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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一：空间科学实验集成与验证技术 

1、课题名称：空间大型复杂科学实验装置微振动/噪声控制与传播特性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我国空间站的大型复杂科学实验装置，开展内部微振动

/噪声源特性分析、装置内部敏感元特性分析及响应影响分析，研究微振动/

噪声在装置内部的传播机理及传播特性，为避免装置内、外部微振动/噪声

源对科学实验装置的不利影响提供基础支撑。 

研究内容： 

1) 内部典型微振动/噪声源特性研究 

针对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与燃烧、基础物理等研究领域

的大型空间实验装置，研究装置内部典型微振动/噪声源的振动、声学特

性，归类总结，建立模型，较准确的表征其动力学特性，并建立对应的指标

体系以准确的描述其特性。 

2) 微振动/噪声在实验装置内部的传播特性研究 

针对空间科学实验装置的基本特点，建立动力学、声学等分析模型，研

究微振动/噪声在装置内部的传播特性，根据内、外部典型振动/噪声源特

性，可分析确定装置内部的振动场、噪声场等。 

3) 实验装置内微振动/噪声敏感元特性研究 

针对空间科学实验装置的特点，分析研究其内部对微振动/噪声敏感的

典型敏感元的特性，建立模型以表征其在不同微振动/噪声扰动下性能的变

化，建立指标体系以准确的定义典型敏感元的敏感特性。 

4) 实验装置微振动/噪声综合指标分解与合成研究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实验装置微振动/噪声指标分析模型，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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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验装置整体微振动/噪声指标到模块（微振动/噪声源）的分解，同时在

实验装置内典型敏感元耐受特性给定的条件下，可确定实验装置整体指标及

实验装置内各典型微振动/噪声源分解指标限值，可给出对外部扰动限值的

要求。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规范标准、SCI或 EI论文 2～3篇 

进度要求：2年 

2、课题名称：空间科学载荷高效集成式热管理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基于高效集成式热管理系统，解决空间科学载荷能量转换、收集、

输送、排散和利用等过程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内在热关联等问题，提高太空能源

的利用效率并优化布局方案，为空间实验有效载荷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 

研究内容： 

1) 自适应相变温控技术研究。解决在微重力条件下相变温控技术的蓄放

热机理，固-液相变温控技术的自适应控制分析等问题； 

2) 单相流体回路集成式热管理技术。解决在微重力条件下单相流体回路

集成控制分析，单相流体回路传热传质、流阻、轻量化、长寿命、高可靠等多

目标优化分析等问题； 

3) 高效空间热管理模拟仿真技术。建立空间热管理运行机制的动态分析

和热管理模拟仿真平台，高效模拟分析各子系统/部件的最佳运行参数，评估

和验证热管理系统方案的整体性能。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3、课题名称：空间精密载荷等效力学试验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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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立足我国空间载荷过试验现象严重的现状，针对日益高精尖

的精密载荷应用需求，开展与真实环境等效的力学试验条件制定和试验方法

研究，保证充分检验的前提下降低过试验水平。 

研究内容： 

1) 复杂空间载荷高精度建模技术研究 

研究复杂空间载荷建模技术，包括全频段建模技术、依据试验修正模型

的技术、多场耦合综合建模技术等。 

2) 空间载荷等效试验条件制定技术研究 

立足现有试验标准，参考国外先进经验，以等效考核为目标，在确保充

分考核的基础上降低过试验程度，研究等效试验条件的制定技术。 

3) 空间复杂载荷力学试验方法研究 

研究对精密复杂载荷实施力学试验的方法流程，形成建模仿真、条件制

定、试验设计含工装设计、试验实施的完整方法，适应不同高精密载荷的特

殊需求。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4、课题名称：基于智能结构的新型减振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基于压电、电磁、磁流变或形状记忆合金等智能结构，开展

空间大型复杂科学实验装置的减振技术研究，以提升科学实验模块的力学性

能,进而提高其可靠性，安全性，为我国空间结构的减振提供新思路、新手

段。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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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结构设计与建模技术研究 

研究基于智能结构振动控制的作动器设计方法，研究多物理场耦合系统

理论建模方法，建立振动控制模型及相应的减振机理。 

2) 基于智能结构的科学实验装置减振机理研究 

基于振动力学和智能结构控制理论，研究基于智能结构作动器的科学实

验装置减振系统模型，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探讨相应的减振能力及系统特

性影响的关系，跨越式发展空间结构的振动控制方法。 

3) 基于智能结构的科学实验装置减振技术仿真及试验设计技术 

研究基于智能结构的科学试验装置仿真技术，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应的试

验设计技术研究，解决智能结构在空间科学试验装置振动控制的应用问题。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研究方向二：空间应用信息与控制支持技术 

