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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2.1 巴斯扩散模型 

假设一家公司在某个有确定人口的地方开始销售某产品。该市场总人数为

10000，不会随时间改变。消费者受广告效应以及其他人言论的影响。这种产品

生命周期无限长，无需替代品和重复购买。每个消费者只需要一种产品，且所有

人的行为方式完全相同。 

下面是一些其余的已知条件： 

 市场的大小是 10000 人； 

 在每个时间单元，有 1.5%的潜在消费者由于广告效应转化为消费者； 

 在每个时间单元，每个消费者联系其他 100 个人； 

 如果一个消费者联系了潜在消费者，他有 1.1%的可能性购买本产品。 

 阶段 1：添加广告效果

 广告在所有时间进行，每个时间单位，它将潜在采纳广告效果的消费者

转化为消费者 

 广告效果=0.015 

阶段 1.步骤 1 

 创建新模型，命名为巴斯扩散 

 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 

 添加两个存量参数到图中。命名它们为 PotentialClients 和 Clients 

阶段 1.步骤 2 

 从 PotentialClients 到 Clients 创建采纳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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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流量为 Sales 

阶段 1.步骤 3 

 创建 AdEffectiveness 和 TotalPopulation 参数，初始值分别为 0.015 和

10000 

阶段 1.步骤 4 

 指定 PotentialClients 的初始值 

1.双击面板中

的流量元素 

 

2.单击存量，

流量从这里

流出 

 

3.单击存量，

流量从这里

流进 

 

如果绘制正确，在选

中时其重点将以小绿

圆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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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5 

 绘制一个链接，定义 TotalPopulation 和 PotentialClients 的因果依赖关系 

（更为方便方式：直接点击错误在下拉框中选择创建相关链接 后面有说明） 

阶段 1.步骤 6 

 添加辅助变量 SalesFromAd 

 

1.指定公式

 1.双击链接

2．单击在方程/初始值

中首先提到的变量 

 

3.最后单击因变量

类似于流量，如果正确

绘制，在选中时其终点

将以小绿圆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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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7 

 从 SalesFromAd 到 Sales 绘制链接（参照上面步骤 5） 

 为 Sales 指定公式 

 

2．单击错误指示器，

通过相应的菜单项，

创建缺失的链接 

3．你将看到链接被

自动创建，定义链接

的极性为+。 

 

 通过拖画在中间

的句柄调整圆的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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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8 

 添加循环来表示由市场饱和造成的平衡因果循环 

 设置循环分析、类型，指定一个简短的描述 

阶段 1.步骤 9 

 运行模型，使用检查窗口观察动态 

单击变量以打开

其检查窗口 

切换窗口到绘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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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2

 现在添加产品扩散的口碑效果 

 假设每个人都联系其他人，如果产品消费者联系一个潜在消费者，后者

将以概率采纳比例采纳产品，由于口碑效果的采纳人数将是

SalesFromWOM= 

Clients*  

ContactRate*  

SalesFraction* 

PotentialClients/TotalPopulation 

 参数值：ContactRate=100，SalesFraction=0.011 

阶段 2.步骤 1 

 添加 ContactRate 和 SalesFraction 参数，默认值分别为 100 和 0.011 

 添加辅助变量 SalesFromWOM 

 绘制依赖项链接 

阶段 2.步骤 2 

 绘制从 SalesFromWOM 到 Sales 的链接 

 修改 Sales 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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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添加一个循环标识符 

阶段 2.步骤 3 

 运行模型，使用检查窗口观察动态 

阶段 2.步骤 4 

 添加时间折线图，显示潜在消费者和消费者人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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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5 

 再添加另一个时间折线图，显示总销售人数流量、广告效应和口碑影响

人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阶段 2.步骤 6 

 添加关闭广告影响的按钮 

1.在图上添加时间折线图 

2.设置 PotentialClients 和

Clients变量由折线图显示 

1.Ctrl+拖 折线图以创建副本 

2.修改要显示的变量为 Sales、

SalesFromAd、SalesFromW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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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7 

 设置模型在 10 个时间单位后停止 

阶段 2.步骤 8 

 运行模型，并使用折线图观察动态 

 停止广告，并查看它如何影响采纳过程 

1.添加按钮，它将停止广告 

2.修改按钮的标签 

3.指定行动：AdEffectiveness=0 

1．单击仿真项 2.单击模型时间选项 

3．设置停止时间为 10 

潜在消费者和消费者

人数随时间变化曲线

是 S-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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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系统动力学中极性和循环都是标注作用，方便阅读此模型，无实际逻辑功能 

总销售人数流量、广

告效应和口碑影响

人数随时间的变化

呈钟形 

按住停止按钮 

广告被成功停止，但是

过程动力学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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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2.2 银行模型 

假设一个银行里面有一台 ATM 机，银行内的业务流程如下： 

 平均每小时有 45 人到达银行； 

 进入银行后，一半人去 ATM 机，另一半去柜台； 

 ATM 机的业务办理时间最短 1min，最长 4min，最常见 2min； 

 柜台业务办理时间最短 3min，最长 20min，最常见 5min； 

 有 30%的人用完 ATM 机后，继续往柜台办理业务，其余的离开； 

 银行柜台共有 4 名员工，所有等待办理业务的人共用一条队列； 

 柜台业务办理结束后，离开银行。 

我们需要得到： 

 员工的利用率 

 ATM 机前面的平均排队长度 

 顾客在银行里花费的时间分布 

 阶段 1：创建一个简单的模型

首先创建一个 ATM 机前面的排队、服务过程的简单逻辑模型。 

已知条件如下： 

 顾客到达率为 0.75 人/min 

 ATM 机的业务办理时间服从 triangular（1，2，4）min 

阶段 1.步骤 1 

 创建新模型，命名为 Bank 

 打开流程建模库 

 顺序添加 source、queue、delay、sink 

1.打开流

程建模库 

2.按顺序把

这些控件拖

到图中 

控件之间在短距离内会自动连

接，如果连接成功，点击连接

线会以小绿圆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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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2 

 单击打开 source 的属性 

 定义到达速率为 0.75（此处默认模型单位仿真时钟为分钟，可在模型属

性中查看修改） 

阶段 1.步骤 3 

 打开 queue 的属性 

 定义 queue 的容量为 15，即队列最多容纳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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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4 

 打开 delay 的属性 

 修改名称为 ATM 

 延迟时间为 triangular（1，2，4）min，系统默认的时间单位为 min 

 保持容量值不变，因为只有 1 台 ATM 机 

阶段 1.步骤 5 

 运行模型，使用检查窗口观察动态 

系统默认的时

间单位是分钟，

可以省略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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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2：建立模型动画

阶段 1 已经定义了流程图，但是想清晰地看到银行里实际的业务流程，需要

定义动画。我们将绘制在图上绘制 ATM 和队列的动画，然后指定排队的顾客和

使用 ATM 机顾客的动画。我们还会把 ATM 的实时状态显示出来。 

阶段 2.步骤 1 

 打开空间标记面板 

 拖动点节点 point 到图中，表示 ATM 机的动画 

 定义 point 的颜色为 ATM.size() >0?red :green 

 设置 ATM 的实体位置为 point 

1.单击打开空间

标记面板 
2.拖动点节点

控件到图中 

3.单击打开 poin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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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2 

 打开空间标记面板 

 双击绘制路径 path，表示 queue 的动画 

 设置 queue 的实体位置为 path 

4. 编 辑 point 的 颜 色 ，

ATM.size()表示 ATM 机正在服

务的人数，当人数大于 0 时显

示红色，否则绿色。 

5.打开 ATM 的属性，设置

实体位置为 point。可以点

击下拉菜单选择，也可以

直接输入名称！ 

1.双击路径，激

活绘图模式 

2.点击路径起点，点击需要

拐弯的地方，在终点处双

击。绘制从左往右有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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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3 

 再次运行模型，使用检查窗口观察动态 

阶段 2.步骤 4 

我们已经创建了 ATM 机和 queue 的动画，它们可以显示在二维和三维，点

击动画的属性菜单里的高级选项可以设置。现在我们开始添加三维效果。 

 加入三维窗口 

 运行模型 

3.指定 queue 的实

体位置为 path。 

1.当 ATM 空闲时，显示绿色

2.当 ATM 机有正在

服务的顾客时，显

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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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5 

现在我们需要加入 3D 的顾客动画，建立新的实体类型可以自由定义形象。 

 打开流程建模库，拖动实体类型控件到图中 

 命名实体为 Customer 

 修改 source 产生的实体类型为 Customer 

 运行模型 

 

点击 windows3D，

切换到 3D 模式 

1.拖动实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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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6 

现在我们为 ATM 机设置 3D 形象，需要修改 ATM 机的方向为面向顾客。 

 打开三维物体，找到超市选项里的自动柜员机 

 拖动自动柜员机到 point 节点上 

 修改动画的 Z 轴角度 

2.修改实体名称 

3.点击完成

2.修改实体名称

4.点击 Main 里面

的 source，修改新

实体为 Customer。 

5.运行模型，你

会发现顾客出

现了 3D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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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模型，确认 ATM 机朝向 

 阶段 3：加入柜台员工资源

现在我们需要加入银行内部柜台的业务流程，包括柜台员工资源。从 ATM

机完成业务的顾客以一定比例去往柜台继续办理业务，其余离开。 

已知条件如下： 

 顾客进入银行后，50%去 ATM 机，50%去柜台； 

 柜台业务办理时间服从 triangular（3，5，20）min； 

1.拖动自动柜员

机到这里 

2.修改Z轴的

角度为 0 度 

3.可以看到

ATM 机是朝

向顾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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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ATM 机办理完业务的顾客，30%去柜台继续办理其他业务，其余离

开银行； 

 共有 4 名柜台员工。 

阶段 3.步骤 1 

 打开流程建模库 

 拖 Service 到图中位置 

 修改 Service 的队列容量和延迟时间属性 

 

阶段 3.步骤 2 

顾客进入银行首先按照一定比例选择 ATM 机或者柜台。 

 删除 source 和 queue 之间的连接线，选中连接线，按 delete 键 

 添加流程建模库中的 SelectOutPut 到图中 

 重新连接各控件 

1.拖动 Service 到图中

2.修改队列容

量为 20，队列

最多容纳 20

人 

3.修改延迟时间

20



 

阶段 3.步骤 3 

现在为柜台添加 4 个员工资源。 

 打开流程建模库 

 拖动 ResourcePool 到图中，修改名称为 tellers，容量为 4 

1.选中连接线，按 delete

键即可删除。 

2.这里设置选择的概率

3.添加新的连接线。

双击起始的端口，双

击结束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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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4 

 选中流程图中的 service 

 为 service 指定资源 tellers 

阶段 3.步骤 5 

 为顾客指定等待办理柜台业务的区域，命名为 waitingArea 

 绘制顾客服务时所在区域，命名为 serviceArea 

 为 serviceArea 指定 4 个吸引子 

 关联 service 和 waitingArea、serviceArea 

1.双击矩形节点，在图上

绘制等待区域，并修改命

名为 waiting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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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6 

 绘制员工的工作区域，命名为 tellersArea 

 为 tellersArea 指定 4 个吸引子 

 修改吸引子的方向 

 关联资源 tellers 和 tellersArea 

2.在图上绘制柜台服

务区域，并修改命名 

为 serviceArea 

3.点击 Attractors，设

置吸引子数为 4 

4.点击流程图中的 service，定义

实体位置（队列）为 waitingArea，

实体位置（延迟）为 service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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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4 个吸引子，设置方向

旋转 180 度 

点击“+”，从下拉菜单

中选择 tellers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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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7 

前面我们已经为顾客定义了 3d 形象，现在继续为银行柜员添加 3d 形象。 

 打开流程建模库，拖资源类型到图中 

 命名为 Teller 

 关联 tellers 和 Teller 类型 

1.拖动资源类型到这里

2.命名为 Teller

3.修改资源池 tellers 的资

源单元为 T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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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8 

 打开三维物体面板，拖动 4 个桌子到图中的 4 个 attractors 处 

 全选 4 个桌子，旋转 90 度方向 

 再次运行模型，观察状态 

 阶段 4：修改从 ATM 机出来的顾客流程

 删除 ATM 和 sink 之间的连接线 

 在 ATM 后面增加新的 selectOutput 

 重新连接 

 设置选择概率为 0.7 

 运行模型查看状态 

旋转桌子的方式和上述

旋转吸引子的方法一样 

现在出现了柜员和柜台的

新动画，方向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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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5：增加数据统计

利用条形图统计员工的利用率，ATM 机前面的平均排队长度；利用直方图

数据统计顾客在银行里花费的时间。

1.修改流程图的过程参照

“阶段 3.步骤 2”，下面就

是银行内完整的流程图

2.有 70%的顾客从ATM机直接离

开，30%往柜台继续办理其他业

务 

3.运行时可以发现，从ATM

机出来的顾客有部分直接

离开，还有的去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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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5.步骤 1 

利用条形图统计员工的利用率。 
 打开分析面板，拖动图表里的条形图到图中 

 设置数据的值为 tellers.utilization() 

 设置图例的位置以及宽度 

阶段 5.步骤 2 

利用条形图统计 ATM 机前的队列平均长度。 

 打开分析面板，拖动图表里的条形图到图中 

 设置数据的值为 queue.statsSize.mean() 

 设置柱条方向为朝右 

 设置图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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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5.步骤 3 

利用直方图数据统计顾客在银行里花费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顾客本身携带的信息，

需要往 Customer 智能体里增加时间信息。 

 打开 Customer 智能体，打开常规面板，拖参数到 Customer 中，命名参

数为 enteredSystem 

 打开 Main 流程图中的 source 属性，编辑实体类为 Customer 

 在离开 source 时，把当前时间赋值给 entity.enteredSystem 

 加入直方图数据 timeInSystemDistr，存储顾客在银行里的时长 

 在进入 sink 时，计算旅客在系统里的时间，存储到 timeInSystemDistr

直方图数据中 

 运行模型，查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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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 Customer智能体中增加

enteredSystem 参数 

2.修改 source的实体类

3.给顾客进入系统的时间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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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入统计顾客在银行里时间

的 直 方 图 数 据 ， 命 名 为

timeInSystemDistr 

5. 修改 sink 的实体类型为

Customer！在进入时计算顾客

在银行停留时间并存储到直

方图数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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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5.步骤 4 

 利用直方图直观表示旅客在银行内逗留的时间分布。 

 打开分析面板，拖动图表中的直方图到图中 

 修改直方图的数据项中的标题和直方图选项 

 运行模型，查看状态 

6.运行模型时可以看到加入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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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时可以看到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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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2.3 传染病扩散模型 

在这个传染病模型里，每个人有 4 种状态：易感染、暴露、患病、免疫。刚

开始处于易感染期，一旦接触了患病的人，就进入暴露期，紧接着就表现出病征，

最后对这种疾病产生抗体，持续一段时间后又进入易感染状态。在模型里，疾病

只通过接触消息“Infection”传播。模型里的 1 分钟可以用来模拟 1 天。 

 假设某个地方有 10000 人口，均匀分散地住在一个 10*10 公里的范围内； 

 这个区域里的每个人只认识住在他一公里以内的人； 

 刚开始有 10个人患了这种传染病，其余人处于易感染状态（没有免疫）； 

 如果一个易感染的人接触了有传染病的人，他有 0.1 的概率被传染； 

 被传染以后，不会立刻就表现出症状。有 3~6 天的潜伏期，我们称这个

时期为暴露期； 

 潜伏期之后，患病期会持续 3~15 天； 

 这个期间，平均每人每天会接触 5 个认识的人； 

 当患病的人痊愈后，就会对这种传染病产生抗体，但是不会一直免疫，

免疫期只会持续 30~70 天。 

 阶段 1：建立新的智能体人口

建立一个有 10000 个智能体的智能体人口，不需要对智能体设置动画，

我们只关注传染病传播。 

 建立新的模型，名称为 SIR 

 创建一个新的智能体人口：类为 Person，10000 个智能体 



1. 拖动智能

体到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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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2：绘制传染病传播状态图

在智能体类 Person 中定义带有状态图的智能体行为。一个人有四种可能的

状态：易感染 Susceptible、暴露 Exposed、患病 Infectious、免疫 Immune。各状

态之间有一定的变迁方式。 

已知条件如下： 

 在模型里，设定疾病只通过接触消息“Infection”传播 

 暴露期持续时间服从 uniform（3，6） 

 在患病期，每人每天接触 5 人，接触的人被传染概率为 0.1 

 患病期持续时间服从 uniform（7，15） 

 免疫期持续时间服从 uniform（30，70），结束免疫期回到易感染状态 

阶段 2.步骤 1 

 打开状态图，拖动状态图进入点到图中 

 拖动第一个状态到图中，命名为 Susceptible 

 依次拖动剩余的 3 个状态到图中，命名为 Exposed、Infectious、Imm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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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2 

绘制四个状态之间的变迁线，设置变迁触发方式。 

 从状态图面板拖动变迁到需要连接的状态之间 

 重命名变迁 

 修改变迁的触发方式 

 1.拖动状态进入

点到这里 

 

2.你会看到自动连接了状态进入点

和 Susceptible。如果连接成功，点击

连接线会出现小绿圆圈。 

3.依照 2 的方

式依次拖入其

余三个状态，

并修改名称。 

点击状态，右下角可以拖动大

小。在属性栏里可修改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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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拖动（或双击绘制）变迁

到这里，如果连接成功，会

显示绿色小圆圈 

2.绘制其余状态之间的变迁线

短距离的变迁可以直接拖动，系统

会 自 动 连 接 两 个 状 态 。 绘 制

Immune 和 Susceptible 之间的变迁

线时，双击激活绘图，先单击

Immune，点击需要拐弯的地方，

最后单击 Susceptible。 

 3.单击选中第一个变迁，展示名称，命名

为 Infection，触发于消息“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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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3 

 增加患传染病的病人向接触的人传染病毒的变迁。 

 从状态图面板中拖动变迁到 Infectious 状态中 

 命名为 Contact，展示名称，修改触发方式，指定行动 

4.依次选中其他的变迁，分别命名，

展示名称，触发于到时，修改到时。 

本模型中，患病的人是通过消息

“Infection”向他接触的人传播病

毒的。每人单位时间接触 5 人，接

触的人患病的概率是 0.1，所以传

播速率是 5*0.1！ 

变迁线的起点和终点都在

Infection 状态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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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在模型开始时，随机选择 10 个患病的人

 单击打开 Main 智能体 

 在启动时，通过循环语句向 10 个随机的 person 发送“Infection”消息 

 阶段 4：添加统计图

我们想要查看 Susceptible、Exposed、Infectious、Immune 人数随时间变化的

对比图。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定义四个函数来记录 Susceptible、Exposed、

Infectious、Immune 人口的数量，然后设置数据集分别存储这四个数据，最后用

时间折线图显示出来。 

阶段 4.步骤 1 

进入 people 智能体群的统计属性页面，单击添加统计按钮，可以在所有的

智能体中添加收集统计数据的函数。类的技术统计比较准确，它可以循环访问人

口并记录满足给定条件的智能体数。 

指定 item.statechart.isStateActive(Person.Infectious)为类的统计函数条件。这

里 item 表示当前智能体，statechart 为状态图名称，isStateActive（）是状态图的

一个标准方法，Infectious 是在智能体内定义的状态名称，这就是需要 Person 前

缀的原因。 

 打开 Main 中的 people 智能体群的属性页 

 单击“统计”中的“添加统计” 

 依次增加 Infectious、Exposed、Susceptible、Immune 人数的统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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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步骤 2 

 打开分析面板中的数据集，拖动一个到图中 

1.打开 people 属性中

的“统计”选项 

3.依次添加图示的四个统

计函数，命名为 nInfectious、

nExposed 、 nSusceptible 、

nImmune 

 

2.单击“添加统计”

40



 命名为 InfectiousDS，设置垂直轴值为 people.nInfectious()，最多保留 300

个最新样本，自动更新数据，复发时间为 1 分钟 

 Ctrl+拖，复制出三个其他的数据集，修改名称和垂直轴值 

 

 

 

 

 

 

1．拖动一个数据集到图中 

 2．命名为 InfectiousDS，并

修改其他属性 

3．“Ctrl+拖”可以复制

出三个新的数据集，并

保持 InfectiousDS 数据

集中的属性不变 

4.修改 ExposedDS、SusceptibleDS、

ImmuneDS 三个数据集的垂直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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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步骤 3 

添加时间折线图来显示 Infectious、Exposed、Susceptible、Immune 的人数随

时间变化的数据。 

 打开分析面板，拖动时间折线图到图中 

 编辑时间折线图属性，添加四个数据集为数据项，修改时间窗口 

 横向拉长时间折线图 

 设置仿真实验的停止时间为 300 

 运行模型，查看折线图 

 

1.拖动一个时间折线图到图中

 2.单击时间折线图属性中“数据”

的“添加数据项” 

3.依次添加四个数据集数据项，

并修改对应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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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置数据每 1 分钟自动更新一

次，至多显示 300 个最新样本，

时间窗为 300 

 

5.横向拉长折线图，使横向刻度显示清楚

 

6.设置实验在指定的 300 分钟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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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步骤 4 

改变免疫期持续的时间长度，观察折线图的变化。 

 打开 Person 智能体，选中 EndOfImmunity 变迁 

 修改“到时”为 uniform（60，70） 

 重新运行模型，对比时间折线图 

 

7.运行模型，查看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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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发现，免疫期持续时间明显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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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3.1 谢林隔离模型 

在这个基于离散空间/离散时间的智能体模型里，空间代表一个城市，

网格代表一个住所，智能体是有两种颜色的人：黄色和红色。刚开始，

人口随机分散在城市空间里。人口小于房屋的数量，所以人们很有可能

更换住处。智能体的行为很简单： 

 如果一个人周围和他颜色相同的邻居的百分比小于标准，他就会感到不

悦，继而随机搬至其他地方居住；否则不会搬走。 

 阶段 1：建立新的智能体人口

已知条件如下：

 智能体群名字为 people 

 共有 8000 个居民 

 每个人都有 50%的可能性是红色，50%的可能性是黄色 

 假设空间大小是 500*500 

 房屋数量是 100*100 

阶段 1.步骤 1 

 打开常规面板，拖动智能体到图中 

 Step1 中选择“Population of agents” 

 Step2 中命名智能体群为 people，每个智能体为 Person 

 Step3 中选择 2D 为智能体的动画图形 

 点击完成 

拖动智能体到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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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2 

 双击打开 Person 智能体，拖动常规面板中的参数到图中 

 命名为 color，类型为 Color，默认值为 randomTrue(0.5)?red:yellow 

 拖动演示面板中的矩形到图中，修改大小和位置，线颜色为无色，填充

颜色由参数 color 决定 

 

1.添加参数 color

 

2.拖动一个矩形到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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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3 

 点击 Main 中的 people 

 设置初始对象数为 8000 

 并在“高级”选项里选择“Show presentation” 

