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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一：空间应用和探索战略规划研究 

1、课题名称：载人与无人月球探测科学应用需求比较研究 

研究目标：着眼于我国后续月球探测工程的发展，分析国际载人与无人

月球探测科学任务的发展态势，开展载人与无人月球探测的科学应用需求研

究，探索应用需求结果的评估验证方法，为我国后续月球探测工程任务规划

提供思路。 

研究内容： 

1）国际载人与无人月球探测任务现状和发展态势分析 

系统分析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国内外载人和无人月球探测任务的发展轨

迹，侧重其科学目标、科学载荷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探测成果；梳理并分析

国际主要航天国家/组织未来的载人与无人月球探测发展战略，侧重其任务规

划、科学目标、应用目标等。 

2）载人与无人月球探测科学与应用需求比较研究 

分析月球探测有人参与和无人参与的不同特点、功能，提出不同阶段下

的载人与无人月球探测的总体科学设想，并对其科学应用需求进行比较研究。 

3）应用需求评估方法探索 

对应用需求分析的结果开展评估方法研究，探索验证其合理性的评估方

法。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论文 1～2篇 

进度要求：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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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二：新概念空间探索技术 

1、课题名称：地外行星表面地貌环境自主识别与感知方法研究 

研究目标：以火星表面漫游巡视任务为应用背景，研究火星地形地貌、

动态环境与巡视器位姿这三类态势的自主感知方法，建立基于被动图像与三

维观测点云的火星地形地貌快速识别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静态地貌与动态

环境的主动感知方法，为提高未来火星探索任务奠定理论与应用的基础。 

研究内容： 

1）地貌描述与编目方法 

研究基于二维图像特征描述算子与三维激光雷达点云的地貌简洁描述方法，

在此基础上研究地貌数据库组建和在线增广方法。  

2）静态地貌主动感知方法 

在巡视器工作时，需要判定当前场景内是否存在已编目或未知的兴趣地

貌，并根据判定结果主动规划敏感器参数，项目将研究基于地貌特征库的地

貌主动感知方法与基于场景感知的未编目地貌主动感知方法。  

3）动态环境态势感知方法 

巡视器应能够自主捕捉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动态环境态势，项目以云及

尘暴作为两类典型动态环境态势，研究基于序列图像的动态环境态势主动感

知方法。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论文 1篇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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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名称：弱引力小天体表面样品采集的动力学与控制研究 

研究目标：提出探测器利用机械臂在小天体表面取样的技术方案，考虑

小天体的弱引力环境，研究小天体表面多点取样的飞行控制问题，探测器接

近表面样品的姿轨耦合控制，以及取样过程中抓取样品的动力学与控制问题。 

研究内容： 

1）小天体表面近距离飞行的动力学与控制问题，探讨小天体表面多点取

样的飞行控制技术方案 

2）探测器自主接近表面样品的姿轨耦合控制方法，并在接近过程中避免

与小行星发生碰撞 

3）研究机械臂取样过程中抓取样品的动力学与控制问题，确保样品的稳

定抓取与转移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论文 1篇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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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三：空间科学实验集成与验证技术 

1、课题名称：空间结构自适应微振动主动控制技术 

研究目标：对于在轨航天器，微振动将会使空间相机产生像移响应，也

会使卫星结构由于飞轮的动静不平衡性产生姿态晃动，从而严重降低指向精

度、分辨率、稳定度及成像质量等重要性能指标，因此，在航天结构的研制

过程中，需要特别考虑微振动的影响。基于智能结构的主动隔振方式，通过

嵌入传感器、作动器和控制器等研究，通过自适应控制策略，研究低频微振

动技术。  

研究内容： 

1）新型压电作动器设计与分析 

压电作动器设计与建模、压电作动器性能仿真与优化。 

2）自适应主动控制策略设计与仿真分析 

自适应主动控制策略设计、自适应主动控制策略性能分仿真析。 

3）空间结构微振动自适应主动控制技术应用研究 

空间结构微振动自适应控制策略设计、空间结构微振动自适应控制性能

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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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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名称：空间科学载荷热控模块化设计及自适应控制策略研究 

