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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概念轨道发射系统运载系数的评估 万　利/ (８５１)
面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机构技术发展研究 刘观日　张宏剑　于　兵　李元恒/ (８５７)
无控弹飞行弹道精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晓濛　何　鹏　孙福合　王　宇　王燕宾/ (８６７)
运载火箭无人值守加注及发射技术验证试验系统设计

赵春宇　张连万　岳　婷　丁建春　吕宝西/ (８７４)
俄罗斯新型可重复使用阿穆尔号运载火箭 周　媛　王　晔/ (８８２)
可重用运载火箭结构设计安全系数的优化途径 黄　诚　常　鑫　朱利军　蔡凯旋/ (８８７)
垂直回收火箭可伸缩着陆腿展开的动力学仿真分析

胡鹏翔　徐珊姝　张津泽　张宏剑　王　檑/ (８９４)
飞行器数字孪生体的数据驱动模型构建方法研究 李星辰　田　野　宋天莉　许　睿　张若凡/ (９０６)
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三维轨迹规划方法研究

刘晓鹏　王永圣　任志伟　郭　健　佘文学/ (９１３)
一种新型姿控喷管布局及控制重分配方法 杜昊昱　范瑞祥　张普卓/ (９２２)
从空中发射到大气再入的全过程轨迹优化设计 和星吉　左小玉　李庆龙　徐　明/ (９３６)
面向航天应急机动发射任务的指挥决策流程设计研究

李　超　吴　枫　方　晖　刘　昕　杨成骁/ (９４７)
运载火箭统型测发控指挥模式优化研究 任月慧　张宏德　彭　越　刘　洋/ (９５６)
核动力运载器在载人探火任务中的应用分析 李　扬　张　烽　高朝辉　杨　毅　汪小卫/ (９６１)
电磁发射运载火箭轨迹总体参数一体化优化设计研究 张雪梅　吴胜宝　孔令超　童科伟/ (９６６)

４



论坛四　新型光电技术在态势感知装备中的应用论坛

基于星间相对定位的三星时差定位误差分析

曾　巍　何泓毅　王秋红　高　硕　安金坤　孙协昌/ (９７５)

事件相机在航天领域的前景展望 肖　昆　陈　益　张义超　解永锋　曹梦磊　王国辉/ (９８２)
暗通道原理在图像去雾技术上的应用 梁　建　罗武斌　许　辉　唐浩浩/ (９９１)

一种行人定位模块中的SINS_GPS_ 磁力计组合导航算法 刘锦源　侯旭阳　徐　浩　张浩然/ (９９７)

双向复用布拉格光栅波导延时单元的光串并转换方法 敖晨歌　王士锋　杨　诚　薛　宁/ (１００６)
外场设备的红外辐射特性标定响应度外推方法研究 罗建强　阳吉斌　蔺东伟/ (１０１５)

视觉导航四旋翼无人机自主精确降落系统 康立鹏/ (１０２３)

一种用于空间碎片撞击感知定位的光幕测量系统

曾　鸿　王小驹　李衍璋　苏振华　王帅涛/ (１０３２)

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通用架构与构件设计 郑方舟　张海翔　廖胜男　王绍杰/ (１０４０)

论坛五　航天电磁信息技术论坛

电光晶体PMN PT的光学性能研究 赫崇君　高慧芳　邓晨光　李自强　路元刚/ (１０４９)

论坛六　空间智能自主控制论坛

利用飞秒激光梳改进CDGPS的亚毫米级相对导航 王静吉　刘春阳/ (１０５７)

一种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性能退化评估方法

张　宽　汪赛进　赵焕洲　程艳合　刘俊琦　支全全/ (１０６７)

燃气作动式折叠舵展开试验与动力学仿真研究 蒋　政　唐德佳　黄民昌　李兴勇　严　铖/ (１０７５)
健康状态驱动的装备自主保障决策方法研究 崔博文　陶小创　原艳斌/ (１０８２)

考虑退化模式动态转移的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方法 陶小创　崔博文　原艳斌/ (１０９３)

航天器逃逸脉冲求解的深度学习方法 陆鹏飞　王　悦/ (１１０１)
哈勃空间望远镜指向控制系统仿真研究 徐广德　孙国童　张柏楠　柳　宁　苟仲秋　张　永/ (１１１２)

一类全驱动和欠驱动航天器的鲁棒自适应容错控制 张泽君　杨　浩　姜　斌/ (１１２１)

无拖曳卫星自抗扰控制方法研究 乔鑫宇　吴国强　周文雅　吴志刚/ (１１３１)

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段多约束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研究

李毛毛　胡　军　黄　煌/ (１１４２)

充液航天器位置 姿态的固定时间滑模追踪控制 董新蕾　齐瑞云　姜　斌　徐天伦/ (１１５２)

一种优化的空间跟瞄扫描方法的研究 戴维宗　刘　笑　梁巨平　邵志杰　孟其琛/ (１１６８)
基于扰动补偿的PMSM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 刘伊伦　刘　江/ (１１７６)

数据驱动的航天器多主元模型故障检测方法 田若冰　徐　瑞　李朝玉　朱圣英　高　艾/ (１１８８)

航天器近距离操作自适应故障补偿技术 任　好　姜　斌　马亚杰/ (１１９５)
一种刚柔耦合连续体机械臂的设计与仿真研究 刘　琪　张　军　初晓昱　周敬淞/ (１２０５)

引入正交学习与莱维飞行的改进粒子群算法 王震宇　何　欢/ (１２１２)

５



基于少样本的域自适应雷达智能目标检测识别技术研究 姜　丰　邵会兵　倪　亮/ (１２２２)
考虑预设性能约束的卫星编队轨道控制 张　继　邢冬静　李　权　强佳久/ (１２３１)

面向行星保护的火星撞击概率评估方法研究 曹知远　温昶煊　乔　栋/ (１２３９)
基于锥互补方法的空间机械臂非光滑动力学研究 辛鹏飞　聂佳伟　刘　鑫　刘　宾　荣吉利/ (１２４７)

小天体柔性附着多节点协同导航方法 陆晓萱　崔平远　梁子璇　朱圣英　葛丹桐/ (１２５３)
近地InSAR卫星编队连续小推力重构控制研究 舒　睿　桂玉乐　贾庆贤　李化义/ (１２６０)

基座受控类空间机械臂最小反作用轨迹规划 尹　旺　王　翔/ (１２７１)
导航卫星自主导航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刘伟杰　陈　斌　严　嵘　季　业/ (１２７９)

日地L１点Halo轨道的鲁棒维持策略 冯　展　刘　航　郑亚茹　徐　明/ (１２８５)
一种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奇异规避控制律设计 朱天昊　韩宏伟　乔　栋/ (１２９３)

包含动力学反馈LQG控制的Lambert制导交会方法 孙松涛　王翊时　冯　刚　何志文/ (１３０３)
逃逸飞行器针栓式变推力发动机控制分配策略 王　之　杨　鸣　张敏捷　李继友　李毛毛/ (１３１０)

基于机器学习的卫星在轨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吴继峰　李　毅　王红勋　李乾宇/ (１３１６)

基于ROE的四脉冲轨道机动遗传算法优化研究 郑　杰　陈丹鹤　徐　根　张　翔　廖文和/ (１３２５)
高精度星相机在轨精度评估 邸晶晶　任宇宁　王　伟　宗云花　于艳波　翟国芳/ (１３３１)

论坛七　卫星应用论坛

信息时代５G频谱共享对抗仿真技术综述 张　盈　杜　渐　张　兴　马一原　马　静/ (１３３９)

星地一体多数据源融合的卫星应用方案研究 徐　健　王井胤　徐　凯/ (１３４５)

论坛八　航天标准化论坛

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发展的透视与浅析 姜盛鑫　韩天龙　施　帆　陆宏伟/ (１３５３)

液氢国内外标准发展状况 何田田　姚　巍　杨晓阳　张　天/ (１３６０)

基于系统工程方法的 “质量标准一本通”构建与实践

高志林　仇理宽　刘　伟　朱建华　高瑞林　陈　健　梁　伟/ (１３６５)

基于大数据的航天产品质量管理薄弱环节分析及标准化应对策略

赵文静　岳艳军　周佳膑　卫　巍　毛培培/ (１３７２)
航天产品技术文件审签的信息化探索 何　慧　施　斐　单丰丽　劳海燕　黄莉苹/ (１３７７)

中国自主遥感卫星应用标准体系建设现状研究

周　翔　顾行发　王　锦　吕婷婷　周月敏　陶　醉/ (１３８３)

数字孪生航天标准化探索 伍招冲　朱　炜　杨世东　王　伟/ (１３９０)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建设方法研究 张　睿　付丽萍　徐洪武　王　伟/ (１３９６)

网络安全成熟度在航天产业中的应用思考 欧阳嘉谊　齐　力　姜盛鑫　毛　敏/ (１４０１)

GJB５０００B组织资产库建设与实施研究 蒋　婷　王　茜　孟　娟　蒋　宇/ (１４０６)

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规范体系研究 闫　璇　方　博　李　婉　崔　佳　付丽萍/ (１４１１)
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标准的编制思路探讨及建议 张　妍　韩天龙　尹玉明　崔梦曦　崔　佳/ (１４１５)

新时期航天产品化工作的思考 崔　佳　王喜奎　尹玉明/ (１４２０)
星载测控终端型谱化研究 管清华　王喜奎　方　轶　崔　佳/ (１４２５)

航天产品第三方试验模式与流程研究 胡振鑫　姚惠生　李　辕　魏开利　王晓剑/ (１４３０)

６



论坛九　近空间飞行与行星进入气体动力学与飞行力学论坛

跳跃式与平衡式近空间弹道的仿真分析与对比 王　辉　安国琛　顾村锋　李瑞康　梅小宁/ (１４３７)

超低轨卫星气动力辅助轨道控制研究 张靖奕　王　悦　焦洪臣　王　涛/ (１４４５)

多充液贮箱航天器耦合动力学研究的Kane方法 孙梓煜　岳宝增　唐　勇　潘晓东　李旭东/ (１４５６)
高超声速稀薄流单层翼伞气动流场分析 张　帅　方蜀州　郭　建/ (１４６９)

通量重构算法的时间离散方法研究 郭忠昌　刘　君/ (１４７９)
小偏差线性化建模的飞控系统设计缺陷分析和检测

吕俊巧　张　清　于铁军　王盼盼　邢立伟/ (１４８５)
再入式飞行器不同绕流状态的底部流动特征 朱德华　沈　清　杨武兵/ (１４９０)

FD ２１风洞Ma１０吸气式推进试验体系构建与验证

卢洪波　陈　星　金　熠　陈勇富　谌君谋　曾宪政　陈　农　纪　锋　毕志献/ (１５０１)

高速再入气体辐射加热的数值预测 吕俊明　李　飞　苗文博　程晓丽/ (１５１７)
基于翼身升力焦点与操纵性匹配的布局设计方法研究 陈　伟　高　鹏/ (１５２７)

高焓风洞自由流速度测量实验研究 宋华振　文　帅　谌君谋　金　熠　李佳胜　陈　星/ (１５３４)

N２非平衡流动中vtm跃迁速率计算方法的对比分析

周　越　吴　杰　朱希娟　马　静　亓鹏程/ (１５４０)

升力式航天器气动力辅助轨道保持设计与分析 金宇帆　闫晓东　班焕恒　马　禄/ (１５４６)
混合轨道空间飞行器气动变轨特性分析 黄　飞　王贵东　沈　清　程晓丽/ (１５５５)

论坛十　航天发射工程与地面设备论坛

低慢小目标复合拦截任务粒子群分配算法 贾彦翔　卞伟伟　刘　蝉　邱旭阳/ (１５６５)

非接触型多通道电流测试仪的设计与验证 严　嵘　卢德清　崔　振　季　业　张德明/ (１５７１)

无人机集群目标的多体制动态火力分配模型 苑文楠　侯　师　贾彦翔　彭延云　欧阳铜/ (１５７７)
一种相控阵连续波雷达直达波对消方法 薛立娟　李骁骅　邱旭阳　吕　鑫　苏成谦/ (１５８６)

立方星星箭分离装置技术研究 李文彬　张　爽　郭晓华　郝建伟　姜宇鹏/ (１５９３)
三维高速路面的分数阶微分方程模拟法 程梦文　王汉平　张宝振/ (１６０４)

重型多轴特种车虚拟台架预示与试验方法研究

白文通　刘　迁　吴　艳　岳玉娜　齐志会　管　理/ (１６１２)

柔性绳索非线性有限元模型性能仿真分析 卞伟伟　刘　蝉　贾彦翔　邱旭阳/ (１６１９)
车载地面设备高可靠性供配电系统设计 王建新　钱冰华　马兵兵　王新兵/ (１６２７)

Newmark β逐步积分法的载荷识别 李晓旺　李利军　杨翔飞　黄瀚锐　黄　科/ (１６３６)
小型发射筒活塞制动过程仿真分析 杨翔飞　李利军　李　广　陈爱锋　杨　杰/ (１６４２)

一种中心区域整体顶破式薄膜盖设计研究 陈爱锋　李利军　邱旭阳　杨翔飞　李　广/ (１６４９)
多旋翼飞行器技术平台及关键设计方法研究 张佳林　刘相新　毛子夏　熊大顺/ (１６５６)

基于双层绝缘结构的电磁轨道发射器减振优化 冯　刚　李腾达　连仲谋　时建明　任师达/ (１６６３)
压扭簧驱动贮翼舱门机构展开运动分析及仿真 杨福仁　夏铭渊　张　刚　李洪波　宋雨雨/ (１６７２)

载人航天器锂离子电池组地面充电系统设计 任　亮　何永丛/ (１６７８)
信息化发射平台低压驱动电路统型设计 刘　洋　周永明　赵龙飞　刘　澎/ (１６８４)

７



利用重力来反重力的飞行器发射系统 (重力势能飞行器发射系统) 张志刚/ (１６９４)
射前准备及发射主动段卫星推进系统热环境分析

高　永　杨家艾　马彦峰　林　倩　王　渊/ (１７０３)
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能力研究 安静伟　程　龙　胡云龙　解维奇/ (１７１０)
发射技术火工产品生产及试验管理要点分析 王珺岩/ (１７１８)
数字化技术在太阳翼充气控制系统上的应用 王　盼　严素欣　刘嫣洁　张红涛/ (１７２２)
航天材料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刘嫣洁　安迎和　杨苗苑/ (１７２９)
一种导弹天线罩测试转台零位标定方法

王新达　孙祥溪　吴　翔　何　鑫　常慧娟　张　健　孙　涛/ (１７３６)
初级分段PMSLM段间电流协同控制技术 邢文华　巫伟男/ (１７４５)
大型紧缩场扫描架直线度实时补偿系统研制 孙祥溪　吴　翔　何　鑫　张　沛　马永光/ (１７５５)
导弹发射火工品激活点爆通路测试方法研究 刘庆山　周海洋　严颖辉　赵鹏辉/ (１７６４)
空间飞行器装置无缆化设计 赵鹏辉　刘庆山　周海洋　孙　雨　孙祥溪/ (１７７０)
面向多任务的小型综合测控站设计 庄传刚　袁延荣　贾现普/ (１７７５)
航姿参考系统模糊自适应互补滤波器设计 陈　昊　张东升　王　婧　张富强　胡振邦/ (１７８０)
内涨自锁紧液压缸应力应变特性研究 申文强　张振华　张　明　王　飞　杨凯强/ (１７９２)
航天地面设备环境适应性评估建模技术研究与软件开发 钱庚建　叶　超　樊战军　王海龙/ (１７９９)
航天发射场一箭多星同频转发收发模式研究 王学东　杨中甲　张翔宇　张瑶瑶/ (１８０６)
采用一种通用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 王　博　刘相新　毛子夏　李　曜/ (１８１６)
模糊切换控制在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的应用 杨　婷/ (１８２２)
铍铝合金在航天复杂薄壁结构件中的应用 谢秋石　李军义　王东新/ (１８２９)
绿色固体推进剂研究 刘　学　石玉婷　罗　毳　贾方娜　高　扬　孟嘉鑫/ (１８３３)
一种运载火箭测试发射控制训练系统的地面直流电源设计

张　鑫　李　彬　罗大雷　李　波　包晨明/ (１８３９)

论坛十一　航天先进材料与制造装备技术论坛

航天谐波减速器刀具参数设计与齿形控制研究 宋洪舟　范元勋　侍　威　于志远/ (１８４９)
面向航天产品装配的柔性生产线设计方法研究 马国财　李　霏　蔡志娟　曹志宏/ (１８５８)

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内孔加工工艺研究 陈　军　单秀峰　钟　茵　李晓强　杜长林　李全洲/ (１８６５)

Z pin增强技术在防热结构件上的应用研究 田银俊　魏晓婷　耿洪波　胡　伟/ (１８６９)
航天制造过程精细化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张　泽　赵洪杰　李　军　徐　冬　梁　勇/ (１８７４)
铸造铍铝合金法兰结构瞬态动力学分析 李　鹤　宋德坡　苏泽浩　邵　琦/ (１８８２)

BGA封装器件的电装及检验技术研究 温静彦　王京伟　姜　森　汤子坡　甄红莹/ (１８８８)

２２１９铝合金的环轧过程模拟 汤君杰　闫崇京/ (１９００)
瓜瓣零件三维化铣样板数字化制造技术 熊泽鹏　孙锐锋　鲍益东/ (１９０８)
微焦点CT应用于BGA缺陷检测的研究 王京伟　严贵生　宗建新　张　毅　赵立伟/ (１９１３)

X射线成像的焊接缺陷检测技术 王京伟　宗建新　曹玉玲　张　毅　姜　森/ (１９２２)
推进剂贮箱用金属膜片设计与翻转数值模拟

马天驹　顾森东　张建军　张　海　于　斌　杨文博/ (１９２９)
装配过程中的O形密封圈损伤研究 聂　欣　杨大望　何　快　汤飘平　杨　明　李家齐/ (１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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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关联分析在整体式结合齿温锻工艺中的预测应用研究

杜长林　李晓强　何　飞　严　俊　谢宇轩　吴韧晖/ (１９４２)
国产和进口PBO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性能对比研究 刘　宁　张承双　王百亚　王　倩　顾轶卓/ (１９４７)

航天器用二次电源的镁合金薄壁结构设计 郑　瀚/ (１９５４)
增材制造技术在航天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展望 梁翠娜　周孝伦　谭沧海/ (１９６１)

几种调质和固溶态旋压圆筒冲压收径工艺研究

温树斌　白小雷　齐静儒　杨建峰　张　岩　胡新娟/ (１９６７)
高强钛合金带内台阶筒形件旋压工艺研究

杨延涛　韩　冬　牟少正　曹学文　写　旭　白小雷/ (１９７２)

论坛十二　智能控制助推智慧火箭发展论坛

Mecanum轮底盘坡道行驶的运动学研究 崔孟楠　窦志红　刘星栋　吴　平/ (１９７９)

SOPC双核可重构箭载计算机设计与实现

陶　然　李宇明　李　辉　李　慧　陈　辛　周　楠　牛东旺/ (１９９０)
一种七自由度机械臂逆运动学解析求解方法 郭佳鑫　宋　帅　郭冠军　宁　尧/ (２０００)

一种主带小行星可达性快速评估方法 周星宇　任　杰　韩宏伟　温昶煊　乔　栋/ (２０１６)
一种新的警报关联图模型生成方法研究 高　洁　齐　力　韩天龙　陆宏伟　冯　可　姜盛鑫/ (２０２５)

一种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学习超参数自动优化方法 王昭磊　柳嘉润　梁　祺　巩庆海/ (２０３２)
一种用于软件测试的半实物测试平台设计与实现 李　想　闫雪丽/ (２０４１)
一种轻质高效运载火箭电气系统互联体制 周　虎　李　刚　屈　辰　郑　伟　卢　波/ (２０５１)

任务规划软件并行计算方法的研究 康　宁　高　凯　闫　宏　赵　芊/ (２０５８)
使用遗传算法的火箭姿控参数生成技术 李珍岩　袁伟伟/ (２０６５)

分布仿真系统的软总线技术研究 张新民　张　维/ (２０７５)
大型弹箭飞行模态辨识技术的应用难点与展望 余　磊　张永励　朱鹏飞　李腾辉/ (２０８１)
地月平动点探测器悬停飞行的时变滑模控制 臧云歌　李晓敏　卢　强　张锋镝/ (２０８８)

多目标优化的姿控系统参数智能生成技术 余　泽　袁伟伟/ (２０９９)
飞行器高可靠精确对时控制方法 李　然　刘仁浩　段宇婷　王　尚　刘亚光　郭波涛/ (２１０７)

高速导弹智能机动突防策略研究 李　阳　王　健　柳　青　祝　姣/ (２１１２)
航天智能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设计 郭　萌　弭寒光　李世先　郭佳鑫/ (２１２０)
航天装备故障注入试验抽样方法研究 郭波涛　王慧慧　刘亚光　李　然/ (２１２８)

基于MaskR CNN的皮肤基底细胞癌病理切片识别算法

孙宝亮　张　运　彭　晓　杜　明/ (２１３２)

基于多层卷积神经网络的SAR图像噪声分类与恢复方法 张　辉　邵俊伟/ (２１４１)
基于轻量神经网络的发动机极性辨识研究 胡瑞光　潘　豪　王会霞　李宇明　裴圣旺/ (２１５１)

基于深度学习的陨石坑识别网络加速和模型压缩 郑　磊　薛　涛　王　成　孔德庆/ (２１５８)
基于生成对抗模仿学习的卫星遥感任务需求智能决策方法

李玉庆　冯小恩　王　港　王日新　徐敏强　张　超/ (２１７０)

基于时间触发以太网的端节点设计研究 凌　震　周　虎　钟　程　许　聪/ (２１８３)
可解释人工智能综述 李　想/ (２１８８)

灵活的二值神经网络加速器架构的设计 李杨珺　弭寒光/ (２１９３)
面向装备系统的大数据前端优化设计研究 曹芳芳　韩翔宇　丁派克　王乐其/ (２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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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学习在火箭故障诊断中的应用综述 张茜茜　张应祥　张孟军　周　慧　陈　帅/ (２２１１)
双向复用布拉格光栅波导延时单元的光串并转换方法 敖晨歌/ (２２１６)
双星系统平动点悬停探测的自适应滑模控制 许　敏　姬传义　臧云歌　张锋镝/ (２２２４)
小行星２１６Kleopatra附近周期轨道数值研究 丑金玲　张锋镝/ (２２３６)
小行星４３３ErosL２ 平动点悬停的复合滑模控制 张锋镝　姬传义　臧云歌/ (２２４１)
异构飞行器集群智能协同区域侦察技术 张如飞　吴兆香　李楠楠　马　瑞　倪　亮　唐　鑫/ (２２５０)
运载火箭滑行段姿控喷管故障自主辨识方法 纪　刚　陈　平　张惠平　胡煜荣　禹春梅/ (２２５９)
运载火箭远程测试大数据深度分析系统 颜晓明　王良军/ (２２６７)
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的能力特征与发展趋势 张惠平　程晓明/ (２２７９)
噪声训练的小样本VAE GAN生成模型 王　鹏　董　博　魏　琦　马　喆　冯杰鸿/ (２２８８)
针对管脚配置检查的自动化验证工具研究与实现 费亚男　李　想　闫雪丽/ (２２９６)
自主可控平台着色语言应用研究 纪盛东　潘建平　何全胜/ (２３０３)
航天软件测试过程管理技术研究与改进 王彦波　梁京平　杨　扬/ (２３１０)
面向协同打击的多飞行器航迹规划方法研究 何靓文　刘也墨　刘跃成　张苗苗/ (２３１８)

论坛十四　运载器发动机技术论坛

喷油参数对喷油冷却效果的影响分析 宋贯华　余东东　马　俊　魏厚震/ (２３２９)
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容错控制方法研究 王灿灿　康　乐　董健瑞　黄金泉/ (２３３７)
液体火箭发动机喷嘴两相流数值模拟 安国琛　王　辉　顾龙飞　穆维民　杜溢华/ (２３４６)

１５０N级HAN基无毒单组元发动机常温启动特性实验研究和仿真分析

张　涛　陈　君　李洪萌　姚兆普　臧娟伟　王新惠/ (２３５３)
氢氧发动机火药点火器优化设计 柳　洋　李雪飞　刘曌俞　马文杰　张振忠/ (２３６０)
太阳光热微推力器的研究进展 张浩然　黄敏超　胡小平/ (２３７１)
核热推进系统研究进展浅析 张　静　黄敏超　胡小平/ (２３８１)
航天运载器发动机关键结构盐腐蚀环境适应性分析 朱龙奎/ (２３８９)
固液推进技术在火星采样返回中的应用 白彦军　陆贺建　强　磊　赵玉静　李卓然/ (２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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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SoC为核心的立方星用载荷控制器设计

曹巳甲１,２　王首浩１,２　孟淑萍１,２　王　岩１,２　田　峥３,４　张爱兵３,４　郭翘楚１,２　吴学斌１,２

１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２航天伺服驱动与传动技术实验室;

３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４天基空间环境探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摘　要　由于立方星的载荷设备需具备低功耗、小尺寸的特点,载荷中的电子设备需采用高度集成

化设计.片上系统 (SoC)是将中央处理器 (CPU)、可编程逻辑器件 (PLD)和多种外设集成到一体的

器件,该类器件非常适宜应用到立方星或微小卫星电子设备中.本文介绍了一种采用SoC作为核心的立

方星用低能粒子探测仪主控制器.该控制器与低压模块、高压模块和前放模块共同组成了低能粒子能谱

仪的电气部分.控制器具有模拟量采集、模拟量输出、脉冲延时测量和向其他功能模块供电的功能.由

于采用了SoC作为核心,控制器的体积小巧,功耗仅为２８W.该控制器已经配合低能粒子探测仪完成

了电性件地面功能测试,为后续立方星载荷系统应用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关键词　立方星;载荷控制器;片上系统 (SoC)

０　引　言

近年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如火如荼,其中以立方星为代表的微小卫星成为商业航天中需求最为旺盛

的产品.立方星以体积小、重量小、功耗低、开发周期短、性价比高、功能密度高、隐蔽性好、机动灵

活、可编队组网、以更低成本完成很多复杂空间任务的优势,在科研、国防和商用等领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１].

立方星对其搭载的载荷设备有较高的要求,包括更低的功耗、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尺寸.传统的星

载电子设备以CPU或FPGA作为控制核心.由于CPU 和FPGA自身的集成度有限,导致采用这类器件

的星载电子设备的体积较大、功耗较高,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电子设备在立方星中的应用.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芯片集成度大幅度提高,SoC (System on Chip)技术也随之得到了快速发

展.SoC特有的高性能、高集成度、高可编程性的优点很好地适应了微小卫星的上述应用需求[２].文献

[３]介绍了一种采用SoC作为星载计算机核心控制芯片的立方星设计概念.文献 [４]阐述了一种用于皮

卫星的SoC方案.XilinxZynq７０００SoC作为异构多核SoC不断发展的产物[５],将ARM 处理器、可编程

逻辑器和硬IP外设嵌入在同一芯片内,其灵活性与可配置性的完美结合受到小卫星领域的广泛关注,逐

渐应用于航天领域的工程实践中[６７].

本文以某立方星搭载的低能粒子能谱仪为研制背景,采用 Xilinx公司的Zynq７０００型SoC芯片作为

控制核心,研制了一款紧凑型 (９６mm×９６mm)、低功耗 (小于２８W)的高性能载荷控制器,可实现

对载荷仪器的核心控制功能.

１　硬件设计

１１　系统组成

低能粒子能谱仪包括传感器部分和载荷控制器部分,传感器部分包括低压模块、高压模块和前放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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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该部分负责捕获空间低能带电粒子,并由带电粒子产生数字脉冲信号,该脉冲信号被载荷控制器接

收,并进行运算处理;载荷控制器主要由 SoC 核心电路、供电电路、AD/DA 电路、时间数字转换器

(TDC)测量电路和４２２通信电路组成.载荷控制器是能谱仪的核心控制单元.能谱仪的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低能粒子能谱仪组成框图

１２　载荷控制器原理设计

载荷控制器包括DC/DC电源电路、SoC最小系统电路、模拟量选通与 AD采集电路、DA输出电路、
时间数字转换 (TDC)模块电路和测试信号产生电路.其功能包括:根据预先存储在非易失存储器中的

指令序列,产生多路模拟量和数字量输出,用来控制传感器部分的高压电路,以产生期望的高压;采集

来自传感器部分的数字脉冲信号,并通过 TDC模块电路实时计算出脉冲信号的时间间隔,进而计算出入

射粒子的方位角;采集多路模拟量信号;将粒子方位角信号和模拟量信号打包后定时发送至星载计算机;
接收地检设备发出的４２２总线指令,实现预存储的指令序列的更新.

由于载荷控制器的上述任务均为并行执行,且任务逻辑关系较为复杂,因此选用同时具备CPU 和可

编程逻辑器的SoC器件作为其控制核心.本文选用 Xilinx公司的Zynq７０００系列SoC.该系列SoC内部

包含 ARM CortexA９ 处理器和 Artix ７FPGA.其中 ARM CortexA９ 处理器叫做 “处理器系统

(PS)”,可以负责复杂的逻辑处理任务;FPGA部分叫做 “可编程逻辑 (PL)”,可以负责并行任务的实

现.载荷控制器的原理框图,以及各个功能在PS/PL间的划分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载荷控制器中的并行任务单元全部由SoC的PL部分实现,包括多路模拟量输出控

制、多路采集控制,以及双路 TDC模块控制.PS部分负责数据的汇总,与存储指令的读取与解析,以及

４２２数据的收发.

１３　载荷控制器低功耗设计

立方星对载荷的供电要求极为严苛,载荷设备应尽量减少电能消耗.由于ZynqSoC内部的 RAM 空

间有限,仅为１９２kbit,无法运行复杂程序,因此需要外扩 RAM 存储器.传统工业应用的Zynq平台的

SoC系统,一般采用DDR存储器作为运行时 RAM 存储器,DDR存储器具有容量大、读写速度快的特

点,但是由于其属于动态存储器,需要持续对数据进行刷新,因此其功耗较大,为了满足系统低功耗的

要求,SoC最小系统采用无DDR设计,改用静态存储器SRAM 作为运行时程序存储器.使用SoC芯片

自带的 SMC 接 口,占 用 MIO 资 源,只 支 持 ８bit的 SRAM,选 用 ISSI公 司 的 SRAM,型 号 为

IS６２WV１０２４８BLL,容量为１MB.
由于不再使用DDR存储器,因此SoC芯片的DDR控制器可以不再耗电,通过 Xilinx提供的功耗计

算程序对该种情况下的功耗进行分析,得出采用SRAM 的方案,SoC核心功耗比传统 DDR方案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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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载荷控制器原理框图

DDR２芯片,主频４００MHz)的功耗下降０４W.
系统的功耗分析如表１所示.

表１　SoC系统功耗分析

模块 功耗

SoC芯片

型号:XC７Z０１４S ２CLG４８４I
ARM 部分主频５００MHz

０７７８W

SRAM 主频５０MHz ０１３２W

FLASH 容量６４MB ００８２５W

２　SoC软件设计

载荷控制器SoC软件需实现的主要功能是:

１)实现４２２串行通信接口,用于上位机指令接收、解析、应答,用于科学数据和工程数据打包发送;

２)实现FLASH 分区读写功能,用于预存储指令表的读取和更新;

３)实现 TDC电路控制功能,用于识别带电粒子经传感器部分的前放电路板产生的start和stop脉冲

信号;芯片初始化、接收中断和读取数据寄存器;

４)实现SPI接口,用于DA转换器的控制;

５)实现模拟开关和 AD转换器对２４路模拟量的轮询采集.
软件系统采用 APSOC架构设计,处理器硬核采用SoC内部的CortexA９,由于各主要硬件功能接口

相对独立,因此主要采用FPGA进行自顶向下的模块化设计方法,指令解析、任务划分、数据组帧等耦

５



合性较强的工作采用嵌入式软件进行设计,以便于分层次测试.软件系统的总体框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软件系统的总体框图

图３中的左侧为SoC中的 ARM 处理器部分所使用的模块,主要包括 ARM 处理器的内核系统 (时钟

系统、复位系统、外设接口等),串口数据收发,内部数据存储器数据接口.这些模块由运行在 ARM 处

理器中的程序进行控制.图３右侧部分为采用FPGA实现的模块,包括对 AD、DA 芯片的控制时序逻辑

模块,模拟选通器控制模块,TDC芯片的状态采集模块.图４显示了SoC软件的运行流程图.
如图４所示,系统加电后,SoC芯片首先完成比特流文件的加载,从而完成SoC的PS部分和PL部

分的配置.比特流加载完成后,PS部分控制存储器接口从 NorFlash存储器中将程序加载至SRAM 中.
程序加载完毕后,SoC芯片在程序的控制下,从 NorFlash的特定扇区读取预先存储的指令序列,每个指

令序列中存储的是DA输出的电压设定值、IO 设定状态等信息,每读取一个指令序列后,SoC会根据指

令序列的内容完成模拟电压的输出、数字IO状态设定、模拟量采集和 TDC数据采集,上述工作是由PL
中的模块并行完成的;每个指令序列都有固定的执行时间,当达到执行时间后,便开始执行下一个指令

序列;当所有的指令序列执行完毕后,SoC会将采集的数据组合成数据包,通过４２２总线发送至上位机,
同时继续从第一组指令序列开始重复执行.由于数据包字节数较多,通过４２２发送的时间较长,为了提高

工作效率,因此将４２２数据包发送与指令序列的执行设计为并行任务,４２２数据包的发送由PS部分完成,
其余任务由PL完成.

６



图４　软件运行流程图

３　系统实现

为满足立方星对于载荷尺寸的苛刻要求,载荷控制器的核心芯片全部采用BGA形式,印制板采用１０
层高密度布线 (HDI)板,最终印制板尺寸为８８mm×８８mm.载荷控制器电性件如图５所示.

图５　载荷控制器电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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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软件采用 Xilinx公司的集成开发环境 Vivado进行开发,由于本文采用了基于 SRAM 和 Nor
Flash的外部存储器连接方式,需要在 Vivado中对存储器接口和地址进行相应的配置.SoC芯片的存储

器接口配置如图６所示,其中CS０用来片选 NorFlash,CS１用来片选SRAM.

图６　SoC芯片的存储器接口配置图

在 Vivado环境中,修改lscriptld文件,将嵌入式的程序、数据、堆和栈等空间全部分配到SRAM
的地址空间 (从０xE４００００００开始,总共１MB的空间内),内存分配如图７所示.

图７　内存分配

载荷控制器电性件安装于低能粒子探测仪后,在真空室中使用粒子源进行地面性能试验.通过对试

验数据进行判读,表明载荷控制器满足了设计指标要求.

４　结　论

针对立方星载荷对于系统尺寸、系统功耗较为苛刻的限制条件,以及载荷设备越来越高的集成化要

求,本文设计了一种以XilinxZynq７０００型SoC为核心的载荷控制器.该控制器可以实现按照预存储的指

令序列完成模拟信号输出、模拟量采集、时间数字转换模块的采集任务,上述任务采用SoC中的PL部分

实现,从而实现任务的并行执行.控制器的业务逻辑部分,包括顺序指令的读取、４２２数据的发送,则由

SoC中的CPU部分实现.载荷控制器电性件的最终尺寸为８８mm×８８mm,功耗为２８W.控制器随低

能粒子探测仪完成了地面性能测试,达到了设计指标要求.
本文探索了一种采用高性能SoC器件来设计小尺寸、低功耗载荷控制器的方案,该方案可以推广应

用至有类似需求的立方星或微小卫星载荷产品或星载计算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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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目标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张景东　张福军　张荣斌　赵明旭　王　坤

解放军６３６１５部队

摘　要　针对空间目标信息的日益增长与信息管理共享不及时、不便捷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B/S
(Browser/Server)模式开发的空间目标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利用浏览器访问数据的快捷方便性,以

ASPNET软件开发平台和SQLServer数据库设计为基础,通过局域网的合理布局,实现空间目标信息

的实时共享与访问.利用数据库的高效设计,实现对大量数据的在线维护与管理.经过测试,该系统改

善了空间目标信息管理的方式,提高了信息共享效率,有效缓解了信息访问需求与数据管理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空间目标;数据库;B/S模式;信息管理;ASP平台

０　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也越来越深入.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从天空到

太空,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广.尤其是近几年来,空间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

重视,航天领域的技术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航天事业的发展使人类的航天活动日益频繁,各类人造天体

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这些探索虽给人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也使空天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如地球的空

间轨道资源日益紧张,空间中存在的大量碎片已威胁到太空安全,等等[１３].

面对这些问题,航天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文献 [４]针对空间目标探测的监测站海量数据的

管理与存储问题,开发了一套大数据管理存储分析的平台;文献 [５]从空间攻防对抗的角度构建了一个

空间目标数据挖掘与分发系统;文献 [６]研究了低轨空间目标数据的处理;文献 [７]从空间目标编目

的角度构建了数据库管理系统,这些研究无疑推动了空间目标信息管理的发展.为了在越来越多的空间

目标中保护航天器等人造天体的安全,空间目标信息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发射一颗卫星,需要各

方协同,共享信息,确保轨道安全.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从空间目标信息管理和信息高效共享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空间目标信息管理的

流程和共享方式,借助软件系统以实现不同设备、不同区域之间的信息特征共享,达到上下联动、高效

指挥的目的.

１　系统总体设计

空间目标主要包括卫星、空间站、空间碎片以及地球轨道和外层空间的各种飞行物.除了种类上的

差异,空间目标还包括各类统计特征,具体如图１所示.

空间目标按种类一般可分为卫星、空间碎片、火箭箭体、空间站以及航天飞机等.编号一般为北美

防空司令部目录序号 (NORADID),太空中的每一个目标都对应唯一的编号.雷达散射截面 (Radar
CrossSection,RCS)反映了目标的大小.轨道特征一般包括空间目标在轨运行的周期、轨道高度以及变

轨情况等.信息介绍主要包含对空间目标的功能和用途进行简单介绍.这些统计信息一方面要录入数据

库中,便于管理,另一方面可满足不同用户的实时访问,以实现数据信息的共享.以专用网为例,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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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空间目标基本信息统计

现不同网段、不同地域的用户数据共享与访问,传统的 C/S (Client/Server)模式难以满足实时性的要

求,且客户端的维护与更新不方便.使用B/S (Browser/Server)模式只需用户端有浏览器即可,能有效

提高数据访问效率.

１１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是存储和管理空间目标数据的基础.数据库的设计重在数据结构的设计,布局好结构之后,
即可对数据表进行架构.表是存储数据的基础,各类信息特征均存储于表中,并通过主键值进行联系.
描述这种联系的典型模型是实体 联系模型 (Entity Relationship,简称E R)[８].根据空间目标信息的

统计特征,可形成如图２所示的数据联系模型.
空间目标信息主要包括基本信息表和实时信息表.基本信息表内包括了空间目标的基本特征,其中,

目标名称主要指该目标的命名,如风云一号碎片等.目标类型是指空间目标的类别特征,如卫星、空间

站等.发射日期和陨落日期是对空间目标在轨情况的描述.RCS主要记录目标的大小特征.详细信息是

对空间目标的用途的描述.两行轨道根数是指确定空间目标轨道所需要的六个参数[９].
数据库中的信息显示和查询时,需要一个关键字作为主键值.针对空间目标信息的特点,可选取国

际编号作为数据查询的主键值,因为每一个空间目标都对应一个国际编号,且不会造成数据的冗余.若

使用数据库自增式的编号,则可能会导致数据的重复,不利于数据的管理.空间目标基本信息表将空间

目标的概率信息进行统计,定期维护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在定义 “详细信息”的数据类型时,需将字

节占用调至最大,否则容易出现数据保存时由于字节限制而造成部分信息丢失.空间目标实时信息表则

统计了目标的变化情况,通过查询变化信息,可及时判断该目标是否有异动,为空间安全提供预警信息.

图２　数据联系模型

１２　信息管理与共享设计

根据数据库的设计结构,管理系统应能对空间目标信息进行录入、修改和删除等操作.同时,不同

的用户可根据需要查询指定的信息,各个观测设备可实时更新探测目标的信息.为确保数据库信息的安

１１



全,对不同用户的管理权限还需进行限制.信息管理和共享设计如图３所示.

图３　信息管理与共享设计

空间目标信息数据库的用户包括管理员、普通用户和观测设备三种.管理员拥有数据库的最高权限,
主要负责数据库信息的总体维护,包括数据添加、修改、备份和安全管理等,同时向有访问需求的用户

提供地址和账号,通过浏览器实现对数据的管理和共享.普通用户是指对数据库中的信息有访问和查询

需求的人员,他们对空间目标信息一般仅限于了解,并无处理和修改需求.观测设备是丰富和完善数据

库信息的重要用户,他们直接探测和获取空间目标信息,并通过浏览器的管理和维护功能,将数据库中

的目标信息实时更新.

２　系统的实现

２１　数据库实现

根据设计思路,信息管理应该便捷高效,易于维护.本文选择SQLServer２０１４版本数据库,它的安

装与配置独立性较高,便于对数据进行加密,可与其他平台语言相结合进行高效开发.根据数据架构,
空间目标信息表在数据库中的实现形式如图４所示.

图４　空间目标信息表

根据数据库设计内容,数据库列名按照空间目标的各个特征和内容进行命名,国际编号、目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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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类型由于涉及文字、数字和字母三种内容,因此将其格式设置为varchar,其中国际编号通常为５位数

字,为其分配２０字节,目标名称和类型描述不固定,为其分配５０字节.发射和陨落日期格式固定,通常

为xxxx xx xx,即年 月 日,因此格式为date.目标 RCS大小通常为带小数点的值,格式设置为

float.目标详细信息和轨道根数由于内容较多,格式设置为varchar (MAX),以避免出现数据录入空间

不够而发生截断现象.在数据库实现时,为便于查询和排序,将国际编号设置为主键值,且不允许为空,
确保数据库中空间目标信息的唯一性.以上设计完毕后,即可在数据库中添加相应的目标信息.

２２　B/S模式软件实现

SQLServer数据库信息既可利用其自带的编辑工具进行管理,也可与其他开发平台相结合.根据本

文的设计理念,数据管理、访问与维护应能实时在线实现,因此,采用 VisualStudio２０１７平台下的

ASPNET应用程序,利用 VisualC＃语言,开发数据管理网页界面,实现通过浏览器异地访问数据

库[１０].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１)在数据库服务器上安装和配置IIS (InternetInformationServer),用于 ASPNET网站运行;

２)利用 ASPNET软件开发平台提供的页面编辑工具,设计网站页面,布局功能分布;

３)利用 VisualC＃语言编写后台代码,实现用户管理、数据库管理和数据查询显示功能;

４)发布网站,实现多用户、多区域人员及设备的数据访问和管理.

３　系统的测试

根据系统使用的重点,主要测试两个方面的功能,分别是数据库管理与维护和数据在线查询.

３１　数据库管理与维护

空间目标信息的管理维护界面如图５所示.目标信息在软件界面下方的 GridView控件中显示,管理

员和观测设备可以根据目标特征填写并录入相关信息,也可以单击任意一行数据进行更改或者删除.系

统还支持对某个目标的信息查询和修改,数据库更新后自动刷新显示.

图５　空间目标信息的管理维护界面

对于有格式要求的数据,在编辑栏内提前预定好数据格式,录入时只需更改内容即可,如图５中所示

发射日期的数据格式.同时,删除和添加数据按钮初始化为不可直接操作,点击后需先输入密码,才可

进行删除和添加操作,以确保数据库操作的安全性.

３２　数据查询与显示

数据共享时,用户在浏览器登录后的界面如图６所示.空间目标信息管理平台包括数据管理和目标信

息两个方面.数据管理主要是指数据库的维护,如上节所述.目标信息则主要显示目标特征,并提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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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访问和查询.基本信息表列出了数据库中所有空间目标的基本信息.用户可选择查询条件,如按 “国
际编号”“目标名称”查询等,在关键字处输入相关信息,点击查询后,即可在 GridView 控件中显示所

查目标信息.若用户双击某一行目标信息,则会弹出该目标的详细介绍,包括文字及图片展示等.

