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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围绕如何构建能够在高动态战场环境下持续保障多样化任务完成的指挥控制系统, 依据可成
长软件理论、方法, 提出了一套指挥控制系统的自主适变解决方案; 首先建立了具备自主适变能力的
指挥控制系统总体架构模型, 并构建了面向深度软件定义的核心任务保障框架; 在此基础上, 给出了
基于 “环境认知环 – 决策执行环” 的 “双环” 自主适变机制, 以实现面向任务保障的主动感知、适变控
制和重构演化; 最后基于所构建的技术验证原型系统进行了运行等级转进、资源受损下的业务持续运
行等典型场景下的仿真试验验证.
关键词

1

指挥控制系统, 可成长软件, 自主适变, 核心任务保障

引言

未来战场环境快速多变、作战任务复杂多样, 呈现高动态及不确定等典型特征, 且作战过程中时
敏任务增多, 跨域协同成为常态 [1∼6] . 指挥控制系统 (简称指控系统) 作为信息化作战条件下的重要
基础 [7, 8] , 一方面其必将成为强敌攻击的重点, 面临精准物理毁伤或赛博攻击导致系统主干节点无法
正常工作的威胁, 特别是非预期的毁损 (如半数以上节点失效等) 可致使整个体系失能, 另一方面高动
态、不确定的任务带来业务流程临机调整、突发性高负载等应用需求日益频繁. 然而, 目前指挥控制系
统规模大、部署相对集中, 功能间耦合度较高且流程固化、预设为主, 系统快速响应、优化调整等支撑
能力不足, 对于复杂的、超预期的调整需要人工介入、周期长, 难以满足高动态、强对抗的作战应用需
求. 因此亟需发展具备自主适变能力的指挥控制系统, 能够适应未来多样化作战任务需求以及高动态
强对抗的战场环境变化, 持续保障作战任务遂行.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具备自主适变能力指控系统构建方
法与技术方面, 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为代表, 开展了诸如构建资源自适应的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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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SS)、韧性自主系统 (RAS)、意向定义自适应软件 (IDAS) 等大量预先研究工作. 其中, BRASS [9]

主要是寻求使用期限长、存活性高、扩展性强的自适应软件系统新的研究方法、编译程序设计、执
行操作和虚拟计算机技术等, 形成能动态适应资源和操作环境变化的, 可 “生存 100 年” 的长寿命软
件系统设计和应用的基础性理论; RAS [10] 则重点发展能够在对抗环境中的实现人机互信、互补的有
机协作系统, 提供应对威胁时的评估和恢复等能力, 以降低对任务目标达成的影响; IDAS 项目 [11] 是
DARPA 于 2019 年新近启动的, 旨在面向日益复杂的大型软件系统, 研究能够捕获程序员意图的软件
开发新技术, 使系统能够根据新要求和操作环境的变化来快速生成和调整软件, 其最终目标是要大幅
减少手动软件修改的需要, 将开发维护成本和工作量降低至少一个数量级.
在国内,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等开展了网构软件 [12∼16] 的研究, 国防科
技大学、电子科技集团等开展了软件自适应演化 [17∼19] 、韧性系统构建 [20∼23] 等相关研究. 2017 年以
来, 由南京大学吕建院士牵头的 “可持续演化软件理论、方法和技术” 项目, 针对 “人 – 机 – 物” 三元
融合应用模式下软件基础设施面临环境资源不断变迁的挑战, 创新地提出了 “可成长软件” 构想: 在其
所处软硬件环境、所依赖外部资源, 以及所服务的用户目标不断变化条件下, 能通过主动的感知、智能
的适应和持续的重构演化, 实现长期生存并不断优化. 可成长软件的提出, 为发展具备自主适变能力
的新一代指控系统提供了新的有力理论和方法指导.
因此, 以构建能够在高动态战场环境下持续保障多样化任务完成的指挥控制系统为需求牵引, 基
于可成长软件范型和方法论, 提出了一套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变解决方案. 其中, 在第 2 节分析凝练
了涵盖元素聚合解聚、任务动态组织、系统持续成长的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变能力需求, 建立了具备
自主适变能力的指控系统总体架构模型和面向深度软件定义的核心任务保障框架, 并提出了基于 “环
境认知环 – 决策执行环” 的 “双环” 自主适变机制; 在此基础上, 第 3 节中给出了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
变解决方案的技术验证原型系统的组成结构, 并结合运行等级转进、基础资源受损下的业务持续运行
两类典型场景对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变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验证; 最后, 第 4 节对本文进行了总结.

