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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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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入了赋值域是格时离散事件系统的形式化定义，并提出了由它所生成的语言的可控性概

念，以及给出并证明了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的可控性的充要条件。最后得到了给定语言的极大可控

子语言和极小可控超语言的存在性的证明以及它们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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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散事件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它的根本特征
在于其状态是离散的，事件驱动是异步的，有可能是

不确定的。它广泛存在于计算机网络、柔性制造系

统、交通指挥系统、工业生产的开启和关闭系统，等

等。文献［１］、［２］是对大量的实践例子的仿真模
拟。１９８７年，Ｒ．Ｊ．Ｒａｍａｄｇｅ和 Ｗ．Ｍ．Ｗｏｎｈａｍ在文
献［３］中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基于一个有限状态自动
机的离散事件系统的统一模型。１９６５年 Ｚａｄｅｈ提
出模糊集的概念［４］以来，模糊自动机的概念被提

出，因模糊自动机可以更好地解决自然语言中的模

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种思

想自然被引入到离散事件系统中，从而将离散事件

系统从经典情形扩展到模糊情形［５］。近年来，有研

究者提出了基于剩余类逻辑的自动机理论［６］，李永

明教授在更广的框架下，即格半群意义下研究自动

机理论［７］，从而把基于词的计算模型建立在更广泛

的格值自动机理论之上。事实上，在复杂的动态系

统中，人类表述某事件驱动的程度时，常常用“语言

真值”集合，即用某种格值语言去表达。因此，本文

将模糊离散事件系统扩展到格值情形，讨论赋值域

是格时离散事件系统的形式化，研究它的语言的可

控性概念和可控条件。

１　预备知识

１．１模糊离散事件系统
定义１［５］　一般情况下，一个模糊离散事件系

统形式化的定义为一个四元组：

Ａ＝（Ｑ，Ｅ，δ，ｑ０）
式中，Ｑ为有限（或无限）状态集，Ｅ表示有限事件
集，ｑ０表示初始状态，δ：Ｑ×Ｅ×Ｑ→［０，１］是模糊
子集，称其为模糊转移函数。δ：Ｑ×Ｅ ×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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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是由 δ自然扩展的扩展转移函数，递归定义
如下：

δ（ｐ，ε，ｑ）＝
１　ｐ＝ｑ{０　ｏｔｈｅｒ

δ（ｐ，ｗｘ，ｑ）＝∨ｒ∈Ｑ（δ（ｐ，ｗ，ｒ）∧δ（ｒ，ｘ，ｑ））
式中，ｗ是Ｅ 中的任意事件串，ｘ是Ｅ中的任意事
件。称模糊离散事件系统Ａ生成的语言Ｌ（Ａ）是模
糊语言，该语言是一个模糊子集，定义如下：

Ｌ（Ａ）（ｗ）＝∨ｑ∈Ｑδ（ｑ０，ｗ，ｑ）
这里给出了事件串ｗ属于Ａ的可接受语言Ｌ（Ａ）的
隶属度。

定义２［５］　在模糊离散事件系统中，最优控制
理论将事件集 Ｅ划分为两个不相交的集合，即可控
事件集和不可控事件集，分别记为 Ｅｃ和 Ｅｕｃ。监督
器Ｓ形式化的定义如下：

