workspath\TestModel.dll 

(10). ExportSFunction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ExportSFunction(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sfunction_path, String 

sfunction_name = "") 

说明: 

  模型导出为 Simulink的 S-Function。 

  model_name:      模型名。 

  sfunction_path:  s-function文件保存路径。 

  sfunction_name:  s-function名字。 

B.   举例 

例子： 

  ExportSFunction('TestModel', r'E:\03_workspath','AA') 

说明: 

  将模型 TestModel导出为 S-Function文件，并生成在 E:\03_workspath下，生成的文件名

为 AA.c, AA_func.c, momodel_info.c 

22.1.5 仿真命令 

(1). OpenModel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OpenModel(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view_type=ModelView.Diagram) 

说明: 

  打开模型窗口。 

  model_name:  模型名。 

  view_type:   视图类别(参见变量"ModelView")。 

B.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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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OpenModel ('TestModel', ModelView.Text) 

说明: 

  打开模型 TestModel的文本视图 

(2). CheckModel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CheckModel(String model_name="") 

说明: 

  检查模型。 

  model_name:  模型全名。 

B.   举例 

例子： 

  CheckModel('TestModel') 

说明: 

  检查 TestModel。 

(3). TranslateModel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TranslateModel (String model_name="") 

说明: 

  翻译模型。 

  model_name:  模型全名。 

B.   举例 

例子： 

  TranslateModel ('TestModel') 

说明: 

  翻译 TestModel。 

(4). SimulateModel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SimulateModel(String model_name="", Real start_time=0, Real 

stop_time=1, Integer number_of_intervals=500, String 

algo=Integration.Dassl, Real tolerance=0.0001, Real integral_ste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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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ean store_double=True, Boolean store_event=False, String result_file = 

"") 

说明: 

  仿真模型。 

  model_name:           模型名。 

  start_time:           仿真开始时间。 

  stop_time:            仿真终止时间。 

  number_of_intervals:  输出区间个数。 

  algo:                 积分算法(参见变量"Integration")。 

  tolerance:            积分算法误差。 

  integral_step:        初始积分步长或定步长。 

  store_double:         结果是否存为双精度。 

  store_event:          是否存储事件时刻的变量值。 

  result_file:          仿真结果的文件存放的文件夹路径。 

B.   举例 

例子： 

  SimulateModel(model_name="TestModel",algo=Integration.Euler, result_file 

=r"E:\aa") 

说明: 

  仿真模型 TestModel，选用 Euler算法，将实例文件生成在 E:\aa文件夹下，其余仿真设置采用

缺省设置即：仿真开始时间为 0，结束时间为 1，输出步数为 500，精度为 0.0001，积分步长为

0.002，结果保存为 Float精度，不保存事件点。 

(5). RemoveResults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RemoveResults() 

说明: 

  移除所有结果。 

B.   举例 

例子： 

  RemoveResults() 

说明: 

  清除所有实例，包括未保存的。 

(6). ImportInitial 

A.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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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Boolean ImportInitial(String initial_file) 

说明: 

  导入初值文件。 

  initial_file:  初值文件路径,注意初值文件只可以为.txt文件。 

B.   举例 

例子： 

  ImportInitial(r'E:\03_workspath\Initial.txt') 

说明: 

  导入初值文件 Initial.txt至仿真浏览器当前的实例中。 

(7). ExportInitial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ExportInitial(String initial_file) 

说明: 

  导出初值文件。 

  initial_file:  初值文件路径。注意初值文件只可以导出到.txt文件中。 

B.   举例 

例子： 

  ExportInitial(r'E:\03_workspath\Initial.txt') 

说明: 

  导出当前实例的初值至 Initial.txt。 

(8). ExportResult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ExportResult(String file_name, String 

format_type=ResultFormat.Default, String[:] vars=[]) 

说明: 

  导出结果文件，支持 csv、mat格式，并支持导出整个实例。 

  file_name:    文件名。 

  format_type:  文件格式(参见变量"ResultFormat")。 

  vars:         变量名，默认为空，表示导出所有结果变量。 

B.   举例 

例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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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Result(r'E:\03_workspath\Result.csv',ResultFormat.Csv) 

说明: 

  将当前实例结果保存至 Result.csv文件中。 

  

例子 2： 

  ExportResult(r'E:\03_workspath',ResultFormat.Default) 

说明: 

  在 E:\03_workspath下生成与实例名相同的文件夹，文件夹中放置该实例的所有文件。 

22.1.6 曲线命令 

(1). CreatePlot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 CreatePlot (Int id = 1，Int position[4], String x=”time”, List y, 

String heading=””, Bool grid=True, Bool legend=True, Int legend_location=1, 

Bool legend_horizontal=True, Bool legend_frame=False, List legends, string 

x_display_unit = “s”,List y_display_units,Int left_title_type=1, String 

left_title=””, Int bottom_title_type=1, String bottom_title=””, Int 

right_title_type=1, String right_title=””, Bool curve_vernier=False, Bool 

fix_time_range=False, Real fix_time_range_value=10, String result_file="", 

Int sub_plot = 1); 

说明: 

  新建曲线窗口。当 x使用默认参数时，创建 y(time)窗口。当 x被设置时，检查 x 与所有 y是否都来

自同一个实例，来自同一个实例则创建 y(x)窗口，否则创建失败。如果 id和 sub_plot 所唯一指定的

子窗口已存在，则清空子窗口中已有变量。 

  id:                    窗口编号。id=0,表示新建曲线窗口;id>0,表示创建编号 id的曲

线 

                             窗口,若存在，直接覆盖创建。 

  position:              窗口位置。以左上角坐标为位置坐标，宽和高表示窗口大小。电脑屏

幕的最左上 

                             角为原点即坐标为[0，0]，屏幕上

边界向右为 x轴正方向，屏幕左边 

                             界向下为 y轴正方向。 

  x:                     x轴的变量，即自变量，默认是 time。 

  y:                     变量列表。 

  heading:               标题。 

  grid:                  显示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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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end:                是否绘制图例（暂不支持）。 

  legend_location:       是否图例位置（暂不支持）。 

  legend_horizontal:     是否水平放置图例（暂不支持）。 

  legend_frame:          是否绘制图例边框（暂不支持）。 

  legends:               图例文字列表。 

  x_display_unit         x轴显示单位。 

  y_display_units        变量的显示单位。 

  left_title_type:       左纵坐标标题类型(参见变量"AxisTiTleType")。 

  left_title:            自定义的左纵坐标标题。 

  bottom_title_type:     横坐标标题类型(参见变量"AxisTiTleType")。 

  bottom_title:          自定义的横坐标标题。 

  right_title_type:      右纵坐标标题类型(参见变量"AxisTiTleType")。 

  right_title:           自定义的右纵坐标标题。 

  curve_vernier:         显示曲线游标。 

  fix_time_range:        限定时间范围。 

  fix_time_range_value:  限定的时间范围值。 

  result_file:           结果文件，需填写结果文件的全路径。 

  sub_plot：             子窗口序号。 

B.   举例 

例子： 

CreatePlot(id=2,x='boxBody2.frame_b.r_0[2]',y=['boxBody2.frame_a.r_0[1]', 

'boxBody2.frame_a.r_0[2]'],curve_vernier=True, 

result_file=r'E:\03_workspath\DoublePendulum') 

说明: 

  创建编号为 2的曲线窗口，显示实例 DoublePendulum中以 boxBody2.frame_b.r_0[2]为 X

轴的 boxBody2.frame_a.r_0[1],boxBody2.frame_a.r_0[2]的曲线，并在该曲线窗口显示游

标。 

(2). Plot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Plot(String[:] y, String[:] legends, Integer[:] colors, 

LineStyle[:] line_styles, MarkerStyle[:] marker_styles, Integer[:] 

thicknesses, String[:] display_units, VerticalAxis[:] vertical_axes) 

说明: 

  在最后一个窗口中绘制指定变量的曲线，如果没有窗口则按系统默认设置新建一个窗口。 

  y:              变量名列表。若某变量在最后一个曲线窗口中存在，则取消该变量的绘制。 

  legends:        图例文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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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s:         曲线颜色(参见变量"LineColor")列表。 

  line_styles:    曲线线型(参见变量"LineStyle")列表。 

  marker_styles:  曲线数据点样式(参见变量"MarkerStyle")列表。 

  thicknesses:    线宽(参见变量"LineThickness")列表(。 

  display_units:  显示单位列表。 

  vertical_axes:  纵轴类型(参见变量"VerticalAxis")列表。 

B.   举例 

例子： 

Plot(y=['boxBody2.frame_a.r_0[2]','boxBody1.frame_a.r_0[1]','damper.phi_rel'], 

colors=[LineColor.Black, LineColor.Red, LineColor.Purple], 

display_units=['cm','m','rad'],vertical_axes=[VerticalAxis.Left, 

VerticalAxis.Left, VerticalAxis.Right]) 

说明: 

  在曲线窗口按照如下设置显示以下三个曲线 

  boxBody2.frame_a.r_0[2]：颜色为黑色，显示单位为 cm，显示为左纵坐标轴 

  boxBody1.frame_a.r_0[1]：颜色为红色，显示单位为 m，显示为左纵坐标轴 

  damper.phi_rel：颜色为紫色，显示单位为 rad，显示为右纵坐标轴 

(3). RemovePlots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RemovePlots() 

说明: 

  关闭所有曲线窗口。 

B.   举例 

例子： 

  RemovePlots() 

说明: 

  关闭所有曲线窗口。 

(4). ClearPlot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ClearPlot(Boolean remove=False, Int id=-1) 

说明: 

  清除曲线窗中当前子窗口内容。如果 remove为 True，则移除当前子窗口。最后一个子窗口不会被移

除，并且总是返回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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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ve :  是否移除子窗口。 

  id:       窗口编号。 

B.   举例 

例子： 

  ClearPlot(remove=True,id=3) 

说明: 

  清除“曲线窗口-3”中的所有曲线，并移除当前子窗口。 

(5). ExportPlot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ExportPlot(String file_path, Int file_format, Int id=-1) 

说明: 

  曲线导出。 

  file_path:      文件。 

  file_format:    文件格式，支持图片(.jpg/.png/.bmp)、csv、mat、txt(参见变量

"PlotFileFormat")。 

  id:             窗口编号，默认为-1，表示最后一个窗口。 

  W:              图片宽度，默认为-1，表示图片宽度为曲线窗口当前宽度。 

  h:              窗口高度，默认为-1，表示图片高度为曲线窗口当前高度。 

B.   举例 

例子： 

  ExportPlot(r'E:\03_workspath\Plot.png',PlotFileFormat.Image,3,200,200) 

说明: 

  将曲线窗口-3作为 200*200大小的图片导出，导出的文件路径为

'E:\03_workspath\Plot.png'。 

22.1.7 优化命令 

优化命令是基于相关的配置文件（.xml 文件）进行执行的，配置文件可以在

界面中使用试验相关功能时，完成参数配置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得到。 

(1). PerturbParameters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PerturbParameters(String config_file)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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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扰动，考察参数变动对系统行为的影响。 

  config_file:  配置文件。 

B.   举例 

例子： 

  PerturbParameters(r'E:\03_workspath\PerturbParameters.xml') 

说明: 

  基于配置文件 PerturbParameters.xml进行参数扰动。 

(2). SweepParameter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SweepParameter(String config_file) 

说明: 

  参数扫动用于观察参数值按照某一序列变化时，结果变量的细微变化。 

  config_file:  配置文件。 

B.   举例 

例子： 

  SweepParameter (r'E:\03_workspath\SweepParameter.xml') 

说明: 

  基于配置文件 SweepParameter.xml进行参数扫动。 

(3). SweepOneParameter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SweepOneParameter(String config_file) 

说明: 

  限制扫动一个参数，观察结果变量的细微变化。 

  config_file:  配置文件。 

B.   举例 

例子： 

  SweepOneParameter (r'E:\03_workspath\SweepOneParameter.xml') 

说明: 

  基于配置文件 SweepOneParameter.xml进行一个参数扫动。 

(4). SweepTwoParameters 

A.   功能说明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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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lean SweepTwoParameters(String config_file) 

说明: 

  限制扫动不多于两个参数，观察结果变量的细微变化。 

  config_file:  配置文件。 

B.   举例 

例子： 

  SweepTwoParameters (r'E:\03_workspath\SweepTwoParameters.xml') 

说明: 

  基于配置文件 SweepTwoParameters.xml进行不多于两个参数的扫动。 

(5). MonteCarloAnalysis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MonteCarloAnalysis(String config_file) 

说明: 

  蒙特卡洛分析。 

  config_file:  配置文件。 

B.   举例 

例子： 

  MonteCarloAnalysis (r'E:\03_workspath\MonteCarloAnalysis.xml') 

说明: 

  基于配置文件 MonteCarloAnalysis.xml进行蒙特卡洛分析。 

(6). ValidateModel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ValidateModel(String config_file) 

说明: 

  模型验证，比较模型仿真结果变量与参考指标变量之间的差异。 

  config_file:  配置文件。 

B.   举例 

例子： 

  ValidateModel(r'E:\03_workspath\ValidateModel.xml') 

说明: 

  基于配置文件 ValidateModel.xml进行模型验证。 

(7). Calibrat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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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CalibrateModel(String config_file) 

说明: 

  模型标定，通过比对模型仿真数据与试验测量数据的差异，使得模型输出与测量结果达到最大程度

的吻合。 

  config_file:  配置文件。 

B.   举例 

例子： 

  CalibrateModel(r'E:\03_workspath\CalibrateModel.xml') 

说明: 

  基于配置文件 CalibrateModel.xml进行模型标定。 

(8). CheckParameterSenstivity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CheckParameterSenstivity(String config_file) 

说明: 

  检查参数灵敏度，使用模型标定算法对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config_file:  配置文件。 

B.   举例 

例子： 

CheckParameterSenstivity(r'E:\03_workspath\CheckParameterSenstivity.xml') 

说明: 

  基于配置文件 CheckParameterSenstivity.xml检查参数灵敏度。 

(9). OptimizeModel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OptimizeModel(String config_file) 

说明: 

  模型优化。 

  config_file:  配置文件。 

B.   举例 

例子： 

  OptimizeModel(r'E:\03_workspath\OptimizeModel.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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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基于配置文件 OptimizeModel.xml进行模型优化。 

 

22.1.8 动画命令 

(1). CreateAnimation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CreateAnimation() 

说明: 

  新建动画窗口。 

B.   举例 

例子： 

  CreateAnimation() 

说明: 

  新建动画窗口。 

(2). RemoveAnimations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RemoveAnimations() 

说明: 

  关闭所有动画窗口。 

  

B.   举例 

例子： 

  RemoveAnimations() 

说明: 

  关闭所有动画窗口。 

(3). RunAnimation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RunAnimation() 

说明: 

  播放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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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举例 

例子： 

  RunAnimation() 

说明: 

  播放动画。 

(4). AnimationSpeed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AnimationSpeed (Real speed) 

说明: 

  设置动画播放速度。 

  speed:  加速因子。大于 1表示加速，小于 1表示减速，在播放的过程中设置为 0则停止播放。 

B.   举例 

例子： 

  AnimationSpeed (0.1) 

说明: 

  设置动画播放速度为 0.1。 

22.1.9 模型对象操作命令 

(1). GetClasses 

A.   功能说明 

语法: 

  String[:] GetClasses(String model_name) 

说明: 

  获取指定模型的嵌套类型。 

  model_name:  模型名。当给定空字符串时，则获取模型浏览器上所有顶层模型列表。 

B.   举例 

例子： 

  GetClasses('Modelica') 

说明: 

  获取 Modleica的嵌套模型，执行该命令后将返回('UsersGuide', 'Blocks', 

'ComplexBlocks', 'StateGraph', 'Electrical', 'Magnetic', 'Mechanics', 

'Fluid', 'Media', 'Thermal', 'Math', 'ComplexMath', 'Utilities', 

'Constants', 'Icons', 'SIunits') 

(2). Get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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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功能说明 

语法: 

  String[:] GetComponents(String model_name) 

说明: 

  获取指定模型的嵌套组件。 

  model_name:  模型名。 

  

B.   举例 

例子： 

  GetComponents('Modelica.Blocks.Examples.PID_Controller') 

说明: 

  获取模型 Modelica.Blocks.Examples.PID_Controller中的所有嵌套组件，执行该命令后

将返回('driveAngle', 'PI', 'inertia1', 'torque', 'spring', 'inertia2', 

'kinematicPTP', 'integrator', 'speedSensor', 'loadTorque') 

(3). GetParamList 

A.   功能说明 

语法: 

  (param_name, param_type)[:] GetParamList(String pre_name) 

说明: 

  获取指定组件前缀层次中的参数列表。返回值列表中的元素为：<参数名-参数类型名>的键-值对。 

  pre_name:  组件前缀名。缺省值为空，表示获取模型顶层参数。 

  

B.   举例 

例子： 

  GetParamList('kinematicPTP') 

说明: 

  获取模型 Modelica.Blocks.Examples.PID_Controller中组件 kinematicPTP的参数列表，

执行该命令后将返回(('nout', 'Integer'), ('deltaq', 'Real'), ('qd_max', 

'Real'), ('qdd_max', 'Real'), ('startTime', 'Modelica.SIunits.Time')) 

 

(4). GetModelDescription 

A.   功能说明 

语法: 

  String GetModelDescription(String model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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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获取指定模型的描述文字。 

  model_name:  模型名。 

B.   举例 

例子： 

  GetModelDescription('Modelica.Blocks.Examples.PID_Controller') 

说明: 

  获取 Modelica.Blocks.Examples.PID_Controller的模型描述，执行该命令后将返回

'Demonstrates the usage of a Continuous.LimPID controller' 

(5). SetModelDescription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SetModelDescription(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description) 

说明: 

  设置指定模型的描述文字,替换原来的描述。注意，对于模型库或加密模型该命令不可用。 

  model_name:   模型名。 

  description:  描述文字。 

B.   举例 

例子： 

  SetModelDescription('TestModel.P1','测试 Test') 

说明: 

  设置模型 TestModel.P1的描述信息为”测试 Test” 

(6). GetComponentDescription 

A.   功能说明 

语法: 

  String GetComponentDescription(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component_name) 

说明: 

  获取指定模型中组件的描述文字。 

  model_name:      模型名。 

  component_name:  组件名。 

B.   举例 

例子： 

  GetComponentDescription('Modelica.Blocks.Continuous.PI','u')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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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模型 Modelica.Blocks.Continuous.PI中组件 u的描述，执行该命令后将返回

'Connector of Real input signal' 

(7). SetComponentDescription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SetComponentDescription(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component_name, 

String description)) 

说明: 

  设置指定模型中组件的描述文字。注意，对于模型库或加密模型该命令不可用。 

  model_name:      模型名。 

  component_name:  组件名。 

  description:     描述文字。 

B.   举例 

例子： 

  SetComponentDescription('TestModel','Con2','连接组件 2') 

说明: 

  设置模型 TestModel中的组件 Con2的描述信息为”连接组件 2”。 

(8). SetParamValue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SetParamValue(String param_name, String value) 

说明: 

  设置当前模型指定参数的值，支持设置内置类型属性。 

  param_name:  参数全名。 

  value:       参数值。 

B.   举例 

例子 1： 

  SetParamValue('integrator.k', '99') 

说明: 

  设置当前模型的组件 integrator中，参数 k的值为 99。 

  

例子 2： 

  SetParamValue('x.displayUnit ', 'cm') 

说明: 

  设置当前模型中，参数 x的显示单位为'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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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etModelText 

A.   功能说明 

语法: 

  Boolean SetModelText(string model_name, string model_txt) 

说明: 

  修改模型的 Modelica文本内容。 

  model_name:  模型名。 

  model_txt:   Modelica文本。 

    B.   举例 

例子： 

  SetModelText('TestModel', 'model a Real x=time; end a;') 

说明: 

  将模型 TestModel的文本修改为'model a Real x=time; end a;'。 

(10). GetExperiment 

A.   功能说明 

语法: 

  Experiment GetExperiment(String model_name) 

说明: 

  获取模型仿真配置。 

  model_name:  模型名。 

B.   举例 

例子： 

  GetExperiment('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Examples.First') 

说明: 

  获取 Modelica.Mechanics.Rotational.Examples.First的仿真配置。 

22.1.10 命令汇总 

命令接口 含义 

Help() 显示帮助信息 

ListFunctions() 列出所有命令接口的函数名 

ListVaraibles() 列举出所有已定义变量 

Status.ExitCode 退出码存/取 

ClearScreen() 清空命令窗口 

SaveScreen() 保存命令窗口内容至文件 

ChangeDirectory() 更改工作目录 

ChangeSimResultDirectory()  更改仿真结果目录 

RunScript() 执行脚本文件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Help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ListFunction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ListVaraible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退出码存/取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learScree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SaveScree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hangeDirectory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hangeSimResultDirectory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RunScript


第260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GetLastErrors()  获取上一条命令的错误信息 

ClearAll() 移除所有模型 

Echo() 打开或关闭命令执行状态的输出 

Exit() 退出 MWorks.Sysplorer 

OpenModelFile() 加载指定的 Modelica 模型文件 

LoadLibrary()  加载 Modelica 模型库 

ImportFMU() 导入 FMU 文件 

EraseClasses() 删除子模型或卸载顶层模型 

ExportIcon() 把图标视图导出为图片 

ExportDiagram()  把组件视图导出为图片 

ExportDocumentation() 把模型文档信息导出到文件 

ExportFMU() 模型导出为 FMU 

ExportVeristand() 模型导出为 Veristand 模型 

ExportSFunction() 模型导出为 Simulink 的 S-Function 

OpenModel() 打开模型窗口 

CheckModel() 检查模型 

TranslateModel() 翻译模型 

SimulateModel() 仿真模型 

RemoveResults() 移除所有结果 

ImportInitial() 导入初值文件 

ExportInitial() 导出初值文件 

ExportResult() 导出结果文件 

CreatePlot() 按指定的设置创建曲线窗口 

Plot() 在最后一个窗口中绘制指定变量的曲线 

RemovePlots() 关闭所有曲线窗口 

ClearPlot() 清除曲线窗口中的所有曲线 

ExportPlot() 曲线导出 

PerturbParameter() 参数扰动 

SweepParameter() 参数扫动 

SweepOneParameter() 限制扫动一个参数 

SweepTwoParameters() 扫动两个参数 

MonteCarloAnalysis() 蒙特卡洛分析 

ValidateModel()  模型验证 

CalibrateModel() 模型标定 

CheckParameterSenstivity()  检查参数灵敏度 

OptimizeModel() 模型优化 

CreateAnimation() 新建动画窗口 

RemoveAnimations() 关闭所有动画窗口 

RunAnimation() 播放动画 

AnimationSpeed() 设置动画播放速度 

GetClasses() 获取指定模型的嵌套类型 

GetComponents() 获取指定模型的嵌套组件 

GetParamList()  获取指定组件前缀层次中的参数列表。 

GetModelDescription()  获取指定模型的描述文字 

SetModelDescription()  设置指定模型的描述文字 

GetComponentDescription() 获取指定模型中组件的描述文字 

SetComponentDescription() 设置指定模型中组件的描述文字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GetLastError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learAl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cho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it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OpenModelFile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LoadLibrary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ImportFMU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raseClasse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portIco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portDiagram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portDocumentatio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portFMU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portVeristand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portSFunctio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OpenMode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heckMode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TranslateMode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SimulateMode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RemoveResult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ImportInitia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portInitia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portResult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reatePlot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Plot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RemovePlot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reatePlot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ExportPlot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PerturbParameter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SweepParameter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SweepOneParameter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SweepTwoParameter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MonteCarloAnalysi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ValidateMode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alibrateMode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heckParameterSenstivity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OptimizeModel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CreateAnimatio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RemoveAnimation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RunAnimatio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AnimationSpeed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GetClasse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GetComponents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GetParamList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GetModelDescriptio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SetModelDescriptio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GetComponentDescription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SetComponent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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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ParamValue() 设置当前模型指定参数的值 