 

 

3.编辑矩形的属性

勾选这个选项才能在运行时

看到人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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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2：设置智能体的空间环境

这个模型中，智能体是在离散空间中的，空间是 500*500，网格是 100*100，

对应的是宽度、高度、列、行。 

 点击 Main 

 按图示编辑“其他智能体环境”选项 

 勾选“启用分步” 

 运行模型，查看状态 

初始状态，人口随机分布！ 

运行模型，可以看

到人口随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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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增加居民颜色满意度的参数

先假设居民如果周围至少 60%的人和他的颜色一样，就保持原有住所；

否则搬家。 

阶段 3.步骤 1 

 打开常规面板，添加参数到 Main 中 

 修改名称为 Preference，类型为 double，默认值为 0.6 

阶段 3.步骤 2 

 向 Person 中增加一个布尔 happy 变量，用以判断居民是否开心 

阶段 3.步骤 3 

 打开 Person 的 AgentAction 选项卡 

 在“每步前”输入： 

Agent[]neighbors=getNeighbors(); 

if(neighbors==null){ 

 happy=true; 

}else{ 

int nsamecolor=0; 

for(Agent a:neighbors) 

if( ((Person)a).color.equals(color)) 

nsamecolor++; 

happy=nsamecolor>=neighbors.length*get_Main().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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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步时”输入： 

if(!happy) 

jumpToRandomEmptyCell();

阶段 3.步骤 4 

 再次运行模型，对比人口居住图前后的变化。 

 

人口由随机分布变

成了相同颜色聚集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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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改变居民颜色满意度的参数

 打开控件面板，拖动滑块到 Main 中 

 设置滑块链接到参数 Preference，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 

 点击添加标签，滑块会显示出最大、最小值、当前参数值 

 重新运行模型，滑动滑块，使 Preference=0.7 

当居民对颜色相同要求有些微提

高时，颜色聚集程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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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3.2 生命游戏 

生命游戏模型是一个二维的正交网络细胞模型，每一个细胞只有两种状态：

活着或者死亡。每个细胞和它相邻的八个细胞相互影响，在每一步智能体移动时： 

 如果一个活着的细胞周围少于 2 个邻居，则因为孤单死亡 

 如果一个活着的细胞周围有 2~3 个邻居，则存活到下一轮迭代 

 如果一个活着的细胞周围多于 3 个邻居，则因为拥挤死亡 

 任意一个死去的细胞周围正好有 3 个活着的细胞时，则会复活 

 阶段 1：建立新的智能体人口

已知条件如下：

 智能体群名字为 cells，每个智能体名字为 Cell 

 共有 10000 个细胞 

 初始状态有 20%的细胞是活着的 

阶段 1.步骤 1 

 打开常规面板，拖动智能体到图中 

 Step1 中选择“Population of agents” 

 Step2 中命名智能体群为 cells，每个智能体为 Cell 

 Step3 中选择 2D 为智能体的动画图形 

 Step5 中设置智能体数量为 10000 

 Step6 中选择离散的空间类型，空间为 500*500，Cells 为 100*100 

 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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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2 

 打开 Cell 智能体，从常规面板拖动一个变量到图中 

 指定变量名称为 alive,类型为 boolean，初始值为 randomTrue(0.2) 

 从演示面板拖动一个矩形到图中，按图示设置矩形的填充颜色为

alive?mediumBlue:lavender，位置在原点，大小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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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3 

 回到 Main，打开 cells 的属性 

 在“高级”选项卡中，选择“Show presentation” 

活着的细胞颜色是 mediumBlue，死

亡的是 lavender 色 
 

选择这个选项才能看到智能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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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4 

 运行模型，查看智能体 Cell 的初始存活状态 

 阶段 2：添加生存规则

添加一个 naliveneighbors 变量来计算每个 Cell 周围的智能体数，通过邻居的

数量来判断是否存活，间接改变该 Cell 的颜色。 

阶段 2.步骤 1 

 点击 Main，进入智能体类型界面 

 在“其他智能体的环境”选项中，勾选“启用分步” 

20%的细胞是存活

的，并且随机分布！ 

勾选“启用分步”才能在 Cell

中编辑智能体每步行为！ 

56



阶段 2.步骤 2 

 打开 Cell，拖动另一个变量到图中 

 更改名称为 naliveneighbors，类型为 int 

 打开 Cell 的智能体类型界面，在“每步前”键入： 

naliveneighbors=0; 

for(Agent a:getNeighbors()) 

   if(((Cell)a).alive) 

naliveneighbors++; 

 在“每步时”键入： 

alive = alive && ( 2 <= naliveneighbors && naliveneighbors <= 3 ) || 

naliveneighbors== 3; 

 

一个活着的细胞存活的条

件是周围有 2~3 个邻居，死

亡的细胞周围正好有 3 个邻

居时，会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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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3 

 运行模型，查看 Cell 的生存过程 

 阶段 3：加入鼠标操作

在这个模型里，细胞随着时间自己消亡或者存活。我们还可以加入人的操作，

增加趣味性。当鼠标点击细胞图形时，可以让它死亡。 

 打开 Cell，点击矩形 





在“高级”选项卡中，“点击时”输入“alive=！

alive；” 再次运行模型，你会发现，鼠标点击的细胞会
消失！ 

 

你将看到，随着时间变

化，有的细胞死亡，也

有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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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3.3 野火蔓延模型

        野火蔓延模型中，植被被构建为网状栅格单元——离散空间中的智能体。一个单元的燃烧时间是与其单元内的可燃
物数量成比例的。可燃物数量在模型开始时会被随机生成。当一个单元燃烧的时候，该单元会点燃临近的单元。你可以
通过点击一个单元来引燃最初的火源。当然，火源也可以由飞机投下的炸弹点燃——该飞机飞行于与离散空间重叠的二
维连续空间。该模型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两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如何联结。该模型计算速度非常快，因为其没有时间步
长，飞机和植被的行为是通过状态图的形式构建。

点击菜单栏：文件——新建——模型
模型名称：输入 将创建文件名称，此处输入——
Wildfire Model
位置：点击选择你文件需要保存的位置
点击完成，完成模型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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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智能体：点击左边选项卡——面板——智能体，拖
曳到Main编辑界面。这时会弹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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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点击population of agents(智能体群)——下一步
第二步智能体类型：不使用模板——智能体类名——GridCell，智能体对

象名默认为gridCells
第三步智能体形象选择none，可以后面自行绘制
第四步直接选择下一步，可以后面自行设定
第五步设定智能体数量为40000
第六步选择空间类型离散

完成设定

61



回到Main编辑页面，点击空白处，右边
出现main的属性选项卡，下拉滚动条，
在智能体环境中，设定环境变量
列：200
行：200
宽度：600
高度：600
布局类型：排列

点击GridCell智能体，可以切换到GridCell
的编辑界面，点击左侧面板，演示，双击
矩形，可以在中间编辑界面绘制智能体的
矩形演示图。
点击矩形，可以设定矩形的属性，坐标，
宽度和高度，此处设定为
宽：3
高：3
X：-2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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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ain界面，单击gridcells智能体，查
看其属性，点击高级选项单，选择show 
presentation，使主界面能够显示agent的
动画

点击左侧工程选项卡，点击simulation，

点击右侧属性中的最大可用内存，选择
512M，可以增大模型运行计算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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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Gridcell的编辑界面，点击面板，拖
曳参数到编辑界面，修改名称为Fuel

回到main的编辑界面，点击面板，拖曳

函数到编辑界面，修改名称为
makeUpInitialFuel。

并在函数体部分添加函数，函数内容如
下所示。
并在Main的属性中，在启动时启动该函
数，填入makeUpInitialFuel（）
运行场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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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N = spaceColumns();

//generate forest "seeds"

for( int n = 0; n < 200; n++ ) { //200 seeds

int x = uniform_discr( 0, N - 1 );

int y = uniform_discr( 0, N - 1 );

for( int k = 0; k < 1000; k++ ) {

int i = ( x + (int)triangular(-50,0,50) + N ) % N;

int j = ( y + (int)triangular(-50,0,50) + N ) % N;

((GridCell)( getAgentAtCell( i, j ) )).Fuel += 0.25;

}

}

//smooth

for( int n = 0; n < 10; n++ ) {

for( GridCell gc : gridCells ) {

double sum = gc.Fuel;

for( Agent ad : gc.getNeighbors() )

sum += ((GridCell)ad).Fuel;

gc.Fuel = sum / (gc.getNeighbors().length + 1);

}

}

//find min/max

double min = +infinity; 

double max = -infinity;

for( GridCell gc : gridCells ) {

double f = gc.Fuel;

if( f > max ) max = f;

if( f < min ) min = f;

}

//normalize into [-0.2,1.3] 

for( GridCell gc : gridCells ) {

gc.Fuel -= min;//to [0..max-min]

gc.Fuel *= 1.5 / ( max - min );//to [0..1.5]

gc.Fuel -= 0.2;//to [-0.2..1.3]

}

//update cells

for( GridCell gc : gridcells )

gc.rectangle.setFillColor( lerpColor( gc.Fuel, paleGoldenRod, new Color(65, 100, 0) ) );65



接下来设定火的扩散行为
首先，绘制状态图。拖动状态图进入点——状
态——变迁以及最终状态到编辑界面，并如图
联接。
Ignition由消息触发，属性如图设置。
Burning的属性如图所示。
SpreadFire由速率触发，如图所示。
同理：
OutOfFuel由到时触发
BurnedOut的行动为
rectangle.setFillColor( lerpColor( Fuel, feldspar, 
darkGra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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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GridCell的编辑界面，点击矩形动画，在属性高级的点
击时敲入：statechart.receiveMessage( "Ignition" );

运行后效果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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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创建飞机智能体，由于飞机智能体并非是在离散空
间，而是2D连续空间，所以不能直接拖动智能体到编辑界面，
而是在工程文件右键，选择创建新智能体。

重命名为Aircraft，选择动画为2D图片，创建之后进入其编辑
界面确认其为连续空间，并可根据需要缩放动画大小。

同时从工程选项中将aircraft智能体拖曳到Main编辑界面中，
这时main界面出现飞机的图像，在

在main界面拖曳飞机的图像，运行时飞机将从该点进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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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飞机智能体，在属性的启动时敲
入如图代码，设定飞机的初始位置和
移动方向

回到飞机的编辑界面，从面板常规中
拖曳事件选项到飞机的编辑界面，并
命名为bomb，在行动处输入如下代码，
并设定模式为循环，首次发生时间为0，
复发时间为5

注意main界面属性中的其他智能体环
境不要勾选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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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aircraft智能体的属性，在到

达目标位置时，填入代码如图所
示，表示飞机停止投弹。

最终运行情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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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3.4 空中防御系统

    在该空中防御系统模型中，所有种类的智能体（轰炸机，雷达，导弹，炸弹以及建筑物）均是在3D连续空间中构建
与交互。其中涉及较多种类的空间移动和感应程序。
在该程序中，轰炸机需要轰炸位于特定地区的地面设施，每一架轰炸机均有一个目标。为了完成任务，轰炸机必须在最
多2千米的空中距目标的地面距离500米以内扔下炸弹。完成任务后，飞机将以一个更高的高度返回。轰炸机的速度为
600Km/h。
目标被地面防御系统保护，包括两部装有地对空导弹的雷达，一部雷达可以同时引导两枚导弹。雷达的防御半径为
6.5km，导弹速度为900km/h。导弹在距离飞机300米处爆炸。如果导弹在打到飞机之前飞出了雷达的探测距离，将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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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菜单栏：文件——新建——模型
模型名称：输入 将创建文件名称，此处输入——Air 
Defense System Model

位置：点击选择你文件需要保存的位置
点击完成，完成模型创建

创建场景
点击左边面板选项卡，演示工具条，点击矩形，拖曳到Main编辑
界面，并将矩形左上角顶点置于（0,0）坐标，同时打开矩形属
性面板，设置宽度800，高度600，z坐标- 1，z高度1，填充颜色
下拉菜单中选择纹理——地面
（earth），线颜色选择无色，创建仿真的地面。同时名称右边
的锁定勾选，使其不可被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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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板选项卡中，点击三维窗口，
拖曳到Main界面，并设置其位置为
（0,850），宽度为800，高度为550.
位于2D界面的下方

从面板选项卡中，点击视图区域，
拖曳到Main界面，并设置其位置为
（0,800），其名称为view3D，标题
为3D。同样，再拖曳一个视图区域
到（0,0）坐标，修改名称为view2D，
标题为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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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板选项卡中，双击折线，启动绘制模式，
在矩形地面中绘制一个封闭区域，确定目标的
边界，并命名为：protectedArea

在面板选项卡中，常规工具条，拖曳一个智能
体到Main界面，启动智能体生成向导，此处

只需要选择智能体群，不选择模板，名称为
Building，智能体数量为10，空间类型为连续，

其他的可以直接点击下一步跳过，然后点击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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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板选项卡中，选择三维物体工具条，将三
维模型房子拖到building的编辑界面（0,0）坐
标，并修改其比例为25%。

同时打开building智能体的属性在启动时敲入

代码，设定其初始位置在之前所画的保护区域
内。

代码如下：
Point pt = get_Main().protectedArea.randomPointInside();

setXYZ( pt.x, pt.y,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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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ain界面中，创建轰炸机的智能体群，创

建方法和创建地面设施智能体群的方法相同，
其名称为：Bomber，初始数量为0。

打开Bomber编辑界面，在面板选项卡中，选
择三维物体工具条，拖曳Bomber到（0,0）点，
并在其属性中比例修改为50%。

注意：为了使智能体的动画显示在Main界面
以及运行时出现，均需要在Main界面点击相
应的智能体，在其属性的高级中选上show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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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ain编辑界面，点击bombers,在

属性中找到初始位置，选择特定点选
项，这是出现XYZ的坐标输入框，输
入（0,0,50）

回到bomber的编辑界面，在属性中找
到移动参数，设置其初始速度为100

在工程工具条，选择模型名称，在属
性中设置模型时间单位为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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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Bomber编辑界面，拖曳参数到编
辑界面，命名为target，类型为
building。

回到Bomber编辑界面，拖曳参数到编
辑界面，命名为target，类型为
building。

编辑Bomber的状态图。如图所示

进入行动
moveTo( target.getX(), target.getY(), 18 );

进入行动
moveTo( 0, 0, 50 );

行动
get_Main().remove_bombers(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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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ain编辑界面，拖曳事件到编辑
界面，命名为assignMission。设置及
代码如下所示。
触发类型为到时。
模式为循环。

代码含义为：检索是否每一个目标都
被一架轰炸机锁定，如果未锁定，就
添加一架轰炸机。

//find asset with no mission assigned

for( Building bldg : buildings ) {

//look up if a bomber is handling it already

boolean assigned = false;

for( Bomber bomber : bombers ) {

if( bomber.target == bldg ) {

assigned = true;

break;

}

}

//if not - send a bomber

if( ! assigned ) {

add_bombers( bldg );

retur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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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轰炸机沿着某一路线逃逸，此处绘
制其逃逸路线。从面板演示中双击折线，启
动绘制模式。画出如图所示的折线。

折线命名为escapeRote，颜色为royalblue，线
宽为2，Z的坐标为20，z的高度为2，20为逃
逸的起始高度，及比例放大后的2KM高度，
也是飞机的攻击高度。

注意折线的属性中折线点一栏，后面一些点Z
需要逐渐增大到相对坐标70，及20+70=90，
为飞机最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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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Bomber编辑界面，点击Away，修改

进入行动为如图代码，及在里边最后一
项添加逃逸路线。

接下来创建炸弹的智能体，此处炸弹可
以不从属于Bomber，而是独立进行创建。
命名为Bomb，智能体群。
初始数量为0。
接着进入Bomb的编辑界面，从面板——
演示中选择椭圆拖曳到界面的（0,0）点，
设置其半径和Z高度。

moveTo( 0, 0, 90, get_Main().escapeRou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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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setXYZ( bomber.getX(), bomber.getY(), bomber.getZ() );

进入行动：
moveTo( target.getX(), target.getY(), target.getZ() );

触发于：智能体到达
行动：
deliver( "You are destroyed", target );

行动：
get_Main().remove_bombs( this );

为了建立炸弹和建筑之间的交互，在Bomb的编辑界面中，拖入两个参数，一个命名为
bomber，类型为Bomber，另一个命名为target，类型为Building。同时设定bomb的状态
图如图所示，名称及代码如右图所示。当Bomb到达target时，会发信息给地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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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uilding的编辑界面中，拖曳一个变
量并命名为destroyed，类型为Boolean，
初始值为false

在Building的属性中，在其启动时中输
入如图中代码。

在Building的connection中，在其接收

消息时输入如图代码。此处不用分别
消息的具体内容，因为building只能收
到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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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板中拖曳一个矩形到
building界面，并设置可见为
destroyed，颜色为红色，位
置坐标为（-10，-10），宽
度，高度，Z高度为20,20,10，
覆盖房子的空间范围。

当目标被炸弹击毁时，会出
现该红色方块，表示目标已
经击毁。

由于炸弹实在距离目标地面
距离500米时触发，所以应

该对模型的步长作出一定限
制。在main界面的属性中，

点击启用分步，将默认的模
型步长改为second（）

84



在Bomber中添加一个事
件，命名为attack，由条

件触发，当距离目标地面
距离500m，高度小于
2000m时，添加导弹智能

体，将轰炸机自身和目标
作为变量传递给炸弹。

在Bomber的属性中，在
Agent actions中的每步时，
敲入代码onChange（）。

distanceTo( target.getX(), target.getY(), getZ() ) <= 5

&& getZ() <= 20

get_Main().add_bombs( this, targ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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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Main函数中的事件，修改代码为
如图所示，目的在于当目标被摧毁之
后，不在向目标设定轰炸命令

创建雷达智能体，在工程模型名上右
键创建智能体，命名为Radar，同时选
择一个3d模型作为其动画，此处可以
选一个防空履带车作为武器防御系
统。并缩减他的尺寸为25%。

//find asset with no mission assigned

for( Building bldg : buildings ) {

//destroyed buldings are ignored

if( bldg.destroyed )

continue;

//look up if a bomber is handling it already

boolean assigned = false;

for( Bomber bomber : bombers ) {

if( bomber.target == bldg ) {

assigned = true;

break;}}

//if not - send a bomber

if( ! assigned ) {

add_bombers( bldg );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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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ain界面，分别从工程中
拖曳radar到Main界面中，并命
名为radar1，radar2，其坐标分
别设为（300,350），（350,200）

创建导弹智能体，使用Agent创
建向导，名称为Missile，初始数
量为0.打开Missile的编辑界面，

设定其动画。选择面板演示中
的椭圆，拖曳到编辑界面，其
设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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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弹创建一个组，从面板演
示中选择组，拖曳到导弹的编
辑界面，右键刚才创建的导弹，
右键——分组——添加——group，
设置其旋转为PI/2

在导弹的属性中，修改其移动
初始速度为150，使其换算过后
的速度为900km/h。

为导弹创建两个参数，类型分
别为radar和bomber，但是命名
为radar和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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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其状态图，并设置其状
态和迁移中的代码如图所示

行动：setXYZ( radar.getX(),

radar.getY(), radar.getZ() )

进入行动：
moveTo( target.getX(), target.getY(), target.getZ() )

行动：get_Main().remove_missiles(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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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雷达编辑界面，创建
一个新的参数range，雷达
范围。设置其值为65.

拖曳一个集合到界面，命
名为guidemissiles，元素类
为missile。

打开雷达的属性，在里边
的每步时敲入代码如图所
示，用来引导导弹。

for( Bomber b : get_Main().bombers ) { //for all bombers in the air

if( guidedmissiles.size() >= 2 ) //if can't have more engagements, do 

nothing

break;

if( distanceTo( b ) < range ) { //if within engagement range

//already engaged by another missile?

boolean engaged = false;

for( Missile m : get_Main().missiles ) {

if( m.target == b ) {

engaged = true;

break;

}

}

if( engaged )

continue; //proceed to the next bomber

//engage (create a new missile)

Missile m = get_Main().add_missiles( this, b );

guidedmissiles.add( m ); //register guided miss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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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导弹的编辑界面，将
最后Exploded的代码添加
一行。让雷达知道停止引
导该枚导弹。

回到Bomber的编辑界面，

修改状态图如图所示。将
正常运行状态画在一个更
大的state中，如果被击中，
就被摧毁。

radar.guidedmissiles.remove( this ); //unregister with radar

get_Main().remove_missiles( this ); //delete self

get_Main().remove_bombers( this );

"You are destr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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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运行情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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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3.5  带移动轨迹的智能体

    智能体往往代表着可以移动的物体，并且我们通常会希望看到智能体的移动轨迹，此
处通过案例来讲述如何添加智能体的移动轨迹。

步骤：

点击文件，新建，命名为 Agent leaving a movement trail，界面上出现一个
新的工程，以及主界面Main。
拖曳常规选项卡中的智能体到Main编辑界面，弹出智能体生成向导，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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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体不使用模板，创建智能体名
字为Car

 智能体数量为3
 环境为连续，大小为5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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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car智能体，进入其编辑界面，从左侧面
板选项卡中的三维物体选项中拖曳轿车到car
编辑界面的（0,0）处。

启动时：
setXY(uniform(0,500),uniform(0,500));

moveTo(uniform(0,500),uniform(0,500));

到达目标位置时：
moveTo(uniform(0,500),uniform(0,500));

创建智能体的运行逻辑，点击智能体的属性，
在智能体行为一栏敲入代码。

代码的含义为：智能体出现在随机点，选择
一个随机点作为目的地，到达后选择另一个
随机点作为目标

95



在car的界面中，选择面板演示，拖
曳折线到界面（0，0）处，并打开其
属性面板，将其名称命名为trail

在trail的位置和大小一栏中，设定
X为-getX();
Y为-getY();

右键trail，选择创建组，其名称为group。在其
属性中，设定旋转的代码为：-getRotation()
设置绘图时代码为：
trail.setPoint(trail.getNPoints()-1,getX(),g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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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car的属性中的启动时的代码如图
所示：
trail.setNPoints(2);
trail.setPoint(0, getX(), getY());
trail.setPoint(1, getX(), getY());
只保留两个点，位置初始时刻获取

修改car的属性中的到达时的代码如图
所示：
int n=trail.getNPoints();
trail.setPoint(n-1, getX(), getY());
trail.setNPoints(n+1);
trail.setPoint(n, getX(), getY());
表示到达一个新位置就增加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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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ar的编辑界面中，从面板演示

中拖曳文本到编辑界面，并在文
本的属性文本处，修改动态代码
为：
trail.length()

右键该文本，添加组，添加到现
有组，选择group

运行该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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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3.6 稳定网络的周期修复

    该案例在2D连续空间创建一系列智能体，并根据距离关系将其链接，在案例中，智能体将死亡，出
现，移动并实现网络的一个周期性修复。该案例是为了验证如何实现智能体之间的连接。