Ｓ：ｓｕｐｐ（Ｌ（Ａ））→Ｆ（Ｅ） （１）
式（１）表示一个映射，并且对任意的事件串ｓ∈

ｓｕｐｐ（Ｌ（Ａ）），ｘ∈ Ｅｕｃ，有 Ｓ（ｓ）（ｘ）＝１成立。其
中，ｓｕｐｐ（Ｌ（Ａ））是模糊语言Ｌ（Ａ）的支集，Ｆ（Ｅ）
是定义在事件集Ｅ上的模糊子集。

带有监督器 Ｓ的模糊事件系统记为 Ｓ／Ｇ，由
Ｓ／Ｇ生成的语言记作ＬＳ，ＬＳ被递归的定义为：

ＬＳ（ε）＝１
ＬＳ（ｓｘ）＝ＬＳ（ｓ）∧Ｌ（Ａ）（ｓｘ）∧Ｓ（ｓ）（ｘ）

式中，ｓ∈Ｅ，ｘ∈Ｅ。
定义３［５］　设 Ｋ Ｌ（Ａ），Ｋ是子语言，如果 Ｋ

满足：

ＫＥｕｃ∩Ｌ（Ａ）Ｋ
则称Ｋ关于Ｌ（Ｇ）和Ｅｕｃ是可控子语言，其中：

Ｅｕｃ（ｗ）＝
１　ｗ∈Ｅｕｃ
０　ｗ∈Ｅ＼Ｅ{

ｕｃ

１．２　格及其性质
在后文中，笔者用ｌ表示格，用ａ，ｂ，ｃ，…表示格

ｌ中的元素，用Ｌ表示格值语言，用ｘ，ｙ，ｚ，…表示事
件集Ｅ上的元素，或称为文字，用 ｗ，ｓ，ｔ，μ，ν，… 表
示事件集Ｅ上的事件串，或称为字符串。

定义４［８］　设（ｌ，
"

，∨，∧）是偏序集，如果对ｌ
中任意一对元ａ，ｂ有ａ∨ｂ＝ｓｕｐ｛ａ，ｂ｝与ａ∧ｂ＝
ｉｎｆ｛ａ，ｂ｝恒成立，则称（ｌ，

"

，∨，∧）为格。
如果对 ｌ中任意子集 Ｘ，ｓｕｐ｛Ｘ｝与 ｉｎｆ｛Ｘ｝都

存在，则称（ｌ，
"

，∨，∧，０，１）为完备格，其中０是ｌ
中的最小元，１是ｌ中的最大元。

设ｌ是格，如果对ｌ中任意元ａ，ｂ，ｃ，有：
ａ∧（ｂ∨ｃ）＝（ａ∧ｂ）∨（ａ∧ｃ）
ａ∨（ｂ∧ｃ）＝（ａ∨ｂ）∧（ａ∨ｃ）

则称（ｌ，
"

，∨，∧）为分配格。
命题 １［８］　设 ｛（ｌｉ，ｉ）ｉ∈Ｉ｝是一族预序

集，Ｉ≠，令ｌ＝∏ｉ∈Ｘ
ｌｉ为各ｌｉ的积，在ｌ上按点

式序定义：

（ａｉ）ｉ∈Ｉ（ｂｉ）ｉ∈Ｉ当且仅当对每个ｉ∈Ｉ，ａｉｉｂｉ
则：

（ｉ）（ｌ，）是预序集。
（ｉｉ）若每个 （ｌｉ，ｉ）都是偏序集，则 （ｌ，）

也是偏序集。

（ｉｉｉ）若每个（ｌｉ，ｉ）都是格（完备格），则（ｌ，
）也是格（完备格）。

（ｉｖ）若每个 （ｌｉ，ｉ）都是分配格，则 （ｌ，）
也是分配格。

２　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的形式化

２．１　格值离散事件系统
定义５　设ｌ是分配格，一个格值离散事件系统

是一个有限自动机 ｌ－ＶＦＡ，用一个四元组 Ａ ＝
（Ｑ，Ｅ，δ，ｑ０）来描述。其中，Ｑ，Ｅ，ｑ０∈Ｑ如前所述，
δ：Ｑ×Ｅ×Ｑ→ｌ是一个映射，被称为ｌ值转移函数，
即：δ（ｐ，ｘ，ｑ）∈ｌ，对于ｘ∈Ｅ，ｐ，ｑ∈Ｑ，由δ
自然诱导出扩展转移函数δ：Ｑ×Ｅ×Ｑ→ｌ定义如
下：