SetModelText()  修改模型的 Modelica()文本内容 

GetExperiment() 获取模型仿真配置 

22.1.11 变量汇总 

变量 含义 

Advanced.CheckExtendsRestriction 检查基类限制性 

Advanced.CheckTransitivelyNonReplaceable 检查递归非可替换限制性 

Advanced.CheckTypeOfClassCompatibility 检查类的类别相容限制性 

AxisTiTleType.Custom 自定义的轴标题 

AxisTiTleType.Default 使用默认的轴标题 

AxisTiTleType.None_ 无轴标题 

FMI.Type.CoSimulation 联合仿真类型的 FMI 

FMI.Type.ModelExchange 模型交换类型的 FMI 

FMI.Version.V1 FMI 1.0 

FMI.Version.V2 FMI 2.0 

Integration.Dassl 积分算法: Dassl 

Integration.Euler 积分算法: Euler 

Integration.Radau5 积分算法: Radau5 

Integration.Rkfix2 积分算法: Rkfix2 

Integration.Rkfix3 积分算法: Rkfix3 

Integration.Rkfix4 积分算法: Rkfix4 

Integration.Rkfix6 积分算法: Rkfix6 

Integration.Rkfix8 积分算法: Rkfix8 

LegendLocation.Above 图例位置：上面 

LegendLocation.Below 图例位置：下面 

LegendLocation.BottomLeft 图例位置：左下 

LegendLocation.BottomRight 图例位置：右下 

LegendLocation.Left  图例位置：左边 

LegendLocation.Right 图例位置：右边 

LegendLocation.TopLeft 图例位置：左上 

LegendLocation.TopRight 图例位置：右上 

LineColor.Black 黑色 

LineColor.Brown 棕色 

LineColor.Green 绿色 

LineColor.Magent 洋红 

LineColor.Purple 紫色 

LineColor.Red 红色 

LineColor.Yellow 黄色 

LineStyle.DashDot 点划线 

LineStyle.DashDotDot 双点划线 

LineStyle.Dashed 虚 

LineStyle.Dotted 点线 

LineStyle.Solid 实线 

LineThickness.Double 双倍线宽 

LineThickness.Quad 四倍线宽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SetParamValue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SetModelText
mworks://ref/UserGuide/ScriptingReference.html#_Get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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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Thickness.Single 单倍线宽 

MSLVersion.Default MWorks.Sysplorer 使用的最新 Modelica 标

准库 

MSLVersion.V2_2_2 Modelica 标准库版本 2.2.2 

MSLVersion.V3_0 Modelica 标准库版本 3.0 

MSLVersion.V3_2 Modelica 标准库版本 3.2 

MSLVersion.V3_2_1 Modelica 标准库版本 3.2.1 

MSLVersion.V3_2_2 Modelica 标准库版本 3.2.2 

MarkerStyle.Circle 圆形 

MarkerStyle.Cross 交叉形 

MarkerStyle.Diamond 菱形 

MarkerStyle.FilledCircle 实心圆 

MarkerStyle.FilledSquare 实心正方形 

MarkerStyle.None_ 不显示数据点 

MarkerStyle.Square 正方形 

MarkerStyle.TriangleDown 倒三角形 

MarkerStyle.TriangleUp 正三角形 

ModelView.Diagram 组件视图 

ModelView.Documentation 文档视图 

PlotFileFormat.Csv 曲线导出为 csv 文件 

PlotFileFormat.Image 曲线导出为图片 

PlotFileFormat.Mat 曲线导出为".mat"文件 

PlotFileFormat.Text 曲线导出为文本文件 

ResultFormat.Csv csv(逗号分隔)文件格式 

ResultFormat.Default 默认的结果文件格式 

VerticalAxis.Left 左纵轴 

VerticalAxis.Right 右纵轴 

22.1.12 脚本示例 

Python 示 例 文 件 在 安 装 目 录 \Samples\PythonDemo\Demo.py ， 打 开

MWorks.Sysplorer，将脚本拖入命令窗口即可执行。该示例命令包括：加载模型、

参数修改、仿真、曲线查看与保存、动画播放。其他命令示例可参考文 22.1.10

节。 

22.2 CMD 命令 

以命令行的方式启动 MWorks.Sysplorer，传入一些特定命令行参数，完成特

定操作。本章主要介绍了一些命令行参数及其使用说明。 

22.2.1 启动模式 

MWorks.Sysplorer 启动时支持 2 种模式：GUI 模式和控制台模式。 

(1). GUI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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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默认常规启动模式，软件启动之后显示软件界面，用户可以交互建模、

仿真等。 

(2). 控制台模式 

这种模式启动软件后，软件根据传入的命令行参数，完成指定操作任务，任

务结束之后，软件进程结束。此模式下软件没有 GUI 界面。 

22.2.2 命令使用格式 

注：命令行操作需要在 cmd.exe 中切换到软件安装目录的 Bin 文件夹，输入

命令格式如下： 

C:\Program Files\MWorks.Sysplorer\Bin>MWorks 命令 

22.2.3 查询所有命令 

命令行格式： 

-h 

说明：输入命令之后，控制台会打印所有命令及其用法，如图 22-7 所示。 

 

图 22-7 查询所有命令 

22.2.4 版本信息 

命令行格式： 

-v 

说明：在控制台中显示当前 MWorks.Sysplorer.Sysporer 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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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版本信息 

22.2.5 后台启动 

命令行格式： 

-q 

说明：如果命令行有 -q 或者 –quiet 参数，则以控制台的方式启动，软件没

有 GUI 界面。控制台模式比较适合结合模型检查、翻译、求解等命令行进行批

量操作。模型的输出信息（如检查模型）会打印在控制台中。 

22.2.6 设置建模工作目录 

命令行格式： 

-w dir  /  -work_dir dir 

例子： 

-w “E:\03_workspath” 

说明：如果-w 指定了正确的建模工作目录，则用户配置 xml 文件中所设定

的建模工作目录就不起作用，如图 22-9 所示；否则工作目录根据用户配置 xml

文件而定。 

注意：只对本次执行有效，下次启动后，仍使用 xml 文件中所设定的建模工

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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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设置建模工作目录 

22.2.7 设置仿真结果目录 

命令行格式： 

-d dir  /  -output_dir dir 

例子： 

-d “E:\03_workspath\03_仿真目录” 

说明：如果-d 指定了正确的仿真结果目录，则用户配置 xml 文件中所设定的

仿真结果目录就不起作用，如图 22-10 所示；否则仿真结果目录根据用户配置 xml

文件而定。 

注意：命令行启动的设置不会保存到配置文件中，重新启动软件后，仍使用

xml 配置文件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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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0 设置仿真结果目录 

22.2.8 设置启动时要加载的模型 

命令行格式： 

-l file  /  -load file 

例子： 

-l “C:\Program Files (x86)\MWorks.Sysplorer\Library\Modelica 

3.2\Modelica\package.mo” 

  说明：启动时可以加载多个模型，命令行形式如“-l file –l file –l file”，加载

信息会显示在状态栏中。 

22.2.9 设置仿真实例名称 

命令行格式： 

-o name  / -output name 

例子： 

-o SimFile 

说明：每个仿真实例有一个单独的文件目录，命令参数可以配置此目录的名

称（即为仿真实例名称）。 

设置仿真实例名称一般需要结合设置仿真结果目录、加载模型、翻译模型、

生成求解器等命令行操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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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0 检查模型 

检查的结果包含两部分：一是模型检查是否成功，二是检查的详细信息（输

出面板打印的检查信息）。 

命令行格式： 

-c name  /  -check name 

例子： 

-c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Examples.Systems.RobotR3.fullRobot 

说明：要进行检查模型，命令行参数中还需要包含启动时要加载的模型，输

入如下命令。 

-l “C:\Program Files (x86)\MWorks.Sysplorer\Library\Modelica 

3.2\Modelica\package.mo” -c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Examples.Systems.RobotR3.fullRobot 

在输出面板中打印的检查信息，如图 22-11 所示。 

 

图 22-11 检查模型信息 

22.2.11 翻译模型 

翻译指定全名的模型，翻译生成的 c 代码放置到仿真结果目录中。 

命令行格式： 

-t name  /  -translate name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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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Examples.Systems.RobotR3.fullRobot 

说明：要进行翻译模型，命令行参数中还需要包含启动时要加载的模型，输

入如下命令。 

-l “C:\Program Files (x86)\MWorks.Sysplorer\Library\Modelica 

3.2\Modelica\package.mo” -t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Examples.Systems.RobotR3.fullRobot 

在输出面板中打印的翻译信息，如图 22-12 所示。 

 

图 22-12 翻译模型信息 

如果设置了仿真实例名称，则翻译模型的结果文件将生成在仿真结果目录下

的该文件夹中；如果未设置仿真实例名称，翻译模型的结果文件将生成在仿真结

果目录下该模型全名的文件夹中，如图 2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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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3 翻译模型结果文件 

22.2.12 生成求解器 

对指定全名的模型，为其生成仿真求解器程序。生成的求解器，仿真配置文

件等放置到仿真结果目录中。 

命令行格式： 

-m name   /  -make_solver name 

例子： 

-m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Examples.Systems.RobotR3.fullRobot 

说明：要进行生成求解器，命令行参数中还需要包含启动时要加载的模型，

输入如下命令。 

-l “C:\Program Files (x86)\MWorks.Sysplorer\Library\Modelica 

3.2\Modelica\package.mo” -m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Examples.Systems.RobotR3.fullRobot 

在输出面板中打印的生成求解器信息，如图 2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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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4 生成求解器信息 

如果设置了仿真实例名称，则生成求解器的结果文件将生成在仿真结果目录

下的该文件夹中；如果未设置仿真实例名称，生成求解器的结果文件将生成在仿

真结果目录下该模型全名的文件夹中，如图 22-15 所示。 

 

图 22-15 生成求解器结果文件 

22.2.13 执行脚本 

执行.py 脚本文件。 

命令行格式： 

-r file     /  -run file 

例子： 

-r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MWorks.Sysplorer\loadfile.py” 

说明：输入命令后，软件自启动，运行 loadfile.py 脚本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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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4 返回值 

利用 bat 脚本执行命令时，通过控制台输出的返回值，判断和和定位错误。 

如新建一 bat 文件，输入如下的脚本命令，并保存： 

@echo on 

set ExePath=” C:\Program Files (x86)\MWorks.Sysplorer \Bin\mworks.exe” 

set MoPath=”E:\Test.mo” 

call %ExePath% -l %MoPath% -q 

echo %errorlevel% 

pause 

双击 bat 文件，在控制台输出返回值为“4101”，说明模型加载错误。 

 

图 22-16 控制台输出命令返回值 

更多的返回值的含义参见下表。 

表 22-1 命令返回值及其含义 

返回值 含义 

0  正确 

4096 脚本退出码上限，如果返回此值，则说明脚本执行

出错，且退出码超出上限 

4097 未知错误 

4098 暂不支持的特性 

4099  命令参数错误 

4100 模型加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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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模型检查错误 

4012 模型翻译错误 

4103 模型编译错误 

4104 模型仿真错误 

8192 缺少 license 授权 

22.2.15 命令汇总 

表 22-2 命令汇总 

编号 功能描述 命令行名称 

1 查询所有命令 -h 

2 
查询 MWorks.Sysplorer 的

版本 
-v 

3 
设置 MWorks.Sysplorer 启

动模式 
-q      /  -quiet 

4 设置建模工作目录 -w dir   /  -work_dir dir 

5 设置仿真结果工作目录 -d dir    /  -output_dir dir 

6 设置启动时要加载的模型 -l file    /  -load file 

7 设置仿真实例名称 -o name  /  -output name 

8 检查模型 -c name  /  -check name 

9 翻译模型 -t name   /  -translate name 

10 生成求解器 
-m name  /  -make_solver 

name 

11 执行脚本 -r file     /  -run file 

 

第六部分 接口 

23. FMI 

FMI(Functional Mock-up Interface)是 MODELISAR 协会基于 Modelica 技术

提出的功能样机可交换接口规范，用来提供一个统一的模型执行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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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FMI 

FMI 规范包括基于 C 语言的标准函数接口和模型变量属性描述文件两个部

分；建模工具根据 FMI 标准生成模型时必须生成相应的模型文件(可以为源码或

库的形式)，及与模型文件对应的模型描述文件。 

FMI 规范分模型交换(Model-Exchange)和协同仿真(Co-Simulation)两种，前者

用来实现一个建模工具以输入\输出块的形式生成一个动态系统模型的 C 代码，

供其他建模工具使用；后者用于耦合多个建模工具构建协同仿真环境。 

遵照 FMI 规范可以实现 Modelica 工具和非 Modelica 工具之间生成和交换模

型，基于 FMI 规范生成的模型称之为 FMU 模型(Functional Mock-up Unit)，即执

行 FMI 规范的模型单元。 

FMU 包含如下内容：内部包含 FMI 规范接口函数的模型文件、描述模型变

量属性的模型描述文件(ModelDescription.xml)、模型资源文件(如图片、文档、表

格、源码等文件)。 

目前 FMI 规范由 Modelica 协会管理，最新版本是 FMI v2.0 RC2，详细介绍

可以参见 https://www.fmi-standard.org。 

如图 23-2 所示，MWorks.Sysplorer 支持 Model-Exchange 和 Co-Simulation(包

括 1.0 和 2.0)导入和导出。目前 MWorks.Sysplorer 封装的 FMU 中包含模型文件、

模型描述文件和模型中引用的资源，不包含文档等其他文件。 

https://www.fmi-stand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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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FMI 支持情况 

23.1 FMU 导出 

在 MWorks.Sysplorer 文件菜单中通过导出按钮即可生成 FMI for model-

exchange 或 FMI for co-simulation 的 FMU 文 件 。 下 面 结 合 实 例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Examples.Systems.RobotR3.fullRobot，介绍FMU的

导出过程。 

(1). 在菜单“工具→选项”的 C 编译器标签页设置编译器，如图 2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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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设置编译器 

(2). 打开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Examples.Systems.RobotR3.fullRobot，

在“导出”菜单中选择“FMU”，如图 23-4 所示。 

  

图 23-4 导出 FMU 

(3). 弹出导出对话框，如图 23-5 所示，设置 FMI 版本、类型和保存位置后，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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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设置导出 FMU 选项 

其中： 

⚫ FMI 版本：下拉列表可选 V1 或 V2。 

⚫ FMI 类型：可选择模型交换(Model-Exchange)和协同仿真(Co-Simulation)

两种类型 

⚫ 保存位置：默认为菜单“工具→选项→环境”路径属性页中设置的工作目

录，点击 按钮可设置 FMU 文件的存储位置。 

(4). 在保存路径中成功生成 FMU文件，输出栏输出 FMU保存路径(图 23-6)，

点击链接打开保存路径文件。 

   

图 23-6 输出栏输出 FMU 保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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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将导出的 FMU 文件后缀名改为 zip，通过压缩软件可查看其中的文件

内容。FMU 文件的内容包括符合 FMI 规范的模型文件、模型描述文件和模型中

引用的资源。 

23.2 FMU 导入 

在 MWorks.Sysplorer 文件菜单中通过导入按钮设置需要导入的 FMU 路径后

即可成功导入 FMU 文件。 

(1). 设置编译器，配置过程与上一节相同。 

(2). 在“文件”菜单中点选择“导入→FMU”，如图 23-7 所示。 

 

图 23-7 导入 FMU 

(3). 弹出“选择 FMU 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 23.1 节导出的 FMU 文件，点

击【打开】。 

(4). 弹出“导入 FMU”对话框，设置导入信息。点击【确定】按钮，导入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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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导入 FMU 

23.3 常见问题 

(1). 如果 FMU 文件生成失败，则在输出窗口提示，如果失败，可翻译模型，

在输出栏中查看是否报错。 

(2). FMU 文件通常被用于导入至其它工具，为确保 FMU 导入其它工具中之

后的可解性，导出 FMU 之前，应确保导出的原模型在平台中可正确仿真求解。 

(3). 导出的联合仿真 FMU，记录了导出时的仿真设置，其求解的积分步长不

会大于设置的积分步长。 

(4). 如果 FMU 导入失败，则在输出栏中提示，检查如下两个方面： 

① FMU 是否正确。判断标准是必须符合 FMI for model-exchange V1.0 或

V2.0 的规范，利用压缩文件工具打开 FMU，其中至少包含有

modelDescription.xml 和 dll 文件，否则，导入 FMU 失败。 

② 编译器的设置是否正确，在生成 FMU 和导入 FMU 时建模工具编译器位

数不一致会使模型导入失败 

(5). 如果导入 FMU 时，组件视图中有组件处于未显示状态，需确认该 FMU

所依赖的模型库是否未加载。 

(6). 导入联合仿真 FMU 之后的模型可通过模型参数“fmu_StepSize”和

“fmu_StepFactor”综合调节求解效率，其影响规则如下： 

①  fmu_StepSize 越大求解过程中的离散事件数越少。 

② 在 fmu_StepSize 不变情况下 fmu_StepFactor 越小，仿真调用 FMU 求解

的次数越少，可能会提升求解效率。 

③  fmu_StepSize 与 fmu_StepFactor 的比值越小，模型的可解性越好。 

(7). 导入联合仿真 FMU 之后，可通过模型参数“fmu_LoggingOn”控制是否

输出该 FMU 的求解日志信息，用于进行调试。 

(8). 导入联合仿真 FMU 之后，可通过参数“fmu_InputStartForInit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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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FMU 的输入是否由用户设定。 

24. S-Function 

MWorks.Sysplorer 提供 Matlab/Simulink 接口，可以将 Modelica 模型转换为

信号框图(Block)，以便在 Simulink 中使用。接口文件位于“..\Tools\Simulink”目

录。 

Matlab 对 VC(Visual Studio C++)的支持情况在不同的环境(如 Windows XP、

Windows 7/ Windows 8)中有所不同。表 24-1 和表 24-2 分别显示的是 Matlab 在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 32-bit 及 Window 7/Windows 8 64-bit 环境中

支持情况。 

表 24-1 Win XP 环境下 Matlab 对 VC 的支持 

VC VC 2005 VC 2010 

Matlab2008a √ - 

Matlab2011b √ √ 

Matlab2013a √ √ 

表 24-2 Win 7/Win 8 环境下 Matlab 对 VC 的支持 

VC VC 2005 VC 2010 

  
32-

bit 

64-

bit 

32-

bit 

64-

bit 

Matlab2008a √ √ - - 

Matlab2011b √ √ √ √ 

Matlab2013a √ √ √ √ 

注：√ 表示支持，- 表示 Matlab 版本不支持该编译器。 

下面以弹跳小球为例，具体介绍操作步骤。 

24.1 导出 S-Function  

弹跳小球 Bouncing_Ball，模型文本如下图所示，为了在 Simulink 中观察高

度 h，增加输出了变量 y，并使 y 等于 h（有导数的变量不能作为输出变量，因

此不能直接将 h 作为输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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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Bouncing_Ball 

  parameter Real g=9.8; 

 parameter Real coef=0.75; 

  Real h(start=10); 

  Real v; 

  Boolean flying; 

  output Real y; 

equation 

  der(h) = v; 

  der(v) = if flying then -g else 0; 

  flying = not (h <= 0 and v <= 0); 

 when h <= 0 then 

   reinit(v, - coef * v); 

 end when; 

 y = h; 

end Bouncing_Ball; 

仿真后，可以查看到弹跳小球模型中小球高度（y）变化的曲线，如图 24-1

所示。 

 

图 24-1 小球高度变化曲线-MWorks.Sysplorer 

点击 MWorks.Sysplorer 菜单栏中“导出→S-Function”，输入 S-Function 名字

和保存位置，如图 2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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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导出 S-Function 

其中： 

⚫ S-Function 名字：默认为模型名，支持手动修改，命名必须符合 C/C++命

名规范，超过 63 个字符则截取。该名字用于生成文件的命名。 

⚫ 保存位置：默认为工作目录，可修改。在保存路径下生成该模型 S-Function

的 C 文件和包含模型端口、自由参量等信息的 mat 文件。 

点击【确定】按钮，在保存位置生成该模型的导出文件，如图 24-3 所示。 

 

图 24-3 S-Function 导出文件 

其中： 

⚫ Bouncing_Ball.c：模型方程信息； 

⚫ Bouncing_Ball.txt：模型的变量信息； 

⚫ Bouncing_Ball_func.c：模型定义的函数和外部辅助函数； 

⚫ Bouncing_Ball_types.h：函数声明和数据类型定义； 

⚫ ExternalResources.xml：模型依赖的外部资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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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Matlab 的设置 

首次使用 Matlab/Simulink 接口之前，需要在 Matlab 中添加接口文件所在的

目录。 

 

图 24-4 matlab 主界面 

(1). 点击菜单“File→Set Path”，弹出 “Set Path”对话框，如图 24-5 所示。 

 

图 24-5 “Set Path”对话框 

(2).  单机【Add with Subfolders】，选择 MWorks 安装目录下 Tools 文件下的

Simulink 文件夹，如图 24-6 所示。注意：使用的 matlab 是 64 位的，这里需要安

装 64 位的 MWorks.Sysplorer，加载的是位于安装目录\Tools 下的 Simulink64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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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夹，使用的 matlab 是 32 位的，需要安装 32 位的 MWorks.Sysplorer，加载的是

位于安装目录\Tools 下的 Simulink 文件夹。 

 

图 24-6 选择 Simulink 文件夹 

(3). 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接口文件目录添加，如下图所示。点击【Save】

按钮，如图 24-7 所示，退出“Set Path”对话框。 

 

图 24-7 完成接口文件目录添加 

完成上述设置后，需要对 Matlab 的 mex 命令使用的 C 编译器进行设置。 

(1). 如图 24-8 所示，在 Matlab 命名窗口中输入“mex -setup”，按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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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8 输入“mex -setup” 

(2). 如图 24-9 所示，输入“y”，按回车键。 

 

图 24-9 输入“y” 

(3). 如图 24-10 所示，输入“2”，按回车键，选择 vc2010 为当前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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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0 输入“2” 

(4). 如图 24-11 所示，输入“y”，按回车键，完成 C 编译器设置。 

 

图 24-11 完成 C 编译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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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在 Matlab 中使用 

(1). 在 Matlab 中，点击工具栏中的 ，调出“Simulink Library Browser”界

面，在 Libraries 中找到“MWorks.Sysplorer Block”库，双击后，显示出

“ModelicaBlock”信号框图，如图 24-12 所示。 

 

图 24-12 ModelicaBlock 

(2). 右击“ModelicaBlock”，选择“Add to a new model”，调出“untitled”界

面，如图 2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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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3 “untitled”界面 

(3). 双击“ModelicaBlock”信号框图，调出“MoModel2SimBlock”界面，如

图 24-14 所示。 

 

图 24-14 “MoModel2SimBlock”界面 

(4). 单击【Browse…】按钮，选择弹跳小球模型在 MWorks.Sysplorer 中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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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unction 时生成的“Bouncing_Ball.c”文件，如图 24-15 所示。点击【打开】按

钮，完成文件选择。 

 

图 24-15 选择文件 

注意： 

①选择“Bouncing_Ball.c”； 

②在模型较大的情况下，导出 s-function 时会对模型方程文件进行拆分。此

时，选择模型名称的 C 文件即可，如图 24-16 红框所示。 

 

图 24-16 多个模型方程信息 

(5). 单击“Compile S-Function”翻译模型，稍候片刻，模型翻译完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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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7 所示，保持默认值。 

 

图 24-17 翻译模型 

其中： 

⚫ Compile S-Function：翻译模型； 

⚫ Reset Parameters：重置修改后的参数至初始化状态； 

⚫ Parameter：列出了可以修改的参数； 

⚫ Start：列出了可以修改的状态变量初始值。 

(6).  单击“Close”按钮关闭界面。在“untitled”模型界面中可以看到刚才被

双击的“ModelicaBlock”信号框图添加了一个输出端“y”，如图 24-18 所示。这

个输出端是 Modelica 模型中的输出变量“y”转换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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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8 添加输出端“y” 

(7).  点击工具栏中仿真按钮 ，仿真成功后，可以查看输出端 y 的变化曲线，

也就是小球高度变化的曲线，如图 24-19 所示，与 MWorks.Sysplorer 所得曲线(图

24-1)一致。 

 

图 24-19 小球高度变化曲线-Matlab 

假设要研究在月球上小球的高度变化情况，现在再次双击图 24-13 的

“ModelicaBlock”信号框图，弹出图 24-17 所示的界面，修改“g”为“1.63”，

单击“Close”按钮关闭界面，重新仿真，通过“Scope”查看月球上 y 的变化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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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常见问题 