研究目标： 针对空间科学实验载荷中热载荷变化规律、冷却需求及温湿

度等微观热环境参数的控制特点，研究空间科学载荷的非稳态热特性及热控

系统的模块化设计，解决冷却工质及其它热控资源自适应管控、配给策略，

为微观热环境参数控制的任务适应能力和鲁棒性奠定基础。 

研究内容： 

1）空间科学载荷热控需求梳理与模块化设计 

系统归纳空间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典型空间科学载荷的非稳态发热规律、

散热及控温需求。总结温度及湿度等微观热环境参数的耦合规律及特征。基

于以上输入，研发机电热控一体化的模块化组件，实现其热量收集、传输、

排散等热控需求。 

2）复杂单相流体网络的自适应工质管控及配给策略 

解决空间科学载荷中复杂单相流体网络的拓扑结构优化、其压力-流量及

焓-温度通道的非稳态特性分析及建模难题，形成不同载荷特征、不同流体网

络拓扑体系下的冷却工质自适应流量管控及配给策略等关键技术途径，提高

空间科学载荷热控系统模块化、通用性、在轨维护能力。 

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 SCI 论文 2篇 

进度要求：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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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四：空间应用信息与控制支持技术 

1、课题名称：弹性可靠的软定义空间光交换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以自由空间光通信（FSO）为技术基础，探索软定义空间组网

技术，着重解决软定义星载交换节点结构、自适应拓扑维护、资源抽象与配

置、损伤感知与可靠组网等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国空间光互联、空间站信息

港等技术研究与应用提供参考方案、分析数据和设计建议。 

研究内容： 

1）软定义空间光交换节点结构与自适应拓扑维护 

针对软定义架构和空间三维组网背景，设计光交换节点结构和组网机制；

围绕星间网络的可扩展性、自组织性和节点动态变化等问题，研究软定义光

交换网络的自适应拓扑维护与信息更新机制。 

2）软定义空间光交换的资源抽象与优化配置 

研究软定义空间网络的带宽资源、计算存储资源等的抽象与量化方法，

面向业务需求提出弹性的资源重构和动态调度机制，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减

少网络时延。 

3）空间光交换网络的智能损伤感知与抗毁生存 

借鉴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空间光交换节点性能的特征提取方法和物理损

伤感知机制，提出光交换节点状态的实时动态监测方案与抵抗并发多故障的

主动防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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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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名称：面向空间信息网络的信道网络联合编码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空间通信（卫星星座）的组网特点、拓扑结构和信道特

性，以提高空间通信系统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为目标，以涵盖信道编

码（包含物理层无速率编码）、网络编码和空间调制方等跨层一体化设计方式

为技术手段，研究适用于空间信息网络结构的高可靠、高能效、低复杂度的

信道网络联合编译码方法。 

研究内容： 

1）高效物理层无速率信道编译码器设计 

传统的固定码率级联码或 Turbo码无法实现在空间通信系统中的高效传

输,而且需要大量的高可靠反馈信息。物理层无速率信道编码可克服上述缺点。

本项目研究高效物理层无速率信道编码译码器设计，具体内容包含（但不局

限于）：多路并行编码、多线程/并行处理、串行 BP迭代译码算法等技术的将

联合使用，目的是降低编译码器复杂度、并减少编译码时延。 

2）时间异步物理层无速率信道网络联合编译码技术 

在空间通信中，通常需要两个或以上信源同时传输不同的经过信道编码

之后的数据到中继节点，并且通过中继网络进行信息交换。但是，不同信源

的信息在经过不同距离的传输之后码元间不能精准同步。本项目研究如何在

码元异步的情况下实现高可靠、高能效、低复杂度的物理层无速率信道网络

联合编译码算法。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 1份、SC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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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题名称：空基信息网络部署与服务优化研究 

研究目标：空基信息网络是以临近空间平台和无人机为骨干的空基信息

网络。本项目针对空基信息网络的关键技术展开研究，着重解决空基信息网

络的节点部署以及接入服务优化等问题，为天空地一体化网络的研究及推进

奠定基础。 

研究内容： 

1）空基信息网络部署策略研究 

空基网络的部署受诸多因素约束，包括空基节点的资源总量、飞行高度、

地面业务分布等。此部分研究包括： 

（1）单无人机部署策略研究 

研究在给定地面用户的业务需求情况下，寻求无人机的最优三维坐标位

置，使得到服务的地面用户的数量（或者和速率）最大化。 

（2）多无人机部署策略研究 

研究在无人机和地面用户都同质及无人机同质但地面用户异质两种情况

下满足地面用户需求前提下的无人机最少数量和最优位置。 

2）空基信息网络的接入优化与服务 

空基网络是一个异质混合网络。异质网络承载用户接入信息时，具有不

同的代价。因此，需进行接入控制以优化网络效益，研究包括： 

（1）基于静态博弈的用户接入策略 

假设多个待接入的用户都服从统一的调度中心的安排。此种情况下，将

多用户接入优化问题建模为静态博弈问题，并进行求解。 

（2）基于动态博弈的用户接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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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系统没有统一的调度中心，每个待接入用户进行分布式独立接入优