（ｉ）ｐ，ｑ∈Ｑ，　ε∈Ｅ，有：

δ（ｐ，ε，ｑ）＝
１ ｐ＝ｑ{０ ｏｔｈｅｒ

　　 （ｉｉ）θ＝ｘ１ｘ２…ｘｎ∈Ｅ，ｐ，ｑ∈Ｑ，有：

δ（ｐ，θ，ｑ）＝∨｛δ（ｐ，ｘ１，ｐ１）∧δ（ｐ１，ｘ２，ｐ２）∧
…∧δ（ｐｎ－１，ｘｎ，ｑ）：ｐ１，…，ｐｎ－１∈Ｑ｝
　　因为ｌ是分配格，所以对任意的 θ∈ Ｅ，如果
θ＝θ１θ２，对上述的δ显然有式（２）成立：

δ（ｐ，θ，ｑ）＝∨ｒ∈Ｑ｛δ
（ｐ，θ１，ｒ）∧δ（ｒ，θ２，ｑ）｝

（２）
定义６　设Ａ ＝（Ｑ，Ｅ，δ，ｑ０）是格值离散事件

系统，对于该格值有限自动机ｌ－ＶＦＡ，定义它可以
接受的语言Ｌ（Ａ）是从Ｅ到ｌ上的一个映射：对任
意的ｗ∈Ｅ ，令ｗ＝ｘ１ｘ２…ｘｎ，ｎ０，有：

ｗ∈ Ｌ（Ａ）＝ｄｅｆ｛（ｑ０∈ Ｑ）…（ｑｎ∈ Ｑ），
（ｑ０）∧（ｑ０，ｘ１，ｑ１）∈δ∧…∧（ｑｎ－１，ｘｎ，ｑｎ）∈δ｝
即：

Ｌ（Ａ）（ｗ）＝∨ ｛δ（ｑ０，ｘ１，ｑ１）∧ … ∧ δ（ｑｎ－１，
ｘｎ，ｑｎ）：ｑ０，ｑ１，…，ｑｎ∈Ｑ｝

注１
（ｉ）笔者用 ｌ（Ｅ）表示所有的 Ｅ上的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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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ｉｉ）由定义６容易得到，当 Ｑ＝ 时，称此时
接受的格值语言为空语言，记作 Ｏ。此时，ｗ∈
Ｅ 有Ｌ（Ａ）（ｗ）＝Ｏ（ｗ）＝０，当格值语言不是空
语言时，格值语言 Ｌ（Ａ）的 支 集 ＱＬ ＝ ｛ｗ：
Ｌ（Ａ）（ｗ）０｝是前缀闭的。

（ｉｉｉ）由定义５可知，当ｌ取特殊的格｛０，１｝时，
格值离散自动机即退化为经典离散事件系统；当 ｌ
取特殊的格 ［０，１］时，格值离散自动机即退化为模
糊离散事件系统。因而，本文定义的格值离散事件

系统是对前两者的推广。

定理１　设ＬＥ ，Ｌ≠，Ｌ当且仅当满足
Ｐ１和Ｐ２时Ｌ是某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生成的语言，其
中：

Ｐ１　　　Ｌ（ε）＝１
Ｐ２　　Ｌ（μ）Ｌ（μν），μ，ν∈Ｅ

证明　一方面，若Ｌ是某自动机生成的格值语
言，即，存在格值离散事件系统Ａ使得Ｌ＝Ｌ（Ａ），
且由定义６知：
　Ｌ（Ａ）（ｗ）＝∨｛δ（ｑ０，ｘ１，ｑ１）∧…∧δ（ｑｎ－１，
　ｘｎ，ｑｎ）：ｑ０，ｑ１，…，ｑｎ∈Ｑ｝