2
2.1

解决方案
总体架构模型

构建能够在高动态战场环境下持续保障多样化任务的 “可成长” 指挥控制系统, 主要根据元级化、
定义化的软件可成长性方法, 即在传统软件基础上新增感知、适应、演化等可成长能力, 并通过 “软件
定义软件” 的方式来应对环境和需求的变化. 因此, 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变解决方案设计, 核心是将指
控系统的运行实体与自主适变控制解耦. 一方面构造封装出松耦合、功能单一、内嵌可成长属性的系统
实体元素, 另一方面通过环境认知与决策执行实现对环境和需求变化的主动感知和适变控制, 从而解
决现有系统因耦合依赖紧、服务粒度大、配置预设多等带来的业务流程僵化、环境变化敏感等问题. 概
括来说, 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变解决方案, 将体现出元素聚合解聚、任务动态组织、系统持续成长 3 个
方面的能力特征.
(1) 元素聚合解聚. 即将传统的综合集成多任务、多功能, 自给自足式的大型中心式系统进行解

聚, 剖分成大量功能相对较弱但可标准化封装、分散化部署、动态化组配的元素, 同时将元级化、定义
化的 “可成长” 属性内嵌至各元素, 从而赋予系统更高的可见性和可控性, 有效支持高动态、强对抗环
境下的指控系统敏捷构建和抗毁重组.
(2) 任务动态组织. 即打破当前企业级信息系统 (含指控系统) 与其组织架构强相关、紧耦合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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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具备自主适变能力的指控系统总体架构模型
Figure 1

Architecture model of autonomous adaptive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s

式, 实现系统构建由部署型向任务型转变. 将以任务场景的能力需求、系统运行环境为输入, 根据任务
主体 (指挥官、任务部队编组等) 的角色和权限, 在线匹配其 “可见、可控” 范围内的作战应用功能服
务、及其运行依赖的分布式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资源, 然后按照任务场景最优化配置信息流、控
制流, 形成围绕不同任务场景需求组织的动态化系统.
(3) 系统持续成长. 即转变系统配置相对僵化、牵一发而动全身, 难以快速调整更新以应对环境和

需求频繁变化的现状, 关键是基于上述两方面能力, 随着应用场景的丰富、系统使用的反馈评估, 不断
增强、扩展元级化、可定义的元素, 并更新适用于不同任务场景、用户偏好、资源约束等的 “最佳实
践”, 从而达到变不确定为确定、不断优化的效果.
接下来, 以 “元素聚合解聚、任务动态组织、系统持续成长” 为指导原则, 建立了具备自主适变能
力的指控系统总体架构模型, 如图 1 所示.
首先, 位于中间由环境认知与决策执行组成的自主适变控制层是持续保障任务所需能力的核心,
针对任务变化带来的系统能力需求调整、以及指控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扰动等, 通过任务需求、运行环
境变化的感知分析、适变控制, 实现以下能力: (1) 任务适变. 需求变化时快速构建满足任务所需能力
的系统; (2) 环境适变. 外部攻击或内部扰动下快速响应、持续保障任务完成; (3) 持续成长. 实现系统
在长期运用过程中的不断优化.
其次, 系统运行实体是基于能力解聚的标准化封装元素集合, 包括计算、存储、网络、安防等资源
型元素, 服务目录、消息队列、通用功能等服务型元素, 以及面向联合作战、特种分队作战等任务的套
装式应用型元素等, 能够支持面向全网的分散化部署, 提升了系统生存性; 同时, 通过 “元级化、定义
化” 而非硬编码的方式实现自主适变行为和策略刻画, 将业务逻辑与自主适变逻辑的关注点分离, 提
升了系统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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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围绕任务场景动态形成的任务群组, 根据其作战应用需求生成并提交系统能力需求描述, 包
括系统功能集合、信息保障范围和时延要求等功能/非功能性约束, 为调度、组织相关功能服务、基础
资源等提供依据;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 作战用户可以基于自主适变控制层所提供的任务影响估计等功
能获取任务完成度、任务完成时间等信息, 支持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临机调整, 以达到软件优化调
整下的作战效能提升.
下面结合业务流程变更和物理节点毁伤两个典型示例, 对指控系统自主适变解决方案的运作过程
进行简要说明. 其中, 业务流程变更是任务适变的典型示例, 当任务场景发生变化 (如突发事件带来的
新的作战需求), “环境认知与决策执行” 首先根据作战群组下发的系统能力需求, 以及当前系统的运
行实体的状态信息, 决策生成新的业务流程和部署方案, 然后下发给指控系统运行实体, 通过跨层联动
完成从基础资源分配到服务创建部署及交互关系贯通的整个过程, 实现系统的按需重构, 满足作战任
务需求. 物理节点毁伤是环境适变的典型示例, 当系统所在的物理节点遭受攻击导致毁伤, 由 “环境认
知与决策执行” 针对节点损毁情况, 决策功能服务的重建或迁移方案, 特别是大规模节点毁伤导致的
全局资源紧张条件下, 需要更进一步地对业务流程进行精简; 决策生成的流程简化、服务重建等策略
下发至存活的系统运行实体进行执行, 实现核心业务功能的快速恢复, 以确保业务的持续运行.