(1). 在 matlab 中翻译模型时提示“making mex file failed”，如图 24-20 所示。 

 

图 24-20  making mex file failed 

提示这种错误，有三种情况情况一： 

情况一：此时 matlab 输出界面输出错误为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命令，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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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1 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原因是 MWorks 安装版本为 64 位，但是设置 matlab/simlink 接口文件路径时

选择安装目录\Tools 下的 Simulink 文件夹。解决方法如下：设置 matlab/simlink

接口文件路径时选择 Simulink64 位文件夹，如图 24-22 所示： 

 

图 24-22 添加 Simulink64 接口文件 

情况二：在 matlab 中未设置 C 编译器，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24.2 一节； 

情况三：除了提示图 24-21 中的错误，在 matlab 的命令窗口中还提示“fa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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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simstru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这时

的解决方法如下： 

在 文 件 “ C:\Users\*yourUsername*\AppData\ 

Roaming\MathWorks\MATLAB\*matlab 版本*\ mexopts.bat”中找到“set INCLUDE 

= ”行，添加“ %MATLAB%\simulink\include; ”。该行最终结果为：“ set 

INCLUDE=%MATLAB%\simulink\include;%VCINSTALLDIR%\INCLUDE;%VCI

NSTALLDIR%\ATLMFC\INCLUDE;%LINKERDIR%\include;%INCLUDE%”。 

(2). ModelicaBlock 信号框图乱码不可用，如图 24-23 所示。提示这个错误，

是因为在 matlab 中没有添加 Simulink 接口文件路径，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24.2 一

节。 

 

图 24-23  ModelicaBlock 信号模块乱码不可用 

(3). 在 MWorks.Sysplorer 中可以仿真，但在 Simulink 中无法仿真，可能是仿

真设置的问题。此时可以点击菜单栏中“Simulation→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设置“Solver”中的各项，如图 24-24 所示， “Solver options”中的各项与模型

在 MWorks.Sysplorer 中设置的一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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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4 设置参数 

25. Veristand 

MWorks.Sysplorer 可直接将 Modelica 模型转换为 dll 文件并导出。导出的 dll

文件可在 Veristand 中直接使用。下面以弹跳小球为例，具体介绍操作步骤。 

25.1 导出 Veristand 

打开 24 节里弹跳小球示例，点击 MWork.Sysplorer 中 “导出→Veristand”

菜单，弹出“选择导出目录”对话框，如图 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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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选择导出 Veristand 文件目录 

选择完成后点击按钮【保存(s)】，MWorks.Sysplorer自动编译后导出dll文件，

并在输出栏输出导出地址，如图 25-2 所示。 

 

图 25-2 输出栏输出导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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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在 Veristand 中使用 

(1). 在 Veristand 中新建一工程，名为“Test”。 

(2). 打 开 “ System.Exprorer ” 窗 口 ， 展 开 左 侧 浏 览 器 中 节 点

“ Test.Targets.Controller.SimulationModels ” 并 左 键 单 击 选 中 节 点

“SimulationModels”，点击工具栏中的“AddaSimulationModel”按钮，打开添加

dll 文件窗口。添加 25.1 一节中导出的 dll 文件，如图 25-3 所示。 

    

图 25-3 成功加载 dll 文件 

(3). 点击 System.Exprorer 窗口工具栏 按钮，保存后关闭该窗口。 

(4). 在“ProjectExpoler”工程浏览器中双击“Test.nivsscrean”打开“Workspace”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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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Workspace”窗口选择菜单“Screen→EditMode”，进入编辑模式。 

(6). 点击窗口右侧工具栏“WorkspaceControls”，展开“Model”。左键点击

“ModelControl”不放，拖动到 Workspace 编辑窗口，生成 ModelControl 组件，并

弹出“ItemProperties”窗口。如图 25-4 所示，选中“Bouncing_Ball”，点击【OK】

按钮，关联模型。 

 

图 25-4 添加 ModelControl 

(7). 参照“ModelControl”，将“Graph.Sample”拖入到编辑窗口并关联输出 y，

将“NumericControl”拖入到编辑窗口并关联输入 x，如图 25-5 所示。 

 

图 25-5 编辑完成 

(8). 搭建完成 NI 模型后在“ProjectExpoler”窗口点击菜单“Operate→Deploy” 

(9). 如图 25-6 所示，“Workspace”中显示运行输出曲线，该曲线与图 24-1 所

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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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 输出曲线 

26. CAD 导入 

机械系统的三维装配模型记录了装配体设计参数、装配层次和装配信息，支

持从概念设计到零件设计阶段的装配仿真。但是，模型中缺少对系统的动态特性

描述，不能用于动力学特性分析。 

Modelica 多体模型描述了机械系统的动力学特性，支持系统动力学仿真与分

析。但是，其采用的二维拖放建模方式，刚体的几何构型与空间方位均通过参数

设定。这种建模方式与主流的三维 CAD 软件如 Pro/E、SolidWorks 等采用的交互

式建模方式相比存在明显不足。 

MWorks.Sysplorer 提供了三维装配模型到 Modelica 多体模型模型自动转换

工具 Mechanics，支持将 Pro/E 或 SolidWorks 中建立的三维装配模型转换成使用

Modelica 2.2.2 多体库 Modelica.Mechanics.MultiBody 建立的 Modelica 模型。一方

面，实现了几何模型向功能模型的转换，支持对模型进行动力学分析。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了三维 CAD 软件可视化建模特点，弥补了 MWorks 机械系统建模方式

的缺陷。 

将三维装配模型转换成 Modelica 模型，还可以充分发挥 Modelica 多领域统

一建模的优势。在统一的建模环境下，将机械系统模型与控制、液压、电子等其

他子系统模型集成，实现对机、电、液、控等多领域紧密耦合的复杂机电产品的

统一建模与仿真。 

Mechanics 以独立 COM 组件形式提供。功能入口位于 MWorks.Sysplorer “多

体转换→导入”菜单，该菜单在安装 Mechanics 插件后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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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装配模型到 Modelica 多体模型的转换方案如图 26-1 所示， 

 

图 26-1 三维装配模型到 Modelica 多体模型转换方案 

转换涉及三个模块： 

⚫ Pro/E 或 SolidWorks，三维 CAD 建模软件，用于建立三维装配模型。 

⚫ SimMechanics，Matlab-Simulink 提供的插件，安装在 Pro/E 或 SolidWorks

上，用于将三维装配模型导出为.xml 文件描述。 

⚫ Mechanics，MWorks.Sysplorer 提供的三维装配模型到 Modelica 多体模型

自动转换组件。接收 SimMechanics 导出的以.xml 文件描述的三维装配模

型，转换生成 Modelica 语言描述的多体模型.mo 文件。 

转换流程分为两个步骤： 

(1). 在 Pro/E 或 SolidWorks 中，利用 SimMechanics 插件将三维装配模型导出

为.xml 文件和.stl 文件。 

(2). 在 MWorks.Sysplorer 中，利用 Mechanics 组件，以(1)导出的.xml 和.stl 文

件作为输入，转换生成 Modelica 模型的.mo 文件。 

下文将详细介绍三维装配模型到Modelica多体模型自动转换组件Mechanics。 

26.2 功能介绍 

Mechanics 支持导入 Pro/E 或 SolidWorks 中的三维装配模型，具有以下功能

特征： 

⚫ 支持将三维装配模型转换成 Modelica 模型。 

⚫ 自动将三维装配模型中的子系统（子装配体）封装成 Modelica 模型嵌套

类，并引入外部连接器，为嵌套类定义缺省图标。 

⚫ 自动识别 Modelica 模型中的平面环，并标定切割铰。 

⚫ 支持 Modelica 模型组件在图标/组件视图中的自动排列。 

⚫ 支持 Modelica 模型在组件视图中进行组件间的曼哈顿化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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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安装 Mechanics 组件 

Mechanics 组件作为插件可在安装时自由选择，如图 26-2 所示，勾选“插件

-Mechanics”。 

   

图 26-2 选择插件-Mechanics 

 

软件安装完成后运行 MWorks.Sysplorer，可以看到菜单栏组件菜单“多体转

换”，如图 2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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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 Mechanics 安装后的界面 

26.4 准备模型输入文件 

使用 Mechanics 之前，必须先在 Pro/E 或 SolidWorks 中将三维装配模型导出

为.xml 和.stl 文件，作为 Mechanics 转换工具的输入。 

⚫ .xml 文件，描述三维装配模型各部件的物理特性如质量、惯量和材料属

性等，以及部件之间的运动约束，如空间位置、旋转矩阵和约束类型等。 

⚫ .stl 文件，对应三维装配模型各部件的几何外形。 

本章以六自由度并联机构（stewart_platform）为例。stewart_platform Pro/E 模

型如图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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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 stewart_platform Pro/E 模型 

在 Pro/E 中利用 SimMechanics 导出模型，导出结果如图 26-5。 

 

图 26-5 SimMechanics 导出 stewart_platform 结果 

26.5 模型转换 

本章以上一节准备的文件作为输入数据，介绍模型装换过程以及装换后的模

型说明。 

26.5.1 转换过程 

(1). 启动成功安装了 Mechanics 插件的 MWorks.Sysplorer，单击“多体转换→

导入(I)”菜单，在图 26-6 所示的弹出对话框中选择“STEWART_PLATFORM.xml”，

单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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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 选择物理模型 XML 文件 

弹出如图 26-7 所示的对话框，选择转换生成的 mo 文件输出目录，单击【确

定】，即开始模型转换。 

 

图 26-7 选择 mo 文件输出目录 

转换结束后弹出图 26-8 所示的转换成功与否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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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 提示模型转换成功 

转换完成后，系统会自动打开转换生成的.mo 文件，且将主模型设置为 Main

模型。转换结果如图 26-9。 

   

图 26-9 转换后的 Modelica 主模型 

单击 按钮，仿真求解当前主模型 Stewart_platform.Main 后，点击工具栏中

创建动画按钮 ，得到动画如图 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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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0 stewart_platform 动画 

26.5.2 Modelica 结果文件说明 

转换生成的 Modelica 多体模型文件存储于同一个文件夹下，文件夹与转换

生成的.mo 文件同名。图 26-11 是转换 stewart_platform 模型生成的文件。 

 

图 26-11 转换生成的文件 

⚫ .mo 文件，存储 Modelica 语言描述的模型文本。 

⚫ .stl 文件，存储几何外形，作为 BodyShape 类型的组件参数。 

⚫ subsystem.bmp，嵌套类图标缺省图片。 

Modelica 多体模型以 package 形式组织，顶层模型为 package，其下必然包

含一个 Main 模型。若三维装配模型中包含有子系统，则 package 还可以包含其

他嵌套类，嵌套类下还可以包含嵌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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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2 Stewart_platform-Modelica 模型层次结构 

Stewart_platform 转换生成的 Modelica 多体模型层次结构如图 26-12，顶层

package-Stewart_platform 包含的子模型功能列于表 26-1。 

表 26-1 模型功能说明 

模型名称 说明 

Main 主模型，每个转换生成的 Modelica 多体模型均包含该模型。 

Sub_baseringassembly 
子模型，由 Pro/E 模型中子装配体转换生成，其下还包含 6

个嵌套子模型。可选。 

Sub_actuatorassm1~ 

Sub_actuatorassm1_6 
子模型，由 Pro/E 模型中子装配体转换生成。可选。 

26.5.3 组件布局和连接布线 

多体转换集成了组件布局和连接布线算法，支持自动将组件图标在图标/组

件视图中整齐排列，生成组件连接器之间的曼哈顿化连接线，使用户在组件视图

中能直观地了解模型的结构和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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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4 子系统封装与外部连接器 

主模型 Stewart_platform.Main 中存在以下连接： 

connect(actuatorassm1_2.frame_a, revolute48.frame_b) 

其中，组件 actuatorassm1_2 是嵌套类 Stewart_platform.Sub_actuatorassm1_2 的实

例，由输入 xml 文件中的子系统转换而来。 

Mechanics 转换过程中自动将子系统封装成 Modelica 模型的嵌套类，并在连

接处引入外部连接器。 

在模型浏览器中双击模型 Stewart_platform.Sub_actuatorassm1_2，打开其组

件视图，如图 26-13 所示，连接器 frame_a 和 frame_b 为转换时引入的外部连接

器。 

  

图 26-13 嵌套类 Sub_actuatorassm1_2 组件图 

26.5.5 平面环与切割铰标定 

Modelica 语言的建模特性决定了需要对模型中的平面环做特别处理：将平面

环上其中一个约束设置为切割铰，即参数 planarCutJoint 设置为 true。 

Mechanics 在转换过程中能自动标定 Modelica 模型中的切割铰，并以红色虚

线矩形框突出显示。图 26-14 是曲柄滑块（crank_slider_mechanism）模型转换结

果。其中，组件 revolute2 即是标定的切割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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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4 自动标定切割铰 

鼠标在组件视图左键选中 revolute2，查看“组件参数”窗口，切换至“Advanced”

页面，发现参数 planarCutJoint = true。 

 

图 26-15 组件参数对话框 

26.6 对装配模型的约定 

由于 Modelica 多体动力学模型与三维装配模型的表达差异，Mechanics 对三

维装配模型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和约定。 

(1). 使用支持的运动副进行装配 

Pro/E 中的连接类型有刚性连接、销钉连接、滑动杆连接、圆柱连接、平面

连接、球连接、焊接、轴承、常规和 6DOF（自由度），而 SimMechanics 插件导

出的 xml 仅支持刚性连接、销钉连接、滑动杆连接、圆柱连接、平面连接、球连

接和焊接。所以 MWorks.Sysplorer_Mechanics 也仅支持刚性连接、销钉连接、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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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杆连接、圆柱连接、平面连接、球连接和焊接连接所装配的模型，Pro/E、

SolidWorks 中定义的其它连接类型不支持。 

(2). 严格按照机构运动简图进行装配 

在 Pro/E、SolidWorks 等三维软件中进行模型装配时，应严格按照机构运动

简图进行装配。只有遵循该约定的装配模型，在转换后才能成功编译、求解。下

面以曲柄滑块机构在 Pro/E 中装配为例，以解释该约定。 

如图 26-16 所示的曲柄滑块机构，显示出其机构运动简图。 

 

图 26-16 曲柄滑块机构运动简图 

⚫ 平面转动约束用销钉连接而不用圆柱连接或球连接装配 

尽管在建立装配模型时，一些运动学上的转动约束也能以圆柱连接或球连接

装配。但是，这将导致转换生成 Modelica 多体模型存在结构奇异问题，不能编

译通过或不能正确求解。 

如图 26-17 所示，如果将曲柄 crank 与连杆 link 以圆柱连接定义，在导出的

xml 文件中，该圆柱连接分解为一个平动连接和一个转动连接的组合，生成的

Modelica 模型如图 26-18 所示，元件 crank 与 link 间是移动副与转动副的组合。

该模型在 Modelica 中存在奇异，不能识别为平面环，不能编译求解。 

 

图 26-17 圆柱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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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8 圆柱连接的曲柄滑块机构 Modelica 模型 

如图 26-19 所示，如果将曲柄 crank 与连杆 link 以球连接定义，则生成的

Modelica 模型如图 26-20 所示，其中球连接如图 26-21 所示。该模型能通过编译，

但是不能求解。 

 

图 26-19 球连接 

 

图 26-20 球连接的曲柄滑块机构 Modelica 模型 

 

图 26-21 球连接 Modelica 模型 

⚫ 平面直线运动用滑动杆连接而不用平面连接 

尽管在建立装配模型时，一些运动学上的直线约束也能以平面连接与销钉接

等组合进行装配。但是，这将导致转换生成 Modelica 多体模型存在结构奇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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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能编译通过或不能正确求解。 

如图 26-22 所示，滑块 slider 与机架 frame 之间以平面连接，在导出的 xml

文件中，该平面连接分解为两个移动副和一个转动副的组合。 

 

图 26-22 平面连接 

虽然 MWorks.Sysplorer_Mechanics 在转换过程中，已经将该情况进行了处理，

但是仍然建议用户在装配模型时，按照机构运动简图中的运动副进行装配，避免

Modelica 模型出现结构奇异而不能编译或求解。 

(3). 定义连接时所选的多组参照应对应于两个零件 

Modelica MultiBody 库中的元件都是采用相对坐标，如果在 Pro/E 或

SolidWorks 中以运动副连接的两个零件在装配时选用的参照基准不同，所生成的

模型也会不同，可能导致 Modelica 模型不能编译或求解。 

如图 26-23 所示，定义销钉连接时，选取的两组参照应均在图示的两个零件

上。即选取了两个零件上的轴作为对齐参照，面约束的图元也应选取这两个零件

上的面。 

   

图 26-23 销钉连接 

如图26-24所示，定义滑动杆连接时，选取的两组参照均在图示的两零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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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4 滑动杆连接 

其它的连接形式，如圆柱连接，平面连接和球连接，只需要一组参照，不存

在该问题。 

(4). 静装配不应出现欠约束 

模型中，如果两零部件不发生相对运动，建议采用刚性连接或焊接连接，要

使用“用户定义”连接时，不应出现欠约束（部分约束）。由于部分约束，使得

零部件之间有相对运动的自由度，可能会出现转换的模型不能编译、求解或求解

所得不是所期望的结果。 

如图 26-25 所示，机架 frame 在装配时，用“用户定义”只设置了两个平面

的配对关系，出现“部分约束”，使得机架有一个移动自由度。在转换的 Modelica

模型中，如图 26-26 所示，机架 frame 与模型 rootpart 之间出现一个移动副，

MWorks 仿真结果如图 26-27 所示，机架相对世界坐标系发生了平移，这不是期

望的结果。 

 

图 26-25 部分约束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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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6 部分约束装配 Modelica 模型 

 

图 26-27 MWorks 仿真结果 

使用“用户定义”装配时，应使模型达到“完全约束”状态，如图 26-28 所

示。 

 

图 26-28 完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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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XY 平面内进行装配 

Modelica MultiBody 库中 World 元件默认重力方向为-y 方向，在 Pro/E、

SolidWorks 中装配模型时，建议将零部件装配于 XY 平面内，便于在

MWorks.Sysplorer 中查看模型在重力作用下的运动状态。不然需要手动修改

Modelica 模型中 world.n 的参数值，以调整重力方向以适配模型。 

26.7 模型转换实例 

26.7.1 曲柄滑块（Crank_slider_mechanism） 

如图 26-29 所示，在 Pro/E 中曲柄滑块模型包含 1 个平面环，需在转换后的

模型中设置 1 个切割铰。如图 26-30 所示，Mechanics 在转换时自动以红色虚线

矩形框标定该切割铰。曲柄滑块模型在 MWorks.Sysplorer 中显示的动画如图

26-31 所示。 

 

图 26-29 Pro/E 模型 

 

 

图 26-30 Modelica 多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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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1 Modelica 多体模型动画 

26.7.2 双滑块机构（Double_slider） 

如图 26-32 所示，在 Pro/E 中双滑块机构模型包含 3 个平面环，需在转换后

的模型中设置 3 个切割铰。如图 26-33 所示，Mechanics 在转换时自动以红色虚

线矩形框标定该切割铰。双滑块机构模型在 MWorks.Sysplorer 中显示的动画如图

26-34 所示。 

 

图 26-32 Pro/E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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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3 Modelica 多体模型 

 

 

图 26-34 Modelica 多体模型动画 

26.7.3 液压挖掘机（Hydraulic_grab） 

如图 26-35 所示，在 Pro/E 中液压挖掘机模型包含 4 个平面环，需在转换后

的模型中设置 4 个切割铰。如图 26-36 所示，Mechanics 在转换时自动以红色虚

线矩形框标定该切割铰。液压挖掘机模型在 MWorks.Sysplorer 中显示的动画如图

26-37 所示。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317页, 共 473 页 

 

图 26-35 Pro/E 模型 

 

图 26-36 Modelica 多体模型 

 

 

图 26-37 Modelica 多体模型动画 

26.7.4 手动压水机（Manual_pump） 

如图 26-38 所示，在 Pro/E 中手动压水机模型包含 1 个平面环，需在转换后

的模型中设置 1 个切割铰。如图 26-39 所示，Mechanics 在转换时自动以红色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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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矩形框标定该切割铰。手动压水机模型在 MWorks.Sysplorer 中显示的动画如图

26-40 所示。 

 

图 26-38 Pro/E 模型 

 

图 26-39 Modelica 多体模型 

 

图 26-40 Modelica 多体模型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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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5 缝纫踏板机构（Sewing_machine_pedal） 

如图 26-41 所示，在 Pro/E 中缝纫踏板机构模型包含 1 个平面环，需在转换

后的模型中设置 1 个切割铰。如图 26-42 所示，Mechanics 在转换时自动以红色

虚线矩形框标定该切割铰。缝纫踏板机构模型在 MWorks.Sysplorer 中显示的动画

如图 26-43 所示。 

 

图 26-41 Pro/E 模型 

 

 

图 26-42 Modelica 多体模型 



第320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图 26-43 Modelica 多体模型动画 

26.7.6 六杆机构（Six_bar_mechanism） 

如图 26-44 所示，在 Pro/E 中六杆机构模型包含 2 个平面环，需在转换后的

模型中设置 2 个切割铰。如图 26-45 所示，Mechanics 在转换时自动以红色虚线

矩形框标定该切割铰。六杆机构模型在 MWorks.Sysplorer 中显示的动画如图

26-46 所示。 

 

图 26-44 Pro/E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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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5 Modelica 多体模型 

 

 

图 26-46 Modelica 多体模型动画 

26.7.7 Stephenson 机构（Stephenson_mechanism） 

如图 26-47 所示，在 Pro/E 中 Stephenson 机构模型包含 2 个平面环，需在转

换后的模型中设置 2 个切割铰。如图 26-48 所示，Mechanics 在转换时自动以红

色虚线矩形框标定该切割铰。Stephenson 机构模型在 MWorks.Sysplorer 中显示的

动画如图 26-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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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7 Pro/E 模型 

 

图 26-48 Modelica 多体模型 

 

图 26-49 Modelica 多体模型动画 

26.7.8 六自由度并联机构 

如图 26-50 所示，在 Pro/E 中六自由度并联机构模型包含了多个子系统，因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323页, 共 473 页 

此，如图 26-51 所示，Mechanics 在转换时自动将这些子系统封装成了嵌套类。

六自由度并联机构模型在 MWorks.Sysplorer 中显示的动画如图 26-52 所示。 

 

图 26-50 Pro/E 模型 

 

 

图 26-51 Modelica 多体模型 



第324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图 26-52 Modelica 多体模型动画 

26.8 常见问题 

(1). 提示模型转换成功，却没有加载模型。 

这说明模型转换成功，已生成了.mo 文件，错误发生在打开.mo 文件的阶段。

通常是由于已经加载了同名的模型造成的。详细的提示信息会输出在输出栏。 

若是因为模型同名，移除已经加载的同名模型，再打开转换生成的.mo 文件

即可。 

(2). 模型求解成功，却没有运动动画。 

三维装配模型中没有驱动力，转换生成的 Modelica 多体模型仅在重力作用

下运动。检查重力方向或手动为模型添加驱动。 

(3). 模型正常编译求解，但是动画初始位置与 Pro/E 或 SolidWorks 中装配位

置不一致。 

该情况偶尔发生在模型中有移动副连接或平面副连接的模型中，若遇到该问

题，重新导入原 xml 文件，编译求解。 

27. C、C++和 FORTRAN 

模型中除了可以调用使用 Modelica 语言编写的函数外，还可以调用其它语

言，目前 MWorks.Sysplorer 支持 C、C++和 FORTRAN77 编写的函数，这些其它

语言编写的函数称为外部函数。Modelica 中调用外部函数通过 Modelica 函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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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种 Modelica 函数没有算法(algorithm)区域，取而代之的是外部函数接口声