当ｗ＝ε，由定义５知仅有δ（ｑ０，ε，ｑ０）＝１，因
此，Ｌ（Ａ）（ε）＝１成立。

又因为对于 μ，ν∈ Ｅ，μ，ν的长度有限，不
妨假定μ＝ｘ１ｘ２…ｘｎ，ν＝ｘｎ＋１…ｘｎ＋ｍ，那么，存在：

ｑ０，ｑ１，…，ｑｎ＋ｍ∈Ｑ
Ｌ（Ａ）（μν）＝∨｛δ（ｑ０，ｘ１，ｑ１）∧…∧δ（ｑｎ－１，ｘｎ，
ｑｎ）∧δ（ｑｎ，ｘｎ＋１，ｑｎ＋１）∧…∧δ（ｑｎ＋ｍ－１，ｘｎ＋ｍ，ｑｎ＋ｍ）｝"
∨｛δ（ｑ０，ｘ１，ｑ１）∧…∧δ（ｑｎ－１，ｘｎ，ｑｎ）｝＝
Ｌ（Ａ）（μ）

另一方面，如果ＬＥ 满足条件Ｐ１、Ｐ２，那么
可以构造一个自动机：

ＡＬ ＝（ＱＬ，ＥＬ，δＬ，ｑＬ）
其中：

ＱＬ ＝｛μ∈Ｅ：ＬＡ（μ）＞０｝＝ｓｕｐｐ（Ｌ（Ａ））
ＥＬ ＝Ｅ
ｑＬ ＝ε

δＬ（μ，ａ，ν）＝
Ｌ（ν） ν＝μａ{ ０ ｏｔｈｅｒ

　　对于μ，ν∈ＱＬ ＝｛ｗ：Ｌ（Ａ）（ｗ）０｝，ａ∈
Ｅ。所以对于任意的ｗ∈Ｅ 可得：

Ｌ（ＡＬ）（ｗ）＝∨μ∈ＱＬ｛δＬ（ε，ｗ，μ）｝
当ｗ＝ε，
Ｌ（ＡＬ）（ε）＝∨μ∈ＱＬ｛δＬ（ε，ε，μ）｝＝１

当ｗ≠ε时，因为ｗ的长度有限，所以存在ｎ∈
Ｚ＋，ｗ＝ｘ１ｘ２…ｘｎ，由Ａ的构造和Ｌ满足Ｐ２得到：
Ｌ（ＡＬ）（ｗ）＝∨μ∈ＱＬ｛δＬ（ε，ｗ，μ）｝＝　　
∨｛δＬ（ε，ｘ１，ｘ１）∧δＬ（ｘ１，ｘ２，ｘ１ｘ２）∧…
∧δＬ（ｘ１…ｘｎ－１，ｘｎ，ｗ）｝＝
∨｛δＬ（ｘ１…ｘｎ－１，ｘｎ，ｗ）｝＝Ｌ（ｗ）

　　注２
由定理１可以将所有的格值语言表示为：
ｌ（Ｅ）＝｛Ｌ：Ｅ →ｌ，Ｌ＝Ｏ，或Ｌ满足Ｐ１和Ｐ２｝

２．２　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的语言的运算
定义７　设Ｌｉ∈ｌ（Ｅ）（ｉ＝１，２）是格值语言，

那么它们的并和交运算定义如下：

（∪Ｌｉ）（ｗ）＝∨Ｌｉ（ｗ）　ｗ∈Ｅ

（∩Ｌｉ）（ｗ）＝∧Ｌｉ（ｗ）　ｗ∈Ｅ

定义８　设Ｌｉ∈ｌ（Ｅ），ｉ＝１，２是格值语言，
那么它们的连接运算定义如下：

（Ｌ１Ｌ２）（ｗ）＝∨｛Ｌ１（μ）∧Ｌ２（ν），μ，ν∈Ｅ

且ｗ＝μν｝，ｗ∈Ｅ 。
命题２　如果 Ｌ１、Ｌ２是格值语言，则 Ｌ１∪ Ｌ２、

Ｌ１∩Ｌ２、Ｌ１Ｌ２也是格值语言。
证明　如果Ｌ１、Ｌ２是格值语言，易证Ｌ１∪Ｌ２、

Ｌ１∩Ｌ２也是格值语言。下证它们的连接也是格值
语言。

如果Ｌ１或Ｌ２是空语言，那么连接的结果是其中
之一，所以命题成立。

如果Ｌ１≠Ｏ且Ｌ２≠Ｏ，那么：
（Ｌ１Ｌ２）（ε）＝∨μν＝ε（Ｌ１（μ）∧Ｌ２（ν））＝
∨（Ｌ１（ε）∧Ｌ２（ε））＝１
即Ｐ１成立。
对于任意的μ，ν∈ Ｅ，因为 μ、ν的长度有限，

