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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题名称：地月空间站新概念及科学应用需求研究 

研究目标：结合国际上载人月球探测和深空探索发展态势，面向

我国未来载人探月工程的发展需求，提出地月空间运行的空间站新概

念，设计地月空间站架构、组成及轨道方案，分析地月空间站在载人

登月和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可起到的作用，探索提出地月空间站可能

开展的科学与应用任务。 

研究内容： 

1）国际地月空间站（月球空间站）调研与深入分析 

调研与分析国际上提出的地月空间站（“深空门户”）发展现状，

分析其轨道选择、空间站组成与空间站功能与作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2）我国地月空间站概念研究 

面向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的战略需求，提出我国地月空间站新概念

方案，优化选择地月空间站的运行轨道，提出空间站组成架构等初步

方案，研究并分析地月空间站对服务于未来载人登月和其他深空探测

任务的作用和意义。 

3）地月空间站科学与应用任务需求探索 

区别于近地空间站，探讨和分析地月空间站适合开展的空间科学

与应用任务，重点梳理面向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索在地月空间站适

合开展的关键技术验证。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论文 1～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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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名称：近地小行星采矿动力学概念研究 

   研究目标：以近地小行星大规模采矿任务为背景，提出实施采矿

的可行概念方案，开展相关的动力学概念研究，为近地小行星大采矿

提供发展建议。 

研究内容： 

1）提出抵达小行星附近后实施采矿的概念方案 

调研已有的采矿方案，提出科学合理的概念方案，包括小行星表

面锚定、表面矿物钻取、小行星表面或内部爆破等概念方案。 

2）采矿航天器在不规则形状近地小行星附近的稳定停泊轨道研究 

稳定的停泊轨道可以用于提供小行星观测、着陆前停泊、小行星

表面活动定位服务等。 

3）以能够获取矿物为目标，研究在微弱引力作用下小行星表面

锚定、矿物钻探获取所涉及的动力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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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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题名称：太阳系外行星-卫星系统科学探测的轨道力学研究 

研究目标：以木星、土星、天王星为代表的太阳系外行星-卫星

系统科学探测作为任务背景，基于圆形限制性三体模型与动力系统理

论，开展行星-卫星系统周期轨道全局搜索、科学探测轨道设计以及

行星卫星的捕获与逃逸轨道设计，为太阳系外行星探测任务的设计奠

定理论基础。 

研究内容： 

1）外行星-卫星系统探测的轨道力学研究现状分析，总结归纳轨

道力学研究方法与成果以及发展趋势； 

2） 开展行星-卫星系统的 2D/3D周期轨道全局搜索、分类及其

稳定性研究，构建周期轨道数据库； 

3） 木卫/土卫全球覆盖的科学探测环绕轨道设计，考虑太阳照

射角、轨道稳定性约束、探测时间、燃料消耗等任务约束； 

4） 木卫/土卫捕获与逃逸低能耗轨道设计，研究如何实现低能

耗地转移到木卫/土卫环绕轨道，以及逃逸该轨道抵达另一颗卫星。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SCI论文 1篇、EI论文 1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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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题名称：月面作业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服役性能演变研究 

研究目标：研究月面作业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的服役性能演变过

程开展研究，实现月面作业机器人在预期寿命内平稳运行，以及作业

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的健康状态评估与寿命预测，为研制具有自主维

护和健康管理能力的月面机器人奠定基础。 

研究内容： 

1）多物理场作用下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损伤机理研究 

综合考虑交变温度、空间辐射、微重力等多物理场对机器人活动

关节运动状态及润滑特性的影响，开展多物理场作用下机器人活动关

节的损伤机理研究，从本质上揭示月表极端环境因素与机器人活动关

节可靠性的关联关系。 

2）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多维度不完备信息的可靠性建模 

针对月面作业机器人这一复杂工程系统在研制过程中存在信息

不完备的特点，从设计、制造、试验等寿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综合考

虑复杂系统的层次结构，开展基于失效物理的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可

靠性建模方法研究。 

3）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服役性能参数耦合特性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针对机器人活动关节的典型故障模式及其失效机理建立相应的

失效物理仿真模型，分析相应的故障行为特征与响应，实现参数耦合

关系的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的多物

理场仿真分析，建立关键活动部件服役性能的定量分析。 

4）基于故障行为的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服役性能一体化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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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人关键活动部件的故障损伤机理以及服役性能参数的定