1、课题名称：FC-AE-1553网络应用业务调度算法研究 

研究目标：基于 FC-AE-1553信令机制及 IP通信协议，结合交换式与总

线式网络结构，以及面向空间应用的网络业务特征，研究 FC-AE-1553 + IP

网络的业务调度机制，设计 FC-AE-1553+IP网络调度方案及仿真模型，建立

网络仿真平台。 

研究内容： 

1) FC-AE-1553网络应用业务调度机制研究 

为了更好的解决网络中存在的冲突，在 FC-AE-1553命令/响应式确定性

通信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 FC-AE-1553协议的交换网络及总线网络拓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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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下的资源调度方案，提出高效实用的业务调度算法，从而提高网络的带宽

利用率。 

2) FC-AE-1553与 IP协议并存的业务调度算法研究 

结合 FC-AE-1553网络应用业务调度算法，在保证原有固定 FC-AE-1553

网络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提出支持 IP通信的带宽调度算法，实现 IP与 FC-

AE-1553网络高效及高可靠的正常工作。 

3) FC-AE-1553+IP通信网络仿真模型研究 

在 FC-AE-1553网络调度及 IP通信调度算法研究的基础上，搭建 IP网

络与 FC-AE-1553网络结合的网络仿真平台，根据工程业务类型仿真分析系

统的最大吞吐量、时延等性能参数，指导工程应用。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2、课题名称：分布式存储系统数据一致性算法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分布式存储系统的航天应用需求，研究分布式存储系统

的数据一致性算法，为航天大数据存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研究内容： 

1） 分布式存储系统数据一致性算法研究 

针对分布式存储系统中多服务器的模型，综合分析评估 Paxos、

ZooKeeper等不同的分布式数据一致性算法的机理、实现复杂度、网络占用

等指标，提出完整的一致性算法评价体系。 

2） 航天分布式存储系统数据一致性算法设计 

针对航天应用分布式存储系统规模较小、资源受限的实际情况，研究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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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应用分布式数据一致性算法，算法的实现需简洁、高效，满足分布式存储

系统数据最终一致性的要求。 

3） 分布式系统可靠性保障及故障处理策略研究 

在数据一致性算法的研究基础之上，详细阐述分布式存储系统在各种故

障情况下的处理策略，以保证系统在任意节点硬件/软件故障情况下的数据

一致性。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3、课题名称：磁悬浮主动隔振技术的扩展应用研究 

研究目标：面向微重力磁悬浮主动隔振技术的应用，调研六自由度磁悬

浮技术在微重力领域外的应用需求，并与微重力隔振的情况进行对比。通过

对典型的地面磁悬浮隔振控制系统进行建模仿真，从理论上分析系统的技术

指标。给出一种地面磁悬浮隔振系统的设计方案，并对其传感测量系统、执

行机构进行研究。 

研究内容： 

1) 磁悬浮主动隔振技术的应用需求调研 

调研磁悬浮主动隔振系统在微重力场景外的应用需求，如地面的精密物

理实验仪器、精密加工设备，运载工具（如火箭、飞机、船舶、汽车）中的

隔振设备等，与当前微重力隔振系统的设计指标进行对比。并调研国内外技

术的发展趋势，提出技术发展的路线图。 

2) 主动隔振控制系统地面应用研究 

调研各类磁悬浮控制系统的设计架构。并针对地面磁悬浮隔振需求，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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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地面典型系统的设计方案。通过理论建模和分析，给出系统可以达到

的性能指标（隔振频率、隔振量级等），给出传感测量、驱动控制系统的指

标要求。 

3) 新型传感测量系统和执行器的研究 

针对磁悬浮控制系统的扩展应用，研究新型传感器的应用和融合技术，

提高测量系统的量程、带宽、精度指标。研究新型磁悬浮执行器，提高系统

在地面的承载能力、响应速度、精度等指标。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4、课题名称：载荷负载变化对空间无线传能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无线电能传输的航天应用需求，研究载荷负载变化对空