2.2

技术架构 (保障框架)

在技术实现层面, 围绕 “应用 – 服务 – 资源” 3 个层次、“环境认知 – 决策执行” 两个阶段, 以 “可
成长软件” 的架构模型为指导, 设计形成面向深度软件定义的核心任务保障框架, 实现对应用需求、运
行环境等变化 “可见”, 对业务流程、服务交互、资源配置等 “可控”, 以形成对联合作战、军事维权等
任务的持续保障能力.
如图 2 所示, 该框架将软件定义应用于指控系统的应用层、服务层、资源层 3 个层次, 以深度软
件定义的方式支撑环境认知、决策执行两大核心功能, 一方面使得系统中各个层次的所有扰动、变化
对控制面变得可见, 另一方面控制面可从任务保障视角进行跨层次地全局调控.
首先, 由环境认知和决策执行构成的控制面是保障框架的核心. 利用基础资源监测、容器状态监
测、服务状态监测、业务关键指标监测、异常分析预测等环境认知类功能和接口, 实时获取包括计算、
存储、网络、信息和服务等对象的状态信息并进行智能化分析预测, 形成实时反映系统运行实体对任
务保障情况的任务 – 资源态势, 在此基础上评估各类异常 (含预测出的) 对任务的影响; 利用资源弹性
伸缩、服务部署调整、业务流程编排、系统快速重构等决策执行类功能和接口, 对资源层、服务层、应
用层的各类异常, 及用户触发的运行等级转进等需求, 自适应地匹配或生成最优策略并下发至资源面,
驱动完成涵盖业务流程、服务交互、环境配置等调整策略的自动化执行.
其次, 由应用、服务、资源 3 个层级的元素所组成的资源面, 作为核心任务保障的监测和控制对
象, 通过可成长改造或增强即对各元素内嵌元级化、定义化的 “可成长” 属性, 并基于自身具备的实时
性、可靠性、可用性、安全性等能力特性有效支持对控制面下发策略的执行. 如在基础资源层, 交换
机、路由器、卫通等网络资源能通过改变数据包转发策略实现链路更新和备份, 物理服务器能在虚拟
化为资源池之后支持计算和存储资源的按需弹性扩展和负载均衡; 服务层中情报类、辅助决策类、行
动控制类等不同服务, 具备请求重定向、服务迁移、快速部署等能力; 应用层, 面向联合作战、特种作
战、维权/维稳等不同任务所 “组装” 出的系统, 提供了业务流程切换、系统能力接替、访问权限控制
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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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2.3