 新建一个模型，命名为 Periodic repair of a standard network。
 选择面板中的常规选项卡，拖曳智能体到Main的编辑界面，出

现智能体生成向导。

 选择智能体群，不使用模板，默认命名，选择动画，选择默认
的数量100，设定仿真界面为500*400，设定网络类型为基于距
离，连接范围默认为50

 建立之后的Main属性的环境如下页最后一幅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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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person智能体进入其编辑界面，
选择面板——演示——直线，并拖曳
到person界面的原点。

设定line的属性如下：
dx：getConnectedAgent(index).getX()-getX()
dy：getConnectedAgent(index).getY()-getY()
旋转：-getRotation()
重复：getConnectionsNumber()
运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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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erson的属性中，在启动时和到达
目标位置时均输入：
moveTo(uniform(500),uniform(400));

运行过后，智能体开始运动，到达指
定地点之后会选择新的目标重新运动。

在Person编辑界面中，选
择面板——常规——事件
并拖曳到编辑界面，
命名为：death
触发类型：到时
模式：用户控制
到时：uniform(60,100)

行动：
get_Main().remove_peopl
e(this);

以此来控制智能体的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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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erson的属性中，在启动时添加一
行新代码：
death.restart();

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到了60到100之

间的某一数值该智能体会死去，等待
直到所有的智能体都死去。

返回Main界面，添加一个新的事件，
命名为birth，用来生成智能体
触发类型：速率
速率：1
行动：add_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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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ain中创建一个新的事件，命名为repairNetwork
触发类型：导师
触发模式：循环
复发时间：5
行动：apply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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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可以看到，智能体会出现和
死亡，智能体之间的网络会不断的断
裂和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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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3.7 利用标准连接自定义网络

   本案例首先创建了一个有20个智能体的连接成一个环形的标准网络，然后添加了60个智能体，使
每个智能体连接3个新的智能体，我们将运用一个弹簧布局来实现该网络。

 创建一个新的模型，命名为：Custom Network Built Using Standard
Connection

 在该模型的面板选项中，拖曳智能体到Main的编辑界面，弹出智能体向导
 选择智能体群；
 不使用模板，命名为person；
 选择2d动画，人；
 初始数量为20；
 网络类型为：环状格子
 在Main的属性，环境中，设定布局类型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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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体向导示意选择及Main界面环境如
上

107



双击person智能体进入其编辑界面，
选择面板——演示——直线，并拖曳
到person界面的原点。

设定line的属性如下：
dx：getConnectedAgent(index).getX()-getX()
dy：getConnectedAgent(index).getY()-getY()
旋转：-getRotation()
重复：getConnectionsNumber()
运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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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 i=0; i<20; i++ ) { //iterate across the initial 20 agents
person hub = persons.get(i); //for each initial agent (a "hub")
for( int j=0; j<3; j++ ) { //create 3 more agents
person sub = add_persons();
sub.connectTo( hub ); //and link to the hub

}

}

在Main的属性中，启动时，输入代码，如下所示。给每一
个智能体添加三个新的智能体，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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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如图所示，与我
们所希望的不同，故需要进
行进一步的设定。

在Main的开始中再添加两行
代码，如下所示

//change the layout type
setLayoutType( Agent.LAYOUT_SPRING_MASS ); 
//and apply the new layout
apply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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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如图所示，创建
了自定义的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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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4.1-4.9 如何建立智能体模型：风车维护 

一些风车分布在一个规定的区域之中，每个风车会在工作的时候产生收益。当然，有些时候

设备会损坏，这就需要维修或者是替换。维修是按照规定的时间来的，维修之后，随着设备

的老化，会增加设备的故障率。 

在整个的服务系统中，有一系列的服务人员在为这个系统服务。当一个服务或者一个维护的

需求被发送，整个服务系统中的一个服务人员会响应这个需求，之后驾车去设备点解决问题。

在设备检修过程中，可能有的设备已经不能维修了，只能在替换了。当服务人员完成了这个

工作之后，他可能继续接受需求并驾车前往设备地点，知道没有了需求，在返回基地。 

阶段 1 步骤 1 建立初步模型。 

 定义 2 个类：EquipmentUnit 和 ServiceCrew

 从常规面板中拖入 2 个智能体到 Main 中

 Step2：智能体类型名称为 EquipmentUnit，智能体群名为 equipment。

 Step5：创建初始对象数量为 100。

 同样的方法定义第二个智能体，名称为 ServiceCrew，智能体群名为 service。初始对象

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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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2 

 修改 Main 函数的空间和网络为 600*500，布局类型改为随机。网络类型为用户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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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 步骤 3: 

 创建一个集合为 serviceRequests

 增加 3 个方法，分别为 requestService,thereAreRequest,getRequest.

具体设置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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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 步骤 4： 

 在 EquipmentUnit 的智能体中加入状态图

 在 EquipmentUnit 中加入参数和集合（serviceCrew）

 设置参数值 ReplacementTime,类型为 double,默认值为 12 * hour()，

MaintenanceTime,类型为 double，默认值为 3*hour()， 

RepairTime,类型为 double, 默认值为 5*hour(), 

ProbabilityReplacementNeeded, 类型为 double, 默认值为 0.1 

MaintenancePeriod, 类型为 double, 默认值为 90*day() 

BaseFailureRate, 类型为 double, 默认值 0.03。 

 设置各个变迁的参数，

 具体设置如下：

116



117



118



阶段 1 步骤 5： 

 在 Main 中加入一个折线方框，命名为 home

 在 ServiceCrew 类智能体行动中写入

Point pt = get_Main().home.randomPointInside();

setXY(pt.x,pt.y);

 在移动属性中设置速度

 设置 ServiceCrew 类中的行动图

 设置各个变迁节点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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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 步骤 6： 

 分别在智能体 EquipmentUnit 和 ServiceCrew 中画入动画图形，风车和卡车。

 在 Main 中画入矩形并且创建组。

Equipment unit Service crew 

所有的形状设置成为一个组，组的中

心位置（0,0）在图形的左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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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 步骤 7： 

 运行模型

现在运行模型，可以看见 servicecrew 驾车去风车进行维护或者替换，下面 2 个图显示了

EquipmentUnit 和 ServiceCrew 的状态图。 

阶段一我们主要是检查模型正常工作的情况，模型的主要部分都被放进了模型，然而，我们

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还没有收集模型中的任何统计数据，我们需要知道设备的使用率，服务的效率等等。 

 经济的考虑还没有加入到模型中。

 还有好多方法没有被测试，例如我们还有加入设备的维护和设备故障率的相关问题。

 我们还没有开展关于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替代规则的计划。

 视觉上的改变，改变模型中的动画。

我们将逐渐完善在接下来的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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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 步骤 1： 

 在 EquipmentUnit 中加入 2 个变量：TimeLastMaintenance 和 TimeLastReplacement。

TimeLastMaintenance 初始值为 uniform( -MaintenancePeriod, 0 )

TimeLastReplacement 初始值为 uniform( -3*MaintenancePeriod, 0 )

 增加 age()和 timeSinceMaintenance()2 个方法。

age()的函数体为：return time()-TimeLastReplacement.

timeSinceMaintenance()的函数体值为：return time()-TimeLastMaintenance。

 增加一个失误率的方法 failureRate(),并且写下代码：

double mtceoverduefactor = max( 1, timeSinceMaintenance() / MaintenancePeriod );

double agefactor = max( 1, age() / ( 3 * MaintenancePeriod ) );

return BaseFailureRate * mtceoverduefactor * agefactor;

 添加一个事件 MaintenanceTimer，这个事件将被在每一次 MaintenancePeriod 的时候被

出发，并且在 EquipmentUnit 类的启动项中输入：

MaintenanceTimer.restart( MaintenancePeriod - timeSinceMaintenance() );

 在 Main 中增加一个新的方法和集合 requestMaintenance 和 maintenanceRequests

 在 2 个方法 requestService 和 requestMaintenance 中的参数选项加入一个 unit，类型为

Equipment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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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quipmentUnit 的启动项里面加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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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将通过 Main 中的 requestMaintenance()来调用需求，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一个需求

队列和方法 requestService()，所以我们才决定加入一个维护需求的方法在这里。如果我们决

定这样去做，对待 2 种方法是要区别开的。比如，按照优先级去执行，也就是说，如果设备

坏了和维护同时发生了，要先执行哪一个？我们假设设备优先级高的是 serviceRequests（坏

的），因为坏了的话将停止收益。这样，被维护的请求只能发生在设备正常的情况下。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 2 个需求平行的问题，例如，设备已经发出了维护或者更换的需求，正在

等待人来修，或者是，维护的事件正在继续的同时，有的设备有坏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需

要特殊来对待，因为我们不希望 2 个维护人员跑到同一个地点。因此，在增加一个队列的需

求之前，我们将检查是否这个设备里面有别的需求。相关的代码已经在上图解释了。 

在第三阶段要更加关注模型的输出结果。到目前为止，动画是这个模型唯一的输出，在第三

阶段中，我们要增加整个模型在收益和成本的计算，并且收集可视化的数据。一些感兴趣的

指标如下： 

 设备的利用率

 人员的效率

 设个服务系统的成本

 收益

阶段 3 步骤 1： 

 在 equipment unit 中统计数据 NWorking, NOnservice, NOnMaintenance, NFailed。

 设定这几个参数的代码：

NWorking：item.inState( EquipmentUnit.Working )

NOnservice :item.inState(EquipmentUnit.Repare)||item.inState( EquipmentUnit.Replaceme

nt ) 

NOnMaintenance：item.inState( EquipmentUnit.Maintenance ) 

NFailed：item.inState( EquipmentUnit.Failed ) 

item.inState(EquipmentUnit.Repare)|| 

item.inState(EquipmentUnit.Replacement ) 

不管是维修还是替换，只要满足一种就计算统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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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统计

数据设置

增加时间堆叠图修改颜色和状态。 

设备工作一年以后的情况（2012-2013）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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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 步骤 2 现在我们要改变模型的统计和视觉情况 

 每一个小时获取一次数据的状态

 计算一年中设备的平均时间

 时间窗口达到 50 年

 在 Main 中增加一个时间 onJan1，每年一月份开始重新计算。

 在 Main 中增加统计 statsEqWorking,statsEqOnMtce,statsEqOnService,statsEqFiled。

第一天就发生 

每年一次 

重置这些统计 

每小时复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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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标的状态变为测量设备一年的平均使用率情况，周期为 50 年。 

一年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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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 步骤 3：增加 service 中的统计，与 equipment 中一致。 

 在 service 中加入统计计数：

NIdle：item.inState( ServiceCrew.Idle )

NDriving：item.inState( ServiceCrew.DrivingToWork ) ||

item.inState( ServiceCrew.DrivingHome ) 

NWorking：item.inState( ServiceCrew.Wor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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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ain 中加入统计：statsScIdle，statsScDriving，statsScWorking

一小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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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ain 中加入时间堆叠图并填入相关参数，此处设置与 equipment 的时间图一致，都

是要统计 50 年的每一年的平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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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nJan1 的事件行动中，reset 统计。

设备和人员 50 年的平均每年的状态情况在上表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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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成本和收益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的重点。成本主要是服务人员的成本，主要包括：日常

的费用和维护修理替换的费用。 

阶段 3 步骤 4： 

 在 Main 中加入收益和成本的参数：DailyRevenuePerUnit，ReplacementCost，

RepairCost，MaintenanceCost，ServiceCrewCostPerDay。

 在主菜单加入 statsScSize 统计和 WorkCost 变量（用于计算成本）。

统计服务的数量，因为每小时

服务的人数是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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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能体 EquipmentUnit 的变迁中加入 Workcost。具体的操作如下：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三 

每次更换一次设备，成本

就要+1 

在 事 件 onJan1 的 行 动 中 加 入

WorkCos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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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维护一次，成本+1 

每维修一次，成本+1 

图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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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增加收入的计算，收益的计算比较简单，只要设备正常运转就能带来

收益。因此，每年的收益为：statsEqWorking.mean()*DailyRevenuePerUnit*365. 

 在 Main 中创建一个时间折线图，增加成本，收益，利润的参数。

为了不显示那么大

的数值，所以决定

把结果缩小 1000

倍 

持续 50 年 

一年复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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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展示了模型运行了 50 年之后的状态，成本和收益情况。 

在第四阶段，我们要加入控制面板，加入控制面板需要考虑 2 件事情。 

 服务人员的数量

 更换设备的政策：1.只替换不能工作的设备 2.替换仍然还可以工作，但是维护了好几次

的设备。

时间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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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 步骤 1 

 从面板中拖入 2 个单选按钮到 Main 函数中，分别为：radioReplacementPolicy，radio。

 增 加 3 个 参 数 在 Main 中 ， 分 别 为 ： ServiceCapacity, ReplaceOldEquipment,

MtcePeriodsToReplace。

TXT 文档

TXT 文档

此处插入的是编

辑框 

此处插入单选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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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框连接着 MtcePeriodsToReplace,执行这个参数需要满足 ReplaceOldEquipment 的值为真

（1）的时候。 

设定 2 个选项

默认值 ReplaceOldEquipment ? 1 : 0，如

果为真，则执行 also after,如果为假则执行

only if can’t repair。 

判断 ReplaceOldEquipment 的值是

不是等于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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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 步骤 2 

 在 ServiceCrew 中加入 2 个新的变迁（CheckIfLaidOff 和 IAmLaidOff）和一个最终状态

（LaidOff）。

0 

1 

2 

3 

4 

Vaule 值 

每做一次选择 Value 值+1 

假设 servicecapacity 的值为 3，则默认值

等于 2，则 value 值对应的项目值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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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消息进行判断

假设开始的时候值为 4，则 Index()为

0,1,2,3 ， ServiceCapacity 的值也为

0,1,2,3，如果把值改为 2，则 Index()

的值为 0,1，这个时候进行判断，如果

大于 ServiceCapacity 的值，则去最终

状态。 

移除这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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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要设置 EquipmentUnit 中的替换策略 

阶段 4 步骤 3： 

 增加新的变迁在 EquipmentUnit 中

当维护人员准备维护的时候出现了一

个分支（SCArrivedForMtce）,如果同时

满足下列条件，则设备需要去替换。

否则执行下一条 Just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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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 步骤 4： 

 现在我们可以运行模型了，首先我们选择服务人员的数量来观察图表。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如果人员的数量少于 3 个人的时候，无论是收益还是设备的工作情况，

都是不理想的。另外也可以看出，当工作人员是 3-4 个的时候，利润和人员的效率是比较理

想的。 

同样，在 SCArrivedForRepaire 也有一个分

支，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个则开始

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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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工作人员的数量控制在 3-4 个人，改变设备替换的政策。

当然我们可以测试更多的政策，来观察获得的数据。 

到此我们的模型就完成了，下个阶段我们要增加一个实验功能。 

阶段 5 步骤 1 

 在试验中，我们不关注动画和视觉效果，因此，我们首先要删除：

 所有图标

 除了 statsEqWorking 之外的所有统计，因为 statsEqWorking 需要计算收益。

 事件 onJan1 中每年重置的所有统计。

 增加一个新的方法 profit()，每次仿真运行结束的时候出发一次并计算利润。

整个界面只留下下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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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的平均收

益

日常的成本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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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5 步骤 2： 

 设定优化实验相关参数

优化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迭代次数为 2000

仿真时间为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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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5 步骤 3 

 运行优化实验，观察仿真结果

通过实验，我们得到上图，右边的折线图显示了整个优化的过程，图形中的每一个点代表完

成一次迭代（每一次迭代要完成 3 次）。实验得到的最优解已经被圈出，在这个条件下，评

估 20 年里面的利润是$181,130,248,2。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把迭代次数设置

为 2000，可是模型只运行了 70 次，这是因为我们设定的 3 个数值的范围 [2-8]*[2-

6]*[true,false]=70。 

阶段 5 步骤 4 

 在试验中增加一个约束条件来减少迭代的次数

实验发现的最优解 

迭代次数为 4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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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6 主要增加 3D 动画设置。 

阶段 6 步骤 1： 

 在面板中的演示选项中拖入三维显示窗口并加入视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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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6 步骤 2 

 在 ServiceCrew 中加入一个三维物体卡车

 在 EquipmentUnit 中加入一个动画的三维风车设备。

风车的动画制作需要创建组 

Group 和 rotatingpart 的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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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6 步骤 3 

 在 EquipmentUnit 中加如一个方法 color()

 风车的车身，需要进行的设置

风车设备在不同的状

态下显示不同的颜色 

风车身子的名字叫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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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在二维和三维显示中都看见风车，我们需要在创建一个风车只在二维显示，这是因

为虽然我们设置了风车可以在二维和三维中显示，但是因为他的旋转我们设置成了- PI / 2，

所以我们在二维动画中只能看到一个点。整个设置完成的界面如下： 

 运行模型

至此，所有模型就完成了。 

三维的风车 

二维的风车 

155



Example5.1 巴斯扩散-比较运行 

这个案例中，我们会在Example2.1的简单巴斯扩散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开发。

我们想看到在不同的 ContactRate 下的 Clients 和 Sales 随着时间的变化规律。 

 阶段 1：创建主要变量的数据集

我们首先将建立两个数据集，分别存储 Clients 和 Sales 的取值。

 打开 Example2.1 中建立的巴斯扩散模型 

 右击 Clients 存量，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创建数据集 

 修改数据集的属性，自动更新数据，复发时间为 0.1 

 同样的方法为 Sales 创建数据集 

 阶段 2：创建对比实验

 右击模型的工程树的顶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实验” 

 在第一页选择实验类型为“比较运行”，点击“下一步” 

 在属性页选择 ContactRate 为比较实验的参数，进入下一页 

 在图表页，如图建立两个主要的输出图表：Sales rate 和 Clients base，点

击“完成” 

 为实验的运行窗口加入缩放 

 

可以选中数据集，并随意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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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ContactRate，然后点击这

个标志，就可以添加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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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栏中选择类型为数据集，第二栏

中输入图表标题，第三栏中定义图表的

值为 root.ClientsDS 和 root.SalesDS 

 

可以点击折线图，

调整大小和位置！ 

勾选此项，就可以在

运行时改变视图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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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运行对比实验

 从工具栏的“运行”下拉菜单中选择“CompareRuns” 

 在运行界面改变 ContactRate 的值，得到不同的折线图 

 阶段 4：完善对比实验

在上一个阶段中，我们通过改变 ContactRate 的值获得了 Clients base 和 Sales

rate 两个折线图。图例是以 Run0、Run1、Run2、Run3 表示的，不能直接看到对

应的参数值。 

 打开 CompareRuns 的属性页 

 点击“Java 行动”选项卡，如图修改“仿真运行后”里的代码 

 再次运行模型，跟上一次运行时一样修改 ContactRate 的值 

 保存新模型，重新命名为“巴斯扩散-比较运行” 

在 这 里 输 入 不 同 的

ContactRate 的值，分别为

100.0，20.0，60.0，150.0，

点击“Run” 

单击“+”或“-”可以改

变页面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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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处都要修改，用”ContactRate”+root.ContactRate 替

换原来的”Run”+numbersOfRuns 
 此时图例变成了不同

的 ContactRate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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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5.2 巴斯扩散-敏感度分析 

这个案例中，我们会在 Example5.1 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我们想研究

系统对于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的敏感程度。 

 阶段 1：创建敏感度分析实验

 右击模型的工程树的顶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实验” 

 在第一页选择实验类型为“敏感度分析”，点击“下一步” 

 在参数页选择 AdEffectiveness 为改变的参数，变化范围为 0-0.2，步长

为 0.01，点击“下一步” 

 在图表页，如图建立两个主要的输出图表：Sales 和 Client base，点击“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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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2：运行模型

 从工具栏的“运行”下拉菜单中选择“SensitivityAnalysis” 

 点击运行界面的 Run，观察图表 

参照 Example5.1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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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保存模型

这个模型是在巴斯扩散-比较运行的基础上做的，可以删除掉不必要的

CompareRuns 实验。 

 回到工程树界面，点击 CompareRuns 

 按 delete 键删除 CompareRuns 比较实验 

 右击工程树顶端，另存为新模型“巴斯扩散-敏感度分析” 

图例就是 AdEffectiveness

的取值，点击某一个图例就可

以看到对应的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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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5.3 传染病-校准 

这个案例中，我们将用系统动力学建立一个简单的 SIR 模型。这个模型中，

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感染的，而且一旦被感染还会通过接触传染给其他人。这种疾

病会持续一段时间，当患者康复以后就会产生免疫。我们主要研究两个参数： 

 Infectivity：当一个患者接触一个易感染者时，传染病传播的概率 

 AverageIllnessDuration：传染病持续的时间 

跟 TotalPulation 和 ContactRate 不同，这两个参数在实际中并不容易获得，

我们可以运用历史数据来校准模型，获得参数的值。 

 阶段 1：建立简单的 SIR 模型

模型中初始有一个感染者，通过接触传播疾病给其他人，疾病持续一段

时间后，患者进入免疫期。已知条件如下： 

 总人口有 1000 人 

 每人每天接触 5 人 

 刚开始只有一名患者 

 没有人对该传染病有免疫 

阶段 1.步骤 1 

由于 Infectivity 和 AverageIllnessDuration 的值未知，可以先任意指定值。 

 建立新的模型，命名为“传染病-校准” 

 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建立如下图的 SIR 模型（参照 Example2.1） 

 假设 Infectivity=0.08，AverageIllnessDuration=12 

 InfectionRate=Infectious*ContactRate*Susceptible*Infectivity/TotalPopulat

ion 

 RecoveryRate=Infectious/AverageIllnessDuration 

阶段 1.步骤 2 

 设置仿真实验在指定的 100 停止 

 运行模型，查看 Infectious 的输出曲线 

初始值是

TotalPopulation 

1000 5 

初始值是 1 

初始值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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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2：为 Infectious 建立数据集

在做校正实验之前，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数据集来存储 Infectious 的输出

结果。 

 右击存量 Infectious，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创建数据集” 

 设置数据集属性，自动更新数据 

Infectious 的输

出曲线呈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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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创建校准实验

在这个传染病-校正实验中，通过给定 Infectivity和AverageIllnessDuration

的取值范围，校正输出的 Infectious 曲线，使它和历史的数据曲线最接近。 

阶段 3.步骤 1 

 右击模型的工程树的顶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实验” 

 在实验页面，选择“校准”，点击下一步 

 在下一个页面的参数表中，先把要校准的参数 Infectivity 和

AverageIllnessDuration的类型改为连续，设置范围分别为0~0.1和3~30，

其他参数不变； 

 把校准表中各栏按图示修改，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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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2 

构建步骤 1 的模型，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错误，因为我们还没有创建

InfectiousHistoric 表函数。 

 打开历史数据 HistoricData.txt 文件（这是用户自己用来校准的历史数

据！），复制里面的数据到剪贴板 

 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拖动一个表函数到校准实验页面中 

 命名表函数为 InfectiousHistoric 

 在“表数据”选项中，从剪贴板粘贴历史数据到表中，其他选项不变 

 