间无线电能传输系统效率的影响，提高空间无线电能传输效率，为无线电能

传输技术在航天产品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和技术基础。 

研究内容： 

1) 负载变化对无线电能传输系统影响研究 

对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进行建模仿真，研究负载变化对无线电能传输的影

响，得到负载变化对无线电能传输系统传输效率和传输功率的影响机理。 

2) 负载变化情况下无线电能传输系统控制方法研究 

研究负载变化对无线电能传输系统控制方法，提高对无线电能传输系统

固有频率的跟踪性能。研究负载变化情况下保持系统传输效率稳定的控制方

法。 

3) 负载变化情况下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补偿电路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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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线电能传输系统中的补偿电路特性进行研究，降低负载变化对补偿

电路特性的影响；研究负载变化情况下可以稳定系统工作状态的补偿电路拓

扑结构。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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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三：太空智能制造技术 

1、课题名称：面向空间制造的材料回收利用技术 

研究目标：研究面向空间制造的材料回收利用技术，以提高空间站的资源

利用率，降低对地面补给的依赖，减小发射重量，节约空间站运营成本；并有

效提升空间站的应急维修能力，提高空间站任务可靠性。 

研究内容： 

1）面向空间制造的材料回收利用需求分析； 

2）微重力环境对材料回收利用的影响研究； 

3）典型空间材料的在轨回收利用技术研究。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2、课题名称：太空增材制造机器人概念研究 

研究目标：研究可适应空间站舱外环境并开展增材制造的机器人构型，

对机器人的运动行为和送料过程进行仿真，提出太空增材制造机器人的关键

指标体系。 

研究内容： 

1）太空增材制造机器人构型研究 

研究适合在空间站舱外自由移动、准确限位并实施制造或再制造的机器

人构型，给出材料储存与送料机理，提出保证执行器末端绝对定位精度的方

法。 

2）太空增材制造机器人打印工艺、适用材料研究 

结合空间站舱外环境，研究可适应高低温循环变化的制造工艺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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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出可行的环境因素控制方法。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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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四：复杂任务智能运控技术 

1、课题名称：空间复杂应用任务在线动态智能规划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瞄准智能任务规划与调度技术前沿领域，以解决我国空间复

杂运控任务规划面临的关键技术为导向，开展相关的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 

1）研究多领域复杂空间任务知识提取与建模方法，研究历史知识库深

度学习的用户需求时变预测模型，解决复杂运控任务、资源、约束建模和用

户需求预测分析问题； 

2）研究资源高效分配智能规划调度技术，解决复杂空间运控任务资源

动态优化分配和在线动态快速重规划技术难题。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3篇 

进度要求：2年 

2、课题名称：分布式多专家协同系统框架的研究 

研究目标：通过对分布式多专家协同系统框架的研究，有效解决多专家

系统协同诊断模式下的知识库构建、知识共享和融合决策问题，提升空间应

用有效载荷的智能运控水平。 

研究内容： 

1) 研究多专家系统知识库建立，构建多专家系统知识库规范化、通

用化、可扩展化机制； 

2) 研究多专家系统协同调度，解决多专家系统协同决策中的知识共

享和冲突检测问题； 

3) 研究多专家系统融合决策，解决多专家系统推理方案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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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优解搜索问题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3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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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五：空间遥科学实验技术 

1、课题名称：仿生柔性末端抓持器运动分析与控制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通过开展软体末端执行器相关综合应用技术研究，突破并解

决传统刚性机器手的连杆、铰链和电机等结构上的限制以及复杂的控制系统

设计问题，提高空间复杂交互工作环境下末端操作的灵活性，稳定性和安全

性。 

研究内容： 

1) 基于仿生结构设计与大变形材料分析，研究仿生柔性末端抓持器

多运动模式特性； 

2) 重点探索在空间环境下对易破碎、形状复杂甚至物态变化对象的抓

持控制研究，为未来智能化、可交互的安全协作型空间机器手操作

平台奠定基础。 

成果形式： SCI论文 1～2篇 

进度要求：2年 

2、课题名称：大时延力反馈遥操作虚拟预测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瞄准空间精细操作任务的应用需要，研究空间遥操作虚拟预测

环境建模和控制技术，消减不确定大时延和有限带宽等因素对空间遥操作系

统的影响，为增强空间遥操作系统的透明度和鲁棒性提供技术支持。 

研究内容： 

1）研究基于视觉、位置和力觉信息的虚拟预测环境几何和动力学建模方

法，基于模拟碰撞检测建立接触力预测模型，探索虚拟环境与真实环境的一致

性校正技术，通过增强现实实现机械臂工作状态的准确计算与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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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图形图像融合的模型适配与误差检测，研究虚拟环境模型在线参