(Color online) Core-mission assurance framework towards deep software definition

运行机制

针对面向深度软件定义的核心任务保障框架, 以可成长软件运行机理为指导, 建立基于 “环境认
知环 – 决策执行环” 的 “双环” 自主适变机制, 如图 3 所示, 通过面向任务保障的主动感知和适变控
制, 使系统具备可应对应用需求、运行环境变化的能力.
其中, 环境认知环具备面向资源层、服务层、应用层的分布式、体系化监测, 以及智能化异常分析
预测等能力, 并能够动态生成面向任务保障的任务 – 资源态势, 为决策执行环提供输入; 决策执行环
在应用需求变化或运行环境改变时, 具备任务 – 资源自主规划、在线动态调整等能力, 同时在系统构
建或调整过程中不断积累自主适变相关的方案库、策略库等经验知识, 持续提升系统成长能力.
(1) 任务和环境感知网络. 任务和环境感知网络覆盖从基础资源到服务到应用多层次, 以及运行

状态、业务日志、能力需求变化等多维度的立体化监测, 是异常分析预测、适变调整优化等功能的基
础. 任务和环境感知网络基本流程如图 4 所示. 采用被动监测 (如代理采集内存、CPU 资源使用情况)
与主动监测 (如模拟用户请求获得服务响应时间) 结合的模式, 获取资源层、服务层、应用层多维度的
监测数据, 包括: (i) 资源层面包括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磁盘使用率、磁盘读写速率、在线虚拟
节点数、网络吞吐量、网络传输时延等; (ii) 服务层面包括服务每秒请求数、服务响应时间、服务出错
率、服务进程 CPU 占用率/内存占用率等; (iii) 应用层面包括任务完成率、任务完成时间、当前任务
保障等级等. 汇集的监测数据经过抽取、转换等处理, 为后续的分析预测以及可视化展示提供输入.
(2) 智能异常分析预测. 当系统运行过程中遭遇外部攻击或者发生内部扰动时, 将会出现过载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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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任务和环境感知网络基本流程
Figure 4

(Color online) Mission & environment awareness networking process

常、失效异常等各类异常情况, 影响任务的顺利开展. 智能异常分析预测主要根据任务和环境感知网
络提供的监测数据, 利用统计分析、数据挖掘等算法对系统中发生异常事件进行检测, 并分析得出异
常事件发生的原因; 根据历史监测数据, 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对各类关键性指标进行趋势预测,
实现异常提前预警, 规避故障风险. 智能异常分析预测框架如图 5 所示.
(3) 任务 – 资源态势. 围绕任务持续保障, 首先面向联合作战、军事维权等任务构建跨应用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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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online) Intelligent anomaly detection & predic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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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任务 – 资源关联
Figure 6

(Color online) Mission-resource correlation

务层和资源层的任务 – 资源动态关联模型, 实时反映系统运行实体对任务的保障情况. 然后, 通过对
任务相关的多维监测数据的关联分析, 获得任务完成时间、任务完成率估计值和偏差情况 (与系统能
力需求相比). 如图 6, 以任务 – 资源动态关联模型、任务影响估计为基础, 生成涵盖应用层、服务层、
资源层的任务 – 资源态势, 为面向任务持续保障的监测分析与决策执行提供依据.
(4) 任务 – 资源规划. 在指控系统开设构建或在线重构等需求驱动下, 以任务需求描述文件 (含应

用功能性/非功能性规约) 为输入, 利用分解规划引擎, 结合军事规则、专家知识及约束条件, 转化为具
有相互约束关系的原子任务序列, 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由原子任务构成的具有时序特性的业务流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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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online) Mission-resource plan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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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适变调整优化流程
Figure 8

(Color online) Adaptive optimization & adjustment process

文件; 接下来利用资源匹配算法, 结合资源分配组合规则、约束策略, 以及资源冲突消解, 实现任务与
资源的快速匹配与组合优化, 形成系统构建或重构的配置部署文件, 完成任务 – 资源的快速规划. 任
务和资源规划流程如图 7 所示.