图６　数据查询共享页面

４　结束语

本文从空间目标信息管理和共享的角度出发,利用基于数据库的B/S软件开发方法,设计了一套数

据管理系统.经过测试,系统可对空间目标数据进行入库统计,实现了基本的数据管理功能,远程用户

可实时访问相关信息并在线显示,达到了设计目的,后续可进一步丰富显示手段,如将目标信息一键导

出到 Word或Excel中,为工程实践应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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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ordertosolvetheproblemoftheuntimelyandinconvenientmanagementandsharingof
theincreasing space object information,a system based on B/S (Browser/Server) mod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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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BasedontheASPNETplatformandSQLServerdatabase,thesystemrealizesthereal time
sharingandaccessofspacetargetinformationthroughthereasonablelayoutofLANWiththeefficient
designofthedatabase,theonline maintenanceand managementofalargenumberofdatacanbe
realizedThetestingresultshowsthatthesystem improvesthe way ofspatialtargetinformation
management,improvestheefficiencyofinformationsharing,andeffectivelyalleviatesthecontradiction
betweeninformationaccessrequirementsanddata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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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

平一帆　王苏君　杨伟超　徐常志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摘　要　本论文提出了一种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的设计方案.本方案具有大带宽、抗干扰、多通道

的接收特性,同时也具有体积小、质量小、处理能力强的优势,为解决传统方案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种

新思路,是未来对抗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高性能;大带宽;对抗系统

０　引　言

近年,无论是在民用业务接入、通信导航识别抑或是现代电子战等领域的应用,窄带信号的传输及

处理都已经无法满足现代通信对宽带信号的应用需求.特别是在现代电子战和雷达系统中,由于接收机

接收到的微波信号具有瞬时带宽大、信号种类多、频率覆盖广以及形式多样化等特点,要求整个接收系

统必须具备大的瞬时接收带宽,能实时处理同时到达的多频点、多形式信号,且接收机还需要有高灵敏

度、高分辨率等特点,同时处理系统能够对接收到的高速数据流进行采样、存储和处理.

在电子对抗领域,传统的接收机受模数转换器 (ADC)的采样率和带宽限制,无法对超大带宽的 RF
信号同时处理.因此,信道化接收机已经成为现代电子战及雷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模拟信道

化接收机功耗及差损较大,系统的体积会随着子信道数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数字信道化接收机受 ADC
采样率和工作带宽的限制较为严重,无法满足高度密集的超宽带信号的处理需求.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论文提出了一种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设计的系统方案具有抗电磁干扰能力

强、体积小、质量小等优势,为解决目前现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是未来电子对抗系统的

发展趋势.

１　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总体方案

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无论是侦察敌方信号,还是发送己方信号,都需要对整个频段内辐射源进行

辨识和认知,通过频谱感知技术对感兴趣的重点频段内的信号进行侦听.获取目标信号后,根据对抗需

求,选择对抗干扰方式,从而更加灵活和智能地完成目标信号的侦听和对抗.同时需要正确地完成硬件

平台和软件算法的重构,满足战时的快速响应部署需求,因此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是完成辨识、认知和

产生干扰的必要手段.

在全频段扫描模式下,接收机需要对整个带宽的信号进行分段扫描,为了快速完成对整个频段的扫

描,或者增加通道个数,或者付出时间代价分段扫描.本文提出的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在满足体积小、

性能优的前提下,通过光频梳波分复用的方式,同时对多个频段的信号进行接收,提升对一定区域范围

内无线电环境的频谱感知和应变能力.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的总体方案如图１所示.

在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中,为了解决宽带信号接收需求,射频接收前端采用微波光子信道化接收机.

我们知道光波作为信息载体,具有极高的时间 空间带宽积、高度的并行性和抗干扰性,在信息高速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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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总体方案

和处理时具有功率损耗低、干扰小等优点.基于微波光子技术的信道化接收机系统利用微波光子技术产

生多本振源,将不同频段、不同带宽及不同信号格式的微波信号调制到光载波上,利用光链路的低损耗、
宽带及抗电磁干扰等特性,在光域进行处理和灵活交换.基于微波光子技术的信道化本振产生梳是新一

代高频段、多波束、大容量信道化接收机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是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未来的应用方向.
后端的高速信号处理平台用来完成中频信号的采样,快速检测跟踪和预处理功能,以及辐射源识别、

协议识别、干扰效果在线评估、干扰策略合成功能.因此要求构建高集成度的平台,搭建的平台具有低

功耗、小型化、轻量化的特点,同时具有可重构特性,根据不同的应用模式加载不同的程序.基于上述

各种指标要求,高速信号处理平台采用RFSoC＋DSP架构.

２　信道化接收机

信道化接收机是电子对抗系统中一种常用的测频接收机体制,在雷达抗干扰措施中也有广泛应用.

２１　传统信道化接收机

传统的微波信道化器件既有利用微波带通滤波器组或声表面波滤波器组构成的,也有基于声光衍射

机制的.传统的模拟电子器件利用分立器件对微波信号进行多信道滤波和变频,体积比较庞大,不便于

系统集成,信道的幅度和相位一致性以及温度漂移也是工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模拟信道化接收机如图２
所示.

图２　模拟信道化接收机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高速模数转换器 (ADC)和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快速发展,数字信道化接收

机 (见图３)成为研究热点.与采用模拟滤波器组来实现信道化滤波相比,数字器件的使用大大减小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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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体积和重量,同时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具有温漂不敏感、一致性高和信号处理灵活的优点.

图３　数字信道化接收机

２２　基于光频梳的微波光子信道化接收机

微波光子信道化接收机实现对微波信号的滤波、变频等功能,因此衡量系统的性能参数主要有:增

益、噪声系数 (NF)和无杂散动态范围 (SFDR).微波光子系统中,激光器会引入相对强度噪声,恶化

系统的噪声系数,并降低SFDR.调制器、光滤波器等光子器件的插损会影响系统的增益和噪声系数.光

放大器用于补偿光链路的插损,但会带来自发辐射噪声,从而影响噪声系数和SFDR.电光调制和光电转

换过程会引入非线性,也会影响SFDR.
基于光频梳的微波光子信道化接收机采用两套相干的光频梳分别作为系统的多波长光载波源和多波

长光本振源,设置多波长光源和多波长光本振的频率间隔相差一个信道带宽,则各个信道的输出具有相

同的中频.系统主要的器件有:连续波激光器、两套相干的光频梳、FP腔、波分复用器和光电探测器.
首先,通过 MZM 将微波信号调制到信号光载波 (Signalcarrier)上,产生调制光边带.然后,利用

光滤波器对承载微波信号的调制光边带进行带通滤波.最后,滤波器输出的光边带与本振光 (Optical
LO)耦合进一路,并在光电探测器中拍频.光电探测器的输出是中频信号.由于光滤波器、调制器等存

在插损,需采用光放大器补偿光路的损耗,如图４所示.

图４　基于光频梳的信道化器示意图

基于光频梳的微波光子信道化器方案具有以下特点:

１)采用两套相干且频率间隔不等的光频梳分别作为信道化器的多波长光载波源和多波长光本振源,
通过设计两套光频梳的频率间隔,可使得各个信道输出的中频通带具有相同的中心频率;

２)采用光频梳作为多波长光源构成光波分复用系统,并利用FP腔的周期通带特性,就可以用一个

FP腔对多个信道进行并行带通滤波,从而使得各个信道的通带形状相同.

３　高速智能数字处理平台

高速智能数字处理平台是以通用化硬件平台为基础,以智能可重构软件为核心,以高速数据处理能

力、人机交互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型智能平台.高速智能平台是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对传

统设备进行改造,进而让其拥有智能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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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频段扫描带宽宽、实时性要求高的电子侦察领域,进行信号快速扫描、检测、跟踪,进而产生

干扰信号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高速数据处理的实时性,这就要求系统能够实现快速反应,如

果系统不能实时跟踪干扰,那么最终的任务很有可能失败,同时由于目前对于实时性和小型化的要求越

来越严格,所以选择更加集成化的,同时还要满足可靠、实时、高性能计算和存储要求的平台架构方案.
深入研究宽带频谱感知系统的具体应用需求,以产品的基本功能和各项指标为指导,考虑选用基于

RFSoC＋DSP的架构.RFSoC中集成了RF ADC/RF DAC,支持较高的采样率,可以更好地在动态范

围、信噪比和信号带宽之间平衡,并且能很好地解决传统模数转换芯片和FPGA 数据传输问题,突破了

JESD２０４B瓶颈,降低了电路板上走线的复杂性和对通信链路的同步要求.

图５　高速智能数字处理平台示意图

如图５所示,高速智能数字处理平台的具体的硬件系统主要由核心模块和外围模块两大部分组成.其

中核心模块包括RFSoC处理芯片和 DSP处理芯片;外围模块包括PLL采样钟芯片、DDR３存储器、晶

振、FLASH 存储器、电平转换接口以及电源转换芯片.

３１　平台射频直采设计

射频直接采样是直接对射频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它利用软件无线电的原理,将模/数、数/模变换

尽量靠近天线,射频直接数字化,用软件完成尽可能多的信号处理功能.它具有所需器件少、成本低、
功耗低、容易取得更高性能的优点,对设备的小型化、集成化及低功耗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平台中选用

的RFSoC器件可直接对６GHz以下频段流入/流出的 RF信号进行采样,不需要采用模拟器件做信号调

节.在信号被数字化后,利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可编程数字域中完成下变频和信号处理.

３２　平台的高集成度设计

在本设计中,RFSoC具备１６通道收发一体能力,指标性能优异,集成度高,中频输入范围在６GHz
以下.可以看出,与传统数字信号处理平台相比,该处理平台不需要额外的模/数转换器、数/模转换器、

ARM 控制器以及与这些器件相对应的电源转换芯片.因此也相应地减少了印制板的布板难度和电源平面

层分割难度,减少了不同电源平面的电磁辐射、走线间的窜扰,也无须进行高速信号线的设计和仿真,
达到了小型化、低功耗、可重构的要求.

整个处理平台的核心芯片RFSoC内集成了处理系统和可编程逻辑资源.处理系统包括应用处理单元

APU、实时处理单元RTU、DDR控制器、系统控制器、安全模块、平台管理模块、各种通用接口.可编

程逻辑资源包括RF信号链 (可编程数字下变频)、通用I/O、存储模块和DSP资源、高速数据互联接口.
另外RFSoC中集成的 RF ADC/RF DAC支持更高的采样速率,可以更好地在动态范围、信噪比和信

号带宽之间取得平衡.另外,由于取消模拟分立器件,采用集成化的方法,功耗和封装降低了５０％~
７５％,极大程度地减小了整个系统的功耗、尺寸和开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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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信号处理流程

连续波激光器的输出分为两路,上路的光载波用于产生载波光频梳,下路的光载波经过光学移频后,
用于产生本振光频梳.载波光频梳和本振光频梳由同一个连续波光源产生,因此具有高度相干性.载波

光频梳和本振光频梳的各个波长分量分别构成了各个信道的调制信号光载波和本振光载波.通过 MZM 将

待测微波信号多路复制到载波光频梳的每一个波长分量上,采用一个FP腔对多个信道同时滤波后,与本

振光频梳进行相干拍频实现微波信号的下变频解调.最后利用光波分复用器将不同信道的光信号分离,
并分别用光电探测器检测,光电探测器的输出为中频信号.

光域完成了信道化后,此时各个信道的带宽等于FP腔的带宽,接着通过 RFSoC ADC 完成中频信

号的采样.采样后的数字信号送入RFSoC的PL中完成快速检测和预处理功能,接着在下一级 DSP中完

成辐射源识别、协议识别、干扰效果在线评估、干扰策略合成功能,最后 DSP 将产生的干扰信号送回给

RFSoC,通过RFSoC DAC将干扰信号发射出去.

５　结　论

近些年来,微波光子技术在电子对抗等领域具有巨大的优势,属于前沿热点问题.本论文中结合微

波光子技术提出了一种高性能电子对抗系统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具有大带宽、多通道的射频信号接收和

处理能力,同时系统具有低功耗、小型化、轻量化的特点,为解决传统电子对抗系统的诸多问题提供了

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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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碎片环境下的航天器自防护系统研究

高　铮　张雅声

航天工程大学

摘　要　随着当前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巨型星座的大规模发射组建和空间碎片数量的逐年增长导

致轨道资源越来越紧张,航天器生存的空间环境越来越恶劣,相互碰撞的危险性也越来越大.单纯依靠

轨道机动的规避策略,不仅大量消耗航天器携带的推进剂,而且在密集的空间环境中无法有效消除其他

空间目标的威胁.虽然目前有对航天器碰撞防护的研究,但都集中于被动防护,这种方式在防护中存在

使航天器姿态失稳的风险.因此,本文提出发展航天器自防护系统的构想,通过硬防护、软防护或二者

结合的不同防护方式和策略进行主动防护,以此来提高航天器在轨运行的安全性和空间生存能力.
关键词　自防护系统;主动防护;防护策略;空间碎片;航天器防护;巨型星座

０　引　言

近几年来,巨型星座大规模发射组建,成为航天领域的热门话题.自２０１９年５月星链 (Starlink)计

划第一批６０颗卫星发射进入５５０km 的近地轨道 (LEO)以来,SpaceX公司已在太空部署了１５６５颗互联

网卫星 (截至论文提交时 “星链”的第２６次专项组网发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批准星链计划

在２０２７年之前部署１２万颗卫星,分３层坐落在近地轨道中,如图１所示.而２０１９年１０月,FCC又代

表SpaceX公司提交了一批频率申请,计划再增加３万颗卫星,使得Starlink计划的总卫星数达到４２万

颗[１].OneWeb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在FCC的最后截止时间前提交了申请,将向地球低轨发射４８
万颗卫星,比SpaceX的４２万颗还要多;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宣布LEO星座的规模调整为约７０００颗.

亚马逊的柯伊伯 (Kuiper)计划,也提出要将 ３２３６ 颗通信卫星部署在近地轨道[２].除了 Starlink、

OneWeb和 Kuiper,其他大大小小的星座也都正瞄准着LEO.FCC许可的是９年内可发射全部卫星,这

意味着１０年后如果这些卫星全部进入太空,那LEO将存在１０万颗左右的卫星,卫星密度急剧升高,这

不仅大幅提升了空间碎片数量快速增加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高了星与星相互碰撞的危险性.

图１　 “星链”星座模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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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１９５７年人类进入太空时代开始,空间碎片数量就远远多于正常运行的卫星数目.截至２０１９年年

底,轨道物体总重量８４００t,地球轨道中已被跟踪编目尺度在１０cm 以上的空间碎片数量已达２３０００个;
尺度在１~１０cm 的碎片数量约为７５万个;尺度在１~１０mm 的碎片数量约为１亿个,１mm 以下的碎片

数量数以百亿计,在未来５０年间空间碎片数量每年将以１０％的速度增长[３５].在编目碎片中,分布在

LEO、MEO、GEO区域的碎片数量比例分别为７５２％、８３％、９４％[６].早在１９７８年,NASA 顾问

Kessler就提出了 “凯斯勒征候群 (KesslerSyndrome)”[７],指出:如果近地轨道上的空间碎片数量多到

一定程度,就会经常击中卫星,而被击中的卫星势必产生更多的碎片,造成更多的碰撞,长此以往,导

致整个轨道带都无法再发射进新的卫星.而巨型星座的组建使得近地轨道的密度越来越大,且在发射后

有些卫星变得不可控,这样一来会导致空间碎片数量大幅上升,如图２所示.

图２　空间碎片模拟示意图

在巨型星座逐步组建和空间碎片数量逐年增长的大时代背景下,轨道资源越来越紧张,航天器生存

的空间环境越来越恶劣,相互碰撞的危险性也越来越大.现阶段,各国航天器在轨运行时,主要是依赖

轨道机动来躲避碎片或其他空间目标,以确保航天器可以正常在轨运行[８].通过轨道机动进行规避的事件

不在少数,以国际空间站为例:１)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进行了一次机动,以避开一块由日本的火箭上面

级产生的碎片;２)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规避了苏联时期一台上面级发动机解体的残骸;３)于２０２０年４月

１９日实施轨道机动,以躲避中国 “风云”１C气象卫星的残骸.
然而如果航天器在面临碰撞事件时,每次都选择以轨道机动的方式进行规避,将会消耗大量的推进

剂,从而缩短航天器在轨运行寿命,显然在逐渐恶劣的空间环境中这种处理方式并非长久之策.随着各

国航天发射技术的高速发展,空间目标数量快速增多,航天器在轨规避空间碎片或其他航天器将可能无

法有效进行,这将导致航天器原本单一的机动规避方式不再适用.
当前对航天器防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航天器的热防护和空间辐射防护等方面[９１１],对航天器碰撞的

防护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碰撞时对航天器进行被动的防护.文献 [１２]中提出了对航天器防护屏的多

种改进方案,来被动地防护空间碎片的撞击;文献 [１３]中也从防护结构和防护材料,以及高速撞击特

性方面对空间碎片的防护技术进行研究.若提高航天器结构的厚度或复杂度,可能会增加航天器总重,
使得地面发射压力加大,即便使用了优化的轻质的防护材料,在撞击时航天器本身仍会受到冲击,姿态

也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
地面运行的大多数装备,例如坦克装甲车辆,都装备有主动防护系统[１４１６],相对于它们,航天器在

轨运行时显得尤为脆弱,对于航天器这类在轨维修困难、自身结构相对脆弱且又极易受到环境影响的装

备,也可以在使用被动防护的同时采取主动防护的方法,即在原平台系统中加入主动防护的系统,这种

在航天器上的主动防护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自防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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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防护系统的定义与作用

航天器防护通常分为热防护、碰撞防护、电磁防护、空间辐射防护和火工冲击防护等,如图３所示.
碰撞防护的对象主要是空间碎片和微流星体,防护方法可分为被动防护和主动防护.被动防护主要是以

撞击防护为主,而主动防护按照有无人为控制可分为地面控制防护和航天器自主防护,地面控制防护通

常是以对在轨航天器控制,使其主动规避空间碎片或微流星体的方法进行.而本文研究的自防护系统是

采取航天器自主防护的方法主动进行碰撞防护的系统.

图３　航天器防护分类图

自防护系统是安装在航天器上的一种主动防护的系统,能够提前预测、感知其他对自身具有威胁的

目标,通过对自身构型的改变或对其他空间目标进行缓冲、变向、驱离甚至摧毁的方式,避免自身被碰

撞失效.在航天器平台系统加入自防护系统是必要的,它可以及时发现危险的空间碎片和其他空间目标

并采取主动防护,有效提高航天器在轨运行的安全性和空间生存能力.

２　自防护系统的设计原理与任务流程

根据对航天器自防护系统的任务分析,航天器自防护系统工作原理为:首先通过态势感知系统在一

定周围空间环境中获取其他空间目标的运行情况;而后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对其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
判断目标类别和威胁程度;最后采取适当的自防护方式降低航天器被碰撞失效的概率以达到主动防护的

目的.根据自防护系统的工作原理可将系统本身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态势感知系统、数据分析系统

和防护执行系统,并且自防护系统应当具备空间环境态势感知能力、光学或红外识别能力和智能分析决

策能力等,自防护系统任务流程图如图４所示.

３　自防护系统的防护策略分析

自防护系统依据防护执行系统的防护方式的不同,即是否对其他有威胁的空间目标进行控制或改变

其原运动状态,可分为硬防护 (被动)方式、软防护 (主动)方式和软/硬防护 (综合)方式.
硬防护是通过结构和材料的选择,使航天器在对空间目标探测感知后对自身构型进行一定程度变化

的方式,而软防护是通过航天器本身制造的各种场、使其他空间目标产生场或使用其他能量的方法,来

对其他空间目标进行缓冲、改变运行方向或驱离其当前轨道的方式,软/硬防护方式则是将二者结合起来

进行防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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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自防护系统任务流程图

３１　硬防护 (被动)方式的防护策略分析

硬防护方式是通过结构和材料的选择,使航天器在对空间目标探测感知后对自身构型进行一定程度

变化的方式,因此采取硬防护方式的自防护系统需要在设计之初对航天器结构和材料进行整体规划,并

在设计时采用可重复折展的机构或柔性材料等.相对于软防护,这种防护方式虽然防护的反应时间较短,
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当其他空间目标对我航天器上不可变化的位置进行碰撞时,无法有效防护;二是使

用大量的折展机构时,系统整体的可靠性会降低,而折展速度过快还可能会导致姿态不稳定.

３２　软防护 (主动)方式的防护策略分析

依据对软防护方式的定义分析可知,这种方式是利用自身携带的一些设备产生如磁场、电场等场或

通过光能、动能等能量对具有威胁的空间目标进行干扰,使其偏离原运行轨道.相比于硬防护方式,软

防护可防御的具有威胁的目标种类更广泛,无论是大型空间目标,或是极小型的空间碎片,软防护方式

都可以较为有效地处理.以令其他空间目标产生场的方式为例进行说明,我航天器可以向其他具有威胁的

空间目标发射电子,通过目标自身产生的洛伦兹效应,使其离开当前所在轨道,从而对我航天器进行主

动防护.
软防护方式的执行方法决定了这其中存在一些固有缺陷.软防护方式在执行任务时需要先开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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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场或能量,任务反应时间一般较长,而在空间环境中,碎片在轨运行速度较快,软防护方式的反应

时间还不足以应对近距离的潜在威胁,但若态势感知能力增强,那么反应时间会大大增加,数据分析系

统和防护执行系统有更多时间进行动作.同时在防护执行阶段还要考虑航天器本身受到场作用的影响,
以免我航天器在主动防护时受到损伤.

３３　软/硬防护 (综合)方式的防护策略分析

随着空间环境的逐渐恶化,单一型防护执行系统局限性日趋明显,软硬防护方式混合的兼容式防护

执行系统也可以使用.总体上看,兼容式防护执行系统的防护策略和二者单独使用大体相同,虽然兼容

式防护执行系统具有软、硬两类防护方式的优点,但这会使航天器设计的复杂度提高,系统整体的可靠

性降低.

４　航天器自防护系统的应用前景与发展趋势

自防护系统通过三种不同的防护策略,有效化解其他空间目标的碰撞威胁,为航天器防护系统设计

拓宽了思路,为航天器在轨运行增大了防护空间,使航天器在面对多种太空威胁目标时的防护能力大幅

提升.基于巨型星座的快速发展和组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空间碎片将越来越多,轨道资源也越来越

紧张,发射数量较多的卫星也越来越困难,航天器或将向着设计平台化和功能集成化方向发展,那时自

防护系统可能成为航天器必要的平台系统之一.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自防护系统也将不断发展,以适

应空间环境的日益变化,如:

１)自防护系统将向体积小、质量小的趋势发展;

２)主动防护与被动防护有机结合,通过地面监测和空间监测等多种手段进行态势感知,可以有效延

长系统反应时间,并为航天器对具有威胁的目标的感知、判断、防护提供更加精确的数据信息.

５　结束语

本文依据当前空间环境状态和发展趋势提出了航天器自防护系统,并对其防护方式和防护策略进行

了分析,创新点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１)提出了一种新的航天器平台系统———自防护系统,将原来航天器依靠结构分系统进行被动防护的

方式向主/被动防护相结合的方式转化,提升了航天器在轨运行的安全性和空间生存能力;

２)提出了一种新的航天器防护方式和策略,改变了单纯依靠轨道机动对空间碎片或其他空间目标进

行规避的方式,通过主动变化或干扰其他对我航天器具有威胁的空间目标,保证我航天器在轨正常运行,
该方式不仅大大降低了对推进剂的消耗,而且可以缩短任务反应时间,提高了应急防护效率.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对自防护系统的设计进行理论计算与仿真评估,还需在后续研究中结合多

技术领域对自防护系统进行设计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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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thoughthereareresearchesoncollisionprotectionofspacecraft,theyallfocusonpassive

protection,which may makethespacecraftattitudeunstableThispaperthereforeputsforwardthe
conceptofdevelopingthespacecraftself protectionsystem,throughthehardprotection,thesoft

protectionorthecombinationofdifferentprotectionmethodsandstrategiesforactiveprotection,soasto
improvethesafetyofthespacecraftinorbitandspacesurviva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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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星载NLFM 雷达信号源设计与实现技术

姜　童　李　彬　薛　强　贺亚鹏　马筱青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摘　要　为了提高星载微波雷达系统中对弱目标的检测能力,需要对线性调频信号进行加窗处理,
但是会造成信噪比损失和主瓣展宽.为了解决这种问题,非线性调频信号是一种较优的发射波形.本文

介绍了一种适用于星载微波雷达的非线性调频信号设计原理,对其进行了仿真验证;进而详细阐述了星

载非线性调频信号源的硬件实现方法及系统组成,最终给出了采用余弦函数的测试结果,其脉冲压缩主

副瓣比达到３２dB.
关键词　非线性调频信号;雷达信号源;直接数字波形合成;波形存储法

０　引　言

随着星载微波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提高微波成像雷达系统对弱目标的检测能力,需要提高图

像分辨率,降低脉压旁瓣[１].线性调频 (LFM)信号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脉冲压缩波形,但是其匹配

滤波后主副瓣比只有大约－１３dB.为了抑制旁瓣,在信号处理中可以进行加窗处理,带来的代价是信噪

比的损失和主瓣展宽[２].
非线性调频 (NLFM)信号是另一种脉冲压缩波形,经过脉压处理后输出信号的频谱接近窗函数,无

需进行额外的加窗处理就能得到很高的主副瓣比,从而可以保证雷达系统输出的信噪比.对于信噪比要

求较高的雷达系统,非线性调频信号是一种较优的选择[３５].
数字波形合成技术以其具有可编程、稳定、相干等优点被广泛应用在现代雷达波形产生领域.目前,

数字波形合成技术主要包括基于存储器的波形存储法[６]和基于累加器的直接数字合成法 (DDS)[７].因具

备强有力的预失真补偿能力,本文采用波形存储法通过对存储的波形数据进行数模转换直接生成宽带非

线性调频信号.

１　非线性调频信号设计原理及仿真

驻定相位原理是分析调频信号的常用方法.假设调频信号频域表示为

X f( ) ＝W(f)ejφ(f) (１)
根据傅里叶逆变换,其对应的时域表示为

xt( ) ＝∫
＋∞

－∞

１
２πX f( )ej２πftdf＝∫

＋∞

－∞

１
２πW f( )ej[φ t( ) ＋２πft]df

(２)

x(t)经过匹配滤波器后输出为

Y f( ) ＝X f( ) ∗X∗ f( ) ＝|W f( )|２ (３)
由脉冲压缩特性可知,通过将Y(f)的形状设计成不同窗函数的形状,在脉压结果上便可以得到很高

的主副瓣比,这样可以在保证雷达系统输出信噪比以及主瓣宽度的基础上提升雷达系统的动态范围.因

此,非线性调频信号设计任务可转换为已知窗函数|W f( )|２ ,求解x(t)的问题.
根据驻定相位原理可知,调频信号的瞬时频率是该信号匹配的匹配滤波器群延时特性的反函数[８].

ft( ) ＝T－１
g (t)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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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 )|＝A W(f)

φ′′(f)
(５)

式中,Tg()为群延时特性;A 为常数.
令|xt( )|≡const,则式 (５)为

φ′′ f( ) ＝K|W f( )|２ (６)
由式 (４)和式 (６)可以得到非线性调频信号的产生流程:

１)选择窗函数|W f( )|２ ;

２)根据窗函数计算群延迟Tg f( ) ＝∫φ′′ f( )df＝∫K|W f( )|２df ;

３)计算瞬时频率响应即群延迟的反函数ft( ) ＝T－１
g (t);

４)根据瞬时频率响应计算相位θt( ) ＝２π∫
t

０
f(τ)dτ;

５)构建 NLFM 信号xt( ) ＝A∗cos[２πfct＋θt( ) ].
由此可知,NFLM 信号的脉压效果取决于所选窗函数特性,选定窗函数后,即可得到 NLFM 信号的

时域表达,其关键在于求解群时延的反函数.对于简单函数,其反函数是容易得到函数表达式的;对比

复杂函数,往往难以求解其反函数的函数表达式[９１０],本文利用数值分析法,借助插值方法可求得

T－１
g (t)的数值解.

常用的窗函数包括 Hamming窗、Hann窗、Bohman窗、Taylor窗等,本文构造余弦窗函数

|W f( )|２＝a１＋a２cos
２πf
B

æ

è
ç

ö

ø
÷＋a３cos

４πf
B

æ

è
ç

ö

ø
÷ (７)

式中,a１,a２,a３ 为窗函数系数;B 为信号带宽.

选择上述窗函数后对应的窗函数、群延时、瞬时频率以及相位特性如图１所示,其时域仿真结果如图

２所示,脉压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１　NFLM 信号产生仿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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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NFLM 信号时域基带信号仿真结果

图３　NFLM 信号脉压仿真结果

２　NLFM雷达信号源实现

波形存储法实现雷达信号源的原理框图如图４所示.根据设定好的 DAC采样率以及所需要的信号特

征参数,由计算机提前计算出信号时宽内的采样点数值,根据 DAC编码特性进行量化编码,将量化编码

后的数据预先存储在FPGA内部BRAM 存储器中.信号产生时,通过对工作时钟计数产生BRAM 地址,
读取相应位置采样值,通过高速数据接口传递给DAC,经过数模转换后转换为模拟信号,考虑到DAC输

出信号存在周期拓展现象,因此需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在 DAC之后经过低通或者带通滤波器将期望信号

提取出来.

２１　数据量化

基于前述 NLFM 信号设计原理,通过 MATLAB利用升余弦函数产生非线性调频信号,按照１０bit
对其进行量化.量化后信号时域波形和频域频谱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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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波形存储法原理框图

图５　DAC量化信号特性

２２　设计实现

以下面设计需求为例:DAC采样时钟２GHz,NLFM 信号中心频率为１５GHz,带宽为１５０MHz,
时宽６４８ns,脉冲重复周期为２００μs.DAC选用E２V公司EV１２DS１３０T高速 DAC,滤波器选用带通滤

波器.
为工程化操作灵活方便,本设计在图５基础上进行改进.由于FPGA内部BRAM 在使用时存在难以

修改及存储容量受限难以存储多种波形的缺点,将波形数据存储在FPGA外部的Flash存储器中,加电后

通过上位机实现波形数据的选择.改进后的框图如图６所示,主要由FPGA、数模软模器件、带通滤波

器、NorFlash芯片以及上位机组成,其中 FPGA 内部由雷达时序控制模块、BRAM 地址控制模块、

BRAM 存储单元、Oserdes转换、Flash控制以及上位机接口组成.
系统工作时,由上位机发送工作指令及工作参数,FPGA 控制Flash将波形数据加载至FPGA 内部

BRAM 中,之后产生雷达时序控制信号,BRAM 读地址由０开始自动递增,将波形采样点数依次读出送

给 Oserdes转换.Oserdes将低速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高速数据输出至 DAC进行数模转换,之后经过带

通滤波器将期望信号提出.

DAC采样率为２GHz,选择４通道射频工作模式,每个通道接口数据速率为５００Mbit/s,DAC给

FPGA反馈时钟为２５０MHz,FPGA 内部通过 Oserdes并行处理降低处理时钟速率,实际FPGA 处理时

钟为１２５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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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改进后的波形存储法原理框图

３　测试结果

对本系统进行测试.本设计中窗函数选择升余弦函数窗.图７为测试结果,其中图７ (a)为示波器

采集波形,示波器采集后对波形进行 MATLAB分析,图７ (b)为数字下变频后基带波形,图７ (c)为

中频信号频谱,图７ (d)为脉压结果.可见,本系统输出的升余弦函数窗产生的 NLFM 信号脉压主副瓣

比为３２４７dB.

图７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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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星载非线性调频信号的设计原理,通过 MATLAB软件针对余弦窗函数实现的非线性

调频信号进行仿真,进而详细阐述了星载非线性调频信号源的硬件实现方法及系统组成,最终给出了采

用余弦函数的测试结果,其脉冲压缩主副瓣比达到３２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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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imedatimprovingthedetectingabilityofspacebornemicrowaveradarsystemonthe
weektarget,awindowfunctionshouldbeaddedwhenprocessingtheLFMsignalsatthecostofSNRloss
andmainlobespreadingTosolvethisproblem,transmittingNLFMsignalintheradarsignalgeneratoris
abettersolutionInthispaper,weproposeaspaceborneNLFM signaldesignprinciple,andgivethe
simulationresultAndthenintroducethehardwareimplementationandsystemcompositionFinally,the
testresultisgivenwiththecosinewindow,whichthePSLRresultisbetterthan３２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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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分析SparcV８最大堆栈的方法与实现

陈　诚　赵　芊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摘　要　为了保证嵌入式软件的运行安全及可靠性,检测嵌入式软件的最大堆栈深度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员及测试人员的关注,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静态分析汇编码的最大堆栈深度检测

方法,该方法仅使用静态分析,不需要对原始工程进行重新编译,保证了检测的堆栈使用量的正确性,
对SparcV８平台下不同的编译链工具生成的汇编码支持较好,同时比现有的商用软件效率更高.

关键词　SparcV８平台;堆栈分析;静态分析;嵌入式

１　引言

１１　堆栈工作原理

嵌入式软件的堆栈区用于动态地存储函数之间的调用关系以保证被调用函数在返回时恢复到母函数

中继续执行.每一个函数独占自己的栈帧空间.当前正在运行的函数的栈帧总是在栈顶[１].一般来说,不

同平台的系统都会提供一个特殊的寄存器用于标识位于系统栈顶端的栈帧,栈指针寄存器 (SP),其内存

放着一个指针,该指针永远指向系统栈最上面一个栈帧的栈顶.在函数栈帧中一般包含:为函数局部变

量开辟的内存空间[２];保存前栈帧的顶部和底部,用于在本帧被弹出后恢复出上一个栈帧;保存函数调用

前的指令位置,以便在函数返回时能够恢复到函数被调用前的代码区中继续执行指令[３].

１２　研究背景

根据SparcV８的内存模型[４],当软件运行时申请的堆栈过大时,可能会将代码区及数据区中的内存

内容覆盖,从而系统会出现运行异常的现象.而当发生堆栈区溢出到代码区及数据区时,软件崩溃时的

程序运行位置一般都不在产生溢出的代码附近,故障的滞后特性使得问题很难排查[５－６].

为了保证嵌入式软件的运行安全及可靠性,对堆栈最大使用深度的分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嵌入式

软件开发人员及测试人员的关注.
随着SparcV８标准下的BM３８０３系列CPU在航天领域的大范围使用,特别是在我国载人航天领域的

应用,就使得该平台的嵌入式软件的运行安全及可靠性显得极为重要.通过对软件堆栈的分析可以避免

堆栈申请溢出到内存的数据区与代码区,从而保障了软件的运行安全及可靠性.
对于堆栈深度的检测,通常使用动态法,通过在测试环境中设置专门的测试线程或标记量对堆栈进

行检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７].动态测试方法对测试用例的设计要求较高,如果不能分析出堆栈最深的函

数调用路径,即便程序运行相当长的时间,仍然无法获得堆栈最大使用深度,不能确保后续使用过程中

不发生堆栈溢出的问题[８].还有通过对程序数据流控制流的可靠性分析,建立模型进行检查[９].

现有常用的SparcV８堆栈分析工具需要使用工具自身的编译链工具对原始工程进行重新编译后才可

使用,若原始工程的编译链工具与分析工具的编译链工具不一致的话,不同编译工具链对函数申请栈的

大小的策略不同,会导致分析工具计算的堆栈最大使用深度与原工程的实际使用值不符,需要在使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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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工具后得到最大堆栈使用深度的调用路径后,进行现场动态测试,使软件运行到目标路径后观察堆栈

指针,才可获取正确的堆栈最大使用深度.因此在使用这些工具时,受到了现场测试环境的限制.特别

的是,BM３８０３系列CPU是一款国产器件[９],软件开发环境和工具还不够丰富,如当前航天系统里大量

使用的SPE C编译环境无相关检测支撑工具.

１３　本文工作

本文通过对嵌入式平台SparcV８的堆栈申请原理及汇编码进行研究,给出了一种堆栈最大使用深度

的计算方法,并通过实际的嵌入式项目对本方法进行验证,并同已有商用软件进行了对比.实验证明,
本方法正确有效,同时效率更高效,对不同SparcV８的编译工具链生成的汇编文件均可支持.同时该工

具不需要进行重新编译原工程,仅使用静态分析就可完成堆栈使用量的分析.

２　实现方法

２１　方法概述

通过对Sparcv８平台汇编语言的分析,软件在上电后,进行硬件方面及一些必要的初始化后,调用

主函数即 main函数,在调用 main函数时就开始了对堆栈的使用,因此在计算堆栈使用量时,应将调用

main函数的堆栈量也要计算进去.在 main函数中若调用其他函数时,使用call＋地址的方式来调用子函

数.在被调用的子函数的汇编代码中,对sp指针进行操作,来申请函数所需的堆栈空间,此空间的大小

由编译器设定.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树形结构来存储整个软件的调用关系及每一次调用函数时申请

的堆栈空间大小,最终通过对树的叶子节点进行遍历,来找到最大的堆栈空间申请量.

２２　数据结构

由上面描述的方法概述可知,需要一个数据结构来存储调用关系及堆栈空间申请量.设计了如下类

来存储节点数据,如图１所示.

图１　Node类

funcName:字符类型,用来存放当前函数名字;

spCost:整型,存储当前函数申请的堆栈空间大小;

sum:整型,存储调用至该函数的堆栈空间累计申请空间大小;

callList:列表类型,用于存储当前函数调用的所有函数节点;

caller:Node类型,用于存储当前函数的调用者.

２３　扫描算法

函数节点构建算法 (initNode):首先寻找目标函数的开始地址,然后创建 Node对象,将目标函数的

信息存入新建的 Node对象中,然后从目标函数的入口地址向后开始遍历,将目标函数调用的子函数存入

callList中,直到目标函数结束,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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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initNode算法流程图

构建调用关系树的算法 (initTree):遍历函数节点的callList,以其中的函数为输入,调用目标函数

节点构建算法 (initNode),再递归调用initTree算法,直到结束,如图３、图４所示.

图３　initTree算法流程图

　　　　　　
图４函数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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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完调用关系树后,通过遍历调用关系树,计算每一个函数调用路径的堆栈申请量,最大值就

是该软件的堆栈最大使用深度.

２４　算法优化

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堆栈扫描工具１００版本在使用时发现工具分析时间较长,对于规模较大较复杂

的软件 (目标码８６１MB,代码规模约１０万行),在计算超过１０小时后仍未给出计算结果,导致软件使

用场景受到限制.
为了解决分析时间过长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分析和对目标码规律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

优化:
(１)简化目标码

通过对原始汇编文件的分析,通过逐行扫描的方法,将与函数调用及堆栈申请无关的汇编语句进行

删除,降低了目标汇编语言的大小.
(２)对函数调用关系树进行复用已有叶子节点的优化

在建立函数调用关系树时,当需要建立一个新叶子节点时,首先搜索调用关系树中是否已存在该函

数名的叶子节点,若已有则复用该叶子节点,不再新建.简化了调用树的复杂度,减少了分析时间.
优化示例如图５.

图５　函数调用优化示例

(３)在构建函数调用树时,同时计算和记录堆栈最大使用深度及堆栈最大使用深度的调用关系路径

在 Node对象中增加类变量 MAX,callPath.MAX记录当前申请堆栈最大使用深度,若遍历过程中

发现更大的申请累积量,则更新该变量,同时记录当前的调用路径,存储在callPath中.

２５　优化效果

由表１可看出,在使用了优化后,需要分析的汇编语句数量大大减少,分析时间大大缩短,节省了测

试时间.

表１　优化效果

项目 堆栈使用/Byte 原始汇编语句数 简化后语句数 缩小率/％ 优化前时间/s 优化后时间/s 时间缩短率/％

项目 A ５１０ ３８０９６ １７４９０７ ８４５４ ９５１７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２１７ ９９９４

项目B ８３１ ８９６ ４６２７１ ２０６９ ９５５３ ８４０４８ ０５７８ ９９３１

项目C ３００ ３３４４ １７０４１ ６６０ ９６１３ ２８１３ ０１８７ ９３３５

项目 D ５３０ ７５４４ ８５６７ ４１２ ９５１９ ２５６３ ００９３ ９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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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例验证

３１　验证环境

验证 环 境 使 用 通 用 桌 面 电 脑 一 台,配 置:IntelCorei５ ３４７０CPU＠３２０ GHz,４GB 内 存,

MicrosoftWindowsXPprofessionalServicePack３.
神舟嵌入式软件集成开发环境 (简称神舟IDE),版本:２２１６SP２.

Python版本:ActivePython２７５６,PyQt４.
嵌入式软件为实际项目工程代码,嵌入式硬件为实际项目的硬件环境,通过连接仿真器,观察堆栈

指针的变化.

３２　验证结果

给被测系统连接仿真器到桌面电脑上,运行被测软件,通过对所有语句与分支的完全遍历执行,记

录堆栈指针申请的最大值,结合堆栈指针的初始值,可以计算出堆栈最大使用深度.
运行本文实现的堆栈扫描工具,将被测系统的汇编码作为工具的输入,进行分析后,得到堆栈最大

使用深度与调用路径.
通过对四个不同规模的真实项目的对比后,发现本文实现的工具分析结果与实际软件的真实堆栈申

请结果一致.
本文工具运行截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运行效果图

３３　与商用软件神舟IDE的对比

由于神舟IDE中的静态堆栈分析工具需要将原始项目的工程重新编译后才可使用,因此先将四个项

目的源码使用神舟IDE重新进行编译后,生成汇编文件.将使用本软件进行分析花费的时间,与使用神

舟IDE的静态堆栈分析工具花费的时间进行比较,同时对比两个工具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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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与商用软件对比表

项目 汇编语句数
神舟IDE 本工具

时间/s 结果/Byte 时间/s 结果/Byte

项目 A ５１０ ２７０３４８ １５８ ３８１３６ １００７ ３８１３６

项目B ８３１ ７６５２６ ５１３ ９２０ ０８１ ９２０

项目C ３００ ３３３０９ ２２５ ３３８４ ０２６ ３３８４

项目 D ５３０ １４８５９ １１６ ４８７２ ００９ ４８７２

由于神舟IDE在使用其自带的静态堆栈分析工具时,必须首先使用该IDE对原有项目进行重新编译,
编译出的目标码与原始工程中的目标码就不一定一致了,导致计算出的堆栈使用量不准确.特别是对于

当前载人航天大量使用的SPE C 编译环境下的工程,神舟IDE分析出来的堆栈使用量与实际不符.这

是由于不同编译环境所用的编译工具链的不一致所导致的,不同编译工具链对函数申请栈的大小的策略

不同.因此本工具在适用范围上更广泛,仅需要工程生成的汇编文件就可以进行分析,不依赖编译环境.
同时从上表可以看出,在项目目标码的汇编语句规模较大时,本工具效率得到了提升,在项目目标码的

汇编语句较小规模下,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４　结　语

本文设计的最大堆栈使用量分析工具,针对SparcV８标准的项目,通过静态分析原始工程文件中的

汇编文件,得出目标工程的堆栈最大使用深度与调用路径,对开发人员开发软件,避免了堆栈申请溢出

的问题,确保软件运行安全性和可靠性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由于航天嵌入式软件的特殊应用背景,不允许使用函数递归调用.本文设计的分析方法对于函数递

归调用的情况未考虑,在后续工作中可以对函数递归调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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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maximumstackdepth
usagedetectionbasedonstaticanalysis

SparcV８assemblycode
CHENCheng,ZHAOQian

Xi’anMicroelectronicTechnologyInstitute

　　Abstract　Inordertoensurethesecurityandreliabilityofembeddedsoftware,moreand more
embeddedsoftwaredevelopersandtesterspayattentiontothedetectionofthemaximumstackdepthof
embeddedsoftwareThispaperproposesandimplementsamaximumstackdepthusagedetectionmethod
basedonstaticanalysisassemblycode,whichonlyusesstaticanalysisanddoesnotneedtorecompilethe
originalprojecttoensurethatThecorrectnessofstackusageisverified,andtheassemblycodegenerated
bydifferentcompilationchaintoolsunderSparcV８platformisbettersupported,andtheefficiency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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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卫星用光纤陀螺光源线性温控的单电源设计

张金保　王　东　崔　斌　田亚男　王　晶　周晓娜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光纤陀螺光源的温控包含加热和制冷,传统的线性温控设计为双电源 (±５V)供电.目前

小卫星一方面为了提高电源效率,通常采用集中供电的方式;但是为满足空间应用的高可靠性需求,另

一方面又需要设计足够的电源功率余量,来防止某一产品异常短路后拉低卫星供电电压,影响其他部件

正常工作,这种需求矛盾给电源的安全和效率设计带来了巨大挑战.文中基于独特的桥接式负载电路,

提出了一种基于单５V 电源供电的光源线性温控方案,该方案只需要＋５V 就能实现光源的加热和制冷设

计,在全温试验中,控制精度达到了００１１７℃,既能够满足中低精度光纤陀螺的精度需求,又减少了对

电源种类及功率的需求.以常温功耗为１２W 的３＋１S光纤陀螺组件为例,相比于传统±５V 的温控系统,

本温控方案可以节省近３２W 的卫星电源配置余量,大幅提高了小卫星供配电系统的效率.