明语句“external”，以表示调用的是外部函数。 

本章主要介绍 C 函数的调用方法，C++和 FORTRAN 编写的函数调用方法

与 C 函数基本一致。用 C++编写的函数，在函数声明中需添加 extern "C"，再将

代码通过编译即可使用；用 FORTRAN 编写的外部函数可以通过工具“f2c” 转

换为 C 代码，再将 C 代码编译即可使用。 

27.1 外部函数调用 

MWorks.Sysplorer 中，C 语言编译的外部函数定义方式主要有三种： 

(1). 使用 C 文件（例如.c、.h 文件），在 annotation 中用 Include 注解包含被调

用函数实现的 C 文件； 

(2). 使用链接库文件（.lib 文件），在 annotation 中用 Library 注解指定链接库，

从而调用指定库中的函数。MWorks.Sysplorer 既支持动态链接库（包含.lib、.dll

文件），也支持静态链接库（包含.lib 文件）； 

(3). 无外部文件，在 annotation 中用 Include 注解直接嵌入 C 代码。 

27.1.1 头文件 

Modelica 中外部函数声明时用 Include 注解指定所需的.c 文件（或.h 文件）。

IncludeDirectory 注解指定所需的.c 文件（或.h 文件）所在的位置。 

调用的外部函数内容如下，该函数的目的是将输入值乘以 2。 

#include <string.h> 

double getreal_arg(double a)  

{ 

    return a*2; 

} 

示例 1 UriTest1：(示例文件位置：Samples\ExternalFunctions\UriTest1.mo) 

model UriTest1 

  //将外部函数封装成 function 

  function IncTest1 

    input Real dummy_u; 

    output Real dummy_y; 

    //外部函数声明 

    //IncludeDirectory注解指定包含文件所在的位置，以 URI的 modelica模式表

示 

    //Include指定外部函数所需的头文件 

  external "C" dummy_y = getreal_arg(dummy_u) 

    annotation (IncludeDirectory =  

      "modelica://ExternalFunctions/Resources/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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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 "#include\"useabc.c\""); 

  end IncTest1; 

  //调用函数 IncTest1 

  Real y = IncTest1(2.5); 

end UriTest1; 

Include 注解：Include = "#include\"useabc.c\""，表示 useabc.c 为外部函数所

需的头文件。 

IncludeDirectory 注 解 ： IncludeDirectory =       

"modelica://ExternalFunctions/Resources/Include" ， 表 示  useabc.c 位 于

ExternalFunctions/Resources/Include 文件夹中。这里 IncludeDirectory 注解中.c 文

件所在路径采用了 modelica 模式 URI 的方式来表示，关于 modelica 模式 URI 的

具体内容详见 11.4 一节。 

27.1.2 链接库文件 

Modelica 中外部函数声明时用 Library 注解指定链接库名（注意：不带扩展

名）。LibraryDirectory 注解指定链接库文件和 dll（或 so）文件所在的位置。 

示 例 2 ExternFuncUseDll ： ( 示 例 文 件 位 置 ：

Samples\ExternFuncUseDll\pacakage.mo) 

package ExternFuncUseDll 

  model TestExternFuncUseDll 

    function Fac "factorial" 

      input Integer n; 

      output Real res; 

      //Library指定链接库 

      //LibraryDirectory指定库文件所在的位置 

    external "C" res = Fac(n)annotation (Library = "Fac", 

LibraryDirectory = "modelica://ExternFuncUseDll/win32"); 

    end Fac; 

    Real x[10]; 

    output Real y = x[4]; 

  algorithm  

    if true then  

      for i in 1:size(x, 1) loop  

        x[i] :=Fac(i); 

      end for; 

    else 

      x := zeros(size(x, 1)); 

    end if; 

  end TestExternFuncUseDll; 

end ExternFuncUseDll; 

上例中指定的链接库名是“Fac”，那么完整的链接库名称是 Fac.lib（vc 编译

生成）或 libFac.a（gcc 编译生成），指定的链接库文件和 dll（或 so）文件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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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是“ExternFuncUseDll/win32”。此处 MWorks.Sysplorer 求解器设置为“32 位

求解器”。 

LibraryDirectory 指定位置中可以使用不同的平台文件夹存放各平台的库文

件和 dll（或 so）文件： 

⚫ win32 [32 位 Microsoft Windows] 

⚫ win64 [64 位 Microsoft Windows] 

⚫ linux32 [Intel 32 位 Linux] 

⚫ linux64 [Intel 64 位 Linux] 

目前 MWorks.Sysplorer 支持 win32、win64 平台文件夹。如果没有平台文件

夹，就位于指定目录中。也就是说，假设示例 2 中，ExternFuncUseDll 文件夹和

其平台文件夹 ExternFuncUseDll/win32 都存在 Fac.lib 文件。那么仿真的时候，求

解器会优先选择 ExternFuncUseDll/win32 下的 Fac.lib；只有当 ExternFuncUseDll 

/win32 下不存在 Fac.lib 文件时，才会查找 ExternFuncUseDll 文件夹；如果文件

夹 ExternFuncUseDll 下同时存在 win32 和 win64 两个文件夹，则由求解器的位数

决定在哪个文件夹中搜索文件。求解器的位数与 MWorks.Sysplorer 平台位数一

致，在菜单“帮助→关于 MWorks.Sysplorer”中可查看平台信息。 

 

图 27-1 平台信息 

MWorks.Sysplorer 要求保持求解器和链接库文件的一致性，当求解器为 32

位时，相对的链接库文件在 vc 或 gcc 中编译时必须也由 32 位平台生成。 

注意：①一般情况下要求同时具有 IncludeDirectory 注解和 LibraryDirectory

注解；②要使模型仿真时能正确找到外部函数相关的资源文件，Include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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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和 LibraryDirectory 注解中指定的文件位置需要遵循 modelica 模式 URI，参

见 11.4 节。 

27.1.3 无外部文件 

在没有外部文件（C 文件或库文件）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将 C 代码嵌入到

Include 注解中。但是由于这种方式不适合调试，所以不建议使用。 

示例 3 UriTest2：(示例文件位置：Samples\ExternalFunctions\ UriTest2.mo) 

 model UriTest2 

//将外部函数封装成 function 

function IncTest2 

    input Real x; 

output Real y; 

//外部函数声明 

  external "C" y = myDouble(x)  

//Include引用外部函数的关键字 

    //myDouble(double x){return 2*x;} 外部函数的具体实现 

  annotation (Include = "double myDouble(double x){return 2*x;}"); 

  end IncTest2; 

  //调用函数 IncTest2 

    Real y = IncTest2(2.5); 

end UriTest2; 

对应于如下的C函数原型： 

double myDouble(double); 

翻译为C中的调用为： 

y = myDouble (2.5); 

返回值 y=2.5*2=5。 

27.1.4 头文件和库文件的默认搜索路径 

如果没有 IncludeDirectory 注解，外部函数所需头文件默认位置是 

“../Resources/Include”。同样，若没有 LibraryDirectory 注解，外部函数所需库文

件默认位置是“../Resources/Library”。 

下例中外部函数有 Include 、 Library 注解但没有 IncludeDirectory 、

LibraryDirectory 注解。 

示例 4 Functions：(示例文件位置：Samples\Functions\package.mo) 

package Functions 

  function ExternalFunc1 "没有 LibraryDirectory 注解，调用该函数时搜索

“Resources/Library”子文件" 

    input Real x; 

    output Rea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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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rnal "C" y = getreal_arg(x) 

annotation (Library = "ExternFunction"); 

  end ExternalFunc1; 

 

  function ExternalFunc2 "没有 IncludeDirectory 注解，调用该函数时搜索

“Resources/Include”子文件" 

    input Real x; 

    output Real y; 

  external "C" y = getreal_arg(x) 

annotation (Include = "#include\"ExportFuncs2.c\""); 

  end ExternalFunc2; 

 

  function ExternalFunc3 "调用该函数时同时搜索“Resources/Library”、

“Resources/Include”子文件" 

    input Real x; 

    output Real y; 

  external "C" y = getreal_arg(x) 

annotation (Library = "ExternFunction",  

    Include = "#include\"ExportFuncs.h\""); 

  end ExternalFunc3; 

end Functions; 

那么，头文件和库文件的默认搜索路径如下所示： 

Functions\ 

  package.mo  

  Resources\ 

    Include 

      ExportFuncs.h 

      ExportFuncs.c 

ExportFuncs2.c 

    Library 

      win32 

        ExternFunction.lib  

        ExternFunction.dll 

        libExportFuncs2.a          

      win64 

        ExternFunction.lib  

        ExternFunction.dll 

        libExportFuncs2.a         

      linux32 

        libExternFunction.a 

        libExternFunction.so 

      linux64 

        libExternFunction.a 

        libExternFunction.so 

定义 Modelica 外部函数的模型文件 

头文件搜索路径 

不同平台库文件搜索路径 

vc 库文件 

gcc 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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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外部函数的高级特性 

27.2.1 数组类型输入输出调用 

模型中可以借助外部函数计算获取数组型数据，外部函数形式如下： 

void getrealarray_arrayarg3(double* v,double* z,int array_size) 

v 为传入参数，z 为输出参数，用来接收函数计算结果。对外部函数的包装

和调用过程如下所示。 

示 例 5 ： getreal_arrayarg.mo ( 示 例 文 件 位 置 ：

Samples\exfuncExample\functions\getreal_arrayarg.mo 、

Samples\exfuncExample\models\getreal_arrayarg.mo) 

(1). 将外部函数封装成 function 

function getreal_arrayarg 

    input Real x[5]; 

    input Real size; 

    output Real y[5]; 

external "C" getrealarray_arrayarg3(x, y, size) 

annotation (Include = "#include\"ExportFuncs.h\"",  

  IncludeDirectory = "modelica://exfuncExample/Resources/include",  

  Library = "ExternFunction",  

  LibraryDirectory = "modelica://exfuncExample/Resources/libs");  

end getreal_arrayarg; 

(2). 直接在模型中调用 function 

model getReal_arrayarg 

  Real x[5] = {1, 5, 2, 3, 6}; 

  Real y[5]; 

parameter Real size = 5; 

equation  

  y = exfuncExample.functions.getreal_arrayarg(x,size); 

end getReal_arrayarg; 

27.2.2 条件调用 

当外部函数的调用对时间或次数有要求时，应该使用条件调用，即在 when

语句和 if 语句中调用外部函数，其中，在 when 和 if 中调用的区别如下： 

(1). When 语句中调用外部函数 

示 例 6 getReal_inwhen ： ( 示 例 文 件 位 置 ： Samples\ 

exfuncExample\models\getReal_inwhen.mo) 

model getReal_inwhen 

"调用外部函数,输入一个 real参数获取 real数据，getreal_arg(x):y=2x" 

  Real x =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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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y; 

equation  

  when time > 0.5 then  

    y = exfuncExample.functions.getreal_arg(x); 

  elsewhen time <= 0.5 then  

    y = -1 * time; 

  end when; 

end getReal_inwhen; 

 

图 27-2 在 when 中调用外部函数 

(2). If 语句中调用外部函数 

示 例 7 getReal_inif ： ( 示 例 文 件 位 置 ： Samples\ exfuncExample\ 

models\getReal_inif.mo) 

model getReal_inif  

"调用外部函数,输入一个 real参数获取 real数据,getreal_arg(x):y=2x" 

  Real x = time; 

  Real y; 

equation  

  y = if time > 0.5 then  

exfuncExample.functions.getreal_arg(x) else  

    -1 * time; 

end getReal_in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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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 在 if 中调用外部函数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when 条件句中调用外部函数，仅在 when 条件成立时

被调用一次。而在 if 条件句中调用外部函数，在满足 if 条件的所有时间点均会

被调用。因此在使用外部函数时，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当严格限制外部函数

的执行次数和执行条件时，应在 when 条件句中调用。 

27.2.3 外部函数库中调用了其他函数库 

libraryA.dll 中的部分函数依赖 libraryB.dll，当模型中使用了外部函数库

libraryA.dll 中的函数时，需将 libraryB 与 libraryA 放在同一目录下。 

27.2.4 跟踪外部函数调用点 

由于 Modelica 陈述式建模的特点，平台自动把模型转换为可执行程序，用

户往往难以观察函数调用过程。如果想要像 c 语言那样跟踪程序，该怎么做？我

们可以在模型中手动添加打印代码，对可能出现的异常以打印求解器输出信息的

方式直观检测，在模型中添加如下代码： 

Modelica.Utilities.Streams.print("变量 y： " + y); 

以下面模型为例，我们想观察函数 testfunc 被调用的情况，可以在函数执行

语句前面（或后面）添加打印信息，模型代码如下： 

示例 8：(示例文件位置：Samples\ExternFuncDebug\testlog.mo) 

model testlog 

  function testfunc 

  external "C" testfunc() 

annotation (Include = "void testfunc(){return;}"); 

  end test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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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i(start = 0); 

equation  

  i = time; 

  testfunc(); 

  Modelica.Utilities.Streams.print("testfunc 函数被调用:当前仿真时间为" 

+ String(i)); 

end testlog; 

该模型在输出栏中打印出如下信息： 

 

图 27-4 打印输出信息 

上例中由于算法语句在同一个行为段，因此他们的执行时机完全一致。通过

在 testfunc 接口后增加了一行打印代码后，就可以在求解器输出信息中观察函数

的调用情况。建议仅在调试时使用算法语句，正常建模时尽量不使用。 

结合前面介绍的观察打印信息的方法，观察到函数被调用几次，可以发现，

函数调用的次数跟求解步数没有必然的联系。 

27.2.5 控制外部函数调用顺序 

当模型需要多次调用外部函数，且规定了外部函数的调用顺序时，若写作： 

model incorrect_example 

  Real x = time; 

  Real y(start = 13); 

Real z(start = 31); 

equation  

   y = exfuncExample.getreal_arg(x);  //语句 1 

   z = exfuncExample.getreal_arg(x);  //语句 2 

end incorrect_example; 

则语句 1 和语句 2 的执行顺序是不确定的，为严格限定函数执行顺序为“语

句 1→语句 2”，可以在语句 2 中调用语句 1 的返回值。 



第334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具体解决方法如下：对原函数进行修改，即修改 function getreal_arg。 

【修改前】 

function getreal_arg  

  input Real x; 

  output Real y; 

external "C" y = getreal_arg(x) 

annotation (Include = "#include \"ExportFuncs.h\"",  

  IncludeDirectory = "modelica://exfuncExample/Resources/include",  

  Library = "ExternFunction",  

  LibraryDirectory = "modelica://exfuncExample/Resources/libs");  

end getreal_arg; 

【修改后】 

function getreal_arg_showorder  

  input Real x; 

input Real x2=0; 

  output Real y; 

external "C" y = getreal_arg(x) 

annotation (Include = "#include \"ExportFuncs.h\"",  

  IncludeDirectory = "modelica://exfuncExample/Resources/include",  

  Library = "ExternFunction",  

  LibraryDirectory = "modelica://exfuncExample/Resources/libs");  

end getreal_arg_showorder; 

修改 function，为其添加了一个输入参数 x2，并赋初始值 0，该初始值对函

数功能不会产生影响，修改原模型如下： 

model incorrect_example 

  Real x = time; 

  Real y(start = 13); 

Real z(start = 31); 

equation  

  y = exfuncExample. getreal_arg_showorder(x,x);  //语句 1 

  z = exfuncExample. getreal_arg_showorder(x,y);  //语句 2 

end incorrect_example; 

即在语句 2 中调用语句 1 的返回值作为函数的第二个参数传入，则模型求解

过程中，将首先计算语句 1 方程，然后计算语句 2 方程。 

27.2.6 控制外部函数调用频率 

如果要控制函数调用频率（或调用时机）可以采用如下两种方法。 

(1). 方法一：条件调用 

Modelica 模型中的函数调用受模型特点以及求解算法影响，可能在一步求解

过程中被多次调用，这往往不是用户期望的行为。如 27.2.2 节所述可以通过条件

语句来实现精确控制函数调用时机。下面具体举例说明。 

例如，某 dll 模块 ExtLib.dll，其中有两个接口 Initial()、StepRun()，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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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求解前调用初始化接口 Initial()，在求解过程中，每隔 2s 调用一次 StepRun，

那么 Modelica 代码可以如下编写： 

示例 9 testlog1：(示例文件位置：Samples\ExternFuncDebug\testlog1.mo) 

model testlog1 

  function ExtLib_Initial 

  external "C" Initial() 

  annotation (Include = "void Initial (){return;}"); 

  end ExtLib_Initial; 

  function ExtLib_StepRun 

    input Real x; 

  external "C" StepRun() 

  annotation (Include = "void StepRun (){return;}"); 

  end ExtLib_StepRun; 

  Integer i(start = 0); 

initial algorithm  

  ExtLib_Initial();// 初始算法段中初始化外部函数 

  Modelica.Utilities.Streams.print("Initial has been called."); 

algorithm  

  when sample(0, 2) then // 通过 when控制函数的调用时机 

    ExtLib_StepRun(1); 

    i := i + 1;// 用 i做计数器 

    Modelica.Utilities.Streams.print(String(i));// 打印 i以观察调用次数 

  end when; 

end testlog1; 

如果是初始化函数，可以放置到 initial algorithm 算法段中，保证只在求解前

被调用一次。用 sample(0, 2)作为 when 条件，可以保证 when 中的语句每隔 2s 行

为才被执行 1 次。在 MWorks.Sysplorer 中把求解时间设置为 10s，然后求解运行

此模型，可以看到，初始化函数 Initial 仅执行了 1 次，SetpRun 从 0 时刻开始，

每隔 2s 执行一次，共执行了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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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 打印输出信息 

 

图 27-6 模型变量 i 的结果曲线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精确控制函数的调用频率。除此之外，可以通过 if、when

等条件组合，实现特定的控制逻辑。 

(2). 方法二：避免非线性迭代 

在求解器中非线性方程需要迭代求解，如外部函数出现在非线性方程块中，

会导致在一次求解过程中外部函数被多次调用，因此需要避免外部函数出现在非

线性方程块中。 

示例 10 testlog2：(示例文件位置：Samples\ExternFuncDebug\testlog2.mo) 

model testlog2 

  function ExtLib_StepRun 

    input Real x; 

    output Real y; 

    output Real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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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rnal "C" y = StepRun(x, z)annotation (Include = "double i = 0; 

double StepRun(double x, double *z){i++; *z = i;return 1;}"); 

  end ExtLib_StepRun; 

  Real x; 

  Real y; 

equation  

  when sample(0, 0.1) then  

    (x,y) = ExtLib_StepRun(x); 

  end when; 

end testlog2; 

该模型仿真时间设定为 0~1s，仿真步长设定为 0.002，即仿真 500 步，在此

条件下 when 的条件将触发 10 次，即方程“(x,y) = ExtLib_StepRun(x)”被求解十

次。 

方程“(x,y) = ExtLib_StepRun(x)”存在代数环（函数输出依赖输入，函数输

入又依赖函数输出，出现循环依赖），从模型编译打印信息中可看到该非线性方

程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7-7 模型编译打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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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 模型变量 y 的结果曲线 

模型变量 y 记录了外部函数调用次数，由上图可知，方程“ (x,y) = 

ExtLib_StepRun(x)”在求解十次的过程中外部函数被调用了 1600 次（外部函数

被调用次数与求解器以及求解器设置有关），其原因就是该函数出现在非线性方

程块中。 

示例 11 testlog3：(示例文件位置：Samples\ExternFuncDebug\testlog3.mo) 

model testlog3 

  function ExtLib_StepRun 

    input Real x; 

    output Real y; 

    output Real z; 

  external "C" y = StepRun(x, z)annotation (Include = "double i = 0; 

double StepRun(double x, double *z){i++; *z = i;return 1;}"); 

  end ExtLib_StepRun; 

  Real x; 

  Real y; 

equation  

  when sample(0, 0.1) then  

    (x,y) = ExtLib_StepRun(pre(x)); 

  end when; 

end testlog3; 

ExtFuncExmple_2 与 ExtFuncExmple_1 的 主 要 区 别 为 方 程 “ (x,y) = 

ExtLib_StepRun(pre(x))”，即通过添加 pre 打破代数环。该例子编译打印信息和结

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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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9 模型编译的打印信息 

 

图 27-10 模型变量 y 的结果曲线 

由以上两图可知，通过打破代数环，消除了非线性方程，避免了迭代求解，

保证了外部函数的调用次数在可控范围内。 

27.3 外部函数编辑器 

27.3.1 功能简介 

在 Modelica 模型中调用 C、C++编写的函数时，需要用到 Modelica 外部函

数机制，规范中的相关语法定义复杂，对用户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对此，

MWorks.Sysplorer 提供了外部函数编辑器，使得用户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导入和

编辑外部 C 函数。以下是详细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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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 新建外部函数 

(1). 启动 MWorks.Sysplorer，通过菜单的文件-新建-外部函数，或者快速新

建下拉菜单-外部函数来新建一个 Modelica 外部函数，填写模型信息后点击确定，

弹出外部函数编辑器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27-11 外部函数编辑器 

(2). 选择想要调用的 C 函数包含文件(.c, .h)，编辑器解析文件中声明的所有

函数原型。选择一个函数原型，编辑器生成 modelica 外部函数调用语句，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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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2 自动生成外部函数调用语句 

(3).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完成外部函数创建。 

27.3.3 编辑外部函数 

仅当待编辑模型为函数，没有算法块且没有方程时，可以编辑外部函数，以

下为编辑方法。 

(1). 在模型浏览器中右键模型，选择编辑外部函数，或点击菜单-编辑外部函

数，弹出外部函数编辑器对话框。 

(2). 使用外部函数编辑器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 

27.3.4 外部函数编辑器详细说明 

(1). 外部 C 函数信息 

① 包含文件：显示包含头文件的文件名，点击右侧按钮可以选择要包含的

头文件。 

② 包含目录：显示用户选择的包含文件所在目录，当目录是模型子目录时，

尝试使用 Modelica 模式的 URI 表示，否则会显示为绝对路径。 

③ 函数原型：用户选择包含文件后，编辑器从该文件中解析出所有函数声

明，填充在函数原型下拉框中。 

④ 库名：显示依赖库的名称，库名以逗号隔开，可以通过文本框编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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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点击右侧按钮，弹出依赖库编辑框，每行填写一个依赖库名。 

⑤ 库目录：显示依赖库所在目录，通过点击右侧按钮选择目录，当目录是

模型子目录时，尝试使用 Modelica 模式的 URI 表示，否则会显示为绝对路径。 

(2). Modelica 函数信息 

① 变量：显示输入输出变量，输入变量 始终位于输出变量 上方。变量表

从左到右的四列分别是变量名，变量类型，变量值，变量描述。 

双击变量表单元格可以编辑变量的四个属性。 

点击右侧的插入输入输出按钮可以在当前选中变量上方插入一个输入输出

变量。 

点击上移下移按钮可以改变变量的位置。 

点击删除按钮可以将选中变量删除。 

点击刷新按钮可以将当前对变量表和包装语句的更改重置为已选择函数原

型的默认设置。 

② 函数包装语句：显示外部 C 函数经过 Modelica 包装后的形式。用户可以

直接编辑包装语句，当删除变量表中的变量时，函数包装中的对应变量也会被删

除。当增加变量表中的变量，并且函数包装中插入该变量符合所选择函数原型的

形式时，函数包装增加对应变量。 

(3). 高级设置 

点击高级按钮，可以展开或收起高级页。 

① 数组布局：显示当前的数组布局，C 默认数组布局为行主模式，用户可

以勾选缺省，行主模式和列主模式这三种中的任意一种。 

② Modelica 文本：显示最后实际生效的文本，编辑各项属性，会实时更新

该预览文本。 

27.4 常见问题 

27.4.1 找不到文件 

找不到文件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找不到头文件 

编译时输出栏提示找不到头文件。例如，如果 27.1.1 节中示例 1 的 Include

文件夹中不存在头文件“useabc.c”，则编译时输出栏提示找不到头文件，如图

27-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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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3 输出栏提示找不到头文件 

(2). 找不到 lib 文件 

编译时输出栏提示找不到 lib 文件。例如，如果 27.1.2 节中示例 2 的 win32

文件夹中不存在头文件“Fac.lib”，则编译时输出栏提示找不到库文件，如图 27-14

所示。 

 

图 27-14 输出栏提示找不到库文件 

(3). 找不到 dll 文件 

仿真时输出栏提示无法加载动态链接库文件。例如，如果 27.1.2 节中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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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win32 文件夹中不存在头文件“Fac.dll”，则仿真时提示无法加载动态库文件，

如图 27-15 所示。 

 