因此，可假定存在 ｍ和 ｎ是正整数，使得 μ＝
μ１…μｎ，ν＝ν１…νｍ，因Ｌ１、Ｌ２是格值语言，满足Ｐ２，
所以有：

（Ｌ１Ｌ２）（μν）＝∨ｓｔ＝μν（Ｌ１（ｓ）∧Ｌ２（ｔ））＝
（Ｌ１（μ１）∧Ｌ２（μ２…μｎν１…νｍ））∨（Ｌ１（μ１μ２）∧
Ｌ２（μ３…μｎν１…νｍ））∨…∨（Ｌ１（μ）∧Ｌ２（ν））

（３）
（Ｌ１Ｌ２）（μ）＝∨ｓｔ＝μ（Ｌ１（ｓ）∧Ｌ２（ｔ））＝
（Ｌ１（μ１）∧Ｌ２（μ２…μｎ））∨（Ｌ１（μ１μ２）∧
Ｌ２（μ３…μｎ））∨…∨（Ｌ１（μ）∧Ｌ２（ε）） （４）

比较式（３）、（４），容易得到对任意的 ０
"

ｉ
"

ｎ，有：
Ｌ１（μ１…μｉ）∧Ｌ２（μｉ＋１…μｎ）Ｌ１（μ１…μｉ）∧
Ｌ２（μｉ＋１…μｎν１…ν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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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Ｌ１Ｌ２满足Ｐ１、Ｐ２，Ｌ１Ｌ２是格值语言。

３　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的可控语言

本节在格值离散事件系统中引入可控事件集和

不可控事件集。将事件集 Ｅ划分为两个交空的可
控事件子集Ｅｃ和不可控事件子集 Ｅｕｃ。进而，在一
个格值离散事件系统中引入一个监督器 Ｓ形成可
控系统，带有监督器的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生成的语

言就是可控语言。以下给出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的监

督器和可控语言的具体定义。

３．１　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的可控语言
定义９　设Ａ ＝（Ｑ，Ｅ，δ，ｑ０）是一个格值离散

事件系统，由它生成的语言Ｌ（Ａ）是ｌ格，形式化的
定义Ａ ＝（Ｑ，Ｅ，δ，ｑ０）的一个格值监督器为一个映
射：

Ｓ：ＱＬ→ｌ（Ｅ），ｓ∈ ＱＬ，ｘ∈ Ｅｕｃ，Ｓ（ｓ）（ｘ）＝
１，（其中ＱＬ ＝ ｓ∈Ｅ Ｌ（Ａ）（ｓ）＞{ }０ ）

带有监督器的可控格值离散事件系统记为

Ｓ／Ａ，由 Ｓ／Ａ 所生成的格值语言 ＬＡ 递归定义
如下：

（ｉ）ＬＡ（ε）＝１
（ｉｉ）ＬＡ（ｓｘ）＝ＬＡ（ｓ）∧Ｓ（ｓ）（ｘ）∧Ｌ（Ａ）（ｓｘ），

ｓ∈Ｅ，ｘ∈Ｅ。
定义１０　设ＫＬ（Ａ），Ｋ是格值子语言，如果

Ｋ满足ＫＥｕｃ∩Ｌ（Ａ）Ｋ，则称Ｋ相对于Ｌ（Ａ）和
Ｅｕｃ是可控子语言。其中：

Ｅｕｃ（ｗ）＝
１ ｗ∈Ｅｕｃ{０ ｏｔｈｅｒ

命题３　设一个格值语言Ｋ相对于Ｌ（Ａ）和Ｅｕｃ
是可控格值子语言当且仅当对任意的 ｓ∈ Ｅ，ｘ∈
Ｅ，式（５）成立。

Ｋ（ｓ）∧Ｌ（Ａ）（ｓｘ）＝Ｋ（ｓｘ） （５）
证明 　 当 ｗ ＝０时 ｗ ＝ ε，（ＫＥｕｃ ∩

Ｌ（Ａ））（ε）＝（ＫＥｕｃ）（ε）∧（Ｌ（Ａ））（ε）＝０∧１＝０
"