性定量分析基础上，通过分析各种故障的机理以及退化过程，可以确

定影响系统寿命的关键因素，实现基于故障行为的机器人活动关节服

役性能一体化建模。 

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论文 5篇（其中 SCI 论文 2篇）；专利

1~2项 

进度要求：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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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题名称：基于电热驱动可重构智能连接构件的控制机理与应用

研究 

研究目标： 

针对传统可变形机电结构需要分布设计与分布制造等问题，基于

一体化设计与制造技术，开展可重构电热驱动连接构件的结构设计、

控制机理、优化设计理论研究，建立基于电热驱动可重构智能连接构

件的设计与优化方法。 

研究内容： 

（1）探索可重构电热驱动智能连接构件的设计技术研究； 

（2）研究可重构电热驱动连接构件的控制机理； 

（3）在满足系统轻量化、功能融合等要求下，发展可重构电热

驱动连接构件的优化设计理论研究，并实现包括精确智能变形在内的

功能提升，在典型的连接结构中开展功能应用验证。 

成果形式： 

（1）研究报告 1篇，包含以下内容： 

（a）智能结构中采用智能材料类型不少于 3种； 

（b）设计智能连接构件的主要方向变形角度不小于 30°； 

（c）基于电热驱动的智能连接构件变形时间不超过 20秒。 

（2）论文 2篇（SCI检索） 

进度要求：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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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题名称：地基微重力设施可控回收关键问题研究 

研究目标：地基微重力实验设施（落塔、落弹舱、探空火箭等）

在应用中的重要问题是回收过程中过载加速度大，准备一次实验时间

长、成本高。目前可控回收包括机械回收、电磁回收、火箭反推软着

陆技术等。课题的研究目标是调研可控回收技术在微重力实验过程中

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计算其回收和发射任务所需的燃料/能

源、动力/电磁力和承载重量的关系，以及发射高度和发射成本的关

系。针对可控回收过程中的动力/电磁力和控制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

和仿真，梳理关键难点问题。此外，从微重力实验的需求出发，估计

微重力实验的实验时长和环境水平。 

研究内容： 

1）落体可控回收的任务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 

计算回收和发射所需要的燃料/能源、动力/电磁力和承载重量的

关系，计算任务发射高度和成本的关系。 

2）落体可控回收的动力/电磁力和控制问题研究和仿真 

梳理关键难点问题，尤其是在可控回收软着陆过程中的最大过载

问题，姿态控制稳定性问题，发动机/直线电机选型等问题，并进行

建模和仿真。 

3）微重力环境测量和估计 

从微重力实验的需求出发，估计采用此种方法的微重力实验的实

验时长、微重力环境水平等参数。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 SCI 论文 2 篇或 EI论文 4篇 

进度要求：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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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课题名称：空间智能路由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探索软件定义网络智能控制

技术，以路由器为依托，研究空间人工智能路由器的实现与性能保证、

全网流量传输优化、网络安全、可靠组网等关键技术问题，实现空间

信息网络的智能控制。 

研究内容：  

1）空间人工智能路由器的实现与性能保证技术 

针对人工智能路由器数据平面可编程背景，分析与识别不同业务

的网络流量特征，构建智能路由器，保证数据的转发能力及效率。 

2）空间信息网络流量传输优化技术 

研究软件定义智能网络，围绕全网状态数据，设计人工智能算法，

面向业务需求实现网络最优决策的学习，提升全网流量的传输效率和

资源的利用率。 

3)空间信息网络安全与可靠组网技术 

研究随机策略增加网络传输的随机性，减少网络对单节点的依赖，

提出智能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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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程序；研究报告；SCI 论文 1～2 篇  

进度要求：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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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课题名称：面向小失效样本的空间有效载荷故障趋势预测技术 

研究目标：空间有效载荷通常为小批次应用设备，在轨运行期间

异常事件或故障问题鲜有发生，故障样本极度匮乏导致正负样本严重

失衡，使得基于数据驱动的空间有效载荷故障趋势预测的精度难以保

证。基于智能的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方法，通过构建无监督环境下的

空间有效载荷故障描述模型，表征故障随时间的动态演变特性，预知

空间有效载荷的故障发展趋势，提高小失效样本下的空间有效载荷故

障预测的准确性。本课题开展对于提升空间有效载荷运行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内容： 