(5) 适变调整优化. 根据异常分析、趋势预测、任务影响估计的结果, 采用了基于任务保障等级和
服务质量预估的响应策略优化等方法, 优化生成涵盖业务流程、服务交互、环境配置等方面的适变调
整策略. 在此基础上, 以 “核心任务不中断、响应恢复时间短、资源调整代价低” 为目标, 通过对计算、
存储、网络、信息、服务等进行协同调度与联合控制, 实现应对不同异常的快速响应、恢复. 同时, 通过
适变调整策略执行的反馈评估, 增量式产生面向不同场景、用户偏好、资源约束等的 “最佳实践”, 实
现自主适变知识库的持续更新. 其主要流程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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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技术验证原型系统组成结构图
Figure 9

3
3.1

(Color online) Prototype system structure

技术验证原型系统与典型场景试验
技术验证原型系统组成结构

根据所形成的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变解决方案, 构建了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变解决方案的技术
验证原型系统, 其组成结构如图 9 所示, 包括环境认知与决策执行平台、应用系统原型和仿真环境
3 部分.
图 9 中位于左侧的环境认知和决策执行平台, 是基于所提出的面向深度软件定义的核心任务保障
框架和 “双环” 运行机制进行构建, 提供对资源层、服务层和应用层的自主感知和适变控制. 其中, 面
向资源层主要实现对服务器节点存活、CPU/内存占用率、磁盘读写速率、网络吞吐量, 以及资源变化
趋势等进行监测分析, 以及对服务器节点加入/退出、容器创建/启停和资源配置推送等进行决策与执
行; 面向服务层主要实现服务存活、服务的计算资源占用、响应时间、每秒请求数等关键指标进行监
测分析, 并实现服务负载均衡、服务熔断/降级、服务版本切换等决策与执行; 面向应用层主要实现对
报文接入数量、信息处理时延、保障用户数等业务关键指标进行监测分析, 并针对应用层的业务需求
变化以及运行环境变化进行业务流程重构、基于优先级的用户保障、处理容量伸缩等决策与执行.
应用系统原型主要是参考典型指控系统业务逻辑, 运用 “可成长软件” 技术、方法进行模拟构建,
涵盖接入、处理、保障 3 类功能, 包含 10 余种基本服务和增值服务. 首先通过基本流程的细粒度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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Ѕঃ

图 10 (网络版彩图) “运行等级转进” 场景 (1)
Figure 10

(Color online) Scenario of run-level transition (1)

和服务化封装, 实现接入、处理、保障等基本功能; 在此基础上, 增加目标统计、查询、属性分析、行为
分析等增值服务, 并能够与基本功能服务进行交互; 上述服务组件通过 KVM 虚拟机或 Docker 容器进
行封装、承载. 此外, 仿真环境主要用于控制剧情想定设计与控制, 为应用系统运行提供所需的信息报
文输入.
3.2

典型场景试验

基于所构建的技术验证原型系统, 开展了运行等级转进、基础资源受损下的业务持续运行两类典
型场景下的仿真试验, 对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变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验证.
(1) “运行等级转进场景” 中, 其想定为: 雷达探测到防空区域内出现敌方目标, 系统运行等级由三
级切换至一级. 此过程中, 根据系统运行等级转进需求, 并结合计算环境状态信息, 生成业务流程调整
策略; 然后优选服务器节点, 创建部署目标属性分析与行为分析等服务, 并建立与基本服务间的信息交
互, 实现功能正常运转, 完成系统 “按需重构”, 以满足作战需求.
在运行等级转进需求下达后, 如图 10 和 11 所示的软件界面截图, 通过环境认知和决策执行平台
的任务 – 资源关联图可以看到: 相比图 10, 图 11 服务层增加了 “MBSF-Service”, “MBXF-Service” 等
服务实例, 且被创建部署到 node1, node5 等服务器节点; 在服务交互图中可以看到: 系统业务流程在
“三级” 基础上, 增加了 “目标属性分析服务” 与 “目标行为分析服务” 两类增值服务, 并建立了与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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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网络版彩图) “运行等级转进” 场景 (2)
Figure 11

(Color online) Scenario of run-level transition (2)

服务间的信息交互; 此外, 在系统业务流程调整完成后用户可在应用席位界面看到新添的 “目标属性
分析”、“目标行为分析” 等功能图标, 且通过界面弹出窗口可查看其执行结果.
(2) “基础资源受损下的业务持续运行” 场景中, 其想定为: 物理节点毁伤 (模拟) 导致部分服务无