Ｋ（ｗ）。
当 ｗ ＞０时ｗ＝珘ｗｘ，ｘ∈Ｅ。分两种情况讨

论。

如果ｘ∈Ｅｃ，则：
　（ＫＥｕｃ∩Ｌ（Ａ））（ｗ）＝（ＫＥｕｃ∩Ｌ（Ａ））（珘ｗｘ）＝
　０∧（Ｌ（Ａ））（珘ｗｘ）＝０"Ｋ（ｗ）

如果ｘ∈Ｅｕｃ，则：
　（ＫＥｕｃ∩Ｌ（Ａ））（ｗ）＝（ＫＥｕｃ∩Ｌ（Ａ））（珘ｗｘ）＝
　Ｋ（珘ｗ）∧（Ｌ（Ａ））（珘ｗｘ）＝Ｋ（珘ｗｘ）＝Ｋ（ｗ）

综上，对于任意的ｗ∈Ｅ ，ＫＥｕｃ∩Ｌ（Ａ）Ｋ

均成立。由定义１０知Ｋ是可控的。
定理２　令Ｋ Ｌ（Ａ），其中 Ｋ是非空可控格

值子语言，那么，对于Ａ存在一个格值监督器Ｓ，当
且仅当Ｋ可控时ＬＳ ＝Ｋ。

证明　假设 Ｋ是非空可控格值子语言，Ｋ
Ｌ（Ａ），现构造一个监督器：

Ｓ：ＱＬ→ｌ（Ｅ）
　　对于任意的ｓ∈ＱＬ，定义：

Ｓ（ｓ）（ｘ）＝
１ ｘ∈Ｅｕｃ

Ｋ（ｓｘ） ｘ∈Ｅ{
ｃ

（６）

对于ｘ∈ Ｅ，Ｓ显然是一个格值监督器。下证
ＬＳ ＝Ｋ。

对于任意的ｗ∈Ｅ ，按 ｗ 进行归纳证明。
当 ｗ ＝０，ｗ＝ε，因为 Ｋ是非空的，所以

Ｋ（ε）＝１。又由定义９知ＬＳ（ε）＝１，所以ＬＳ（ε）
＝Ｋ（ε）。即 ｗ ＝０时定理成立。
当 ｗ ＞０时，假设对任意的 ｗ "

ｎ时结论成
立。则对于串 ｗｘ，ｘ∈ Ｅ时，如果 ｗ ＱＬ，则
Ｌ（Ａ）（ｗ）＝０，Ｌ（Ａ）（ｗｘ）

"

Ｌ（Ａ）（ｗ）＝０，所以
Ｌ（Ａ）（ｗｘ）＝０，又因为ＬＳＬ（Ａ），ＫＬ（Ａ），
所以ＬＳ（ｗｘ）＝０＝Ｋ（ｗｘ）。如果ｗ∈ＱＬ，按照式
（６）定义Ｓ（ｓ），分两种情况讨论。
１）ｘ∈Ｅｕｃ，Ｓ（ｗ）（ｘ）＝１

　ＬＳ（ｗｘ）＝Ｌ（Ａ）（ｗｘ）∧Ｓ（ｗ）（ｘ）∧ＬＳ（ｗ）＝
Ｌ（Ａ）（ｗｘ）∧Ｋ（ｗ）＝Ｋ（ｗｘ）
２）ｘ∈Ｅｃ，Ｓ（ｗ）（ｘ）＝Ｋ（ｓｘ）

　ＬＳ（ｗｘ）＝Ｌ（Ａ）（ｗｘ）∧Ｓ（ｗ）（ｘ）∧ＬＳ（ｗ）＝
Ｌ（Ａ）（ｗｘ）∧Ｋ（ｗｘ）∧Ｋ（ｗ）＝Ｋ（ｗｘ）
即ＬＳ ＝Ｋ总成立。
反之，对于 Ａ存在一个格值监督器 Ｓ满足