1) 空间有效载荷故障趋势特征提取技术研究 

研究故障趋势信息与非故障趋势信息的解耦方法，确定能够映射

故障趋势发展的敏感特征参数和敏感特征模式，确定表征有效载荷故

障发展趋势的敏感特性或敏感模式在非线性条件下的提取方法。 

2) 空间有效载荷故障趋势预测技术研究 

研究有效载荷正负样本不均衡条件下的故障趋势信息的不确定

性度量方法，同时研究时间累积效应下融合多趋势指标的协同预测方

法，提高小失效样本下故障预测的精度，辅助地面运控决策。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 顶级会议或 SCI论文 1～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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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课题名称：天地一体化分布式协同动态任务规划算法研究 

研究目标：面向天地一体化应用场景，发展天基自主协同与地面

统筹规划相结合的管控模式，研究适用于多卫星、多载荷、多用户、

多目标的分布式动态任务规划方法和算法，提高无人系统对复杂多变

环境的主动适应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减轻系统对人在回路的依赖，

实现有限资源复杂约束下的高效协作，为天地一体化运控提供理论和

技术支撑。 

研究内容： 

1）针对分布式协作任务特点，研究基于多智能体理论的规划建

模和规划求解方法，建立高效率、高可靠的通信和协作机制，解决复

杂任务、异构资源约束下的协同规划问题。 

2）研究基于先验知识和情境认知的自完善智能规划算法，解决

动态和可观测不确定环境下在线实时规划的近似最优策略求解问题，

提高智能体的自主水平和天地一体系统对复杂多变环境的主动适应

能力。 

3）研究人机协同混合主动规划技术，基于历史任务偏好、专家

经验和启发式规则优化资源调度，发挥天基自主协作与人在回路管控

的优势，提高任务规划的可靠性和鲁棒性。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顶级会议或 SCI三区以上论文 2篇 

进度要求：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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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课题名称：卫星视频影像动态目标检测与跟踪 

研究目标：针对高分辨率的卫星视频影像、无人机视频影像等，研究

基于复杂背景下的动态目标检测和跟踪方法，探索高分辨率视频遥感

数据智能化分析与应用的国际前沿，实现舰船、飞机、车辆等运动目

标的高精度自动检测、运动估算和运动跟踪。 

研究内容： 

1)高分辨率卫星视频背景建模方法研究 

    高分遥感影像地物信息丰富、背景复杂，常用的监控视频影像背

景建模方法不一定适用于遥感影像。研究适合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抗

噪音干扰、鲁棒性较强的背景建模方法，提高目标检测和跟踪的可靠

性。 

2)面向对象的基于背景分割的高分辨率视频影像运动目标检测

方法研究 

    结合背景建模方法，研究基于对象的背景分割方法，通过对视频

序列背景图像的帧差分析，实现区域目标检测。 

3)运动目标的跟踪算法研究 

 复杂背景及遮挡条件下的目标跟踪时,极易出现目标跟踪失效和

目标丢失现象。研究运动目标的跟踪算法，预测目标的运动方向，实

现遮挡、动态背景情况下视频影像的目标运动跟踪。 

成果形式：算法程序;研究报告；SCI 论文 1 篇、EI 论文 2 篇 

进度要求：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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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题名称：天文巡天观测数据地面预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目标：面向空间天文光学大天区面积多色测光和无缝光谱巡

天的科学研究需求，研究地面数据预处理的流程和方法，解决数据预

处理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出天文巡天观测科学数据产品的形式和内

容，分析预处理过程中对数据产品质量影响的因素及控制要点，为未

来开展的天文巡天观测数据分析与研究提供地面技术支持。 

研究内容： 

1）数据预处理关键技术方法研究 

    研究多色测光和无缝光谱观测数据的预处理流程及方法，解决预

处理环节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出数据预处理对地面试验、在轨图像

数据获取和辅助数据的要求。 

2）天文巡天观测科学数据产品定义 

    通过对国内外空间天文望远镜项目、地面天文巡天项目的调研和

巡天任务科学目标的分析，提出天文巡天观测科学数据产品级别划分、

产品内容及格式。 

3）数据产品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数据预处理流程中各环节及相关处理算法对数据产品质量

的影响，定量分析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为优化改进处理算法、提高

数据产品质量提供依据。 

成果形式：算法程序；研究报告；SCI论文 1篇、EI论文 1篇 

进度要求：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