图 27-15 输出栏提示无法加载库文件 

针对上述三种情形，可以通过输出面板查看打印出的文件搜索路径，确认文

件是否存在于搜索路径中，并且有访问权限。也可能是相关文件的路径没有加入

到 IncludeDirectory 或 LibraryDirectory 中，输出栏显示了有效的搜索路径。查看

“IncludeDirectory”或“LibraryDirectory”，更改模型中的 IncludeDirectory 或

LibraryDirectory 注解。对于“找不到 lib 文件”的情况，还可以用 dumpbin 工具

查看 lib 文件，确认依赖的接口是否存在于该 lib 文件中。 

(4). 仿真失败 

仿真时失败，有可能是因为 dll 文件与求解器的位数(或平台位数) 不匹配，

比如 32 位的 dll 在 64 位的 MWorks.Sysplorer 中无法正确调用。针对这个情况，

换成匹配的 MWorks.Sysplorer 即可。 

27.4.2 运行错误 

运行期间求解器捕获到异常。这种情况，一般而言是外部函数运行出错，需

要在 C 语言环境中调试外部函数，建议编写外部函数代码时，将一些有用的信息

打印到文件或控制台中进行运行时检测。 

第七部分 功能索引 

28. 菜单栏 

本节按照 MWorks.Sysplorer 菜单栏顺序依次介绍主要菜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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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文件菜单 

 

图 28-1 文件菜单 

28.1.1 快速新建 model 

直接在顶层新建 model 类型的模型并打开组件视图，模型名由系统自动生成

Model_1、Model_2，编号依次递增。 

当前工作目录中存在“Model_X.mo”，“X”为正整数时，执行快速新建 model

操作会跳过这些模型名。 

28.1.2 新建 

创建新的 Modelica 模型，支持七种受限类 model、connector、expandable 

connector、record、block、function、package，允许新建顶层和嵌套的模型，并提

供目录结构与单个文件两种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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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 新建模型 

⚫ 模型名：Modelica 规定，模型名应以字母或下划线字符开头，由字母、数

字、下划线字符组成。新建模型不能与 Modelica 关键字、内置类型、内

置函数同名，不能与相同层次中已经存在的模型和组件重名。 

⚫ 类别：在类型下拉列表中列出七种受限类 model、connector、expandable 

connector、record、block、function、package 供选择（如图 28-3 所示）。

对应的工具栏下拉列表显示相同的内容，点击某一菜单项，调出新建模

型对话框，使用选定的受限类型设置“类型”下拉列表。 

 

图 28-3 选择类型 

⚫ Partial：勾选后新建的模型具有抽象属性，不能被实例化。 

⚫ 描述：输入模型相关的描述，在文本视图中被双引号包含其中。如果输入

内容中包含“\”或“””，文本视图中将显示“\\”和“\””。 

⚫ 基类：输入或点击按钮 选择模型基类（如图 28-4 所示），输入多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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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时，类名之间用分号隔开。 

 

图 28-4 选择模型作为基类 

⚫ 插入到：“插入到”下拉列表中列出 package 类型的顶层类和嵌套类，缺

省时“<Top Model>”表示创建顶层类，点击“ ”按钮，弹出模型选

择对话框（如图 28-5 所示），列出所有正规类（包括非 package）。Modelica

推荐只在 package 类型中创建嵌套类。 

 

图 28-5 选择模型作为父类 

⚫ 模型文件存储位置：如果是顶层模型，默认为菜单“工具→选项→环境”，

路径属性页中设置的工作目录，点击“ ”按钮可设置模型文件的存储

位置；如果是嵌套模型，默认为父模型文件存储位置，不可修改。 

⚫ 模型存储类别：对于顶层的 package 类型的模型可以选用“保存为目录结

构”或“保存为单个文件”的存储方式，其他类型只能选择“保存为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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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对于嵌套模型可以选用“保存到父模型所在文件”。 

28.1.3 复制模型 

通过复制模型操作可以改变模型层次，例如将顶层类复制为另一模型的嵌套

类或反之；将非结构化嵌套类改为按结构化方式存储；也可将模型库中的模型复

制出来供外部编辑与复用。 

当前没有打开的模型时，该功能置灰，当前有打开的模型时激活，复制该模

型，复制的模型没有保存。 

 

图 28-6 复制模型 

⚫ 新名字：复制后目标模型名，Modelica 规定，模型名应以字母或下划线

字符开头，由字母、数字、下划线字符组成。复制模型不能与 Modelica

关键字、内置类型、内置函数同名，不能与相同层次中已经存在的模型和

组件重名。 

⚫ 描述：输入模型相关的描述，在文本视图中被双引号包含其中。如果输入

内容中包含“\”或“””，文本视图中将显示“\\”和“\””。 

⚫ 插入到：“插入到”下拉列表中列出 package 类型的顶层类和嵌套类，缺

省时“<Top Model>”表示创建顶层类。 

⚫ 模型文件存储位置：如果是顶层模型，默认为菜单“工具→选项→环境”

路径属性页中设置的工作目录，点击 按钮可设置模型文件的存储位置；

如果是嵌套模型，默认为父模型文件存储位置，不可修改。 

28.1.4 打开 

打开 Modelica 模型文件.mo 或者 Modelica 加密文件.m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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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功加载所选文件（无语法错误，并且不产生名字冲突），则显示于模

型浏览器中。 

如果模型已被打开，系统提示是否替换，选择“确定”将丢弃未保存的模型

变更，选择“取消”不作任何操作。 

如果成功加载或者接受重新加载，则添加到“最近的文件”列表。 

28.1.5 最近的文件 

列出最近打开或保存的模型文件.mo 和模型库序列化文件.bmf。 

点击菜单检查最近打开的文件是否存在，若存在则打开；若找不到（被删除

或者被改名），弹出一个提示框，随后删除该记录。 

28.1.6 模型库 

模型库中显示安装软件时预先配置的模型库。 

28.1.7 重加载模型库 

重新加载当前模型库列表勾选的模型库，模型库列表在菜单“工具→选项”

环境-模型库标签页。 

28.1.8 保存 

保存正在编辑的模型文件到新建或打开时的存储路径，保存打开的模型覆盖

原模型。 

MWorks.Syaplorer 保持模型名与.mo 文件名的一致性。 

保存成功后，记录顶层模型对应的文件名到“最近的文件”列表。 

28.1.9 另存为 

将当前模型另存为其他模型文件。“另存为”=“复制模型”+“保存”。当前

没有打开的模型时，该功能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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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 复制模型 

对话框中设置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28.1.3 节。 

28.1.10 保存所有 

保存所有用户修改的模型，忽略新建但未修改的模型。 

MWorks.Sysplorer 保持模型名与.mo 文件名的一致性。 

保存成功后，记录顶层模型对应的文件名到“最近的文件”列表。 

28.1.11 搜索 

根据设置的查找选项在模型库和用户自定义模型中查找模型，查找结果显示

于结果列表。 

 

图 28-8 搜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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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框：输入搜索内容，搜索框自动记录先前输入的内容，单击搜索框右

端的下拉小箭头会显示查找记录列表； 

⚫ 【搜索】：点击后立即搜索，搜索的结果实时显示在搜索结果列表中； 

⚫ 【停止】：点击后停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搜索； 

⚫ 搜索结果：显示找到和比较的个数； 

⚫ 搜索范围→模型文本：在模型全文中查找，忽略注解(annotation)中的文字； 

⚫ 搜索范围→模型说明文档：在模型的 info 文本中搜索； 

⚫ 搜索细节→模型名：比较模型名，这是最快捷的搜索； 

⚫ 搜索细节→描述：比较模型和组件的描述； 

⚫ 搜索细节→组件名：比较组件名； 

⚫ 搜索细节→模型引用：比较组件类型和基类名字，包含简短类的引用类

型； 

⚫ 查找选项→区分大小写：比较文字时会区分大小写； 

⚫ 查找选项→全字匹配：查找到的结果会与搜索框中的文字完全匹配：全

字匹配搜索不支持中文和特殊字符； 

⚫ 搜索结果列表：显示搜索结果的名称、位于和描述。 

结果图标表示这个结果的类型， 表示 Record 类型。 表示 Function 类

型， 表示 Package 类型， 表示 Document 类型， 表示 Connector 类型，

表示 Component 类型， 表示这个结果是 Extends 语句。 

搜索结束后，可以双击搜索结果。如果这个结果是模型，将会在模型浏览器

上定位该模型并打开模型视图；如果这个结果是组件，则打开这个组件所在的模

型，并选中这个组件。如果这个结果是继承语句，则打开这个继承语句所在模型

的文本视图并高亮这个语句。 

28.1.12 移除所有 

移除所有已经加载的模型库和用户自定义模型。 

系统提示保存修改后未存盘的模型，如图 28-9 所示，忽略修改已保存或新

建未修改的模型。 



第352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图 28-9 保存模型更改 

⚫ 保存所选文件：保存勾选的模型后移除该模型。 

⚫ 不保存：取消保存修改的模型并移除该模型。 

⚫ 取消：取消移除操作。  

28.1.13 移除用户模型 

移除用户自定义模型, 保留已经加载的模型库。 

28.1.14 导入 

导入 FMU 文件，生成 mo 模型，可实现 MWorks.Sysplorer 和不同建模工具

模型之间的联合仿真。 

 

图 28-10 选择 FMU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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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1 导入 FMU 

⚫ FMU 文件：显示选择后的 FMU 文件路径。点击 按钮可重新选择 FMU

文件。 

⚫ 模型名：导入的 FMU 生成的 Modelica 模型名，Modelica 规定，模型名

应以字母或下划线字符开头，由字母、数字、下划线字符组成。复制模型

不能与 Modelica 关键字、内置类型、内置函数同名，不能与相同层次中

已经存在的模型和组件重名。 

⚫ 插入到：“插入到”下拉列表中列出 package 类型的顶层类和嵌套类，缺

省时“<Top Model>”表示创建顶层类。 

⚫ 模型文件存储位置：如果是顶层模型，默认为菜单“工具→选项→环境”

路径属性页中设置的工作目录，点击 按钮可设置模型文件的存储位置；

如果是嵌套模型，默认为父模型文件存储位置，不可修改。 

28.1.15 发布模型 

对模型进行加密并发布为.mef 文件。模型发布窗口列出模型所在文件及文件

中的类，如图 19-1 所示。提示，①无法列出类中的子类；②可预先读取模型中

的加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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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2 模型发布 

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19 节。 

28.1.16 退出 

退出 MWorks.Sysplorer，存在修改后未存盘的模型时系统将给予提示（如图 

28-9 所示），忽略修改已保存或新建未修改的模型。 

28.2 编辑菜单 

 

图 28-13 编辑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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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1 撤销 

撤销上一步进行的编辑操作，适用于：① 模型元素（包括 import、extends、

variables、parameters 等）的编辑操作；② 文本视图中的 Modelica 代码修改操作；

③ 图形视图中的编辑操作（包括图形菜单和属性菜单的编辑功能）。 

28.2.2 重做 

与撤销对应，重复进行最近撤销的编辑操作。 

28.2.3 剪切 

将选中的对象复制到系统剪贴板，同时删除选择集。 

在图标/组件视图中剪切时，剪贴板中同时生成文字（即 Modelica 代码）和

图形实体两种对象，可分别粘贴到文本/图标/组件视图。 

28.2.4 复制 

复制选中的对象到系统剪贴板，选择集保持不变。 

28.2.5 粘贴 

将系统剪贴板中的文字/图形实体分别粘贴到文本/图标/组件视图。 

在图标/组件视图中粘贴时，不覆盖当前选择集。 

28.2.6 删除 

删除文本视图中选中的文字，或图标/组件视图中选中的实体集。 

28.2.7 全选 

选中文本视图中的全部 Modelica 代码（包括折叠文字），或图标/组件视图中

的所有实体。按下 Ctrl+A 键等同于调用全选功能。 

28.2.8 查找和替换 

根据设置的查找选项在文本中查找/替换文字。 

 

图 28-14 查找与替换——查找属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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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个：从光标位置向前查找，高亮选中找到的第一个文字；如果未找

到，则尝试从尾部开始向前查找。 

⚫ 下一个：从光标位置开始向后查找，高亮选中找到的第一个文字；如果未

找到，则尝试从头开始查找。 

⚫ 替换：从光标位置开始查找，替换找到的第一个关键字。 

⚫ 全部替换：全文查找并替换所有找到的文字。 

28.2.9 查找连接 

连接查看器包括查看连接和定位连接器功能，方便在拥有可扩展连接器的大

规模模型中定位信号在模型中创建和使用的位置。 

 

图 28-15 查找连接 

⚫ 在组件中查找连接：显示查找连接的组件名称，若为模型则显示为<top> 。 

⚫ 高亮：连接集中与之匹配的连接高亮显示，支持正则表达式。如下图中，

输入“^a”，高亮显示所有以 a 开头的连接器。 

⚫ 因果关系：包括“Any”、“Input”、“Output”，分别表示显示全部、只显示

Input 连接器和只显示 Output 连接器。 

⚫ 连接集：显示当前组件中的所有连接。 

连接查看规则如下： 

当存在可扩展连接器时，连接查看器自动忽略并显示两端的非可扩展连接器，

以“Bus signal:”前缀标注，方便定位信号的发生和结束位置。 

非可扩展连接器连接以“Interfaces(连接器路径)”形式显示。 

因果关系的连接器显示因果图标 、 。 

单击连接集中的连接器，系统自动在组件视图定位并选中该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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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6 定位选中的组件 

28.2.10 转到行 

将光标定位到文本中指定的文本行。 

 

图 28-17 输入转到行号 

28.2.11 批量连接 

对当前打开的模型进行组件端口的批量连接操作。批量连接只显示组件的因

果连接器，详见 11.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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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8 批量连接 

28.2.12 属性 

查看或修改当前模型的属性，分为常规、图层、仿真等属性页进行设置。 

提示：对于只读模型，常规和图层属性页的属性只能查看不能修改。 

(1). 常规 

设置模型受限类型、名称、描述、前缀属性（包括动态类型）等属性。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359页, 共 473 页 

 

图 28-19 模型属性——常规属性页 

⚫ 类型：模型的基本信息，如类别、名称等。 

➢ 类别：模型类别，分别为 model、connector、record、block、function、

package 可查看和修改。 

➢ 名称：模型名称，只可查看不可修改。 

➢ 描述：模型描述信息，可查看和修改。 

➢ 类型层次：模型所在的类型层次，不可修改。 

➢ 基类：模型基类，可查看和修改。 

➢ 文件：模型所在目录，不可修改。 

⚫ 属性：指定可分配类的可能属性。注意，以下列出的属性都可以在对话框

中选择，也可手动在文本视图中修改。 

➢ Encapsulated：一个封装的类代表一个独立的代码单元。在该类中访

问其它包中定义的元素时，必须利用 import 语句导入。 

➢ Partial：抽象属性，代表这个类不完全且不能被实例化。这样的类作

为基类会很有用。 

➢ Protected：受保护的属性指定类是否被保护。保护类中的元素不能被

其他类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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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aceable：具有可替换属性的类在被引用时可以重声明。 

(2). 图层 

设置图标/组件视图页面尺寸、网格间距、组件缩放系数和纵横比例选项。 

 

图 28-20 模型属性——图层属性页 

⚫ 页面尺寸：定义图标/组件视图的高度和宽度。 

⚫ 网格间距：该选项影响图标/组件视图中的栅格线，以及图形交互时的捕

捉操作。 

⚫ 组件缩放系数：当拖入模型到另一模型中生成组件时，该系数与图标/组

件视图坐标系共同决定组件的初始大小。 

⚫ 锁定纵横比：缺省未选中，在图标/组件视图中拖动组件夹点改变组件大

小时，将不保持其纵横比例。 

(3). 仿真 

设置模型仿真选项，包括开始时间、停止时间、步数、算法、精度等。 

模型属性中的仿真选项将作为当前模型求解时的缺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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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1 模型属性——试验属性页 

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15.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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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视图菜单 

 

图 28-22 视图菜单 

⚫ 适应窗口：对于图标/组件视图，如果没有可见的实体，按坐标系大小充

满显示，否则按实体包围盒充满显示。 

⚫ 显示网格：开关选项，在组件视图和图标视图显示或隐藏网格，网格范围

与间距根据图标/组件视图的坐标系统确定。 

⚫ 模型视图：用于转到图标/图形/文本视图 

⚫ 模型浏览器：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模型浏览器。 

⚫ 组件浏览器：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组件浏览器。 

⚫ 仿真浏览器：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试验浏览器。 

⚫ 组件参数：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参数面板。 

⚫ 组件变量：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组件变量面板。 

⚫ 命令窗口：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命令窗口。 

⚫ 输出：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输出面板。 

⚫ 工具栏：开关选项，依次用于显示或隐藏标准/模型导航/模型视图/绘制/

格式/排列和布局/仿真/动画控制工具栏 

⚫ 重置窗口布局：MWorks.Sysplorer 界面恢复到默认窗口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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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图形菜单 

 

图 28-23 图形菜单 

⚫ 左对齐：移动选择集，使之与参考实体的左边界对齐。 

⚫ 水平居中：移动选择集，使之与参考实体的水平中线对齐。 

⚫ 右对齐：移动选择集，使之与参考实体的右边界对齐。 

⚫ 顶端对齐：移动选择集，使之与参考实体的顶端边界对齐。 

⚫ 上下居中：移动选择集，使之与参考实体的上下中线对齐。 

⚫ 底部对齐：移动选择集，使之与参考实体的底部边界对齐。 

⚫ 横向分布：选中两个以上图元，左右图元保持不变，将中间的图元左右等

距排列。 

⚫ 纵向分布：选中两个以上图元，上下图元保持不变，将中间的图元上下等

距排列。 

⚫ 置于顶层：选中单个组件或图元，将对应元素的声明位置移到最后。 

⚫ 置于底层：选中单个组件或图元，将对应元素的声明位置移到最后。 

⚫ 上移一层：选中单个组件或图元，将对应元素的声明位置移到最前。 

⚫ 下移一层：选中单个组件或图元，将对应元素的声明位置移到相邻元素

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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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 90 度：将选中的实体集顺时针旋转 90 度，旋转基点为实体自身原

点，或其包围盒的几何中心点。 

⚫ 旋转-90 度：将选中的实体集逆时针旋转 90 度，旋转基点为实体自身原

点，或其包围盒的几何中心点。 

⚫ 水平翻转：将选中的实体集绕自身的水平中心线翻转，翻转中心线通过

实体自身原点，或其包围盒的几何中心点。 

⚫ 竖直翻转：将选中的实体集绕自身的垂直中心线翻转，翻转中心线通过

实体自身原点，或其包围盒的几何中心点。 

28.5 仿真菜单 

 

图 28-24 仿真菜单 

28.5.1 检查 

对当前模型进行词法、语法和语义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在输出面板中。 

28.5.2 编译 

依次执行检查、编译，检查未通过，立即终止后续操作。 

检查通过后，编译当前主模型生成 MWorks.Sysplorer 求解器。 

28.5.3 仿真 

依次执行检查、编译、求解操作，只要有一个步骤失败，立即终止后续操作。 

编译通过后，更新求解器创建模型实例，显示在仿真浏览器上，最后运行求

解器，仿真结果生成在仿真结果目录（见 28.8.1(2)节）下，输出面板的建模标签

页显示检查编译信息，仿真标签页显示仿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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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4 打开仿真结果 

选择实例相关目录，打开先前生成的模型实例，结果显示于仿真浏览器中。 

28.5.5 新建 Y(Time)曲线窗口 

新建一个新的 Y(Time)曲线窗口。 

 

图 28-25 Y(Time)曲线窗口 

28.5.6 新建 Y(X)曲线窗口 

新建一个新的 Y(X)曲线窗口。 

 

图 28-26 Y(X)曲线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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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7 新建动画窗口 

新建一个新的动画窗口。 

 

图 28-27 动画窗口 

三维动画建立在仿真实例基础上，所以想观察到动画效果，不仅需要确保模

型具有动画属性，还要对模型进行仿真。可在仿真浏览器中生成仿真实例后，打

开三维动画窗口进行动画播放，也可在仿真模型前打开三维动画窗口仿真时实时

显示动画。 

28.6 试验菜单 

28.6.1 频率估算 

对模型进行频率特性估算，可以给出系统频率响应图并获取系统频域相关的

属性，从而支持后续控制回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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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8 频率估算 

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20.1 节。 

28.7 导出菜单 

⚫ FMU：将 Modelica 模型导出为 FMU 文件，可实现其他建模工具和

MWorks.Splorer 之间的联合仿真，详情可参见 FMU 导出。 

⚫ S-Function：导出用于将 Modelica 模型转换为 Simulink 信号框图(Block)

的文件，转换后的信号框图可以在 Simulink 中以与内置的信号框图一致

的方式进行使用，详情可参见 S-Function 导出。 

⚫ Veristand：MWorks.Sysplorer 将 modelica 模型自动编译后转换为 dll 文件

并导出，并在输出栏输出导出地址。导出的 dll 文件可在 Veristand 中直

接使用。详情可参见 Veristand 导出。 

28.8 工具-选项菜单 

 

图 28-29 工具-选项菜单 



第368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8.8.1 环境 

(1). 模型库标签页 

提供 Modelica 标准库、模型库配置等设置选项。Modelica 标准库下拉列表

提供“无”、“Modelica3.2.1”、“Modelica3.2”、“Modelica2.2.2”选项。其中“无”

表示无预加载模型库。 

 

图 28-30 选项-环境-模型库属性页 

模型库列表中列出内置及用户设置的模型库目录全路径，通过勾选操作选择

模型库。 

⚫ 新增库目录：增加模型库路径，新增路径缺省勾选。 

⚫ 移除库目录：从模型库列表中移除选中的模型库，但内置模型库不允许

移除。 

如果模型库配置有修改，点击【确定】按钮，会弹出提示是否立即生效。 

 

图 28-31 模型库配置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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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是】重新加载模型库，此过程无需卸载用户模型。通过“文件→重新

加载模型库”也可以加载勾选的模型库。加载后会显示在模型浏览器的模型库分

组下。 

 

图 28-32 根据模型库选项自动加载的模型库 

(2). 系统目录标签页 

提供工作目录、仿真结果目录等设置选项，设置后立即生效。 

 

图 28-33 选项-环境-系统目录属性页 

⚫ 工作目录：缺省为“C:\Users\(current user)\Documents\MWorks”。模型新

建、发布时均使用该目录作为缺省路径。 

⚫ 仿真结果目录：缺省为“ C:\Users\(current user)\Documents\MWorks 

\Simulation”。生成仿真实例时使用该目录作为缺省路径。 

(3). 外观标签页 

提供语言、工具栏图标大小、撤销入栈限制等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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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4 选项-环境-外观属性页 

⚫ 语言：提供“中文(简体)”与“English”两种选项，设置后需要重新启动

软件才能生效，缺省为“中文(简体)”。 

 

图 28-35 英文状态下的界面 

⚫ 工具栏图标大小：设置工具栏中的图标大小。设置后立即生效。 

⚫ 撤销栈大小：设置图形视图撤销栈的大小，设置后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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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2 建模 

(1). 模型浏览器标签页 

提供模型浏览器的图标大小、显示保护类型等设置选项，设置后立即生效。 

 

图 28-36 选项-建模-模型浏览器属性页 

⚫ 图标大小：设置模型浏览器上的节点及图标大小。 

➢ 大：32 像素。 

➢ 小：20 像素。 

➢ 自定义：直接输入或点击列表框中的上下箭头调节大小，设置范围

16-64 像素。 

⚫ 模型节点文字：设置模型浏览器上的节点文字显示。 

➢  模型名称：只显示模型名称。 

➢ 模型描述：只显示模型的描述，若模型描述为空，将显示模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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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7 模型描述为模型节点文字 

➢ 模型名（描述）：以“模型名（描述）”的形式显示节点。若描述为

空，只显示模型名。 

⚫ 选项 

➢ 显示保护类型：开关选项，在模型浏览器上显示和隐藏保护类型的

模型。 

➢ 显示可替换类型：开关选项，在模型浏览器上显示和隐藏可替换类

型的模型。 

➢ 打开模型窗口时同步滚动模型浏览器节点：勾选后，打开模型窗口

时，在模型浏览器上自动定位并滚动到模型节点。 

(2). 图形视图标签页 

①常规 

提供图形视图网格、导航条、渲染等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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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8 选项-建模-图形视图-常规属性页 