数辨识与修正技术，提高预测模型精度。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EI论文 2～3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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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六：空间数据利用技术 

1、课题名称：数据质量分析控制技术 

研究目标：围绕天基微波干涉数据的成像原理及数据特征，开展数据质

量分析与控制技术研究，重点解决数据处理及产品生成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

题，保障数据产品质量。 

研究内容： 

1) 微波干涉数据质量评价与改善方法研究 

针对天基微波干涉数据特征，开展数据质量评价典型指标研究，建立评

价体系及方法集，针对斑点噪声、影像几何畸变等典型质量问题，研究有效

的数据质量改善及处理方法。 

2) 微波干涉数据 DEM产品高精度校正技术 

针对天基微波干涉数据的高程产品，研究基于多载荷高精度 DEM产品精

度的交叉检验技术，实现 DEM产品的高精度校正。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算法程序、SCI论文 1篇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1年 

2、课题名称：长时间序列地表热环境监测与变化分析 

研究目标：基于长时间序列热红外遥感数据，研究区域范围地表温度信息

提取与地表热环境监测技术，分析长时序地表热环境变化情况，并结合环境、

气候、人口、经济等因素，对地表热环境的各类影响因子开展前瞻性研究，探

索对地观测数据的应用潜力。 

研究内容： 

1) 长时间序列热红外遥感数据地表热环境监测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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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长时间序列热红外遥感数据，考虑可能的数据质量变化情况，研究地

表温度的长时序高精度反演方法，建立长时序高精度区域地表温度监测数据

集。 

2) 长时间序列地表热环境变化影响因子研究 

面向长时间序列区域地表温度监测数据集，分析区域地表热环境变化情

况，结合环境、气候、人口、经济等因素，开展区域地表热环境的各类影响因

子研究，探索地表热环境变化的规律。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算法程序、SCI论文 1篇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3、课题名称：面向偏振探测数据的目标特征信息提取与识别 

研究目标：基于偏振探测特性的多/高光谱对地观测数据，研究典型建

筑物目标特征信息的深度挖掘方法，分析目标特征信息，研究典型目标的高

精度特征信息提取与目标识别，探索对地观测数据的典型目标特征分析理论

与技术。 

研究内容： 

1) 面向偏振探测特性多/高光谱对地观测数据的典型目标特征信息深度

挖掘方法研究 

针对偏振探测特性多/高光谱对地观测数据，分析典型目标的形状、颜

色、纹理等多方面的特征，开展典型目标特征信息的深度挖掘方法研究，快

速、高精度地提取典型目标的有效特征信息。 

2) 典型目标高精度目标识别技术 

针对典型目标在偏振探测特性多/高光谱对地观测数据中的有效特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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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分析特征信息的内容与结构，研究典型目标的高精度检测识别技术。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算法程序、SCI论文 1篇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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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七：新概念空间探索技术 

1、课题名称：基于重力梯度测量的地球重力场反演 

研究目标：以重力梯度测量信息处理与分析为重点，结合其它测量方

式，对现有地球重力场模型进一步精化，为实时探测重力异常提出新概念技

术方案。 

研究内容： 

1）重力梯度测量信息的处理与分析方法 

2）考虑重力梯度测量的地球重力场高精度反演算法 

3）考虑重力梯度测量的地球重力场反演结果评价与精度分析 

4）重力异常探测新概念技术方案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2、课题名称：航天器集群飞行防碰撞态势感知与轨迹控制 

研究目标：探索航天器集群飞行防碰撞的新概念技术，包括态势感知与

轨迹控制的先进算法，提出航天器集群自主飞行新概念技术方案，推动微小

卫星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研究内容： 

1）存在初始状态误差的航天器飞行轨迹演化规律  

2）考虑状态误差的星间碰撞态势预测 

3）防碰撞航天器飞行轨迹控制算法 

4）航天器集群安全飞行的新概念技术方案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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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要求：2年 

3、课题名称：升力体行星大气再入制导、导航与控制 

研究目标：提出升力体进入行星大气的新概念技术，实现行星大气就地

探测，实现可控的高精度行星表面着陆，进一步推动行星科学和载人火星探

测技术的发展。 

研究内容： 

1）不同密度与成分的行星大气与升力体气动力学建模 

2）升力体进入行星大气的预测制导与控制律设计 

3）升力体进入行星大气后的新概念自主导航方法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