关键词　光纤陀螺;光源线性温控;桥接式负载电路;单电源

０　引　言

近年来,小卫星迅速发展,被广泛应用于民用通信、遥感、技术验证等领域[１２].光纤陀螺以其全固

态、体积小、质量小等优点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小卫星上面.光源 (也称超辐射发光二极管,Super
LuminescentDiode,简称SLD)是光纤陀螺的关键器件之一,光纤陀螺的标度因数与SLD的波长有关,

SLD的输出光的波长随温度有一个漂移[３].为保证光纤陀螺在全温内标度因数稳定,必须对光纤陀螺的

SLD进行高精度的温度控制.

目前,TEC的温控电路一般分为脉冲斩波 PWM 温控[４５]和线性温控电路[６],一般的温控精度均在

００１℃左右.对于航天应用来说,高等级的宇航级PWM 芯片目前来说无法获得,并且由于PWM 的调

制频率一般高达几十 KHz到几百 KHz,容易产生高频干扰信号,所以在某些对电磁干扰要求较高的空间

密集型、小型化产品应用方面不宜采用.而一般的线性温控电路中,需要通过双电源 (±５V)完成 TEC
的加热和制冷.SLD的温度控制依靠内部集成的半导体制冷器件 (TEC)完成,该器件既可制冷也可加

热,当电流由其正极流向负极时,起制冷作用;当电流由负极流向正极时,起加热作用,电流的大小与

制冷量成正比.所以通常状况下,线性温控电路需要双电源 (±５V)供电,这就形成在高温和低温状态

下正负电源的功耗差异较大,功率出现不平衡.

１　SLD温控策略

为了提高整星供电效率,越来越多的小卫星采用集中供电的策略,直接为单机产品提供二次电源

(±５V),方便对整星供电进行统一的管理,提高电源效率、共享电源的设计余量.因为多种单机共用电

源,所以单机产品的供电安全变得更加重要,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单机在出现短路故障的情况下,不能

影响电源线上的其他单机的工作.单机在发生短路故障时会产生瞬间的大电流,如果电源余量不足,导

致集中供电的电源电压下拉,将对同一供电线路上的其他单机产生影响,对整星来说有可能发生严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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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所以对于使用集中电源供电的单机来说,通常需要设计合适的限流电阻来保护供电系统,一方面可

以防止单机加断电时产生过大的浪涌电流[７],另一方面可以在单机异常短路时保护集中供电设备,但是限

流电阻却会导致光纤陀螺的功耗增加.对于单机来说,越少的供电种类,越能方便单机电源的安全设计,
所以简化单机的供电系统是小卫星领域产品应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根据－２５~６０℃的设计范围,需要±３００mA左右的电流,对于３＋１S构型陀螺组件来说,需要保证

正负电源均有１２A的正常工作余量,另外还要考虑短路饱和电流的余量,并且分别进行必要的安全设

计,如限流电阻等,电源集中供电的单机不适合使用熔断丝做保护,造成了单机设计难度增加,和整星

电源效率的下降.

２　星上二次电源资源需求分析

对于卫星上使用电源集中供电的系统来说,一般不易采用熔断丝作为电源的保护措施,因为熔断丝

阻抗非常小,产品入口电容一旦出现短路故障,理论上会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在熔断丝烧断的时间段

内,可能直接将集中供电的电源拉垮,导致星上同回路的其他星载设备短时间内无法正常工作.此时单

机使用限流电阻对供电系统进行保护是最优设计方案.
卫星对光纤陀螺的温度环境要求一般为－２５~６０℃,光源的温控工作电流为±３００mA左右.鉴于工

作电流较大,限流电阻不能太大,一是考虑功耗因素;二是限流电阻的降额需要满足航天设计规范;三

是限流电阻过大,压降会较大,影响光纤陀螺的正常工作电压.
假定限流电阻为２个RMK３２１６ １/４W ２Ω电阻并联,产品入口电压为５２V,则产品入口电容短

路时的电流为５２A,短路功耗为２７２W,对于双电源供电的温控,则正负电源均需要具备该短路状态

下的功率余量,才能保证产品发生入口电容短路时,不影响同一电源母线上的其他单机的正常工作.
如果使用单电源供电,考虑在最恶劣的高低温条件下,能够节省的负边电源资源为１２A－０３A＋

５２A＝６１A,合功率为３１７２W.

３　单电源温控电路设计

本文提出一种 TEC线性温控电路的单电源设计电路,其核心电路为通过 BTL桥实现电流的双向

流动.
整个温控电路包括:SLD光源、测温桥臂和控制校正环节、BTL驱动桥和放大电路.

３１　SLD光源温控模型

典型SLD结构包括:半导体制冷器 (TEC)、热沉、热敏电阻、发光二极管、光纤耦合部件[８].SLD
光源的温度控制过程如下:热敏电阻敏感SLD管芯温度,通过测量电路转换为电压,经过PID控制环节

和功率放大电路以及不同方向的电流流过 TEC实现加热或制冷,本文通过一个桥式推挽电路 (BTL桥)
实现电流的方向改变,最终通过热沉作用于SLD管芯,从而实现闭环控制.

对于常用的光纤陀螺用SLD光源来说,其内部热敏电阻对 TEC电流的传递函数可以简化为一阶惯性

环节串联一个纯延迟环节,传递函数为

G１(s)＝
Ke－τs

Ts＋１　　 (１)

式中,K 为放大系数,τ为纯延迟时间常数,T 为系统惯性时间常数,取T＝９,τ＝２３ms.

３２　控制器设计

目前针对光源温控控制器的设计大多采用PI或PID设计,为了提高温控精度,本文采用PID校正环

节[９],下图为测温电桥和矫正环节的电路为通用设计改进而来,传统的线性温控电路在 U３A正端的 R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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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的另外一端和 U３D正输入端连接的是电源的地线,而本方案的创新点在于,这两点均连接２５V,
将２５V作为温控电路的平衡点.线性温控敏感与控制器框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线性温控敏感与控制器框图

其传递函数为

G２(s)＝
２００(s＋０５)(s＋２)
s(s＋１)(s＋２×１０８)　 (２)

式 (２)的传递函数中,鉴于极点２×１０８ 距离虚轴非常远,并且其周围没有闭环零点,所以该极点为

系统的非主导极点,实际分析时可以将其忽略.

３３　桥接式负载电路BTL

本方案借助BTL桥接两端输出反相的特点,实现 TEC内部控制电流的双向流动,从而实现 TEC 的

制冷或加热.实际电路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驱动桥电路示意图

上述电路 TEC的电压 VTEC与输入电压 Vin的关系如式 (３)所示

VTEC ＝２(Vin －Vset)　　 (３)

注:本设计中由于供电为单＋５V,所以取Vset＝２５,为了保证２５V到５V的工作范围,方案中的

运放均采用轨到轨运放.

３４　放大电路

为提高驱动能力,放大电路采用两级设计.左右桥臂各有一组功率放大电路,这里相比双电源要多

出一组功放电路.图３是其中一组的电路示意图.

图３　驱动信号放大电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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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流的设计指标为±４００mA满足－２５~６０℃的工作温度.

４　功能逻辑仿真

为了验证控制回路的正确性,利用 Multisim 对电路的逻辑进行了开环仿真,电路的运行曲线如图４
所示,图４中温控电流的曲线很好地跟踪了控制温度偏离的曲线.

图４　单电源线性温控开环功能仿真曲线图

５　试验验证

为验证温控电路的性能,对单电源驱动的SLD光源温控电路进行了全温实验.光源为４４所产品,温

箱选用银河系列温箱,温箱的温控精度为±０５℃,试验温度为－２５~６０℃.光源内部热敏丝的２５℃的

中心阻值为１０kΩ,每５００Ω表示温度变化１℃,因为线性温控工作时,该热敏电阻连接到温控电路的测

温电桥内,所以无法通过直接测量电阻的办法获得热敏丝的实际温度.光源内部另外存在有一个测温丝,
但是有测温丝和光源的发光二极管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通过测温丝并不能得到温控电路的准确温度.
本方案中另辟蹊径,通过高精度６位半数字万用表,对光源内热敏电阻的电流和电压的进行测量,再将得

到的电压和电流做除法,从而得到热敏丝的温控精度,进而得到SLD光源在全温范围内的温度控制曲线,
如图５所示.

图５　全温下SLD温度控制曲线

本方案的试验的目的是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得出光源温度的波动情况,对于光纤陀螺来说,最重

要的不是准确的稳定到设计值２５℃,而是其峰的变化范围越小越好,只要温度保持稳定,光纤陀螺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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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数就能稳定.图５中温度最高点位２４７７１６℃,温度最低点为２４７５９８℃,控制精度达到００１１７
℃,已知SLD光源的平均波长有４００ppm/℃的温度漂移[１０],在文中所述的温控方案下,由温度变化所引

起的光纤陀螺标度因数误差能够控制在４ppm 附近,完全能够满足中低精度光纤陀螺的需求.

６　结束语

文中所设计的光纤陀螺光源的单电源线性温控电路,由于减少了电源种类,更适合于空间应用,对

于３＋１S型光纤陀螺来说,节省了４４８％的功耗需求,提高了卫星二次供电效率,提高了卫星的安全性

可靠性.文中设计的光源单电源温控系统试验温控精度达到了００１１７℃,完全满足光纤陀螺的精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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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singlepowersupplyforlineartemperature
controloffoglightsourceforsmallsatellite

ZHANGJin bao,WANGDong,CUIBin,TIANYa nan,WANGJing,ZHOUXiao na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ThetemperaturecontroloffoglightsourceincludesheatingandcoolingThetraditional
lineartemperaturecontroldesignisdualpowersupply (±５V)Atpresent,inordertoimprovethe
powerefficiencyofsmallsatellites,thecentralizedpowersupplyisusuallyadopted;however,inorderto
meetthehighreliabilityrequirementsofspaceapplications,ontheotherhand,itisnecessarytodesign
sufficientpowermargintopreventtheabnormalshortcircuitofaproductfromloweringthepowersupply
voltageofthesatelliteandaffectingthenormaloperationofothercomponentsThisdemandcontradiction
bringsaboutthesafetyandefficiencydesignofpowersupplyItsahugechallengeInthispaper,basedon
theuniquebridgeloadcircuit,alineartemperaturecontrolschemeoflightsourcebasedonsingle５V

powersupplyisproposedTheschemeonlyneeds＋ ５Vtorealizetheheatingandcoolingdesignofthe
lightsourceInthefulltemperaturetest,thecontrolaccuracyreaches００１１７ ℃,whichcannotonly
meettheaccuracyrequirementsofmediumandlowprecisionfiberopticgyroscope,butalsoreduc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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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forpowertypeandpowerTakingthe３ ＋ １sfiberopticgyroscope(FOG)modulewith１２ W

powerconsumptionatroomtemperatureasanexample,comparedwiththetraditional±５Vtemperature
controlsystem,thistemperaturecontrolschemecansavenearly３２ W satellitepowerconfiguration
marginandgreatlyimprovetheefficiencyofsmallsatellitepowersupplyanddistributionsystem

Keywords　FOG;SLDlineartemperaturecontrol;Bridge Tied Loadcircuit;Singlepower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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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卫星电池组快速均衡与保护技术

孙立志　安　宁

海鹰航空通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　对现有小卫星电池组均衡与保护电路拓扑的特点,为实现电池组中电芯电能快速、高效的

均衡,应用一种快速均衡技术.该技术基于直接均衡拓扑作为均衡电路的主电路结构,以实现电芯到电

芯的电能直接传递.以四电芯串联电池组均衡系统为例,进行均衡电路的主电路、控制电路和保护电路

的设计,将其应用于人造卫星能源系统,实验表明该拓扑可以较快速地实现任意电芯间电能的直接传递,
能够有效提高均衡速度,优化均衡效果.

关键词　卫星;电池组;快速均衡

０　引　言

卫星电池组是由多个电芯串联组成的动力电池组,但受太空环境因素、厂家制造工艺等影响,电芯

的内阻、外电压等参数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卫星工作过程中,随着电池组充放电循环,电芯的差异将

造成电芯电压失衡,导致电池组整体有效容量降低.并且在充放电过程中将出现参数不一致电芯的过充

和过放,这将加速电芯间参数的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对卫星动力电池组进行电能均衡与保护[１２].
现有的均衡拓扑各有优缺点.其中,串联电池组单电芯对单电芯拓扑结构的特点是,在电芯数量较

多时,电能逐个传递导致均衡速度大大降低,同时均衡损耗也会增加[３４].而单电芯对整个或部分电池组

拓扑结构最大的特点是不易于模块化,导致在不同的均衡系统中需重新设计电路[５６].对比之下,任意单

个电芯之间单电芯对单电芯拓扑结构的均衡速度较快,但这类拓扑的主电路结构较复杂,同时控制电路

和驱动电路也较复杂[７８].基于上述分析,较快速的均衡拓扑应具有电能从电压最高电芯到电压最低电芯

直接传递的功能,同时具有较简单易设计的拓扑结构.
综合考虑均衡速度、拓扑复杂程度等因素,采用多电芯直接均衡拓扑,进行均衡系统的设计,实现

任意电芯间电能的快速传递.同时根据光照条件设计均衡动作的策略,能够适时地进行均衡.

１　均衡电路结构及工作模式

１１　卫星能源系统

能源系统是卫星的一个重要系统,如图１所示为一种卫星能源系统架构.卫星的电能来自太阳能电池

和储能电池,电能的变换和传输由星上电气装置实现.该系统包括动力母线和设备母线,动力母线用于

连接能源设备,包括太阳能电池及相应的 MPPT控制器,将太阳能转换的电能传输至电池组.相互并联

的DC DC变换器连接在设备母线和动力母线之间,将动力母线的高压直流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电,传输

至设备母线,用于驱动星上各用电设备.其中,与电池组串联的均衡电路起到电池均衡与保护的作用.

１２　主电路拓扑结构

四电芯均衡电路主电路是由四绕组高频变压器与８只 MOSFET组成的４个双向开关Sn 组成,如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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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卫星能源系统

所示,定义电芯为Bn ,变压器绕组的电感为Ln .通过控制对双向开关的通断,可以实现电芯间电能的

直接快速传递[９].

图２　四电芯均衡电路主电路

１３　主电路模式分析

根据电压最高电芯与电压最低电芯所处的位置以及压差的大小不同,均衡电路有以下三种不同的

模式[１０].
(１)反激模式

当电压差异最大的两电芯分别位于不同电芯组时,均衡电路的工作模式为反激模式.以B１ 电压最

大、B４ 电压最小为例,分析该模式的工作过程.
首先,S１ 开通,B１ →L１ →S１ →B１ 回路导通,变压器原边L１ 电流增大,B１ 的电能流出,并储存在变

压器中;然后,S１ 关断,变压器副边S４ 开通,L４ →B４ →S４ →L４ 回路导通,变压器副边电流逐渐减小,
变压器中的电能传递到B４ 中;此刻,电路中电流为零,直到再次驱动S１.

(２)无输出电感正激模式

如果电池组中电芯较多,且失衡程度不相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均衡方法,以保证较高的均衡效率.
如果组内电芯失衡的压差很大,均衡电路工作模式为无输出电感正激模式.以B１ 电压最大、B２ 电压最

小、B３ 作为中间电芯为例,分析该模式的工作过程.
首先,S１ 与S２ 同时开通,B１ 通过S１ 向变压器原边L１ 充电;然后,S１ 与S２ 关断,S３ 开通,变压器中

的电能通过回路L３ →B３ →S３ →L３ 向B３ 传递;此刻,变压器中的电能全部流出,电路中电流为零;之

后,S１ 与S２ 再次开通.
(３)反激 反激模式

如果组内电芯失衡压差较小,均衡电路工作模式为反激 反激模式,电能可借助中间电芯进行传递.
以B１ 电压最大、B２ 电压最小、B３ 为中间电芯为例,分析该模式的工作过程.

首先,S１ 开通,B１ 给变压器原边L１ 充电,电流增大,S１ 关断后,变压器中的电能将传递给B３,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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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实现了电芯间的电能传递;然后,S３ 开通,B３ 给变压器副边L３ 充电,当S３ 关断后,变压器中的电能

传递给B２,电能再次传递;之后将重复这两个过程.

２　均衡电路控制与保护设计

２１　均衡电路控制与保护系统

在均衡主电路的基础上,设计均衡电路的控制与保护系统,如图３所示.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物

理量采集电路、均衡电路、保护电路、辅助电源电路、驱动电路和主控制电路.物理量采集电路用于采

集电池状态数据,包括电池电压采集电路、充电和放电电流检测电路以及温度采集电路;保护电路由充

放电控制开关组成,用于实现各种保护;驱动电路用于驱动充放电控制开关;主控制电路由微控制器及

其外围逻辑判断电路组成,是电池均衡保护控制的核心;辅助电源电路用于为微控制器和驱动电路供电.

图３　均衡电路控制系统

２２　电芯电压滞环控制方法

以各电芯SOC为均衡控制对象,因电池的外电压近似等于电池的电动势,可以采用电池的外电压作

为均衡的控制对象.
均衡电路不需要持续工作,防止双向开关频繁通断,造成均衡电路损耗过大,影响均衡效率.因此,

当电池组中存在失衡电芯,且电芯间的电压差较小时,均衡策略应采用滞环控制[１１].电芯电压滞环宽度

根据卫星能源系统的实际需求来设置.
控制过程如下:首先电池监控芯片根据实时采集的电芯参数,判断各电芯间的电压差,选择均衡电

路的工作模式;然后,根据滞环控制逻辑,若失衡电芯的电压处于滞环范围内,则保持当前均衡电路的

模式,直到满足滞环控制条件,切换至其他工作模式;之后重复该控制过程,直到达到均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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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电池保护控制方法

在保护电路的基础上,设计电池保护控制方法,如图４所示.对动力电池的保护体现在需实时检测电

池组电压、充放电电流和温度等信息,判断电池组是否处于过充过放、过流和过温等状态,据此控制电

池组的充放电动作.卫星因其频繁地跨昼夜,动力电池具有不定时反复充放电的特点,且充放电时机与

光照等因素有关.因此,保护方法需要根据该特点进行如下设计.

首先,电池监控芯片采集电池组状态数据,并将数据传送至微控制器,包括电压、温度、充放电

电流.

其次,微控制器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判断电芯的状态;同时,微控制器接收卫星控制系统

的指令.

再次,微控制器根据电芯的状态进行保护.首先判断是否有电芯处于过放状态.在电池组放电状态

下,如果有电池出现过放,则通过逻辑判断电路关闭放电驱动信号,关闭放电控制开关;其次判断电池

组温度是否超过限定值.如果过温,则关闭充电或放电驱动信号;再次判断电池组充电或放电电流是否

超过限定值.如果过流,则关闭充电或放电驱动信号.

同时,微控制器根据电芯的状态及卫星控制系统的指令进行均衡.卫星控制系统根据光照因素决定

是否发送均衡指令.采用光照充足时进行均衡,其他工况不进行均衡的策略.卫星控制系统根据卫星的

状态数据,在光照充足时,发送指令允许电池组进行均衡,其他工况下,发送指令不允许电池组进行

均衡.

图４　电池保护控制方法

０５



之后,当卫星允许电池组进行均衡时,判断是否有电芯处于过充状态.在电池组充电状态下,如果

有电池出现过充,则对相应电池发出均衡控制命令,该命令传送至电池监控芯片,电池监控芯片对过充

电池均衡电路的开关器件发出均衡驱动信号以进行均衡.

３　均衡电路实验

３１　实验电路参数

对均衡电路进行实验,表１为实验电路部分关键参数.

表１　实验电路参数

电路元件 元件参数 参数值

变压器
电感 ２９２uH

变比 １∶１

其他

开关频率 ２０kHz

原边占空比 ０４

副边占空比 ０４

３２　均衡实验分析

以B１ 和B４ 两个电芯为实验对象,验证均衡效果.初始电压值B１ 为３３００V,B４ 为２９００V.根据实

验采集数据绘制均衡曲线如图５所示,表２为实验前后B１ 和B４ 两节电池的电压值.

图５　两电芯均衡实验曲线

表２　两电芯均衡前后电压值

B１ B４

均衡前/V ３３００ ２９００

均衡后/V ３１００ ３０９９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在电路均衡动作开始阶段,曲线斜率dV/dt比较大,说明均衡电路均衡速度快,
随着实验的进行,电芯间电压差异逐渐减小,曲线斜率dV/dt逐渐变小,均衡速度逐渐变慢,随着时间

的推移,电芯电压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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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为缩短卫星电池组电芯间的电能通路,提高均衡速度,对直接均衡拓扑结构进行了一定的应用

研究.应用了以直接均衡为基础的多电芯快速均衡拓扑,可以实现任意电芯间电能的直接传递,将其应

用于人造卫星电源系统,提高了电池组均衡速度.同时,设计了根据光照条件进行均衡动作的策略,能

够适时地进行均衡,延长电池组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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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限速器的设计与试验研究

黎　彪　张从发　许怡贤　盛　聪　李　潇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

摘　要　为降低卷筒式伸杆机构在展开锁定时刻的冲击,分别设计了基于擒纵机构和基于离心力的

机械式限速器,阐述了两种限速器的工作原理,采用理论推导和 ADAMS软件分析了两种限速器的平衡

速度与力矩的关系,对两种限速器进行了转速—力矩曲线测试.结果表明:在０３７５Nm 力矩下,擒纵式

限速器的平衡速度为在６５rpm,离心式限速器的平衡速度为１４６rpm,试验结果与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证

明了分析的正确性.
关键词　限速;擒纵机构;展开锁定;离心式;卷筒式伸杆机构

０　引　言

弹性元件驱动的展开机构具有组成简单、展开可靠、重量轻等优点,大量应用在太阳翼、伸展杆等

场合.此类展开机构多采用大驱动力矩裕度设计,使得展开机构的速度持续增加,以确保在轨展开的可

靠性,但会导致到位时锁定的冲击力 (矩)大,可能造成构件损坏或影响展开精度.限速器能提供与速

度成比例的阻尼力,将展开机构的动能转换为内能或其他能量,降低了机构的速度,在无源驱动的展开

机构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１２].

根据工作原理,限速器可分为流体式[３]、电磁式[４]、摩擦式和间歇冲击式等类型.其中,流体式限速

器已应用哨兵 １ (Sentinel １)等卫星的太阳翼展开机构上[５６],但流体的阻尼特性受温度影响大,密封

要求高,这限制了其应用范围.电磁式限速器利用 “切割磁感线运动的闭合回路会受到阻碍运动的安培

力”的原理产生阻力,配套的控制器将增加额外的重量代价,不太适用在航天领域.摩擦式和间隙冲击

式限速器为纯机械产品,组成简单,且对高低温环境的适应性强,但国内未见在轨应用公开文献.
本文为满足无源驱动的卷筒式伸杆机构提出的限速需求,设计了两种限速器,对其组成、工作原理

进行阐述,推导了设计参数与性能的关系,并对限速器进行测试.本文对此进行了总结,以期促进限速

器在国内航天任务中的应用.

１　卷筒式伸杆机构的限速需求

卷筒式伸杆机构 (SpiralTubeandActuatorforControlledExtensionandRetraction,STACER)为

一种依靠自身弹性变形作为驱动源的线性展开机构,其组成如图１所示,主要由弹性卷筒、启动展开组

件,顶杆组件、储藏筒和绕线机构组成.

收拢状态下,卷筒式伸杆机构受预紧力的作用,储存了应变能;弹性卷筒和启动展开组件中弹簧被

压缩,存储了弹性势能.

卷筒式伸杆机构展开的运动简图如图２所示.在４弹性卷筒和５启动展开组件的弹性势能作用下,１
顶杆组件开始展开,带动固定在１上的２Kevlar绳运动,２Kevlar绳运动将带动３绕线机构旋转.５启动

展开组件展开到位后,１顶杆组件仅在４弹性卷筒的弹性势能下展开,直至３绕线轮上２Kevlar绳完全释

放,卷筒式伸杆机构展开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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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卷筒式伸杆机构组成图

图２　卷筒式伸杆机构运动简图

１—顶杆组件;２—Kevlar绳;３—绕线机构;４—弹性卷筒;５—启动展开组件

展开过程中,通过 Kevlar绳和绕线轮的转换,将弹性卷筒的直线展开转换为了绕线轮的旋转动作

(图３所示).在绕线轮上安装了限速器,以实现对机构的展开速度进行控制,从而减小展开到位时卷筒式

伸杆机构所受的冲击.

图３　绕线机构组成图

若无限速装置,由于弹性卷筒始终提供一个２０~２５N 的拉力,展开过程中绕线机构上的力矩约为

０３７５Nm,卷筒式伸杆机构在展开过程始终加速,展开到位时绕线筒的转速能达到１５００rpm 以上,展

开到位冲击很可能将 Kevlar绳索拉断,因此,需将卷筒式伸杆机构展开速度降至２００rpm 以内,以确保

机构顺利展开并不发生破坏.

２　擒纵式限速器的设计与分析

２１　擒纵式限速器的组成和原理

擒纵式限速器属于间隙冲击式限速器的一种,其组成如图４所示,主要由机壳、输出轴、传动轴系、
擒纵轮和平衡摆组成.输出轴与卷筒式伸杆机构中绕线机构同轴连接,卷筒释放时,绕线机构转动并带

动输出轴驱动传动轮系和擒纵轮,擒纵轮与平衡摆组成的擒纵机构将产生间歇性碰撞从而提供阻力,以

４５



此对卷筒的释放速度进行控制.

图４　擒纵式限速器组成图

限速器中的平衡摆和擒纵轮组成了无固有振动周期的擒纵机构,如图４(b)所示.平衡摆的被冲击

部分做成进、出两个瓦,工作过程中,擒纵轮轮齿对进、出两个瓦进行碰撞,将平衡摆的进、出瓦时间

视为一个周期,此周期与承受的力矩相关.

２２　擒纵式限速器转速与力矩的关系推导

平衡摆在进、出瓦上的转角参数近似相等,则平衡摆的振动周期T 可近似表示为

T＝２ ２πJθ
１８０Mz

(１)

式中,J 为平衡摆的转动惯量,θ为进瓦过程中平衡摆转角,Mz 为擒纵轮传递给平衡摆的力矩.

θ可表示为

θ＝β＋τ＋δ (３)
式中,β为平衡摆在传冲段转过的角度,τ为平衡摆在自由段转过相应的转角,δ为平衡摆在制动段所转过

的角度.其中τ和δ,远小于β值,
则平衡摆转角θ可近似表示为

θ＝β (４)

Mz 可表示为

Mz＝
M０ηn

i
(２)

式中,n 为传动轴系的传动级数,η为齿轮对的传动效率,M０ 为限速器输出轴上的作用力矩,i为输出轴到

擒纵轮的传动比.
输出轴旋转一圈的时间T０ 为

T０＝iTZ１ (５)
式中,Z１ 为擒纵轮的齿数.

联立式 (１)~式 (５)可得

T０＝
２iZ１

３
iπJβ
１０M０ηn

(６)

则输出轴的转速n０ 为

n０＝
６０
T０

(７)

２２　擒纵式限速器的设计与分析计算

平衡摆选用不锈钢制成,冲击角β取为１１８°.平衡摆及安装轴的转动惯量为J＝５６×１０－９kgm２.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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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计的参数为擒纵轮齿数Z１ 和输出轴到擒纵轮的传动比i.经验表明,擒纵轮齿数一般取１２~２２,也

可根据以下公式选取

Z１＝３nb ＋(４~７) (８)
式中,nb 为平衡摆的包齿数,一般取２５

考虑到传动级数n 越大,限速器占体积越大,并尽可能减小输出轴的转速,最终确定的设计参数为:
擒纵轮齿数Z１ 取值为１３;传动比６３;级数为５.在此基础上对限速器进行了参数的设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擒纵式限速器的设计取值

序号 项目 取值

１ 擒纵轮齿数Z１ １３

２ 传动比i ６３

３ 输出轴力矩 M０/Nm ０３８

４ 平衡摆的转动惯量J/Kgm２ １９０E－０７

５ 摆角β/rad ０２１

６ 级数n ５

７ 转一圈时间T/s １０２

８ 转速n０/rpm ５８７８

由表可知:对应在０３７５Nm 力矩下转速约为５８７８rpm.
为验证分析的正确性,在 ADAMS中建立了限速器的动力学模型.分析模型中,齿轮轴系采用

COUPLE副代替,卷筒的驱动力采用力矩模拟.在擒纵轮和平衡摆轴上施加了两个旋转副,平衡摆与擒

纵轮之间施加solid solid接触力,传动比６３,在擒纵轮上施加力矩.
仿真结果如图５所示.图５为平衡摆旋转角度的变化曲线,可测得平衡摆的摆角为０２rad,与设计

值一致.

图５　平衡摆的摆角变化

图６给出了运动过程中擒纵轮的角速度曲线,由曲线可知,擒纵轮角速度为震荡变化,０３７５Nm 下

对应的角速度平均值约为４５０rad/s.
由此可以计算输出轴转速,如表２所示,０３７５Nm 力矩下输出轴转速分别为６８２１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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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０３７５Nm 力矩对应擒纵轮角速度

表２　仿真分析结果

序号 项目 结果

１ 擒纵轮角速度(rad/s) ４５０

２ 传动比 ６３０

３ 输出轴转速/rpm ６８２

３　离心式限速器的设计与分析

３１　离心式限速器的组成与原理

离心式限速器属于摩擦式限速器的一种,组成如图７所示,主要由转轴、摩擦片、摩擦脚、机壳等部

件组成.

图７　离心式限速器组成

１—转轴;２—轴承;３—底座防尘盖;４—底座;５、６—螺钉;

７—防尘封盖;８—轴承;９—机壳 (摩擦对偶件);１０—摩擦片;１１—摩擦脚

其工作原理为:当离心式限速器的转轴被带动旋转后,摩擦脚随转轴一起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摩擦脚沿着背离转轴圆心的方向滑动,直至摩擦脚上的摩擦片与机构内壁接触,摩擦片旋转过程中始终

与机壳内壁接触,并产生与转动速度相关的摩擦力矩,当摩擦力矩与转轴的输入力矩一致时,转轴将以

匀角加速度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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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离心式限速器转速与力矩的关系推导

当限速器转速平衡时,摩擦脚在产生的离心力F 为

F＝２m１ω２(ra ＋rf)　　　 (９)

式中,ω为摩擦角的平衡角速度,m１ 为摩擦脚质量,ra 为摩擦脚质心初始半径,rf 为摩擦脚质心移动距离.

同时,２组拉簧产生的弹性力Fs 为

Fs ＝２(Krf ＋f０)　　 (１０)

式中,K 为拉簧的刚度系数;fo 为拉簧的初始力.

则限速器提供的摩擦力矩为

Mu ＝２μ(F－Fs)rd 　　 (１１)

式中,μ 为摩擦脚与对偶间摩擦系数;rd 为对偶半径

此时摩擦力矩与驱动力矩相平衡,则有

Mu ＝M/iu 　　 (１２)

式中,iu 为限速器与绕线机构的传动比.

联立式 (９)~ (１２),可得

ω＝
M ＋４iuμrd(Krf ＋f０)

４μrdm１iu(ra ＋rf) 　 (１３)

３３　离心式限速器的设计与分析计算

由上节可知,离心式限速器的设计参数及取值如表３所示.

表３　离心式限速器的设计参数

序号 变量定义 取值

１ 限速器与绕线机构的传动比iu ６

２ 摩擦脚质量m１/kg ０２１

３ 拉簧刚度系数K (N/mm) ００５８８

４ 拉簧初始力f０/N ０１３

５ 摩擦脚质心初始半径ra/mm １３７

６ 摩擦脚质心移动距离rf/mm １６１

７ 对偶半径rd/mm ２４

８ 摩擦脚与对偶间摩擦系数μ ０３５

９ 绕线机构转速/rpm １５８

为验证分析的正确性,在 ADAMS中建立了动力学模型,如图８所示.在中心轴上施加了旋转副,
摩擦脚与中心轴间为滑动副,摩擦脚与壳体之间施加solid solid实体接触力,传动比６.

图９给出了运动过程中限速器输出轴的角速度曲线,由曲线可知,擒纵轮角速度为在一定范围内波

动,０３７５Nm 下对应的角速度平均值约为９５rad/s,１５Nm 下对应角速度平均值约为２０３rad/s.
由此可以计算输出轴转速,如表４所示,０３７５Nm 力矩下输出轴转速分别为１５１rpm.

表４　仿真分析结果

序号 项目 仿真结果

１ 离心式限速器角速度(rad/s) ９５

２ 传动比 ６

３ 输出轴转速/rpm １５１

８５



图８　离心式限速器的 ADAMS模型

图９　离心式限速器的平衡角速度

４　限速器的试验验证

在某小卫星的卷筒式伸杆机构研制过程中,擒纵式限速器重量为１５０g,获取了限速器的转速 力矩曲

线,测试方案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限速器转速测试

由图１０可知,测试系统由力矩电机、转速传感器和限速器组成,力矩电机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依次与

转速传感器和限速器连接,利用控制力矩电机施加固定的力矩,通过转速传感器测量限速器输出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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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
擒纵式限速器的测试结果如图１１所示,由图可知,在０３７５Nm 作用下,限速器输出轴转速约为

６５rpm.

图１１　擒纵式限速器速度曲线

同步开展研制的离心式限速器其转速 力矩曲线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离心式限速器转速测试曲线

两种限速器的试验结果与理论值对比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两种限速器测试结果与分析值比对

序号 项目 实测值/rpm
理论分析 ADAMS仿真

分析值/rpm 误差 分析值/rpm 误差

１ 擒纵式限速器 ６５ ５８ １０７％ ６８ ４６％

２ 离心式限速器 １４６ １５８ １２１ １５１ ７２％

由表５可知,分析值与实测值误差主要来源于:

１)理论分析过程中,对平衡摆的周期进行了一定的假设,平衡摆周期对平衡摆的质量较为敏感,这

会引入较大误差;

２)ADAMS分析过程中,由于引入了碰撞函数,碰撞函数的参数设置直接决定了每次碰撞过程中损

失的能量,参数的设置将影响仿真的正确性;

３)擒纵式限速器本身即为精度不太高的延时机构,导致其转速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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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针对卷筒式伸杆机构限速需求分别研制了擒纵式限速器和离心式限速器,可获得如下结论:

１)摩擦式限速器和间歇冲击式限速器为纯机械产品,对在轨的高低温环境适应性好,且无需温控等

整星资源,更适合于弹性元件驱动展开机构的限速场合;

２)擒纵式限速器与离心式限速器均需通过齿轮系,增加传动比,以获得较大的阻力矩;

３)擒纵式限速器中平衡摆与擒纵轮的配合精度要求高,且所需的传动比更高,产品更复杂;而离心

式限速器的组成更为简单,可靠性相对更高.

４)相同质量约束下,擒纵式限速器能实现更高的限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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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experimentalstudy
ofmechanicalspeedlimiter

LIBiao,ZHANGCong fa,XUYi xian,SHENGCong,LIXiao
InstituteofSpacecraftSystemEngineering,CAST

　　Abstract　Inordertoreducetheimpactofdeploymentofthespiraltubeandactuatorforcontrolled
extensionandretraction (STACER),twotypesofspeedlimitersbasedonescapementmechanismand
centrifugalforceareproposedTheworkingprinciplesoftwokindsofspeedlimitersareillustratedThe
relationshipbetweenbalancespeedandexteriorloadingofthetwospeedlimitersisanalyzedbytheoretical
derivationandADAMSsoftware,andthebalancespeedofthetwospeedlimitersistested Theresults
showthat:underthetorqueof０３７５Nm,thebalancespeedofspeedlimiterbasedonescapementis６５
rpm,whilethebalancespeedofcentrifugalspeedlimiteris１４６rpm Thetestresultsarebasically
consistentwiththeanalysisresults,whichprovesthecorrectnessoftheanalysis

Keywords　speedlimiters;escapementmechanism;centrifugalforce;ST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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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一号星载自主轨道确定与导航方法

廖　祥１　谢成清２　李　春２　丁强强１

１深圳市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２深圳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为增强微纳卫星在轨自主化运行水平,开发一套适用于低轨微纳卫星的基于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 (GNSS)接收机实时测量信息的星载自主轨道确定与导航方法.方法利用历元差分均值滤波消除短

周期摄动,以确定包含长期和长周期摄动项的交点处轨道拟平根,并以此作为导航初值,使用解析预报

模型外推卫星未来一段时间内任意时刻的状态矢量.预报模型以恢复短周期摄动为主,考虑前六阶带谐

项摄动及二阶地球扁率摄动.经京师一号卫星星载软件长期在轨验证表明,方法可有效实现卫星自主轨

道确定与导航任务,获得的三维空间轨迹外推精度优于２０km/２４h、４３km/４８h、６km/７６h,满足卫

星在轨应用对导航精度的要求.
关键词　京师一号;微纳卫星;轨道确定;轨道预报;自主导航

０　引　言

近年来,微纳卫星的发展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其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双重推动下,呈现出加

速发展的趋势.据预测,全球微纳卫星市场将从２０１９年的２１８１２亿美元激增至２０２９年的２３５７２亿美

元,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将高达２５％以上[１].目前,国外已建成由百颗级微纳卫星组成的业务化运营星

座:“鸽群”微纳光学遥感星座与 “狐猴”微纳气象探测星座.国内卫星公司也提出了多个大规模微纳星

座,“微景星座”便是其中之一[２].
微纳卫星具有高性价比、短研发周期、快速响应等优点,多星组网可完成复杂的空间任务,实现卫

星消费级应用.但大规模微纳卫星的在轨运营将对地面应用系统造成沉重的运控负担,因而需提升微纳

卫星的自主运行能力以降低业务化运营成本.
卫星轨道平根对于卫星姿轨控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３],传统卫星运控任务中,轨道平根由地面站

根据过站弧段的观测数据确定,再上注至星载计算机,由与定轨模型相对应的预报模型外推卫星状态矢

量.为简化这一常规卫星运维方式,实现星载轨道平根自主确定与导航,国内外学者以 GNSS为测量手

段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EberhardGill等人[４]在BIRD卫星任务中验证了基于卡尔曼滤波与 GPS实时测

量信息的卫星自主轨道确定与导航方法,在约５７０km 轨道高度获得了优于１００m/３０min的导航精度;
仲惟超等人[５]结合SR UKF滤波算法开发了基于GNSS实时测量信息的高精度拟平根在轨估计算法,收

敛后的拟平根半长轴估计误差精度优于１m (１σ);ToruYamamoto等人[６]将基于 GPS实时测量信息的

拟平根确定方法用于 ALOS ２单星干涉轨控任务中,取得了良好的轨控效果.
虽然上述学者在基于 GNSS实时测量数据的轨道确定与导航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结果与实际应用,但

由于接收机性能差异、建模复杂度及轨道根数完整性等因素,难以应用于微纳卫星工程实践.本文开发

一套适用于低地球近圆轨道的微纳卫星自主轨道确定与导航方法,经京师一号卫星星载软件长期在轨验

证,表明该方法可有效实现卫星自主轨道确定与导航任务,满足卫星姿态控制与自主任务规划对导航精

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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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京师一号微纳卫星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１１时２６分,由深圳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京师一号微纳卫星 (代号

“BNU １”)在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四号乙火箭发射成功并进入平均高度为７３９２km 的太阳同

步预定轨道,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京师一号微纳卫星

京师一号微纳卫星是 “微景星座”的首发星,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颗专用于极地气候与环境监测的微

纳卫星.卫星采用高集成度设计,总重约１６kg,配备一台分辨率７３６９m、幅宽７４４km 的宽幅相机,一

台分辨率８m、幅宽２５km×２５km 的光学相机,以及一台 AIS接收机.
京师一号微纳卫星搭载了模块化双模单频 GNSS接收机,具备接收 GPSL１１５７５４２MHz、北斗B１

１５６１０９８MHz射频信号,带宽为±２０４６MHz,灵敏度优于－１３０dBm,天线增益在±６０°范围内优于－
３dBi.接收机以１Hz的频率向卫星提供单轴优于１０m (１σ)的位置定位精度、单轴优于０２m/s (１σ)
的速度确定精度以及优于１０us的授时精度.

２　自主轨道确定与预报方法

本文提出的自主轨道确定与导航方法主要包含三个步骤.首先,对 GNSS实时测量数据进行有效性

判读.由于京师一号使用的 GNSS接收机输出的实时测量信息已经过数据平滑处理,因此只需对输出数

据的连续性进行判读;进而,以卫星节点周期为采样区间,利用递归形式的历元差分均值滤波消除短周

期摄动,获得包含长期和长周期摄动项的升交点处轨道拟平根;最后,以拟平根作为导航初值,使用解

析预报模型外推卫星未来一段时间内任意时刻的状态矢量.算法流程图如图２所示,星载软件依次完成如

下操作.

１)以 GNSS测量数据相邻十个数据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大于１５s为有效判据反复判读数据有效性,
有效则进入拟平根确定环节.

２)以一个节点周期为采样区间,确定拟平根.插值检测到首一个升交点时,轨道确定算法开始运

行,执行递归形式的历元差分滤波.当再次检测到升交点后,得出一组拟合平根.由于算法是递归形式

的,因而星上最多只需存储十组轨道状态矢量.

３)判别拟平根的有效性.若有效则存储为星载平根值,作为轨道预报输入;若无效,则废弃当前获

得的平根值,星载平根不更新,并返回至升交点检测.初次获得的拟平根有效性判断对象为地面上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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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后续为星载平根.

４)响应卫星导航需求,若存在需求则执行轨道预报生成给定历元时刻的卫星状态矢量,包括平根和

瞬根、惯性系位置和速度以及地固系位置与速度.
流程中,拟平根的确定过程需将 GNSS测量数据从地固系向惯性系进行转换,而轨道预报则需将外

推位置信息从惯性系向地固系进行转换,转换算法参见文献 [７].

图２　算法流程图

２１　拟平根确定

轨道瞬根由长期摄动项 (SecularTerms)和周期摄动项 (PeriodicTerms)组成,其中周期摄动项包

括短周期项 (ShortPeriodicTerms)和长周期项 (LongPeriodicTerms).轨道平根指完全消除周期摄动

项和长期摄动项的轨道根数,仅消除短周期项的平根称为拟平根.由于长周期项的周期不小于一天,因

而工程上使用拟平根开展卫星轨道控制及任务规划.拟平根与瞬根之间的关系[８]可表述为

Et＝Êt＋δEshort

＝Ê０＋δE

＝Ê０＋δEsec ＋δEprc

＝Ê０＋δEsec ＋δElong ＋δEshort

(１)

式中,E 为瞬根;Ê为拟平根;δE 为所有摄动项之和;δEsec 为长期摄动项;δEprc 为周期摄动项;δElong 为长

周期项;δEshort 为短周期项.从中可见

Êt＝Ê０＋δEsec ＋δElong (２)

通过平均瞬根的方式可获得平根,平均周期和平均次数的不同会形成多种不同的平均轨道根数[９１０].
本文以一个节点周期为平均周期,对当轨瞬根作平均获得消除以节点周期为周期的短周期项,获得升交

点处的拟平根.即

Ê０＝
１
T∫

T

０
Et( )dt (３)

式中,T 为节点周期.
瞬根平均过程采用消除偏心率奇异的轨道根数,以递归形式的历元差分滤波实现.实施步骤如下:
(１)检测到升交点,插值获取其状态矢量,进而获得升交点瞬根

EANj ＝ etANj,aANj,exANj,eyANj,iANj,ΩANj,uANj[ ] T (４)

４６



(２)执行递归形式的历元差分均值滤波中瞬根和的计算

Λn ＝Λn－１＋
１
２ En ＋En－１( ) tn －tn－１( ) ,n＝１,２,,N (５)

式中,当n＝０及n＝N 时

E０＝EANj

EN ＝EANj＋１
{ (６)

(３)再次检测到升交点,插值获取其状态矢量,进而获得升交点瞬根EANj＋１ ,计算滤波均值,得到

拟平根

Ê０ ＝Λn/T,T＝etANj＋１－etANj (７)

２２　拟平根有效性判断

为保证入轨初期及 GNSS接收机故障情况下卫星的导航功能,星载软件保留地面上注平根的接口.
方法初次获得的拟平根有效性与地面上注平根进行有效性判断,一旦获取一组有效拟平根后,后续则与

星载平根进行比对.有效性判据为:
(１)半长轴拟平根的有效性判据为

â０ ∈ a－ －δâ０,a－ ＋δâ０( )

δâ０＝ ０２et－et０( ){ (８)

式中,a－ 为用于比对的半长轴平根,δâ０ 为阈值,量纲为km;et为当前获取的拟平根历元,et０ 为比对平根

历元,量纲为天.
(２)偏心率拟平根的有效性判据为

ê０ ＝ ê２
x０＋ê２

y０ ＜００１ (９)
(３)倾角拟平根的有效性判据为

î０ ∈ i－－０１°,i－＋０１°( ) (１０)

式中,i－ 为用于比对的倾角平根.
(４)升交点赤经拟平根的有效性判据为

Ω̂０ ∈ Ω－δΩ̂０,Ω＋δΩ̂０( )

δΩ̂０ ＝ et－et０
{ (１１)

式中,Ω为用于比对的升交点赤经平根,δΩ̂０ 为阈值,量纲为度.
(５)纬度幅角拟平根的有效性判据为

û０ ∈ １７９°,１８１°( ) (１２)

２３　轨道预报模型

预报模型以恢复短周期摄动为主,方法使用消除偏心率奇异的考虑J２ ~J６ 及J２
２ 摄动的 Eckstein

Hechler解析模型[８,１１]实现对导航时刻t的拟平根预报及瞬根恢复.即

êt ＝ê０ ＋ δEsec( ) J２~J６ ＋ δEsec( ) J２２

Et＝êt＋ δEshort( ) J２~J６ ＋ δEshort( ) J２２
{ (１３)

式中,δEsec( ) J２~J６ 为考虑J２ ~J６ 的长期摄动项;δEsec( ) J２２ 为考虑二阶地球扁率的长期摄动项;

δEshort( ) J２~J６ 为考虑J２ ~J６ 的短周期摄动项;δEshort( ) J２２ 为考虑二阶地球扁率的短周期摄动项.