改变要校准参数的

类型和取值范围 

我们只需要比

较曲线，不需要

值完全一样！ 

校准的目的是让 InfectiousDS 的

输出曲线和历史观测数据差异最小 

用户可以先把用于校准的历

史数据输入到文档中，同一行

的数据之间用空格隔开！全选

数据，复制到剪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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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3 

 从工具栏的“运行”下拉菜单选择 Calibration 

 点击 Run，观察校准实验结果 

单击这个键可以直接从

剪贴板复制历史数据！ 

在“预览”里可以看到大

致的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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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实验目

前找到的参

数最优值 

图例对应的曲线分别

表示历史、当前、最

优曲线 

169



Example5.4 传染病-实时图表 

这个案例中，我们将以滑块的形式改变 Infectivity、AverageIllnessDuration、

ContactRate 三个参数的值，希望立即看到 Susceptible、Infectious、Recovered 人

数的变化。 

 阶段 1：模型准备

 打开传染病模型，进入 Main 界面（Example5.3） 

 为 Susceptible、Infectious、Recovered 存量分别建立对应的数据集（参

照 Example5.3 里 InfectiousDS 的建立方法） 

 修改数据集的属性-自动更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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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2：创建比较运行实验

已知条件如下：

 Infectivity 变化范围为 0.01~0.2 

 AverageIllnessDuration 变化范围为 3~30 

 ContactRate 变化范围为 1~20  

阶段 2.步骤 1 

 右击模型的工程树的顶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实验” 

 在第一页选择实验类型为“比较运行”，修改实验名称为 InstantCharts，

点击“下一步” 

 在属性页选择 ContactRate、Infectivity、AverageIllnessDuration 为对比实

验的参数，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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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2 

 进入 InstantCharts 界面，删除一些不必要的显示 

 从面板-控件拖入三个滑块到图中位置 

 把三个滑块分别链接到三个要改变的参数，添加标签，定义最大和最小

值 

1.可以根据需要删除这些显示

2.拖动三个滑块到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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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3 

 打开面板-分析-数据，拖入三个数据集到对比实验界面中 

 分别命名三个数据集为 InfectiousDS、SusceptibleDS、RecoveredDS，去除

勾选“使用运行数作为横轴值” 

 从分析-图表中，拖入一个折线图 

 添加三个数据集为数据项 

3. 链 接 第 一 个 滑 块 到

Infectivity，点击添加标

签，定义最小值为 0.01，

最大值为 0.2。其他两个滑

块依照此步骤一一定义。 

不用勾选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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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4 

调整折线图的长宽，使图

例和坐标轴正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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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次点击三个滑块，在属性中“行动”写入代码 run(); 

 回到 InstantCharts 界面，在 Java 行动-“仿真运行后”输入如下代码 

阶段 2.步骤 5 

 点击工具栏-运行，选择“InstantCharts” 

 在实验界面，改变参数值，观察图表的变化 

当滑动滑块时，实验会自

动运行！ 

每次对比试验进行后，自动

把 Main 里的三个数据集里

的数据填充到对比试验里

对应的数据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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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滑块时，你将看到

曲线立即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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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5.5 存量管理 

在简单的供应链模型基础上，我们将建立一个和用户互动的模型。在模型运

行过程中，用户可以及时看到输出数据，做出改变参数的决定。 

 阶段 1：建立简单供应链模型

这个模型是在系统动力学基础上建立的，用户通过控制 OrderRate 管理库存

Stock。销售率 SalesRate 是由外界因素决定的，在系统中是随机改变的。 

阶段 1.步骤 1 

 新建模型，命名为存量管理 

 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拖入两个存量，命名为 Supplyline 和 Stock 

 拖入第一个流量 OrderRate，后续连接存量 Supplyline 

 拖入第二个流量 AcquisitionRate，连接 Supplyline 和 Stock 

 拖入第三个流量 SalesRate，前续连接 Stock 

1．添加两

个存量 

2. 第一个流量 OrderRate，连

接到 Supplyline 

2. 第 二 个 流 量

AcquisitionRate ，

连接 Supplyline和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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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2 

 从系统动力学面板拖入一个参数，命名为 AcquisitionLag，设默认值为 7 

 继续添加一个动态变量 Demand，类型设为常数 10 

 定义流量 OrderRate 为常数 10 

 定义流量 AcquisitionRate=Supplyline/AcquisitionLag 

 定义流量 SalesRate=Stock>0?Demand:0 

3.第三个流量 SalesRate，

连接从 Stock 出发 

简单连接的供应链图！ 

1.增加参数 AcquisitionLag，

默认值为 7 

2.增加动态变量 Demand，类

型为常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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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3 

 常规面板拖入一个事件，命名为 ExogenousDemandChange，用来随机改

变 Demand 的值 

 修改事件属性：到时“触发类型”，循环“模式”，在”行动”中输入：

3.定义 OrderRate为常数 10

4.指定 AcquisitionRate

的计算公式 

5.在存量 Stock大于 0的时，

SalesRate=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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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max(0,Demand+uniform(-1,1)); 

 阶段 2：加入用户交互功能

用户通过观察模型输出的存量 Stock 的折线图，及时调整供应量 OrderRate，

把存量 Stock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阶段 2.步骤 1 

没有和用户互动功能的，

基本的供应链模型！ 

180



 打开分析面板，拖一个时间堆积图到 Main 中 

 只增加一个值数据项 max（0,Stock），修改标题为 Stock 

 “数据更新”-至多显示 1000 个最新样本 

 “时间窗”-1000 

阶段 2.步骤 2 

 回到工程树界面，点击打开 Simulation 属性 

 修改“模型时间”-“执行模式”-真实时间 50 倍 

 运行模型，观察 Stock 随着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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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3 

 打开控件面板，添加一个滑块到图中 

 链接滑块到 OrderRate 

 设置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0 

 运行模型，通过滑动滑块控制 Stock 在 100~500 之间 

可以通过滑动滑块改变

OrderRate 的值，控制

Stock 在一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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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用视图区域创建独立的交互界面

用户在控制 Stock 时，只需要看到输出的 Stock 时间堆积图，然后通过滑块

控制 OrderRate 的值。这就需要单独为用户建一个视图区域。 

阶段 3.步骤 1 

 从演示面板拖动一个视图区域，命名为 viewUserScreen，标题为

userScreen 

 设置位置为（0，600） 

阶段 3.步骤 2 

 把 Stock 图表和滑块移动到用户视图中 

 打开滑块的属性，点击“添加标签” 

 回到 Main 属性界面，在“Agent actions”-“启动时”中输入代码： 

viewUserScreen.navigateTo(); 

 打开 Simulation 的窗口，去除“启用平移”、“启用缩放”的勾选 

打开 Simulation的窗口，

检查高度是不是 600，这

是为了避免用户界面和模

型界面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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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时间堆积图和滑块的

Y轴坐标大于 600！ 

可以把 min、max、value

标签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模型启动时，转到用户视

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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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4：为模型加入阶段性暂停

我们将加入循环事件，控制模型每隔 50 个时间单位暂停。允许用户根据需

要，滑动滑块来改变 OrderRate 的值，然后再让模型恢复运行。 

阶段 4.步骤 1 

 打开控件面板，拖动一个按钮到用户视图中 

 修改按钮的“标签”为 Done 

 在“启用”中输入：getEngine().getState()==Engine.PAUSED 

 在“行动”中输入：runSimulation(); 

 复制按钮的“启用”中代码到滑块的“启动”中 

去除选择，可以保证模型运

行时用户无法随意移动和缩

放窗口。此时运行模型，你

只能看到图表和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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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步骤 2 

 从常规面板中拖动一个事件到图中 

 设置事件的名称为 pauseEvent，“触发类型”为到时，“模式”为循环 

 首次发生时间为 50，复发时间为 50 

 在行动框中输入 pause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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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步骤 3 

 打开 Simulation 属性，编辑模型时间为尽可能快的虚拟时间 

 运行模型 

每隔 50个模型单位，模型将

暂停运行！用户根据 Stock

滑动滑块改变 OrderRate 的

值，点击 Done按钮，模型将

恢复运行！ 

187



Example6.22 传染病和诊所 

这个案例中，我们将建立一个基于智能体的简单传染病模型，并把它链接到

一个简单的离散事件诊所模型。当患者发现症状时，他会去诊所寻求治疗，但是

诊所的容量是有限的。我们将研究诊所的容量如何影响疾病的扩散过程。 

 阶段 1：建立智能体人口

我们将建立一个 2000 人口的智能体群。如果两个智能体之间距离小于 30

米，就会自动连接，形成网络。 

阶段 1.步骤 1 

 新建模型，命名为“传染病和诊所” 

 从常规面板拖动一个智能体到 Main 中 

 Step1：选择 Population of agents 

 Step2:name of new type 为 Patient，修改 Agent population name 为 patients 

 Step3 和 Step4 点击下一步，Step5 中智能体个数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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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2 

 打开 Main 的属性页 

 “其他智能体的环境”中，设置空间类型为“连续”，空间大小为 650*200，

布局类型为“随机”，网络类型为基于距离，连接范围为 30 

 在智能体群 patients“高级”选项中，勾选“Show presentation” 

阶段 1.步骤 3 

 打开智能体 Patient 

 从演示面板拖入一个椭圆，设置半径为 2，位置为（0，0） 

只有勾选这个选项才

能看到智能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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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模型，观察初始人口布局 

 

 阶段 2：定义 Patient 智能体的行为

每一个 Patient 初始都是 Susceptible 状态，易受感染。在模型中，疾病通过

消息“Infection”传播。接收到消息后，转换为 Exposed 状态，受到感染但是没

有表现出症状。经过特定时段 Incubation period（3 天）后，发现症状，进入 Infected

状态。人们在 Infected 和 Exposed 状态和别人的接触率是不一样的：在 Infected

状态下，每天接触 1 人；而 Exposed 状态下，每天接触 5 人。被接触的人有 7%

的概率被传染。Infected 状态下，患者可能去诊所寻求治疗，或者自然恢复。前

一种状态下，患者一定康复；反之，经过一定时段 IllnessDuration（20 天）后，

也有 90%可能康复，如果死亡，就从系统中移除。患者康复后，会有一定时段的

免疫期（60 天），免疫期结束后，继续循环到 Infectious 状态下。 

初始状态下，人口是随

机布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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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1 

 打开 Patient 界面 

 拖入七个参数 

 打开状态图面板，建立下面的状态图，定义每一次变迁的触发方式 

ContactRate=5 

ContactRateInfected=1 

Infectivity=0.07 

IncubationPeriod=3 

IllnessDuration=20 

SurvivalProbability=0.9 

ImmunityDuration=60 

变迁 6，Exposed

状态下，向接触

的人传播疾病 

变迁 7，Infected

状态下，向接触

的人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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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2 

为每种状态的 Patient 定义不一样的颜色：Susceptible 状态下为 yellow，

Exposed 状态下为 darkOrange，Infected 状态下为 red，Recovered 状态下为 green。 

 单击 Susceptible 状态，在“进入行动”输入代码：oval.setFillColor(yellow) 

 单击Exposed状态，在“进入行动”输入代码：oval.setFillColor(darkOrange) 

 单击 Infected 状态,在“进入行动”输入代码: oval.setFillColor(red) 

 单击 Recovered 状态，在“进入行动”输入代码: oval.setFillColor(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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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3 

 打开 Main 的属性页 

 在 Agent actions-“启动”中输入如下代码： 

for(int i=0;i<5;i++) 

patients.random().receive("Infection"); 

 运行模型，观察人口颜色的变化 

向随机的 5 个智能体

发送 Infection 消息！ 

初始状态下，只有 5名

感染者呈红色，一段时

间过后开始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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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4 

 打开 patients 的属性页 

 在“统计”中添加 Susceptible、Exposed、Infected 和 Recovered 四种状

态人数的统计值 

 从分析-图表中拖入一个时间堆叠图，添加四个数据项

patients.NInfected()、patients.NExposed()、patients.NSusceptible()、

patients.NRecovered()，设置时间窗为 500，自动更新数据，最多显示 500

个最新样本，垂直的坐标轴为固定的 0-2000 

 注意设置时间堆叠图的位置！Y 轴大于 200，因为智能体环境中空间高

度是 200 

 回到工程树界面，打开 Simulation 属性页，设置时间执行模式为真实时

间的 25 倍 

 运行模型，观察时间堆叠图 

1．在智能体群中添加 4个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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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用 patients 中的统计值

NInfected ， NExposed ，

NSusceptible，NRecovered，

并修改标题 

3.从分析面板拖入时间

堆叠图，修改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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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加入简单离散事件——诊所

下一个阶段，我们要加入诊所。利用简单的离散事件模型：病人排队等待治

疗（Queue），延迟一段时间接受治疗（Delay）。但是和单纯的离散事件模型不一

样的是，这个流程中的实体是由智能体产生的，而不是 Source。当 Patient 发现

症状时，他会创建一个实体（我们称之为“treatment request”），同时向诊所流程

中产生实体；当治疗完成时，实体会向 Patient 发送“Treated”，Patient 会进入

Recovered 状态。但是，如果患者在治疗完成前已经痊愈了（经过了 IllnessDuration）

或者死亡，他会从诊所流程中消失。 

已知条件如下： 

 诊所的候诊室容量无限大 

 治疗需要 7 天的时间 

 诊所里只有 20 张床位 

 如果患者在候诊或者治疗的过程中疾病自己痊愈了或者因病死亡，就从

诊所离开 

4.加快模型的执行速度

5.运行模型，观察图表变化，

空白的部分就是死亡的人数！ 

Y 轴坐标必须大于

200，这样才能避免和

智能体空间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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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1 

创建新的智能体类型 TreatmentRequest，携带 Patient 的信息。 

 从常规面板中拖入一个智能体到 Main 中，命名为 TreatmentRequest 

 打开 TreatmentRequest 智能体，拖动一个参数，命名为 patient，类型为

Patient 

阶段 3.步骤 2 

 打开流程建模库，依次拖入 Enter、Queue、Delay 和 Sink，分别命名为

requestTreatment、wait、treatment 和 finished 

 设置 wait 的容量无限大，实体类为 TreatmentRequest 

 设置 treatment 的延迟时间为 7，容量为 20，实体类为 TreatmentRequest 

 设置 finished 的实体类为 TreatmentRequest，在进入时给 patient 发送

“Treated”消息 

  

Enter 

Queue 

Delay 

Sink 

TreatmentRequest类中带

有 patient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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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2 

完善诊所流程图，加入一个函数 cancelTreatmentRequest：在等待治疗 wait

过程中或者治疗 treatment 过程中，如果 patient 自己痊愈或者死亡，就从流程中

移除他。 

离开诊所时，给 patient

发送“Treated”信息 

patient 参数会由

状态图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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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3 

在状态图变迁的过程中，给诊所模型 Enter 发送实体，cancelTreatmentRequest

函数里的参数 patient 赋值。 

 打开 Patient 界面 

 打开 Syptoms 变迁属性，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get_Main().requestTreatment.take(new TreatmentRequest(this)); 

 打开 NotTreated 变迁属性，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get_Main().cancelTreatmentRequest(this); 

 重新运行模型，观察加入诊所后的图表变化 

遍历 wait 和 treatment

中的所有实体，如果和

patient 相同，就移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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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加入诊所后

的图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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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6.23 消费者市场和供应链 

这个案例中，我们首先将建立供应链模型和市场销售模型，之后通过 Sales

函数把两个模型联系起来。供应链模型中包括把未加工产品输送到工厂，生产产

品和存储成品，将用到 QR 管理方法。市场中的消费者本来不知道该种商品，广

告和口碑效应会驱动消费者的购买决定。并且产品有有限的生命周期，100%的

消费者会愿意购买新产品替代老产品。 

已知条件如下： 

 每次工厂的订货量为 400 

 一次只能运送 200 件未加工产品到车间 

 每次只能同时生产 100 件产品 

 在总的库存量低于 100 时，会再订购一批原材料 

 生产完的产品在收到市场的需求订单之后流通到市场上 

 市场上初始有 10000 个潜在消费者 

 广告效应为 0.5% 

 每个消费者每个时间单位接触 10 人，被接触的人决定购买的概率为

0.3% 

 产品的生命周期为 600 

 阶段 1：建立供应链模型

阶段 1.步骤 1 

 新建模型，命名为“消费者市场和供应链” 

 打开流程建模库 

 依次拖入 Source、Queue、Delay、Queue、Delay、Sink 到 Main 中 

 命名 Source 为 Supply，手动调用 inject()定义到达 

 命名第一个 Queue 为 SupplierStock，容量最大化 

 命名第一个 Delay 为 Delivery，容量设为 200 

 命名第二个 Queue 为 RawMaterialStock，容量最大化 

 命名第二个 Delay 为 Production，容量为 100 

 命名第三个 Queue 为 ProductStock，容量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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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2 

 从常规面板拖入一个参数，命名为 OrderQuantity，类型为 int，默认值

为 400 

 打开 Main 的属性页，在“启动时”输入：Supply.inject(OrderQuantity); 

 运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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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2：建立市场模型

 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 

 依次拖入三个存量，命名为 PotentialUsers、Demand、Users 

 用流量连接 PotentialUsers 和 Demand，以及 Users 和 Demand，命名流

量为 PurchaseDecisions 和 Discards 

 从系统动力学面板继续拖入 5 个参数：AdEffect=0.005，

TotalMarket=10000，ContactRate=10，ContactEffect=0.03，

ProductLifetime=600 

 拖入两个动态变量： 

 SalesFromAd=  

PotentialUsers*AdEffect， 

 SalesFromWOM=   

Users*ContactRate*PotentialUsers/TotalMarket*ContactEffect 

 设置 PotentialUsers 的初始值为 TotalMarket，Demand 初始值为 0，Users

初始值为 0 

 流量 PurchaseDecisions= SalesFromAd+SalesFromWOM 

 流量 Discards=Users/ProductLifetime 

inject（）中参数只能

是 int型的！ 

运行供应链模型，观察

产品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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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市场模型！把

它放在供应链模型的

正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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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连接供应链和市场模型

阶段 3.步骤 1 

 从常规面板拖动一个事件到图中，把它放在 Demand 和 Users 存量之间 

 修改时间名称为 Sales 

 “触发类型”为条件：Demand >= 1 && ProductStock.size() >= 1 

 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while(Demand >= 1 && ProductStock.size() >= 1){ 

    ProductStock.removeFirst(); 

    Demand--; 

    Users++; 

} 

int inventory= 

    ProductStock.size()+ 

    Production.size()+ 

    RawMaterialStock.size()+ 

    Delivery.size()+ 

    SupplierStock.size(); 

if(inventory<ReorderPoint) 

    Supply.inject(OrderQuantity); 

Sales.restart(); 

把事件放在这里，可以直观

地看到 Demand 到 Users 之

间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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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2 

前面做的模型里面，没有考虑到重复订货的问题。实际上，当工厂的库存量

（包括正在运送的、加工的、存储的）低于一定的值时，就要重复订货。已知条

件是最低库存量 ReorderPoint=100。 

 从常规面板拖动一个参数 ReorderPoint 到图中，默认值为 100 

 再次打开 Sales 事件的属性 

 在行动中增加代码： 

int inventory= 

ProductStock.size()+ 

Production.size()+ 

RawMaterialStock.size()+ 

Delivery.size()+ 

SupplierStock.size(); 

if(inventory<ReorderPoint) 

Supply.inject(OrderQuantity);  

在 条 件 和 行 动 里 都 要 确 定

Demand>=1&&ProductStock.size() >= 1！ 

从 ProductStock 中移除产品，市场需求

Demand 减少，产品使用者 Users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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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4：加入分析图表

阶段 4.步骤 1 

 从分析面板拖入一个时间堆叠图 

 添加数据项 SupplierStock.size()、Delivery.size()、Production.size()、

ProductStock.size()，并修改数据标题 

 设置时间窗为 200，自动更新数据，至多显示 200 个最新数据 

分 析 供 应 链 中 SupplierStock 、

Delivery、Production、ProductStock

中实体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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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步骤 2 

 从分析面板拖入一个时间折线图 

 添加数据项 PotentialUsers、Demand、Users，并修改数据标题 

 设置时间窗为 200，自动更新数据，至多显示 200 个最新数据 

分析市场模型中的 PotentialUsers、

Demand、Users的值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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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步骤 3 

 点击时间折线图和时间堆叠图 

 设置属性中的“位置和大小”位置都为（680，20），宽度和高度都为

610*210 

 设置折线图的垂直轴标签靠右，堆叠图的靠左 

 设置折线图的图例在上方，堆叠图的在下方 

 设置折线图和堆叠图的“图表区域”背景颜色为不填充 

经过位置、图例、坐标轴

标签的调整之后，两张图

可以重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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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4.步骤 4 

 运行模型，观察图表和市场供应链过程 

观察图表，刚开始工厂的生产量大

于 Demand 的值；后来由于需求量

的快速增加，工厂的生产量赶不上

需求量；当市场需求饱和之后，

Demand在一个周期内几乎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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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6.24 产品组合和投资政策 

一家公司开发出了有相同生命周期的产品，并把它们销售出去。当产品上市

时，它的收入先增加然后减少。为了盈利，公司必须持续不断地研发新产品。新

产品上市时，公司要投入一定的广告费用。我们要研究的是投资策略对公司商业

的影响。案例中，我们做了一些假设： 

产品的生命周期： 

 产品的研发周期随机均匀分布在 1.5 年和 6 年之间，在这个周期每个产

品会分配到一个随机分布在 0 和 1 之间的 SuccessFactor。在研发阶段结

束时，SuccessFactor 小于 0.5 的产品将淘汰。其他产品进入生产阶段；

 产品的生产周期随机均匀分布在1年和6年之间，在此期间SuccessFactor

会加上一个随机均匀分布在负 0.3 和 0.3 之间的数。同样的，在这个阶

段结束时，SuccessFactor 小于 0.5 的产品将淘汰。其他产品上市；

 当产品上市之后，SuccessFactor 再一次被修改，加上一个随机均匀分布

在负 0.3 和 0.3 之间的数，之后就保持不变。

收入和成本： 

 每个产品有相同的基础收入曲线，实际的收入等于基础收入乘以

SuccessFactor；

 在市场上最开始的两年是产品的推广期，在此之后任何时候收入如果低

于$5M，产品就退出市场；

 每个产品的研发成本是$0.5M 每年，生产成本是$0.5M 每年。上市后推

广成本是$10M，均摊在 2 年内。此外，启动一个新产品研发项目需要

一次性投入$0.5M。

投资政策： 

 公司的一部分收入会投放到投资资金中，所有的项目投资费用都会由投

资资金提供；

 公司最多可以同时进行 100 个投资项目；

 如果（正在进行的项目数+1）*平均每个项目成本>投资资金，新项目就

会被批准；

 如果拟投资项目总数*平均投资费用>累计投资资本，20%的收入将投入

到投资资金中；其余部分将作为主要资产，可用于产品推广费用支出。 

 阶段 1：建立产品智能体和组合群

阶段 1.步骤 1 

 新建模型，命名为“产品组合和投资政策” 