法完成既定的业务处理, 通过获取到节点损毁事件, 在资源受限条件下, 生成业务流程简化与服务重
部署策略; 保留系统精简化的处理流程, 并将受损节点上的重要服务重部署到存活节点、快速恢复, 实
现业务持续运行, 确保信息不间断处理以及对用户的透明化保障.
模拟基础资源受损事件, 如图 12 所示的软件界面截图中, 给出 node1, node2 毁伤, 触发系统的
快速自适应响应恢复, 在任务 – 资源关联图中可以看到: 相比图 11, 服务层减少了 “MBTJ-Service”,
“MBXW-Service”, “MBXF-Service” 等服务实例, “MBBZ-Service”, “ZHCL-Service” 等受损服务被重
部署到 node3, node6 等服务器节点; 在服务交互图中可以看到: 系统业务流程精简化为仅包含接收采
集、综合处理、目标保障等 6 类服务. 同时, 通过应用状态监测分析可查看到: 一方面 “处理时延” 指
标, 在短暂的上升后迅速回落至正常水平, 其原因在于系统的动态在线调整时间在 10 s 内完成; 另一
方面系统的 “融合批数” 指标, 即用于保障用户的信息产品数量基本维持稳定 (且用户在应用席位界
面上所看到的目标航迹亦未出现断点、保持连续), 这是由于整个自适应调整过程所耗费时间小于报文
的平均更新周期.
1675

赵鑫等: 指挥控制系统自主适变解决方案研究

图 12 (网络版彩图) “基础资源受损下的业务持续运行” 场景
Figure 12

(Color online) Scenario of business continuity under resources damaged

此外, 通过决策执行日志, 分别记录并统计了 20 次 “运行等级转进” 和 “基础资源受损下的业务
持续运行” 两种场景下的系统调整时间, 试验结果如图 13 所示, 可以看出: 每次调整时间均在 10 s 内
完成, 且计算两种场景下的调整时间均值分别为 5.7 s 和 5.3 s, 表现出较高的时效性.
同时, 结合上述 “处理时延”、“融合批数” 两个典型应用状态指标的试验情况, 可以更全面地验证
原型系统体现出 “恢复快、波动小” 的自主适变能力, 可为高动态战场环境下指控系统的信息不间断
处理以及对用户的透明保障等应用需求提供支撑.

4

结束语

面向指挥控制系统体系化、敏捷化、智能化等新质能力建设需求, 针对如何在战场环境、作战任
务复杂多变条件下持续保障任务完成的核心问题, 提出了一套指挥控制系统的自主适变解决方案.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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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网络版彩图) 两种场景下的系统调整时间
Figure 13 (Color online) Adjust time in the two scenarios. (a) Scenario of run-level transition; (b) scenario of business
continuity under resources damaged

先, 聚焦 “元素聚合解聚、任务动态组织、系统持续成长”, 建立了具备自主适变能力的指控系统总体
架构模型; 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面向深度软件定义的核心任务保障框架, 可实现对应用需求、运行环境
等变化 “可见”, 对业务流程、服务交互、环境配置等 “可控”; 接着, 形成了基于 “环境认知环 – 决策执
行环” 的 “双环” 自主适变机制, 通过面向任务保障的主动感知和适变控制, 使系统具备可应对应用需
求、运行环境变化的能力. 最后, 研制了由环境认知与决策执行平台、应用系统原型和仿真环境 3 部
分组成的技术验证原型系统, 并结合运行等级转进、基础资源受损下的业务持续运行等典型场景下的
仿真试验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
在所述解决方案基础上, 后续的研究工作中, 一方面进一步加强 “可成长” 软件的理论、方法在新
一代指挥控制系统设计和构建方面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将深入探索实现 “可成长” 软件技术、
支撑平台在复杂关键应用场景下的承载和赋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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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s used in highly dynamic battlefield environments must be built to
continuously guarantee the completion of diverse missions. This paper presents a novel solution for building
autonomous adaptive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s, 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growing software
systems. First, it establishes an architecture model for autonomous adaptive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s. Next,
it proposes a core-mission assurance framework towards deep software definition. The framework’s autonomous,
adaptive “dual-loop” mechanism includes a situation awareness loop as well as a decision making and executing
loop. These are used to implement mission assurance-oriented active awareness, adaptive control, and rebuildable
evolution. Finally,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built prototype system, simulating typical scenarios such
as run-level transition, business continuity under resources dam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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