Eckstein Hechler解析模型在基于Scilab语言的Celestlab[１８]与基于Java语言的 Orekit[１９]两套成熟

开源航天 动 力 学 库 中 皆 有 实 现,具 体 为 Celestlab 中 的 CL _ ex _ eckHechsci函 数 与 Orekit中 的

EcksteinHechlerPropagator类,可作为实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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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轨验证

方法经京师一号卫星搭载,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首次开启星载试验.在长达一年多的在轨业务化运行

期间,表现良好.
经统计,自开启试验之日起,因当日每圈 GNSS实时测量数据皆存在大于１５s未正常定位的异常,

星载软件仅有九日未输出拟平根,占比小于３％,最大中断间隔为４６轨 (约３２天);其余时间皆输出一

组及以上拟平根.进一步分析各组平根的末端导航误差,得到拟平根１５轨 (约１０４天,对应每日获取两

组拟平根)最大导航误差小于２０km;拟平根２９轨 (约２０１天,对应每日获取一组拟平根)最大导航

误差小于４３km;所有拟平根最大导航误差小于６km.即拟平根２４h内的外推精度优于２０km;４８h
内的外推精度优于４３km;７６h内的外推精度优于６km.完整的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末端导航误差曲

线如图３所示.
末端导航精度指星载拟平根更新时对应历元的上一组拟平根预报精度,受运控系统的约束,分析数

据源只有每次拟平根更新时升交点附近十组 GNSS测量数据,虽无法完整反映拟平根的预报精度,但基

于解析模型具有长期外推稳定性的特性,其预报误差随时间呈递增趋势,因而上述结果置信度较高,可

作为导航精度的评判依据.

表１　拟平根获取频率与导航误差统计

有效拟平根/(组/天) 累计天数/天 导航误差/km

０ ９ ５９３５

１ １０６ ４２９３

２ ５３ １９８４

３ ３８ １６２１

４ ４３ １５５１

５ ２１ １３９９

６ １９ １２７３

７ ２６ １０３２

８ １１ ０８５１

９ ８ ０７２３

１０ ７ ０７０７

１１ １５ ０４７１

１２ ２ ０３３９

１３ １ ０３１８

１４ ３ ０２５５

１５ ２ ０１６７

４　结　论

针对京师一号微纳卫星姿态控制与自主任务规划在轨应用,开发了一套基于 GNSS接收机实时测量

信息的星载自主轨道确定与导航方法.经星载软件长期在轨试验数据统计分析,结论如下:

１)方法在９７％以上的统计时间内,每日可获得一组及以上星载拟平根,最大中断间隔为４６轨.

２)星载拟平根２４h外推精度优于２０km;４８h外推精度优于４３km;７６h外推精度优于６km,满

足京师一号卫星在轨应用对导航精度的要求.

３)方法可替代传统地面上注平根的低轨卫星导航方式,有效增强微纳卫星在轨自主化运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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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末端导航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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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oardAutonomousOrbitDeterminationand
NavigationMethodofBNU １Satellite

LIAOXiang１,XIECheng qing２,LIChun２,DingQiang qiang１

１ShenzhenMagicCubeSatelliteLtd;

２DongfanghongSatelliteLtd

　　Abstract　Inordertoenhancetheautonomousoperationlevelofmicro nanosatellitesinorbit,aset
ofautonomousorbitdeterminationandnavigationmethodsforlowearthorbitmicro nanosatellites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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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al time measurementinformationofspaceborne Global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GNSS)

receivershasbeendevelopedThemethodusestheepochdifferencemeanfiltertoeliminatetheshort

periodperturbationtodeterminethequasi meanelements whichincludesecularandlong term

perturbationThequasi meanelementsobtainedatthenodeoftheorbitusedastheinitialvalueof
navigation,andtheanalyticpropagationmodelischoicedtoforcastthestatevectorofthesatelliteatany
timeinthefutureThe propagation modelfocusesonrestoringshort period perturbations,and
consideringtheperturbationoffirstsixth orderzonalharmonicstermandthesecond orderofearth
oblatenessThelong termin orbitverificationoftheBNU １satelliteonboardsoftwareshowsthatthe
methodcaneffectivelyrealizethesatelliteautonomousorbitdeterminationandnavigationtasksThethree
dimensionalspacetrajectorypropagationaccuracyisbetterthan２km/２４h,４３km/４８h,６km/７６h

respectively,whichmeetsthesatellitein orbitapplicationrequirementsfornavigationaccuracy
Keywords　BNU １;Micro nanosatellite;Orbitdetermination;Orbitpropagation;Autonomous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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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与STK联合开发的航天任务仿真

罗武斌１　梁　建１　许　辉１　牛鑫坤２

６３６１５部队;６３７６９部队

摘　要　结合 Python的开发优势和STK 软件的可视化仿真能力,本文开发了基于 Python的STK
航天任务仿真软件.首先介绍了STK和Python的连接的相关配置、STK和Python进行连接的方式.并

介绍了基于Python和STK联合开发的反航天侦察软件的设计以及实现的相关过程.

关键词　Python;STK;COM 连接;航天侦察

０　引　言

在目前的航天任务分析中,用户对目标轨道运行的可视化、数据分析、显示传感器对其他目标的覆

盖情况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需要使用人员具有航天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弹道轨道的理论基础,使用

难度大,限制了大量的航天爱好者和相关从业人员的脚步.因此,进行相关成熟软件的二次开发,来简

化航天任务仿真分析的步骤,提升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STK是由美国 AGI公司开发的一款在航天工业领域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商品化分析软件,具备强

大的数据仿真功能[１].STK的编程接口能够将STK复杂仿真功能灵活集成到其他应用软件中.因而大大

降低了开发的难度、提升了开发的效率、缩短了开发的周期.开发出的软件不仅专业,而且稳定可靠.

对STK进行二次开发有很多工具可以选择,比如 NET、Java、C＋＋、Python及 Matlab等.其中

python是近些年兴起的编程语言,凭借其简单上手快、开源而且模块丰富的特点,吸引了广大开发爱好

者的兴趣.使用Python对STK进行二次开发,目前来说尚未形成规模,但随着Python的不断进步,相

信会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未来.

１　软件架构与功能设计

航天任务仿真软件设计一项基础功能为目标过境分析,来验证 Python对STK 二次开发的可行性.

整体包含三大模块和八项功能,三大模块分别是对象配置模块、数据分析模块、场景建立模块.八项功

能是三大模块的具体化,包括时间设置、卫星添加、目标添加、过境预报图生成、过境预报表生成、安

全窗口计算、场景显示模块和场景控制模块.基本涵盖通常情况下实现目标过境分析所需要的STK功能.

２　STK和Python的互联

２１　Python介绍

Python是目前的主流编程语言之一.具有如下优点:简单易上手、可移植、支持面向对象和嵌入式

编程,最重要的是其庞大的库,可广泛用于运维、web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科学计算、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应用开发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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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STK和Python互联优势

STK功能丰富、仿真可靠、功能强大,但无法实现循环、嵌套计算,Python使用便捷,能编程实现

复杂的逻辑,因此通过STK和Python的互联可以实现复杂航天任务的仿真.在具体项目中,STK 的英

文界面、复杂的功能逻辑、仿真需求的高频次等问题也导致在软件操作上的不便.而通过 STK和Python
互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

２３　STK和Python的初始化配置

使用Python对STK的功能进行二次开发首先要实现的是STK和Python的连接.STK和Python的

连接是使用STK ObjectModel形式 (基于微软的 ComponentObjectModel技术,简称 COM 技术),

Python本身是无法直接访问COM 对象接口,需要借助专门访问的 COM:comtypes模块.comtypes是

基于ctypesFFI外部数据库的纯Python轻量级的COM.Comtypes模块可以轻松的同时实现自定义的访

问和基于COM 接口和调度.
下面对comtypes模块创建和获取COM 对象作简单介绍.comtypesclient包含三个函数方法去创建

和访问COM 对象:

CreateObject (progid,clsctx＝None,machine＝None,interface＝None);

CoGetObject (displayname,interface＝None);

GetActiveObject (progid,interface＝None).

需要说明,当STK处于运行状态,使用第三种方法可以直接指向STK应用程序的接口,随后即可通

过该接口对STK进行控制.Python与STK相连所需要的一些连接包需要通过首次连接来生成.首次连

接成功后,在 Python的模块文件夹中的comtypes模块内生成 gen文件夹.gen目录包含以下几个模块:

AgStkGatorLibpy、AgSTKGraphicsLibpy、AgSTKVgtLibpy、AgUiApplicarionLibpy、AgUiCoreLib．py、

stdole．py、STKObjectspy、StkUtilpy.

２４　基于COM的连接方式

STK是基于COM 技术开发的,COM 是由微软提出的组件标准,在COM 标准下,人们可以开发出

各种特定功能的组件,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组合,形成复杂的应用系统.该技术可以用新的组件取代系统

中的组件,方便对系统的升级和定制,而且同一组件可以在多个应用系统中重复使用,这些优点都极大

地适用于STK的二次开发.

２４１　STKObjectModel
Python通过对STK软件中的STK ObjectModel进行调用实现对STK 的连接.STK ObjectModel

为开发人员提供了STK对象控制,生命周期管理,数据提供读取,覆盖计算以及事件响应等功能组件,
目的是简化利用STK 和STK 引擎构建自定义方案的过程.STK ObjectModel是 COM 库的集合,如

STKObjects、STK X、STK Util、STK Graphics Primitives、STKVGT (Analysis Workbench) 和

STKAstrogator等,包含表述STK应用程序各个方面结构的类型、接口、事件与类.这里对其中常用的

三个库进行详细介绍.

STKObjects库包含各种数据类型、接口、事件和类的定义.

STKX库包含类型、接口、事件和类,允许开发人员轻松地向应用程序嵌入高级STK２D、３D可视

化和各种数据分析能力.STKX库包含四个高级组件: (１)ApplicationObject为应用程序对象与STK
分析引擎接口. (２)Globecontrol为三维的可视化图形,能够将３D 图形窗口嵌入到应用程序中. (３)

Mapcontrol为二维可视化图形,能够将２D 图形窗口嵌入到应用程序中.(４)GraphicsAnalysiscontrol
为图形分析控件,代表了空间仿真环境的分析工具.

STKUtil库包含STK对象和STKX类型库共享的对象和枚举.其提供的类型通过这些库中的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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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间接使用.它还支持各种独立实用程序,比如日期、坐标和单元转换.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STKX 进行集成编程时,一般需要将上述三个库都导入 Python中.

２４２　使用原则
由于STKObjectModel严格遵循 STK用户界面的工作流程,所以在编写代码时需参照用户界面操

作原则.
例如,修改场景中某一个 Target的名称,要使用IAgFaGraphics接口 LabelName属性.根据帮助

文档描述 LabelName属性类型是一个可读写属性,因此,下面的命令行可以工作:

targetQueryInterface (STKObjectsIAgTarget)GraphicsLabelName＝ “TargetName”
运行结果会调用错误,调度异常.如果对照 STK 用户界面操作就会发现默认情况下是不能对 Label

进行修改的.注意,不同版本的STK的用户操作界面默认情况可能会出现不同,应对照相应的版本进行

设计和使用.

２４３　关系说明
在STKObjectModel中类 (classes)、接口 (interfaces)和其他类型命名时会遵守一些规范.类是

以 Ag为前缀,接口以IAg为前缀,枚举以 AgE为前缀.类就是对各个具体、相似对象共性的抽象.在

面向对象编程中,类提供了将数据和函数结合起来的方式,数据变成了类的属性,而函数变成了类的方

法.在STK中查看如下路径:STK Help→STKProgrammingInterface→ UsingCoreLibraries→STK
ObjectModel→STKObjects→Diagrams有关于STKObjectsObjectModelDiagrams的PDF文档.该文档详

细表述了STKBaseObjectProperties、DataProviders、RootObjectBasicProperties、AccessConstraints等功

能模块中各对象、接口之间的层级关系、方法与属性样式、枚举类型等内容.

３　航天任务仿真软件设计与实现

３１　软件设计

根据第１节中的设计思路,对软件的实现步骤进行细化.依次为:绘制出所需要的软件功能和界面构

成;描绘出数据交互的流程;确定初始数据的输入方式和读出数据的显示方式.
将软件界面粗略分为四个区域:菜单栏 (包括对象配置和分析模块)、工具栏 (包括场景控制模块)、

场景显示模块和数据显示模块.在对象配置模块中,又包括地面目标的参数、卫星的参数和时间参数等,
作为STK计算的输入条件;数据显示区用来显示过境时刻的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和时长等参数以及安全

窗口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时长等参数.STK 分析模块则作为航天任务仿真软件的后台,用来提供函

数和报告结果.

３２　界面搭建之PyQt５

本次界面的开发设计使用的是Python的第三方库 PyQt５模块,PyQt５模块是最强大的 GUI库之一,

它有６２０多个类和６０００个函数和方法.制作程序 UI界面,一般可以通过 UI制作工具和纯代码编写两种

方式来实现.使用PyQt５制作 UI会生成ui文件,需要将其转化为py文件才可以使用.
具体命令为:pyuic５programui oprogrampy
生成的py文件是不能直接运行的,需要向py文件添加主函数脚本.

３３　窗口设计与功能分析

菜单栏中对象功能区包括设置时间、添加卫星、添加地面目标三个功能,主要是调用窗口并通过

“信号与槽”将用户输入数据传回主程序,再将数据导入STK相关模块.菜单栏中分析功能区是通过对从

STK分析模块获取的分析数据进行处理,并以图表的形式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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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中通过Connect命令实现对STK 场景动画的控制以及清除卫星和地面目标,对３D、２D 的控

制采用axWidget的dynamicCall方法来调用３D、２D 控件.
场景显示区用于显示软件的场景仿真状态,PyQt５提供了可以用来访问 Activex控件的 QAxContainer模

块,在这个模块中可以用 QAxWidget (一个封装 ActiveX 控件的 QWidget)来存放STK的２D/３D插件,
由于在本次软件开发中使用的PyQt５中没有 QAxWidget控件,因此通过纯代码的方式实现.软件场景显

示如图１所示.

图１　软件场景显示

数据显示区中过境分析表及安全窗口表通过 QTableWidget控件 (表格的形式)来存放卫星和地面目

标的数据,但由于显示多卫星和多地面目标的分析数据,因此需要多张表格,在有限的空间中难以放下

多张表格.因此在 PyQt５中通过 QTabWidget控件来存放多张表格.QTabWidget控件提供标签和一个

页面区域,通过标签可以查看对应的页面.由于需要根据添加的地面站数量来决定 QTabWidget控件选

项卡及 QTableWidget控件的个数,因此在进行界面设计的时候,只添加了一个 QTabWidget控件而存放

数据的 QTableWidget则需要在分析的时候根据情况进行添加.过境预报分析如图２所示.

４　结　论

本文介绍了STK和Python连接的相关配置、STK 和Python进行连接的两种方式.并介绍了基于

Python和STK联合开发的反航天侦察软件的设计以及实现的相关过程.反航天侦察软件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验证了利用Python二次开发STK的可行性.鉴于Python的便捷性和STK软件在航天任务仿真分析

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结合二者来进行二次开发值得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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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过境预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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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链卫星系统仿真技术研究

骆　盛　翟雅笛　罗志祥　赵青松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摘　要　星链卫星系统是美国一种大规模、低成本、高宽带的低轨移动互联网卫星星座系统,目前

该系统技术参数保密性极强,资料信息获取极其有限,因此首先需要通过软件仿真技术对其进行初步研

究.本文采用STK和 OPNET的数字化联合仿真技术,探讨构建一个尽可能贴合实际的星链卫星系统仿

真环境,具有场景仿真、星座仿真、覆盖仿真和网络仿真等基本功能,力求支持其空间网络拓扑结构构

建,支持其典型业务功能展示,支持星星/星地组网的数据流程分析,支持网络应用性能的实验测试等,
目的是对星链卫星通信网络的基础特性及其脆弱性进行研究和分析,可对将来其系统性能的发展进行适

度预测,并以此为后期对其开展进一步的应对处理提供数据支撑.
关键词　星链;卫星通信网络;仿真;OPNET;STK

０　引　言

星链 (starlink)卫星系统是以SpaceX公司的航天工程技术应用为背景,美国当前正集中力量发展的

一种大规模、低成本、高宽带的低轨移动互联网卫星星座系统,其争夺地球低轨道和频谱资源的目的明

显,战略意义重大[１].星链技术对美军未来构建空天地一体综合军事互联网、通信导航观测多用途军事信

息网、先进军事装备物联网和无人系统智能网等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军事意义和运用潜力极大.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星链技术,重点研究其工作特性及其脆弱性.但由于目前星链技术参数保密性极强,相关

信息获取极其有限,因此首先需要通过软件仿真技术对其进行初步研究.

１　仿真技术基础

系统基于STK 和 OPNET 系统进行联合仿真开发,以STK 作为卫星仿真功能模块的基础,采用

OPNET的传统三层建模架构搭建卫星通信网络仿真模型.

１１　STK

STK是一款用于航天产业设计和分析的专业卫星分析工具软件,它支持航天任务周期的全过程.可

以在STK中建立一个星链卫星场景仿真的基础容器,在其中创建可支持包含的对象如星链卫星、用户设

备、任务区域等,这些对象可作为平台挂载通用传感器、接收机、发射机、天线等,继而建立各层级对

象之间的联系如星座定义、覆盖定义、链路定义等.

STK/Connect是STK外部开发调用的核心模块,它为其他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向STK 发送消息和

接收回应数据的通信接口,通过该模块能够实现与其他应用程序交互,据此可以解决多平台联合仿真数

据生成、分析和交互的问题,也可根据外部实时仿真数据驱动场景信息更新.

１２　OPNET

OPNET是一个专业性的网络仿真技术软件包,用于通信网络的系统级仿真、性能优化和网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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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OPNET采用分层模拟方式,从底层到顶层分别分为进程层、节点层、网络层等三层机制.进程层模

型以状态机描述单个对象的协议和行为;节点层模型描述设备特性,定义节点设备的结构和相互之间的

信息流;网络层将节点层中定义的设备组织成网络,设定其拓扑结构.这三层模型和实际的协议、设备、
网络完全对应,能够真实反映通信网络的相关特性[２].在来源于外部的精确卫星轨道数据的支持下,

OPNET也可进行卫星通信网络的仿真.

１３　联合仿真

以二维/三维形式在STK中创建星链卫星场景,配置场景的时间周期、仿真进程控制方式、各类仿真

对象数据及其数据单位、地理信息数据源等,为后续 OPNET的网络仿真提供高精度空间位置基础支撑.
由于卫星星座参数直接影响卫星网络的覆盖区域、网络时延大小和时延分布等性能参数[３],因此联合仿真

可实现对星链卫星整体系统的精确可视化描述.其中,STK 主要向 OPNET提供卫星轨道、地面站和用

户终端等基于空间位置的节点信息;OPNET 主要完成进程层和网络层的构建,并将仿真结果返回给

STK进行综合显示.二者之间以服务器 客户端模式建立连接,通过TCP/IP相连实现Socket通信,传递

联合仿真所需交互的信息[４].

２　系统体系架构

仿真系统采用面向对象的分层组织结构体系架构和跨平台联合开发方法,以场景为基础,建立各层

级对象之间的联系,描述星星/星地之间的行为交互和数据交流,并利用二维/三维图形和数据报表显示

计算分析后的系统效能.在过程中,采用基于设备行为的开放式仿真框架,以业务/功能模型作为基础,
对各类实体、行为和消息模型进行定量计算,综合三者之间的关联,完成场景内网络中各卫星与设备节

点工作能力的仿真.
系统技术架构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技术架构图

３　功能结构设计

仿真系统应具有场景仿真、星座仿真、覆盖仿真、网络仿真、仿真控制等基本功能,功能结构图如

图２所示.
(１)场景仿真

创建和编辑基础场景,进行任务区域定义、仿真环境设定等;创建和编辑星链卫星个体属性及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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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功能结构图

设备个体属性等.
(２)星座仿真

导入外部多种来源的星历数据,构建星链卫星星座,以二维/三维形式综合显示星座整体的全球分布

态势和在重点任务区域内的卫星运行态势等.
(３)覆盖仿真

对预先建立的星链卫星轨道模型和传感器模型进行计算,选取合适的覆盖品质因数,通过对单星覆

盖性能、任务区内多星覆盖性能、星座整体覆盖性能等多级指标定量计算,从时间域和空间域两方面评

估星链系统对地覆盖特性.
(４)网络仿真

对星链卫星通信网络进行仿真,构建网络拓扑结构,根据节点业务配置星间/星地链路,设计节点间

信息流中的数据信息、性能状态信息和控制信息,进行数据流程测试分析,实验论证组网过程,评估网

络应用效能.
(５)仿真控制

在整个仿真运行过程中,灵活控制仿真进程;根据仿真观察者需求进行仿真速度的控制和观察视角

的调整;对部分仿真参数进行动态修改或更新.

４　仿真环境创建

４１　星座

星链计划第一批发射和部署１５８４颗卫星,分布在２２个轨道平面,利用猎鹰９号运载火箭平均每月发

射１~２次,每次约６０颗/单箭,各月批次情况如表１.例如,以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２０日为截止时间,SpaceX
成功发射并部署了第１７批卫星,使得该时间点的卫星在轨总数达到９５５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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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星链计划发射１７批次在轨情况

(２０１９年０５月２４日—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２０日)

批次 发射日期(UTC) 在轨数量(颗)

１ ２０１９年０５月２４日 １４

２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 ５９

３ ２０２０年０１月０７日 ５７

４ ２０２０年０１月２９日 ５９

５ ２０２０年０２月１７日 ５９

６ ２０２０年０３月１８日 ５８

７ ２０２０年０４月２２日 ６０

８ ２０２０年０６月０４日 ５９

９ ２０２０年０６月１３日 ５８

１０ ２０２０年０７月０８日 ５７

１１ ２０２０年０８月１８日 ５８

１２ ２０２０年０９月０３日 ６０

１３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０６日 ６０

１４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５９

１５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４日 ５８

１６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６０

１７ 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２０日 ６０

总计 ９５５

选择 NORAD 开发的SGP４轨道预报模型,该模型只考虑了大气阻尼的长期影响,采用布劳威尔提

出的引力场模型,大气模型采用的密度幂函数,应用于运行周期小于２２５分钟的近地球物体的轨道计

算[５].在STK中导入基于SGP４的９５５颗卫星的两行星历 TLE数据,为后续计算和分析方便,将每批次

发射的卫星分别构建为不同的 Constellation_BatchN (星座),仿真周期为２１Jan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UTCG至２２Jan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UTCG,共计２４小时,所得全球分布态势如图３.

图３　１７批次星链全球分布态势３D示意图

４２　天线

在 “星链”计划初始阶段,SpaceX计划使用 Ku波段在卫星、网关地面站和用户终端之间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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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 Ku/Ka双频段芯片和其他支持技术相结合,在星座中逐步使用 Ka频段进行网关通信.此外,

SpaceX公司最初部署使用抛物面天线的网关地面站,但后续随着技术的发展,相控阵天线逐步被引入进

行替换.表２总结了星链系统不同阶段计划使用的 Ku和 Ka波段划分,表３为 V波段使用划分.

表２　星链系统计划使用的Ku和Ka波段

链路和传输方向 初始频率范围/GHz 最终频率范围/GHz

用户下行

(卫星到终端) １０７~１２７ １０７~１２７

网关下行

(卫星到网关) １０７~１２７

１０７~１２７
１７８~１８６
１８８~１９３
１９７~２０２

用户上行

(终端到卫星) １４０~１４５
１２７５~１３２５
１４０~１４５

网关上行

(网关到卫星) １４０~１４５
１４０~１４５
２７５~２９１
２９５~３００

测控下行 １２１５~１２２５
１２１５~１２２５
１８５５~１８６０

测控上行 １３８５~１４００ １３８５~１４００

表３　星链系统计划使用的V频段

链路和传输方向 频率范围/GHz

下行信道

(卫星到终端/卫星到网关) ３７５~４２５

上行信道

(终端到卫星/网关到卫星)
４７２~５０２
５０４~５２４

测控下行 ３７５~３７７５

测控上行 ４７２~４７４５

星链系统的天线有卫星侧天线和终端侧天线两种.其中卫星侧天线的仿真选取相控阵天线,即采用

具有４副平板相控阵的星上相控阵天线,对频率、平板尺寸大小、阵元个数以及排列方式的基本参数进行

设置.终端侧天线的仿真选取圆形平板天线,直径０４８m,可利用相控阵实现收发信号的自动跟踪[６],
可对频率、主瓣增益、波束宽度、工作效率等基本参数进行设置.此外,天线因为技术和设计的原因,
在俯仰和方位角上具有一定的限制,需要通过设置限制角度来仿真实际情况天线的角度限制.

４３　波束

starlink星上载荷利用先进的相控阵波束成形和数字处理技术,以高效利用频谱资源并与其他天基和

地面许可用户灵活共享频谱;该系统的用户终端采用相控阵技术,以实现跟踪系统卫星的高定向天线波

束.目前已知的是每颗卫星上的所有下行链路１５°窄波束都可以在地球的整个视场上独立控制,但是这

些窄波束数量、分布特征、控制方法均未公开.另外已知用户终端和网关能以至少３５°的仰角与卫星进行

通信.因此,如图２以VLEO星座中的卫星为例,在３３５９km 高度的距离上能提供距视轴最大５１０９°的

下行链路服务.如图４所示.
宽波束为信令波束,代表卫星信号可供有效接入的覆盖范围,在该范围内的地面站和用户终端都可

以申请接入,然后再通过点波束建立专用通信链路.如图５所示是星链星座信令波束全球覆盖情况,图６
是 VLEO/LEO宽波束和点波束覆盖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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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VLEO卫星最大有效波束覆盖范围

图５　星链星座信令波束全球覆盖情况

图６　VLEO/LEO宽波束和点波束覆盖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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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终端

SpaceX的姊妹公司SpaceXServices向FCC申请最多１００万个地球站运行授权,用于用户与 NGSO
星座的通信.地面站终端采用相控阵波束成形天线,并通过数字处理技术实现 Ku频段的高效利用.卫星

位于最小仰角时,天线具有最高辐射EIRP (３８２dBW);卫星处于天线视轴时,天线具有最低辐射EIRP
(３３４dBW),如表４所示.

SpaceXServices现申请在整个美国、阿拉斯加、夏威夷、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等地部署和运营地

球站.

表４　固定用户地面站终端

指标 值

天线直径 ０４８m

频率 １４５GHz

轴线时发射功率 ０７６W

最大倾斜时发射功率 ４０６W

孔径效率 ５６７％

倾斜损耗时余弦损失 ０５５１

最大发送占空比 １１％

SpaceXServices为其建议的地球站半功率波束宽度如表５所示:

表５　地球站发射天线半波束宽度表

模式 视轴处 最小仰角处

接收(１１７GHz) ３５° ５５°

发射(１４２５GHz) ２８° ４５°

在 WGS８４ (WorldGeodeticSystem１９８４)参考坐标系统中设置地面站的位置,根据不同位置的地形

情况设置限制角度来仿真实际地形对地面站的角度影响.对地面站的通信仿真则可使地面站附加天线,
对附加的天线进行参数设置,以仿真出地面站收发波束的实际情况.地面站的天线选取圆形平板天线,
按照表４和表５中的部分参数对地面站天线的频率、发射功率、增益、波束宽度等基本参数进行设置.

４５　网络

由于星链组网技术细节尚未公开,初步参照典型低轨移动通信卫星系统的工作方式进行网络仿真,
仿真步骤大致为:创建场景、构建网络、配置业务、运行仿真,发布数据,综合显示.

在此过程中,OPNET是网络仿真的核心,采用时间管理/时间受限的时间推进策略实现与联合仿真

系统同步推进仿真进程[７],其主要任务为:(１)接收联合仿真系统传入的卫星节点、地面站和用户终端节

点等三类节点层模型信息,创建网络环境,构建网络拓扑结构; (２)建立两个远距离地面用户之间端到

端的通信链路,进行路由和交换,完成一次通信业务流程的仿真.在星链卫星网络中,每颗卫星有４条星

间链路,分别为与同轨道面前后两颗卫星的２条轨内链路和与相邻轨道面左右相邻卫星间的２条轨间链

路.对于星地链路,一个地区可能被多颗星链卫星所覆盖,此时可根据最短距离优先 (最小仰角优先),
最长服务时间优先等策略选择服务卫星[８].(３)回传联合仿真系统通信流程中的数据信息 (业务数据)、
性能状态信息 (误码率、信噪比、延时和接收功率等)和控制信息 (接入、呼叫、建立、销毁等),进行

报表、曲线图形和二维/三维综合显示.

５　未来功能扩展

后期随着星链卫星在轨数量的持续增加和逐步投入商业化运营,其技术资料信息的披露必将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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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仿真系统可以进一步增加协议性能验证、真实业务测试、半实物/实物仿真手段等功能:

１)协议性能验证,建立星链组网体系的协议栈模型,集成星间路由、移动性管理、接入切换等协议

模块,在星地融合组网及信息传输流程仿真的基础上支持协议性能验证;

２)真实业务测试,提供真实业务生成及展示,支持多种业务实时传输及展示,支持星链卫星用户/
馈电/星间链路承载能力测试与评估,实施统计分析数据传输能力;

３)半实物/实物仿真,定制或采购专用设备,在软件仿真的基础上增加半实物仿真手段,增强仿真

的有效性和可扩展性.

６　结束语

本文采用数字化联合仿真技术,探讨构建一个尽可能贴合实际的星链卫星系统仿真环境,力求支持

其全系统功能与典型业务展示,支持其空间网络体系结构构建,支持星星/星地组网的数据流程分析,支

持组网与网络应用性能的实验测试等,有助于理解星链卫星系统的星座整体运行状态、系统内各类型节

点特性、星地一体组网机制、业务执行流程及其性能特征等,目的是对星链卫星通信网络的基础特性及

其脆弱性进行研究和分析,可对将来其系统性能的发展进行适度预测,并以此为后期对其开展进一步的

应对处理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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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starlinksystemisalarge scale,low costandhigh bandwidthlow orbitmobile
InternetsatelliteconstellationsystemoftheUnitedStatesAtpresent,thetechnicalparametersofthe
systemarehighlyconfidentialandtheacquisitionofinformationisextremelylimitedTherefore,itis
necessarytoconductapreliminarystudythroughsoftwaresimulationtechnologyThedigital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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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李群的卫星姿态控制方法

王奉文１,２　卢　山１,２　侯月阳１,２　张竞天１,２

１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２上海市空间智能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摘　要　本文研究了基于李群的卫星姿态动力建模方法与姿态控制技术.根据卫星旋转矩阵与旋转

向量的指数映射关系及拉格朗日变分原理,推导了基于李群的卫星姿态动力学方程.依据 Lyapunov稳定

性原理,构建基于李群的势函数实现常规卫星的稳定控制.在此基础上,引入含指向限制条件的势函数,
解决指向受限卫星的姿态机动过程中稳定控制问题.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有效实现卫星姿态的

稳定控制,对常规卫星能够实现对静止姿态以及运动姿态的有效跟踪.对指向受限制卫星,姿态机动过

程平稳,同时能够保证卫星从初始姿态到目标姿态机动过程中满足指向限制条件.
关键词　李群;卫星姿态控制;指向限制;Lyapunov稳定性

０　引　言

卫星在轨运行时,需要按需进行姿态调整和控制.卫星姿态的描述方法[１２]有欧拉角法、四元数法以

及姿态旋转矩阵法,卫星姿态旋转矩阵属于李群的一种[３],记作SO (３)群.欧拉角法无法全局表示卫

星姿态[４],在卫星姿态机动过程中会产生奇异,需要进一步处理;四元数不具备唯一性[５],机动过程中产

生的退绕现象会浪费星上的宝贵能源[６],而使用SO (３)群描述卫星姿态能够有效避免上述问题.同时,

卫星在姿态控制过程中还需考虑条件约束,卫星在姿态控制过程中还需考虑条件约束[７９],最常见的为指

向约束[１０１１].如卫星姿态运动过程中为保持通信,需要卫星天线与星地连线夹角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

卫星携带的光学探测设备需要规避太阳、月亮等强光天体,因此姿态机动过程中卫星指向受限.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李群的卫星姿态控制方法,根据误差旋转矩阵与旋转向量的映射

关系得到基于李群的卫星姿态控制方法,并进一步引入含指向限制条件的斥力势函数解决姿态机动过程

中指向受限制问题.

１　基于李群的卫星姿态动力学

如图１所示,Oi－XYZ 为惯性坐标系,ob－xyz为卫星本体坐标系.对于空间卫星系统,取广义坐标

q＝[r φ]T 对其位置姿态进行描述.式中:r＝[rx rx rx]T 为卫星的向径,φ＝[φx φy φz]T 为中心

刚体绝对角速度对应的虚拟转角坐标在本体坐标系下的分量列阵.
设旋转向量φ 对应的转轴为n ,旋转角度为θ ,有

φ＝nθ

φ
 ＝nθ


＝ω{ 　　 (１)

对矢量φ ,定义S ( ) 运算

S φ( ) ＝φ×＝

０ －φz φy

φz ０ －φx

－φy φx 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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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卫星本体坐标系与惯坐标系关系示意图

设R 为与φ 对应的旋转矩阵,SO (３)群上的李群与李代数的映射关系为

R＝expS φ( )( ) ＝cosθE３＋ １－cosθ( )nnT ＋sinθφ×

S φ( ) ＝lnR( ){ (２)

式中,

φ＝nθ
n＝Rn

θ＝arccostrR( ) －１
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卫星的动能为

T r
,ω( ) ＝

１
２mr

Tr

＋

１
２JωTω (３)

式中,m 为卫星的质量,J 为卫星的惯量,r

为卫星线速度

考虑地球的引力位函数:U＝
Gm
r

卫星受地球引力为F＝gradU ,考虑卫星势能

U r,φ( ) (４)
由 (３)、(４)可得卫星的Lagrange函数为

L＝T－U (５)
对式 (５)求变分,可得基于李群的卫星姿态动力学方程为

S Jω

＋ω×Jω( ) ＝Sτc( ) 　 (６)

式中,τc 为卫星受到的控制力矩,消去式 (６)两边的S ( ) 运算可以看出,通过李群求得的姿态动力学

方程与通过动量定理求得的姿态动力学方程一致,即

Jω

＋ω×Jω＝τc (７)

２　基于李群的卫星姿态控制方法

２１　常规卫星姿态控制

定义符号 []为矢量点乘,[×]为矢量叉乘,[]为四元数乘法.设卫星初始姿态为Ri ,目标姿态为

Rd ,定义误差旋转矩阵:Re ＝RdR－１
i ,并设φ 为与误差旋转矩阵Re 对应的旋转向量.

取φ＝lnRe( ) ＝lnRdR－１
i( )

对于上式,易证,当φ＝０时,R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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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Lyapunov势函数为

V＝
１
２ωTK－１Jω ＋

１
２φTφ (８)

对上式求导

V

＝ωTK－１Jω


＋φ

Tφ (９)
结合式 (１)与式 (７),上式变为

V

＝－ωTK－１ω×Jω ＋ωT K－１τc ＋φ( ) (１０)

对于式 (１０),取

τc ＝μω×Jω －Kφ－Dω (１１)
式中μ ＜１,K 、D 为正定矩阵,将式 (１１)代入式 (１０)可得

V

＝ μ－１( )ωTK－１ω×Jω －ωTK－１Dω ≤０ (１２)

故根据上述推导,当卫星控制力矩为式 (１１)时,卫星可以实现对目标姿态的跟踪.仿真结果如图

３、４所示.当卫星不受条件约束时,可以根据式 (１１)进行卫星姿态控制,使卫星向目标姿态运动.

２２　指向受限卫星姿态控制

卫星姿态机动过程中受到的指向限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１１],分别是禁止指向与强制指向.
设一受限制指向轴的单位矢量为v,该矢量在坐标系i系下表示为vi,在坐标系j系下表示为vj,有

vj ＝Rjivi .设星上某一设备指向轴的单位矢量为v′,该矢量在坐标系j系下表示为vj′.
如图２ (a),对于禁止指向,要求卫星在姿态机动过程中v与v′的夹角大于θF ,即禁止指向的约束

条件为

vjvj′＜cosθF 　 (１３)
如图２ (b),对于强制指向,则要求卫星在姿态机动过程中v与v′的夹角小于θM ,即强制指向的约

束条件为

vjvj′＜cosθM (１４)

图２　受限制指向与受限区域示意图

同２１节,设卫星初始姿态为Ri ,目标姿态为Rd .

令
Re ＝RdR－１

i

φ＝lnRe( ) ＝lnRdR－１
i( ){

并设qe 为φ 对应的旋转矩阵与单位四元数.

qe ＝fφ ＝
fφ０

fφv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５)

式中,fφ０ 、fφv 分别为qe 的标量部分与矢量部分.

φ 与Re 、qe 的映射关系分别如式 (２)、式 (１５)所示.
对于vjvj′有

vjvj′＝fT
φ

vT
j′vi vi×vj′( ) T

vi×vj′ vivT
j′＋vj′vT

i －vT
j′viI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fφ (１６)

分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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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 θ( ) ＝
vT

j′vi vi×vj′( ) T

vi×vj′ vivT
j′＋vj′vT

i －vT
j′viI３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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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cosθFI４

MM θ( ) ＝
vT

j′vi vi×vj′( ) T

vi×vj′ vivT
j′＋vj′vT

i －vT
j′viI３

é

ë

ê
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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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cosθMI４

故当受姿态禁止指向约束时,约束条件式 (１３)与式 (１４)等价于

fT
φMF θ( )fφ ＜０

fT
φMM θ( )fφ ＞０

(１７)

假设卫星受到 m 个禁止指向与n个强制指向,取Lyapunov函数为

V＝
１
２ωTK－１Jω＋

１
２ φTφ( ) ∑

m

i＝１
－k１ln－

fT
φMF θ( )fφ

２ ＋∑
n

j＝１
－k２ln

fT
φMM θ( )fφ

２{ } (１８)

式中,k１k２ 为斥力系数,取正.对上式求导

V

＝ωTK－１Jω


＋ωTφ ∑

m

i＝１
－k１ln－

fT
φMF θ( )fφ

２{ ＋

∑
n

j＝１
－k２ln

fT
φMM θ( )fφ

２ }＋ φTφ( ) ∑
m

i＝１
－k１

ωT fT
φMF θ( )f



φ( ) T

fT
φMF θ( )fφ

＋{

∑
n

j＝１
－k２ln

ωT fT
φMM θ( )f



φ( ) T

fT
φMM θ( )fφ

} (１９)

式中:f


φ ＝
Əf
Əφ

∈R４×３

将式 (７)代入上式 (１９)得

V

＝－ωTK－１ω×Jω＋ωTK－１τc ＋

ωTφ ∑
m

i＝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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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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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式 (２０),取

τc ＝μω×Jω－D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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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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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２１)代入式 (２０)可得

V

＝ μ－１( )ωTK－１ω×Jω－ωTK－１Dω ≤０

故对于指向受限制卫星,当卫星控制力矩为式 (２１)时,实现指向对目标姿态的跟踪,同时可以保

证卫星在姿态机动过程中满足限制条件.

３　仿真校验

本章对本文所提方法进行仿真校验,分别是常规卫星对静止目标姿态跟踪,常规卫星对运动目标姿

态跟踪以及卫星指向受限制时姿态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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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常规条件卫星姿态控制仿真校验

３１１　跟踪静止姿态
设初始姿态

qi＝[０２１４３,－０５６０５,－０６７７８,０４２４８]T

设目标姿态

qd ＝[０８６８,０２９８５,０３５１９,－０１８３３]T

卫星控制力矩按照式 (１１),卫星跟踪静止姿态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跟踪静止姿态过程旋转向量变化曲线

图４　跟踪静止姿态过程四元数变化曲线

图３为姿态旋转矩阵对应的旋转向量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卫星旋转向量φi 最终到达目标向量φd ,根

据当φd ＝φi 时,Ri＝Rd ,可知卫星可以实现对静止目标姿态的跟踪.图４为姿态跟踪过程中四元数变化

曲线,可知卫星最终到达目标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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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跟踪运动姿态
设初始姿态

qi＝[０２１４３,－０５６０５,－０６７７８,０４２４８]T

设目标姿态:qd ＝qd０ qd１ ,式中

qd０＝[０８６８,０２９８５,０３５１９,－０１８３３]T

qd１＝ cos
θy

２ ０ sin
θy

２ ０
é

ë
êê

ù

û
úú

T

θy ＝０５２３５６sin ２π
４０００t
æ

è
ç

ö

ø
÷

卫星跟踪运动姿态仿真校验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跟踪运动姿态过程旋转向量变化曲线

图６　跟踪运动姿态过程四元数变化曲线

从图５、图６可以看出,对于运动目标姿态,使用式 (１１)计算的控制力矩可以使卫星最终到达目标

姿态,姿态运动过程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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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指向受限卫星姿态控制仿真校验

设卫星携带一台光学仪器,其测量光轴在姿态机动过程中不能指向三个强光天体,同时需要保证卫

星对地通信,即卫星在姿态机动过程中受到３个禁止指向与１个强制指向.
设初始姿态

qi＝[０２１４３,－０５６０５,－０６７７８,０４２４８]T

设目标姿态

qd ＝[０４６３８０７１０２－０５２９５０００９２６]T

姿态机动过程初始姿态、目标姿态以及约束条件设置如表１所示.

表１　指向受限仿真参数

受限矢量 本体系光轴方向 禁止矢量 角度要求

禁止指向１ [１００]’ [０２２１６０２５０２０９４２５]′ ＞４５deg

禁止指向２ [１００]’ [－０１０３９－０９４７５０３０２５]′ ＞３０deg

禁止指向３ [１００]’ [－０７７０３０４６１２０４４０３]′ ＞３０deg

强制指向１ [００１]’ [－０７６６８－０３３３１－０５４８７]’ ＜３５deg

图７　指向受限制卫星姿态机动过程矢量夹角

图７ (a)~ (d)为指向受限卫星向目标姿态机动过程中受限制矢量与指向轴之间的夹角曲线,图

(a)~ (d)分别于表１中列出的限制条件一一对应.图中灰色曲线为使用式 (１１)进行姿态机动过程夹

角曲线,从图７ (a)可以看出此时禁止指向轴与禁止矢量１的夹角在４００~１４００s之间不满足最小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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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５°的禁止指向限制条件,从图７ (d)可以看出强制指向轴与强制指向向量之间的夹角最大为３９°,同

样不满足最大夹角为３５°的强制指向限制条件.图中绿色曲线为使用式 (２１)进行控制的曲线,从 (a)~
(d)图可以看出卫星向目标姿态运动过程中,满足指向限制条件.