 从常规面板拖入一个智能体人口到 Main 中 

 Step2：智能体类型名称为 Product，智能体群名称为 portfolio，点击完

成 

 打开 Main 中的 portfolio 属性页，设置初始对象数为 100，在“高级”

中勾选“Show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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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 Main 的属性页，“其他智能体环境”中去掉 portfolio 的勾选 

勾选此选项才能看到

Product的动画展示！ 

去掉勾选，portfolio 将

不使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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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步骤 2 

 打开 Product 页面，从演示面板拖入一个 oval，命名为 bubble 

 编辑 bubble 的 X 坐标为 uniform(600)，Y 坐标为 uniform(-60) 

 返回 Product，打开属性页，在“移动参数”中设置初始速度为 100 

 回到 Main 界面，设置 portfolio 的位置为(200,350) 

 阶段 2：产品生命周期状态图

阶段 2.步骤 1 

 打开 Product 界面 

 从常规面板拖入 8 个参数，分别命名为 ResearchTime，DevelopmentTime，

IntroductionTime，AnnualResearchCost，AnnualDevelopmentCost，

Bubble 会随机分布在

指定空间内！ 

给 bubbel 提供自由移

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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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IntroductionCost，MinExpectedSuccess，DiscontinueThreshold，默

认值分别为 3，2，2，0.5，1，5，0.5，5 

 继续拖入两个变量 SuccessFactor，TimeLaunched 

 拖入一个表函数 BaseRevenueCurve，数据值参照 Figure6.24 

在表数据里输入数据

序列，插值选择样条

线，超出范围的参数选

择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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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2 

 打开 Product 界面 

 打开状态图面板，拖动控件建立下图所示产品生命周期状态图 

 编辑每次变迁的触发条件以及分支条件 

设置变迁的名称，勾

选“展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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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3 

 点击状态 Research、Development、InMarket，在进入或者离开时改变

bubble 的颜色和 SuccessFactor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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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最终状态 Killed 和 Discontinued，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get_Main().remove_portfolio(this); 

进入最终状态后，把

产品从系统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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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3：加入产品收入和成本计算函数

阶段 3.步骤 1 

 打开 Product 界面 

 从常规面板拖入三个函数 AnnualRnDCost，AnnualMarketCost，

AnnualRevenue，编辑函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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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步骤 2 

 回到 Product 界面 

 重新编辑变迁 Discontinue 的触发条件 

阶段 3.步骤 3 

 点击打开 bubble 的属性页 

 图形类型改为椭圆，编辑 X 和 Y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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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4：加入数据分析

阶段 4.步骤 1 

 回到 Main 界面，点击打开 portfolio 的属性页面 

 增加三个“总和”统计：AnnualRevenue、AnnualRnDCost、

AnnualMarketCost 

 再增加一个“计数”统计：NinRnD 

阶段 4.步骤 2 

 从系统动力学面板拖入一个动态变量到 Main 中 

汇总所有产品的收入 

汇总所有产品

的研发成本 

计算所有还未上市的产品总数 

汇总所有产品的

市场推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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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为 Revenue，在公式栏输入：portfolio.AnnualRevenue() 

 运行模型，观察 Revenue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阶段 4.步骤 3 

 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在 Main 中绘制如下图所示的动力学图 

 存量 InvestmentCapital 的初始值为 70，存量 MainCapital 的初始值为 200 

 动态变量 FractionInvested 值为 0.3 

 各流量的公式如图中所示 

 再次运行模型 

前 20 个时间单位

内，Revenue呈钟

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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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R&D 项 目 太 多 时 ，

InvestmentCapital 呈现出最小值 

MainCapital 的极小值是由产品

的市场推广费用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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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5：增加条件事件研发新产品

阶段 5.步骤 1 

 回到 Main 界面，拖入三个参数 projectStartCost、AverageProjectCost、

RnDCapicity（int 型），默认值分别为 0.5、3、100 

 拖入一个事件 StartNewProduct，条件触发 

 在事件的条件中输入： 

portfolio.NinRnD()<RnDCapicity&& 

InvestmentCapital>=(portfolio.NinRnD()+1)*AverageProjectCost 

 在事件的行动中输入： 

InvestmentCapital-=projectStartCost; 

add_portfolio(); 

StartNewProduct.restart(); 

阶段 5.步骤 2 

 点击 portfolio，把初始对象数改为 0 

 运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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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5.步骤 3 

 新加入一个参数 MaxFraction，默认值为 0.2 

 修改动态变量 FractionInvested 的公式为：

InvestmentCapital>RnDCapicity*AverageProjectCost?0:MaxFraction 

 再次运行模型 

系统中刚开始没有投资的项目，

由 StartNewProduct 事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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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6：建立敏感度分析实验

阶段 6.步骤 1 

 回到 Main 界面，右击动态变量 Revenue，选择建立数据集 

 选择自动更新数据 

阶段 6.步骤 2 

 从模型的工程树顶端，右击选择新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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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页选择敏感度分析实验 

 在参数页，选择 MaxFraction 作为变化的参数，最小值为 0.1，最大值为

0.4，步长为 0.01 

 在图表页，输入标题：Revenue over time，类型：数据集，表达式：root. 

RevenueDS，点击完成 

 在工具栏选择运行 SensitivityAnalysis 实验 

点击选择运行敏感度分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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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 随着时间变化分为了

三组：（0.01，0.09）、（0.1，0.21）、

（0.22，0.4），变化规律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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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8.1 将单位时间的事件写入模型日志 

我们将创建一个最简单的排队模型，运用循环到时事件来将系统状态写入模

型日志。这个系统包含一个事件源，一个队列，还有一个服务者。 

具体步骤： 

1、创建新模型。 

2、打开流程建模库面板，在图中添加 source, queue, delay, sink 四个模块，

按图中顺序连接。

3、构建并运行模型，确保正常运行。

2.单击小方

块完成连接 

1.双击小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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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开常规面板，拖拽一个事件到图中并命名为 trace。 

5、单击 trace 图标做属性修改，将模式改为循环，复发时间设为 1，在行动

中输入代码 traceln(time()+" :In queue "+queue.size()+" In service: "+delay.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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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构建并运行模型，观察控制台中内容。

总结： 

通过将事件属性中模式设置为循环，我们可以使我们需要的某个事件不停复

发，而且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设定复发时间。代码 traceln() 的功能是写入模型

日志，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模型运行时，在控制台中观察到我们需要的信息。值得

注意的是，代码 traceln() 的类型要求是字符串（string），在这个例子中，由字

符串常量（例如" In service: "），时间数据（由代码 time()返回），还有一些流程

事件中的数据（由代码 queue.size()等返回）构成。 

在事件属性中，复发时间可以用其他表达来设置，不一定非要是常量。在每

次复发结束后，系统都会动态的检验我们输入的表达。因此，首次发生时间可以

任意设置，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概率分布函数将其变成随机量。 

注意：要在模型运行状

态下观察控制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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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8.2 利用事件产生新智能体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演示通过事件产生新智能体，平均每单位时间产生一个

智能体。我们将新建一个智能体类型，但是设置其初始数量为零。 

具体步骤： 

1、创建新模型。 

2、打开常规面板，添加一个智能体到图中，在 Step1 中选择“Population of 

agents”选项。

3、在 Step2 中命名每个智能体为 Person，智能体群为 people，点击下一步。

在 Step3 中选择 2D 为智能体的动画图形，选择小黑人，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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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 Step5 中将智能体初始数量设为空，点击下一步。

5、在 Step6 中，将空间类型设置为离散，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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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构建并运行模型，确保环境中没有智能体。

7、打开常规面板，添加一个事件到图中，并命名为 newAgent。

8、单击 newAgent 图标，在属性中将触发类型改为速率，将速率设为 1，在

行动中输入代码 add_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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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了使运行过程中不出现图像重叠，点击图上小黑人图标，在高级中勾

选“画智能体到这个位置有偏移”这个选项。

10、构建并运行模型，可以看到智能体随着每次事件发生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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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将事件的触发速率设置为 1 意味着事件平均每单位时间发生一次，两次事件

的时间间隔呈指数分布。代码 add_people()的作用是使 people 这个智能体群自动

产生新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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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8.3 当存量达到一定值时触发事件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建立一个简单的系统动力学结构：以固定流量流入一

个存量。当条件“存量达到 100”成立时，事件“关闭流动通道”就会被触发。这个

例子展示了一种我们可以用来连接系统动力学模型和离散模型的方法。 

具体步骤： 

1、创建新模型。 

2、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拖拽一个流量和一个存量到图中并相互连接。

3、单击流量图标，在属性中勾选“常数”选项，在“flow=”一栏中填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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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常规面板，拖拽一个事件到图中并命名为 stockAt100 。

5、单击事件图标，在属性中将触发类型设为条件，在条件一栏中输入代码

stock >= 100，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flow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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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构建并运行程序，观察到存量在达到 100 以后不再发生变化，流量变为

0 。

总结： 

当我们想要控制流量的时候，需要将其设定为常数，这就相当于告诉软件

流量不会被当作一个公式进行持续检验。另一个要注意的事情是事件条件要设

为 stock >= 100 而不能设置为 stock == 100，因为存量是以很小的离散的步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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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因此有可能永远达不到 100 这个整数，stock == 100 这个条件有可能永远

不能成立。 

当事件被触发后会停止对条件的监控，这个默认的行为使我们这个条件在

事件发生后依然成立的模型得以成功运行。如果对条件进行持续监控，那么事

件就会被无限的触发形成回路，使得模拟无法继续进行。 

那么如果我们希望事件在条件达成之后再次被触发要怎么做呢？一个解决

方法是创建一个新事件并命名为 stockBelow100，将条件设置为 stock < 100，在

行为中输入代码 stockAt100.restart();，同时还要在 stockAt100 的行动中添加代码

stockBelow100.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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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8.4 自动关闭长时间不用的设备 

我们将建立一个自动关闭设备的模型，如笔记本电脑一段时间不用就将其关

闭。我们将用两个事件来完成：一个速率事件表示使用者零散的使用情况，另一

个到时事件来关闭设备。每次使用者行为将立刻唤醒设备，一段时间后再次自动

关闭。 

具体步骤： 

1、创建新模型。 

2、打开常规面板，拖拽两个事件到图中，分别命名为 userAction 和 shutdown。

3、单击 userAction 图标，在属性中将触发类型改为速率，在速率一栏中输

入代码 0.1/minute()，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shutdown.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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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 shutdown 图标，在属性中将模式改为用户控制，在到时一栏中输

入代码 10*minute() 

5、打开演示面板，拖拽一个椭圆到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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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击椭圆图标，在外观中将填充颜色改为动态并输入代码

shutdown.isActive() ? limeGreen : gold，将线颜色改为无色。

7、构建并运行模型，观察事件的倒计时以及椭圆颜色变化。

一定要将静

态改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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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模型中的速率事件 userAction 以平均每 10 分钟一次的频率随机发生。

shutdown 是用来做用户控制的 10 分钟到时的事件，这意味着它必须被 restart()

后才能再次被触发。每次事件 userAction 发生后，到时事件 shutdown 都会被激

活。如果它在前一个到时事件结束前发生，那么前一个到时事件就会被取消，而

一个新的到时事件会重新开始。因此当接连两次用户控制时间间隔超过 10 分钟

时，事件 shutdown 只能发生一次。 

代码 minute(), hour(), day()等等被用来脱离实验时间单位的限制。 

代码 shutdown.isActive() ? limeGreen : gold 用来检查事件 shutdown 是否被激

活，并将椭圆填充成相应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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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8.5 在特定日期减缓模拟速度

有时候我们的模型会存在初始化或预热这样一些我们希望在演示中快速略

过的部分。我们可以用事件建立一个演示方案以使得模型以非常快的虚拟时间模

式运行，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恢复到真实的时间模式。 

具体步骤： 

1、创建新模型。 

2、单击面板页面左下角的 符号，选择标准库（老）。

246



3、在标准库（老）面板中按下图拖拽一些图标到图中，并按顺序连接。

4、打开演示面板，用矩形和折线在图上绘制出下图中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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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选新画出的图案，右键单击全选框中任意位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

择分组中的创建组。

6、打开图片面板，添加 3个小人到图中，分别命名为 groupEntity，groupBusy，

groupIdle。分别双击后两个小黑人，在外观中填充颜色改为红色和绿色。

注意要双击留下

交点，否则会报错 

rectangle 

rectangle2 

rectangle1 

rectang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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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击 sourse 图标，在属性中将到达速率改为 0.2，在实体动画图形中选择

groupEntity。 

8、单击 networkEnter 图标，在属性中将网络设置为 network，将入口节点设

置为 rectangle，将速度设置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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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单击 networkMoveTo 图标，在属性中将节点设置为 rectangle2。 

10、单击 networkSeize 图标，在属性中资源列表中添加

networkResourcePool，勾选“发送获取的资源”，将目的地是设为实体，勾选“附

加获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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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单击 delay 图标，在属性中将延迟时间设置为 triangular( 1, 2, 3)，勾选“最

大容量”选项。 

12、单击 networkRelease 图标，在属性中将释放改为所有获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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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单击 networkMoveTo1 图标，在属性中将节点改为 rectangle1。

14、单击 network 图标，在属性中将网络图形组改为 group，取消“隐藏网络

图形”前的勾选。 

15、单击 networkResourcePool 图标，在属性中将容量改为 3，将速度改为

30，将空闲单元动画图形设置为 groupIdle，将繁忙单元动画图形设置为

groupBusy，将归属节点设置为 rectang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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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工程面板单击“Simulation：Main”选项，在模型时间中将执行模式改

为虚拟时间（尽可能快），勾选“使用日历”选项，将开始日期设定为 2010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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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窗口中的展示状态栏中取消“模型时间”、“仿真进度”、“内存”前的

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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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打开常规面板，拖拽一个事件到图中并命名为 slowDown。

19、单击 slowDown 图标，在属性中勾选“使用日历日期”选项，将发生日期

设置为 2010 年 2 月 1 日，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getEngine().setRealTimeMode(true); 

20、构建并运行模型，可以观察到模型飞快的进行第一个月的模拟，之后恢

复到真实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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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用日历定义了模拟开始的日期和事件发生的日期（另一种

方法是在事件的发生时间中输入代码 31*day()）。时间 slowDown 一旦发生会持

续的作用，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事件应用于只发生一次动作的模型中。 

尽管事件被设定为只发生一次，但我们可以通过代码 restart(time)使它再次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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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8.6 产品运输 

我们将建立一个产品运输模型，模型中的产品用一个字符串来定义，运输时

间将被设定为一个下限 2、上限 5、众数 3 的三角分布。用户通过点击按钮来控

制出货。当产品被运输时，我们会将数据写入模型日志。 

具体步骤： 

1、创建新模型。 

2、打开常规面板，拖拽一个动态事件到图中并命名为 Delivery。

3、单击 Delivery 图标，在参数中添加类型为 String 的 product，在行动中输

入代码 traceln(time() + " Delivered " + produc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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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开控件面板，拖拽一个按钮到图中。

单击按钮图标，在属性中将标签改为 Ship，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traceln(time()+" shippingA..."); 

create_Delivery(triangular(2,3,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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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构建并运行模型，多按几次按钮，观察控制台中的模型日志。

总结： 

动态事件 Delivery 有一个字符串类型的参数，这意味着它每次发生都会链接

一个字符串。当我们点击按钮时，一个新的动态事件就会被触发并链接着字符串

“A”。 

让我们将模型再拓展一下，我们将在编辑框中设定更多的产品类型，而不是

仅仅一个“A”，同时我们还将在事件视图中观察动态事件数据。 

注意要在模

型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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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打开控件面板，拖拽一个编辑框到图中。

7、单击按钮图标，在行动中将代码改为 

String product = editbox.getText(); 

traceln(time()+" shipping "+product); 

create_Delivery(triangular(2,3,5),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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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构建并运行模型，在编辑框中输入内容，观察控制台中的模型日志。 

9、在运行框中点击 符号，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事件视图。

10、连续点击几次按钮，观察事件视图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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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代码 getText()的作用是返回一个字符串，所以此时的产品类型是由编辑框中

内容确定。事件视图中会显示当前所有事件的发生时间表。代码 root.Delivery 的

意思是主函数中的处于活动状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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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11.1 使用 txt 文件作为 log 

通过使用 txt 插件可以为模型创建 log 文件，使用 writeToLog(String info)方法可以将字符串写

入 txt 文档中，模型启动前会先检验是否在模型所在文件夹下有 log.txt 文档，如果存在将清

除其中所有内容，如果没有将新建一个名为 log 的 txt 文档。 

模型步骤： 

1. 创建新模型

2. 从资源库中 连接库 中拖入插件 文本文件 ，命名为 log。

3. 属性中设置模式为：写，资源中写入为：log.txt。

4. 从资源库中常规拖入函数，更名为 writeToLog,添加参数 info 类型为 string

5. 在函数体内写入代码：log.printl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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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工程此模型中的 Main，属性窗口启动中写入代码：writeToLog("Log created

on "+(new Date()));

7. 从资源库中常规拖入事件，参数中修改触发类型为速率，我们将使用该事件来创建 log

中的内容

8. 在行动中写入代码：writeToLog(time()+"event occurred");

9. 运行模型

10. 点击停止键终止运行模型，在模型保存文件夹下查看 lo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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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11.2 从文本 txt 文档中读入表函数 

1. 创建新模型

2. 从资源库中 连接库 中拖入插件 文本文件 ，默认不需要修改任何参数。

3. 分隔符处注意，此处列了多种数据分隔符，我们将来要从 txt 文档中读取数值类型数据，

此处要与数据间的分隔一致，后面数据分隔是换行，同行数据用空格分隔，所以此处勾

选行分隔符和空格。

4. 从常规中拖入表函数，默认参数不修改。

5. 从控件中拖入文件选择器。

6. 在文本选择器的属性的行动中写入如下代码：

//设置文件读取对象

file.setFile(value,TextFile.READ);

//读取数据，由于此处数据大小未知，所以选择集合进行数据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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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List<Double>arguments=new ArrayList<Double>(); 

ArrayList<Double>values=new ArrayList<Double>(); 

while (file.canReadMore()){ 

arguments.add(file.readDouble()); 

values.add(file.readDouble()); 

} 

//由于表函数的setArgumentsAndValues方法中参数类型只支持数组型

//将集合数据转换为数组，

int N=arguments.size(); 

double[]args=new double[N]; 

double[]vals=new double[N];  

for (int x=0;x<N;x++){ 

args[x]=arguments.get(x); 

vals[x]=values.get(x); 

} 

//将数组填入表函数

tableFunction.setArgumentsAndValues(args, vals); 

7. 在任何文本 txt 文件中录入如下数值后保存文件名为 data：

0 0 

1 0.15 

2 0.25 

3 0.44 

4 0.58 

5 0.97 

6 0.78 

7 0.61 

8 0.34 

9 0 

8. 运行模型

9. 通过文件选择器选择 data 文件

10. 点击打开文件，表函数中就会读入你文本里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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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1.4 读取 Excel 中不同类型的数据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将从外部 Excel 文件（下图所示）中读取不同类型的数

据，并给模型中的变量、参数、文本、表函数和控件赋值。 

步骤 1：新建模型。点击连接，拖动一个 Excel 文件到 Main中； 

设置文件为“data.xlsx”； 

步骤 2：从常规面板拖入一个变量和一个参数。 

步骤 3：从控件面板拖入一个复选框； 

设置标签为“Checkbox (boolea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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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从演示面板拖入一个文本； 

设置文本为“text shape (String value)”； 

步骤 5：在工程树顶端右击---新建---维度； 

设置第一个维度名称为 Gender，定义为枚举，按下图设置名称和值； 

设置第二个维度名称为 SkillLevel，定义为范围 1-5。 

第一个维度 Gender，

定义为枚举！ 

271



步骤 6：点击系统动力学面板，拖入一个动态变量； 

勾选数组和常数； 

在数组维度中选择 Gender和 SkillLevel。 

步骤 7：从常规面板拖入一个表函数和一个事件。 

第二个维度 SkillLevel，

定义为范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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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回到 Main智能体类型界面； 

在启动时中输入以下代码： 

variable = (int)excelFile.getCellNumericValue( "Sheet1!B2" );  

set_parameter( excelFile.getCellNumericValue( "Sheet1", 4, 2 ) ); 

checkbox.setSelected( excelFile.getCellBooleanValue( 1, 6, 2 ) ); 

text.setText( excelFile.getCellStringValue( "Sheet1!A8" ) ); 

excelFile.readTableFunction( tableFunction, "Sheet1!B10", 10 ); 

excelFile.readHyperArray( hyperarray, "Sheet1!F3", false );  

event.restartTo( excelFile.getCellDateValue( "Sheet1!B21" ) );  

用来存储 Excel 表中数据

的所有系统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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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运行模型，对比模型中变量、参数、表函数和数组的值！ 

步骤 10：打开控件面板，拖入一个按钮； 

在行动栏输入如下代码： 

excelFile.setCellValue( 250, "Sheet1!B23" ); 

excelFile.evaluateFormulas(); 

variable = (int)excelFile.getCellNumericValue( "Sheet1!B2" ); 

把 Excel 中 B23

的值改为 250，

更新公式，重新

给变量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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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重新运行模型，点击按钮，观察 variable 值的变化。 

变量的值从 124，000

变成了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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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1.5 运用 Java reflection 从 Excel 读取模型的参数 
本案例将运用 Java reflection 读取 Excel 文件中的值，通过匹配名称给模型

中的参数赋值。 

下面就是 parameters.xlsx 的第一个工作表 Call center 的表单，A 列用来简单

描述变量，B 列是名称（和模型中参数进行匹配），C 列是取值： 

步骤 1：新建模型，命名为“11.5”，并将 parameters.xlsx 放于同一个文件夹

中； 

步骤 2：从连接面板拖入一个 Excel文件，设置其“文件”为“parameters.xlsx”； 

步骤 3：添加 7 个参数，分别命名为 NumberOfOperators，ServiceTimeMin，

ServiceTimeMode，ServiecTimeMax，CallsPerMinute，AbandonTimeMin，

AbandonTimeMax； 

一定要设置 B列单元

格为文本格式！ 

类型为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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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打开 Main 属性页，在“启动时”输入如下代码： 

Class c=getClass(); 

String sheet="Call center"; 

int colnames=1; 

int colvalues=1; 

while(!excelFile.getCellStringValue(sheet,1,colnames).equals("Name")) 

     colnames++; 

while(!excelFile.getCellStringValue(sheet,1,colvalues).equals("Value")) 

     colvalues++; 

int row=2; 

while(excelFile.cellExists(sheet,row,colnames)){ 

     String name=excelFile.getCellStringValue(sheet,row,colnames); 

     try{ 

java.lang.reflect.Field f=c.getField(name); 

java.lang.reflect.Method m; 