化。此种情况下将接入控制建模为动态博弈问题，并进行求解。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进度要求：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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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五：太空智能制造技术 

1、课题名称：智能材料太空环境增材制造总体概念研究 

研究目标：对太空微重力和高真空环境下的智能材料增材制造技术进行

研究，分析可用的智能材料种类，提出可行的技术发展途径和总体方案，为

智能材料增材制造技术在空间站等航天器上的部署提供参考。 

研究内容： 

1）智能材料太空增材制造应用模式研究 

2）智能材料太空增材制造技术发展途径研究 

3）太空增材制造可用智能材料种类分析 

4）智能材料太空增材制造总体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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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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六：遥科学实验技术 

1、课题名称：网络触觉多人协同交互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基于网络触觉人机交互，设计空间任务中天基-地面人员间的

触觉交互协作渠道，实现天地人员依托触觉通道的彼此感知和相互作用，拓

展我国天地协同实验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提高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的展

示度。 

研究内容： 

1）网络触觉多人协同交互模型 

研究在网络环境中，天地人员基于触觉通道协同操作和彼此作用的交互模

型，依据触觉渲染精度要求，研究触觉反馈模型，实现本地反馈的准确输出； 

2）网络触觉稳定渲染算法 

依据触觉渲染对高更新频率的要求，研究网络触觉渲染的信号传输和本

地预测与补偿算法，避免通信时延造成的失稳和振动；探索网络触觉交互的

稳定机制和模型，有针对性地提出失稳处理原则和方法。 

3）专用设备设计原则和控制方法 

根据空间应用的任务特点，提出适用于天地交互特点的触觉交互终端的

设计原则和方法，基于导纳和阻抗显示控制原理，探索专用设备的控制理论

和控制方法，指导专用设备的设计开发。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发表 SCI论文 1-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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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名称：多组分流体物理模拟与交互技术 

研究目标：瞄准空间流体界面问题研究的遥科学应用需求，对空间微重

力条件下的大液滴进行物理建模，模拟在非浸润圆形基面的形成、扩展和收

缩现象以及液体在不同浸润性容器内流动行为，为实现空间微重力流体实验

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同时研究多组分流体之间的复杂交互，建立处理

复杂交互的统一模型，真实再现包含复杂交互的自然流体场景。 

研究内容： 

研究基于粒子法的流体物理建模方法，利用对偶力粒子模型对微重力条

件下的大液滴的表面张力，以及和接触面的粘滞力等进行高效的模拟。针对

多组分流体，使用体积分数的物理模型，并利用亥姆霍兹自由能和迁移速度

模拟多组分流体的流动特性，研究高实时性的流体渲染框架，实现空间流体

的真实感绘制和向量场的可视化。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发表 SCI论文 1-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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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七：空间数据利用技术 

1、课题名称：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地物识别方法研究 

研究目标：面向高分辨率光学、高光谱等遥感影像数据，研究基于深度

学习技术的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等典型地物类型智能化识别

方法，探索遥感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国际前沿，实现高精度地物分类。 

研究内容： 

1）典型地物类型有效特征信息库构建 

面向光学、高光谱遥感影像数据，分析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

用地等典型地物类型光谱信息、纹理、颜色等特征，构建各典型地物类型的

有效特征信息库。 

2）基于深度学习的地物识别研究 

研究深度学习模型和识别算法，实现典型地物类型的高效率、高精度识

别。 

成果形式：算法程序、研究报告、SCI论文 1篇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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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名称：海量高维巡天观测信息提取与可视化方法研究 

研究目标：面向海量高维的空间与地面巡天观测数据，开展信息提取、

数据综合可视化等技术方法研究，为天文观测数据的综合分析与可视化提供

方法探索。 

研究内容： 

1）海量高维巡天观测数据信息提取 

面向海量的空间与地面巡天观测数据，研究高维数据的有效降维方法、

特征提取与分析方法，为天文数据的分析和利用提供有效方法支撑。 

2）巡天观测数据综合可视 

针对天文巡天观测数据的特性，研究适用于巡天观测数据的可视化数据

模型，提出巡天观测数据的综合可视化方法，为天文数据应用提供理论和方

法支撑。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论文 1篇或 EI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