图８、图９为指向受限卫星向目标姿态机动过程中旋转矢量与四元数变化曲线.图１０为指向受限制

卫星姿态机动过程指向矢量在单位球体上变化示意图.对于图８、图９,图中蓝色曲线为目标曲线,灰色

曲线为式 (１１)控制方法所得,绿色曲线为式 (２１)控制方法所得.对于图１０,图１０ (a)为式 (１１)控

制方法所得指向矢量在单位球体上变化示意图,图１０ (b)为式 (２１)控制方法所得指向矢量在单位球体

上变化示意图.
从图８、图９中可以看出两种方法都能够使卫星向目标姿态运动,但图１０显示当使用式 (２１)时才

能够有效避免受限指向轴进入受限区域.

图８　指向受限制卫星姿态机动过程旋转向量变化曲线

图９　指向受限制卫星姿态机动过程四元数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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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图１０　指向受限制卫星姿态机动过程指向矢量在单位球体上变化示意图

４　结　论

研究了基于李群的卫星姿态动力学与卫星姿态控制.依据Lyapunov稳定性原理与误差旋转矩阵与旋

转向量的映射关系推导常规卫星李群控制方法.在此基础上引入含指向限制条件的势函数解决姿态机动

过程中指向受限制问题.最后仿真校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有效实现对常规卫星以及指向受限卫星的

姿态控制,对指向受限制卫星,姿态机动过程平稳,同时能够保证卫星从初始姿态到目标姿态机动过程

中满足指向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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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GroupMethodforSatelliteAttitud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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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ptoticallytrackthereferenceinputevenifthesystemscontainmultipletypesofattitude const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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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在轨信息处理系统架构技术研究

王小珂　刘　曦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针对当前遥感信息处理系统缺乏高性能计算平台,无法满足在轨信息处理需求的问题,将

传统的抗辐照计算机设计、商用器件空间加固设计结合,提出了 “高可靠＋高性能”的金字塔构型设计

思路,按照SpaceVPX标准提出了基于SpaceVPX标准的星载在轨信息处理系统架构.该架构采用三层总

线网络交换,通过信息流分层完成不同类型的数据交换,最大限度地提升系统性能.星载在轨信息处理

系统架构除具有高可靠与高性能的特点外,兼具标准化、模块化、可扩展等特性,为海量遥感数据在轨

处理提供了硬件平台,为未来卫星智能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关键词　在轨信息处理系统;SpaceVPX标准;金字塔构型

０　引　言

随着传感器技术、空间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的飞速发展,遥感图像的时、空、谱分辨率有了显著

的提高,使得遥感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海量数据和各行各业的迫切需求,我们

仍面临着 “数据既多又少”的矛盾局面:一方面,数据量大到无法处理,另一方面,用户需求的有效数

据又获取不到[１].究其原因,当前传统人工信息处理的低效性是制约遥感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严重瓶颈.这

就对遥感数据的加工、处理、分发提出了更加自动化、智能化的要求.

１　国内遥感信息处理系统发展现状与趋势

当前遥感信息处理缺乏高效的软硬件处理平台及高性能星载计算处理器,使得整个在轨处理系统可

扩展、可重构性能低下,执行任务单一,效率不高,仅能完成图像压缩、辐射校正、简单云判等简单的

处理任务.

因此,星载图像数据获取依然遵循严格的过境下传模式,数据获取时间由地面站提前安排,使得卫

星执行任务具有时线的限制.捕获的图像数据必须经过 “存储 分发”流程后才能进行生成数据产品及提

取信息产品等高级处理,此类未经筛选而统一下传的模式造成了存储和传输资源的大量浪费,并且导致

图像数据处理周期长,尤其在应急应用领域难以发挥其时效性价值,严重影响了卫星的快速响应能力.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卫星遥感数据有效利用率不足１０％,面临着 “数据海量、信息不足、知识难觅”的

尴尬困境.

对于多源遥感数据特征分析与处理,如:军事目标检测与识别、地质灾害信息的提取与分析,大都

依赖地面站进行高速处理,然后通过网络通信进行有效数据的分发服务,该方案受卫星下传速度及接收

站点分布影响,难以发挥高动态数据的时效性,如,汶川地震影像数据处理长达十几个小时,而最快的

影像生成与信息提取需要数十分钟.图１为我国与美国的卫星信息快速获取时间对比图.

随着卫星应用范围及能力的拓展和提升,现代卫星正朝着多功能化、智能化、自主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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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我国和美国遥感卫星获取时间对比

进而推动了星上处理器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针对卫星的快速响应能力,图像压缩、辐射与几何校正、
云检测等星上实时处理技术已逐步应用于在轨运行卫星.此类预处理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空间信

息系统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卫星执行任务的效率.然而,对于大型自然灾害 (地震、海啸、洪水、火灾)

及应急事件的实时监测与预警,仅靠星上数据的简单预处理是难以满足的,必须需要提取重点关注的目

标信息及事件信息.在面向特定应用的在轨事件实时检测及不可预见性自然灾害对卫星高效应急能力的

迫切需求下,研究具备智能分析的在轨信息处理系统势在必行.
新型在轨信息处理系统应具有标准化、模块化、可扩展、高可靠、高性能等特点.该新型体系架构

应打破现有的数据 “下传 分发 处理”的模式,解决数据产品向信息产品转化过程中的周期长与时效性差

的问题.该系统的研发对提升空间系统应急事件实时预警、灾害监测与评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空间信息网络是以天基网络为核心,向上支持深空探测、向下支持对地观测,与地面系统互联互通,

形成一个天、空、地立体交联的时空动态信息网络.该系统可为紧急事件的决策与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空间卫星系统作为空间信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轨信息处理的速度与精度直接影响着整个空间信

息网络的性能.
首先,在轨信息处理系统将有效提高天基信息的传输效率.在轨信息处理系统可有效提取目标信息,

不仅可以减少星上存储和星地传输的数据量,降低地面处理系统的复杂程度,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整个空

间信息网络的信息处理和传输效率.
其次,在轨信息处理系统将提高空间信息网络的智能性和可靠性.星上目标信息挖掘可通过地面配

置指令在空闲时间自主对海量数据进行处理,并将提取的目标区域信息下传处理,大大提高了空间系统

的信息化感知认知能力.
再次,在轨信息处理系统将有效提高空间信息网络一体化程度和资源共享能力.对实现空间网络信

息系统的互连、互通和互操作等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同时可增强系统的资源共享能力.

２　传统星载计算机设计技术研究

在航天领域,星载计算机主要采用两种设计方法:第一种是纯粹采用抗辐照技术和策略制造的系统,这

样的系统采用抗辐照的微处理器实现.为了避免辐照带来的负面效应,电路设计中会采用各种复杂的硬件检

错纠错机制和硬件冗余策略,因此功耗也会相应增加;芯片布线不能太密,走线不能太细,否则也会由于辐

照产生单粒子效应或者加快总辐照剂量效应带来的破坏,因此也限制了芯片速度和系统性能的提高.

美国 NASA 的航天用计算机是以PowerPC结构的RAD７５０CPU[２]为主,欧空局ESA以SPARCV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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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 TSC６９５系列处理器、SPARCV８结构的LEON系列处理器为主.

NASA近年来使用最多的是RAD６０００和RAD７５０系列星载计算机,这些计算机使用PowerPC 系列

CPU.RAD６０００CPU 是民品RS６０００的抗辐照版本.目前,已经有近２００个航天任务采用了基于该CPU
的计算机系统.RAD７５０CPU具有更强的处理能力,它是商用器件PowerPC７５０的抗辐照版本.

第二种是采用商用组件技术搭建的系统,这类系统一般使用商用微处理器 (例如 Motorola的

PowerPC６０３e,IBM 的PowerPC７５０FXTM),但会采用一套比较全面的策略来缓解和减轻辐射对系统带

来的扰动,提高抗辐照能力.
国外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就开始探讨采用普通工业级或商业级的器件代替宇航级抗辐射器件的方法,

即 COTS技术,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提高系统性能.

MaxwellSCS７５０A[３]采用高性能的商用PowerPC７５０FX处理器,通过三模冗余技术,实现高可靠的星载

计算机.它的主要外围控制逻辑和通信接口,均使用抗辐照的FPGA 实现.SCS７５０A 的CPU 主频最高为

８００MHz,最大性能达到１８００MIPS,但是它的功耗也较高,最大达到２５W.它采用软件可控功耗技术,根

据应用的需求,调节系统的功耗.SCS７５０A 有４种不同的产品型号,根据用途分为航天级、工程级、工程开

发级和原型级.这些不同级别的型号,在体系结构上是相同的,但采用不同的芯片级别和型号.

SpaceCube[４]是NASAGSFC太空飞行中心基于Xilinx公司VirtexFPGA研发的高密度通用星载计算

机系统,其目标是在低功耗、小型化和低成本的前提下,将空间在轨计算能力提高１０至１００倍,主要用于

处理数据量大、接口灵活性要求高的应用.先后已完成了SpaceCube１０、SpaceCube１５、SpaceCube２０系列

产品的研制.
作为 NASANMP计划项目,Honeywell和佛罗里达大学合作研究的 EAFTC[５] (Environmentally

AdaptiveFaultTolerantComputing)主要是为了解决 COTS应用到星载设备上的容错问题.EAFTC 系

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星载计算机可以根据其所处的环境和任务关键性来调整配置,由目标计算机实现并

行处理、双模冗余和三模冗余等运行模式,从而达到节省能耗,提高效率和性能的目的.

３　星载信息处理系统架构设计

３１　金字塔构型设计

通过第２节介绍,第一种设计方法体现了星载计算机的高可靠特点,第二种方法则充分利用了商业器

件的高性能的特点,将上述两种方法进行合理结合,即可确保星载在轨信息处理系统兼具 “高可靠与高

性能”的特点.本研究需要引入混合异构计算平台的设计思路,形成金字塔构型,如图２所示,处于金字

塔顶端的为高可靠计算节点,高性能节点 A、B、C等选用商用处理器作为系统中的高性能计算节点.

图２　金字塔构型示意图

高可靠计算节点具有以下功能:
与平台具有遥测、遥控通信功能;
具备综合决策与任务分发功能;
对其他节点具有加断电控制功能;
对其他节点具有健康信息采集与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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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作为系统中的综合决策与任务分发节点,高性能节点 A、B、C在 CPU 的综合调度下完成特定

功能,最终形成兼具高可靠与高性能特点于一体的新型星载在轨信息处理平台.
为了进一步提升系统的高可靠性能,针对CPU节点采用传统的双机冷备设计模式,其他高性能计算

节点与CPUA和CPUB采用交叉互联模式,如图３所示.

图３星载信息处理系统网络架构示意图

新型在轨信息处理系统核心特点为 “高可靠＋高性能”,同时应兼具标准化、模块化、可扩展的设计

理念.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基于SpaceVPX标准的星载信息处理系统架构.

３２　SpaceVPX标准简介

２０１５年,美国政府和工业界的太空电子专家商议卫星和载人航天的电子架构标准化问题,并达成共

同倡议,该倡议称为SpaceVPX[６] (VITA７８),由 VITA 开放标准与开放市场行业组织支持,将作为一

种尝试,为太空系统电子架构创建标准化的接口、数据通路、连接器及其他构建模块.

SpaceVPX标准与 OpenVPX嵌入式计算行业标准相关,但考虑了太空环境的特殊需求,如耐辐射

性、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以及在恶劣的运行条件中长期运行的能力.该标准定义了加固的模块和背板规

范,采用灵活的拓扑结构实现预期的系统功能,适用于对尺寸、重量、功耗限制比较严格的应用场合,
并为适应航天应用的特殊环境和特定需求而新加入了完善的单点容错、航天器接口、备份模块支持、冗

余管理和状态检测等必不可少的技术,在降低空间设备研制成本和周期的同时,注重设备间的互用性和

兼容性.

SpaceVPX采用点对点数据路径,而不是总线路径,以帮助太空系统提高容错能力,并避免模块失效

以致影响整个系统.相比于 OpenVPX,SpaceVPX增加了一个太空效用模块 (SpaceUM),可进一步推进

效用层面目标的实现,此外,SpaceVPX还为以太网上的控制层面定义基于IEEE１３５５的SpaceWire总线

卫星通信网络标准的应用.SpaceVPX标准寻求维持与 OpenVPX部件之间的合理兼容性,以在太空电子

架构设计中促进兼容性和供应商选择,加快研发和部署时间,为规模经济提供基础,并鼓励太空技术快

速升级.
一个典型的 SpaceVPX 系统结构如图４所示,结构中每个方框表示一个功能模块,深色框表示空间

电子系统中的４种数据载荷模块,这四种模块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组合以实现某些类型的数据处理

系统;B、C、D、E表示SpaceVPX系统内主要功能模块间的几种可能的数据传输路径.出于单点容错的

考虑,系统需要为每一个功能模块设置至少一个备份 (图中只画了一个备份系统),这种 M of N (最
小１of２)的冗余方式可用于任何数据载荷模块的备份,Redundant级的数据载荷部分即是 Primary级的

数据载荷部分的备份,它们拥有完全相同的硬件结构和内部互连方式,两级载荷之间通过 Cross
Strapping方式连接 (I部分),当其中某个模块发生错误时可由备份模块替补,不至于降低整个系统的性

能,两级的输入输出模块都可作为整个SpaceVPX系统的输入输出.根据上述分析,SpaceVPX 的冗余容

错结构实质上是基于有中心裁决的 N 模冗余容错结构,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可以灵活选择冗余模块的个

数以及冷备、温备、热备或混合备份的方式,具有很大的自由度.

３３　基于SpaceVPX标准的信息处理系统架构设计

基于SpaceVPX标准的星载信息处理系统架构框图如图５所示,信息处理平台基于SpaceVPX标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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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典型SpaceVPX系统架构

用数据层、控制层、管理层三层总线网络完成系统构建,通过信息流分层来完成不同类型的数据交换:

１)数据层:用于传递数据信息,在计算过程中,各计算节点之间需要传递过程数据,此类通信的特

点是高速大数据量,选用SRIO高速总线;

２)控制层:用于传递控制信息,在任务调度过程中,需要传递各类调度控制信息,此类通信的特点

是中速中等数据量,选用SpaceWire总线;

３)管理层:传递的是管理信息,管理模块需要获取各模块节点的状态信息,并将信息汇集至中心节

点,此类信息的特点是低速、小数据量,选用I２C总线.

图５　星载在轨信息处理系统架构框图

信息处理平台核心为混合异构计算资源池,包含CPU、NPU、DSP、FPGA 等多种计算资源,其中

CPU设计为高可靠计算节点,根据应用的需求,在CPU节点的综合调度下重构其他计算节点的组合,从

而面向应用快速提升平台的计算性能.

CPU长于复杂运算,内部包含丰富的指令集和计算资源,串行能力强,并行能力弱;NPU 采用数据

驱动并行计算的架构,常处理视频、图像类的海量多媒体数据;DSP是专用的数字信号处理工具,多采

用 Harvard结构,内部具有增强的多发射体系、零开销循环控制机制、专用指令集、高效的存储器访问

机制等特点,通过软件编程可灵活实现各类算法,对数字信号采集、处理效率极高;FPGA 优势是灵活

性,具有良好的设计结构,能够实现数据并行处理,极大提高数据处理效率,比通用处理器和 DSP系统

节省能耗,对于一些特定的算法处理速度至少可提高１０倍以上,通常用于功能补充.

不同的应用需求采用不同的计算资源组合方式:通信类应用,主要的计算任务是各层次协议的解析

以及数据的打包,采用FPGA和通用CPU做处理系统最为合适;图像处理类的应用,排序计算、线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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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计算以及三角函数计算居多,采用FPGA、DSP做处理系统最为合适;目标识别类的应用,乘累加的

矩阵计算最多,采用 NPU做处理系统最为合适;控制类的应用,往往需要高精度的浮点计算,采用通用

CPU做处理系统更为合适.
根据SpaceVPX标准要求,所有节点均采用备份设计,例如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当CPU 通过管理层发

现DSPA发生故障时,CPU可立即启动DSPB继续当前工作,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基于SpaceVPX标准,可构建其他类型标准化高性能计算节点,以满足未来新增需求.

４　结论

基于SpaceVPX标准构建星载在轨信息处理系统,依托混合异构计算资源可以充分发挥系统的高可

靠、高性能的优势,为海量遥感数据在轨处理提供硬件平台,为未来卫星智能化奠定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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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成本单向电流动量轮驱动电路设计

张鹏波　杨继刚　何　实　刘　建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目前成熟动量轮驱动电路成本高,工业用电机驱动电路可靠性差,制动控制能力弱,无法

满足小卫星对航天应用的要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线性换相管的低成本单向电流动量轮驱动电路.采

用线性换相管实现三相可控能耗制动,在动量轮加速和制动时均具有较好的控制精度.无需采用专用的

能耗制动管,结构简单成本低,三相轮流制动,热适应性好.采用单向工作模式杜绝了电机内环流的发

生,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仿真结果表明,该驱动电路在加速和制动时波形正常,经产品实物验证,相比

现有成熟产品,驱动电路成本降低超过２０％,产品可靠性可以满足小卫星的应用需求.

关键词　动量轮;线性换相管;单向;驱动电路

０　引　言

动量轮主要用于卫星等航天器的姿态控制,基于动量守恒原理,通过调节动量轮的角动量即可实现

卫星的姿态控制,采用动量轮进行姿态控制只消耗电能,电能可通过太阳能电池获取,不用像推进器一

样消耗推进工质,因此动量轮广泛应用于长寿命卫星等航天器[１].动量轮的角动量控制通过控制转速实

现,为实现在较低功耗下实现较高转速,动量轮一般采用空心杯型无刷直流电机实现转速驱动控制,通

过控制电机的输出力矩调节动量轮的角动量实现卫星姿态的控制,要求驱动电路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均可

连续输出指定的力矩,所以要求驱动电路不仅在电机加速过程中力矩可控,也要求在制动过程中可

控[２３],且必须有较高的控制精度,同时必须满足航天产品的高可靠性要求.一般工业用无刷直流电机一

般采用半桥、全桥等驱动电路[４８],制动方式包括反接制动、再生制动和能耗制动等[９１４],一般不具有内

环流限制能力,当驱动电路中器件发生故障时,容易造成驱动电路或电机过流损伤甚至烧毁,同时制动

时的输出力矩控制精度不高,无法满足航天器对动量轮的应用需求.动量轮工作过程中会存储较高的动

能,为保证动量轮的可靠性,必须采取措施防止电机发生内环流造成产品故障.
近年来随着小卫星的发展,对低成本动量轮的需求越来越大,现有的动量轮驱动电路具有高可靠、

长寿命等优点,可以满足长寿命卫星的应用需求,但成本较高,无法满足小卫星的需求.需要采取措施

降低动量轮驱动电路成本.

１　电机内环流的产生和抑制

动量轮的驱动电路一般采用半桥或全桥驱动,半桥驱动电路具有结构简单、器件少、可靠性高等优

点,是动量轮常用的驱动方式.半桥驱动电路的结构如图１所示.
正常工作时,通过控制三个换相管 V２、V４、V６顺序导通即可实现电机的旋转控制,一般驱动电路

为实现再生制动会在换相管上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当换相管发生短路故障,如 V４的CE短路,则绕组

A、B、V４和D２构成闭合回路,会造成无法控制的电机内环流,由于动量轮转速较高,反电势较高,电

机内阻较小,故短路电流较大,容易造成驱动电路器件或电机故障,若采用图１所示的电阻 RI采集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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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半桥驱动电路的结构

则无法采集到内电流.为防止电机内环流的发生,可在电机绕组上串接二极管,限制电机电流的流向,
如图２所示.

图２　电机绕组上串接二极管

由于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即使某一器件发生故障,也不会在电机内部形成环流,防止电机过流

后高温发热发生故障.

２　加速电路设计

如图２所示,由于二极管的存在,换相管关断时无续流回路,由于电机绕组的电感效应,会在换相管

上产生较高的电压,容易造成换相管过压损坏,所以不能在换相管上采用PWM 控制换相管的导通实现电

机电流控制.若换相管采用线性控制可以控制电机电流,但此时换相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且功耗较大,
造成效率下降,同时换相管热耗高易造成结温升高,性能和可靠性下降.为实现加速时电机电流可控,
且具有较高的效率,可采用如图３所示的直流降压电路.

图３　直流降压电路

其中 V０为加速管,采用PWM 控制,通过调节 V０的导通时间,调整加在电机 O 点的电压 VO,控

制电机电流.当 V导通时,通过电感L、电机电感储能,V关断时,通过二极管D０续流,电容C用于减

小电机电压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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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制动电路设计

考虑电源系统安全性和电路的可靠性,现有动量轮一般采用结构简单、控制精度较高的能耗制动,
如图２所示,制动时电机工作在发动机状态,通过调整 V２、V４、V６管的导通顺序即可实现,此时的回

路电流类似加速管关断时,可在回路中串入能耗制动电路实现可控能耗制动,电路结构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为不增加加速时的回路阻抗,增大加速时电路损耗,可在D０的续流回路上串入制动管 V７,V７工作

在线性状态,通过控制 V７的电流就可以控制制动时的回路电流.当动量轮转速较高,动能较大时,动量

轮的机械能大部分通过制动管 V７变成热耗耗散掉,当动量轮转速较低时,电机反电势较小,不能满足回

路电机电流所需的电压时,此时可以控制加速管 V０开始工作,为回路增加能量,满足制动所需的电机电

流,保证动量轮输出力矩稳定.
增加 V７可以实现可控能耗制动,但由于制动时大部分功耗均通过 V７耗散,对 V７的热设计要求较

高.同时能耗制动时,V７功率输入为D,输出为负电压,其控制电路需要负电压,电路较为复杂.
如图５所示,制动时控制换相管工作在线性状态即可实现可控能耗制动,此时能耗制动回路与加速管

关闭时的续流回路完全相同,差别是加速时电机工作在电动机状态,制动时电机工作在发电机状态,加

速时换相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制动时换相管工作在线性状态.采用换相管作为制动管,三个换相管轮流

制动消耗热量,具有更好的热适应性,同时换相管功率输入仍为正电压,控制电路不需要负电压即可实

现,电路更为简单.相比现有电路,无需专用的能耗管,驱动电路简单,成本低.

图５　

４　仿真分析

搭建驱动电路仿真图,仿真图如图６所示.
如图６所示,通过脉冲信号模拟控制器加速信号,通过恒压源模拟控制器制动信号,绕组反电势和换

相信号采用信号源模拟.
加速时的三相绕组波形如图７所示.
加速时的电机电流和电机 O点电压波形如图８所示.
制动时的三相绕组波形如图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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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驱动电路仿真图

图７　加速时的三相绕组波形

图８　加速时的电机电流和电机 O点电压波形

制动时的电机电流和电机 O点电压波形如图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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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制动时的三相绕组波形

图１０　制动时的电机电流和电机 O点电压波形

５　实物验证

采用本电路的动量轮产品进行测试.
加速时的三相绕组波形如图１１所示.
加速时的转速脉冲、电机 O点电压波形和电机电流如图１２所示.
制动时的三相绕组波形如图１３所示.
制动时的转速脉冲、电机 O点电压波形和电机电流如图１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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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加速时的三相绕组波形

图１２　加速时的转速脉冲、电机 O点电压波形和电机电流

图１３　制动时的三相绕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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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制动时的转速脉冲、电机 O点电压波形和电机电流

采用本电路的产品测试波形与仿真波形一致,性能指标满足要求,产品通过了所有的环境试验和寿

命考核验证,所采用的动量轮驱动电路功率管数量少,功率管驱动电路无需负电源,结构简单,驱动电

路成本降低超过２０％.

６　结　论

本文通过动量轮驱动电路中换相管的线性控制,实现了电机的可控能耗制动,与现有产品相比,结

构简单,成本低,采用单向电流工作模式,避免了电机内环流的发生,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文中给出的

仿真实例和实物测试结果说明了该电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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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low costunidirectionalcurrent
momentumwheeldrivecircuit
ZHANGPeng bo,YANGJi gang,HEShi,LIUJian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Duetothehighcostofmaturemomentumwheeldrivecircuit,poorreliabilityofindustrial
motordrivecircuitandweakbrakingcontrolabilityThispaperpresentsalow costunidirectionalcurrent
momentumwheeldrivecircuitbasedonlineartriodeThelineartriodeisusedtorealizethree phase
controllableenergy consumption braking,which has good controlaccuracy in momentum wheel
accelerationandbrakingWithoutspecialenergyconsumptionbraking,thedrivecircuithastheadvantages
ofsimplestructure,lowcostandgoodthermaladaptabilityTheunidirectionalcurrentmodeisadoptedto
eliminatethecirculatingcurrentinthemotor,whichhasgoodreliability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
thewaveformofthedrivecircuitisnormalacceleratingandbrakingThecostofthedeviceisreducedby
morethan２０％ comparedwiththe matureproducts,andthereliabilityoftheproductcan meetthe
applicationrequirementsofsmallsatelites

Keywords　Momentumwheel;Lineartriode;Unidirectionalcurrent;Drive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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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TK的小卫星姿轨控遥测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

曾　鸿　李溪远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小卫星在地面测试与实际在轨飞行过程中,姿态轨道遥测数据不直观,且无法实时与规划

的飞行状 态 进 行 比 对 分 析,不 利 于 对 卫 星 实 时 运 行 状 态 的 监 测 与 误 差 分 析.文 章 采 用 卫 星 工 具 包

(SatelliteToolsKit,STK)建立了一种可视化仿真系统,能够在卫星测试过程中真实、直观反映卫星模

拟飞行中的轨道和姿态运动及其与设计值的差.该系统同时接收轨道规划仿真生成的卫星轨道姿态与卫

星测试实时产生的遥测两种数据,在将两类数据按时间同步后,通过 STK/Connect模块将数据发送至

STK,从而产生可视化的卫星轨道与姿态模型,并通过对以上两组卫星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给出卫星测

试过程中相关数据误差 (与趋势误差)定量分析.该系统实现了对卫星模拟或实际飞行过程中姿态与轨

道的可视化仿真与误差分析,并在模拟飞行场景下进行了实验,验证了其能够动态表现飞行过程的全场

景,为卫星测试和在轨飞行控制过程提供了一个方便、直观、有效的分析工具.
关键词　卫星测试;卫星遥测;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工具包

０　引　言

姿态和轨道控制是卫星运行的最重要活动,对星载有效载荷任务的完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１].在轨

运行中,根据载荷执行任务的需求,卫星需要进行轨道控制和姿态控制.其中轨道控制分为两类:一是

轨道维持,为克服空间环境对轨道的摄动,需周期性地对轨道进行修正控制,使卫星保持在满足任务要

求的轨道上;另一类是轨道机动,也叫轨道转移,简称变轨,利用卫星自带的推进系统进行轨道控制,
使卫星到达目标轨道[２].小卫星在测试阶段需要实时分析卫星的轨道和姿态数据,特别是当卫星进行姿态

机动时,需要评估新的轨道与姿态是否满足设计值及各类性能指标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卫星的轨道和姿

态机动涉及的参数多、变化快,单一参数不能直观反映出卫星的整体状态.因此,可视化地反映卫星实

时的姿态与轨道状态,将方便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直观、有效地对卫星运行状态进行评估,并进一步对

相关数据将进行分析.
卫星仿真工具包 (STK)是美国 AGI公司推出的一款用于航天产业设计和分析的专业卫星分析工具,

为航天应用领域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和显示能力,可以快速方便地分析复杂的陆地、海洋、航空及航天任

务,提供逼真的二维和三维可视化动态场景以及精确的图表、报告等多种分析结果,辅助确定最佳解决

方案[３].STK已大量应用于卫星任务规划[４]、卫星轨道设计[５]、卫星通信链路析[６]等方面,为卫星设计

仿真提供了一种精确、可视化、高性能的工具.STK/Connect是STK 的重要模块之一,为用户与STK
之间提供数据接口.利用该接口,本文设计开发了一种系统,将卫星设计的轨道与姿态数据和实时遥测

数据,以 TCP/IP协议格式,通过STK/Connect模块,发送给STK软件,并以此实现对运行卫星轨道和

姿态的可视化仿真与数据分析.该系统将STK 引入卫星遥测数据分析的环节,简化了遥测数据的分析,
为测试与运维人员提供了一种更直观、更便捷的遥测数据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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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可视化分析系统设计

基于STK的卫星姿轨控遥测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由轨道仿真模块、实时遥测获取模块、指令驱动模

块、数据分析模块和STK三维显示模块等五部分组成.如图１所示.
轨道仿真模块根据输入信息生成卫星的轨道、姿态和部件信息.描述卫星轨道位置和状态的参数称

为轨道参数,其中的轨道半长轴、偏心率、轨道倾角、升交点赤经、近地点幅角和真近点角,被称为轨

道六根数[７].该模块通过输入轨道六根数,计算生成轨道点数据,输出格式包括时间、地心固连坐标系

(ECF)下卫星位置信息 (X、Y、Z 方向)和速度信息 (X、Y、Z 方向).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常采用

参数少且无奇异性的姿态四元数法来描述卫星姿态[８].根据卫星的任务设置、飞行轨道和控制系统参数,
该模块仿真生成卫星姿态四元数、天线转动的方位角和俯仰角、相机的开关机状态、相机转动的方位角和俯

仰角等信息.轨道仿真模块生成时间间隔为１秒/帧,生成后该数据存储成文件并传输至指令驱动模块.
实时遥测获取模块通过访问卫星测试数据库,获取卫星实时遥测数据.在xml文件中配置需要获取

的遥测参数列表,包括:星时、卫星轨道点的坐标x１、y１、z１,卫星速度vx 、vy 、vz ,卫星姿态四元数

q０、q１、q２、q３,天线转动的方位角和俯仰角,相机的开关机状态、相机转动的方位角和俯仰角.卫星遥测

数据为１秒/帧,从数据库获取以上信息后将实时传送给指令驱动模块.
指令驱动模块包括数据获取、指令生成和指令发送等功能.该模块获得轨道仿真数据和实时遥测数

据后,将两类数据按生成的时间点进行同步.依据STK规则生成指令信息,按时间顺序逐条发送给STK
三维显示模块,接收STK软件反馈的指令执行信息控制程序的运行.在指令发送过程中,由于STK刷新

三维模型对时间的精确性要求很高,该模块控制指令的发送时间为１s,误差小于１０ms.

STK三维显示模块首先建立卫星运行场景,通过connect模块接收指令驱动模块发送的指令序列,利

用指令中的卫星轨道、姿态、相机和天线信息驱动卫星模型,并在STK中显示卫星的三维信息.
数据分析模块是对轨道仿真数据和实时遥测数据进行数据的趋势分析和误差分析,从而分析出卫星

运行数据.

图１　系统结构图

２　可视化分析系统的实现

基于STK的卫星姿轨控遥测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仿真数据和实时

遥测数据在STK中驱动卫星模型,给出可视化的卫星的三维运行信息;二是进行卫星仿真数据和实时遥

测数据比较,分析两组数据的差异.卫星STK仿真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２１　数据获取及指令生成

卫星仿真数据和实时遥测数据均为每秒一帧,包括时间、卫星轨道、姿态、天线和相机信息.其中

实时遥测数据是由网络获取的,受星地传输链路和网络的影响,两帧数据间隔约为１秒.系统获得数据并

进行时间同步后,按数据类型分别生成不同的STK指令,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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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卫星STK仿真流程

(１)卫星轨道设置指令格式:SetPosition＋DateTime＋PositionData
其中,卫星时间格式为年、月、日、时、分、秒,仿真数据的时间由仿真模块产生,实时遥测数据

的时间由星上产生;

PositionData中包括卫星在地心固连坐标系 (ECF)下的位置数据 (X、Y、Z 方向)和速度数据

(X、Y、Z 方向).
(２)卫星姿态设置指令格式:AddAttitudeCBFQuat＋DateTime＋＜Q１＞ ＜Q２＞ ＜Q３＞ ＜Q４＞
其中,卫星时间格式为年、月、日、时、分、秒;

＜Q１＞ ＜Q２＞ ＜Q３＞ ＜Q４＞为姿态四元数的四个元素.
(３)传感器 (相机等)角度设置指令格式

在STK软件中通过自定义的 MDL三维模型格式文件可以实现天线或相机的转动.MDL文件由４部

分内容构成:描述、组件、图元和参数,对模型的动作关节优化主要通过调整 MDL文件中组件、图元和

参数这３部分内容完成[９].
(４)天线角度设置指令格式

天线角度的显示方法是通过天线开启时显示的锥形图的角度反映其角度的变换:命令为Point＋传感

器名称＋FixedAzEl＋＜Azimuth＞ ＜Elevation＞
其中,＜Azimuth＞ ＜Elevation＞为天线的方位角和俯仰角.

(５)传感器 (相机等)与天线开关机状态设置指令格式

传感器与天线开关机状态可以通过其对应的锥形图颜色进行设置.当锥形图为绿色时,表示传感器

与天线关机,当锥形图为红色时,表示传感器与天线开关机状态开机.

２２　多线程设计

该系统中,为了能够实时接收遥测数据并驱动STK中的卫星模型运行,需要进行多线程设计.多线

程机制在实时系统软件中具有如下优点:控制、调度、通信、同步等方面开销小、节省资源、并发内

核[１０].利用多线程机制可以避免单一线程下由于接收不到实时遥测数据,阻塞其他程序的运行;在STK
中,利用实时数据和仿真数据驱动卫星模型时,需要利用两个线程分别进行,从而使得两个卫星模型驱

动过程中不会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

２３　时间同步

STK中卫星模型进行刷新时,由于以下几方面因素,会影响数据中卫星轨道和姿态指令的执行时间:

１)指令生成时间:其中仿真数据生成指令由仿真模块根据参数生成,时间基本固定;利用实时遥测

数据生成指令时,受网络接收数据时间影响,时间不固定;

２)指令发送时间:指令生成后,通过 TCP/IP发送给STK/connect模块,该时间受网络影响,时间

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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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指令执行时间:STK收到指令后,驱动卫星模型按指令中的数据运行,该时间受STK内部计算、
分析和渲染的影响,时间不固定;

以上几部分时间之和是一帧数据所生成的STK指令执行的总时间,该时间是不固定的.由于数据仿

真模块和实时遥测数据都是每秒一帧.因此,选择在高性能计算机和良好网络环境中运行该系统,每帧

数据指令执行时间通常在６００~８００ms.程序运行时,当指令执行成功后,等待一段时间,保证每次数据

指令执行间隔为１s.
图３为STK指令驱动流程,程序接收的一帧实时遥测数据或仿真数据后,首先从数据中提取该数据

生成的时间,并获得卫星的轨道、姿态和部件的角度、状态;然后将两类数据进行时间同步,生成卫星

轨道指令发送给STK软件;等待STK更新卫星模型的轨道并返回正确执行标识后,软件生成卫星姿态指

令发送给STK;等待STK更新卫星模型的姿态并返回正确执行标识后,检测遥测数据中是否有部件 (天
线和相机)的信息,如果有,发送相应的指令,在STK中更新部件状态和角度后并返回正确执行标识后,
软件计算执行上述指令所需要的总时间.如果总时间超过１０s,则报警提示指令执行超时,需要更换性能

更高的电脑或在更好的网络环境中运行该仿真系统;如果总时间小于１s,则在该线程中设置等待一段时

间,在满足１s间隔后,执行下一帧数据指令.

２４　数据分析

该系统中,数据分析包括单帧数据比较和趋势数据分析.其中,单帧数据比较是在实时遥测数据和

仿真数据进行同步基础上,给出卫星在轨道、姿态等实际数据与仿真数据的差异,可以采用均方误差作

为计算标准.趋势数据分析主要是比较一段时间内,实时遥测数据和仿真数据的整体趋势误差定量计算.

测试数据充足时,可以采用多项式拟合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建模[１１].本文采用该方法对卫星仿真数据的

趋势和误差进行分析.数据分析功能如图４所示.

２５　仿真效果

在卫星模拟飞行的场景下,对基于STK的卫星姿轨控遥测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进行仿真验证.本系

统可得到设计轨道姿态与模拟飞行过程中通过遥测信息得到的实际轨道姿态的实时可视化三维场景仿真,
结果如图５所示.

其中白色的轨道为设计轨道,红色轨道为模拟飞行过程中通过遥测得到的实际轨道;浅色模型为设

计姿态下的卫星模型,深色为模拟飞行过程中通过遥测得到的实际姿态.可见在当前状态下,卫星实际

飞行轨道与设计轨道只存在微小偏差,实际飞行姿态与设计姿态高度一致,卫星运行正常,存在的位置

与姿态误差可认为是控制系统产生的控制误差.通过此系统,可以直观、快速地在测试与实际飞行过程

中判断卫星当前飞行状态是否与设计值一致,解决姿轨控遥测数据不直观的问题,方便快速判定卫星姿

轨控问题,确定飞行状态.

３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一种基于STK的卫星姿轨控遥测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设计了系统的结构框架和网络结

构,并对系统设计中的数据获取及指令生成、程序的多线程设计、时间同步和数据分析算法设计等技术

难点进行了分析和处理.在卫星测试过程中的使用表明,该仿真系统能够以三维模型的形式实时给出卫

星的姿态和轨道等状态信息,可以直观反映仿真数据和卫星遥测数据驱动模型的差异,并对二者进行数

据分析,给出定量结果.该系统使用STK对遥测数据进行了可视化,使卫星测试与运维人员能够直观判

断卫星姿轨控状态,简化遥测数据判读,提高卫星状态监测准确性,为卫星测试过程提供一个方便、直

观、有效的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后续可以进一步对模型进行细化,对太阳入射角、星间链路、星地

链路等数据进行可视化,进一步方便遥测数据观测与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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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STK指令驱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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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仿真数据与实时遥测数据分析功能图

图５　模拟飞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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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sualizationanalysissystemforsmallsatellite
controlsystemtelemetrydatausingSTK

ZENGHong,LIXi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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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telemetrydatawithorbitalparametersandattitudeparametersisnotintuitivefor
testersinthegroundtestoron orbitflightofsmallsatellites,andishardtocomparewiththedesign
valuewhichmakesitsimpracticaltomonitorthesatellitesinrealtimeAvisiblesimulationsystem was
builtusingSatelliteToolsKit (STK)toshowtheattitudeandorbitofthesmallsatelliteandtheir
differencebetweentherealvalueandthedesignedtotestersinrealtimeThesystemreceivesthesimulated
dataoftheorbitalparametersandattitudeparameterswhichisdesignedandtherealdatainsatellitestest
simultaneouslyAfterthetwotypesofdataweresynchronizedintime,thedatawassenttotheSTK
throughtheSTK/ConnectmoduleforvisiblesatelliteorbitandsatellitemodelThroughthecomparison
andanalysisoftheabovetwosetsofsatellitedata,aquantitativeanalysisofrelateddataerrorsduringthe
satellitetestprocesswasgivenThesystemrealizesthevisiblesimulationanderroranalysisoftheattitude

parametersandorbitparametersduringsatellitesimulationoractualflightTheexperimentinsimulated
flightprovestheeffectivenessofthissystemThesystemprovidesaconvenient,intuitiveandeffective
analysistoolforsmallsatellitetestandflightcontrol

Keywords　satellitetest;satellitetelemetry;dataanalysis;datavisualization;satellitetools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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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商业卫星的总装工作主要问题与优化思路

邹世杰　潘尚杰　张宇昌　金　鑫　孟令瑶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随着近几年我国商业航天进入快速发展期,围绕商业卫星展开的 AIT 任务逐年增多,商业

卫星的总装任务在成本控制、组织模式、质量控制等多方面都与传统纵向型号有很大差异.本文简要介

绍了商业卫星总装工作具备的特性与侧重点,归纳出了当下卫星 AIT 部门在商业卫星总装过程中存在的

某些具体问题,并从标准规范、组织管理、技术提升和流程优化等方面,初步总结提炼出几个面向商业

卫星总装工作的优化思路,对商业卫星形成总装批产和产业化能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　商业卫星;总装;优化思路

０　引　言

近年来我国商业航天快速发展,根据相关研究统计,国内已成立了百余家商业航天公司,在互联网

卫星星座、遥感卫星等领域多家单位和公司提出了自己的商业卫星星座计划并开始进入商业运营阶段,
随着社会资本和政府支持力度的增加,国内商业航天领域正处在腾飞的边缘.

与适用于批量流水线式生产的产品不同,传统航天器属于典型离散制造的复杂产品,具有设计复杂、
装配过程复杂、零部件繁多、制造周期长等特点,据统计,卫星在 AIT阶段的总装劳动量占卫星总加工

量的３５％,卫星总装周期占总生产周期的３０％[１],卫星总装技术与装备水平直接影响到卫星研制的质量、
效率,甚至产品的成败.目前航天器总装生产工艺技术和装配手段完全是以传统纵向型号的需求和特点

搭建起来的,采用非标设计、单件生产模式,需要经历方案、桌面、初样、正样等各个验证阶段,需要

通过冗余设计来保证产品的可靠性,具有质量至上、成本高、研制周期长等特点,各个研制衔接环节较

容易形成信息孤岛.不同于传统卫星小子样研制模式,商业卫星的星座组网需求具备了与航空、汽车工

业类似的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和高可靠性的特点,在总装研制过程中应积极借鉴传统型号的质量管控经

验和成熟的总装工艺体系,同时借鉴国内外商业卫星工业领域的成功经验,批量化生产的需求使得数字

化、智能化制造技术可以更广泛地应用,如数字化协同、自动化装配、智能化工厂等技术应用,以适应

低成本、批量化、快速研制的商业卫星任务需求.
除了成本管控与质量效率需求的根本不同以外,当前国内的商业卫星总装实施及工艺设计过程中还

会遇到标准不统一、保密制度限制、缺少协同设计信息化平台、技术差距等影响商业卫星总装效率和质

量的具体问题,面向商业航天的总装标准与管理体系急需建立,工艺装备水平、工艺设计流程还有待优

化,虚拟装配、自动化装配及检测、数字化工厂等技术应用仍需深化研究和应用.本文通过对商业卫星

总装工作特性和侧重点的分析,对现有传统型号与面向商业卫星的总装工作模式的分析对比,归纳出了

当下商业卫星总装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并初步总结提炼出几个面向商业卫星总装工作的优化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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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商业卫星总装工作的特性和侧重点

商业卫星的总装过程与传统军工型号相比,具有追求高生产效率和低成本控制,不再聚焦高可靠性

等几个鲜明的特点.

１１　质量控制与成本和效率之间的平衡

传统型号航天总装过程需要高可靠性、高质量,以确保型号任务成功为第一位要素,商业卫星由于

具有追逐商业利润的属性决定了其总装过程需要在高质量、高可靠性与综合成本、效率之间取得完美平

衡,两者在产品 AIT流程质量管控方面呈现不同的特点.
商业卫星为降低总装及测试的综合成本,需要权衡任务需求和技术能力,如图１所示,既以不高于

“２０％”的较低成本满足 “８０％”以上的任务指标需求.对低成本、高效率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会牺牲卫

星测试、验证环节的充分性,降低卫星出场的可靠性.当前大多数民营商业航天企业的产品研制工作刚

刚起步,发展最快的也只是完成了少数发射任务尚未进入大规模研制和生产阶段,需求端的不稳定导致

商业航天公司对综合成本和经济性的综合控制存在忽视和不足,对商业航天低成本、快速响应的理念贯

彻并不坚决.