⚫ 组件导航栏：开关选项，在模型图形视图上方显示或隐藏组件导航栏，设

置立即生效。 

⚫ 滚动条：开关选项，在模型图形视图显示或隐藏滚动条，设置立即生效。 

⚫ 显示网格：开关选项，设置网格显示状态，设置后新建或重新加载模型时

生效。该设置不适用于进入组件后的情况，进入组件固定不显示网格。 

⚫ 对齐到网格：移动选择集，使其实体原点(origin)及其夹点对齐到最近的

栅格点，设置立即生效。 

⚫ 高质量图形渲染：高质量渲染图形视图的图元，设置立即生效。 

⚫ 高质量位图渲染：高质量渲染图形视图的图片，设置立即生效。 

⚫ 高质量文字渲染：高质量渲染图形视图的文字，设置立即生效。 

⚫ 限制文字最小字号：限制图形视图文字最小字号，设置立即生效。 

②图层 

设置图标/组件视图坐标系大小、栅格间距、组件缩放系数和纵横比例设置选

项。设置后再新建的模型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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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9 选项-建模-图形视图-图层属性页 

具体选项和设置可参见 28.2.12(2)节。 

(3). 文本视图标签页 

设置文本视图注解折叠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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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0 选项-建模-文本视图属性页 

⚫ 注解折叠：显示或隐藏多行注解的折叠标记。对设置后再新建或加载的

模型才生效。 

28.8.3 编译-模型翻译 

提供编译设置、翻译设置等选项，设置后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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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1 选项-编译-模型翻译属性页 

(1). 类型查找时检查包（package）限制：勾选后，当前模型不满足包要求，

执行检查时，输出栏输出警告信息。 

(2). 检查基类与派生类之间的嵌套类型重名：勾选后，当模型存在基类和派

生类之间的嵌套类型重名时，执行检查输出栏输出警告信息。 

(3). 检查前自动保存模型：勾选后，检查模型时自动保存模型。 

(4). 生成平坦化 Modelica 代码：勾选后，当前模型执行仿真操作时，在模型

所在目录生成对应的平坦化（.mof）文件。 

28.8.4 编译-模型分析 

设置分析设置、调试上下文、输出信息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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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2 选项-编译-模型分析属性页 

(1). 参数估值以便优化模型（改善仿真效率） 

⚫  功能说明 

当模型求解缓慢时，勾选该功能，然后翻译模型，系统会自动对模型中的参

数进行估值，并用估值得到的结果（一个常数）替换仿真实例中的参数（需要计

算），以减少计算过程中的开销，改善仿真效率，解决模型仿真缓慢的问题。 

⚫ 示例 

model T1 

function fun1 

input Real a; 

output Real b; 

algorithm  

b := 1; 

b := sin(a); 

end fun1; 

parameter Real p = 1; 

Real a; 

equation  

  der(a) = fun1(p) + time; 

end T1; 

翻译上述示例时，若已打开参数估值功能，则系统将对函数 fun1(p)进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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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到结果 0.8414，并使用该结果替换实例中的 fun1(p)，减少了函数 fun1(p)被

调用的开销。 

⚫ 注意事项 

该选项提升求解效率仅对特定情况有效，且被估值后的参数变为固定值，在

当前仿真实例中无法修改。由于以上局限性，该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 

(2). 记录所选的连续时间状态变量 

⚫ 功能说明 

勾选该功能，翻译模型，系统自动将模型选定的变量名输出至输出面板中。

当模型求解失败或与预期不一致，可能是由于选定的状态变量导致，此时可以改

变选定的状态变量后再次求解模型。 

⚫ 示例 

model T2 

  Real a; 

  Real b = time; 

equation 

  der(a) = time; 

end T2; 

启动该功能后翻译示例模型，输出结果如图所示。 

 

图 28-43 状态变量名称 

⚫ 注意事项 

该功能生效的前提是模型存在状态变量。模型是否存在状态变量可以通过翻

译模型时输出的统计报表判断，如图所示，“状态变量：1”表示模型存在 1 个状

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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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4 翻译时输出模型中状态变量数量 

(3). 记录所选的缺省初始条件 

⚫ 功能说明 

勾选该功能，翻译模型，系统自动输出模型选定的变量初值。当模型求解失

败或与预期不一致，可能是由于选定变量的初值导致，此时可以改变状态变量的

初值后再次求解模型。 

⚫ 示例 

model T3 

  parameter Real p = 0.5; 

  Real a(start = p); 

  Real b; 

equation 

  der(a) = sin(time); 

  der(b) = cos(time); 

end T3; 

该模型中，a、b 为状态变量，启用该功能后翻译模型，系统输出如下图所

示。其中 a 设置了初始值，b 使用变量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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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5 状态变量初始条件 

⚫ 注意事项 

该功能生效的前提是模型选定的状态变量使用缺省的初始条件。选取的变量

是否使用缺省初值可以通过翻译模型时输出的统计报表判断。如图所示，“选取

的缺省初始条件：1”表示模型选定的状态变量使用了缺省的初始条件，若模型

不使用缺省初始条件，该条目不会输出。 

 

图 28-46 翻译时输出模型中状态变量使用初始值 

(4). 输出输出指标约减时的微分方程信息 

⚫ 功能说明 

系统在翻译模型过程中通过求导对某些方程进行降指标，将这些方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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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微分代数方程)系统地转化为 ODE(常微分方程)。在调试模型时，若要了解

模型降指标的详细情况，可勾选该功能，然后翻译模型，系统自动输出模型的降

指标方程信息(包括原方程和求导得到的方程)。 

⚫ 示例 

model T3 

  Real a; 

  Real b; 

equation 

  der(a) + der(b) = time; 

  b = sin(time); 

end T3; 

系统在翻译示例模型时，对 b=sin(time)求导，得到的 der(b)=cos(time)，启动

该功能后翻译模型，系统输出原方程和求导之后的方程，如图所示。 

  

图 28-47 微分方程信息 

⚫ 注意事项 

该功能生效的前提是翻译时存在降指标的过程。该过程是否存在可以通过翻

译时输出的统计报表判断，如图所示，“哑导变量：1”表示模型存在 1 个降指标

的过程，若模型中不存在降指标过程，则该条目不会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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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8 翻译时输出模型中有降指标过程 

(5). 输出解析时查找到的模型信息 

⚫ 功能说明 

勾选该功能后，系统在翻译时输出模型解析过程中查找到的模型信息。 

⚫ 模型 

model T4 

  model m1 

    Real a = time; 

  end m1; 

  m1 m[2]; 

end T4; 

启动该选项后，翻译示例模型时的输出结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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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9 解析时查找到的模型信息 

(6). 输出非线性迭代变量及其初值 

⚫ 功能说明 

勾选该功能后，系统在翻译模型时输出选定的非线性求解变量及其初值，若

未给定初值，则输出该变量的缺省值。 

⚫ 示例 

model T6 

  Real a(start=1); 

  Real b; 

equation 

  a^2 + sin(b^3) = sin(time); 

  cos(a^3) + b^2 = cos(time); 

end T6; 

勾选该功能后，翻译示例模型，输出结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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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0 非线性迭代变量及其初始条件 

⚫ 注意事项 

该功能生效的前提是模型中存在非线性方程。模型中是否存在非线性方程可

以通过翻译输出的统计报表判断。如图所示，“非线性方程系统撕裂前与撕裂后

的变量数：{2:2}”表明系统中存在非线性方程，其变量数为 2。 

 

28.8.5 编译-C 编译器 

设置编译器、生成求解器等选项，设置后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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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1 选项-编译-C 编译器属性页 

(1). 内置 Gcc：默认内置的 GCC 编译器。 

(2). 内置 VC：默认内置的 VC 编译器。 

(3). 自动检测到的 VC：自动检测列出本机已有的 Visual Studio 编译器版本。 

(4). 自定义 VC：设置 Visual Studio 编译器目录。通过点击按钮 可以

选择编译器所在目录。 

(5). 编译器详细信息：显示选择或者设置的编译器详细信息，包括名字、平台

和路径。 

(6). 校验编译器：校验编译器是否设置成功。 

32 位 MWorks.Sysplorer 只生成 32 编译器，64 位 MWorks.Sysplorer 只生成

64 位编译器。 

 

28.8.6 仿真-常规 

设置仿真常规选项。 



第386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图 28-52 选项-仿真-常规属性页 

(1). 关闭未保存的实例时给出提醒：勾选后，关闭未保存的实例时弹出提示

信息。 

(2). Modelica 函数编码：分为 UTF-8 和本地多字节两种方式，只可以选择其

一 

(3). 曲线窗口： 

➢ 限定时间范围：勾选后，仿真时，曲线窗口保持 x 轴的最大值与最

小值的差不变，并自动跟随曲线的最尾端。 

➢ 播放动画时保持窗口跟随：勾选后，若当前的曲线窗口显示曲线不

完整，播放动画时，曲线窗口随着播放进度显示曲线。 

28.8.7 仿真-调试 

设置输出记录、非线性求解诊断、Min/Max 断言、调试上下文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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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3 选项-仿真-调试属性页 

(1). 正常的警告信息 

⚫ 功能说明 

若当前模型在仿真过程中存在警告信息（如仿真实例的仿真终止时间等于开

始时间），勾选该选项后，系统将在仿真时输出相关的警告信息。 

⚫ 示例 

在仿真浏览器内对任意仿真实例的仿真时间进行设置，使其仿真开始时间大

于结束时间。仿真后，系统输出内容如下图所示，显示仿真区间以及仿真步长无

效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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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4 仿真中警告信息 

(2). 仿真中的事件 

⚫ 功能说明 

勾选后，仿真相应模型，系统输出仿真过程中触发的事件信息。 

⚫ 示例 

model T11 

  Real a; 

equation  

 if time>0.5 then 

   a = sin(time); 

 else 

   a = cos(time); 

end if; 

end T11; 

仿真示例模型，系统输出内容如图所示。其中显示了两个事件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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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5 仿真中的事件 

(3). 动态状态变量选择 

⚫ 功能说明 

勾选该功能后，仿真模型，若在仿真过程中发生动态状态变量切换，则系统

输出动态选择的状态变量。模型求解失败时，可以使用该功能查看动态状态变量

切换的详细信息，辅助定位问题。 

⚫ 示例 

model T12 

  Real x(start = 1); 

  Real y; 

  Real u(start = 0); 

  Real v; 

  Real F; 

  parameter Real L = 1; 

  parameter Real m = 1; 

  constant Real g = 9.81; 

equation  

  u = der(x); 

  v = der(y); 

  m * der(u) = -x * F / L; 

  m * der(v) = -y * F / L - m * g; 

  x ^ 2 + y ^ 2 = L ^ 2; 

end T12; 

仿真示例模型，系统输出内容如图所示。其中显示了在 0.405、0.801 两个时

间点，系统的状态变量进行切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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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6 仿真输出动态状态变量 

⚫ 注意事项 

勾选“工具→选项→编译→模型分析”中的 “记录所选的连续时间状态变

量”后，根据模型翻译的输出结果（如图所示），判断模型仿真过程中是否有可

能存在动态状态变量切换。若无状态变量集合，则不可能发生动态状态变量切换。 

 

图 28-57 判断是否有可能存在动态状态变量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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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线性解 

⚫ 功能说明 

模型求解失败或结果不符合预期时，可以启用该选项，系统会输出每一步仿

真过程中非线性方程的求解结果信息(包括变量值、残余量等)，用于辅助定位问

题。 

⚫ 示例 

model T13 

  Real a; 

equation 

  sin(a^2) = time; 

end T13; 

仿真示例模型，由于每一个仿真步长都会迭代求解非线性方程 sin(a^2) = time,

因此系统会输出每一步非线性方程解的信息。如图所示框选的是单次非线性方程

解的输出信息。 

 

图 28-58 非线性方程解的信息 

(5). 非线性迭代： 

⚫ 功能说明 

模型求解失败或结果不符合预期时，可以启用该选项，系统输出仿真过程中

每一次非线性方程求解的迭代信息，细致地展现非线性求解的过程。  

⚫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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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T13 

  Real a; 

equation 

  sin(a^2) = time; 

end T13; 

 仿真示例模型，由于每一个仿真步长都会经过若干次迭代，因此系统会输

出每一次迭代的信息，包括：变量值、残差、步长等。如图所示框选的内容为单

次迭代的信息。 

 

图 28-59 非线性迭代输出信息 

⚫ 注意事项 

启用该功能时，信息输出的频率较高，会带来较大的额外时间开销。 

(6). 记录线性奇异 

⚫ 功能说明 

仿真过程中出现线性方程求解失败时，可启用该选项，辅助定位求解失败方

程。启用后仿真模型，若线型方程求解过程中出现了线性奇异，则系统输出线性

奇异方程的变量信息。 

⚫ 示例 

model T14 

  Real a; 

  Real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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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ion 

  a + b = 1; 

  a + b = 2; 

end T14; 

启用该功能后，仿真示例模型，系统输出如下图所示，框选内容为线性奇异

相关信息。 

 

图 28-60 线性奇异信息 

⚫ 注意事项 

若该线性奇异为矛盾奇异，则线性方程会求解失败并报错，若是相容奇异，

则系统会使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并输出警告。 

(7). 检查 Min/Max 限制 

⚫ 功能说明 

勾选该功能后，模型变量需要严格遵守 Min/Max 属性的限制，并且系统会

在仿真过程中检查 Min/Max 属性对变量的限制。 

⚫ 示例 

model T15 

  Real a(min=0.1); 

equation 

  a = time; 

end T15; 

在示例模型中，a 的属性 min = 0.1 ，表示变量 a 的最小值为 0.1。启用该功

能后，仿真模型，time 的最小值为 0，因此仿真过程检查该限制，触发断言，仿

真失败报错。 

(8). 允许误差 

⚫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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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检查 Min/Max 限制时，若设置了允许误差，则系统在仿真时允许在

误差范围内的模型变量通过检查。 

⚫ 示例 

model T15 

  Real a(min=0.1); 

equation 

  a = time; 

end T15; 

将允许误差设置为 0.2，则此时 a 的允许误差为 0.1±0.2，此时仿真模型，则

模型正常放求解。 

(9). 错误信息中包含函数调用环境 

⚫ 功能说明 

若模型仿真在调用函数时失败，则可以启用该功能，然后仿真相应模型，系

统输出错误信息及函数调用的栈信息，以此来辅助问题的定位。 

⚫ 示例 

model T16 

function fun1 

 input Integer n; 

 output Real b; 

protected  

  Real a[2] = {1, 2}; 

algorithm  

  b := a[n]; 

end fun1; 

Integer n; 

Real x; 

equation  

if time > 0.5 then  

 n = 3; 

else 

 n = 2; 

end if; 

  x = fun1(n); 

end T16; 

示例模型中，函数 fun1 出现下标越界的问题。启用该功能后，仿真示例模

型，报错时输出调用的函数栈，如图所示。框选部分显示错误位置为 T16.fun1，

与实际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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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1 输出调用的函数栈 

28.8.8 仿真-仿真模式 

 

图 28-62 选项-仿真-仿真模式属性页 

(1). 独立仿真：仿真过程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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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时同步仿真：在仿真过程中会实时更新模型图元动态属性，呈现动画

效果。 

(3). 减速比：为了避免仿真时间太快看不到动画效果，设置减速比，可以对仿

真时间进行延迟。表示实际仿真时间跟虚拟仿真时间的比值。该比值用于控制实

时仿真速度，默认值为 1。当时减速比大于 1，则减速；当减速比小于 1，则加

速。时间比必须大于等于 0。 

当遇到以下两种情况时，系统自动使用独立仿真模式：①减速比比小到一定

程度；②区间长度小于 1ms。 

(4). 分布式显示：将服务器仿真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客户端，以便在客户端

查看模型的曲线、动画等相关信息，具体的功能说明请参考第 16 节。 

28.8.9 Syslink 

(1). Git 标签页 

设置 MWorks.Sysplorer 的 Syslink 功能开关。 

 

图 28-63 选项-Syslink-Git 属性页 

⚫ Git 安装路径：显示 MWorks.Sysplorer 安装目录下 Git 的路径。 

⚫ 校验 Git：校验 Git 是否安装成功。 

⚫ 仓库目录：显示 Syslink 仓库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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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目录：显示 Syslink 依赖目录。 

⚫ 工作模式：分为单机模式和协同模式，选择协同模式，模型浏览器变更为

协同建模浏览器，Syslink 协同功能才能使用。 

⚫ 提交策略：分为增量提交和全部提交。选择增量提交上传时只提交模型

修改部分。 

(2). 登录标签页 

设置 Syslink 用户登录的用户名、密码、端口号等。 

 

图 28-64 选项-Syslink-登录属性页 

⚫ 用户名：设置连接 Syslink 服务器的用户名。 

⚫ 密码：设置连接 Syslink 服务器的密码。 

⚫ 服务器地址：设置 Syslink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端口号：设置连接 Syslink 服务器的端口号。 

⚫ 校验登录：校验是否成功登录 Syslink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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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窗口菜单 

 

图 28-65 窗口菜单 

⚫ 层叠：视图中所有打开窗口按顺序层叠显示。 

⚫ 平铺：视图中所有打开窗口平铺显示。 

⚫ 关闭当前：关闭当前文档窗口，改变组件浏览器的内容，清空组件参数面

板、组件变量面板中的参数、变量。 

⚫ 关闭所有文档：关闭所有文档窗口，组件浏览器、组件参数面板、组件变

量面板显示的内容将被清空。 

⚫ 动态列出所有窗口：动态列出所有打开窗口的名称。可通过勾选切换当

前打开模型。 

28.10 帮助菜单 

 

图 28-66 帮助菜单 

28.10.1 查看文档主页 

打开帮助文档主页，用户可在该界面搜索和查看 MWorks.Sysplorer 软件功能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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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7 查看文档主页 

 

图 28-68 上下文菜单 

(1). 复制 

复制选中的对象到系统剪贴板。 

(2). 全选 

选中显示窗口中的全部信息，包括文本，图片等信息。 

(3). 查找 

弹出查找对话框，如图 28-69 所示。 

 

图 28-69 查找 

根据设置的查找选项在帮助窗口中查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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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找：查找到输入文本框中所有符合的文字。 

⚫ 关闭：关闭查找对话框。 

⚫ 大小写匹配：勾选后查找的文字区分大小写。 

⚫ 向上搜索：勾选后，由下往上依次选中查找到的文字，不勾选则由上往下

依次选中查找到的文字。 

28.10.2 欢迎页 

展示当前发布版本新增功能，点击链接打开对应的功能描述文档。 

 

图 28-70 欢迎页 

28.10.3 使用许可 

配置单机版或网络版 license，具体配置流程见《MWorks.Sysplorer 安装与使

用配置说明书》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401页, 共 473 页 

 

图 28-71 使用许可 

28.10.4 关于 MWorks.Sysplorer 

查看 MWorks.Sysplorer 版本、平台、授权信息、供应商版权及其主页

http://www.tongyuan.cc。 

28.11 曲线窗口菜单 

展示变量曲线。可新建一个或多个曲线窗口，一个曲线窗口可显示多个变量

的曲线，并支持基本的曲线运算和以图片或文件的形式导出曲线结果。 

 

http://www.tongyua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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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2 新建空白曲线窗口 

28.11.1 文件菜单 

 

图 28-73 文件菜单 

(1). 导出图片文件 

复制当前窗口的可见区域生成图片文件，缺省用当前曲线窗口名作为文件名。

弹出导出图片对话框，如图 28-74 所示，选择保存目录、选择保存类型和指定文

件名。保存类型可以是 BMP、SVG 等等。 

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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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4 导出图片 

(2). 复制为图片 

复制曲线窗口可见区域，生成图片文件到系统剪切板，可直接在 word 等软

件粘贴复制的图片。 

(3). 退出 

退出当前的曲线窗口。 

28.11.2 编辑菜单 

 

图 28-75 编辑菜单 

(1). 剪切 

将选中的曲线复制到系统剪贴板，同时删除选择集。 

(2). 复制 

复制选中的曲线到系统剪贴板，选择集保持不变。 

(3). 粘贴 

将系统剪贴板中的曲线粘贴到曲线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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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选 

选中当前曲线窗口中的所有曲线。 

(5). 删除所选变量 

删除被选中的变量曲线。 

(6). 清空当前子窗口 

清除当前子窗口中的所有曲线。 

(7). 属性 

查看或修改当前曲线的属性，Y(time)曲线窗口分为曲线、标题、坐标轴三个

视图，Y(X)只有曲线、标题两个视图。 

①曲线标签页 

可以查看当前曲线窗口中存在的变量的变量名、单位、描述，以及设置对应

变量的图例、外观、显示单位、坐标轴和数据。 

 

图 28-76 曲线标签页 

⚫ 变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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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曲线变量的全名。 

➢ 单位：变量的单位。 

➢ 描述：变量的描述。 

⚫ 图例：曲线窗口缺省根据实例编号和变量名等生成标签文字，图例名可

编辑。 

➢ 重置：取消修改过的变量图例名，恢复缺省文字。 

⚫ 外观 

➢ 颜色：设置曲线的颜色，可供选择的颜色下拉框有“蓝色”、“红色”、

“绿色”、“洋红”和“黑色”。也可以点击【自定义】按钮，弹出“选

择颜色”对话框，来自定义颜色。 

 

图 28-77 颜色下拉框 

 

图 28-78 自定义颜色 

➢ 线型：设置曲线的形状，可供选择的线型下拉框有“无”（隐藏曲线）、

“实线”、“虚线”、“点线”、“点划线”和“双点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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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9 线型下拉框 

➢ 线宽：设置曲线的宽度，可供选择的线宽下拉框有“单倍线宽”、“双

倍线宽”和“四倍线宽”。 

 

图 28-80 线宽下拉框 

➢   数据点：设置曲线数据点的形状，可供选择的数据点下拉框有“无”、

“交叉形”、“圆形”、“正方形”、“实心圆形”、“实心正方形”、“倒三

角形”、“正三角形”和“菱形”。 

 

图 28-81 数据点下拉框 

⚫ 属性 

➢ 单位：显示当前变量的单位，不可以修改。 

➢ 显示单位：列出变量单位对应的显示单位供选择，选择后回到曲线

窗口，曲线会根据显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比例重新换算显示。 

⚫ 坐标轴 

➢ 纵坐标轴：可设置变量的坐标轴为左纵坐标轴或右纵坐标轴。提示，

存在左、右纵坐标变量，系统将给变量附加“//left”或“//right”后

缀。 

⚫ 数据 

➢ 点数：显示当前变量列表中选中的变量曲线的数据点数。 

②标题标签页 

设置曲线窗口标题、横坐标轴标题、左纵坐标轴标题、右纵坐标轴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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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2 窗口属性-标题标签页 

⚫ 标题：设置曲线的标题。 

⚫ 坐标轴标题 

➢ 无：坐标无标题。 

➢ 默认：坐标的标题为变量的描述信息。 

对于左、右纵坐标轴标题设为“默认”，只有一个变量时显示其变量单位，

否则显示无。 

➢ 自定义：自定义纵坐标的标题。 

③坐标轴标签页 

限定曲线窗口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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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3 窗口属性-坐标轴标签页 

⚫ 限定时间范围 

勾选后，仿真时，曲线视图保持 x 轴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不变，并自动跟

随曲线的最尾端（x 轴最大值与当前仿真时间保持一致）。如果做了某些操作（如

平移）改变了坐标轴范围，则停止跟随，直到点击按钮缩放至最佳，恢复跟随。 

28.11.3 视图菜单 

 

图 28-84 视图菜单 

(1). 缩放至最佳 

恢复到初始显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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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网格 

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网格，网格范围根据坐标系统确定。 

(3). 曲线游标 

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游标，曲线窗口显示游标所在 x 轴所有变量的横纵坐

标值，可以通过鼠标拖动游标实时查看变量值。 

28.11.4 工具菜单 

  

图 28-85 工具菜单 

曲线运算当前只支持 Y(time)曲线窗口，支持在变量结果集的基础上进行变

量相减、相加、积分、微分等操作，详情可参见 15.5.8 节。 

28.11.5 帮助菜单 

 

