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工程方法和工具在装备采办体系、研制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中的应用
——以 B-52 升级延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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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 于 1946 年开始研制，1952 年首飞，1955 年交付，先后发展了八种型别，1962 年停产，共生
产 744 架，现役 76 架。2012 年，最年轻的一架 B-52H 迎来了它在美国空军服役 50 周年的庆典。从上
世纪 60 年代开始，B-52 就不断升级改进，成为美军武器装备库中的常青树。最大规模投入的升级是在
2010 年 9 月，美国空军与波音公司签署了总额高达 119 亿美元的合同，对 B-52H 的武器系统进行升级。
最新的升级是 2013 年 12 月美国空军与波音公司签署的总金额 2460 万美元改进内埋弹舱、提高挂载量
50%、提高飞行燃油效率的合同。波音公司预计，2055 年 B-52 百岁生日时，B-52H 仍然在服役。美国
空军认为，经过改进和升级可以让 B-52 实现永生。
在航空史上，从来也没有哪种飞行器能装备使用这么长时间。这一现象背后有许多值得我们军方、
军工企业和信息化厂商思考借鉴的东西。例如，美军不惜再投百亿重金，继续升级打造 B-52 是要应对
什么样的需求？美国军方和军工巨头是如何产生和决策这些需求的？为什么是 B-52，而不是采用其他
机种（如 B-1、B-2 现役战略轰炸机）或立项研制下一代的战略轰炸机？美国军方和波音公司是如何分
析上述需求、进而产生和决策这一方案的？波音公司的研发体系有什么样的秘密和诀窍能产生 B-52 这
样的常青树，保证这一代人设计的飞机下两代人还还好用（即好保障）？美国空军和其他军兵种现有的
后勤保障体系及其信息化手段如何更新以适应 B-52H 在全新的军方体系需求下的作战和保障（即保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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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的体系工程和需求工程保证装备采办做正确的事

世纪之交，美军发起的新军事变革构建“基于能力的国防工业基础”的战略思想，改变按照产品属
性划分军工产业的传统做法，将工业基础按照作战需求重新划分，由单项战略型武器构成的“老三位一
体（核潜艇、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
”军事战略，应让位给由战略打击力量，快速机动反应部队
和军事工业基础所构成的“新三位一体”军事战略，实现网络中心环境下的全军联合和军工联合。
世纪之交，为应对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战争模式的变化，美军基于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开发的“联
合能力集成开发系统（JCIDS）”（负责装备和装备体系的需求产生和决策）和体系架构框架（从 C4ISR
到 DoDAF，负责装备体系论证）
，明确了需求提出部门和管理部门，在联合作战构想框架下依托各种作
战概念强化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管理作战需求和装备需求，强化需求监督与审查，从源头解决了各军
种在装备建设方面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联合作战能力冗余等问题，保证了复杂战争模式下武器装备
采办的正确性。
从早期的结构延寿、到上世纪 80 年代改进导航与提高攻击精度、提升生存力和作战能力、再到进
入新世纪后增加电子对抗装置、进行“作战网络通信技术”升级使其融入装备体系的先进数字通讯网络、
加挂先进瞄准吊舱使其具备战斗机才有的激光测距和战术精确对地打击能力，B-52H 如今已成为“轰侦
一体”的作战平台，可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及时获取作战信息，对战场状况或突发情况做出有
效反应，可监控大范围地面目标并可随时发动打击，信息战实力大幅提升。
美军不断追加投入，按新的作战需求大幅度提升 B-52 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再加上相对较低的维
护成本，以及并未衰减的威慑能力，使得 B-52 轰炸机的服役周期一再延长，其作战模式也经历了由二
战后的高空高亚音速突防核轰炸->越战时的中高空地毯式常规轰炸->伊战时的低空突防常规轰炸->世纪
之交战略巡航导弹平台的演变，完美诠释了具备较高成熟度、适应性和开放性的产品平台如何能够不断
改造升级以主动应对军方需求演变的持续应用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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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工程的企业架构和信息化规划保证波音的研发体系不断优化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波音公司的研发体系有什么样的秘密和诀窍能产生 B-52 这样的常青树，保证
这一代人设计的飞机下两代人还好用？
当战争由各种兵器间的对抗转化为网络化分布式的体系对体系的对抗、能力对能力的对抗时，军工
企业必然要从专业化对专业化的竞争，转型为全价值链对全价值链（研发能力与研发能力、制造体系与
制造体系、产品系统与产品系统、产业链与产业链）的竞争，从飞机、舰船等装备供应商转型为一种军
事服务体系供应商和所需作战效果（能力）的提供者。