图１　AIT成本与卫星出场性能曲线

１２　批量化生产需求

一些国际卫星制造商已经利用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技术应用于卫星批量化生产,变革了传统的 AIT的

方法,例如 OneWeb卫星公司借鉴飞机组装生产线的办法,采用多模块并行研制模式,周产量多达３２颗

卫星.为满足全球星 (Globalstar)一星期出厂一颗航天器的发射日程,意大利的 Alenia公司建立了一系

列的智能技术岛生产线来完成航天器 AIT的各个工序.
许多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也在积极打造卫星平台,制定了各自的低轨小卫星星座计划,在未来小卫

星总装领域存在大量的批生产需求.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传统军工企业也分别推

出了 “鸿雁”“虹云”工程,银河航天、长光卫星九、天微星等公司也相继提出自己的低轨卫星星座计

划.满足批量化小卫星的快速生产需求是当下商业卫星总装工作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

１３　AIT “一站式”整体服务需求

商业卫星公司技术人员作为技术总体,目前对卫星 AIT阶段各项工作及流程整体抓总能力较弱,产

品 AIT质量管理工作尚未形成自身的管理体系,在 AIT具体项目流程的开展上目前仍依托于传统航天管

理模式和技术手段完成,对 AIT “一站式”整体服务需求较高,在技术能力与资源协调上都较为依赖

AIT服务方,相对于传统型号,AIT部门总装技术人员需要更早地对接到商业卫星总装设计环节,在卫

星项目论证阶段、设计阶段、研制阶段对卫星结构设计、总装工艺性、继承性和总装方案的可行性等提

出意见和建议,并统一协调运输、地面装备配套、专业测试、试验等各个环节,提供全流程的技术支持

和状态控制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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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面向商业卫星总装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以美国波音公司、洛马公司、欧洲泰勒斯 阿莱尼亚等公司为代表国外先进宇航企业,在面向商业化

的 AIT流程运行管理、批量研制、生产管理等方面已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水平.而国内的商

业卫星市场才逐步开放,项目进度的不确定性、技术状态的频繁变更、管理经验的欠缺以及成本控制等

因素都会对商业卫星的 AIT实施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缺少行业商业标准规范、保密保卫等相关管理制

度也制约着技术支持、总装资源调度等生产组织环节,将传统纵向型号管理模式直接应用于商业卫星研

制任务的管理也在生产组织、质量控制方面存在不足,具体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２１　缺少行业标准

技术标准是规范行业技术行为、控制质量、产业链运行的基本保障,也是行业有序发展的基础[２].传

统航天相关标准都设立在国家军用标准体系内,大部分是由各科研院所先提出所级标准、推行成熟后提

升为院级标准,再上升为国军标,现阶段国有航天企业在 AIT过程中很难向商业卫星公司提供自己的企

业标准,当下商业卫星总装过程中面临兼容性与标准缺失的问题,在总装过程中缺乏双方都认可的统一

标准开展总装工作,使得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不同系统状态下技术标准的接口对接上.

２２　保密工作的挑战和影响

在国家发展商业航天、落实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如何在商业卫星总装过程中落实以往的相

关保密制度,同时将对人员、信息链条的交流和传递的影响降到最低是当下军工 AIT企业在总装过程中

面对的主要挑战.
总装过程中传统军工企业有对国防科技工业国家秘密和自己企业技术、工艺方法保护的需要,当下

形成的保密制度内容完善,流程规范,措施有效,这些制度在较为封闭的军工体系内部是有效的,但面

对商业卫星总装越来越开放的生产体系、越来越频繁快速的信息交流来讲,保密管理与商业航天总装低

成本、高效的需求有时难以调和[３].例如,总装厂房由于场地的限制军品、民品混合停放的现象增多,现

有的审批制度速度难以适应频繁的人员及设备流转需求,“内网”与 “外网”的划分对信息链的传递形成

阻隔等影响.

２３　低成本控制带来的影响

传统航天器研制主要强调保成功,一般对研制的经济效益没有明确要求,而成本控制对于商业卫星

公司至关重要,是商业项目能否实现盈利的关键,目前大多数国内商业卫星制造商在研制过程仍采用的

是单星的研制方式,无法体现工业化上模块化、通用化和标准化的设计,无法通过量产降低费用支出.
且采购仪器设备、高层次人力、发射的成本占比较高,使得卫星在总装 AIT阶段的成本预算往往压缩得

较为紧张,成本预算的不足会对航天器总装工作在可靠性和效率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产生影响.

１)地面配套保障工装:往往采用借用其他型号配套工装改造而不是专用化设计投产,导致工装适用

性、可操作性和可靠性在总装过程中不足,对操作者自身的熟练程度、技能水平要求较高,且存在和其

他型号争用资源影响进度的可能;

２)总装过程的物料资源保障:成本原因有时会导致卫星转入总装生产环节时如标准件、直属件、热

控元器件等相关物料资源无法一次性备足,导致总装进度延缓或停滞;

３)验证不充分:低成本控制和进度节点的压力下,商业卫星总装设计部门会在未经充分验证和识别

的情况下,砍掉一些前期的工艺可行性验证、数字虚拟仿真、配套工装试装或专业测试环节,导致卫星

在总装生产开始时面临仿真、验证不充分等问题,直接影响航天器出厂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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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缺少项目管理经验

近几年,国内商业航天民企纷纷成立,与国外或国内大型航天国企相比,还没有形成成熟完整的项

目管理经验,在 AIT (总装、试验、测试)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控制环节薄弱,缺少整体规划,制度适

应性低,计划流程安排不合理等问题,项目团队缺少有对结构总装、试验、专业测试了解的专家.导致

在总装实施的过程中,总装实施单位和商业卫星公司之间多部门的联合工作还存在协调性差、接口不明

确、沟通不及时的现象.面向商业卫星的总装工艺方面,目前大量协同设计与工艺性审查论证等工作无

法在留有时间余量的前期展开,相关技术接口文件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需要在前期反复沟通和

更改.商业卫星各分系统的厂家众多,继承性不好,设计状态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总装技术状态接口信

息的不及时、不充分,总装工艺难以在项目前期展开工艺规划,协调好各专业测试流程、分系统部组件

装星流程以及热试验、力学试验、电测流程与总装工艺流程的接口关系.

２５　组织管理模式链条过长

传统模式下,采用多级横向任务管理模式,各型号由各领域项目办统一抓总,由调度与质量部门负

责型号的计划管理和质量管控,由分部门负责总装、总装工艺、检验、现场实施、环境试验和专业测试,
在任务管理过程中各部门需要相互配合又存在相互制约.而商业卫星 AIT项目在从商业卫星公司到 AIT
各实施部门的协调流转中,总装工艺目前承担了技术协调中枢的作用,需要频繁地与卫星总体确认需求,
与质量管理部门、生产指挥调度部门、物资供应部门、后勤保障部门、工装设备管理部门、技术资料部

门直接协作和处理问题,又要与各专业测试、环境试验、综合测试进行技术协调,这一套组织管理模式

存在协调链条过长,跨部门间的任务信息传递不畅,导致总装信息在各分系统间难以达到无缝衔接和高

速流转.

２６　面向商业卫星总装的信息化平台缺失

目前卫星总装主要采用卡片式CAPP、MES过程管理系统、看板系统和avidm 系统初步实现了总装

工艺设计的数据化与协同设计功能,但所有数据信息目前都流转在内部涉密信息网上,针对商业卫星总

装过程专用的过程管理信息化平台缺失,设计文件、三维模型和图纸都以孤立文件的形式下发,增加了

总装工艺人员技术协调、重构数据等大量工作,与商业卫星公司之间的协同设计、会签与审批等工作难

以实现,数字化过程管理方法缺失导致各类生产数据均淹没在繁复的现场工艺文件、签署记录中,难以

自动形成总装研制过程数据包,形成商业卫星型号决策的数据支持能力.

２７　总装生产模式改变

国内商业卫星总装从生产模式上正在经历从单星、单件化主导生产到高效率、批量化生产的变革进

程中,商业卫星的研制流程从面向需求转向面向生产制造与 AIT设计.而目前国内商业卫星未能形成规

模化、批量化的需求以及卫星总装自身复杂的制造特性决定了新技术在商业卫星总装领域应用的程度不

高,如在一体化科研生产管理、数字化协同设计、虚拟仿真和验证、基于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装配技术

等方面与国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创新性开展工艺试验、工艺装备研制和工艺技术验证.同时,结

合传统型号总装工艺技术发展趋势,大胆开展前瞻性的商业航天生产模式工艺技术研究和储备,通过这

些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

３　面向商业航天总装的优化思路

３１　建立商业航天标准规范与管理体系

目前航天相关标准都设立在国家军用标准体系内,无法用于指导民营商业航天活动展开,传统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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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企业为了更好地投身于商业航天民用领域,也急需制定和推行一套全新的适用于商业卫星 AIT的管

理体系与标准.
新标准应发挥现有 AIT管理体系及标准在可靠性、安全性、保障性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建立开放、

包众、服务的心态,提供通用化、模块化的总装、测试及试验软硬接口,根据商业小卫星标准化、批量

化的需求优化现有管理及技术流程,提高系统的柔性和敏捷性,建立为商业化服务的技术标准体系会大

大降低卫星在总装阶段的成本、缩短周期,为更广泛的卫星制造商提供技术规范、质量控制、流程运行

等基本保障.

３２　建立高效率、并行化的连续生产组织调度与管理机制

为了满足商业卫星 AIT任务所提出的高效生产需求,需要针对任务建立重心前移的纵向精细化管理

与高效率、并行化的生产组织调度机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纵向任务管理,针对型号建

立人员固定的跨部门、跨角色管理团队,以核心管理团队作为开展商业卫星项目的中枢,提高技术统领

地位和相应的跨部门技术权责;二是建立高效率、并行化的生产组织调度机制,面向多变的任务需求,
不仅要强化调度人员的组织调度粒度,同时要充分挖掘总装工艺、总装操作指挥、试验指挥的主动组织

协调能力.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以 AIT任务流程为主线,实现延伸到总装、试验及专业测试的各个环节

的精细化、动态调度,图２显示了高效率、并行化的生产调度机制;三是强调重心前移,针对不同商业卫

星任务需求,技术人员从卫星设计阶段提前参与,同时向上游延伸,深入了解结构生产、部装、电缆生

产等技术要求,以及上下游生产工艺、研制能力和生产成本等信息,具备商业卫星整体抓总能力,提高

部装至总装的一站式服务能力.

图２　高效率、并行化生产组织调度过程

３３　建立商业航天专用的协同设计平台

由于商业卫星公司存在与分系统多个单位协同工作的需求,但是由于保密制度等限制,输入文件皆

以纸质文件下发,缺少数字样机,大量协同设计与工艺性审查论证等工作无法在卫星总体设计时展开,
整体规划缺失,导致在工艺编制和总装实施阶段问题频发,影响卫星研制周期和成本,难以支持卫星批

量研制的需求.
因此,为了更好地开拓商业航天领域业务,需要建立商业卫星专用的企业间网络化协同设计平台,

在卫星总体设计阶段协同进行卫星总装工艺设计,其范围要涵盖设计部门、部装设计制造部门、零部件

制造部门、装配部门等主要单位.商业卫星需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数字样机,形成基于数字样机的多

单位协同设计与优化模式,具备生产过程的集成管控能力和多模态监控,用以满足各级各角色协同、管

控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和多学科综合优化的专用信息化平台系统地统筹各方要求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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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促进商业卫星由实物验证为主向虚拟验证为主转变,由以功能需求为中心的设计向以 “可生产性”
进行设计转变,从而提高卫星在设计与总装阶段的质量和效率.

３４　以商业卫星公司需求特点为导向,优化重构商业卫星AIT工艺流程

AIT工艺流程作为卫星全生命周期的技术主线,涉及卫星从装配、集成、测试直至发射阶段的技术

管理,工艺流程的合理性和各节点之间的耦合关系对卫星的研制周期和产品质量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般而言,传统卫星的 AIT工艺流程主要经由多方评审和多次迭代后确定,参评时各方人员结合自

身工作范围,检查各部分流程的完整性和合理性,并根据每颗卫星的特殊性灵活调整复杂节点之间的耦

合关系,商业卫星相比于传统卫星,其体系结构大多为开放式,接口标准规范统一,可以实现批量生产.
因此,同一类型商业卫星的 AIT工艺流程更具有一般性,但是商业卫星公司技术人员的经验程度目前无

法制定较为完整合理的 AIT流程,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和规范,容易造成合理性欠缺,造成研制周期延

长甚至质量问题.
针对商业卫星 AIT任务特点,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优化重构商业卫星 AIT工艺流程.

１)建立商业卫星 AIT数据管理体系,面向总装、质测、精测、检漏、热试验、力学试验、EMC试

验、磁试验等建立总装、专业测试、试验结果输出数据包包络和格式,对数据包策划的完整性、合理性、
全面性进行审查;

２)以批量化生产为目标,转变生产观念,采用成熟度高、通用性强的模块化工艺,对总装及测试流

程进行进一步分解,将辅线作业任务从型号主线总装工作中分离出来,开展辅线专业化生产,提高专业

化模块生产能力;

３)商业卫星工艺流程的设计应多采用并行、一体化设计的流程工作模式,将反复迭代 “设计→协调

→设计”模式转换成 “设计中协调”,将设计、总装工艺、制造环节结合,在设计阶段并行开展装配工艺

性审查和设计,在装配过程中将问题及时反馈给商业卫星公司设计部门,提高整体集成装配效率.

３５　面向未来批量化生产需求

商业卫星更多地采用模块化设计,具有更加开放的体系结构,并通过应用 COTS (Commercialoff
the shelf)器部件,使得研制周期大幅缩短,同时也更适用于批量生产模式.

由于卫星生产流程复杂,可操作空间小,且操作自由度要求高,因此,部分卫星生产工作仍需要依

赖人工完成,尚不能完全实现自动化生产.目前,国内外已针对商业卫星批量生产方式进行了许多研究,
主要成果有脉动式生产和 “制造岛”式生产两种卫星批量生产方式,且均已进行实际应用,对卫星生产

效率有大幅提高.
美国波音公司最先将脉动式生产线引入卫星总装工作中,该生产线是一种间歇移动的流水线,工位

依据卫星总装的工序一一对应划分,卫星到达工位后需在固定的节拍时间内完成该工序并进入下一工位,
工序完成时间可通过调整人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与节拍时间一致,从而实现生产无缝衔接,达到生产效率

最大化.但是,脉动式生产线灵活度低,仍只在总装环节采用,在部件装配和试验测试环节仍是交替实

施,不适用于我国卫星批量生产的整个 AIT流程.
针对该问题,欧洲泰勒斯阿莱尼亚公司提出了一种 “制造岛”式卫星批量生产模式,该模式根据航

天器整个 AIT流程的各个工序建立相应的 “制造岛”,每个制造岛根据所要完成的工序内容配备相应的作

业工具和生产要素,卫星根据 AIT流程在岛间流转完成生产.但是,由于制造岛相对固定,岛间资源共

享率低,且制造岛资源利用率取决于调度决策.目前,已有许多学者针对制造岛生产调度问题展开研究,
并取得丰硕成果.

我国商业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可以结合脉动式生产和 “制造岛”式生产的优点,在卫星总装阶段采用

脉动式生产方式,大幅提高卫星制造效率,并根据星生产流程复杂、技术难度高的特点,将主线工作辅

线化,辅线工作自动化,进一步提高生产线自动化程度;在卫星试验测试阶段,采用 “制造岛”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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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灵活调度排产,实现卫星生产效率最大化.目前,该模式已在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得到实践,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３６　重构物料管理和检验流程与方法

由于商业卫星追求短周期、批量化生产,将导致卫星物料管理的规模剧增,同时物流过程中所需考

虑的环境更复杂,占用资源更多.因此,依靠耗费大量人力资源进行物料整理、搬运的传统物料管理方

式不再适用于商业卫星生产,亟须建立一种商业卫星智能物料管理系统.目前,经由大型电商企业和物

流企业的引领发展,基于多机器人的无人智能仓储和智能物流技术已经发展较为成熟,这对商业卫星的

物料管理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在建立商业卫星智能物料管理系统时,可以以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立体仓

库等自动化装配为基础,结合 RFID、机器视觉等技术,实现机器人自动整理、存储、搬运物料;其次,
建立车间级物联网,以 AGV车为运输平台,自主规划路径配送物料至对应工位,实现物料的智能管理.

另外,现有的传统卫星总装过程中,各类生产、检验数据均存在于签署记录中,未与车间 MES系统

连接,导致卫星总装研制过程数据包无法形成,大量生产数据无法有效利用分析,不足以对商业卫星型

号的决策形成数据支持能力.因此,需要对卫星生产车间中的装备进行智能升级和系统集成,实现总装、
检验等典型工艺的智能化,自动上传数据至车间 MES系统,形成产品数据包,便于后期质量问题快速追

溯和生产过程精细化管控.

３７　提高工艺装备自动化水平

地面工艺装备服务对象由单一的卫星研制转向标准化、批量化组网研制,商业卫星研制呈现出生产

周期短、成本控制严格、高质量与高效率并重等特点,商业卫星配套工艺装备在通用化、系列化、自动

化、模块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的工艺装备仍以传统的纯机械工艺装备配置为主,在工艺装备使用时,对操作技能要求较高,

如何通过合理、科学的工艺装备减少人为因素对航天器质量与可靠性造成的影响仍待研究;另外一方面,
工艺装备的通用性不足,单一型号、单一类型的工艺装备在不同型号中存在较大重复性,使得传统型号

地面工装难以通过简单改造适用于商业卫星.
随着商业卫星小型化和批量化生产,待装设备多,操作精密性高,待测设备多,待测状态多,测量

任务重,精密测量的精度要求高.当前依赖于人工操作的集成操作与检测方法需要多名专业人员长时间

在现场实施,装配效率低、检测数据难以共享,数据利用不充分,信息化程度较低,亟待通过引进先进

自动化操作与检测设备及技术,实现生产能力的提升.例如机械臂具有载重大、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等

特点,适用于批量化生产、固定工况和重复操作,目前机械臂柔性力控系统已成功应用于部件的安装与

对接,满足商业卫星总装批生产的特点.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商业卫星的总装正处于从传统研制模式到批量化生产模式的快速转换期,当下总装及工

艺从标准规范、管理体系、生产方法和工艺流程上,都没有摆脱单机制造模式的桎梏,制约了总装及工

艺领域形成连续型产业化、商业化的进程.未来,需要探索更高效的组织管理模式,设计与生产环节一

体化,进一步剪裁和优化商业卫星的总装工艺流程,提高信息化程度满足商业用户对接需求,探索单件

生产与成熟产品批产并重的混合模式,引入先进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制造方法形成批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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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problemsandOptimizationof
CommercialSatelliteAssembly

ZOUShi jie,PANShang jie,ZHANGYu chang,JINXin,MENGLing yao
BeijingInstituteofSpacecraftEnvironmentEngineering

　　Abstract　AsChinascommercialaerospaceindustryhasenteredaperiodofrapiddevelopmentin
recentyears,commercialsatelliteAITmissionsareincreasingyearbyyear,themissionsofcommercial
satelliteassembly are very differentfrom traditionalvertical missionsin terms ofcostcontrol,

organizationalmode,qualitycontrol,etcThisarticlebrieflyintroducesthecharacteristicsandfocusof
thecommercialsatelliteassembly,andsummarizessomespecificproblemsthatcurrentlyexistinthe
commercialsatellite AIT,from theaspectsofstandardspecification,organization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improvementandprocessoptimization,etc,severaloptimizationideasforthecommercial
satellitesassemblyhavebeenpreliminarilysummarizedandrefinedwitchprovidereferenceforrealizethe
massproductionandindustrializationcapabilitiesofcommercialsatelliteassembly

Keywords　CommercialAerospace;Satelliteassembly;Optimization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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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OTS板级电路在空间应用的加固设计

王　鑫　李　博　赵　岩　赵益涛　朱有伟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摘　要　文章针对目前工业级小型板级电路的飞速发展,开展将微小计算机型板级商用货架产品

(COTS)应用于低成本卫星上的研究,提出一种空间加固设计方法.方法主要针对一种 COTS板级电路

进行电气接口改造、机热一体化设计和激光缝焊技术处理,最终使板级电路整体密封,使其能够耐受空

间粒子与辐照对其影响,更好地适应空间环境并延长工作寿命.通过热控仿真计算,分析得到板级电路

核心元器件在不同工况下的工作温度,验证了其在密封环境下,通过方法中的导热设计能够使板级电路

在其工作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本文所提出的加固设计方法对 COTS板级电路应用于低成本卫星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低成本卫星;COTS;板级电路;空间环境;激光缝焊

０　引　言

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低成本卫星技术逐渐成熟并在通信、遥感、空间探测等航天任务得到应

用.低成本卫星借助工业领域商用现货 (COTS)及相对成熟的开发工具与航天高可靠开发经验结合,对

COTS器件及电路采用特殊的防护和加固技术,大大降低了空间应用的成本和研制周期.目前市场上的工

业板级电路集成度与成熟度非常高,一块小型电路板已经可以实现一台电脑功能,如一些小型工控机、
微型开发板、微小型计算机等.其集各种高新技术于一身,如: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芯片技术、嵌

入式软件技术、通信技术等.同时工业板级电路还具有高性能、低功耗、易开发和高稳定等特点,将其

应用于空间卫星的研制,对于推动并提高卫星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１２].

在低成本卫星上应用COTS板级电路需要进行专门的防护设计和试验验证,以保证产品的力学、温

度、抗辐射等方面的特性满足要求[３].对于COTS板级电路的选用,需要考虑包括生产厂家的技术水平、

生产线产能、产品工艺水平及产品性能指标等因素;再对合格的产品进行进一步的评价筛选,如热真空

温度环境测试、寿命试验、结构分析、抗辐照评估后,确定该产品能否选择用于空间卫星研制[４５].

本文以微型计算机板级电路RaspberryPi４b为例,针对RaspberryPi４b特点,除了进行COTS板级筛

选试验外,还进行了针对板级电路的机电热研究,并制定出针对RaspberryPi４b的机、电、热改造设计方

案,同时为了适应空间环境,提出采用整体密封技术和高可靠散热技术,保证其在空间稳定运行,并对

改造结果进行热控仿真计算与可靠性分析.

１　微小计算机型板级电路

工业级微小计算机型板级电路通常具有最小单元,最小单元包括处理器、电源、通信接口、存储等.

其通用性强,采用开放式的硬件结构,兼顾不同类型的用途,可适合各类卫星平台的需求与应用.同时

其还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１)具有完整的元器级、板级的质保流程,每台产品都经过出厂测试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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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具有完善的低功耗设计、散热设计、宽温特性和抗力学设计;

３)具有良好的批次稳定性,产品得到大批量应用,在工业环境下不断进行验证,因此在不断进行迭

代的过程中,使产品保持一个良好稳定性;

４)具有低成本特点,其价格相对于同类型航天级产品低两个以上数量级;

５)具有丰富外设接口和扩展板卡,为通用软硬件平台;

６)具有多核高性能的处理器,主频基本在 GHz级以上;

７)具有良好的软件生态环境,可运行 Windows、Linux和多种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发周期短成本低.

RaspberryPi４B板级电路也可以称为单板计算机,具有计算机的全部功能.其售价大约为３５美元.
其采用BCM２７１１核心处理器,SOC封装,CPU由４个 ARMCortexA７２内核架构构成,处理速度可达到

１５GHz.内存为镁光 MT５３动态４G随机存储器,存储为SD卡存储,最大支持５１２G.电路板上接口丰

富,如 HDMI、USB、 以 太 网、URAT、SPI 和 GPIO 等 [６], 尺 寸 体 积 小 (８８mm ×６０mm).

RaspberryPi４B主要性能指标见表１所示.

表１　RaspberryPi４B主要性能指标

名称 性能

CPU １５Ghz,四核BCM２７１１(Cortex ７２)

内存 ４GBMT５３ DDR４

GPU ５００MHzVideoCoreVI

视频输出 双 microHDMI端口

网口 千兆以太网

存储 最大５１２G

USB端口 共４个,其中２个 USB２０,２个 USB３０

GPIO ４０PIN用于扩展接口,包含 UART、SPI等

电源 ４５~５５V ３A

尺寸 ８８mm∗５８mm∗１９５mm

重量 ４６g

２　空间加固设计

在前期COTS试验基础上,主要对板级电路进行电气接口改造、机热一体化设计和激光封焊技术处

理,对板级电路整体密封,使其能够耐受空间粒子与辐照影响,更好地适应空间环境,延长工作寿命.

２１　电气接口改造

根据卫星平台需求,确定出需要用到板级电路的接口,主要有网口、USB、GPIO、电源５V供电;
由于RaspberryPi４B电接口较多,同时电接口接插件较为高凸.如果要得到密封和散热较为良好的状

态,需要将电接口进行改造.RaspberryPi４B电接口主要集中于电路板正面,背面无电接口,只有SD卡

插槽,因此背面不做改造[７].电路板正面的接插件改造主要包括:

１)不用的电接口接插件进行拆焊移除;

２)需要的电接口接插件除了进行拆焊移除外,还需要保留焊锡针脚并进行引线;

３)对于拆除接口,在裸露管脚焊锡处做涂胶保护,保证移除后接口不外露;

４)对于引线接口,将所有导线引至一个接插件上,接插件为气密型接插件.
拆焊引线后的板级电路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拆焊主要采用吸锡器拆焊法,这种方法主要利用吸锡器的内腔的负压作用,将将热后熔融的焊锡吸

入空腔,是引线与焊盘分离[８].接口器件每个针脚焊盘较大且距离较远,易拆卸,不存在PCB内部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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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板级电路引线示意图

风险[９].在拆卸完后焊上导线同时用航天专用三防胶和 GD４１４固定.

２２　机热一体化设计

确定RaspberryPi４B主要发热器件如表２所示,经过功率测试,得出稳态３５W,峰值８W.同时根

据其电路板结构,建立热模型与结构模型.再根据电接口改造方案,即拆除部分接插件后的电路板的外

包络建立封闭盒体,盒体内部为密封常压环境.
为了发挥最大导热程度,使 RaspberryPi４B正面朝下安装,使正面的主要发热芯片直接接触导热凸

台,而导热凸台直接与结构一体化设计,将热量传递给卫星舱板.因此,根据不同发热芯片的尺寸、高

度设计不同大小的导热凸台,导热凸台与盒体为一体化结构形式,可降低传热热阻,凸台高度根据盒体

高度和芯片高度确定.印制板与上盖板 (有导热凸台侧)高度间隙预留３mm,与下盖板高度间隙预留

２mm,如图２所示.导热凸台与芯片之间施加导热垫,以降低界面热阻.外壳内、外表面除与整星安装

面外均发黑处理.

图２　导热凸台结构示意图

结构设计组成主要由壳体、导热凸台、板级电路、盖板和气密型接插件组成.外壳材料采用铝合金

２A１２材料进行结构设计,该合金具有密度小,比刚度、比强度高,工艺性好,技术成熟,抗腐蚀性好等

优点其结构强度较高.壳体两侧开有走线槽,用于电气接口改装走线.壳体一侧开有接插件开口,用于

安装气密型接插件,接插件开口尺寸根据选型的接插件确定.壳体四周设有矩形安装支耳,用于跟卫星

舱板安装.其结构模型图如图３所示.

２３　激光封焊技术

激光封焊技术是利用激光束作为热源的一种热加工工艺,属于熔融焊接.高辐射强度的激光束经过

光学系统聚焦后,将置于激光焦点附近的加工工件进行加热熔化并连接,形成优良焊接接头[１０].激光缝

焊由于具有热影响区小、热变形小、加工速度高、加工过程无接触、可加工异形结构工件、可在特定保

护气氛或者真空环境下进行焊接等优点,成为电子器件与组件气密性封装的主要手段.
板级电路RaspberryPi４B固定于结构中,激光封焊主要作用于结构上盖板和气密型接插件部位的缝

焊.密封设计考虑在地面工艺环境下具有能够承受绝对压力为２个大气压力,或相对压力为１个大气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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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密封结构与结构内部示意图

内压的能力.
其激光封焊设备采用LT５００W 型激光缝焊机进行操作,LT５００W 型激光缝焊机由水冷机、手套箱、

激光器和控制系统组成.主要试验程序为:待焊接工件经无水乙醇清洗后,放入真空烘箱内加热至 １２０
℃并在真空环境中保持１h,以去除工件表面吸附的水氧;充高纯氮气待烘箱内降至常温后,将工件放至

手套箱内的工作台上并固定;根据工件尺寸编写数控加工代码;选取合适的激光焊接工艺参数,包括激

光脉冲峰值功率、脉宽、脉冲重复频率等;在接缝各边上分别用点焊进行盖板的预固定,防止焊接过程

中盖板翘曲;调用激光工艺程序,运行数控加工代码程序,进行密封性焊接;工件从过渡箱中取出,根

据相应规范进行工件的焊缝表面形貌和气密性检测[１１].
依据国军标 GJB５４８B—２００５方法１０１４２进行密封试验程序,经氦质谱检漏仪细检,氦气漏气率低

于１×１０－９ (Pam３)/s,满足微电子器件试验方法和程序的密封要求.

３　热仿真分析

对于密封结构的设计其散热是关键,通过合理设计导热凸台,为RaspberryPi４B板上的大功率发热芯

片提供了两条主要的散热路径:发热器件→印制板→壳体→卫星舱板;发热器件→散热凸台→壳体→卫

星舱板.针对RaspberryPi４B板的功耗需求与工作模式如表２,进行了热仿真计算.

表２　板级电路核心元器件工作温度与功耗

产品名称 工作温度范围 常值热耗 峰值热耗

核心SOC芯片 －４０~８５℃ ２W ３W

随机存储器 －４０~８５℃ １W １W

以太网收发器 －０~７５℃ ０ １W

USB收发器 －２０~８０℃ ０ ２５W(４口全启用)/１２５W(２口启用)

其余芯片及pcb －０~７５℃ ０５W ０５W

热分析相关参数设置如下:卫星运行轨道高度为５００km,轨道周期１００min,峰值工作时间２０min,
轨道外热流设置为高温工况,发热芯片与导热凸台间填充导热垫,结构壳体内外表面均发黑处理,根据

表３不同的工况下,采用SINDA/FLUINT软件进行了热仿真计算,在轨温度达到稳定时温度分布见下

表４.

表３　主要热分析工况

工况名称 边界温度(℃) 工况说明 盒体材料 备注

工况１ ＋５０ 高温工况,瞬态热耗,每轨内共有２０min为峰值热耗 AL ２A１２ 无导热设计

工况２ ＋５０ 高温工况,稳态热耗,１００min均为常值热耗 AL ２A１２ 机热一体化设计

工况３ ＋５０ 高温工况,瞬态热耗,每轨内共有２０min为峰值热耗 AL ２A１２ 机热一体化设计

工况４ ＋５０ 高温工况,瞬态热耗,每轨内共有２０min为峰值热耗 AL ２A１２
机热一体化设计

USB启用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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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热分析结果统计

设备名称 工况１ 工况２ 工况３ 工况４

核心SOC芯片 １８３~２９０ ５７~６２ ５７~６２ ５７~６１

随机存储器 １６６~２５７ ５５~５６ ５５~５８ ５５~５７

以太网收发器 １２５~３６１ ５１~５２ ５１~６８ ５１~６７

USB收发器 １２４~４２２ ５１~５２ ５１~７４ ５１~６３

其余芯片及pcb １１６~２３５ ５７~５８ ５７~６４５７~６２

热分析结果显示,在无导热设计工况１中,核心元器件芯片壳温均超过其工作温度.在进行了导热设

计后的工况２~４中,元器件最高温度为７４℃,满足其在密封结构中工作温度要求.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低成本卫星的发展,论述了COTS板级电路的特点以及其在空间应用中的巨大潜力.同时

本文在传统COTS加固设计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加固设计方法,主要包括电气接口改造、机热一体

化设计和激光封焊技术处理,以提高其耐受空间粒子与辐照能力,使其能更好地适应空间环境,延长工

作寿命.通过热控仿真计算,验证了其在密封环境下,通过方法中的导热设计能够使板级电路在其工作

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本文所提出的加固设计方法对COTS板级电路应用于低成本低轨卫星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但是面对复杂高轨道空间环境仍然有提升的空间,该方面仍然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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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梁莉激光焊接在小型特种真空器件中的应用 [C]．中国电子学会真空电子学分会,２００６．
[１１] 赵瓛,邓斌,万喜新,等铝合金外壳气密性封装的脉冲激光缝焊 [J]．电子工业专用设备,２０１４,４３ (１１):１０ １５

ReinforcementDesignofCOTSBoard
LevelCircuitinSpaceApplication
WANGXin,LIBo,ZHAOYan,ZHAOYi tao,ZHUYou wei

CASICSpaceEngineeringDevelopmentCo,Ltd

　　Abstract　Inviewoftherapiddevelopmentofindustrialsmallboardlevelcircuit,theresearchonthe
applicationofCOTSinlow costsatelliteiscarriedout,andaspacereinforcementdesign methodis
proposedThe methodis mainlyfora COTS boardlevelcircuitelectricalinterfacetransformation,

mechanicalandthermalintegrationdesignandlaserseamweldingtechnologyprocessing,andfinally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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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oardlevelcircuitasawholesealed,sothatitcan withstandtheimpactofspaceparticlesand
radiation,betteradaptingtothespaceenvironmentandprolongingtheworkinglifeThroughthethermal
controlsimulationcalculation,theworkingtemperatureoftheboardlevelcircuitcorecomponentsunder
differentworkingconditionsisanalyzed,anditisverifiedthattheboardlevelcircuitcanworknormallyin
itsworkingtemperaturerangethroughthe heatconduction designinthesealedenvironmentThe
reinforcementdesignmethodproposedinthispaperhasacertainreferencevalueforcotsboardlevelcircuit
appliedtolow costsatellite

Keywords　Low costsatellite;COTS;Boardlevelcircuit;Spaceenvironment;Laserseamwe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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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在卫星半物理仿真中应用分析

吴　颀　贺福鹏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摘　要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成为研究热点.各行业数据价值显著提高,
对数据依赖性显著增强.航天领域采用遥测方式获取在线数据,该方法由于带宽限制获取数据量有限.
在设计测试阶段采 用 半 物 理 仿 真 技 术 对 卫 星 进 行 测 试,该 阶 段 可 采 用 星 上 控 制 总 线 (１５５３B、CAN、

Rs４２２)进行数据采集,但该类总线通常波特率上限为１Mbps.因此很难获得卫星运行过程中全部过程数

据,为故障排查与性能分析带来困难.基于半物理仿真阶段,对运行数据采集的实时性要求远低于控制

所需实时性要求,提出采用实时以太网采集卫星运行数据.通过分析实时以太网总线说明其在半物理仿

真阶段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　半物理仿真;数据采集;实时以太网

０　引　言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成为研究热点,标志着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使得数

据从处理对象转变为基础性资源.目前航天领域数据收集汇总存在难题[１].由于航天领域仅能通过遥测方

式获取在线数据,该方法受传输带宽限制导致可获取数据量有限.卫星设计测试阶段常使用半物理仿真

方式模拟其在轨运行状态,并实时获取运行数据.该阶段一般采用星上控制总线 (１５５３B、CAN、Rs４２２)
进行数据采集,但该类总线通常波特率上限为１Mbps.在不影响控制效率前提下,该波特率仅能完成关

键数据下传,无法完成全部运行数据的下传工作.本文针对１５５３B、CAN、工业以太网进行性能分析,
说明以太网可在半物理仿真中用于数据采集.

１　数据量分析

卫星星上设备包含星敏感器、太阳敏感器、地球敏感器、磁强计、陀螺、射频敏感器、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 (GNSS)等传感器[２],喷气执行机构、飞轮、磁力矩器、重力杆等执行机构,太阳帆板及有效载

荷.卫星控制主要含姿态测量与确定、轨道测量与确定、姿态规划、变轨、载荷控制等功能[３].以上所述

部分在每个控制周期内会产生数千个过程数据,数据类型主要以浮点数为主.因在地面进行半物理仿真

测试,为追求数据更高精度而使用双浮

点数 (８B)下传测试数据,数据量将超过１万字节 (１０KB).下传１０KB所需带宽见表１.

表１　１０kB所需带宽

时间/ms １００ ５０ ２０ １０

所需带宽/bps ８M １６M ４０M ８０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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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现场总线

２１　１５５３B总线

１５５３B (MIL_STD_１５５３B)数据总线标准为１９７８年由美国公布的中央集权式的串行总线,最初为

飞机内部电子系统联网标准.由于其可靠性高、传输率较高、技术成熟、易于扩展等优点,被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领域[４].１５５３B采用半双工传输方式,速度为１Mbps (现已有４Mbps,航空航天领域少

见),字长２０bit,有效数据长度１６bit,信息量最大长度３２个字 (每个字长２０bits:３bits同步头、１６bits
信息段、１bit奇偶校验),最多不超过３１个终端.采用双极性曼彻斯特Ⅱ型码方式和有效性检测字格式,
从而保证编码本身带有自定时信息,具有固定的检错能力.

２２　CAN总线

CAN总线由博世公司提出的串行通信总线.CAN通信协议支持同步和时间驱动的消息传输.通过同

步传输使得网络范围内的协同数据采集和动作输出成为可能.通信速率为１２５kbps~１Mbps[５],波特率与

总线长度预估见表２.CAN协议含４种帧类型:数据帧,远程帧,错误帧,超载帧.错误帧用于通知错

误,超载帧用于表明节点未做好接收下一帧数据准备或数据堵塞.

表２　波特率与总线长度预估

波特率/bps １M ８００k ５００k ２５０k

总线长度/m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２５０

３　实时以太网

网络的时间同步精度分为８个等级,时间同步精度要求见表３.实时性指通信链路上数据包和控制数

据能在制定时间延迟级别内被响应.确定性指在规定延迟级别的最大延迟保证上,确保消息的准确到达

和载荷数据所需的带宽.确定性通信的实质是根据当前应用需要的每一次运行均具备可预测性和一贯性.
实时以太网 (Real timeEthernet,RTE)方案建立在IEEE８０２３标准基础上,通过对其扩展提高

实时性,并实现与标准以太网无缝连接.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名为 «基于ISO/IEC８０２３的实时应用系统

中工业通信网络行规»的国际标准,该标准含１１种实时以太网,分别为:EtherCAT、EPA、Ethernet
PowerLink、PROFINET IRT、Ethernet/IP、Modbus RTPS、SERCOSIII、P NET/IP、P
NETwork/IP,VNET/IP、TCnet,其中前七种为常用以太网[６].

表３　时间同步精度要求

等级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时间同步

精度要求
无要求 ＜１s ＜１００ms ＜１０ms ＜１ms ＜１００μs ＜１０μs ＜１μs

３１　EtherCAT

EtherCAT[７]为开放实时以太网协议,传输速率１００Mbps,全双工通信,数据帧传输同时进行数据交

互,无需解包,计数器自动更新.EtherCAT采用标准以太网帧格式传输数据,仅替换以太网中IP,对

TCP/IP协议完全透明.使用以太网报文结构,使集总帧报文贯穿所有站点,传输过程中仅有ns级延时,
该协议为硬件实现 (从站硬件集成,主站直接内存存取).EtherCAT从站必须依托于 ASCI硬件,实时

性可达２５０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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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EPA

EPA (EthernetforPlantAutomation)是有中国国家标准委员会、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联合推出

的实时以太网协议[８][９].该协议基于 UDP/IP协议,在大型工业现场与制造业广泛应用.采用IEEE１５８８
精确时间协议进行同步.一方面通过EPA网桥对个网段间通信进行流量控制;另一方面在每个网段内进

行分时发送报文的确定性通信调度.目前已开发出基于 ARM 的协议芯片,时间同步精度达到５μs.EPA
具有确定性通信、互操作性、开放性、分层安全策略、冗余五个特性.提供实时性不同提供三个应用环

境,分别为非实时应用、实时应用、强实时应用.

３３　Ethernet Powerlink

Ethernet Powerlink[１０](简称Powerlink)建立于快速以太网基础上,支持星型、树型拓扑结构.受

实时性要求,Powerlink允许使用集线器但不允许使用交换机.在 CSMA 基础上引入时间槽管理机制

SCNM (SlotCommunicationNetworkManagement)来避免总线传输数据导致的碰撞问题.实时数据采

用Ethertype协议,普通数据采用IP协议.目前POWERLINK 支持１００M/１０００M 以太网,响应周期最

小可达到２００μs,抖动精度小于１μs.

３４　Profinet IRT

Profinet IRT[１１] (简称Profinet)硬实时使用时间槽机制,保留一定带宽用于实时数据传输,站点

间通过交换机连接.普通数据采用 TCP/IP或 UDP/IP标准通信.Profinet为实时通信规定了优化的通信

通道,响应时间可达到１~１０ms.使用IRT可实现循环时间小于１ms,抖动精度小于１μs.

３５　Ethernet/IP

Ethernet/IP[１２]由标准以太网的物理层、链路层、TCP/IP协议、应用层控制与信息协议 (Control
andInformationProtocol,CIP)三部分组成.CIP为 Ethernet/IP核心组成部分,采用 TCP传送消息,
采用 UDP传送I/O数据.采用基于时间同步的分布式控制方法.通过采用时间标记数据包的方法,缓解

周期性数据传输 (小于１μs时)延时扰动给网络带来的压力.该协议通常只能实现１０ms软实时性,不

适用于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３６　SercosIII

SercosIII[１３]使用等时同步 (实时信道)与异步 (IP信道)数据传输的时间空挡机制.实时通道用于

传输控制命令、反馈数据等;非实时通道用来传输非实时数据.站点间采用线型或环型拓扑结构进行连

接,不采用集线器或交换机.该协议是一种数字伺服系统的告诉、高精度现场总线接口和数据交换协议,
常用于运动控制领域.

３７　AFDX

航空电子全双工交换式以太网 (AvionicsFullDuplexSwitchedEthernet,AFDX)[１４]为航空航天领域

专用实时以太网,该协议不在上述１１种以太网中.该协议采用电信标准的异步传输模式 (ATM)克服了

IEEE８０２３中规定的以太网的缺陷.基于IEEE８０２３、UDP/IP通用原理,速率可达１００Mbps.利用商

用货架 (COTS)网络化技术实现飞机设备间数据的高速传输.ADFX引入虚拟链路概念,将物理链路的

带宽划分为多条虚拟的逻辑链路,通过虚拟链路的带宽分配策略实现通信延时的确定性.通过余度管理

策略实现高可靠性.根据通信具体需求进行带宽划分,从而确保能够满足通信最小延时的要求.目前,

AFDX在空客 A ３８０、A ３５０、A ４００M,波音７８７,商飞C９１９上均成功应用.２００９年,中航工业计

算技术研究所微电子实验室成功研制 AFDX 网络端系统芯片,实测流量达１００Mbps,功耗小于１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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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２月,中航工业计算技术研究所向波音公司提供了民用 AFDX交换机,标志着中国 AFDX已具有

自主研发能力.

３８　TTEthernet

TTEthernet (Time TriggeredEthernet,简称TTE)是全球最新的基于以太网的总线技术,具有最

高等级的安全性、可靠性、确定性的以太网协议,主干网速度可达到１Gbps.兼容时间触发与以太网技术

优势,在同一网络平台兼容普通网络数据、AFDX 数据流、TTE 网络数据流,具有良好的容错机制.

TTE是一种硬实时网络,该协议在IEEE８０２３基础上开发,支持同步、高可靠性的嵌入式计算机,能容

忍多故障.TTE的Switch能够与 AFDX和Ethernet实现互操作.TTE完全兼容 AFDX与普通以太网,
可同时运行普通以太网 (Base Effort)、AFDX (Rate Constraint)、TTE (Time Triggered)３中报文

通信.该协议主要在传统以太网的IP层增加RC (Rate Constrained)和TT (Time Triggered)两类服

务,并在应用层发展了BE、RC、TT３中消息通信机制.通过 TDMA 方式充分利用传输信道,提高通信

效率与可靠性[１５].可人为分割多媒体数据流、关键控制数据、标准局域网消息,使以上三种类型数据在

同一网络中传输,且不会发生信息堵塞与相互影响.TTE能通过交换机将同步与异步通信设备连接起来,
可进行升级,在同一网络中支持缺陷容忍、时间关键和复杂的关键功能.NASA 已将该技术引入猎户座

载人探索飞行器 (OrionCrewExplorationVehicle),用于飞船的通信主干网.

３９　实时以太网性能对比

上述实时以太网实时性与确定性对比见表４[１６].

４　结　论

卫星星上通信网络数据传输应支持时间同步,同时具有实时性、确定性、可靠性.EtherCAT、

EPA、Profinet、Ethernet/IP、SercosⅢ主要用于工业实时控制,对于卫星控制网络并不适用.Powerlink
具有良好的实时性,而 AFDX与 TTEthernet本就为航空航天领域而开发的实时以太网总线,因此以上三

种可用于在半物理仿真中进行数据采集应用.并为将实时以太网技术应用于卫星控制提供基础.