图 28-86 帮助菜单 

点击“曲线窗口帮助（H）”，打开曲线窗口帮助中心。 

 

图 28-87 曲线窗口帮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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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6 工具栏快捷操作 

 

图 28-88 工具栏 

依次为： 

视图→缩放至最佳 

视图→网格 

视图→曲线游标 

工具→相加/相减/积分/微分 

编辑→清除所有 

添加子窗口 

编辑→清空当前子窗口 

移除子窗口 

置顶：曲线窗口前端显示，当最小化时，曲线窗口停靠在主界面左下方；曲

线窗口后端显示，无论最小化还是最大化，都交给操作系统处理，即和主界面按

多文件的方式显示。 

28.12 动画窗口菜单 

三维动画窗口如下图。 

 

图 28-89 fullRobot 三维动画窗口 

可以看到窗口标题为模型实例的名字，窗口中工具栏提供了基本的图形操作

按钮： 

⚫ ：依次为选择、平移模型、旋转模型、动态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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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缩放、显示选中模型、全部显示，详情可参见 15.6.4节。 

⚫ ：设置实体在动画窗口中的视图，从不同视角观察模型视图，详情可

参见 15.6.2节。  

⚫ ：依次为渲染图、线框图、消隐图、透视图、显示阴影，

详情可参见 15.6.3节。 

⚫ ：依次为跟踪所有、跟踪选中模型，详情可参见 15.6.6节。 

⚫ ：设置，打开三维动画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图 28-90 三维动画设置-显示标签页 

➢ 显示操纵系：设置是否在动画窗口左下角显示一个操纵坐标系， 缺

省勾选。如果勾选该选项， 则显示出操纵坐标系，其由三条线段组

成，分别代表 X 轴(蓝色)、 Y 轴(绿色)和 Z 轴(红色)，移动操纵

坐标系，窗口中对应的实体也跟随坐标系相应移动。  

➢ 显示单位立方体参考：设置是否在全局坐标系原点处显示一个单位

立方体，缺省不勾选。 

➢ 显示轴参考：设置是否在全局坐标系原点处显示一个参考坐标系， 

缺省不勾选。如果勾选该选项， 则显示出参考坐标系，其由三条 1 

米 长的线段组成，分别代表 X 轴(蓝色)、 Y 轴(绿色)和 Z 轴(红

色)。 

➢ 显示 X-Y/X-Z/Y-Z 平面栅格：设置是否显示 X-Y/X-Z/Y-Z 平面栅

格， 缺省不勾选。勾选该选项的显示效果依次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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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1 不同平面栅格 

  

图 28-92 三维动画设置-相机跟随标签页 

➢ 跟随实体 X/Y/Z 方向移动：控制相机方位是否跟随选中实体在 

X/Y/Z 轴方向上同步平移，缺省不勾选。  

➢ 跟随实体旋转：控制相机方位是否跟随选中实体进行旋转，缺省不

勾选。 

要想看到相机跟随的效果，除了在三维动画设置中勾选相机跟随选项外，还

要选中三维窗口中的动画实体右键选择“选中的实体→相机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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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3 选择“相机跟随” 

 

图 28-94 跟随实体旋转 

 

图 28-95 三维动画设置-位置缩放比标签页  

➢ 勾选“位置缩放比”后，模型的位置坐标中的 X、Y、Z 坐标值分别乘

以位置比例 X 坐标缩放比、Y 坐标缩放比、Z 坐标缩放比，生成新的位

置坐标，模型以新的位置坐标显示。位置比例不影响模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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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6 设置 Y 轴方向上的位置比例为“2” 

 

图 28-97 三维动画设置-背景标签页 

➢ 上部颜色：设置三维动画窗口上半部分的显示颜色。弹出“选择颜

色”对话框供用户添加颜色。 

 

图 28-98 选择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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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颜色：设置三维动画窗口下半部分的显示颜色。弹出对话框如

上图。 

 

图 28-99 三维动画设置-背景图片标签页 

➢ 设置三维动画窗口的背景图片，点击弹出窗口选择图片路径。 

28.13 模型信息编辑窗口菜单 

编辑注解中的 Documentation 信息。 

两种编辑方式：①可视化的编辑方式，如图 28-100 所示；②编辑 html 源码

的方式，如图 28-10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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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00 模型信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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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01 html 源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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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1 编辑菜单 

 

图 28-102 编辑菜单 

(1). 撤销 

撤销上一步进行的模型信息编辑修改操作。 

(2). 重复 

与撤销对应，恢复最近撤销的编辑操作。 

(3). 剪切 

将选中的信息复制到系统剪贴板，同时删除选择集。 

(4). 复制 

复制选中的对象到系统剪贴板，选择集保持不变。 

(5). 粘贴 

将系统剪贴板中的文字粘贴到文本。 

(6). 粘贴为文本 

将系统剪贴板中的信息去除表格之类的非文本后粘贴到文本。 

(7). 全选 

选中全部模型信息。 

(8). 查找和替换 

根据设置的查找选项在模型信息中查找/替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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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03 查找和替换 

⚫ 查找：全部选中模型信息中查找到的文字。 

⚫ 上一个：从光标位置向前查找，高亮选中找到的第一个文字；如果未找

到，则尝试从尾部开始向前查找。 

⚫ 下一个：从光标位置开始向后查找，高亮选中找到的第一个文字；如果未

找到，则尝试从头开始查找。 

⚫ 替换：从光标位置开始查找，替换找到的第一个关键字。 

⚫ 全部替换：全文查找并替换所有找到的文字。 

⚫ 区分大小写：勾选后查找的文字区分大小写。 

⚫ 全字匹配：勾选后查找的文字全字匹配。 

28.13.2 插入菜单 

 

图 28-104 插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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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插入/编辑链接 

 

图 28-105 插入链接 

⚫ 地址：链接地址，可以为模型地址或者网页地址。 

⚫ 显示文字：模型信息中的链接文字。 

⚫ 链接列表：可以选择无、Moedlica class Url、Http Url 三种链接，具体使

用可参见 10.8 节。 

(2). 插入/编辑图片 

 

图 28-106 插入/编辑图片 

⚫ 地址：在地址文本框中输入图片所在文件目录地址。 

⚫ 图片列表：可以选择无、Moedlica Path、Local Path 三种图片来源方式，

具体使用可参见 10.8 节。。 

⚫ 大小：输入所要插入的图片长和宽。 

⚫ 保持纵横比：勾选后图片长和宽保持固定比例。 

(3). 特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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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07 特殊符号 

鼠标移动到特殊符号上，窗口右边空白处显示该特殊符号和名字。鼠标左键

单击插入选中的特殊符号。单击特殊符号，则将其插入到编辑器中。 

(4). 水平分割线 

在光标所在行下插入水平分割线。 

(5). 锚点 

在光标所在处插入锚点。 

 

图 28-108 锚点 

⚫ 名称：锚点的名称。 

(6). 分页符 

在光标所在行下插入分页符。 

(7). 插入日期/时间 

在光标所在处插入日期或时间，提供四种日期/时间格式。 

(8). 不间断空格 

在光标所在处插入不间断空格。 



第422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8.13.3 视图菜单 

 

图 28-109 视图菜单 

(1). 显示不可见字符 

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不可见字符。 

(2). 显示区块边框 

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区块边框。 

(3). 网格线 

开关选项，显示或隐藏网格线。 

(4). 全屏 

开关选项，全屏或窗口显示信息编辑窗口。 

28.13.4 格式菜单 

 

图 28-110 格式菜单 

(1). 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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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选中文字设置格式为粗体，并且之后输入的文字格式都为粗体，再次点击

粗体，取消粗体格式。 

(2). 斜体 

将选中文字设置格式为斜体，并且之后输入的文字格式都为斜体，再次点击

斜体，取消斜体格式。 

(3). 下划线 

将选中文字设置格式为下划线，并且之后输入的文字格式都为下划线，再次

点击下划线，取消下划线格式。 

(4). 删除线 

将选中文字设置格式为删除线，并且之后输入的文字格式都为删除线，再次

点击删除线，取消删除线格式。 

(5). 上标 

将选中文字设置格式为上标，并且之后输入的文字格式都为上标，再次点击

上标，取消上标格式。 

(6). 下标 

将选中文字设置格式为下标，并且之后输入的文字格式都为下标，再次点击

下标，取消下标格式。 

(7). 格式 

有五种格式可供选择，如图 28-110 所示，分别为 Blod text、Red text、Red 

header、table style、table row1。 

table row1 格式在表格中才能生效。 

(8). 清除格式 

清除所有选择的格式。 



第424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8.13.5 表格菜单 

 

图 28-111 表格菜单 

(1). 插入表格 

插入表格的右侧弹出框中选择表格行数和列数后单击确定插入表格。 

(2). 表格属性 

编辑表格属性。未选中表格时置灰。 

①普通 

提供表格宽、高、单元格外间距、单元格内边距、边框、标题等设置选项。 

 

图 28-112 表格属性-普通 

⚫ 宽：设置表格宽度。 

⚫ 高：设置表格高度。 

⚫ 单元格外间距：设置表格中单元格外间距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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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格内边距：设置表格中单元格内边距大小。 

⚫ 边框：设置表格边框大小。 

⚫ 标题：勾选后插入的表格显示表格标题框可输入表格标题。 

⚫ 对齐方式：表格在模型信息文本中的对齐方式，可选：无、左对齐、居中

对齐、右对齐。 

②高级 

 

图 28-113 表格属性-高级 

⚫ 样式：文本中可用 html 属性格式修改样式，格式错误修改无效。 

⚫ 边框颜色：设置表格边框颜色。 

⚫ 背景色：设置表格背景颜色。 

⚫ 确定：确定修改表格属性。 

⚫ 取消：取消修改表格属性。 

(3). 删除表格 

点击删除选中表格。未选中表格时置灰。 

(4). 单元格 

①单元格属性 

编辑单元格属性，未选中单元格时置灰。 

a.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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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14 单元格属性-普通 

⚫ 宽：设置单元格宽度。 

⚫ 高：设置单元格高度。 

⚫ 单元格类型：设置单元格类型，可选：无、单元格、表头单元格。 

⚫ 范围：设置单元格类型生效范围，可选：无、行、列、行组、列组。 

⚫ 水平对齐：设置单元格中文字水平对齐方式，可选：无、左对齐、居中对

齐、右对齐。 

⚫ 垂直对齐：设置单元格文字垂直对齐方式，可选：无、顶部对齐、垂直居

中、底部对齐。 

b. 高级 

 

图 28-115 单元格属性-高级 

⚫ 样式：文本中可用 html 属性格式修改样式，格式错误样式修改无效。 

⚫ 边框颜色：设置单元格边框颜色。 

⚫ 背景色：设置单元格背景颜色。 

②合并单元格 

光标不在表格内时置灰，选中多个单元格时合并选中的单元格，光标在表格

内或者选中一个单元格时弹出合并单元格窗口，如图 28-116 所示。输入需要合

并的行数和列数，点击【确定】按钮合并相应的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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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16 合并单元格 

③拆分单元格 

选中合并过后的单元格，拆分到最初合并前的初始单元格状态。光标不在表

格内时置灰。 

(5). 行 

①在上方插入 

在选中单元格或者鼠标所在单元格的上方插入一行表格。 

②在下方插入 

在选中单元格或者鼠标所在单元格的下方插入一行表格。 

③删除行 

删除选中表格行或者鼠标所在的行。 

④行属性 

编辑行属性，未选中行时置灰。 

a. 普通 

 

图 28-117 行属性-普通 

⚫ 行类型：设置行类型，可选：表头、表体、表尾。 

⚫ 对齐方式：设置表格行的对齐方式，可选：左对齐、居中对齐、右对齐。 

⚫ 高：设置表格行的高度。 

b.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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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18 行属性-高级 

⚫ 样式：文本中可用 html 属性格式修改样式，格式错误样式修改无效。 

⚫ 边框颜色：设置表格行边框颜色。 

⚫ 背景色：设置表格行背景颜色。 

⚫ 确定：确定修改表格行属性。 

⚫ 取消：取消修改表格行属性。 

⑤剪切行 

剪切选中行或者光标所在行。 

⑥复制行 

复制选中行或者光标所在行 

⑦粘贴到上方 

粘贴剪切或者复制的行到选中行或者光标所在行的上方。 

⑧粘贴到下方 

粘贴剪切或者复制的行到选中行或者光标所在行的下方。 

(6). 列 

①在左侧插入 

在选中单元格或者鼠标所在单元格的左侧插入一列表格。 

②在右侧插入 

在选中单元格或者鼠标所在单元格的右侧插入一列表格。 

③删除列 

删除选中表格列或者鼠标所在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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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6 上下文菜单 

 

图 28-119 上下文菜单 

(1). 插入/编辑链接 

插入或者编辑链接（参见 28.13.2(1)节）。 

(2). 插入/编辑图片 

插入或者编辑图片（参见 28.13.2(2)节）。 

(3). 插入表格 

插入表格（参见 28.13.5(1)节）。 

(4). 单元格 

编辑单元格（参见 28.13.5(4)节）。 

(5). 行 

编辑表格行（参见 28.13.5(5)节）。 

(6). 列 

编辑表格列（参见 28.13.5(6)节） 

(7). 删除表格 

删除表格（参见 28.13.5(3)节）。 

28.13.7 工具栏快捷操作 

 

图 28-120 工具栏 

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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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菜单→撤销 

⚫ 编辑菜单→重复 

⚫ 格式菜单→格式 

⚫ 字体→Andale Mono、Arial、Arila Black、Book Antiqua、Comic Sans MS、

Courier New、Georgia、Helvetica、Impact、Tahoma、Terminal、Times New 

Roman、Trebuchet MS、Verdana、Webdings、Wingdings 

⚫ 字号→8pt、10pt、12pt、14pt、18pt、24pt、35pt 

⚫ 格式菜单→粗体 

⚫ 格式菜单→斜体 

⚫ 左对齐 

⚫ 居中对齐 

⚫ 右对齐 

⚫ 两端对齐 

⚫ 项目符号→默认、空心圆、实心圆、方块 

⚫ 编号列表→默认、小写英文字母、小写希腊字母、小写罗马字母、大写英

文字母、大写罗马字母 

⚫ 减少缩进 

⚫ 增加缩进 

⚫ 文字颜色 

⚫ 背景色 

⚫ 插入菜单→插入/编辑链接 

⚫ 插入菜单→插入/编辑图片 

29. 操作面板上下文菜单 

本节按照 MWorks.Sysplorer 界面布局进行组织介绍各个窗口的上下文菜单，

对各项功能之间逻辑关系不作详细说明，可参考其他用户文档了解更多细节。 

 

29.1 图形视图 

在图形视图（组件视图和图标视图）中，不同实体类型具有不同的上下文菜

单。下图为所有的上下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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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 图形视图的上下文菜单 

图形视图的上下文菜单中部分功能与菜单中功能一致，参考对应菜单即可： 

⚫ 剪切、复制、粘贴、删除、全选、查找连接可参考 28.2 节编辑菜单。 

⚫ 适应窗口、显示网格可参考 28.3 节视图菜单。 

⚫ 置于顶层、上移一层、置于底层、下移一层、逆时针旋转 90 度、顺时针

旋转 90 度、水平翻转、竖直翻转可参考 节图形菜单。 

29.1.1 打开组件类型 

查找基类和组件对应的 Modelica 模型，随后打开该模型的模型视图。 

29.1.2 在新窗口打开组件类型 

与打开组件类型的区别：若当前的组件对应类的模型视图没有被打开，选择

“打开组件类型”时覆盖当前的模型视图；而选择“在新窗口打开组件类型”，

保留当前的模型视图，并添加新的模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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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3 进入组件 

在模型视图中进入对应组件类型的组件模式。 

 

图 29-2 进入组件 

图形视图上方的组件导航栏中显示组件的名称以及图标，点击后列出下一层

的组件，选择后也可以进入组件。 

 

进入组件后可查看图标、组件、文本视图，但不可修改。使用工具栏中的组

件导航按钮可遍历模型链表。 

 

图 29-3 组件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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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4 转到模型浏览器 

选中组件在模型浏览器中定位到组件类型对应的模型节点。 

未选中组件则定位到当前模型的模型节点。 

29.1.5 重命名 

弹出“组件属性”对话框对组件进行重命名。 

当组件重命名后，所有与重命名组件相关的（例如连接方程、组件浏览器）

将在重命名之后自动更新。 

29.1.6 改变组件类 

用一个新的组件类替换一个可替换(replceable)组件。 

弹出“选择模型”对话框，选择用于类型替换的模型名，单击“确定”，即

改变了选中组件的类型。 

  

图 29-4 选择模型 

29.1.7 查看文档 

查看基类或组件的在线帮助信息，如图 29-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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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 模型在线帮助文档 

29.1.8 复制为图片 

当前图形视图可见区域中的图片将被复制到系统剪贴板。提示，该剪贴板中

的内容只可以粘贴到 word 文档中。 

29.1.9 选择监视变量 

弹出监视变量窗口，用户指定需要监视的变量后，对模型进行编译求解时，

只有指定的监视变量输出到仿真结果变量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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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6 选择监视变量窗口 

⚫ 显示常量/参量：勾选后窗口列表显示模型常量/参量； 

⚫ 显示保护变量：勾选后窗口列表显示模型保护变量； 

⚫ 移除所选变量：选中已经勾选的变量后点击从右侧列表删除，左侧列表

取消勾选； 

⚫ 清空所有变量：左侧列表取消勾选所有变量。 

29.1.10 选择画布边界 

可通过拖动画布周边的节点调节画布大小。 

29.1.11 插入控制点 

在对象边线上鼠标悬停的位置插入新的控制点。可通过鼠标移动控制点修改

对象形状。 

29.1.12 删除控制点 

选中某个控制点，选择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控制点”，将会移

除该控制点，同时对象的形状也会由于控制点的删除发生变化。 

29.1.13 光滑 

开关选项。勾选选项，连接光滑没有棱角；取消勾选，连接取消光滑出现棱

角。 

29.1.14 保持横平竖直 

开关选项。勾选选项，连接曼哈顿化；取消勾选，连接非曼哈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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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5 重置连接线 

恢复默认的连接布局。如果没有调整过连接线，此功能置灰显示。 

29.1.16 属性 

(1). 组件属性 

查看和修改组件属性。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29.4.5 节。 

(2). 连接线属性 

弹出连接线属性对话框，可以查看或编辑连接线属性。 

①常规标签页 

常规标签页显示连接的组件名、连接线所在的文件等信息。允许修改连接线

的描述信息。 

 

图 29-7 连接线属性--常规属性页 

②图形标签页 

图形标签页用于设置连接线的形状、原点、旋转角度、线条、箭头等属性。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437页, 共 473 页 

 

图 29-8 连接线属性—图形属性页 

⚫ 形状：连接线的控制点、原点、旋转角度属性。 

➢  控制点列表：列表中显示了连接线的控制点坐标，点击

按钮，可以添加、删除、调整控制点。 

➢ 原点：连接线的原点坐标。 

➢ 旋转角度：控制点围绕原点旋转的角度。 

⚫ 线条：连接线的线条属性。 

➢ 颜色：连接线的颜色。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 线型：提供无、实线、虚线、点线、点划线、双点划线六种线型。 

 

图 29-9 线型 

➢ 线宽：连接线的宽度，单位是 mm。 

➢ 光滑：勾选后，光顺化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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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横平竖直。勾选后，曼哈顿化连接线。 

⚫ 箭头。连接线的箭头属性。 

➢ 起点、终点：提供无、空心、实心、半空心四种箭头样式。 

 

图 29-10 箭头样式 

➢ 尺寸：箭头尺寸，单位是 mm。 

(3). 线条属性 

线条属性与连接线属性的图形标签页一致，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29.1.16(2)节的“图形标签页”。 

(4). 多边形属性 

多边形属性与连接线属性的图形标签页一致，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29.1.16(2)节的“图形标签页”。 

(5). 椭圆属性 

弹出椭圆属性对话框，可以查看和编辑椭圆属性。 

 

图 29-11 矩形属性 

⚫ 形状：椭圆的控制点、原点、旋转角度、起止角度属性。 

➢ 控制点：以左上、右下的控制点坐标确定椭圆的位置。 

➢ 原点：椭圆的原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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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角度：控制点围绕原点旋转的角度。 

➢ 起始、终止角度：椭圆的弧起止角度。 

⚫ 轮廓：椭圆的轮廓属性，也可以通过工具栏中的 进行设置。 

➢ 颜色：轮廓的颜色。 

➢ 线型：提供无、实线、虚线、点线、点划线、双点划线六种线型。 

➢ 线宽：轮廓的线宽。 

⚫ 填充：椭圆的填充属性，也可以通过工具栏中的 进行。 

➢ 颜色：填充的颜色。 

➢ 样式：提供如下 11 种填充样式。 

 

图 29-12 填充样式 

(6). 矩形属性 

矩形属性与椭圆属性的图形标签页一致，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29.1.16(5)

节。 

(7). 文字属性 

弹出文字属性对话框，可以查看和编辑文字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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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3 文字属性 

⚫ 内容：可以查看和编辑文字内容。 

⚫ 形状：文字的控制点、原点、旋转角度。 

➢ 控制点：以左上、右下的控制点坐标确定文字的位置。 

➢ 原点：文字的原点坐标。 

➢ 旋转角度：控制点围绕原点旋转的角度。 

⚫ 属性：文字的属性 

➢ 颜色：文字的颜色。 

➢ 对齐：提供左对齐、居中、右对齐三种对齐方式。 

➢ 字体：查看和选择文字的字体。 

➢ 字号：可以查看和选择文字的字体大小。 

➢ 字形：加粗、斜体、下划线，可以多选或不选。 

(8). 图片属性 

弹出图片属性对话框，可以查看和编辑图片属性。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441页, 共 473 页 

 

图 29-14 图片属性 

⚫ 内容：可以查看和编辑图片内容。 

⚫ 形状：图片的控制点、原点、旋转角度。 

➢ 控制点：以左上、右下的控制点坐标确定图片的位置。 

➢ 原点：图片的原点坐标。 

➢ 旋转角度：控制点围绕原点旋转的角度。 

⚫ 图片数据：可以查看和编辑图片的路径。 

29.2 文本视图 

 

图 29-15 文本视图的上下文菜单 

文本视图的上下文菜单中部分功能与菜单中功能一致，参考对应菜单即可： 



第442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剪切、复制、粘贴、全选、查找和替换、转到行可参考 28.2 节编辑菜单。 

 

29.2.1 转到<class>定义 

从当前模型直接跳转到该模型所引用的模型。 

若当前转到的模型视图没有被打开，覆盖当前的模型视图，已经打开则跳转

到对应模型视图。  

29.2.2 在新窗口打开 <class>定义 

与转到<class>定义的区别：保留当前的模型视图，并添加新的模型视图。 

29.2.3 转到模型浏览器  

模型浏览器中自动定位该模型节点，定位时展开模型所有直接父节点。 

29.2.4 注释选中行 

在选中行的开头插入注释文本“//”，以单行注释的方式注释选中行。 

提示：选中多行注释则在每行插入注释文本“//”。 

29.2.5 取消注释选中行 

与注释选中行对应，删除选中行开头的注释文本“//”，取消选中行的注释。 

29.2.6 全部折叠 

折叠文本视图中所有的代码折叠段 

29.2.7 全部展开 

展开文本视图中所有的代码折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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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模型浏览器 

   

图 29-16 模型浏览器上下文菜单 

模型浏览器的上下文菜单中部分功能与菜单中功能一致，参考对应菜单即可： 

⚫ 检查可参考 节仿真菜单。 

⚫ 保存、另存为、搜索、复制模型可参考 28.1 节文件菜单。 

⚫ 属性可参考 28.2 节编辑菜单。 

 

29.3.1 打开 

打开模型的建模窗口，打开的同时会更新相应的组件浏览器中的内容。 

对于只读模型，如模型库模型、加密模型，也可以被打开，但是打开后只可

查看不可修改。 

29.3.2 在新窗口中打开 

与“打开”菜单区别是：选择“打开”时覆盖当前的建模窗口；而选择“在

新窗口打开”，保留当前的建模窗口，并添加新的建模窗口。 

29.3.3 在<Class>中新建模型 

在鼠标右击节点对应的模型下新建一个嵌套模型，弹出“新建模型”对话框，

如图 29-17 所示。“插入到”显示父模型，“模型文件存储位置”显示父模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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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或文件。 

