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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复杂系统软件的可信性评估自适应模型。该模型不仅对连续状态下可信性评估的

动态求解的实现逻辑进行了合理抽象，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方法，用于促进软件可信性评估指标系统的

自主重构。该模型有助于解决开放动态环境下的软件可信性评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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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对软件生产实施高效的可信控制，必须

先对实体的可信状态进行客观的判断，因此，软件

可信性评估技术已经成为当前可信软件研究领域

中的一个核心科学问题［１３］。近年来，为实现对可

信性评估过程的一致性建模，国内外学者提出了

多个可信性模型［４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软件运行于开放、动态多变的环境

中，演化性已经成为软件的一个基本特征［７］。

为了验证模型的演算结果是否符合人们的预

期，需要准确把握软件内在的可信需求（ｔｒｕｓｔｗｏｒ

ｔｈ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ＴＲ）
［８］。通过对需求文档的分析

与提炼，软件ＴＲ通常表现为一组多维可信属性的

集合，并可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构造软件可信性评估

指标系统（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ＩＳ）。因此，研究ＴＥＩＳ自主重构策略是建立面

向软件演化的可信性自适应模型的基础。针对上

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开放动态环境中复

杂系统软件的可信性评估自适应模型。

１　软件可信性评估过程抽象

以文献［９］中提出的方法为理论基础，给出如

图１所示的软件可信性评估过程抽象。主要步骤

如下：① 结合领域专家知识，分析待评软件的相

关技术文档，获取完备可信需求集ＴＲ，并进一步

提取可信指标集犡犲；② 遵守决策独立性条件，制

定符合用户需求的可信决策规则集；③ 依据可信

指标间的层级特征，采取主观判断或客观度量的

方式求解可信指标间的权重犡狑，并进一步构建

指标系统：犡犲×犡狑→ＴＥＩＳ；④ 软件运行状态稳

定性判定，将软件运行状态（ｒｕｎ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ＲＳ）

描述为一个退化系统，通过对系统解的稳定性分

析，制定数据采集策略；⑤ 采集原始数据并进行

预处理，获得统一量纲下的初始可信证据集犡犿；

⑥ 遵循ＴＥＩＳ中可信指标间的复杂层级特征，构

建软件可信性评估推理模型（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

图１　软件可信性评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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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ｎｅｓ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ＴＥＭ），并将已知信息

代入模型中进行求解，即得到量化的可信性综合

评价犞；⑦ 在可信决策规则集的指导下，制定面

向待评软件的可信性综合决策。

令人遗憾的是，传统的ＳＴＥＭ 多为静态模

型，虽适用于不同应用背景下的可信性独立求解，

但缺乏对软件演化时可信性评估的动态自主求解

的有效支持。因此，本文介绍了一种面向软件演

化的可信性评估自适应模型。

２　可信性评估自适应模型

２．１　软件演化分析

受控于外部激励的软件演化可以被理解为同

一软件在连续时刻内的实体状态转移。

定义１　在开放动态环境下，由于用户对软

件功能性或非功能性偏好的变化导致的软件遵循

预定规则，并按照一定目标形态的变动，称为软件

演化。

定义２　对软件演化背景下的可信性评估而

言，狋犻（０≤犻≤狀）时刻下软件实体的状态记为：

犛＜狋犻，ｔｒ犻，ＴＥＩＳ（犡犲，犻，犡狑，犻）＞

其中，狋犻表示软件当前的运行时刻；ｔｒ犻表示第犻时

刻下的软件可信需求；ＴＥＩＳ（犡犲，犻，犡狑，犻）为对应的

指标系统；犡犲，犻和犡狑，犻分别为第犻时刻下的可信指

标集和指标权重集。

定义３　待评软件运行于时间区间（狋犻，狋犼］内

并发生演化，状态转移函数记为：

ＣＳ犻→犼（τ）＝犛＜狋犻，ｔｒ犻，ＴＥＩＳ（犡犲，犻，犡狑，犻）＞→

犛＜狋犼，ｔｒ犼，ＴＥＩＳ（犡犲，犼，犡狑，犼）＞

其中，τ为激励参数，是对引起演化因素的量化衡量。

２．２　犜犈犐犛自适应重构方法

根据上述讨论，在发生由软件演化引起的实

体状态转移时，为了应对连续状态下ＴＲ的变更，

需要设计算法，以实现ＴＥＩＳ的自主重构。

２．２．１　ＴＥＩＳ重构分析

ＴＥＩＳ重构主要表现为一个或一簇可信属性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Ａ）的增加、删除及可信