表４　实时以太网实时性与确定性方法对比

特性 EthterCAT EPA Powerlink Profinet Ethernet/IP SercosIII AFDX TTethernet

　 实 时 与

普 通 数 据

处理方法

　 普 通 数 据

在 实 时 数 据

的 传 输 间 隙

进行传输

　 实 时 与 普

通 数 据 分 时

传输

　 实 时 与 普

通 数 据 分 时

传输

　 普 通、实

时、同步实时

数 据 分 时

传输

　CIP 协 议;

TCP 传 输 消

息数据,UDP
传输IO数据

　 实 时 与 普

通 数 据 分 时

传输

　 实 时 与 普

通 数 据 分 时

传输

　实时与

普通数据

分时传输

　 保 证 实

时性、确定

性方法

　等时传输、
集总帧、内部

优先级

　分时传输、
链路层调度、
微网段

　 链 路 层 调

度、SCNM 时

间 槽 管 理

机制

　 时 间 槽 管

理、报文优先

　 报 文 优 先

级,附加Sync

　集总帧、实
时 信 息 按 主

站 与 从 站 分

时传输

　虚拟链路、
链路层调度、
流 速 流 量

控制

　时间触

发、

TDMA
时间槽

　
同步方法

　IEEE１５８８ 　IEEE１５８８ 　IEEE１５８８ 　IEEE１５８８ 　IEEE１５８８
　主节点、循
环周期

　　———
　 类

IEEE
１５８８

　
连接方式

　交换机 　交换机 　集线器 　交换机
　网关、交换

机、集线器

　环形拓扑

(无集线

器与交换机)
　交换机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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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AnalysisofEthernetinSatelites
Semi physicalSimulation

WUQi,HEFu peng
CASICSpaceEngineeringDevelopmetCoLtd

　　Abstract　Inrecentyears,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computertechnology,bigdata
technologyhasbecomearesearchfocusAlongwiththeobviousincreaseofdatainvariousindustries,the
dependencefordataissignificantlyenhancedTelemetryisusedtoobtainonlinedatainaerospacefield,

whilelotsofdataislimitedduetobandwidthlimitationAsknown,semi physicalsimulationtechniqueis
usuallyusedtotestsatellitesinthedesignandtestingphase,inwhichthesatellitecontrolbus(１５５３B,

CAN,Rs４２２)canbeusedfordataacquisitionHowever,theupperlimitofthebaudrateisnormallyonly
１MbpsTherefore,itisverydifficulttoobtainthewholeprocessdataforsatelliteoperationwiththe
traditional methods,which leads to a lot of problems for fault arrangement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Consideringthatthereal timerequirementsofoperatingdatacollectionarefarlowerthanthose
requiredforcontrolinthesemi physicalsimulationphase,areal timeEthernetisproposedtocollect
satelliteoperatingdataTheanalysisofreal timeEthernetbusshowsthatitisfeasibleinthesemi

physicalsimulationphase
Keywords　Semi physicalsimulation;Dataacquistion;Real time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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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寄宿载荷搭载应用研究

王伟东　胡　伟　蒋巧文　戴桦宇

北京市遥感信息研究所

摘　要　在快速变化的太空安全环境中,推行分散战略可以使空间体系降低成本,更具弹性,美军

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通过系统梳理外军寄宿载荷搭载应用的发展现状,在

当前商业航天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分析军用寄宿载荷的应用需求,军用载荷寄宿搭载在商业卫星平台中

可有效补充和增强军方的天基能力,但还不能完全替代大部分军用卫星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为

航天装备的发展论证提供参考.

关键词　寄宿载荷;搭载;卫星;军用

０　引　言

随着卫星设计及应用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卫星的系统化、集成化、综合化越来越高,逐步成为战

时首要依靠的信息获取手段.随着近年来各国对争夺太空作战制高点的重视程度日渐提升,多个国家开

展了反卫星技术的研究和试验,并已初步具备太空战能力,这使得高成本的军用卫星面临着高毁伤

风险[１].

２０１３年,美军提出分散式空间系统体系概念[２],将天基任务、功能或传感器分散部署到多个系统之

上,实现空间能力的弹性,提高空间对抗下的系统生存能力.其中,“寄宿载荷解决方案”(HoPS)更是

非常颠覆性的分散式空间系统体系[３５],这一概念是利用宿主卫星平台提供的空间、重量、供电等资源,

将美国军方的一些太空任务载荷,如光学传感器、通信模块等搭载在别国民用卫星上,从而获得降低成

本、缩短交付周期等方面的好处.２０１９年美军发布了 «国家安全发射架构信息征询书»,再次强调了寄宿

载荷对美军太空弹性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在未来战争将拓展至太空的背景下,开展寄宿载荷研究是提升

我军抗毁伤能力、增强我国太空战实力的有效途径.

１　国外发展现状

美国海军早在１９７６年就在商业卫星上搭载过军用通信载荷,近十年来,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

开展了大量寄宿载荷研究,并在政策、资金等层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目前已有多个在商业卫星上搭载

军用载荷的成功先例,同时已有十多家欧美卫星制造商和运营商加入了 “寄宿载荷联盟” (HPA),成为

美军天基资产的庇护所.

１１　美国 “商业搭载红外有效载荷”计划

２０１１年９月由阿里亚娜 ５火箭发射的SES ２通信卫星上,搭载了美国空军的 “商业搭载红外有效

载荷”(CHIRP).该有效载荷主要用于导弹预警,以试验美国空军宽视场红外凝视传感器执行太空大范

围监视的能力.通过２年的在轨试验,获得了大量目标和传感器性能的数据,为今后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

据,而据报道搭载费用只有２５００万美元.CHIRP任务共在轨２７个月,在任务期间收集的数据量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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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TB,对７０次导弹和火箭发射事件以及１５０次其他事件进行了分析.

１２　美国 “天基杀伤评估”系统

美国防部投资和部署的 “天基杀伤评估”系统,旨在确认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是否成功拦截并摧毁了

弹头,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重要组成[６].“天基杀伤评估”(SKA)系统从２０１７年开始搭载在第二代 “铱
星”上陆续发射,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１月已完成２２个有效载荷的部署.整个 “天基杀伤评估”系统仅花费４
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在轨运行,整个系统研发经费也仅为１２亿美元.

图１　 “天基杀伤评估”载荷效果图

“天基杀伤评估”系统单个传感器载荷重约１０kg,由１个高速光谱传感器、１个高速偏振成像传感器

和１个高速偏振非成像传感器组成.光谱传感器用于对拦截中的辐射、热和光谱等信息进行成像,偏振传

感器用于确定拦截时产生物质 (碎片、颗粒、等离子体、气体等)的粒度分布,确定弹头的类型.

图２　第二代 “铱星”系统寄宿载荷示意图

第二代 “铱星”系统为寄宿载荷专门分配了空间,可寄宿重５０kg,体积３０cm×４０cm×７０cm、平

均功率５０W、峰值功率２００W 内的载荷,每颗卫星可被寄宿多个载荷.
美国导弹防御局通过寄宿商业卫星的方式,提高了项目采办效率,降低了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其

正在进行架构设计的 “空间传感器层”项目,旨在对高超声速武器进行 “从生到死”的跟踪,也将采用

寄宿商业卫星的方式进行部署,预计２０年代中后期实现在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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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下一代 “天基红外系统”示意图

１３　美国下一代 “天基红外系统”

美空军负责空间项目的主管罗杰蒂格中将称,寄宿有效载荷可能将成为下一代SBIRS架构的组成

部分[７].分散式部署是弹性系统的一个重要属性,对于如何使未来架构和能力超越当前系统,由寄宿有效

载荷提供超越当前系统的能力,不仅是 “太空企业级构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弹性的一个重要

方面.

１４　美国DARPA “黑杰克”项目

DARPA于２０１８年启动了 “黑杰克”项目,计划与蓝色峡谷公司合作在２０２２年前向低地球轨道发射

２０颗卫星,构建起一个配备军用有效载荷的低成本反高超预警星座网[８].“黑杰克”项目旨在演示验证一

种全球性的高速主干网络,能够搭载高度联网、有弹性和持久性的军方有效载荷,提供不受限制的传感

和通信能力,将为在低轨运行的通信、导弹防御、PNT (定位、导航、授时)和ISR (情报、监视与侦

察)等数十种类型的军用卫星有效载荷创造条件,甚至可能向拦截导弹武器发送信息,这将大幅减少应

对导弹攻击所需的时间.“黑杰克”项目是具有尺寸小、重量轻、功耗及成本低的特点,其生产周期只有

１~２年,该项目采用的X SAT商用平台包括先进的电推进、电力系统、射频通信以及能够承接不同军

用有效载荷的载荷接口.

１５　通信载荷寄宿搭载应用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５日Intelsat ２２卫星的发射成为全球首颗商业卫星搭载业务型军事通信载荷的案例,

该星携带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队专用特高频 (UHF)有效载荷,该寄宿载荷占该卫星总有效载荷容量的

２０％.国际通信卫星公司一直负责该寄宿载荷的运行至２０２７年,这一寄宿载荷服务于澳大利亚国防部队

在中东区域的行动 (包括特种部队行动区域),提供关键的信号覆盖.澳大利亚当局表示,UHF载荷项

目利用寄宿有效载荷的方案节省了约４０％的成本.美国近年来在国际通信卫星 １４和欧洲卫星公司 ２等

商业卫星上也搭载了军用通信载荷[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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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黑杰克”项目体系构想图

１６　美国ESPA空间测试平台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在过去几年中开展了一项名为EAGLE的太空飞行项目,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４日发

射升空[１０].EAGLE上部署了一个可分离部署的卫星,以及超临界成像空间实验载荷、逆合成孔径激光雷

达载荷、紧凑型环境异常传感器、可复原卫星平台研制实验载荷共四个寄宿载荷,目标是增强进入空间

能力、提高卫星弹性并增强太空态势感知 (SSA)能力.

ESPA平台是EAGLE项目设计核心,能够为载荷持续提供的能源、遥测及指令控制,寄宿载荷位于

ESPA平台外围,这样的设计使得寄宿载荷结构简单,并且共享平台的系统能力,其结构模型如图所示.

ESPA平台上允许安装最多６个寄生或１２个可分离的有效载荷,总有效载荷质量达到１０８６kg的.该平

台为寄宿载荷技术的开发和运营提供了模块化、经济高效且功能强大的平台.

图５　ESPA寄宿载荷平台

２０２０年２月,NTS ３项目已通关初步设计审查,旨在增强在传统 GPS受到限制的环境下提供PNT
的关键能力,将有效载荷卫星运行概念列入新卫星软硬件设计中.

２　美国法律法规支持情况

鉴于商业搭载有效载荷的诸多局限性,“搭载有效载荷”所有者向运营商所支付的搭载费用没有明确

标准,差异也可能很大,美国建立多份指导文件,以助于规范 “搭载有效载荷”的发展.

２０１０年,美国 «国家航天政策»指出 “要联合采办可靠、进度符合美国政府要求,且高效费比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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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射服务和 ‘搭载有效载荷’”,明确提出鼓励政府发展 “搭载有效载荷”,为美国军方、产业界开展

“搭载有效载荷”工作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法律政策依据,起到战略指导作用.

２０１１年,美空军设立 “寄宿有效载荷办公室”,为政府有效载荷与商业卫星的衔接提供专业知识和相

关工具.

２０１１年 «国家安全空间战略»指出,美国将通过增强高成本效益的防卫和加强体系弹性来消除敌对

方的进攻效果.一旦其空间系统遭到攻击,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商业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采用

“搭载有效载荷”、快速响应和其他途径,确保其用天能力不中断.２０１２年国防部 «空间政策»进一步明

确这一思路.
在美国众议院的２０１９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要求五角大楼对寄宿有效载荷的相关投资进行监督,并

在一项修正案中要求国防部长、空军部长和其他领导人指定一个办公室来协调与商业寄宿有效载荷相关

的事务[１１].

为了使商业 “搭载有效载荷”更具有可操作性,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委托富创公司 (Futron)

作了一个 «“搭载有效载荷”指南»的报告,从 “搭载有效载荷”项目的合同签署、研制与集成、发射与

在轨测试、运行和寿命末期等各个阶段作了详细的规定.该报告成为商业 “搭载有效载荷”的第一个指

导性手册.美国将大力推动军、民、商和国际航天能力的合作互补,确保在对抗环境下满足美国武装力

量对空间能力效果的需求.

３　寄宿载荷的应用需求分析

寄宿载荷可搭载在商业卫星上工作,甚至可搭载在盟国卫星上,这种分散式的部署将使得军用卫星

的构成更加多样化,从系统设计上增强军用资产的弹性、大幅提升其抗毁伤能力,保证己方卫星在战时

高效工作.在未来战争将拓展至太空的背景下,开展寄宿载荷研究是保护太空资产、增强太空战实力的

有效途径[１２].开展军用载荷寄宿搭载项目的优势主要在于:

一是增加体系应用能力.寄宿载荷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实现途径,可以部分补充通信、导航、遥

感等应用的体系能力.

二是增加天基能力弹性.将天基能力分散到多颗卫星上,将增加敌手选择攻击天基目标的难度,并

将提升天基能力的体系抗摧毁性.比如美军在其支持的下一代天基导弹预警系统建设方案中,将目前集

中于大型卫星系统的战略与战区导弹预警能力分散到更多的平台中,目的是使关键的天基预警能力不易

受到攻击.
三是节省卫星采办费用.开展军用载荷寄宿搭载项目,可通过与商业公司共享卫星制造、卫星发射

和地面控制等成本来节省卫星采办费用[１３].

四是加速天基能力交付.由于从概念设计到发射入轨的研制周期,商业卫星相对军用卫星更短,因

此军用载荷寄宿搭载可加速天基能力的在轨交付.
五是强化工业基础稳定性.开展军用载荷寄宿搭载项目和政府载荷寄宿搭载项目,有助于商业公司

卫星业务的持续稳定和相关技术的发展,并可引入竞争保持工业活力.
当前,军用载荷寄宿搭载项目发展具有多种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劣势,比如宿主卫星的搭载条件有

限,对于可用的宿主卫星其尺寸、质量、功率等,无法满足可搭载军用载荷的需求;商业卫星的采购、

建造和发射进度严格,与政府任务相比缺少灵活性;此外,寄宿在民商卫星上的军用载荷,对保密安全

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４　结　论

太空环境越来越呈现出 “拥挤、竞争、对抗”的发展态势,在未来的空间安全形势下,大规模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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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抢夺的是用天能力,而专用高集成度卫星可能首当其冲遭受攻击.因此,开展提高军用航天器弹性

的研究,除了提高卫星自身的防护能力外,鼓励 “搭载有效载荷”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利用商业运营

商庞大的在轨卫星资源,在不同轨道、多种平台上部署 “搭载有效载荷”,可起到寓军于民的效果.另外

也要认识到,军用载荷可以作为寄宿载荷搭载在其他卫星平台中,作为天基能力的补充和增强,但是因

为搭载条件和平台使用等的限制,还难以完全替代军用卫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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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romotingadecentralizedstrategyintherapidlychangingspacesecurityenvironment,can
makethespacesystem morecost effectiveand moreflexibleTheexperienceandlessonsoft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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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轨卫星测控随遇接入技术研究

田同旺　刘　莉　吴中祥　邝栗山　许　鹏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目前商业航天的星座设计,星群的多星测控如果还是按照传统的点对点测控,在人力、
物力上的费用将非常庞大,特别是星间距离较近时,地面站的测控天线实现对多星遥测信号的同时接收

与分辨将非常困难.针对多星或者星群测控等航天测控系统自身不断增大的发展趋势,本文提出了新型

的 “测控随遇接入”运行模式,由原先测控 “计划调度”运行模式改变为自行动态接入 “运行模式”.很

大程度提高了测控系统的运行效率,实现了灵活高效的测控管理控制.
关键词　 测控随遇接入;自行动态接入;测控管理控制

０　引　言

对于低轨卫星相对于地表的移动速度超过５７００m/s,一颗卫星的可视时间约１０min,而用户在一个

波束的驻留时间可能只有１min,发生波束切换和星间切换的频度较高,其移动性管理与控制更为复杂.
需要解决高码速率扩频信号捕获同步、抗干扰、高精度测距测速和精密跟踪等问题.因此,需要针对低

轨卫星组网星座测控研究一种全新的星群测控方式.如图１.

图１　低轨星座示意图[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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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低轨大型互联网星座和卫星小型化、智能化发展热潮,当前基于集中预分配的航天测运控站

网资源管控模式很难适应未来大型星座的 “随遇接入、按需服务”的测运控需求[１０].面对这种预期,本

文提出一种新型的 “随遇测控体制”.
随遇测控此概念不同于现阶段为各用户提供测运控资源支持服务的方面体现在:一是面向用户卫星

在轨直接按需发起的测运控需求,而不是由用户卫星的管控中心预先计划或应急发起的测运控需求;二

是航天测运控站网支持用户卫星灵活接入,而不仅仅是基于地面预先分配的接入方式;三是航天测运控

站网将由接入网和测运控核心网构成,其中接入网提供用户卫星的 “随遇接入”,测运控核心网提供用户

卫星的 “按需服务.如图２.

图２　低轨卫星覆盖示意图[３９]

１　低轨卫星随遇接入方法

１１　如何按需随遇接入

测控地面站在随遇测控模式下支持不同节点广播信号帧、指令帧的组帧及发送,产生卫星所需的上

行射频测控信号;对卫星下行射频信号进行接收,对遥测帧 (周期遥测帧)处理;具备上、下行随遇接

入信息的鉴权认证和动态管理功能.
(１)广播监听模式

在该模式下,不同地面站基节点产生的连续上行广播信号[５];接收地面节点发出的连续上行广播信

号,进行监听识别,获取节点工作状态、ID信息等;进行鉴权识别认证,确定是否为真实合法节点.
(２)入网应答监听模式

地面站基节点根据卫星接入遥测帧及中心调度信息发出的上行指令帧;识别上行广播信号后,根据

规则,将卫星ID、地面测控站ID、时间、位置、鉴权结果、健康状态、是否需要测控随遇业务接入申请

等信息组帧为接入汇报帧,从下行信道以 ALOHA突发方式发给地面测控站.
(３)入网应答解析

接收地面测控站节点根据卫星接入遥测帧及中心调度信息发出的上行广播信号帧,进行解析帧内容.
(４)在线等待

根据广播帧要求转入周期轮询汇报模式或者通知卫星进入业务测控模式.
(５)业务申请

根据卫星状态,在需要进行业务测控时通过随遇接入信道向地面测控站节点发起业务申请请求并等

待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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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支持节点切换流程

具有对不同地基节点上行广播信号的接收能力,可根据优先级设定原则实现自主切换.由于测控系

统控制面与业务面是两个独立层面,因此接入节点的切换独立于业务状态.低轨卫星与不同随遇地面站

进行信息收发,同时低轨卫星完成节点切换流程.
(７)随遇离网流程

离网分为用户星端、地面测控站接入端,采用的判决准则不同,当用户星端脱离测控弧段时,自动

离网,地面测控站自动回收随遇入网资源,完成随遇离网流程.
如图３所示.

图３　随遇接入示意图

２　低轨卫星随遇接入关键问题

地面测控站通过上行广播信道常发广播信号帧时,由于为对天大角度方向信道,因此发射 EIRP较

小,仅为２０几dBW,较常规业务信道下降４０几dB,所以对于卫星随遇信号接收而言,需要具备超高灵

敏度接收能力.根据链路预算结果,接收机灵敏度需要低于－１３０dBm.
在PCM CDMA体质测控环境下,测控信号强度很弱,要求尽可能长时间对信号进行积分以提高捕

获信噪比,而多普勒动态又限制了积分时间,这是矛盾的.在有限的信噪比下,为了提高捕获概率,尽

量降低虚警概率,需要采取适当的策略.在高动态情况下,捕获频率误差较大,使用单独的锁相环很难

稳定快速锁定,无法可靠地跟踪载波,需要设计有效的载波跟踪环路.
因此解决信号长时间积分、多普勒动态补偿、载波频率精确估计、低信噪比可靠检测、大动态在跟

踪等关键技术,是实现低速CDMA测控信号接收的关键.

３　随遇接入链路预算[２４,６８]

无线电波是以球面波形式向前传播的[１],而且发射采用的定向天线,这时接收的通量密度为

WE ＝
PTGT

４πd２
(１)

式中,WE 为通量密度,PT 为发射端的功率;GT 为发射天线增益;d 为接收端至发射端的距离.
卫星测控通信中,常常用有效全向辐射功率 EIRP来代表卫星或地面测控站发射系统的功率发射能

力.在实际的发射装置中,发射机与天线之间有一段馈线.若这一段馈线的损耗为LF ,则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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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RP＝PTEGT/LF (２)
无线电波在航天器上行或下行线路中传输时,主要应考虑自由空间传输损耗,此外,还应考虑大气

损耗、天线跟踪误差和极化方向误差等所引起的损耗.自由空间传输损耗与距离的平方成正比,与波长

平方成反比.通常用对数分贝来计算,即

Lf ＝１０lg
４πd
λ

æ

è
ç

ö

ø
÷

２

(３)

式中,Lf 为自由空间损耗,d 为距离,λ为波长.
无线电波在经过大气的传输过程中,经过电离层时,要受到电离层中自由电子和离子的吸收;在经

过对流层时,要受到对流层中氧分子、水蒸气分子和云、雾、雨、雪等的吸收和散射.这样,电波在经

过大气的传输过程中就行形成损耗.这种损耗与电波的频率、波束的仰角和气候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
晴天的大气损耗如图４,坏天气的大气损耗如图５所示.

图４　晴天大气损耗

图５　坏天气的大气损耗

A—０２５mm/h (细雨);B—１mm/h (小雨);C—４mm/h (中雨);D—１６mm/h (大雨);E—１００mm/h (暴雨);

F—００３２g/m３ (视界约６００m);G—０３２g/m３ (视界约１２０m);H—２３g/m３ (视界约３０m)

以２/３GHz频段对通信链路中总的载噪比计算,低轨卫星测控通信,上行和下行线路计算如表１.该

计算没有考虑天线噪声、互调噪声、输入补偿、输出补补偿和其他干扰.这些干扰在实际工程中是需要

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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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低轨卫星测控链路载噪比

名称
２/３GHz频段

上行链路 下行链路

发射机功率/dBW ２０ －１０

发射系统损耗/dB －１ －１

发射天线增益/dBi ５ １

大气损耗/dB ０ ０

自由空间损耗/dB －１６９ －１７０

接收天线增益/dBi －５ ３９

接收系统损耗/dB －１ －１

接收信号功率/dBm －１３１ －１１７

噪声温度/K １０００ ２５０

接收带宽/kHz １ ４０９６

噪声功率/dBW －１９８６ －２０４６

接收载噪比/dB ６ ２１

４　结　论

对于日益增多的星座面临的测控系统自身规模不断增大的发展趋势,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的 “随遇接

入”运行模式.由原先测控 “计划调度”运行模式改变为 “自行动态接入”运行模式,以提高测控系统

的运行效率为目标,实现灵活高效的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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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measurement and control,the costin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will be very
largeEspeciallywhenthedistancebetweenthestarsisrelativelyclose,itwillbeverydifficultforthe
measurementandcontrolantennaofthegroundstationtorealizethesimultaneousreceptionandresolution
ofthemulti startelemetrysignalsInviewoftheincreasingdevelopmenttrendofmulti satelliteTT&C
andotherspaceTT&Csystems,thispaperproposesanew “TT&Con encounteraccess”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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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重力卫星的质心控制技术

黎　明　张立华　王凤彬　胡越欣　张　涛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为了降低微重力卫星的非保守力加速度水平,对由卫星惯性参考检验质量质心与卫星质心

的重合度误差引入的非保守力测量误差进行了分析,通过优化设计等手段提高了卫星非保守力加速度的

测量精度.首先,分析了质心偏差与诸多因素耦合产生的对卫星非保守力加速度测量误差的影响,然后,
通过任务设计、质心偏差控制、在轨质心检测等手段实现了对质心偏差引入的非保守力加速度测量误差

的控制.地面质心测试结果表明,卫星质心偏差控制优于８４μm,能够满足微重力卫星的非保守力加速度

测量精度对质心偏差的要求.
关键词　检验质量质心;卫星质心;非保守力加速度;质心偏差

０　引　言

随着小卫星技术的发展,各类高精度空间基础物理实验如引力波探测、等效原理检验、短线程效应

和坐标系拖曳效应的测量以及高精度卫星重力测量等都要求卫星平台的非保守力加速度水平小于１０－１０m/

s２甚至更低.一般卫星平台由于受到大气阻尼、太阳光压等外部非保守力扰动和内部结构振动、运动部件

等自身扰动的限制,其非保守力加速度约在１×１０－３~１×１０－５ m/s２水平,远达不到空间高精度实验的需

求指标[１３].

为了降低卫星平台的非保守力加速度水平,国际上发展出了一类能够提供超静超稳特性的卫星平台,
利用高精度的静电悬浮加速度计精确测量卫星受到的非保守力加速度水平.以欧洲发射的用于重力场测

量的GRACE卫星为例,卫星质心位置处配置一台高精度的静电悬浮加速度计,利用加速度计内部悬浮的

“检验质量”作为惯性基准,并使 “检验质量”的质心与卫星质心重合,通过静电位移传感及反馈控制技

术,测量卫星与检验质量之间的相对加速度来获取卫星受到的非保守力加速度信号.在此基础上,若卫

星配置微推进器,则可以采用无拖曳控制技术,实时抵消卫星受到的非保守力加速度,实现卫星的超静

超稳控制.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发射的 “天琴一号”技术试验卫星,即采用上述原理,实现了目前我国技

术指标最高的无拖曳控制在轨验证.

但是在卫星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检验质量的质心与卫星质心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不重合度,即存在

质心偏差.质心偏差与某些因素相耦合,会使加速度计的测量信号中,存在虚假的非保守力加速度信号,
进而影响科学数据的有效性.

本文主要结合天琴一号卫星的任务,对卫星质心与检验质量质心的偏差 (质心偏差)引入的非保守

力加速度误差进行分析,并在地面通过多种措施对质心偏差进行了控制,给出了地面质心控制和在轨质

心标定的结果,为后续开展类似具有超静超稳特性要求的空间科学任务提供参考.

１　质心偏差引入的非保守力测量误差分析

由静电悬浮加速度计 “检验质量”质心与卫星质心的偏差引入非保守力加速度测量误差包括静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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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两类,其中静态加速度主要是与卫星自转耦合产生的离心加速度;动态加速度包括,质心偏差与卫

星姿态稳定度误差耦合引入的加速度、质心位置变化与卫星自转耦合产生的科里奥力加速度、与卫星角

加速度耦合产生的线加速度.

a⇀n ＝ω⇀ ×(ω⇀ ×b⇀)＋２ω⇀ ×b⇀′＋ω⇀′×b⇀ ＋ηb
⇀

式中,ω⇀ 表示卫星的角速度矢量

b⇀ 表示加速度计与卫星质心偏离的位移矢量.

１１　与卫星自转耦合引入的离心加速度

对于地球轨道卫星,卫星在三轴稳定对地定向状态时,为保持卫星对地轴始终指向地心,卫星控制

系统控制卫星产生一个绕卫星质心的自转,自转的周期等于卫星公转周期,T自转 ＝T公转 .

T 公转＝２π(r３/μ)１/２;

r:轨道半长轴;

μ ＝地球引力场常数 (３９８６００５×１０１４m３/s２)
卫星自转的平均角速度为w自转 ＝２π/T公转 ＝(μ/r３)－１/２;
当质心偏差为Δb时,由自转引起的离心加速度

a离心 ＝w２Δb＝(μ/r３)－１/２×Δb
因此,轨道高度越高,质心偏差越小,离心加速度也越小.
轨道高度、质心偏差、离心加速度三者之间的变化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不同轨道高度和质心偏差对应的加速度

质心偏差对离心加速度的起到主要贡献,当质心偏差在１cm 左右时,离心加速度约在１０－８m/s２ 水

平,当质心偏差控制到０１mm 时,离心加速度约在１０－１０m/s２.
轨道高度对离心加速度的影响相对质心偏差而言较小,从２００~１０００km 范围,没有引起数量级的

变化.
以轨道高度为６２９km 的太阳同步轨道为例,轨道周期约为５８３５s,卫星自转的角速度平均值约为

１０７８mrad/s.假设质心偏差为０１mm,则离心加速度为１１６２×１０－１０m/s２.

欧洲引力波探测LISA要求检验质量的残余加速度小于３×１０－１５m/s２量级.三个航天器上各有两个检

验质量,不可能使检验质量与航天器的质心重合.两个检验质量相距１m,两个检验质量与航天器质心之

间距离均约０５m,质心偏差较大.其运行在日心轨道上,转动角速度约为１９９２×１０－７rad/s,则离心加

速度约为１９８４×１０－１５m/s２;

若卫星运行对惯性空间定向,无自旋角速度,则 w自转 ≈０,则质心偏差产生的离心加速度可以忽略

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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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与卫星姿态稳定度耦合引入的加速度

当卫星匀速自转时,与质心偏差耦合引入的离心加速度是一个方向匀速变化的常数.由于卫星角速

度测量和控制精度的限制,卫星不可能实现匀速自转,因此由于姿态稳定度误差引入一项额外的加速度a
姿态稳定＝２wΔbΔw .该项加速度可以理解为离心加速度的稳定性噪声.

以６２９km 轨道高度为例,卫星自转角速度１０７８mrad/s (即００６１°/s).若卫星姿态稳定度控制精

度为Δw ＞００３１°/s则,姿态稳定度误差引入的加速度将与卫星自转引入的离心加速度相等,当姿态稳

定度在００１°/s时,a姿态稳定 ＝３７６×１０－１１m/s２.
如果卫星自转引入的离心加速度a姿态稳定是一个常值分量,可以通过数据后处理进行一定程度的扣

除,那么姿态测量误差引入的加速度a姿态测量则是一个随机噪声,需要通过提高卫星的姿态稳定度进行

控制.

１３　科里奥利加速度

卫星在轨运行时,受到推进剂消耗、结构热变形、检验质量与卫星的相对运动等因素影响,卫星的

质心位置会发生变化,对应的与检验质量的质心会发生相对运动.对与在转动坐标系下发生的质点运动,
会存在一个科里奥力加速度.

假设卫星质心与检验质量质心之间的相对运动速度为 ΔVb ,则科里奥力加速度a科里奥利 ＝wΔVb .
在卫星自转角速度w ＝１０７８mrad/s时,若要求科里奥力加速度的数值小于１０－１０m/s２水平,则相对运

动速度ΔVb ≤９２８×１０－６m/s.

１４　卫星角加速度引入的线加速度

卫星在姿态控制过程中,由于控制部件的特性,不可避免地存在角加速度.在质心偏差为０１mm 的

条件下,若要求线加速度的数值小于１０－１０m/s２水平,则角加速度的必须满足a角加速度 ≤１０－６rad/s２.

１５　卫星角加速度引入的线加速度

卫星在轨道运行时,假设引力中心与质心重合,若卫星质心与检验质量质心存在偏差,则会受到地

球重力梯度效应的影响.

a离心 ＝２GMearthΔb/R３

G: 万有引力常数６６７２５９×１０－１１Nm２/ (kg２);
Mearth:地球质量５９６５×１０２４kg;

R:卫星质心到地球质心的距离 (地球平均半径６３７１km);
若检验质量和卫星二者质心距离为０１mm,由此引入的加速度为２３２×１０－１０m/s２.

１６　小　结

与质心偏差耦合引入的加速度中,与卫星自转耦合产生的离心加速度是一个主要的常值分量,该项

加速度与卫星的任务模式设计相关,质心偏差起到主要的贡献;姿态稳定度和姿控的角加速度引入的加

速度属于扰动加速度,主要与卫星的姿态控制能力相关,可通过提升卫星控制系统的能力进行抑制;科

里奥利加速度与重力梯度效应引入的加速度量级相对较小,在微重力水平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忽略.
综上所述,静电悬浮加速度计测量的非保守力信号中,质心偏差与各类因素耦合产生的 “虚假 “信

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减小卫星质心与检验质量质心的不重合度,对抑制虚假的非保守力加速度信号,
提高非保守力测量精度是至关重要的.

２　质心偏差相关加速度的控制

要减小和抑制质心偏差引入的虚假的非保守力加速度,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化任务设计和卫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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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耦合项来实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质心偏差来实现.
在控制耦合项方面,可以通过优化轨道设计,选择轨道周期长的轨道,来减小与质心偏差耦合产生

的离心加速度,或通过对惯性空间定向的方式,有效的消除离心加速度.
可以通过提高卫星的姿态测量与控制水平,提高卫星姿态稳定度和减小控制的角加速度来降低与质

心偏差耦合产生的加速度.
对于科里奥力加速度控制,需要通过高稳定的结构设计和优化构型布局,减小结构变形和燃料消耗

等引起的卫星质心变化,提高卫星质心的在轨稳定性来实现.

重力梯度效应引入的加速度量级相对较小,在对微重力控制水平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忽略.但是

该项加速度只能通过控制质心偏差来进行抑制.
综上所示,对质心偏差引入加速度的抑制,最重要的途径还是减小质心偏差.传统卫星对质心偏差

的控制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１)传统构型布局设计中对于设备安装位置和整星质心控制采取单独设计方式,两者间不进行设计耦

合,无法保证星上特定设备,如加速度计检验质量质心与整星质心间的高精度位置关系;

２)传统卫星结构设计中结构板一般采用铝蜂窝板、铝合金板等材料,这些材料在力、热环境下会发

生变形,其结构稳定性方面均无法满足质心控制稳定性要求;

３)传统质量特性测试方法中对于质心测试采用三点测力法,通过三台安装在特定圆周上１２０°均布的

三个压力传感器测量压力,计算质心数据,系统误差相对较大,无法满足实现０１mm 以内质心测量精度

要求;

４)传统卫星质量特性测试一般安排在整星力学试验前进行,测试状态与发射状态差异大,质测后到

发射前需要经历多次拆合板、热控实施等总装操作,因总装操作造成的发射状态质心参数与质量特性测

试状态质心参数误差较大,无法满足发射状态０１mm 质心控制要求.

因此,减小卫星的质心偏差,需要从卫星总体设计、流程、地面质心检测等方面进行优化.

２１　卫星质心偏差的控制

天琴一号卫星研制过程中,围绕静电悬浮加速度计检验质量质心与卫星质心重合度在０１mm 以内的

地面质心控制指标要求,从构型布局设计、结构稳定性设计、质心测试流程、质心测试方法及总装工艺

保障等多方面开展了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全面完成了地面质心控制工作,地面质心测试指标满足要求.

１)为了构建超静超稳平台,卫星不能使用活动部件柔性部件,传统卫星上所采用的动量轮、展开式

太阳翼及驱动机构等都不能使用,采用表贴式太阳电池阵,卫星姿态控制采用磁控为主.

２)优化设备布局,将静电悬浮加速度计局在卫星中心位置,并将检验质量的质心位置设为卫星质心

目标位置,通过调整卫星质量分布,将卫星的质心调整到目标位置.推进系统的气瓶配置两个,并沿质

心对称分布,减小在轨燃料消耗引起质心位置的变化.

３)高稳定结构设计,采用热膨胀系数小的殷钢材料.作为整星结构框架,通过３D打印的方式实现,
尽量减小力、热环境变化引起的结构变形.

４)流程优化:传统卫星质量特性测试一般安排在整星力学试验前进行,测试状态与发射状态差异

大.质量特性测后到发射前,需要经历多次拆、合板、热控实施等总装操作,因总装操作造成的发射状

态质心参数与质量特性测试状态质心参数误差较大.因此,优化卫星研制流程,在卫星所有总装操作完

成后再进行卫星的质心测试 与调整,质心调整完成后,不再安装新的部组件.

２２　地面质心测量与调整

地面质心控制的精度主要取决于质心检测的精度.为了提高质心测量精度,在卫星质心测试中采用

了新型高精度测试设备及对应的测试方法.
新型高精度球面气浮综合测试台力矩精度 ΔM :０００５kgm,对１００kg被测物体的测量精度可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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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关键设备对称布局

到５μm 量级.
为了减小质心偏差,在确保卫星质心测量准确的情况下,还需要通过直接测量的方式,获检验质量

质心与测试设备基准之间的高精度几何关系.通过这种直接测量,可以因减少工装与测试设备间定位误

差、工装与卫星机械坐标系间定位误差及加速度计与卫星机械坐标系间定位误差等一系列几何误差.
在卫星构型布局设计中专门设计了侧板结构预留孔,可以实现在整星合板状态下,通过激光跟踪仪

直接测量检验质量质心基准与质量特性测量设备测量基准间的几何关系.根据相应的设备检测精度研究

结果,该设备在２~３m 的检测范围内,可以达到５~１０μm 的位置检测精度.
通过高精度质心测试及配平,最终整星重量及质心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测试结果表明,质心偏差

控制结果小于８４μm.

３　卫星在轨的质心检测与调整

卫星入轨之后,由于失重环境以及结构变形等将导致在轨质心与地面测量结果发生偏移,为了获取

检测卫星的质心偏差,需要对卫星质心的位置进行在轨标定.

３１　卫星在轨质心检测原理

在轨质心标定的原理是采用加速度计作为检测传感器,利用给卫星施加一定频率的力矩,使卫星产

生相应的转动运动,通过对加速度计输出信号处理,分离出具有线性特征的非重力加速度分量,由此来

确定加速度计的检验质量质心和卫星质心的位置差.
在质心检测机动模式下,引力梯度和非重力因素引起的角加速度分量都可近似为是线性项,则加计

测量可简化为

Aout＝αt＋β＋A
~

d＋Anoise

其中,Anoise 为加速度计测量噪声,d 为待检测的质心偏差,α、β为常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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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线性方程,通过角加速度辨识结合滤波算法可以实现对质心偏差的估计.根据多组检测机

动数据可以提取得到多组质心偏差估值,根据均值和均方根对质心检测精度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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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在轨质心检测结果

卫星入轨后开展的４次在轨质心检测机动试验,地面处理后得到结果如下.

图３　第一次检测结果

表２　质心检测数据处理结果

次数 质心检测结果(μm)

１ [４２９８７２０　－３６６８１９０　－６５０８７２９]

２ [４６７５７２６　－４２８９８３４　－６５８２５８４]

３ [４０６２１０２　－３６８７２８２　－６４０５４５６]

４ [４１３５６３６　－３４５４０８２　－６６０７４２８]

图４　第二次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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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第三次检测结果

图６　第四次检测结果

四次质心检测结果的均值为 [４２９３０４６　－３７７４８５　－６５２６０５]μm,均方差为 [２３６９５４　
３１１１０４　７８５１９],三轴一致性偏差＜２４μm.与地面质心标定结果相比,卫星发射入轨后,质心变化

较大,最大变化量达到０６４mm.

４　结　论

质心偏差对有微重力测量要求的卫星具有重要的影响,质心偏差与卫星轨道、任务模式、姿态控制

水平等因素紧密耦合,会对非保守力加速度测量中引入许多虚假的测量信号,影响科学数据的有效性.
而减小质心偏差需要从总体方案、构型布局、研制流程、地面检测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卫星入轨后,与地面相比质心位置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对于非保守力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卫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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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高精度的质心调节机构对卫星质心进行在轨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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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 R卫星海面等效面积生成与优化技术研究

陈趁新　王晓宇　白照广　范东栋　杨　志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从理论和实验角度探讨了影响 GNSS R卫星 DDM 数据海面等效面积生成的三方面因

素,并给出相应的优化方法.围绕等效面积生成精度和计算时效性,分析了不同坐标系海面散射单元划

分策略、网格尺度对等效面积的生成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将ECEF坐标系转换到 ENU 坐标系能够得到

较高的计算时效性但会损失计算精度,而转换到参考模型坐标系计算效率相对较高,当散射单元网格尺

度设置为较小尺度 (１～１５km)范围时,能够获得较好的计算精度和时效性.实验结果为 DDM 数据海

面等效面积快速、精确生成、星上实时风速反演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　GNSS R;DDM;海面等效面积;优化技术

１　引　言

海面风场调节海洋和大气之间的热量、水汽和物质交换,维持着区域与全球气候,是气象预报的必

要参数,海面风场探测是沿海风能资源评估、海洋航行安全、以及极端台风天气预报的重要手段[１].由于

台风移动速度快、内部强降雨对电磁波的强吸收衰减作用,传统的星载海面风场探测手段难以及时、高

效获取台风内核,尤其是台风内部近海面的风场信息[２３].作为一种新型的遥感类型,基于导航卫星反射

信号 (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Reflectometry,GNSS R)获取海面风速的星载微波遥感技术,
可实现全天时、全天候、每秒多个海面风速信息的高效探测.近年来,国外相继发射了多颗 GNSS R卫

星并开展数据在海面风速反演上的应用,如英国于２００３年发射的 UK DMC卫星星座[４５]、２０１４年发射

的TDS １卫星[６８]和美国于２０１６年发射的CYGNSS星座[９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成功发射了搭载GNSS R接

收机的两颗 GNSS R小卫星,并组成星座开展海面风场探测[１２].

基于地球物理模型 (GMF)对星载 GNSS R接收机探测得到的时延 多普勒频移相关功率 (DDM)
数据开展海面风速反演,首先通过数据预处理将DDM 数据转化为包含海面风场特征的观测特征量,然后

将观测特征量输入 GMF实现海面风速信息反演[９].在数据预处理中通常包括以下两个步骤:１)通过对

DDM 图像每个像元开展功率校准和几何校正,得到散射截面系数 (BRCS);２)通过与DDM 图像每个像

元对应的海面等效面积 (也称有效面积)计算比值,得到归一化散射截面系数 (NBRCS或Sigma０).其

中,海面等效面积的快速、精确计算是开展高精度海面风速反演的关键,同时也是基于 GNSS R信号处

理的核心问题,其意义主要体现在:１)是实现地面数据快速处理、甚至星上实时风速反演的基础.海面

等效面积是数据预处理的必要步骤,其计算复杂度直接影响到风速反演的时效性;２)海面等效面积的计

算准确度是获取高质量 NBRCS反演参量、进而提高海面风速反演精度的前提.
时延 多普勒频移海面等效面积,定义为每个时延 多普勒频移域对应海面GNSS反射信号散射单元的

积分面积,通常通过以下方法计算:首先根据 GNSS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位置、速度矢量,通过将镜面反

射点周围海域划分成若干同等面积的散射单元网格,然后累加每个时延 多普勒频移域内对应的散射单元

数量得到物理等效面积,再对相邻的时延 多普勒频移域内的物理等效面积信号进行模糊函数处理.
本文首先给出DDM 图像数据等效面积生成的数学理论基础,重点分析影响等效面积生成的几方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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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通过比对分析给出优化的等效面积生成方法,解决传统的海面等效面积计算复杂度较大的问题,对

实现地面快速处理,乃至未来星上实时风速反演具有重要意义.

２　理论基础

利用 GNSS R技术开展海面风速反演研究及应用方面,Zavorotny和 Voronovich以双基雷达方程为

基础,采用 Kirchhoff近似几何光学方法建立了 GNSS海面散射信号时延 多普勒二维相关功率模型 (Z
V模型)[１３].其中,时延 多普勒频移等效面积计算公式为

Areaτ′,f′＝∬A τ－τ′( )S f－f′( )d２ρ

其中,Areaτ′,f′表示时延为τ′、多普勒频移为f′对应的等效面积,A τ－τ′( ) 表示伪码自相关函数,完成

对时延维度上物理散射面积的信号卷积,S f－f′( ) 表示多普勒频差滤波函数,完成对多普勒频移维度上

物理散射面积的信号卷积,τ和τ′分别为周围散射单元与当前散射单元信号的时间延迟,f 和f′分别为周

围散射单元与当前散射单元信号的多普勒频移,ρ表示每个时延 多普勒频移对应的海面物理散射面积.
根据上述公式,等效面积的计算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１)时延 多普勒频移物理散射面积计算.
通常将镜面反射点周围的海域划分成若干个散射单元网格,计算每个网格相对镜面反射点的时延和

多普勒频移,并映射到时延 多普勒频移域,得到物理散射面积.

２)使用S 函数对时延 多普勒频移物理散射面积矩阵的每个时延对应的多普勒频移像素开展卷积

处理

S f－f′( ) ＝sinc２ f－f′( )Tcoh( )

其中,f′ 表示当前像素对应的频移,f 表示卷积窗口中所有像素对应的频移,Tcoh 表示积分时间,sinc表示

多普勒频差滤波函数.

３)基于多普勒频移卷积结果,再使用Α 函数对时延 多普勒频移物理散射面积矩阵的每个多普勒频

移对应的时延像素开展卷积处理

Ατ－τ′( ) ＝Λ２ τ－τ′( )

其中,τ′表示当前像素对应的时间延迟,τ表示卷积窗口中所有像素对应的时间延迟,Λ表示伪码自相关

函数.
根据上述等效面积生成可知,物理等效面积的生成是关键步骤,后两步卷积函数操作均基于第一步

生成的物理等效面积.

３　等效面积生成与优化

根据等效面积的计算流程,海面散射单元的位置信息是时间延迟和多普勒频移计算的基础.因此,
海面散射单元的位置坐标计算方法的选择,决定了等效面积计算效率的关键.本文分三个方面讨论:
(１)坐标系与海面散射单元坐标计算方法对等效面积生成时效性的影响; (２)海面散射单元网格尺度对

等效面积计算精度与时效性的影响;(３)适用于 GNSS R卫星等效面积高效计算的模糊函数卷积核窗口

参数设置方法.