 

图 29-17 在 Model_40 中新建模型 

非 package 类型的模型该功能置灰。 

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28.1.2 节。 

29.3.4 复制全名 

复制鼠标右击节点对应的模型全名。 

29.3.5 卸载/删除 

(1). 卸载 

适用于顶层模型，卸载鼠标右击节点对应的顶层模型。 

系统提示保存修改后未存盘的模型，如图 29-18 所示，忽略新建但未修改的

模型。 

 

图 29-18 卸载时提示保存 

(2). 删除 

适用于用户模型中的嵌套模型，删除鼠标右击节点对应的嵌套模型。 

29.3.6 重命名 

修改节点对应的模型名。在弹出的重命名对话框中，可以查看该模型被哪些

模型引用。重命名后，勾选的引用点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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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9 重命名 

29.3.7 打开所在文件夹 

打开鼠标右击节点对应模型所在的文件夹，对于新建未保存的模型打开系统

默认存储模型的文件夹。 

29.3.8 全部折叠 

折叠模型浏览器上所有模型节点。 

29.3.9 查看文档 

在“MWorks.Sysplorer 2018 帮助”对话框中查看模型的在线帮助信息，可在

模型浏览器中，右键单击模型节点并选择弹出菜单中的“查看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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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0 查看模型的在线帮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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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组件浏览器 

 

图 29-21 组件浏览器上下文菜单 

组件浏览器的上下文菜单中部分功能与其他操作面板菜单中功能一致，参考

对应菜单即可： 

⚫ 打开组件类型、在新窗口打开组件类型、进入组件可参考 29.1 节图形视

图上下文菜单。 

⚫ 查看文档可参看 29.3 节模型浏览器上下文菜单。 

29.4.1 转到<Class>定义 

组件视图进入到该组件对应层级并选中该组件。继承类型组件跳转到文本视

图定义位置。 

29.4.2 顺序 

组件浏览器中的组件可以按声明或字母排序。默认情况下，组件按声明排序。 

选择“排序→字母顺序”，组件将按照组件名称的字母顺序递增排序；选择

“排序→声明顺序”，组件将按照组件声明顺序排序。 

29.4.3 显示图形 

组件浏览器中的图形组件默认不显示图形，勾选后显示，当模型规模较大时

建议取消勾选可提高软件运行流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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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2 显示图形 

29.4.4 显示非图形组件 

组件浏览器默认不显示非图形组件，勾选后显示，当模型规模较大时建议取

消勾选可提高软件运行流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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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3 显示非图形组件 

29.4.5 属性 

查看或修改当前组件的属性，分为常规、属性、图层等属性页进行设置。提

示：①在文本视图中，属性菜单被置灰；②基类、可替换类型，属性菜单被置

灰；③只读模型，属性只可查看不可修改。 

(1). 常规 

提供了重命名组件和改变其描述的可能性，此视图还包括组件的类型信息。

如果是内置类型组件，可以查看和修改参数面板中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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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4 组件属性——常规属性页 

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8.4 节。 

(2). 属性 

可设置属性、可变性、因果性、动态类型、连接器成员等组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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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5 组件属性——属性属性页 

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11.1 节。 

(3). 图层 

可设置组件在组件视图、图标视图中的位置尺寸、原点、旋转角度。 



第452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图 29-26 组件属性——图层属性页 

在组件/图标视图中指定组件的位置、尺寸、原点和旋转角度。 

⚫ 范围——组件在组件/图标视图的上、下、左、右的边界范围。 

⚫ 原点——组件在组件/图标视图的原点(x,y)坐标点。 

⚫ 旋转角度——组件在组件/图标视图的旋转角度，根据原点来旋转组件角

度。 

⚫ 使用图形层的设置——设置图标层与图形层设置保持一致。 

提示：图标层非连接器组件不可用。 

29.5 组件参数 

 

图 29-27 组件参数-上下文菜单 

组件参数的上下文菜单中属性与组件浏览器 29.4.5 节一致，参考对应菜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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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29.5.1 复制 

复制选中的单元格内容。对分组标题行右键复制时，无论选中哪一列，都复

制第 1 列的值，若单元格的内容空，不执行复制。 

29.5.2 全部折叠 

折叠组件参数面板中所有展开的参数。 

29.5.3 查看文档 

查看对应模型的在线帮助文档。 

29.6 组件变量 

 

图 29-28 监视变量面板上下文菜单 

组件变量的上下文菜单中属性与组件浏览器 29.4.5 节一致，参考对应菜单即

可。 

29.6.1 保存模型所有变量 

勾选后，当前模型及其组件类型中的所有变量都会被监视，对模型进行编译

求解时，监视的变量会输出到仿真结果变量文件中，方便用户查看结果变量；取

消勾选后，用户可以指定需要监视的变量。 

29.6.2 排序 

可按照组件的声明序和组件名的字母序排列。 

29.6.3 查看文档 

查看对应模型的在线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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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输出面板 

 

图 29-29 输出面板上下文菜单 

29.7.1 复制 

复制选中的文字到系统剪贴板。 

29.7.2 全选 

选中所有文字。 

29.7.3 清空 

清空当前输出面板的内容，建模和仿真互不影响。 

29.7.4 自动换行 

开关选项。开启时，超过面板的文字自动换行；关闭时，取消自动换行。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455页, 共 473 页 

29.8 仿真浏览器 

 

图 29-30 仿真实例的上下文菜单 

仿真浏览器的上下文菜单中部分功能与菜单中功能一致，参考对应菜单即可： 

⚫ 新建三维动画窗口可参考 节仿真菜单。 

⚫ 试验可参考 28.6 节文件菜单。 

 

29.8.1 关闭当前 

关闭当前的鼠标右键选中仿真实例 

29.8.2 关闭所有 

关闭仿真实例面板上的所有仿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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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3 关闭其他 

关闭除了当前鼠标右键选中外的其他仿真实例。 

29.8.4 打开模型窗口 

打开仿真实例对应的模型窗口。 

如果仿真实例对应的模型窗口关闭，则打开模型窗口；如果仿真实例对应的

模型窗口不是当前的活动窗口，则激活该模型窗口为当前的活动窗口。 

29.8.5 复制实例 

复制当前鼠标右键选中的仿真实例到同目录下生成与原始实例相同的参数

值和仿真设置的新仿真实例，新仿真实例名命名规则参见 13.1 节。 

29.8.6 保存实例 

保存当前的仿真实例到指定的目录中。对于临时仿真实例，保存时弹出保存

对话框；对于保存过的仿真实例在原有的目录中进行覆盖保存。 

29.8.7 实例另存为 

把当前的仿真实例另存到指定的目录中。 

29.8.8 保存仿真设置与参数到模型 

打开“保存仿真设置与参数到模型”对话框，选择修改的参数保存到模型文

本中。详细选项和设置，请参见 14.7 节。 

29.8.9 调节参数 

(1). 导入 

打开“导入参数”对话框，导入选择的.txt 参数文件。如果参数文件中的参

数名与模型中的参数名匹配，则导入对应的参数值，没有匹配的则忽略。 

(2). 导出 

打开“导出参数”对话框，选择目录，编辑文件名，保存为.txt 参数文件。 

29.8.10 导出结果文件 

(1). 导出 Mat 结果文件 

打开“变量选择”对话框,勾选需要保存的变量后点击“确定”按钮，打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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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Mat 文件”对话框，选择目录，保存结果文件为 Mat 文件。 

 

图 29-31 选择变量 

 

图 29-32 导出 Mat 文件 

(2). 导出 Csv 结果文件 

打开“变量选择”对话框（与导出 Mat 结果文件相同）,勾选需要保存的变

量后点击“确定”按钮，打开“导出 Csv 文件”对话框，选择目录，保存结果文

件为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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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命令窗口 

 

图 29-33 命令窗口上下文菜单 

29.9.1 撤销 

撤销当前“>>”输入行最后一次的编辑。 

29.9.2 重做 

与撤销对应，重复进行最近撤销的编辑操作。 

29.9.3 复制 

复制选中的文本到系统剪贴板。 

29.9.4 粘贴 

将系统剪贴板中的文字粘贴到当前“>>”输入行。 

29.9.5 全选 

选中命令窗口中所有文本。 

29.9.6 清空 

清空命令窗口中所有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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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 曲线窗口 

 

图 29-34 曲线窗口上下文菜单 

 

图 29-35 选中曲线上下文菜单 

曲线窗口的上下文菜单中部分功能与曲线窗口菜单中功能一致，参考对应菜

单即可： 

⚫ 删除所选变量、清除当前子窗口、属性可参考 28.11.2 节曲线编辑菜单。 

⚫ 缩放至最佳可参考 28.11.3 节曲线视图菜单。 

⚫ 移除子窗口可参考 28.11.6 节曲线工具栏 

⚫ 颜色、线型、数据点、线宽可参考 28.11.2(7)节曲线标签页中的“外观”

介绍 

29.10.1 撤销缩放 

曲线窗口横、纵坐标按比例放大显示，当曲线窗口缩放至最佳后无法再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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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2 横轴缩放至最佳 

曲线窗口纵坐标不变，横轴最佳显示 

29.10.3 纵轴缩放至最佳 

曲线窗口横坐标不变，纵轴最佳显示。 

29.10.4 平移 

按下左键，鼠标变为 ，移动鼠标，视图随鼠标实时平移，松开鼠标中止

本次操作。 

无论当前正在进行什么操作，总是允许按下鼠标中键进行实时平移。按下中

键移动鼠标，视图随鼠标实时平移，松开鼠标中止本次操作。 

29.10.5 设置坐标轴范围 

精确设置曲线窗口纵轴和横轴的显示范围。 

 

图 29-36 设置坐标轴范围 

29.10.6 X 轴单位 

显示可以改变的 X 轴变量显示单位列表，选择对应单位后横坐标相应变更。 

在 Y(time)曲线窗口显示的是时间单位列表 s、ms、min、h、d。 

在 Y(X)曲线窗口显示的是拖入的 X 轴变量显示单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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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7 删除所选变量 

删除被选中的变量曲线。 

29.10.8 显示单位 

显示可以改变的显示单位列表，置灰显示的为当前的显示单位。 

未选中或选中多条曲线该功能置灰。 

 

图 29-37 显示单位 

 

图 29-38 改变显示单位 

29.10.9 右纵坐标轴 

默认变量的纵坐标轴为左纵坐标轴。可以通过选中一个变量曲线，在曲线窗

口中右键鼠标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右纵坐标轴”来改变该变量显示为右纵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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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39 设置纵坐标轴 

29.11 三维动画 

动画窗口不选中实体和选中实体的上下文菜单如下图。其中“选择”、“平移”、

“旋转”功能与工具栏对应功能相同。 

 

图 29-40 未选中实体上下文菜单 

 

图 29-41 选中实体上下文菜单  

三维动画窗口的上下文菜单中部分功能与动画窗口菜单中功能一致，参考对

应菜单即可： 

⚫ 选择、平移、旋转、“选中的实体→跟踪选中”、“选中的实体→相机跟随”

可参考 28.12 节动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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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1 重置所有 

将选中实体后设置的效果全部恢复至初始状态。 

29.11.2 选中的实体 

(1). 隐藏选中模型 

将选中的实体隐藏。 

  

图 29-42 隐藏选中实体 

(2). 设置模型透明度 

设置不同的透明程度，从左到右透明程度依次加强，设置最高的透明度则相

当于隐藏实体。 

 

图 29-43 设置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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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工具栏操作 

30.1 标准工具栏 

 

依次为： 

⚫ 文件菜单→快速新建 model：右侧下拉列表列出支持七种受限类 model、

connector、expandable connector、record、block、function、package 供选

择，点击某一菜单项，弹出新建模型对话框，使用选定的受限类型设置

“类型”下拉列表（参考图 28-2）。 

⚫ 文件菜单→打开 

⚫ 文件菜单→保存 

⚫ 文件菜单→搜索 

⚫ 编辑菜单→撤销 

⚫ 编辑菜单→重做 

30.2 模型导航工具栏 

 

依次为： 

⚫ 最近的模型：打开最近一次打开的模型视图。 

⚫ 后退：进入组件后激活，可回退到上一层组件视图。 

⚫ 前进：进入组件并后退后激活，可重新进入之前的组件。 

30.3 模型视图工具栏 

  

依次为： 

⚫ 查看文档 

⚫ 视图菜单→模型视图→图标视图 

⚫ 视图菜单→模型视图→组件视图 

⚫ 视图菜单→模型视图→文本视图 

⚫ 模型视图缩放比：显示当前视图缩放比，下拉列表提供试验窗口和多个

比例的视图缩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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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绘图工具栏 

 

依次为： 

⚫ 绘制线段  

⚫ 绘制矩形  

⚫ 绘制椭圆  

⚫ 绘制多边形  

⚫ 插入文字  

⚫ 插入图片 

30.5 格式工具栏 

 

依次为： 

⚫ 轮廓： 

➢ 颜色 

➢ 无轮廓 

➢ 线宽→0.25mm、0.5mm、1mm 

➢ 线型→实线、虚线、点线、点划线、双点划线 

➢ 起点箭头→无箭头、空心箭头、实心箭头、半空心箭头 

➢ 终点箭头→无箭头、空心箭头、实心箭头、半空心箭头 

⚫ 填充： 

➢ 颜色 

➢ 无填充 

➢ 水平圆柱面 

➢ 垂直圆柱面 

➢ 球形 

➢ 实心 

➢ 水平线 

➢ 垂直线 

➢ 纵横交叉线 

➢ -45 度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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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度斜线 

➢ 45 度斜交叉线。 

30.6 排列和布局工具栏 

 

依次为： 

⚫ 对齐： 

➢ 图形菜单→左对齐 

➢ 图形菜单→水平居中 

➢ 图形菜单→右对齐 

➢ 图形菜单→顶端对齐 

➢ 图形菜单→上下居中 

➢ 图形菜单→底部对齐 

➢ 图形菜单→横向分布 

➢ 图形菜单→纵向分布 

⚫ 置于顶层： 

➢ 图形菜单→置于顶层 

➢ 图形菜单→上移一层 

⚫ 置于底层： 

➢ 图形菜单→置于底层 

➢ 图形菜单→下移一层 

⚫ 图形菜单→水平翻转 

⚫ 图形菜单→竖直翻转 

⚫ 图形菜单→逆时针旋转 90 度 

⚫ 图形菜单→顺时针旋转 90 度 

30.7 仿真工具栏 

 

依次为： 

⚫ 仿真菜单→检查 

⚫ 仿真菜单→编译 

⚫ 仿真菜单→仿真 

⚫ 编辑菜单→属性→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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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动画控制工具栏 

 

依次为： 

⚫ 仿真菜单→新建动画 

⚫ 动画播放：从头或从上次暂停的时刻播放当前实例动画。 

⚫ 动画暂停：暂停播放。 

⚫ 动画停止：停止播放动画恢复初始状态。 

⚫ 播放时间：实时显示动画播放时间。 

⚫ 进度条：显示动画播放进度，在播放前拖动进度条可从指定时间开始播

放。 

⚫ 速度：调节动画播放速度的快慢，提供文本输入框和下拉框供用户输入

和选择速度。 

31. 环境定制 

环境定制即配置 MWorks.Sysplorer 界面，设置 MWorks 环境、建模、编译、

仿真等一系列属性。 

31.1 选项 

界面配置可通过“工具→选项”菜单进入选项配置窗口，详细配置见 28.8节。 

31.2 配置文件 

软 件 第 一 次 启 动 后 ， 配 置 文 件 自 动 生 成 于 用 户 文 件 夹 下

C:\Users\(CurrentUser)\AppData\Local\MWorks2018\setting\(MWorks.ConfigOption

).xml，由多个 xml 文件组成，通过对配置文件进行修改后同样可完成界面配置

下面对常用配置文件进行介绍。 

31.2.1 模型库选项 

配 置 文 件 为 MWorks.Environment.PreInstallLibs.xml 和

MWorks.Environment.UserLibs.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单“工具→选项→

环境→模型库→模型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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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名 类型 描述 

ModelicaPath location String 模型库目录 

Library name String 模型库库名 

version String 模型库版本号 

file String 文件名 

preload String 启动时加载 

31.2.2 系统目录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Environment.Path.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单“工

具→选项→环境→系统目录”。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WorkPath String   工作目录 

SimResultPath String   仿真结果目录 

31.2.3 外观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Environment.General.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单

“工具→选项→环境→外观”。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Language String zh 语言 

CustomToolbarIconSize Interger 32 自定义工具栏图标大小 

ToolbarIconSizeSelection String Middle 选择工具栏图标大小 

UndoLevels Interger 50 撤销重做栈大小 

31.2.4 模型浏览器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Modeling.ClassBrowser.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

单“工具→选项→建模→模型浏览器”。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IconSizeSelection String Middle 选择图标大小 

CustomIconSize Interger 20 自定义图标大小 

ShowProtectedClass Boolean true 显示保护类型 

TreeViewLabels String Name 模型节点文字 

ShowReplaceableClass Boolean true 显示可替换类型 

31.2.5 图形视图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Modeling.GraphicalView.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

单“工具→选项→建模→图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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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ShowGrid String 

When 

view is 

editable 

显示网格 

AlignDraggedComponentsToGridlines Boolean true 对齐到网络 

ShowComponentNavigationBar Boolean true 显示组件导航栏 

HigherQualityShapeDisplay Boolean true 高质量图形渲染 

HigherQualityBitmapDisplay Boolean true 高质量位图渲染 

HigherQualityTextDisplay Boolean true 高质量文字渲染 

HilightReplaceableAndRedeclareComponent Boolean true 
可替换和重声明

组件高亮 

GraphicsPageLeft Real -140.0 
图形层页面左边

界位置 

GraphicsPageRight Real 140.0 
图形层页面右边

界位置 

GraphicsPageTop Real 100.0 
图形层页面顶部

边界位置 

GraphicsPageBottom Real -100.0 
图形层页面底部

边界位置 

GraphicsGridHorizontal Real 2.0 
图形层网格水平

间距 

GraphicsGridVertical Real 2.0 
图形层网格垂直

间距 

GraphicsComponentScale Real 0.1 
图形层组件缩放

系数 

GraphicsLockRatio Boolean false 
图形层锁定纵横

比 

IconPageLeft Real -100.0 
图标层页面左边

界位置 

IconPageRight Real 100.0 
图标层页面右边

界位置 

IconPageTop Real 100.0 
图标层页面顶部

边界位置 

IconPageBottom Real -100.0 
图标层页面底部

边界位置 

IconGridHorizontal Real 2.0 
图标层网格水平

间距 

IconGridVertical Real 2.0 
图标层网格垂直

间距 

IconComponentScale Real 0.1 图标层组件缩放



第470页, 共 473 页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系数 

IconLockRatio Boolean false 
图标层锁定纵横

比 

31.2.6 文本视图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Modeling.TextView.xml，选项列表如下。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CollapseAnnotation Boolean true 注解折叠 

FontSize Interger 10 字体大小 

FontName String Courier New 字体名字 

DefaultColor String RGB(255,255,255) 背景默认颜色 

KeywordColor String RGB(0,0,255) 关键字颜色 

TypeColor String RGB(255,0,0) 类型颜色 

StringColor String RGB(0,128,0) 字符串颜色 

CommentColor String RGB(0,128,0) 注释颜色 

NumberColor String RGB(0,128,128) 数字颜色 

OperatorColor String RGB(128,128,0) 操作符颜色 

KeywordBold Boolean false 关键字是否加粗 

MarkerMarginWidth Interger 16 书签宽度 

LineMarginWidth Interger 32 行号宽度 

FoldMarginWidth Interger 12 折叠宽度 

HilightSyntax Boolean true 语法高亮 

ShowLineNumber Boolean true 显示行号 

AllowCodeAssistant Boolean true 允许编码助手 

31.2.7 模型翻译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Compiling.ModelTranslate.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

菜单“工具→选项→编译→模型翻译”。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CheckPackageRestrictionWhileLookingUpType Boolean false 
类型查找时检查包

(package)限制 

CheckMultipleClassDefinitionInExtends Boolean false 
检查基类与派生类之

间的嵌套类型重名 

GenerateFlatModelicaCode Boolean false 
生成平坦化 Modelica

代码文件 

AutoSaveModelBeforeCheck Boolean true 检查前自动保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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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8 模型分析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Compiling.ModelAnalyze.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

单“工具→选项→编译→模型分析”。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EvaluateParametersToReduceModels Boolean false 
参数估值以便优

化模型 

ListContinuousTimeStatesSelected Boolean false 
记录所选的连续

时间状态变量 

LogSelectedDefaultInitialConditions Boolean false 
记录所选的缺省

初始条件 

OutputInfoWhenDifferentiatingForIndexReducti

on 
Boolean false 

输出指标约减时

的微分方程信息 

OutputReadClassesToScreenDuringParsing Boolean false 
输出解析时查找

到的模型信息 

31.2.9 C 编译器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 Compiling.CCompiler.xml，启动软件时自动检测用户电

脑上的编译器信息，电脑使用的编译器不同，xml 文件中对应的选项内容会有差

异，下面以编译器 MicrosoftVisualStudio2010 为例来说明 xml 中选项内容，选项

列表如下，等同于菜单“工具→选项→编译→C 编译器”。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CompilerSelection Boolean Built-in 
选择编译器：

内置（Gcc） 

CustomCompilerPath String   编译器路径 

SelectedAutoCheckedCompil

er 
String   

选择编译器：

自动检测到

的编译器 

Compiler name String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编译器名字 

RegPath String 

HKEY_LOCAL_MACHIN

E\SOFTWARE 

\Microsoft\VisualStudio\14.

0\Setup\VC 

编译器路径 

RegItem String ProductDir 编译器平台 

31.2.10 常规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 Simulation.General.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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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选项→仿真→常规”。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ShowWarningMessageBeforeCloseU

nsavedInsts 
Boolean false 

关闭未保存的实例时给

出提醒 

ShowAnimationVarInVarTree 
Boolean false 

在仿真实例的变量树上

显示动画变量 

ShowUnvisibleVarInVarTree  
Boolean false 

在仿真实例的变量树上

显示不可见的变量 

MoFuncEncodingAsUTF8  
Boolean true 

Modleica 函数编码是否

为 UTF-8 

ViewFollowWithTimeLine 
Boolean false 

播放动画时保持窗口跟

随 

IsPlotTimeRangeFixed  Boolean false 限定时间范围 

PlotTimeRange Real 10 限定时间范围值 

31.2.11 调试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 Simulation.Debugging.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单

“工具→选项→仿真→调试”。 

选项名 类型 
缺 省

值 
描述 

LogNormalWarningMessage Boolean false 输出记录正常的警告信息 

LogEventsDuringSimulation Boolean false 输出记录仿真中的事件 

LogDynamicStateSelection Boolean false 输出记录动态状态变量选择 

NonlinearSolution Boolean false 非线性解 

NonlinearIterations Boolean false 非线性迭代 

LogSingularLinear 
Boolean false 

记录线性奇异 

CheckMinMaxRestriction Boolean false 检查 Min/Max 限制 

AllowedError Real 0.0 Min/Max 断言：允许误差 

LogFunctionCallInErrorMessage Boolean false 错误信息中包含函数调用环境 

31.2.12 仿真模式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Simulation.Mode.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单"工

具→选项→仿真→缺省模式"。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StepSimMode Boolean true 连续仿真 

SlowDownFactor Real 1.0 减速因子 

AsSlave Boolean false 显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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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rIP String 127.0.0.1 服务器地址 

CommandPort Interge 35156 命令端口 

NotifyPort  Interge 35157 数据端口 

ControlSolver Boolean true 仿真服务器 

TerminalMode Boolean false 分布式显示 

31.2.13 License 配置 

配置文件为 MWorks.License.Info.xml，选项列表如下，等同于菜单"帮助→

使用许可"。 

选项名 类型 缺省值 描述 

LicenseType String Standalone 单机版或网络版 

ServerIP  String  服务器地址 

ServerPort Interge  端口号 

FilePath  String  license 文件地址 

 

31.2.14 显示单位选项 

配置文件为 MWorks.DisplayUnit.xml，该文件定义了一些 SI 单位与工程常用

的显示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关于单位的介绍参考 12.3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