图 1 波音公司的企业架构及其解决方案
图 2 波音公司的业务架构
为应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与客户需求创新，波音公司运用系统和全局的观点构建其企业架构模型
（图 1）
，将理解并聚焦客户、大规模系统集成和精益企业作为三大核心能力，将开拓新领域、核心能
力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运营健康的核心业务作为三大战略，在公司战略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并购重组和自
身能力建设来优化 IT 基础设施、组织和流程等企业架构的方方面面、以应对新军事变革和全球化市场
竞争的挑战。
波音公司于 2006 年整合成立包括 1.8 万人的专门的技术研发和管理机构——波音 EOT（图 2）负责
公司战略的制定实施，基于产品线架构和技术成熟度管理实现了军民型号产品研发体系之间和技术研发
体系与产品研发体系之间的集成交互（图 3）
。正是基于历史上这种产品研发与技术研发良性互动的基
因，波音公司才能保证产品平台具有较高的成熟度、适应性、开放性和重用度。EOT 的工程职能体系负
责流程梳理改进、知识管理、精益六西格玛等管理策略在全公司的实施、专业标准规范的制定和方法工
具模板开发，通过全员（17 万员工）知识管理（图 4）和团队教练指导来提升人员能力，打通了民机集
团（BCA）和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BDS）之间的壁垒，保证了波音公司的研发投入产出效率和专业
技术优势。

图 3 波音公司基于技术成熟度管理实现技术研发体系与产品研发体系的集成交互

图 4 波音公司的知识管理架构
图 5 波音公司在精益思想指导下标准化工具和流程
EOT 的技术服务体系负责全公司的 IT 基础实施重构的规划和实施，将企业信息化作为企业架构的
子系统规划其重构和演化的路线图，将 IT 部门由成本中心转化为利润中心，保证了历史遗留系统和未
来平台系统的互操作性，成为研发模式由基于文档向基于模型成功转换的关键使能器。

图 6 波音公司基于 MBSE 方法的集成产品架构

图 7 从基于模型的产品定义到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再到基于模型的企业

现代复杂产品和系统的生命周期远远超越了各种信息系统软件的生命周期。随着武器装备等复杂产
品和系统交付服役，如何超越各种信息系统的生命周期、规避各种软件版本升级带来的困扰，保证产品
数据的长期有效，降低产品售后支持和保障的成本，是目前客户（如军方和民航）给复杂产品和系统所
有承制单位提出的最新要求。波音 EOT 的产品数据标准化办公室基于 STEP 标准 AP242 应用协议、采用
MBD 技术解决 B-52 的产品数据表达和交换问题，以保证波音现有的信息化系统管理和重用 B-52 半个世
纪前的产品数据，例如利用反向工程和 MBD 技术重新加工 B-52H 老旧零件；进而基于 STEP 标准
AP233/AP239 应用协议和系统工程过程、采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方法增强波音现有的信息
化系统，实现型号产品从需求到运维保障的全生命期数据管理（图 6），以保证三、四十年后 B-52H 的
后勤综保体系能够读取和重用当前 B-52H 的产品数据。伴随着 IT 基础设施和企业架构的不断进化，波
音公司的研发体系将沿着基于模型的道路走向数字化企业（图 7）
。
波音公司研制体系的不断优化和进化保证了其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以 B-52H 为例，
通过改装先进的并符合战略轰炸机需求的机载武器装备、换装新式卫星通信系统和数据链终端，使得
“爷
爷级的老寿星”也能纳入体系作战的行列；通过使用全新的航电系统，改善“80 后”年轻一代飞行员
的用户体验，使他们不再面对一堆令人头晕的机械仪表，而是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大型液晶显示
器，驾驶战略轰炸机几乎成了打网络游戏。
尽管 B-52H 战略轰炸机的服役年龄已超过半个世纪，但它的可靠性仍然很强，技术准备率高达 80%。
从 B-52 一再升级延寿服役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装备发展的另一条思路，并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是用最新的技术给老旧装备升级，会让老旧装备焕发出新锐装备的光彩，可以继续担当重任。二是老
装备的技术往往比较成熟，发挥其技术成熟的优势可以节省大量经费，进而为新一代轰炸机的预研投入
准备更多的资金。因为新技术的研发不仅投入大而且周期长，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办法可以
在短时间内弥补新装备不足的缺口。三是老旧装备具有很大的作战潜能，深入挖潜并根据未来战争需要
进行升级改造，能使老旧装备“焕发青春”并持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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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工程的后勤保障运维体系保证 B-52 常青