String methodname="set_"+name; 

Class<?>fc=f.getType(); 

if(fc.equals(int.class)){ 

m=c.getMethod(methodname,int.class); 

m.invoke(this,(int)excelFile.getCellNumericValue(sheet,row,colvalues));

}else if(fc.equals(double.class)){ 

m=c.getMethod(methodname,double.class); 

m.invoke(this,excelFile.getCellNumericValue(sheet,row,colvalues));

}else if(fc.equals(String.class)){ 

m=c.getMethod(methodname,String.class); 

m.invoke(this,excelFile.getCellStringValue(sheet,row,colvalues));

}else if(fc.equals(boolean.class)){ 

m=c.getMethod(methodname,boolean.class); 

m.invoke(this,excelFile.getCellBooleanValue(sheet,row,colvalues));

}else{ 

error("This parameter type cannot be read from Excel:"+fc); 

  } 

}catch(Exception e){ 

error("Could not setup the parameter:"+name+"because of:\n"+e); 

} 

row++; 

     } 

步骤 5：打开流程建模库，建立下图所示简单的流程图，并照下图修改各个控件

的属性； 

在模型启动时，把 Excel

单元格的值赋给模型里

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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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流程图。 

修改 incomingCalls 的

属 性 ， 指 定 参 数

CallsPerMinute 为到达

速率 

修改 operators 的属性，指定参数

NumberOfOperators为资源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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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运行模型，观察参数值。 

用参数表示 service的延迟时间 

勾选此选项，允许到时离开队列，并用

参数表示“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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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1.6 在 Excel 中以图表形式展示模型输出结果

本案例将首先建立一个简单的传染病传播，系统动力学模型，然后把运行结

果输出到 Excel 中。 

步骤 1：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选中 A1:B50,点击“插入”-“折线图”，修改标

题为“Infectious people”。关闭 Excel，另存为“output.xlsx”； 

步骤 2：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建立下图所示模型，按照图示修改存量和流量的

属性； 

=10000 =7 
=0.0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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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打开“连接”面板，拖入一个 Excel 文件。设置“文件”为 output.xlsx； 

步骤 4：打开“分析”面板，拖入一个数据集。修改垂直轴值为 Infectious，自动

更新数据，显示最多 50 个样本，复发时间为 2； 

步骤 5：打开 Main 的属性页，在“销毁时”中输入如下代码： 

excelFile.writeDataSet(dataset,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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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从工程树点击打开 Simulation 的属性页。设置在指定时间停止，停止

时间为 100，时间模式为虚拟。 

步骤 7：运行模型。保证 output.xlsx是关闭状态！结束后，关闭运行窗口。打

开 output.xlsx文件，会出现输出的数据和图表！ 

当模型运行结束时，向

Excel 文件中写入数据集

“dataset”的值，从第一

行第一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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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1.7 利用 ResultSet 从数据库载入数据

我们将应用 Anylogic 的 database 和外部的数据库建立连接，并且执行一些

查询，并对查询结果进行筛选。 

步骤 1：建立一个下图所示的数据库文件“Stores and Sales.accdb”，包含两

张表“SalesByYear”和“StoreLocation”。 

步骤 2：建立一个新模型。 

步骤 3：打开连接面板，向 Main中拖入一个数据库； 

修改名称为 StoresAndSales； 

选择文件“Stores and Sales.accdb”； 

保持勾选“启动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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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打开控件面板，拖入一个按钮； 

修改标签为“Select whole table”； 

在行动中输入如下代码： 
ResultSet rs=StoresAndSales.getResultSet("SELECT*FROM StoreLocation"); 

while(rs.next() ){ 

traceln(rs.getString("Store")+":"+rs.getString("City")+","+rs.getString("State")); 

   } 

步骤 5：运行模型。点击按钮，打开控制台观察输出！ 

在运行时，数据

库下方会显示

“已连接”！ 

在 控 制 台 显 示 “ Store 

Location”表中的所有数据 

控制台应该显

示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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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点击连接面板，拖入一个“查询”； 

修改名称为“HighRevenueIn2011InTexas”； 

在查询-SQL 中输入代码： 
SELECT SalesByYear.Store,Sales,City 

FROM SalesByYear INNER JOIN StoreLocation ON SalesByYear.Store= 

StoreLocation.Store 

WHERE Year=2011 AND Sales>100000 AND State='Texas' 

步骤 7：从控件面板拖入一个按钮； 

修改标签为“Select highest TX revenues in 2011”； 

在行动中输入： 
traceln("\nStores with revenue>100,000 in 2011 in Texas\n"); 

ResultSet rs=HighRevenueIn2011InTexas.execute(); 

while(rs.next() ){ 

  traceln(rs.getString("Store")+":"+rs.getDouble("Sales")+ 

    "in"+rs.getString("City")); 

}

匹配两张表的 Store值，并删选出 Year=2011，

Sales>100000，State=’Texas’的 Store、

Sales、City值！ 

在控制台以一定格式显

示符合查询条件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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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再次运行模型； 

点击按钮“Select highest TX revenues in 2011”； 

观察控制台显示。 

点击按钮，就可以执

行筛选功能！ 

此时控制台应该如

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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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1.8 由数据库参数化建立智能体人口

我们将根据下图所示的数据库“Truck Fleet.accdb”的两张表，首先匹配两

张表中的 TruckID，为每个能匹配到的 Truck 创建智能体，根据不同的 Type 为每

个 Truck 指定不同的动画图形，根据 X、Y 为它们指定坐标。 

步骤 1：新建模型。点击演示面板，拖入一个图像； 

添加图像“美国地图.jpg”； 

设置坐标为（0，0），大小为 8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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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点击常规面板，添加智能体； 

Step2：智能体类型名称为“Truck”，智能体群名称为“fleet”； 

Step5：初始智能体数为 0；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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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打开 Main属性页，去除“其他智能体环境”中的“fleet”勾选。 

步骤 4：点击 fleet 的属性页，勾选“高级”中的“Show presentation”。 

fleet 不放置在任何

智能体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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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点击打开 Truck 界面； 

向其中拖入 4个参数：id，type,x和 y； 

步骤 6：点击打开图片面板； 

向 Truck界面中依次拖入“货车”，“货车 2”和“卡车”； 

在 lorry的“可见”中输入：type.equals("MB Vario")； 

在 lorry2的“可见”中输入：type.equals("VW Crafter")； 

在 truck的“可见”中输入：type.equals("SCANIA R500")； 

设置三个图片组的位置都为（x，y）。 

string类型！ 

double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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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点击演示面板； 

向 Truck中继续添加一个文本； 

设置“文本”为 id； 

位置为（x+1,y+1）； 

根据 Truck 的 type

指定不同的演示图

片！并且根据外部

数据库的实际位置

指定图片的坐标！ 

将 id 显示在对应

Truck图形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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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回到 Main页面； 

点击“连接”，拖入一个数据库； 

命名为 TruckFleetDB，勾选“启动时连接”； 

选择文件“Truck Fleet.accdb”。 

步骤 9：从连接面板，继续向 Main中添加一个查询； 

选择数据库“TruckFleetDB”； 

在查询—SQL 中输入图中代码； 

勾选数据填充中的“每一行增加”—“智能体”； 

指定智能体群为 fleet； 

勾选“启动时执行”； 

如图输入参数/字段和列。 

 

 

在数据库 TruckFleetDB 中

执行查询操作！ 

匹 配 两 张 表 的

TruckID！ 

每查询到一个数据记录，

就向智能体群 fleet 中增

加一个智能体，并把相应

的值赋值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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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运行模型，观察图像分布！ 

293



Example11.9 把仿真运行结果导入到数据库表格中

我们将建立一个简单的流程模型，运行一段时间，然后把数据输出到数据库

Output Data.accdb 中。这个数据库包含两张表，如下图所示。 

主要输出的数据包括： 

1、资源集 server 的平均利用率； 

2、每一个实体的 ID、进入系统的时间、离开系统的时间。 

步骤 1：新建模型，在 Main面板中利用标准库（旧版）建立下图所示简单模型； 

 设置 server的容量是 2，并勾选启用统计。 

文本 浮点数 

整数 浮点数 浮点数 

勾选此选项，允许对

server 进行数据统计！ 

294



步骤 2：点击仿真实验属性页，设置执行模式为虚拟时间； 

在指定时间 1000停止运行。 

步骤 3：从连接面板，拖入一个数据库到 Main 中； 

命名为“OutputDB”，设置文件为“Output Data.accdb”。 

步骤 4：打开 Main智能体类型页面，在销毁时输入图示代码。 

在 MainMetrics 表的 Transactions 

processed 对应的 MetricValue 中导

入 sink 的总实体数，在 Server 

utilization 相应的地方输入 server

的平均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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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运行模型，停止运行后按终止按钮； 

打开 Output Data 数据库，观察表 MainMetrics 中的数据。 

 

 

步骤 6：回到 Main智能体类型，在启动时输入以下代码。 

步骤 7：打开 source的属性页，在离开时中输入图示代码。 

模型运行结束后，一定

要按终止执行按钮，才

会输出数据！ 

在每次模型启动前，先

清除 Log表中的数据！ 

向 Log表中依次输入 entity的 hashCode、

当前时间、0，这里的 0 只是一个符号，

下面会有数据更新替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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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打开 sink的属性页,在进入时中输入以下代码： 

OutputDB.modify( "UPDATE Log SET TimeExited = " + time() 

+ " WHERE TransactionID = " + entity.hashCode() ); 

步骤 9：重新运行模型，运行结束后按终止按钮； 

打开数据库中的 Log表，观察数据。 

用 entity出系统的时间，更新 Log

表中的 TimeExited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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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1.10 在输入数据库之前预编译 

前一个例子中，我们发现模型运行所需要的时间变长了。这是因为数据库把

每一次需求都看成新的，因为每次的结果是以字符串的形式提交的，都需要解析

和编译。可以在模型启动时对数据库进行预编译，然后用特定的参数来执行准备

好的语句。下面的操作是在 Example11.9 的基础上实现的。 

步骤 1：打开 Example11.9 建立的模型，从常规面板拖入两个变量，命名为

insertRecord 和 updateRecord； 

设置变量的类型为 java.sql.PreparedStatement。 

步骤 2：打开 Main智能体类型，修改启动时的代码为： 
OutputDB.modify( "DELETE FROM Log" ); 

try{ 

   Connection con=OutputDB.getConnection(); 

   con.setAutoCommit(false); 

   insertRecord=con.prepareStatement("INSERT INTO Log VALUES(?,?,0)"); 

   updateRecord=con.prepareStatement("UPDATE Log SET TimeExited=?WHERE 

TransactionID=?"); 

  }catch(SQLException ex){ 

    error(ex.to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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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修改销毁时中的代码： 

try{ 

  Connection con=OutputDB.getConnection(); 

  OutputDB.modify( "UPDATE MainMetrics SET MetricValue = " + sink.count()+ " 

WHERE Name = 'Transactions processed'" ); 

  OutputDB.modify( "UPDATE MainMetrics SET MetricValue = " + 

server.statsUtilization.mean() + " WHERE Name = 'Server utilization'" ); 

  con.commit(); 

  con.setAutoCommit(true); 

 }catch(SQLException ex){ 

    error(ex.toString()); 

 } 

步骤 3：打开 source的属性页，在离开时输入代码： 
try{ 

  insertRecord.setInt(1,entity.hashCode()); 

  insertRecord.setDouble(2,time()); 

  insertRecord.executeUpdate(); 

}catch(SQLException ex){ 

  error(ex.to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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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打开 sink的属性页，编辑进入时的代码： 
try{ 

  updateRecord.setDouble(1,time()); 

  updateRecord.setInt(2,entity.hashCode()); 

  updateRecord.executeUpdate(); 

}catch(SQLException ex){ 

  error(ex.to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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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1.11 剪贴板操作

我们将创建一个折线图，它会动态改变形状。之后先建立一个按钮，拷贝当

前折线的点坐标到剪贴板上。还有一个按钮用来检查剪贴板上是否有文本，如果

有就把这些内容加载到模型中，并显示在屏幕上。 

步骤 1：新建模型，打开 Main智能体类型； 

在高级 Java----导入部分，输入代码： 
import java.awt.datatransfer.*; 

步骤 2：打开演示面板，在 Main中绘制一条折线； 

打开折线的属性页，如图编辑选项。 

加载安装包中和剪贴板

相关的所有 Java 类！ 

动态改变折线的 X和 Y坐

标，从而改变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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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打开控件面板，拖入一个按钮； 

修改标签为“Copy”； 

在行动栏输入代码： 

String s = "Polyline points:\n"; 

for( int i=0; i<polyline.getNPoints(); i++ ) 

s += (int)polyline.getPointDx( i ) + ", " + (int)polyline.getPointDy( i ) 

+ "\n"; 

copyToClipboard( s ); 

步骤 4：从演示面板拖入一个文本，置于图形的下方； 

修改“文本”为“<pasted text>”。 

步骤 5：从控件面板拖入一个新的按钮； 

修改标签为“Paste”； 

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把折线的坐标关联到字

符串，并拷贝到剪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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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edText.setText( "" ); 

Clipboard clipboard = 

java.awt.Toolkit.getDefaultToolkit().getSystemClipboard(); 

Transferable contents = clipboard.getContents(null); 

if( contents == null ) { 

pastedText.setText( "The clipboard is empty" ); 

} else if( ! contents.isDataFlavorSupported( DataFlavor.stringFlavor ) ) { 

pastedText.setText( "The clipboard does not contain data in text format" ); 

} else {  

try { 

pastedText.setText( (String)contents.getTransferData( DataFlavor.string

Flavor ) ); 

} catch( Exception ex ) { 

pastedText.setText( ex.toString() ); 

} 

} 

步骤 6：运行模型，在任意运行时刻，先按住 Copy 按钮，再按住 Paste 按钮，

就会出现折线的各个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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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的 4 个点坐标展示

在屏幕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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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1 产品价格变动图形演示

在此案例中，我们将用文本和一些图形来建立一个产品价格变动演示。价格

本身是由一个随机变动的变量仿真的。为了展示价格变动，我们再引入另外一个

变量。价格的动态变化由一个事件来驱动。 

步骤 1：新建模型；从常规面板拖入一个变量，命名为 price，设置初始值为 100。 

步骤 2：Ctrl+拖曳，复制出一个拥有和 price 变量一样属性的变量，命名为

lastDayPrice。  

步骤 3：从常规面板向 Main中拖入一个事件； 

命名为 dailyChange； 

设置为到时，循环触发，复发时间为 1； 

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lastDayPrice = price; 

price += uniform_discr(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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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运行模型，观察变量 price的变化图。 

步骤 5：从演示面板，向 Main中添加两个折线图； 

设置第一个折线的填充颜色为 forestGreen，第二个的颜色为 red； 

勾选两个折线的闭合选项； 

在第一个折线的可见栏输入：price > lastDayPrice；

在第二个折线的可见栏输入：price < lastDay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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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折线图一上一下，叠

加放置！两个折线图都只

有三个点。 

当 price 大于 lastDayPrice 时，

显示绿色折线！勾选闭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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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从演示面板，拖入一个文本； 

在“文本”栏输入代码： 
( price > lastDayPrice ? "+" : "" ) + ( price - lastDayPrice ) 

    在颜色栏输入代码： 

price < lastDayPrice ? red : forestGreen 

设置字体大小为 20磅，加粗显示。 

步骤 7：运行模型，观察文本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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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2 电梯门开/闭动画演示 

我们将创建电梯门的动画演示。电梯门的开闭过程用状态图模拟，共有四种

状态：开着、关闭、开门进行中、关门进行中。用两个矩形作为电梯门的动画图

形。 

已知条件如下： 

1）电梯刚开始处于关闭状态； 

2）2 分钟之后电梯自动开始开启； 

3）开电梯需要 0.5 分钟； 

4）电梯保持开启状态 2 分钟，就会开始关闭； 

5）关闭电梯需要 0.5 分钟。 

阶段一：创建电梯开/闭状态图 

阶段 1.步骤 1：新建模型；打开状态图面板，建立如图简单的状态图； 

显示各个状态和变迁的，名称。 

阶段 1.步骤 2：设置四次变迁的触发方式都为到时触发； 

StartOpening 和 StartClosing的到时为 2； 

OpeningCompleted 和 ClosingCompleted 的到时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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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二：为电梯门建立动画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会为电梯门指定动画（矩形），矩形的宽度随着电梯的

运动而改变。左右两个电梯的宽度在运动中是匀速变化的，例如在 opening 状态

时，与剩余时间 OpeningCompleted.getRest()成反比；在 closing 状态时，与

ClosingCompleted.getRest()成正比。所以在矩形的宽度中，我们用与这两个参数

相关的代码表示。 

已知条件如下： 
1）左右两个电梯完全关闭时宽度都是 50； 

2）左右两个电梯完全打开时宽度都是 0； 

3）电梯门高度是 100； 

4）开、闭过程中电梯横向运动是匀速的。 

阶段 2.步骤 1：打开演示面板，拖入两个矩形； 

要显示变迁的名称，必须

勾选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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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2：设置左边一个矩形的名称为 leftDoor； 

位置为（450，50），高度为 100； 

在宽度中输入图示代码。 

电梯处于 Closed 状态时，宽度是

50；Open 状态时是 0；Opening 和

Closing 状态时，与下一个变迁剩

余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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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步骤 3：设置右边一个矩形的名称为 rightDoor； 

位置为 X= 500 + ( 50-leftDoor.getWidth() )，Y=50； 

高度为 100； 

宽度= leftDoor.getWidth()。 

阶段 2.步骤 4：运行模型，观察不同状态下电梯门的动画变化。 

 

 

 
 

右边电梯的宽度与左边相同，X

坐标用与宽度相关的代码表示！ 

1.刚开始运行时，电梯正处于

Closed状态，StartOpening 变迁

还有 0.675 分钟，此时电梯门动

画显示处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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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会儿之后，电梯处于 Opening 状

态，OpeningCompleted变迁还有 0.025

分钟，此时电梯门动画显示即将完全

打开！ 

3.此时电梯在 Open 状

态，电梯门完全打开，

屏幕上动画消失！ 

4.此时电梯在 Closing 状态，

电梯门正在关闭！还有 0.185

就重新进入 Closed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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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3 货币存量动画

我们将建立一个简单的系统动力学图：只有一个存量 Money，一个流入流量

Income，一个流出流量 Expenses。存量 Money 的动画是一个标有$的袋子。而且

袋子的大小也会随着存量 Money 的值变化。 

步骤 1：新建模型；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建立如下图的存量和流量图。 

步骤 2：设置 Money 的默认值为 1000。 

步骤 3：设置流量 Income=500 + 500 * sin( time() )。 

Income随着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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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设置流量 Expenses= 500 + 500 * cos( time()/2 )。 

步骤 5：从演示面板，绘制一个袋子形状的曲线； 

设置曲线的线颜色和填充颜色。 

步骤 6：从演示面板，继续拖入一个文本； 

设置文本为“$”； 

颜色为 yellow，字体为 SansSerif，大小为 72磅，加粗。 

Expenses 随着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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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选中曲线和文本，右击分组---创建组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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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打开 group 的属性，设置 X比例为 Money/1000，Y比例为 Money/1000。 

步骤 9：运行模型，观察图形大小的变化。 

图形组的大小随着 Money

的大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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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4 导弹攻击动画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将用两张不同的图片来模拟导弹在战斗时和击中目标时

不同的形态。仅仅在图像的层次上显示导弹的攻击过程。这两幅图像最好具有相

同的属性。 

步骤 1：新建模型；打开常规面板，拖入一个事件； 

修改名称为“hitTarget”，触发类型为到 50发生一次。 

步骤 2：从演示面板拖入图像； 

添加两个图像，一个是导弹，一个是爆炸图像； 

设置图片位置是（100，150）； 

大小是 100*100； 

在高级---图像索引，输入代码： 

hitTarget.isActive() ?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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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点击 image，右击---分组---创建组。 

步骤 4：打开 group 组的属性页； 

在 X中输入代码： 

500 * ( hitTarget.isActive() ? ( 1 - hitTarget.getRest() / 50 ) : 1 ) 

设置 Y=150； 

在 X比例中输入代码： 

hitTarget.isActive() ? 1 : 1 + ( time() - 50 ) / 10 

     在 Y比例中输入代码： 

group.getScaleX() 

Income随着时间变化！ 

当 hitTarget 事件已经

发生时，显示爆炸图片，

否则显示导弹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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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点击演示面板中的直线； 

在 Main中绘制一个直线，起点是（550，50），终点是（550，250）。 

导弹沿着 X 轴方向移动，当击中

目标时，X坐标是 500，开始的坐

标是（0，150）；事件发生时，导

弹的图形随着时间越变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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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运行模型，观察图像变化。 

当目标被击中前，显示的

是导弹图形！ 

目标被击中时，显示

了爆炸图形！ 

爆炸图形随着运行时

间，变大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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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5 电影院座位图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将用重复功能画出电影院的座位布局。我们先汇出一个

座位，然后将它重复。每次复制出来的座位的坐标是不同的。在这个案例中，我

们只画出了座位静态图。之后的案例中，我们会继续加入人工选座的动画操作。 

步骤 1：新建模型；打开演示面板，绘制一个有三个点的折线。 

步骤 2：打开折线的属性页； 

设置线颜色为 teal，填充颜色为 limeGreen； 

线宽为 6pt； 

X=100 + 50 * ( index % 10 )； 

Y=100 + 50 * ( index / 10 )； 

设置高级---重复，为 5。 

折线是上开口的！ 

因为重复 50 次，index 取值就是

【0,49】, index % 10 的取值就是

｛0,1,2…8,9｝，index / 10 的取值

就是｛0，1，2，3，4｝，座位一共有

10*5=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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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运行模型。 

步骤 4：打开演示面板，拖入两个文本。 

步骤 5：打开上方的那个文本的属性页； 

在文本中输入 index+1； 

设置颜色为 teal，大小为 12磅； 

X= 115 + 50 * index； 

设置高级---重复，为 10。 

出现了 50 个形状

一样的座位图！ 

文本一个放在座位图

的上方，一个在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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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打开左方的那个文本的属性页；在文本中输入 index+1； 

设置颜色为 teal，大小为 12磅； Y= 105 + 50 * index； 

设置高级---重复，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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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重新运行模型。 

每一个座位都有对应

的排和列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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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6 电影院选座动画

我们将接着上一个案例，假设座位图显示在电影院售票人员的工作屏幕上。

当有顾客选择某个座位时，工作人员点击相应的座位图，就会从绿色变成红色。 

步骤 1：打开 Example12.5 的模型； 

打开常规面板，拖入一个变量； 

修改变量名称为 sold，类型为 boolean[]，初始值为 new Boolean[50]。 

步骤 2：点击打开折线的属性页，修改部分属性； 

在填充颜色中输入：sold[index] ? red : limeGreen； 

在高级---点击时，输入：sold[index] = true;。 

 