ＬＳ ＝Ｋ，对于任意的ｓ∈Ｅ ，ｘ∈Ｅｕｃ，有：
　ＬＳ（ｗ）∧Ｌ（Ａ）（ｗｘ）＝ＬＳ（ｗ）∧Ｓ（ｗ）（ｘ）∧
Ｌ（Ａ）（ｗｘ）＝ＬＳ（ｗｘ）
由命题３知Ｋ是可控的。

３．２　格值离散事件系统的极大可控格值子语言和
极小可控格值超语言

　　如果格值语言Ｋｉ（ｉ∈Ｉ）是可控的，因为分配格

满足两个无限分配律，那么∪
ｉ∈Ｉ
Ｋｉ与∩ｉ∈ＩＫｉ也是可控

的格值子语言。因此可以有下列定义。

定义１１　令ＫＬ（Ａ），Ｋ的可控格值子语言
之集和可控格值超语言之集定义如下：

εｓｕｂ（Ｋ）＝｛Ｍ∈ｌ（Ｅ）：ＭＫ且Ｍ是可控的｝
εｓｕｐ（Ｋ）＝｛Ｍ∈ｌ（Ｅ）：ＫＭＬ，

且Ｍ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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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Ｏ∈εｓｕｂ（Ｋ），Ｌ∈εｓｕｐ（Ｋ），所以 εｓｕｂ（Ｋ）和
εｓｕｐ（Ｋ）都是非空的集合。

定义１２　令ＫＬ（Ａ），令：
Ｋ↑ ＝ ∪

Ｍ∈εｓｕｂ（Ｋ）
Ｍ

Ｋ↓ ＝ ∩
Ｍ∈εｓｕｐ（Ｋ）

Ｍ

　　命题４　格值语言Ｋ↑ ＝ ∪
Ｍ∈εｓｕｂ（Ｋ）

Ｍ是Ｋ的极大

可控格值子语言，格值语言Ｋ↓ ＝ ∩
Ｍ∈εｓｕｐ（Ｋ）

Ｍ是Ｋ的

极小可控格值超语言。

证明　只证明命题的前半部分，命题的后半部
分类似可证。

因为分配格满足两个无限分配律，所以由式

（７）可得到Ｋ↑ ＝ ∪
Ｍ∈εｓｕｂ（Ｋ）

ＭＫ，并且Ｋ↑ 是可控

的格值子语言。

εｓｕｂ（Ｋ）＝｛Ｍ∈ｌ（Ｅ）：ＭＫ且Ｍ是可控的｝

（７）
　　另外，特殊情况下，假如Ｋ可控，则Ｋ↑ ＝Ｋ，假
如Ｋ中不包含可控语言，则Ｋ↑ ＝Ｏ，此时结论均成
立。一般情况下，任意的Ｋ′Ｋ，Ｋ′是可控子语言，
则Ｋ′Ｋ↑ ，所以Ｋ↑ 是Ｋ的极大可控格值子语言。

４　结　语

本文将模糊离散事件系统扩展到分配格上，讨

论赋值域是格值时离散事件系统的形式化，以及由

它所生成的语言的可控性概念及可控的条件。证明

了极小可控超语言和极大可控子语言的存在性。

近年来，基于离散事件系统的模型诊断方法在

大型通讯网络、电网故障诊断等领域获得了成功应

用，成为人工智能与控制工程领域的热门研究课

题。通讯网络、电网故障诊断等领域的测量数据有

些是不可比较的格值数据，将本文的结论进一步应

用到故障检测等工程生产中的研究是笔者后续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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