后勤保障是最终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维持和恢复战斗力的基本保证。现代高科技战争条件
下，装备或装备体系及其后勤保障体系的成功，关键在于，一方面将战备完好率和保障性特征设计到装
备中（即好保障，Design for Support）
，另一方面后勤保障体系及其信息化手段如何更新以适应装备在
全新的军方体系需求下的作战和保障（即保障好，Support the Design）
。

图 8 基于系统工程过程的装备后勤保障运维示意
美军的后勤保障信息化建设经历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各军兵种独立发展阶段（以 CALS 计算机
辅助后勤保障系统和持续采办全生命期支持为代表）
、上世纪 90 年代的国防部统一规划建设全球作战保
障系统、和新世纪开始的依据统一标准规范发展和整合各种天生能互联互通的系统。根据最新版的《国
防部装备采办综合管理框架》
、
《联合能力集成开发系统（JCIDS）
》、
《国防部体系架构框架 DoDAF》和《网
络中心环境下的数据战略》
，系统工程过程是指导装备后勤保障运维及其信息化建设的顶层业务逻辑框
架（图 8）
，实现后勤保障各业务系统的业务协同；产品全生命期保障国际标准（PLCS）是指导后勤保
障体系互联互通信息化建设的底层信息模型标准（图 9），
实现各阶段产品数据视图
（as built、
as delivered、
as maintained 等）在全生命期、全供应链的安全协同共享。

图 9 基于 PLCS 国际标准建设后勤保障互联互通体系
目前美军大量的武器装备已能够做到当有证据表明装备需要维修时（通过嵌入式传感器和/或外部
便携式测试设备获得系统的状态）
，由具有合适知识技能的维修人员利用合适工具，在有利时机进行必
要维修，使装备维修更有效率。同时将装备维修作业活动与维修保障的其他功能环节（如器材供应和指
挥控制）进行综合集成，最大程度地提高装备的作战完好率和装备物资的完好率，提高维修保障的响应
能力。

4

对国内国防军工产业升级和信息化建设的启示

以系统的观点和系统工程的方法过程，透过 B-52 升级延寿，来看待美军武器装备的采办体系、研
制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会给国内国防军工产业升级和信息化建设许多有益的启示。
周边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引发的以实现诸军兵种联合协同作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体制变革，国内武器
装备研制模式在基本完成由仿制改进改型转向为自主研发和创新之后、新近开始的跨行业研制体系调整，
再加上新技术革命的推动，迫使军工行业和企业进一步回归客户需求的本源，运用基于系统工程的体系
工程和需求工程方法工具，从全系统、全价值链过程的角度优化和提升研制能力，为客户创造价值。
现在企业信息化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国防军工企业需要以系
统的观点和系统工程方法为基础，站在建立和整合技术研发平台与产品研发平台的角度，通盘规划企业
整体研制体系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破解业务和 IT 分离的困局，以应合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工
业化深度融合的发展要求。
为掌控装备和装备体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在全过程、全系统、全特性上支持复杂产品和系统由需
求到功能的转换和分解、需求及设计变更的追踪管理、涉及多学科领域团队和系统元素间交互指数级增
长的设计方案表达、权衡优化和沟通决策、以及设计方案对涉众需求的验证确认（V&V），必须在经典
系统工程过程的基础上应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方法和工具管理复杂产品和系统的全生命期。
为提升战备完好率，提升和整合现有后勤保障信息化工具，解决装备研制和后勤保障过程中既要共
享数据和信息，又要保证各部门间和各企业间的信息安全、以及共享产生的新智力资产不影响和干扰各
系统的原有智力资产的矛盾，需要将系统工程方法和基于 PLCS 标准的信息模型与基于系统工程过程的
后勤保障业务结合起来，为企业内各专业部门间、供应链内各成员单位间、以及客户与研制方之间的信
息共享和协同提供跨业务、跨组织、跨地域协同工作平台的“经络系统”。
针对上述需求，安世亚太公司的精益研发理念和解决方案以系统工程思想和理论为核心、以系统工
程过程和方法为框架，
构建了咨询服务体系和软件平台产品体系，实现了需求引领研发、仿真驱动研发、
知识支撑研发、质量管控研发、数据承载研发、创新提升研发，支持国防军工企业建立现代研发体系，
保证复杂产品和系统的研制和保障做对、做好、做快、做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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