属性间相对权重的变化。在应对 ＴＡ增减问题

时，可以利用可信指标间的映射关系找出所有受

影响的子指标，并进一步在软件可信性评估指标

集犡犲中进行添加或删除操作，过程不难实现。而

ＴＡ间权重的动态求解往往比较困难，需要设计

详细的应对方案。

２．２．２　ＴＡ间关联矩阵

可信属性通常包括可靠性、安全性、可用性

等，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互斥或相辅的内在关

联［１０］，这也将进一步导致ＴＥＩＳ的重构过程必然

蕴涵着一系列的连带和波及效应，所以在设计

ＴＥＩＳ自适应重构算法时，不仅需要考虑ＴＥＩＳ内

部结构的变化，还需考虑到由ＴＡ间关联引起的

涌现特征。为此，借鉴工程管理领域中研究相关

背景下项目选择问题的依赖矩阵（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ｍａｔｒｉｘ）
［１１］的设计理念，提出关联度及非对称ＴＡ

关联矩阵（ＴＡ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ＴＡＩＭ）的概念。

定义４　关联度犆犻犼∈（－１，１）是指可信属性

犪犻对犪犼的量化关联程度，且犆犻犼≠犆犼犻。若犆犻犼＞０，

说明犪犻对犪犼正相关（相辅）；若犆犻犼＝０，说明犪犻对犪犼

不相关（完全独立）；若犆犻犼＜０，说明犪犻对犪犼负相关

（互斥）。

目前为止，对于关联度的取值还主要依据经

验进行。犆犻犼的客观量化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

点。

设某软件 ＴＥＩＳ中包含了５个 ＴＡ（犪１，…，

犪５），对应的关联矩阵ＴＡＩＭ＝［犆犻犼］５×５，如图２所

示。其中，将语义信息简化成了ＴＡ间是否存在

直接交互以及交互的方向语义，这将有利于ＴＥＩＳ

重构中波及效应的研究。

图２　ＴＡ间关联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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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ＴＡ间权重自调整方法

传统方法中，软件每发生一次状态转移时，都

需要通过群体专家主观判断集结的方式求解新的

ＴＡ间权重，过程繁琐且准确性较差。下面介绍

一种基于关联矩阵的ＴＡ间权重自调整方法。

设ＴＡ间相对权重集犠＝｛狑１，…，狑犻，…，

狑狀｝，具体分析如下：

１）删除ＴＥＩＳ中的ＴＡ犪犻

① 如果关联矩阵的第犻行全为０，则可直接

删除犪犻，而不会对其他 ＴＡ造成影响，但会影响

ＴＥＩＳ的结构，需要重新求解剩余ＴＡ的权重。令

犪狋（狋＝１，…，狀，狋≠犻）为剩余的ＴＡ，则删除犪犻后，

犪狋的相对权重变为：

狑′狋＝ （狀狑狋＋狑犻）／狀，狋＝１，…，狀，狋≠犻

　　② 如果关联矩阵的第犻行至少存在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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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则删除犪犻会对ＴＥＩＳ的结构及其他属性造成