 

 

建立一个大小是 50

的布尔型数组变量！

刚开始是空集合。 

在点击座位图时，把它相

应的 index 加入到 sold

数组中！ 

如果座位已经在 sold 集

合中，就显示红色，未销

售的就显示 teal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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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重新运行模型。 

初始状态，所有座位都是

teal色的。点击 sold数组，

所有元素都是 false。 

用鼠标随意点击几个座位，

这些座位都会显示红色。同

时，sold 数组中的对应元

素会变成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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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7 画出花的图案

这个案例仅仅用来娱乐，主要是熟悉重复功能的应用。首先要画出一个花瓣

还有花芯，然后应用重复和旋转功能，画出完整的花。 

步骤 1：打开演示面板，绘制一个如图所示的曲线作为花瓣； 

步骤 2：编辑曲线 curve 的属性； 

勾选闭合选项； 

设置线颜色为 thistle，填充颜色为 darkViolet； 

步骤 3：在高级选项中，选择手动设置控制点。 

花瓣的中心 X 坐标是

200，最下边那个点的 Y

坐标稍微小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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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点击 curve 曲线，右击选择“使用指导线编辑”； 

利用指导线调整曲线的位置。 

步骤 5：点击曲线，右击选择创建组 group； 

设置组的位置为（200，200）。 

步骤 6：打开演示面板，拖入两个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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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设置第一个椭圆的填充颜色为 red； 

类型为圆圈，位置为（200，200），半径为 30。 

步骤 8：设置第二个椭圆的填充颜色为 gold； 

类型为圆圈，位置为（200，200），半径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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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打开 group 属性页； 

设置旋转，弧度为 index * PI / 6； 

设置高级---重复为 12。 

步骤 10：运行模型。 

一共有 12片花瓣，

每两个花瓣之间角

度是 P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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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打开 group的属性页； 

修改旋转，弧度为 index * PI / 6 + time()。 

步骤 12：打开 curve的属性页； 

编辑 Y=-40 - 10 * time()。 

步骤 13：重新运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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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运行时间越长，

花瓣的旋转弧度越

大，离开花芯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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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8 产品投资气泡图

这个案例中，我们将用重复的图形建立动态变化的气泡图。这个可以用来分

析一个公司的业务单元和产品线。模型中假设对于每一个产品，我们已知： 

 相关市场份额 RelativeMarketShare

 业务增长率 BusinessGrowthRate

 收入 Revenue

我们将使用 Java 类 Product，它有三个字段，还有一个集合 Products。模型

的动态将用一个循环事件实现，增加新的产品、修改已有产品的属性。 

步骤 1：打开演示面板，绘制一个矩形； 

设置填充颜色为不填充； 

位置为（250，50），宽度=400，高度=400。 

步骤 2：从演示面板，打开绘制两条直线，把矩形分成四等分； 

横着的那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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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从演示面板拖入下图所示的 6个文本。 

竖着的那条直线！ 

在属性页中设置旋

转 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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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在工程树顶端，右击选择新建 Java类； 

名称为 Product，点击下一步 

在类字段中输入下图所示的三个 double 类型的字段； 

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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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从常规面板拖入一个集合；把它放置在（50，100）； 

名称为 Products，集合类为 ArrayList,元素类为 Product。 

步骤 6：从常规面板拖入一个事件；把它放置在（50，50）； 

设置触发类型为到时循环，首次发生时间为 0，复发时间为 1； 

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for( Product p : products ) 

p.Revenue *= uniform( 0.9, 1.1 );

if( randomTrue(0.2) ) 

products.add( 

new Product( uniform( 0.3, 0.9 ), uniform( 0.2, 0.8 ), 

uniform( 10, 3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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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运行模型，打开 Products集合观察元素变化。 

在每一个时间单位

里，以 20%的概率向

集合 Products中增

加一个新产品，并

在一定范围内随机

产生产品的三个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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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打开演示面板，拖入一个椭圆； 

设置填充颜色和线颜色都是 mediumPurple； 

类型为圆圈； 

X=400 - 400 * products.get( index ).RelativeMarketShare； 

Y=400 - 400 * products.get( index ).BusinessGrowthRate； 

半径=products.get( index ).Revenue； 

步骤 9：右击 oval，选择新建组 group； 

设置组的位置（250，50）。 

当产品数量增加时，气泡数变多；收入

越 大 的 气泡 半 径越大 ； 市 场份 额

RelativeMarketShare越高的，位置越靠

左；业务增长率 BusinessGrowthRate 越

大的越靠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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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运行模型，观察气泡的位置和大小。 

340



Example12.9 用颜色展示状态图的当前状态

这个案例中，我们将用 setFillColor()方法，当状态之间开始变化时，改变图

形的填充颜色。这个模型中的状态图只有三种状态：Addreaable、OurClient、

CompetitorsClient。我们会绘制一个简单的表示消费者 consumer 的图形，然后在

进入每个状态时改变它的填充颜色。 

步骤 1：打开演示面板，用曲线绘制一个下图所示的图像； 

设置线颜色为无色，填充颜色为 silver； 

步骤 2：右击 curve 曲线，选择使用指导线编辑；调整曲线的位置。 

341



步骤 3：打开状态图界面，绘制下图所示的状态图。 

步骤 4：设置 Addreaable 下面的变迁属性：触发于速率，速率为 1。 

步骤 5：设置左边分支的变迁属性：条件，randomTrue(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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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设置右边分支的变迁属性：默认。 

步骤 7：设置 OurClient 后面的变迁属性：触发于速率 1。 

步骤 8：设置 CompetitorsClient 后面的变迁属性：触发于速率 1。 

步骤 9：打开 OurClient 状态； 

在进入行动中输入：curve.setFillColor( royalBlue ); 

进入 OurClient 状态时，

curve 的 填 充 颜 色 是

royal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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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打开 CompetitorsClient 状态； 

在进入行动中输入：curve.setFillColor( orangeRed ); 

步骤 10：运行模型，观察 curve填充颜色的变化。 

进入 CompetitorsClient

状态时，curve 的填充颜色

是 orangeRed！ 

CompetitorsClient

状态时，curve 的填

充颜色是 orangeRed！ 

OurClient 状态时，curve

的填充颜色是 royal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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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10 显示/隐藏注释

这个案例中，我们将创建动态注释，它在点击某个图形时会显示，同时在点

击关闭按钮时会消失。这些构建会让模型更加用户友好，用户可以更快地了解到

模型中某个部分的功用。注释通常是一组图形，我们将动态改变它的坐标、文本

内容和可视性。 

步骤 1：打开演示面板，用折线绘制一个下图所示的图形； 

勾选闭合选项； 

设置填充颜色为 knaki，线颜色为 darkKhaki。 

步骤 2：从演示面板拖入两个文本，放置于图示位置。 

步骤 3：设置左上角的文本的名称为 calloutText； 

在文本栏中输入：Callout Text； 

设置颜色为 black，大小为 11磅，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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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打开右下角文本的属性页； 

在文本栏中输入：Close； 

设置颜色为 blue，大小为 11磅，加粗。 

步骤 5：点击全选折线和两个文本，右击分组---创建组； 

文本的名称一定要修

改，下面会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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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修改新建的组的名称为 callout，位置为（0，0）。 

步骤 7：重新打开 text1 的属性页； 

在高级选项中，“点击时”输入代码：callout.setVisible( false ); 

步骤 8：从演示面板拖入一个椭圆； 

设置名称为 redCircle，填充颜色为 orangeRed； 

类型为圆圈，半径为 20，位置为（100，150）； 

组的名称一定要修改，

下面会有引用！ 

在点击 close文本时，

callout 组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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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打开 redCircle 的高级选项； 

在点击时输入代码： 

calloutText.setText( "The red circle" ); 

callout.setPos( redCircle.getX(), redCircle.getY() ); 

callout.setVisible( true ); 

步骤 9：Ctrl+拖，复制出一个新的圆圈； 

修改名称为 violetCircle，填充颜色为 darkViolet； 

修改位置为（250，90）； 

在点击时中输入： 

点击红色圆圈时，显示文本

"The red circle" ， 注 释

callout 的位置和圆圈的位

置一样，注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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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outText.setText( "The violet circle" ); 

callout.setPos( violetCircle.getX(), violetCircle.getY() ); 

callout.setVisible( true ); 

步骤 10：运行模型。 

点击紫色圆圈时，显示文本

"The violet circle"，注释

callout 的位置和圆圈的位

置一样，注释可见！ 

运行的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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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紫色圆圈时，

出现图示的注释！ 

点击红色圆圈时，

出现图示的注释！ 

点击 Close时，注

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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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11 从文本文档中读取图形

模型中的图形构建，有的时候是从外部文件读取的。模型启动的时候读取这

个外部文件，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使用构建的图形。这个案例中，我们将学习如何

从 text 文件中读取图形相关数据，并建立相关的图形。 

本例中用到的 text 文件如下图所示： 

步骤 1：打开连接面板，拖入一个文本文件； 

设置文件为“TextFileWithGraphics.txt”； 

模式为“读”，分隔符为行分隔符和空格。 

text 文 件 的 文 件 名 为

“TextFileWith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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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点击 Main智能体类型属性页，在启动时输入代码： 
while( file.canReadMore() ) { 

String shape = file.readString(); 

if( shape.equals( "LINE" ) ) { 

ShapeLine line = new ShapeLine(); 

line.setColor( dodgerBlue ); 

line.setLineWidth( 4 ); 

line.setX( file.readInt() ); 

line.setY( file.readInt() ); 

line.setEndX( file.readInt() ); 

line.setEndY( file.readInt() ); 

presentation.add( line ); 

} else if( shape.equals( "CIRCLE" ) ) { 

ShapeOval oval = new ShapeOval(); 

oval.setFillColor( white ); 

oval.setLineColor( dodgerBlue ); 

oval.setLineWidth( 4 ); 

oval.setX( file.readInt() ); 

oval.setY( file.readInt() ); 

int r = file.readInt(); 

oval.setRadius( r ); 

presentation.add( oval ); 

} 

} 

当读取的文件图形是 Line，第一列

是起点 X坐标，第二列是起点 Y坐

标，第三列是终点 X坐标，第四列

是终点 Y坐标。所有直线的颜色都

是 dodgerBlue，线宽 4。 

当读取的文件图形是 Circle，第

一列是圆心的 X坐标，第二列是圆

心的 Y坐标，第三列是半径。所有

圆的填充颜色都是 white，线颜色

都是 dodgerBlue，线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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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运行模型。 
模型运行过程中，根据读取

的文件中数据画出了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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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12 找出所有红色圆圈

我们将遍历模型中演示组里的所有图形，找出所有红色圆圈，并把它们加入

到集合中。 

步骤 1：打开演示面板，随意画出一些下图所示的图形。 

步骤 2：打开常规面板，拖入一个集合； 

修改名称为 redCircles，ArrayList 集合类，ShapeOval元素类。 

步骤 3：打开 Main属性页，在启动时输入代码： 

for( int i=0; i<presentation.size(); i++ ) { 

Object o = presentation.get(i); 

if( o instanceof ShapeOval ) { 

ShapeOval oval = (ShapeOval)o; 

if( oval.getFillColor() == red ) 

redCircles.add( ova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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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运行模型。 

点击 redCircles集合，可以看到

所有红色圆圈都在集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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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13 改变红色圆圈的大小

在 Example12.12 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按钮改变红色圆圈的大小。 

步骤 1：打开控件面板，拖入一个按钮； 

修改标签为“+”； 

在行动中输入代码： 

for( ShapeOval circle : redCircles ) { 

circle.setRadiusX( circle.getRadiusX() * 1.1 ); 

circle.setRadiusY( circle.getRadiusY() * 1.1 ); 

} 

步骤 2：点击 button，Ctrl+拖； 

改变标签为“-”，在行动中把 1.1改为 0.9。 

对所有的红色圆圈，点击按钮时，

把它们的半径变成 1.1 倍。 

对所有的红色圆圈，点击按钮时，

把它们的半径变成 0.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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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运行模型，分别点击两个按钮，观察红色圆圈大小的变化。 

1.运行初始状态。

2.点击“+”按钮时，

红色圆圈尺寸变大！ 

3.点击“-”按钮时，

红色圆圈尺寸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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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14 为任意数量的物体选择合适的颜色

假设模型中有一些相似的物体，我们希望用合适的颜色来展示它们。

spectrumColor( index, period )方法可以返回在光谱中一定范围内平均分布的颜色。 

步骤 1：打开演示面板，用折线绘制如图所示的五角星。 

步骤 2：勾选折线的闭合选项； 

线颜色为 black，填充颜色为 spectrumColor( index,10 )； 

设置 X= 100 + index * 50，Y=70; 

在高级选项中，设置重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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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运行模型。 

10 个图形被自动填充

了合适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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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15 用透明图形标记覆盖范围

我们将用半透明的圆圈，在美国地图上标记出几个城市的覆地范围。 

步骤 1：打开演示面板，拖入一个图像； 

选择图像“USA map.jpg” 

步骤 2：打开演示面板，绘制如图所示的 8个圆圈； 

调整它们的位置和大小。 

分别标记出了纽约，芝加哥，

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奥兰

多，华盛顿，波斯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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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Ctrl+选择 8个圆圈； 

打开填充颜色选择面板，选择右上角的红色； 

把透明度滑块调整到 100的位置； 

线颜色为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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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16 用颜色的深浅表示人口密度的变化
在 Example12.15 的基础上，我们将用 lerpColor()来实现线颜色的改变，从而

表示出美国人口迁移引起的人口密度的改变。底图是美国地图，由许多州的图形

组成。我们只考虑到两个州：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假设它们之间发生人

口迁移。 

步骤 1：打开系统动力学面板，向 Main中添加如下图所示的动力学图。 

步骤 2：设置 PopulationCA 存量的初始值为 36756666。 

步骤 3：设置 LandAreaCA 动态变量的值为 155959，勾选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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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设置 DensityCA=PopulationCA / LandAreaCA，创建链接。 

步骤 4：设置流量 Migration=PopulationCA / 10。 

步骤 5：设置存量 PopulationTX 初始值为 2432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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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设置动态变量 LandAreaTX=261797，勾选常数。 

步骤 6：设置动态变量 DensityTX=PopulationTX / LandAreaTX。 

步骤 6：选中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折线_ps38； 

在填充颜色中输入：lerpColor( DensityCA/500, white, 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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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运行模型，观察随着人口迁移，两个区域颜色的深浅变化。 

当 DensityCA/500<=0 时，

填 充 颜 色 是 white ；

DensityCA/500>=1 时，填

充颜色是红色。人口密度

越大，颜色越深。 

当 DensityTX/500<=0 时，

填 充 颜 色 是 white ；

DensityTX/500>=1时，填

充颜色是红色。人口密度

越大，颜色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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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迁移，德

克萨斯州人口密度

增加，颜色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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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lple13.1 滑块控制模型参数

    通过添加变量控件，例如按钮、滑块、编辑框等方式，可以实现anylogic内模型相互作用。这些控件
都是可以赋值并且可以和模型中的参数和变量链接起来，故使用者改变控件状态的时候，相应的链接量也
会改变。

 本案例将使用滑块来链接一个系统参数，来详细说明滑块控件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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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文件——新建——模型，创建一个模型，

命名为：Slider linked to a model parameter。

 选择合适的位置保存。

 从面板选项卡，常规选项栏中，选择参数，

拖曳到Main的编辑界面。

 设置其初始值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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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面板选项卡中的控件选项栏，选择滑

块，并拖曳到编辑界面。

 修改滑块的属性如图所示，勾选链接到处

的选项框，输入parameter，即之前我们已

经创建的参数。

 设置最大值100,最小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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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模型，点击parameter，可以调

出参数的时间曲线，在右上角的按

钮处。

 左右拖动滑块，可以看到曲线的变

化。

 值得注意的是，滑块的初始值为

parameter的初始值，如果parameter

的初始值超过滑块的范围，滑块将

停在离初始值最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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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2 利用按钮改变参数数值

本案例中，将对按钮在仿真中的应用进行描述。

本案例将在前一个案例，及利用滑块控制参数数值的案例基础上，创建两个按钮，这两个

按钮将会每次对参数的值增加1或者减少1，并保持参数的数值在0-100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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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文件，打开，找到你之前保持文件

的地址，选择创建的文件，如图所示。

 点击面板选项卡，选择控件选项栏，拖

曳两个按钮到如图所示位置。

 可以针对滑块和按钮微调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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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类的对象名称

显示在按钮上的标签

判断条件：parameter>=1
即参数大于1启用下面的行动

set_parameter(parameter-1);
执行命令，即参数减少1

set_parameter(parameter+1);

parameter<=99

设置按钮的属性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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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模型，可以移动滑块或者按钮，

可以看到，每点击按钮一次，参数的

数值就会增加或者减少1

 不要对按钮的名称和标签搞到困惑，

一个是系统需求，一个只是文本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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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仅仅做到这一步模

型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你点击按钮的时候，

参数数值改变，但是滑块并没有移动，因

此，需要在参数的高级中，在改变时输入

代码。

 slider.setValue(parameter);

 即使滑块和参数保持同步。

 运行模型，点击按钮，滑块和参数实现同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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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3 编辑框链接嵌入式对象

    Anylogic中的控件不仅可以链接常规的参数和变量，同时还可以链接其他对象类的变量，例如嵌入式对
象。在该案例中，将创建一个编辑框，并将该编辑框和流程建模库中的Souce（源）对象进行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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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个模型，命名为：

Edit box linked to a parameter of 

embedded object

保存在需要的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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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面板——流程建模库

选择Source，Sink，并拖曳到编辑界面

双击Source的右端口，并将其和Sink连

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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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面板选项卡的控件选项栏，并防止

在Source左侧。

在编辑框的属性中，勾选链接到，输入：

source.rate 及source的速度变量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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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板选项卡的演示中，选择文本，拖

到编辑框的左面，并在标签中输入：

Arrival rate

调整文本的字体和大小，使其和整个程

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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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框中输入相应的数
值，source的速率也会相
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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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4 单选按钮改变视景

    本案例将使用单选按钮来改变模型的视景，该模型将使用美国地图作为界面。假定该模型型可以给使用者提
供三种可能的配置：

a) 带有城市标记的地图

b) 不带有城市标记的地图

c) 只有城市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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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件——新建——模型，命名为：

Radio buttons changing the view mode

保存到需要的位置。

点击面板选项卡，图片选项栏，选择

美国地图，拖曳到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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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面板选项卡，演示选项栏，选择

椭圆，拖曳到编辑界面，同时调整该

椭圆参数。

此处设定其为圆圈，设定半径为5，

设定填充颜色为红色，并放置在美国

地图上，用以代表相应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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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放置在圆圈上，按住ctrl并同时鼠标

左键拖动，将能够复制圆圈。

将复制的圆圈放置到更多的地方，代表像

洛杉矶，盐湖城，华盛顿，纽约，亚特兰

大等各个城市

按住ctrl，依次点击各个圆圈，将能够选择

所有的城市，注意不要将地图选中，如果

选中，再次点击可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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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一个红圈处，右键，选择分组，创

建组，所有的城市标记将被分在一个组。

在面板选项卡控件选项栏中，选择单选按

钮，拖曳到地图的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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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单选按钮的选项内容，如图所示：

All，Only map， Only cities

点击地图，在其属性中，修改可见为

动态，并输入代码：

radio.getValu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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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圆圈，在其属性中，修改可见

为动态，并输入代码：

radio.getValu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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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点击单选按钮，出现不同

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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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5组合框控制仿真速度

    在该案例中，将使用组合框控制仿真速度。虽然在仿真界面有一个时间控制工具
条，但是，通过组合框实现仿真速度的控制，能够使特定的模型有一个特定的仿真速
度，这对仿真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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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件——新建——模型，输入文件名：

Combo box controlling the simulation speed。

保存在相应位置处。

点击面板选项卡中的控件选项栏，点击组合

框，拖曳到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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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组合框的项目如图所示：

分别是：x1，x10，Fast

在行动中输入代码，针对不同的组合框选项，

设定不同的仿真速度。代码如下

if( value.equals( "Fast" ) )
getEngine().setRealTimeMode( false );
else {
getEngine().setRealTimeMode( true );
if( value.equals( "x1" ) )
getEngine().setRealTimeScale( 1 );
else if( value.equals( "x10" ) )
getEngine().setRealTimeScale(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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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示仿真速度的改变，此处通过流程建

模库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仿真，拖曳Source和

Sink到界面中，并连接起来。

点击工程选项卡中的simulation，在其属性

中的模型时间的停止一栏，选择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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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可以看到仿真速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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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6 文件选择器的使用

    本案例将结合控件选项栏中的文件选择器以及连接选项栏文本文件，实现使用者能够在仿真
开始前选择某一个具体的文件，该文件可以包含仿真中所需要的参数的初始值，以及其他相应的
变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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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件——新建——模型，输入文件

名：

File chooser for text files

选择合适的位置保存

选择面板选项卡，控件选项栏，点击

文件选择器，并拖曳到编辑界面。

同时，点击文件选择器周围的8个矩形

点，将其拉伸到合适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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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面板选项卡，连接选项栏，选择

文本文件，并拖曳到编辑界面，位于

文件选择器的右侧。

选择面板选项卡，演示选项栏，选择

文本，并拖曳到编辑界面，位于文件

选择器的下方，同时设置字体大小为

12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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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件选择器，在文件选择器的属性

中的标题栏中输入：

Open a text file

在文件名过滤器中输入：

过滤器名：Text files

文件扩展名：txt

在行动中输入代码，如下所示。

file.setFile(value,TextFile.READ);
text.setText("");
while(file.canReadMore())
text.setText(text.getText()+file.readStrin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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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点击文件选择按钮，选择

相应的txt文件，文本处将显示txt文件

的内容，文件栏部分将显示地址。

399



Example13.7 单选按钮控制滑块控件

    几乎所有的空间都有启用功能，该功能可以由一个布尔表达式控制，如果该表达式为
true，则该控件将被激活，因此，控件不仅可以控制其他的变量以及参数，还可以被其他
控件控制。
    本案例将创建一个单选按钮，针对给使用者提供的两种参数设定，默认设定，自定义
设定，进行选择与激活。

400



点击文件——新建——模型，将模型命名为：

radio buttons enabling or disabling other controls

保存在相应的位置。

点击面板选项卡，控件选项栏，点击单选按钮

并拖曳到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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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选按钮的属性中，设定

两个选项的标签分别为：

Use default settings

Use custom settings

拖曳一个滑块控件到单选按

钮下方，同时调整单选按钮

控件和滑块控件的大小，防

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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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面板选项卡中的常规选项栏，拖

曳一个参数到单选按钮的右方，同时

设定其初始值为50

点击滑块按钮，在其属性中勾选链接

到，输入：parameter

并在启用一栏内输入：

radio.getValu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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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选按钮的行动中，输入代码如下：

if(value==0)

set_parameter(50);

else

set_parameter(slider.getValue());

运行模型，可以看到，选择默认设置

的时候，滑块是不能移动的；选择自

定义模式，滑块可以移动，并使参数

的值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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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8 锁定控件于窗口左上角

   在建模与仿真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模型中有许多控件，并且模型由不同的视图，
需要经常在不同视图间切换，但是不管视图如何变换，都希望控件能够始终出现在左上角。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本案例将使用控件或者控件组的动态X和动态Y来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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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件——新建——模型，并命名为：

Keeping control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window

保存在相应的位置。

点击面板选项卡中的控件选项栏，拖曳一

个按钮到编辑界面，并在属性中，设置其位置

坐标为（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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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面板选项卡中的演示选项栏，拖曳一

个椭圆到编辑界面，并在属性中，设置填充演

示为红色。

该圆形图标并没有实际作用，只是用来演示界

面移动的参考物。

点击按钮，在其位置和大小属性中，将X，Y坐

标设置为动态模式，并输入代码：

-getPresentation().getPanel().getOffsetX()+50

-getPresentation().getPanel().getOffsetY()+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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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通过按住鼠标右键，拖动界面，

可以看到，整个界面已经移动了，但是按钮仍

然处在左上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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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getPresentation().getPanel().getOffsetX()

该代码指的是，当整个演示界面的坐标原点(0,0)因为

鼠标右键的拖动，从整个界面的左上角顶点移动到界面的

其他位置时，该函数将返回X的偏移量，同样Y的偏移量也

同理可得。

要保持按钮的位置不变，即是要消除该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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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9 复制按钮

    有时模型会需要创建一组相似的按钮，例如在仿真运行的时候改变一组相似的对象。通过复
制按钮可以节省建模时间同时也可以增强模型的可扩展性。

   在该案例中，将创建一个复制按钮，并用它来改变复制图形的颜色。同时，按钮和形状的
复制数量将由滑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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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件——新建——模型，设置文件

名为：Replicated button

保存在相应的位置处

从面板选项卡常规中拖曳一个变量到

编辑界面，从形状中拖曳一个圆角矩形，

从空间中拖入一个按钮和滑块，并将其位

置如图所示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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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变量的属性，如图所示：

名称：N

类型：int

初始值：3

点击滑块，设置滑块的属性，

如图所示：

勾选链接到，输入：N

最小值：1

最大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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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圆角矩形，设置圆角矩形的属
性，如图所示：

高级——重复：N    

Y：100+50*index

点击按钮，设置按钮的属性，如图所
示：

标签："Paint shape"+index高级——重复：N

Y：100+50*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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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拖动滑块，则下面的按钮

和圆角矩形数量会增加或者减少，点击按

钮，则对应的圆角矩形颜色将会变化。

通过不同按钮的序号，将可以做不同

的行为，例如此处和按钮序号相同的矩形

变色。

当然，如果第5号矩形变色之后，你调

回3，然后再调回7，这时5号矩形不会变色，

因为之前的5号矩形已经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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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10 不同视图区域超链接导航

    单击操作通常为用户提供导航功能。建模过程中，建模者通常会设计一些文本和图
形，并与一些重要的位置进行超链接，而视图的转换即是通过单击操作实现的。

    本案例设置了两个视图区域，其中一个视图区域包含了模型的主要动画，另一个试图
区域为模型的参数输出，两个试图区域的切换通过超链接实现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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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件——新建——模型，输入文件名：

Hyper link menu to navigate between view areas

保存在相应位置。

点击面板选项卡中的演示选项栏，选择视图区域并

拖曳到编辑界面的原点，即（0,0）点。

同时在该视图区域的属性中修改其名称和标题：

名称：viewAnimation

标题：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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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示中再拖曳一个视图区域到编辑界面，并

修改其属性：

名称：viewOutput

标题：Output

坐标（0,600）

从面板的演示中拖曳一个椭圆到编辑界面，，

放置到第一个视图区域附近，该椭圆没有具体的作

用，但是可以作为视图切换的标记物，将其填充颜

色改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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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板选项卡中的分析选项栏中，拖曳一个图标

到第二个视图区域中，此处以时间折线图为例。

从面板选项卡演示选项栏中，拖曳一个文本到

第一个视图区域的（50,20）处，并设置其相应属性:

文本为：Animation

字体：16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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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另一个文本到编辑界面，设定其
坐标为（150,20），设定其大小为16
磅。同时将字体的颜色设定为蓝色。

在文本的高级中点击时一栏里，输入
代码：

viewOutput.navigateT
o();

在output文本下画一条横线，使

其看起来像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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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选中两个文本，按住ctrl并拖动，

复制出新的文本。移动文本到第二个视图

处，使其中的Animation位于（50,620）

把Output文本换回黑色，把Animation

设置为蓝色，同时将蓝线移动到Animation

下面，并调节其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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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nimation的属性高级里的点击时里输

入代码：

viewAnimation.navigateTo();

运行模型，点击相应的文本，实现两个

场景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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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11 在鼠标点击处创建点

    在建模过程中，有时不仅需要使点击的某一个图形发生变化，也会希望将鼠标点击的地方留下
一个标记，或者画出一个图形。在本案例中，将会在鼠标点击的地方创建小的圆点。

点击文件——新建——模型，并命名为：

Creating dots at the click coordinates

保存到相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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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板选项卡，演示选项栏中，选中矩

形，拖曳到编辑界面，并设定它的属性如图

所示：

X：50

Y：50

宽度：500

高度：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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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矩形的名字命名为：clickArea。

修改矩形的颜色使其更为明显。

同时在矩形的属性——高级——点击时，
输入代码：
ShapeOval dot = new ShapeOval();
dot.setRadius( 2 );
dot.setFillColor( blue );
dot.setLineColor( null );
dot.setPos( clickArea.getX() + clickx, 
clickArea.getY() + clicky );
presentation.add( d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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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型，点击矩形区域，将看到
点击处出现小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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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3.12 任何区域获取鼠标点击

    在图形上进行鼠标点击时，可以创建一系列的点，但是有时候会希望编辑界面的任何位置
进行点击都可以创建点，这时可以创建一个非常大的不可见的图形，来支持鼠标点击。

点击文件——新建——模型，命名为：

Catching mouse clicks anywhere on the canvas

保存在相应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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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板选项卡，演示选项栏中拖

曳一个圆圈到编辑界面，同时修改其

属性。

线颜色：红色

半径：5

在Main编辑界面的属性中，选择

高级Java，在里边的附加类代码中输

入左图代码。

具体代码输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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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click-sensitive area

class ClickDetector extends ShapeRectangle
{

ClickDetector() {

super( true, //public

-100000, -100000, 0, //coords & rotation
null, null, //line & fill colors 200000, 
200000, //width, height

0, LINE_STYLE_SOLID //line width, style

);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Click( double clickx, double clicky ) 
{ //adjust click coords to abs coords
clickx += getX();
clicky += getY();
//click handling code begins

oval.setPos( clickx, clicky );
//click handling code ends

return false; //continue click handl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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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ain编辑界面的属性中，

Agent actions 一栏的启动时中，输入

代码如下：

presentation.add( new ClickDetector() );

运行模型，点击任意空白处，圆

圈则会出现在鼠标点击坐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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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4.1 带 3D 动画的简单模型

第一步：创建一个新的模型。 

第二步：创建一个简单的流程，如图所示，并在 delay 的属性中，勾选最大容量，同时保持

其他参数不变，如图所示。 

第三步：点开面板选项卡中的演示，画一个矩形作为地面，在空间标记中双击路径，在地面

上画一条折线，如图所示。 

第四步：设置地面和路径的其他参数如下所示。 

地面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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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参数 

第五步：在面板选项卡中的三维物体选项栏中，拖曳房子和商店到地面上，如图所示。 

第六步：从面板选项卡的流程建模库中，拖曳一个实体类型到编辑界面，选择其动画为职员，

如图所示： 

第七步：设置资 source 的属性中的新实体为创建的 MyEntity，同时设置 delay 的属性中的实

体位置为创建的路径：path，如图所示。 

第八步：拖曳一个 3D 窗口到编辑界面，运行程序，如图所示。可以看到该模型实现了 3D 动

画的同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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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4.2 三维物体的旋转——标杆标志 

第一步：创建一个新的模型。 

第二步：使用文本，矩形和直线，画如图所示的图形，同时，每一图形 Z 方向参数为： 

矩形：Z：0，Z-高度：2 

文本：Z：2 

标杆：Z：0，Z-高度：2 

第三步：选中所有的图形，右键选择分组将其创建为一组，此时该组的中心在图片的中心。 

第四步：右键该组，从弹出菜单中点击选择组内容。 

第五步：将整个组元素向上移动，使整个组的中心位于标杆的底部，如图所示：其中坐标处

即为组的新的中心。 

第六步：点击整个组，在其属性处设置 X 旋转为-PI/2。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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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拖曳一个 3D 窗口到编辑界面，并设置其属性中的网格眼色为白色。 

第八步：运行模型，可以看到，空间中出现了一个立于标杆上的标志，但是标志上的文本出

现溶解的感觉，那是因为文字表面和标志的表面相交了，两者的处于同一平面。 

第九步：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重新设置文字的属性，将其 Z 设置为 2.1，是文字在

标志平面的上方。 

第十步：重新运行模型，文字变得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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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4.3 桥式吊车模型

第一步：创建一个新的模型，点击工程文件下的 simulation，在其属性中，设置窗口大小

为：900*700，如图所示： 

第二步：在编辑界面中，画桥式吊车在 XY 平面的投影，分别为 3 个立方体和 2 个圆柱，如

图所示。 

rectangle 属性：

rectangle1 属性：

rectangle2 属性：

oval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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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al1 属性：    

第三步：将所有的图形选中，右键分组创建为同一组，同时移动组的中心，使其在坐标原点

处。 

第四步：拖曳一个三维窗口到编辑界面，将其左上角放置在（0,400）处，将窗口的像素设

置为：900*300。 

第五步：运行模型，调整三维窗口中的视角，出现吊车的三维模型，如图所示： 

第六步：添加一个参数，命名为 speed，设置默认值为 50，为了简化模型，吊车的三个移动

方向的速度都将使用这个速度。 

第七步：添加一个事件：moveX，两个变量：startX、targetX 和一个函数 x()，同时添加一个

滑块，如图所示： 

moveX：startX = targetX; 触发类型：到时；模式：用户控制； 

X(): 返回值：double  

if( ! moveX.isActive() ) //if not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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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argetX; //return traget X 

//otherwise calc distance to target 

return targetX - moveX.getRest() * speed * signum( targetX - startX ); 

滑块：min：0     max：500 

startX = X(); 

targetX = value; 

moveX.restart( abs( targetX - startX ) / speed ); 

第八步：选择之前创建的组，设置其 x 的动态坐标为 X()，如图所示 

第九步：运行模型，移动滑块，可以看到吊车开始沿着 X 方向移动，同时如果你在吊车移动

过程中移动滑块，吊车将停止当前运动开始新的运动任务。 

第十步：复制上述 5 个项目两次：moveX，startX，targetX，X()，滑块。 

第十一步：重命名复制内容，将其中 X 依次对应替换为 Y 和 Z。 

第十二步：同样对应修改复制内容中的代码，将 X 对应修改为 Y 和 Z。 

第十三步：设置 Y 方向的滑块的范围为：0-200，设置 Z 方向的滑块范围为：0-95 

第十四步：修改起重臂的相关坐标，如下所示： 

Oval 属性：

437



Oval1 属性：

第十五步：运行模型，移动滑块可以看到桥式吊车在三个方向上的运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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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4.4 带三维窗口与摄像机的简单模型 

第一步：打开之前创建的模型：a simple model with 3D animation，该模型将作为基础，本案

例将在此模型上做新的扩展。 

第二步：减小原三维窗口的大小，为另一个窗口留下空间。 

第三步：拖曳第二个三维窗口到第一个三维窗口的右侧，调整打下，两个三维窗口最后的效

果如图所示： 

第四步：从面板选项卡中的演示拖曳一个摄像机到编辑界面任意处，如图所示： 

第五步：运行模型，可以看到两个三维窗口均显示相同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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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调整第一个三维窗口的视角，使其能够以一个较好的视角看清整个全景。 

第七步：右键点击该三维窗口，选择菜单中复制摄像机的位置。如图所示： 

第八步：返回编辑界面，点击摄像机，点击其属性中的：从剪贴板粘贴坐标，此时，该摄像

机将移动到新的坐标，同时，其角度等也将发生改变。如图所示： 

第九步：选择第一个三维窗口，在其属性中，设置摄像机为 camera，即刚才创建的摄像机。

不要勾选跟随摄像机，同时导航类型选择:只旋转。 

第十步：运行模型，该三维窗口将以一个新的视角展现整个场景，这个时候你可以微调整个

场景，但不再能够对场景进行放缩。 

第十一步：添加另一个摄像机，以同样的方式设置第二个三维窗口的视角，将该视角设置在

商店的门口处，使整个视景集中在进商店的顾客上。 

第十二步：在第二个三维窗口的属性处，选择跟随摄像机，导航类型设置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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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步：运行模型，检验整个模型，两个三维窗口分别从不同的摄像机角度对整个模型进

行展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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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4.5 固定摄像机于移动物体

第一步：创建一个新的模型。 

第二步：右键工程名，新建一个智能体类，命名为：Airplane。 

第三步：双击 Airplane 智能体类，进入该类的编辑界面，从面板选项卡的三维物体选项栏中，

选择民航飞机并拖曳到编辑界面，设置其比例为 50%，如图所示： 

第四步：回到 Main 编辑界面，从工程选项卡中拖曳 Airplane 到编辑界面，这时编辑界面将

嵌入一个飞机的对象，确认该对象属性的高级中已经点击了：show presentation。同时点击

飞机的动画，勾选其属性高级中的画智能体到这个位置有偏移。初始的飞机动画位于坐标原

点，此处移动飞机到（200,50）处。 

第五步：从图片中拖曳美国地图到编辑界面，移动该图片，使其左上角大概位于（200,50），

同时设置该地图位于底层，使飞机位于地图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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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再次打开 Airplane 类的编辑界面，进入该智能体的属性中，并在到达目标位置处填

写代码： 

moveTo(uniform(450),uniform(300)); 

该代码的作用是，当飞机飞到目标位置之后，将会随机飞往地图中另外一个位置。 

第七步：在其属性中修改其速度为 50. 

第八步：复制到达目标位置处的代码，并粘贴到启动时，其作用是设置飞机的初次飞行目标。 

第九步：运行模型，将能够看到飞机在二维界面的飞行情况。 

第十步：进入 Main 的编辑界面，点击 Main 的属性，确认其展示在二维和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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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步：点击 Main 界面上的飞机动画，设定其 Z 坐标为 30，使其在地图上方该高度飞行。 

第十二步：拖曳一个三维窗口到地图下方。 

第十三步：运行模型，将可以在三维窗口中看到其在三维中的飞行情况。 

第十四步：进入 Airplane 的编辑界面并拖曳一个摄像机于其上，同时将摄像机放置在飞机尾

部，并旋转摄像机使其朝向飞机头部。 

第十五步：进入该摄像机的属性，设置 X 旋转为 20°，设置其 Z 坐标为 20，该参数将使摄

像机位于飞机上方，并俯视飞机。 

第十六步：回到 Main 编辑界面，添加一个按钮，并将其标签命名为：Airplane camera。添加

按钮代码如下： 

window3d.setCamera( airplane.camera, true ); 

第十七步：运行模型，点击上述按钮，3D 窗口将展示飞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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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步：进入 Main 的编辑界面，拖曳一个新的摄像机到地图的左下角。 

第十九步：添加另一个按钮，并命名为“Static camera”，并在该按钮的属性中敲入代码： 

window3d.setCamera( camera, false, 500 ); 

window3d.setNavigationMode( WINDOW_3D_NAVIGATION_FULL ); 

第二十步：运行模型，点击两个按钮，将实现摄像机在两个物体之间视角的切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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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4.6 三维场景中的灯光

第一步：创建一个新的模型。 

第二步：创建主要场景，通过演示中的矩形、折线实现包括地面、道路、建筑的地板、墙体

等的绘制，同时从三维物体中拖曳几个职员到墙体的角落。其状态及参数如图所示。 

rectangle 参数：

rectangle1 参数：

road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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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s 参数：  

第三步：添加一个三维窗口，设置其背景颜色为黑色，运行模型，注意默认灯光下场景情况。 

第四步：从演示中拖曳一个灯光到编辑界面，预定义类型为自定义，光源类型为环境光，颜

色为 darkgray，漫反射和反射颜色均为不填充。 

第五步：运行模型，可以发现环境变得更加的黑暗，因为此处已经将默认光源替换为新设置

的暗淡的环境光源。 

第六步：添加两个新的点光源，将其设置在道路附近，设置他们的漫反射为 darkgolden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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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颜色和反射颜色为不填充，设置平方为 0.0002，常数和线性都为 0. 

第七步：运行模型，观察新的场景，可以看到道路被两个街灯照亮，同时平方衰减营造出路

灯的效果。 

第八步：在建筑物的左下角添加一个聚光灯，设置其漫反射颜色为 slategray，设置其聚光角

为 45 度，设置其 Z 坐标为 50，X 角度为 55 度。 

第九步：运行模型，查看建筑物的灯光情况。 

第十步：右键工程，创建一个新的智能体类型，命名为 Car。 

第十一步：从三维物体中拖曳轿车到 Car 的编辑界面，使其坐标位于原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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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步：在小轿车的挡风玻璃处添加一个聚光灯，旋转使其朝向小车前端，设置其漫反射

颜色为 lightsteelblue，设置 Z 坐标为 10，X 角度为 5. 

第十三步：回到 Main 编辑界面，拖曳 Car 类到编辑界面，创建一个 car 对象，并显示 car 的

动画。 

第十四步：在 main 的属性中，在启动时敲入代码： 

car.moveTo( 670, 165, road ); 

第十五步：运行模型，小车将沿着路径运动，同时可以看到灯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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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5.1 智能体随机分布于自由空间

第一步：创建新的模型。 

第二步：从面板选项卡的常规中拖曳智能体到编辑界面，出现智能体生成向导，选择智能体

群；不使用模板，智能体类名为：Person，智能体对象名为：people；智能体的动画选择 2D

的人；初始人数为 200；其他设置为默认。 

第三步：确认 Main 的属性中，环境中显示布局类型为用户自定义。 

第四步：双击面板演示中的曲线，在编辑界面绘制图形，使用双击结束绘制，确认整个图形

居于智能体动画的下方，整个图形在坐标轴的右下方，同时保证图形宽度小于 550，高度小

于 400. 

第五步：点击曲线属性中的闭合，封闭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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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点击 people 的动画，在属性高级中勾选智能体到这个位置有偏移。点击编辑界面

的空白处，进入 Main 的属性界面。 

第七步：在 main 属性的启动时中输入代码： 

for( Person p : people ) { 

double x, y; 

do { 

x = uniform( 550 ); 

y = uniform( 400 ); 

} while( ! curve.contains( x+120, y+20 ) ); // (120,20) is the origin of agent coords 

p.setXY( x, y ); //set the coordinates of the agent 

} 

第八步：运行模型，智能体所有的人随机分布于绘制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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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5.2 智能体随机分布在有限位置

第一步：创建新的模型 

第二步：从面板选项卡的常规中拖曳智能体到编辑界面，出现智能体生成向导，选择智能体

群；不使用模板，智能体类名为：Person，智能体对象名为：people；智能体的动画选择 2D

的人；初始人数为 25；其他设置为默认。 

第三步：确认 Main 的属性中，环境中显示布局类型为用户自定义。 

第四步：点击 people 的动画，确认勾选了画智能体到这个位置有偏移。 

第五步：双击演示中的折线，在编辑界面绘制一条折线。同时确认折线中的点不少于 30 个。

双击鼠标左键结束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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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在 Main 的属性中的启动时中输入代码，该代码实现空余节点统计以及智能体在节

点上的随机排布。 

int n = polyline.getNPoints(); //total number of locations = number of points 

boolean[] occupied = new boolean[n]; //remember which are occupied 

int freeplaces = n; //number of free locations 

for( Person p : people ) { //for each agent 

   int freeindex = uniform_discr( freeplaces-1 ); //random free location 

   int ptindex = 0; //we will look for index of the polyline point, start at 0 

   while( true ) { 

if( ptindex >= n ) 

  error( "All points are occupied. Cannot find a place for the agent" ); 

if( ! occupied[ptindex] ) //if location is free 

if( freeindex == 0 ) { //if this is the index we are looking for 

//place the agent there 

double x = polyline.getX() + polyline.getPointDx( ptindex ) - 140; 

double y = polyline.getY() + polyline.getPointDy( ptindex ) - 40; 

p.setXY( x, y );

occupied[ ptindex ] = true; //mark location as occupied 

freeplaces--; //decrement the number of free locations 

break; //exit the while loop 

} else { 

freeindex--; //not yet at the desired free location – decrement index 

  } 

ptindex++; //will look at the next point of the polyline 

   } 

} 

第七步：运行模型，可以看到，所有的智能体将随机分布在折线的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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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5.3 股票价格波动系统动力学模型

第一步：创建新的模型，在面板选项卡中的常规一栏中，拖曳一个事件到编辑界面中，并命

名为 everyDay。 

第二步：点击事件，在其属性中设置其模式为循环，设置复发事件为 day()。 

第三步：打开系统动力学选项卡，拖曳动态变量到编辑界面，并命名为“StockPrice”。 

第四步：在 StockPrice 的属性中，勾选常数选项框，同时设置默认值为 100。 

第五步：打开 everyDay 的属性，在其行动中输入如下代码： 

StockPrice += uniform( -2, 2 ); 

第六步：运行模型，点击“StockPrice”可以看到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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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5.4 随机过程模型的重复实验

第一步：创建新的模型。 

第二步：创建一个简单的过程模型，如图所示。其中在 sink 的属性中，在进入时处输入代

码：traceln( time() ); 该代码将在实体退出过程模型时将当前时间传递给模型日志。 

第三步：在工程文件树中选择 simulation，在其属性中的模型时间处设置： 

第四步：运行模型，查看控制台窗口的日志记录，应该可以查看到接近 20 个记录。 

第五步：在运行模型处按停止按钮，之后再次启动模型，日志中将出现新的 20 个记录，并

且这些记录与之前是不同的。 

第六步：关掉模型运行窗口，之后再次运行模型，控制台再次输出记录，并且与之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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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在工程树中选择 simulation，在其属性中随机性一项中选择固定种子，并设置其为

默认值。 

第八步：再次重复运行模型，比较输出记录，可以发现，输出结果每次都完全相同，实现随

机过程模型的重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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