影响。令ＡＣ犻是由与犪犻相关的 ＴＡ组成的有限

集，｜ＡＣ犻｜为集合中元素的个数，犪狋∈ＡＣ犻是与犪犻

相关的ＴＡ，犪狓ＡＣ犻是与犪犻不相关的ＴＡ，犆犻狋是

犪犻→犪狋的关联度，删除犪犻后，犪狋和犪狓的相对权重分

别为：

狑′狋＝狑狋－犆犻狋狑犻，　犆犻狋 ≠０

狑′狓＝狑狓－
∑狋
（狑′狋－狑狋）－狑犻

狀－狘ＡＣ犻狘－１
，犆犻狓 ＝

烅

烄

烆
０

显然有０≤狑′狋，狑′狓≤１。

２）增加ＴＥＩＳ中的ＴＡ犪犻

增加一个新的属性犪犻时，首先要提供与之有

直接关联的ＴＡ，并给出相应的犆犻狋（狋＝１，…，狀）和

犆狋犻（狋＝１，…，狀），进而形成新的关联矩阵。但增加

犪犻后，已知的信息不足以求解ＴＥＩＳ重构后的ＴＡ

权重，仍需采用群决策的方式进行权重计算。

３）ＴＡ间权重修正

发生软件演化时，同一ＴＡ在保障软件可信

性中所呈现的重要程度会发生较大变化，需要采

取权重修正的方式进行调节。

定义５　关键可信属性。若犪犻为软件犛的关

键可信属性，犃 是保障其可信所需考察的完备

ＴＡ集，则需满足：犪犼∈犃时，狑犻≥狑犼恒成立。

令犪犻是关键可信属性，狑犻和狑′犻分别表示犪犻在

软件状态犛犽和犛犽＋１下的权重。ＡＣ犻是由与犪犻相关

的ＴＡ组成的有限集，犪狋是与犪犻相关的ＴＡ，犪狓是

与犪犻不相关的ＴＡ，狑狋和狑狓分别表示它们在犛犽状

态下的权重，犆犻狋是犪犻→犪狋的关联度，则犪狋和犪狓在

犛犽＋１状态下的权重分别为：

狑′狋＝狑狋＋犆犻狋（狑′犻－狑犻），犆犻狋 ≠０

狑′狓＝狑狓－
∑狋
（狑′狋－狑狋）＋（狑′犻－狑犻）

狀－狘ＡＣ犻狘－１
，犆犻狓 ＝

烅

烄

烆
０

２．２．４　ＴＥＩＳ自适应重构算法

在以上ＴＡ增减及ＴＡ间权重自调整方案的

框架下，给出一种面向软件演化的ＴＥＩＳ动态自

适应重构算法（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ＳＡＲ）。

１）ＳｅｌｆＡｄａＲｅｃ（犕，犛＜狋犻，ｔｒ犻，ＴＥＩＳ（犡犲，犻，

犡狑，犻）＞，狋犼，（ＴＡＩＭ犻）｛

／函数名，输入：软件名，初始实体状态，当前演

化时刻，激励参数及关联矩阵／

２）ｉｎｔ犉犕＝ＧｅｔＮｅｅｄ（狋犻，狋犼）；／提取ＴＥＩＳ

重构的种类／

３）Ｗｈｉｌｅ（ｔｒ犻≠ｔｒ犼）｛

ＩＦ（犉犕＝＝１）　　／仅需权重调整／

　　犡狑，犼＝Ａｄｊｕｓｔ（犡狑，犻，狑犮，ＴＡＩＭ犻）；／狑犮为

待调整ＴＡ的新权重，ＴＡＩＭ犻为关联矩阵／

ＥＬＳＥＩＦ（犉犕＝＝２）／增加可信属性犪／

　①犡犲，犼＝Ａｄｄ（犡犲，犻，犪）；

　② ＴＡＩＭ犼＝ 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ＩＭ犻，犪）；

／采取专家群决策模式重构关联矩阵／

　③犡狑，犼＝Ａｄｊｕｓｔ（犡狑，犻，狑犪，ＴＡＩＭ犼）；

／狑犪为新ＴＡ的权重，ＴＡＩＭ犻为新关联矩阵／

ＥＬＳＥ　　　／删除可信属性犪／

　①犡犲，犼＝Ｄｅｌ（犡犲，犻，犪）；

　② ＴＡＩＭ犼＝Ｒｅｃｏｎｓ（ＴＡＩＭ犻，犪）；

　③犡狑，犼＝Ａｄｊｕｓｔ（犡狑，犻，狑犪，ＴＡＩＭ犼）；

　｝

４）ＩＦ（ＣＳ犻→犼（τ））

　ＴＥＩＳ（犡犲，犼，犡狑，犼）；／ ＴＥＩＳ重构／

５）ＥＮＤ

算法中，Ａｄｊｕｓｔ（）函数运用§２．２．３提出的

方法实现权重调整，Ｒｅｃｏｎｓ（）函数则是被用来实

现ＴＡＩＭ的矩阵压缩或扩展。

２．３　软件可信性评估自适应模型

运用评估推理算法［９］及ＴＥＩＳ动态自适应重

构方法建立软件可信性评估自适应模型，其工作

原理如图３所示。其中，ＳＡＲ表示ＴＥＩＳ自适应

重构算法，犡犲表示初始可信证据采集，ＴＡＩＭ 表

示ＴＡ关联矩阵。

图３　可信性评估自适应模型

Ｆｉｇ．３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

该模型基于激励实现可伸缩的软件可信性评

估自适应机制。通过监测实体状态，获取演化激

励，生成状态转移函数ＣＳ犻→犼（τ），然后运用ＳＡＲ

算法进行了ＴＥＩＳ的重构，最后通过调用评估推

理算法实现软件可信性评估的自主求解。

３　结　语

本文对软件可信性评估的过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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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ＴＥＩＳ动态自适应重构入手，探讨了由软件

演化引起的可信性评估自主求解问题。互联网环

境下，软件的可信性正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

这就要求不仅要从传统的安全、可靠、可用等角度

提高软件个体的可信性，还要从软件群体行为可信

的角度对软件的协同行为进行约束。下一步将有

针对性地研究网构软件［１２］的可信性评估及演化问

题，重点关注群体行为下可能出现的涌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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