３１　坐标系与散射单元坐标

对于海面散射单元对应的海域范围的划分及散射单元位置坐标计算,主要受到选取的坐标系的影响.
本文对三种主流坐标系进行分析,包括卫星通常采用的地心地固坐标系 (ECEF)、站心坐标系 (ENU)
和自定义的参考模型坐标系 (Xm －Ym －Zm ).其中,参考模型坐标系与ENU类似,区别是参考模型坐

标系以地球中心点O 为坐标原点,在R O(SP) T 平面上,定义过O 点平行于SP 点沿海面切线方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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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轴,其中R 侧为＋X 向,T 侧为－X 向,过SP 点的法线方向为Z轴,Y轴为正交于X 和Y轴的向量.
三种坐标系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

图１　ECEF、ENU (左)和参考模型坐标系 (右)示意图

如图２所示,不同的坐标系选择对应SP 点周围不同的海域区域划分,而不同的海域区域又对应不同

的散射单元坐标位置.当发射机和接收机位置、速度确定后,在SP 点周围的等时间延迟和等多普勒频移

的平面位置便确定.因此,基于不同散射单元位置坐标计算得到的等效面积会存在差异.图２为三种坐标

系下分别对应的SP 点周围正方形海域.其中,ECEF坐标系下选取的散射区域长、宽分别于X 和Y 轴平

行,且在卫星运行中,方向不会随卫星位置而改变;而在ENU坐标系下散射区域长、宽分别于大地坐标

系的经纬度,随卫星运行位置变化而改变;在Xm －Ym －Zm 坐标系下,散射区域长、宽分别于Xm 和Ym

轴平行,随卫星运行位置变化而改变.

图２　坐标系与散射单元海域划分范围

不同坐标系对应的海面散射单元位置坐标计算方法如下:
(１)ECEF坐标系

在ECEF坐标系下根据镜面反射点的位置信息,可通过SP向量旋转得到周围X－Y 海平面内的散射

单元位置坐标.旋转矩阵如下

Rxθx( ) ＝

１　　０　　０
０　cosθx　－sinθx

０　sinθx　cosθx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Ryθy( ) ＝

cosθy　０　sinθy

０　　１　　０
－sinθy　０　cosθy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其中,θx 为X 方向旋转弧度,θy 为Y 方向旋转弧度.
(２)站心坐标系

站心坐标系 (又称东北天坐标系),是指以镜面反射点S 为坐标原点,三个坐标轴分别指向相互垂直

的东向、北向和天向.
假设在ECEF坐标系下,镜面反射点位置为S＝ x,y,z( ) ,发射机卫星位置为T＝ xt,yt,zt( ) ,

首先计算S点在大地坐标系下的经度lon 和纬度lat,然后将ECEF坐标系下的 GNSS R和 GNSS卫星

的位置、速度矢量转换成以S点为参考中心的站心坐标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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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ENU坐标系及坐标转换关系

如图３所示,以 GNSS卫星位置 T坐标转换为例,卫星 T在站心坐标系中的ENU坐标为

Δe
Δn
Δu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H ×ST

其中,ST为 T位置相对S点的观测矢量

ST＝T－S＝
xt－x
yt－y
zt－z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转换矩阵 H 表达式为

Η＝
－sinlon( ) ,coslon( ) ,０
－sinlat( )coslon( ) ,－sinlat( )sinlon( ) ,coslat( )

coslat( )coslon( ) ,coslat( )sinlon( ) ,sinl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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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根据上述转换方法完成坐标转换后,可在S 点周围划分海面散射单元区域.在ENU 坐标系下以SP
位置为中心,以m 为步长,在±E、±N 四个方向,各取 N长度范围的海域,划分成包含SP 点在内共

计(２N ＋１)×(２N ＋１)散射单元网格,每个网格的面积为m×m.

图４　ENU坐标系下海面散射单元坐标示意图

如图４所示,根据海面散射单元网格距离SP 点的距离为网格划分步长整数倍关系,可快速计算得到

所有散射单元网格的E和N 方向的位置坐标,U 方向统一设置为０.例如散射单元网格a１的坐标为 (２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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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m,０).
(３)参考模型坐标系

根据参考模型坐标系定义,可得到T、R 和SP 位置矢量转换结果,分别为

T＝ －１×norm T( ) ×sinβ( ) ,０,norm T( ) ×cosβ( )( )

R＝ norm R( ) ×sinθ( ) ,０,norm R( ) ×cosθ( )( )

S＝ ０,０,r( )

其中,norm ( ) 表示向量取模,即求卫星到地心的距离,地心夹角可通过向量之间的余弦内积关系得到.
在速度矢量转换上,由于不同坐标系下速度的大小不会发生变化,改变的仅仅是在不同坐标系中速

度分量的表达.首先将速度矢量转换为以SP为中心的站心坐标系表达,由于站心坐标系的Z 轴与参考模

型坐标系的Z轴方向相同,因此只需将站心坐标系下速度矢量的E、N 轴分量旋转到参考模型坐标系下

的Xm、Ym 轴分量即可完成速度矢量的坐标转换.
在参考模型坐标系下,S 点周围海面散射单元区域划分,可利用向量旋转完成S 点周围散射单元位置

坐标的计算,旋转矩阵为

Rxm θxm( ) ＝

１　　０　　０
０　cosθxm　－sinθxm

０　sinθxm　cosθ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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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m θym( ) ＝

cosθym　０　sinθym

０　　１　　０
－sinθym　０　cosθ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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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xm 为Xm 方向旋转弧度,θym 为Ym 方向旋转弧度.
针对上述三种不同坐标系对应的散射单元划分与坐标计算方法,选取SP点周围８１km×８１km 范围

海域开展散射单元网格划分与坐标计算实验,分别计算SP点周围的散射点坐标和对应的物理等效面积,
计算时效性如下:

表１　三种坐标系及散射单元坐标计算方法时效性

序号 坐标系 耗时a(秒) 特点

１ ECEF ０２７２ 计算速度慢、等效面积频移域对称性较好

２ ENU ００９８ 计算速度快,精度相对低

３ 参考模型坐标系 ０１１５ 计算精度和时效综合性较好

　　a计算所用时间耗时,采用多次计算取平均.

从表１可知,基于原始ECEF坐标系计算时效性最低,经过坐标系转换可以明显提高等效面积的计算

效率,尤其在ENU坐标系下,由于节省散射单元位置坐标计算时间,时效性上比其他坐标系均高.图５
为参考模型坐标系下经过SP向量旋转计算得到的散射单元位置坐标的Z分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各散射点

网格坐标的Z分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ENU 坐标位置 (尤其是 U 轴设为０)
相对不精确,会损失等效面积的计算精度.

３２　散射单元网格尺度

不同的散射单元网格尺度选择,对DDM 等效面积计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计算精度和计算时效性两方

面.根据DDM 图像等效面积计算公式,每个时延 多普勒频移区域对应的海面等效面积是对应海面面积

的积分,而该海面并非规则区域,因此面积的积分结果受到积分单元尺度划分的影响较大.
本文按照以下网格单元划分方法对海面进行划分:在５km 到０５km 之间,以０１km 为一个单元间

隔 (共４６个不同尺度)对SP点周围８１×８１km２范围海域进行网格划分,并对SP点对应的时延 多普勒

频移区域 (时延０~０２５chip,多普勒频移 ０５~０５kHz)的等效面积进行计算,并对４６组试验结果使

用样条曲线拟合,并分析其残差分布 (图６).
从图６可以看出,当散射单元尺度划分较粗 (＞１５００米)时,SP点时延 多普勒频移区域等效面积

变化较大,当尺度设置相对较为精细 (＜１５００米)时,得到的SP点等效面积较为稳定;根据残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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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参考模型坐标系下SP点周围散射单元Z 坐标

可知,当网格尺度小于１５００米时SP点等效面积积分残差接近于０.因此,海面散射单元网格尺度单元

尺度设置应不高于１５００米尺度为佳.此外,根据计算耗时与海面网格划分尺度的关系 (图７),当网格尺

度设置较小 (如＜１０００米)时,计算耗时会出现明显升高现象.

３３　模糊函数卷积核

当DDM 图像物理等效面积生成,后续影响海面等效面积计算的因素主要包括模糊函数的卷积窗口的

参数设置.包括两类卷积核:

１)使用S 函数对时延 多普勒频移物理散射面积矩阵的每个时延对应的多普勒频移像素开展卷积处

理,其核心函数为sinc多普勒频差滤波函数,表达式为

sinct( ) ＝
１,　　t＝０
sinπt( )

πt
,t≠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２)基于多普勒频移卷积结果使用Α 函数对时延 多普勒频移物理散射面积矩阵的每个多普勒频移对

应的时延像素开展卷积处理,其核心函数为伪码自相关函数,表达式为

Λτ－τ′( ) ＝
１－

τ－τ′
Tchip

,τ－τ′ ＜Tchip

０,τ－τ′ ≥Tchip

ì

î

í

ïï

ïï

其中,Tchip 表示一个码片的时长.

S 函数的作用体现在信号频率对周围频域空间的 “溢出”影响效应,因此设置卷积窗口的尺寸越大,
得到的卷积信号越接近客观现实,但同时会影响计算效率;根据伪码自相关函数定义,Α 函数影响范围限

定在一个码片内,因此卷积窗口的尺寸选择存在上限.

GNSS R卫星DDM 图像数据L１级产品的时延 多普勒频移范围定义为:多普勒频移维度范围为－
２５~２５kHz,采样间隔为５００Hz,时延维度范围为－１~３chip,采样间隔为０２５chip.因此,当分别

设置时延－多普勒频移维度窗口大小为７时,且采用固定的多普勒频移卷积核w _dopp 和时延卷积核

w _delay ,能够较好地平衡计算精度与复杂度,提高计算效益.卷积核向量设置如下

w_dopp＝ ００４５,０,０４０５,１,０４０５,０,００４５[ ]

w_delay＝ ００６２５,０２５,０５６２５,１,０５６２５,０２５,００６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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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网格尺度与等效面积精度 (上图)、残差 (下图)的关系

图７　计算耗时与海面网格尺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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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仿真实验

DDM 图像海面等效面积与发射机和接收机卫星的位置、速度直接相关.本文采用 GNSS R卫星在

某一时刻采集的DDM 图像对应的卫星位置和速度、GPS卫星的位置和速度,以及 GNSS R卫星 L１级

数据产品中提供的该时刻镜面反射点位置信息,根据前文对DDM 图像数据海面等效面积生成影响因素及

优化方法分析研究结果,开展仿真计算得到海面等效面积.

其中,在ECEF坐标系下,定义GNSS R卫星接收机、GPS卫星发射机位置和速度,以及SP点位置分别为:

Rxyz＝[－４０６９８９６７０３３８６０３３－３５８３２３６９６３７３５０８４４５２７６３９２７１７５８１６４];

Rvel＝[－４７３８０７４２３４２０６３－１７９６２５２５６８９９６４－５６５４９９５２０１３６５７];

Txyz＝[－１１１７８７９１９９１２９４－１３１６０１９１２０４９８８２０３４１５２８１２７５４];

Tvel＝[２５２３２５８０２３　－３６１５９２８３９１１６３７４８１０４];

SP＝[－３５６０１３９６５２２３２９９１　－３２２６７４２９６０２２０９４　４１８０４７６６５６５２４６１３].

图８　散射单元网格相对SP点距离延迟和码片延迟仿真结果

１)海面散射单元网格划分与散射点坐标计算.如图８所示,在参考模型坐标系下,以SP位置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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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１km 为步长,在±Xm 、±Ym 四个方向,各取４０km 范围的海域,划分成包含SP点在内共计

８１×８１个散射单元网格,每个网格的面积为１km２.通过SP向量旋转得到每个网格点在参考模型坐标系

下的位置坐标.

２)计算每个散射单元相对SP点的时间延迟.首先遍历散射单元位置坐标矩阵,计算信号从发射机

经每个散射单元反射到接收机的距离,得到绝对距离矩阵;然后遍历绝对距离矩阵,计算每个散射单元

相对SP点的相对距离,得到相对距离矩阵;最后遍历相对距离矩阵,计算每个散射单元的相对码片延

迟,得到相对码片延迟结果.

３)计算每个散射单元相对SP点的多普勒频移.首先遍历散射单元位置矩阵,计算信号从发射机经

每个散射单元反射到接收机的多普勒频移,得到绝对多普勒频移矩阵;然后遍历绝对多普勒频移矩阵,
计算每个散射单元相对SP点的多普勒频移,得到相对多普勒频移矩阵.

图９　海面散射单元网格相对SP点的多普勒频移仿真结果

４)根据相对码片延迟和相对多普勒频移矩阵,计算得到时延 多普勒频移物理等效面积矩阵.在时延

和多普勒频移两个维度上对物理等效面积进行卷积处理,得到等效面积矩阵.根据 GNSS R卫星多普勒

频域和码片延迟域采样范围与采样间隔,将散射单元网格面积映射到时延 多普勒频移域,并使用固定的

卷积核完成对数据的卷积处理,得到DDM 图像海面等效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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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物理等效面积和卷积处理后的等效面积仿真结果

５　结　论

本文对影响DDM 图像海面等效面积生成时效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重点对三种坐标系对应的海面散

射单元位置坐标计算时效性 (对应坐标位置分布)、散射单元网格尺度 (对应坐标采样间隔)划分进行了

深入分析.
结论如下:

１)基于三种坐标系进行SP点周围海面网格划分与散射单元坐标计算,在计算精度和时效性方面各

有优劣,可根据不同应用目标采用不同的坐标系统;

２)海面散射单元网格尺度对DDM 等效面积的计算效率影响较大,试验结果表明当选取１~１５km
尺度范围时,能够获得较好的计算精度和时效性;

３)根据 GNSS R卫星多普勒频域和码片延迟域采样范围与采样间隔,选用固定的卷积核完成对数

据的卷积处理,能够高效得到DDM 等效面积;

４)根据 GNSS R卫星信号采样特征,论文使用了统一的海平面范围 (即８１×８１km２)进行散射单

元坐标计算,该海域范围基本上能够包括各种信号接收情况计算所需.为了进一步提高等效面积计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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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后续可根据接收机和发射机卫星位置、信号接收角度等不同条件动态调整海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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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GenerationandOptimizationTechnology
ofSeaSurfaceEffectiveAreaofGNSS RSatellite

CHENChen xin,WANGXiao yu,BAIZhao guang,FANDong dong,YANGZhi
DFHSatelliteCo,Ltd

　　Abstract　Thispaperdiscussesthethreefactorsthataffectthegenerationofequivalentseaareaof
GNSS R satellite DDM datafrom thetheoreticaland experimentalperspectives,and givesthe
correspondingoptimizationmethodsFocusingonthegenerationaccuracyandcalculationefficiencyofthe
effectivearea,theinfluenceofthedivisionstrategyofseasurfacescatteringunitsindifferentcoordinate
systemsandthegridscaleonthegenerationoftheequivalentareawereanalyzedTheexperimentalresults
showedthattheconversionoftheECEFcoordinatesystemtotheENUcoordinatesystemcanobtain
highercalculationefficiencybutwilllosethecalculationaccuracy,whiletheconversiontothe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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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coordinatesystemhasarelativelyhighcalculationefficiencyWhenthescatteringunitgridscalewas
settoasmallvalueintherangeofscale(１~１５km),bettercalculationaccuracyandefficiencycanbe
obtainedTheexperimentalresultsprovidetechnicalsupportfortherapidandaccurategenerationofthe
effectiveareaoftheseasurfaceoftheDDMdata,andthereal timewindspeedinversiononthesatellite

Keywords　GNSS R;DDM;effectiveareaofseasurface;optimiz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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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航天企业与商业合作中的专利保护分析

圣冬冬　王茜茜　施颖杰　孙　瑜　余　岢

上海航天信息研究所

摘　要　商业航天活动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出于国家安全、经济效益等因素考虑,

各国都在积极地发展商业航天.近年随着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蓝色起源公司 (BlueOrigin)等

私营航天企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商业航天发射成本大幅降低,这对已经形成的国际商业航天格局造成了

巨大冲击.因此,在国际商业航天的激烈竞争中,中国航天企业如何在商业航天合作中利用有效的专利

手段提升国际竞争力,是值得提前思考和谋划的问题.通过分析国内外航天企业在商业航天合作中采用

的专利保护策略和典型案例,以期为中国航天企业在开展商业航天合作时提供有益参考,进而提升中国

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关键词　商业航天;合作;专利保护;市场

０　引　言

航天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之一,是体现综合国力的主要

战略性产业.它是国防事业的柱石,具有维系国家安全、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双重责任.目前,我国航

天工业已经基本形成专业门类比较齐全,研发、试制、生产相配套的工业体系.尽管如此,我国航天工

业自主创新能力仍然有待提高,航天技术与产品研发多为仿制、跟踪类型.如何快速提高我国航天工业

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建设世界一流航天企业的战略目标,成为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１].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工专业化和科技进步快速发展,开展商业航天合作成为航天企业获取外部

知识,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专利是商业航天合作创新的聚焦点和重要目标,是进

行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商业航天合作整个过程都渗透着专利的众多因素,包括专利风险考虑、度量,

专利保护手段和措施等[２].

本文针对商业航天合作中的专利特性,结合商业航天企业专利保护的典型案例,进而提出有价值的

对策建议.

１　商业航天合作的类型及专利保护的特点

航天产品 (例如导航卫星、气象卫星)具有系统化、集成化、信息化、高技术化以及投入大等特点.

单一企业无力承担完整产品的研发创新,需要与众多组织和单位合作完成.因此,开展合作对于商业航

天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合作创新方式,互补性知识、技术、设备等资源得以相互共享.知识的交融、

碰撞能产生新思想和新知识,大大提升航天企业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和水平[３].

根据合作主体性质,商业航天合作可分为产学研合作和企业间合作两种类型.目前,产学研合作更

多强调航天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转化,合作形式单一,合作深度和幅度较低,多为点对点、一对一合作.

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航天合作实践表明,企业间合作比产学研合作在产品研发方面优势更大.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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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聚焦于航天企业间的商业合作.
根据合作对象类型,航天企业间的商业合作可分为航天企业 航天企业、航天企业 私营企业、航天企

业 国际企业三种类型.其中,航天企业 航天企业的商业合作最为普遍.我国许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

天技术或产品都是通过航天企业间组建创新战略联盟来产生的[４].

航天工业是高度国际化的产业,航天企业 国际企业的国际间合作一直是我国航天企业不断尝试的一

种合作创新类型.
航天企业 私营企业的合作创新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新类型.一方面,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我国航天工业体系一改原来的军民分割、封闭式发展模式,向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转变.另一方

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我国航天企业有必要充

分整合社会资源优势,吸纳地方企业的先进技术进行合作创新[５].

商业航天合作中涉及大量国防专利,因此专利保护有别于一般意义的专利 (本文中称为普通专利)
保护,国防专利是指在国防研发与制造过程中,法律赋予国家、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对涉及的国

防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普通专利与国防专利在产权特点、制度体系方面存在较大差

别.目前,尚缺乏国防专利制度对国防工业合作创新影响方面的系统研究.

２　我国在商业航天合作过程中需要加强专利保护

２１　商业航天技术的提升有待专利保护的完善

当今世界,专利制度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已经成为各国抢占高科技

领域、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武器.航天产业是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高技术、高

投资、高收益的特点,这就决定了研发企业对于研发成果的收益寄予了更高的期待.专利制度把研发成

果视为一种财产,并赋予发明人在一定期限内对其成果具有排他性的垄断权.发明人不但能收回巨额的

研发投入,还能通过技术许可与转让获得优厚的利润.这就有力地激发了国有企业乃至私营企业积极参

与商业卫星研发的兴趣,从而极大地推动航天技术的发展.此外,专利制度 “公开的垄断”这一特点,也

有利于商业航天创新成果的传播与扩散,避免重复开发,促进技术升级[６].

２２　中国商业航天产业走向世界需要专利保护

迄今为止,中国已实施多次通信卫星、遥感卫星的国际商业发射,与国际用户签署了多份商业卫星

出口合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国际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但是,国际

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一方面,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航天企业增加在中国的专利申请

量,加紧对中国市场的抢占;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中,发达国家对中国商业航天产品设置多重技术壁

垒,并经常以专利为手段向中国航天产品出口企业发难,专利已经成为中国航天产品出口面临的主要障

碍.此外,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还进行专利联盟、技术联盟对中国商业航天产品的潜在

客户施加压力,限制中国航天企业开发海外商业市场.因此,中国商业航天要真正走向国际市场,参与

高端市场的竞争,就需要加强专利的强有力保护.

２３　商业航天参与主体多元化需要专利保护

随着商业航天技术的发展,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航天活动的主体日益增多,国际组织、私

营企业、甚至个人参加到商业航天活动中来.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较快.随着国防

科研体制和军工采购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民营企业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

商业航天技术的开发中来,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开发将成为一大趋势.私营企业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将严重冲击现有的国家科技项目专利保护机制.因此,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市场中的专利保护制度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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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睫[７].

２４　商业航天参与国际合作需要专利保护

我国在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始于上个世纪７０代中期,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商业航天合作形式的多样

化,合作程度的不断深入,使得合作中的专利保护关系越来越复杂.在共同开发研制的过程中,既有合

作一方将自己已掌握的技术成果应用于合作项目的情形,也有合作双方在合作中,共同投入智力成本所

获得的新的技术成果.这两类技术成果的专利保护分别称为合作中专利的内部保护和外部保护.内部保

护是指合作各方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专利保护制度,确保己方已有专利技术运用于合作项目时的专利利益.

专利的外部保护包括该新技术知识产权的归属及其对外保护等.而在多边合作、区域合作中,由于合作

各方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一,存在专利权归属制度不相同、保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共同开发所得专利

权的归属及其对外保护往往产生诸多争议.因此,随着商业航天合作的深入发展,不仅需要完善我国相

关科技合作专利法律规范,也需要在合作双边或多边之间寻求一致方案.

３　我国商业航天合作中专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航天工业涉及各国的国防机密和各企业专利,商业合作并不容易,失败率很高.高失败率必然带来

合作的高风险.在国外航天企业专利国际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各有关国家及企业大体均有所收益,另一

方面则是存在高风险,有不少教训.这种风险是指由于航天企业在内的合作系统内部、外部环境的不确

定性、复杂性而导致的合作成员发生技术 经济利益损失的可能性,中国航天企业尤须引起注意.

３１　核心技术专利申请量少,缺乏有效保护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商业航天研发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取得了一批先进的技术成

果,专利申请量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在２００８年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出台后,航天领域的专利申请

量得到较大的增长,２０１２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专利申请国,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原始创新或基础性创

新能力依然不足,我国航天企业掌握的核心技术只占到１０％ 左右,绝大多数的核心技术被外国企业所掌

握,我国航天企业申请的专利大多是外围专利.向国际 PCT (PatentCooperationTreaty,专利合作协

定)申请的专利也主要集中在传统工业技术领域,涉及现代高新科技领域的专利申请偏少.与发达国家

企业庞大的专利拥有量相比,中国商业航天研发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明显不足,有很大差距[８].

３２　专利管理机构不完善

近年来,随着专利保护意识的增强,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设有专门的专利管理机构,并配备人员管理

知识产权事宜.但是,这些专利管理者往往由相关部门的人员 “兼任”,专业水平良莠不齐,企业也缺乏

相应的专利管理规定,职责难以落实,不能依法保护企业的专利.中国航天科研院所目前大多成立了知

识产权中心,但是基本作为各个科研院所的内设部门,并未成为直接隶属于管理层的独立机构,知识产

权中心的地位有待提高.而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部门直接隶属

董事会或总经理,对管理层负责,行政地位高,职权重,全程参与企业科研项目的规划,提供知识产权

可行性报告.

３３　合作过程中存在技术流失风险

航天企业由于在专利管理过程中存在缺陷,因此在合作过程中还面临技术流失的风险.通常出现的

情况是,为了获得新技术,合作双方 (各方)必须拿出一定的技术 “共享”,在技术平台基础上进行新的

技术攻关和技术合作.在为达到各自目的而进行的合作过程中,包括航天企业有可能 “无意中”把自己

的核心技术或市场知识转移给合作伙伴,而这些核心技术或市场知识正是其在合作当中的竞争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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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合作形成的必要前提和航天企业能与其他成员平等相处的根本保证.在这一过程中,合作双方

(各方)都在向对方学习,尽可能地获得对方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共享双方合作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不可

避免地会出现上述 “技术流失”问题.大量信息显示,在进行国际合作的过程中,由于自身专利保护不

周,许多航天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弱化,甚至消失[９].

４　国外商业航天企业专利保护案例分析

４１　蓝色起源公司

蓝色起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０年,正在研发可重复发射的运载火箭和低轨道飞船.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成功发

射 “新谢泼德”火箭并部分回收.截至２０２１年２月,蓝色起源公司相关专利申请共４９件,其中基础专利

２５件.
图１为蓝色起源公司专利申请区域分布图.可以看出,该公司当前的主要专利布局区域和目标市场在

美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中国、日本和印度.其中,美国专利申请共２３件,占全部专利申请的

４６９４％,这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公司置身于美国商业航天充分公开竞争的形势下,在积极利用

专利制度提升其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图１　蓝色起源公司专利申请区域分布

图２为蓝色起源公司的专利申请趋势图.该公司在２０１０年进行了２２件专利申请,之后专利申请趋于

稳定,每年保持在几件.

为了进一步挖掘蓝色起源公司专利申请的策略和动机,进一步检索２３件美国专利申请信息,其中共

有１９件专利申请存在美国临时申请、分案申请和延续申请记录.实际上,该公司在２００９年就采用临时申

请方式进行了１２件专利申请,涉及１４件后续正式提交的专利.这些临时申请的技术内容后来都并入延续

申请或者正式申请中,为该公司评估专利技术的商业前景、技术可行性和动态调整专利保护范围奠定了

基础.

蓝色起源公司专利申请涉及总体设计、制造工艺、推进系统、结构设计、轨迹设计等技术领域,几

乎涵盖火箭相关的主要关键技术.其中,结构设计有２１件专利申请,约占４２９％.目前已经有部分专利

技术在蓝色起源公司研制的型号或项目中得到应用.比如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申请、专利授权号为

US８６７８３２１B２的专利技术 “太空运载火箭海上着陆及相关的系统和方法”,已经在 “新谢泼德”火箭中得

到成功应用,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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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蓝色起源公司专利申请趋势

图３　蓝色起源公司的海上火箭回收专利

分析蓝色起源公司的专利布局策略,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１)注重已有和潜在市场的提前专利布局.专利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商业航天已经呈现日趋激烈的竞

争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除了加强技术和管理创新之外,专利布局无疑是扩大影响力、提升竞争力的

有效途径,在这一点上蓝色起源公司已经崭露头角.

２)有效利用现有专利制度对关键技术获得最佳保护.该公司有效利用美国的临时专利申请制度对其

部分技术提前保护,等待时机成熟时提交正式申请,这说明该公司进行专利申请时是有目的、有策略的.

３)针对关键技术积极申请专利以提升核心竞争力.该公司之前在航天活动中并不显眼,但其拥有的

４９件专利/专利申请几乎涵盖火箭的几大关键技术,其中２０１０年的专利申请对其获得 NASA合同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４２　SpaceX公司

SpaceX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２年,开发了可部分重复使用 “猎鹰”１和 “猎鹰”９运载火箭、以及龙系列

航天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猎鹰”９火箭第一级成功降落在一艘海上无人船上,实现了火箭发射并部分

回收[１０].

SpaceX相关专利申请仅有２８件,其中首件获得授权的专利于２００５年在美国提出申请,２００９年获得

授权,目前处于有效状态,名称为 “主动冷却针栓式喷注器”.该专利解决了传统的双推进剂火箭发动机

推进剂混合不均匀、针栓式喷注器一次性使用的问题,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实现针栓式喷注器可重复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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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而达到降低成本的作用.该件专利的发明人 Tom Mueller之前曾担任 TRW TR １０６发动机的总

设计师.进一步延伸检索,以SpaceX公司的技术骨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这些技术骨干的历年专利

申请量也较少.

SpaceX自成立以来,致力于降低商业发射的成本,大量采用成熟技术,在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和大推

力发动机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该公司并没有针对这些创新成果进行专利保护.初步分

析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SpaceX创始人马斯克对知识产权的态度.比起申请专利,马斯克更倾向于将创新成果采用技术

秘密进行保护.马斯克曾说:“我们在SpaceX基本上没有专利.我们主要的长期竞争是在中国,如果我

们公布专利,那将是一场闹剧,因为中国人会把它们当作菜谱.”
二是核心技术骨干很少进行专利申请.这些技术骨干无论是在之前任职的公司还是在SpaceX,都扮

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掌握了核心技术,为了防止技术流失,推测其在专利申请方面存在一定的限制.
三是SpaceX的快速发展壮大一直得益于 NASA 的资助.在这样的背景下,SpaceX无论是在资源获

取还是项目竞标方面都具有先天的优势,有无专利对其获得项目影响不太,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研制

活动通报、对外宣传方面,SpaceX较蓝色起源公司都显得比较高调.
尽管如此,２０１４年３月蓝色起源公司拥有的太空运载火箭海上着陆相关专利 (US８６７８３２１B２)获得

授权后,对马斯克带来了压力,因为这将意味着SpaceX有可能向蓝色起源公司支付不菲的专利许可费.

２０１５年蓝色起源公司将SpaceX公司告上法庭,声称SpaceX侵犯其海上火箭回收的专利权.这起专利诉

讼发生后,SpaceX对蓝色起源的专利提出了异议,引用了１９９８年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的相关研究,成功地

将蓝色起源这项专利中１５个权利要求中的１３个删除掉.这一事件或将改变SpaceX公司对专利的态度,
毕竟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先期的专利布局是非常必要的.

图４　星链的专利以及对应的原型卫星

此外,SpaceX公司围绕星链项目申请了部分专利,如图４所示.SpaceX公司预计在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４
年间向太空发射约１２万颗卫星组成的 “星链”星座,从太空向地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个市场

除SpaceX外,OneWeb、波音、ViaSat、Telesat、KarouselLLC和LeoSat等公司都推出了低轨道卫星上

网服务项目,竞争异常激烈.这也是为何SpaceX会为星链项目开绿灯,申请了一批专利的原因.

５　商业航天企业专利保护策略的启示

在商业航天领域,蓝色起源公司和SpaceX公司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两家公司采取的专利策

略却明显不同.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市场正在发展期,中国航天两大集团都发布了商业航天发展战略,
开启中国商业航天的崭新篇章;零壹空间、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等民营航天企业摩拳擦掌,希望在商

业航天领域大展宏图.在这种背景下,深度分析蓝色起源公司和SpaceX公司专利策略差异背后的共同

０７１



点,对于中国航天相关企业采取专利策略提升竞争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１１].

１)专利策略需要服务于公司的愿景和使命

蓝色起源公司的愿景是 “让数百万人在太空中居住生活”,SpaceX公司的愿景为 “将发射费用降低到

当时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的１/１０,计划未来研制超巨型火箭用于星际移民”.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蓝色起

源公司或以技术为中心配置各种资源,以自主研发为主克服技术障碍实现发展目标,尤其是近年BE ３,

BE ３U液氢液氧发动机的顺利测试、BE ４液氧甲烷大推力发动机、 “新谢泼德”飞行器的试验进展都

展现了其不可估量的研制实力;SpaceX公司则以成本为中心做出决策,更多地采用较为成熟的技术,比

如拥有的梅林系列发动机由NASA授权使用,尽管在不断进行创新改进,但是相关技术则源自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美国登月轨道舱的火箭发动机,这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其低成本、可靠的运营理念.

２)专利策略需要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

２００４年 NASA表示将载人航天的中心转向深空计划,而将近地轨道任务外包给商业公司,这进一步

引发了美国激烈的商业航天市场竞争环境.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私营航天企业都发挥各自特长在不

同方面做出了努力.SpaceX依靠 NASA的项目、技术和专家支持,以及取得的技术创新和成本优势,在

已有承包合同中获益匪浅;此外,SpaceX建立的媒体公关团队,在争取投资、扩大公司影响力方面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相较而言,蓝色起源公司则一直低调地致力于技术创新,知名度和影响力都稍逊一筹,
在与SpaceX和波音公司等传统主承包商竞争时,专利无疑是其有利的竞争武器之一.

３)专利布局需要体系化开展

航天技术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能像SpaceX那样背靠 NASA获得技术和人员

支持、迅速发展的公司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需要顺应市场规律,采取有效的竞争策略,谋求技术、
成本的综合优势.事实证明,有效利用专利策略、开展专利布局是企业普遍的竞争手段.“独木难成林”,
蓝色起源公司围绕总体设计、制造工艺、推进系统、结构设计、轨迹设计等技术领域都进行了体系化的

专利布局,在不太明朗的竞争形势下,获得了承包合同,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大.

６　结　论

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大幕已经拉启,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和国家军民深度融合战略下,竞争环境

无疑将日益严峻.中国航天企业在对内合作与对外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利益关系也日趋复杂,加强商业航

天合作中的专利保护成为必要,尤其是中国航天企业在商业航天合作中面临专利保护的问题时普遍经验

不足,如何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发挥各自特长,获得竞争优势是一个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无论怎样,
采取科学有效的专利布局是一个值得企业重视和谋划的竞争策略[１２].

本文分析了我国航天企业在商业航天合作中需要加强专利保护的必要性以及目前专利保护存在的问

题,并研究了国外商业航天企业专利保护的典型案例及启示,提出以下建议:
(１)建立专业的专利管理机构

航天企业应成立专业的专利管理机构,此机构应有较高的地位和实权,配备专业的人才,负责企业

的专利战略布局和市场运作.该机构有权全程参与企业研发项目,提出知识产权方面的建议,并基于自

己的专业分析,与项目组共同判定科研攻关方向,并对外代表企业参与专利的法律纠纷解决.
(２)实施专利先行策略

商业航天企业一方面要加大研发力度,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坚持专利先行策

略,通过PCT途径申请国际专利,构建包括核心专利和外围专利在内的保护网络,强化在目标市场国家

的专利保护.
(３)实施 “交叉许可战略”
目前,中国航天业拥有一批新的专利技术,完全有条件在对外合作中实施 “交叉许可战略”,通过专

利技术 “交叉许可”的方式,既能满足自己企业的技术需要,又能避免 “侵权”,获得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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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推力器在微小卫星平台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孙青林　陈曙辉　王丽萍　王长越　郭松茂

６３６０１部队

摘　要　随着技术发展,具有低成本、短周期、高性能和强生存弹性等优势的微小卫星平台,受到

商业航天企业及军方青睐.但是动力系统限制了微小卫星平台的在轨寿命,常规化学推进比冲有限,受

限于有限推进剂贮存空间,化学推进所能提供的总冲有限;电推力器具有明显的高比冲优势,在推进剂

携带量一定的情况下,电推力器可以提供远超化学推进的总冲,从而延长微小卫星在轨寿命,节省发射

成本.本文对当前应用于微小卫星平台的主流化学推进系统进行研究,对适用于微小卫星平台的几类典

型电推力器及其应用现状进行介绍,分析其应用场景,最后提出微小卫星平台对电推力器的需求和约束

条件.
关键词　微小卫星;电推力器;比冲;离子推力器;霍尔推力器;场效应推力器

０　引　言

按照目前国际惯例,通常以５００kg为界限对卫星进行大致划分,质量小于５００kg的为小卫星,质量

大于５００kg的为大卫星.随着技术发展,高集成化、一体化、模块化和信息化的设计理念逐渐在卫星设

计领域得以推广,以往依赖大型卫星平台完成的任务,如遥感、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等,已经可以通过

微小卫星实现.微小卫星因其低成本、短周期、高性能、强生存弹性等优势,受到商业航天公司和军方

青睐.近年来,全球小卫星产业技术发展强劲,发射数量逐年增长,逐步成为世界航天活动的主要部分

之一.据统计,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间,全球平均每年发射１６０颗小卫星;在２０１８年,各国发射的小卫星

数量达到３２２颗,约占所有卫星数量的６９％.随着 “星链”“一网”等大型小卫星星座开始建设,２０１９年

至２０２８年间估计将新增小卫星８５００颗.根据联合市场研究公司 (AMR)２０１７年 «小卫星市场报告»预

测,到２０２２年全球５００kg以下小卫星市场将达７１７９亿美元,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１９８％;而根据俄罗斯 AvantSpace调研结果,到２０２５年航天市场有望达到１６５亿美元[１].
小卫星发展前景广阔,但与之配套的先进动力系统设计限制了小卫星在轨寿命,进而影响微小卫星

发展.以StarLink为例,自２０１９年５月启动组网发射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４日,SpaceX公司已通过２２次组

网专发任务将１３１３颗StarLink卫星送入轨道,加上２０１８年初至今拼单发射的其他卫星,入轨StarLink
卫星总数为１３２５颗,但根据哈佛 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最近更新数据,已有６５颗卫星离轨再入,２颗

正在离轨,另有１７颗卫星疑似失去机动能力,因此目前StarLink星座正常工作卫星数量应不超过１２４１
颗,失效率接近６％,这其中一大部分是由于燃料耗尽导致卫星失效,因此发展适用于微小卫星平台的高

比冲推进系统,可有效延长卫星在轨寿命,进而降低成本.发展微型小功率电推力器并将其应用于小卫

星平台,可以有效地解决动力系统的技术难题[２３].本文对小卫星常规化学推进技术进行总结,对国内外

典型小功率电推力器进行调研,分析有发展潜力的小功率电推进系统研究和应用现状,并对其发展趋势

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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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传统推进技术

１１　冷气推进

冷气推进是目前推进系统中成本最低、结构最简单、技术最成熟的.微小卫星冷气推进系统多使用

制冷剂等饱和液体,如R１３４、R２３６fa、SO２、丁烷等.其优点是在环境温度下具有较高的蒸气压,可以

进行自增压,具体的技术途径包括固体冷气、液化气冷气和高压冷气等.目前国内外典型冷气推进系统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国内外典型冷气推进系统[４]

类型 型号 实物图 研究机构 特点及应用

固体冷

气推进
T３

　荷兰国家应用科学研

究院、特温特大学、代尔

夫特科学技术大学

　无需高压贮存;系统结简单;模块

化简易;可实现即插即用.在 Proba
２号卫星和 DelfiN３Xt卫星进行了飞

行试验

液化气

冷气推进

Areospace
R２３６

　美 国 航 天 空 间 公

司、得克萨斯大学等

　３D打印技术;集成度 高 ;应 用 于

Bevo ２卫星

高压冷

气推进
PUC 　VACCO公司 　基于 MEMS技术;模块化程度极高

丁烷推进 ChEMS 　VACCO公司
　高度集成;应用于 CPOD 立方星交

会对接

冷气推进
CubeSat
MEMs

　瑞典 NanoSpace
　AB公司

　模块化;集成化程度高;应用于我国

天网 １飞行任务

１２　化学推进

化学推进包括单组元推进和双组元推进,单组元推进剂通过自身分解或自身燃烧提供能量和推进工

质,可以是分子中同时含有可燃元素和氧的化合物 (如硝基甲烷),也可以是常温下不发生反应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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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过氧化氢 甲醇),或者是吸热化合物 (如肼);双组元推进剂是指燃料与氧化剂分别贮存、混合反应产

生能量并提供推进工质的推进剂,常见的有四氧化氮/一甲基肼、四氧化氮/肼或液氧/肼,相对于单组元

推进,双组元推进剂可以提供较大的推力 (５~４００N)和较高的比冲 (约２００s).受平台质量限制,微小

卫星上的化学推进系统以单组元推进为主.
随着降低燃料毒性和污染、节省空间发射费用需求的产生,绿色推进剂的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化学

推进的发展方向,包括绿色固体推进剂、绿色液体推进剂、绿色凝胶推进剂等,其中绿色单组元液体推

进剂多以替代肼为目标,其基本要求为:

１)比冲和密度比冲相对常规化学推进应有所提高;

２)原料及产品毒性小且不致癌;

３)对地面环境、大气及太空的污染较小;

４)生产、运输及储存的成本较低.

１３　小结

冷气推进是发展时间最早的常规推进系统,其优点是结构简单安全,工质射流对航天器表面无污染,

研制及生产成本低,但比冲低,常见的 N２、NH３、氟利昂冷气推进系统比冲仅有几十秒,H２、He比冲

虽然较高 (约２００s),但存在泄露风险,对贮箱的要求较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所以冷气推进系统仅适

合寿命短、姿轨控要求较低的微卫星平台.由于结构简单、工质易贮存、可多次重复点火以及较高的比

冲 (约２００s)等显著优点,单组元化学推进中的肼推力器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小卫星推力器,很大

一部分微小卫星平台采用肼推力器作为主推力器.
目前,微小卫星发射数量越来越多,其本身的功能集成度也进一步提高,对其在轨表现及寿命的考

核将是趋势,制约其在轨寿命、机动能力的关键一环是推进系统.冷气推进和单组元推进是微小卫星平

台上常规的推进系统,结构简单、成熟可靠是其不可掩盖的突出优势,但是化学推进固有的比冲上限导

致在发射质量的限制下,微小卫星难以获得较长的在轨寿命.

２　低功率电推力器发展现状

电推力器通过电场或磁场加速带电粒子,具有明显的高比冲 (１０００~４０００s)优势,其中的小功率电

推力器可以与冷气推进或单组元推力器形成良好搭配,用以平衡大气阻力和地球摄动阻力,减缓卫星轨

道衰减,从而延长卫星寿命.随着电推力器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未来可以作为卫星平台的主动力系统,
从而减少推进剂携带量,降低地面发射成本、提高载荷比及在轨服务寿命.

由于平台功率限制,百瓦量级及以下的小型电推力器是发展重点,目前,霍尔推力器、离子推力器

及场效应推力器显示出较大发展潜力.

２１　离子推力器

离子推力器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等离子体推进系统,有超过２０年的应用历史,因其具有高比冲、长

寿命的突出优势,受到美国、英国、日本等航天强国的关注和发展,目前已拥有较高的成熟度[５８].离子

推力器的主要结构包括电离室、阳极、主阴极、中和阴极、永磁铁、屏栅极和加速栅极,其中栅极是离

子推力器实现良好加速效果的关键部件.根据电离室中等离子体生成机理的不同,离子推力器可以分为

直流离子推力器、微波离子推力器ECR以及射频离子推力器RIT.
离子推力器显著的特点是工质的电离和离子加速过程是相互独立的,其优点在于通过改变栅极板之

间的电压来实现离子加速效果的可控性,其不足在于实现等离子体生成与加速过程分离的双阴极既增加

了系统的复杂性,也对主阴极的寿命提出了挑战,从而限制了离子推力器的工作时间.
离子推力器具有突出的高比冲优势 (可达２０００~３００s),可以大幅降低推进剂的携带量,针对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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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离子推力器结构示意图

图２　MiXI推力器

卫星平台进行离子推力器的小型化设计前景广阔.对此,美国在小型氙离子推力器 MiXI (Miniature
XenonIonThruster)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了一定进展[９,１０],比冲可以达到３０００s,推力在１mN 量

级,其产品如图２所示.
国内５１０所将离子电推力器研制及生产作为最主要的发展方向,经过４０余年的发展,形成 LIPS

１００、LIPS ２００、LIPS ３００、LIPS ４００四款高性能型谱化产品,该四款产品能够满足目前科学探测、通

信、遥感,以及深空等多个领域的应用需求,部分产品如图３所示[１１].
离子推力器小型化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内部主阴极的存在限制了推力器结构的小型化,并且在低气压

时难以实现电离,对此应改变电离方式,采用电磁波或微波产生等离子体,发展微波离子推力器 (ECR)
和射频离子推力器 (RIT).ECR采用微波天线代替主阴极,通过在强磁场环境下发射微波、利用共振方

式电离工质,一方面降低了结构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提高了电离效率,日本隼鸟１号探测器是ECR成功

应用的典型案例.目前,日本的微型离子推进系统 MIPS (MiniatureIonPropulsionSystem)能够在２
cm直径的电离室中电离１mtorr的工质[１２],国内西北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实现了１cm 直径下的

ECR放电和离子引出.

RIT离子推力器仅需一个射频线圈,无需强磁场环境即可电离工质,其结构更加简单,适合小型化.
国内中科院力学所搭载在太极一号卫星上的 RIT 已经实现了亚微牛量级的推力输出,为我国实现空间引

力波探测奠定了坚实的微推进基础.在国际上,吉森大学及其合作伙伴研制成功了 RIT ４、RIT ２５以

及 RIT μX 系列[１３],Busek成功研发了BIT １、BIT ３和BIT ７[１４][１５],并用BIT ３尝试了 Xe、Kr、

Ar和I２四种工质,部分参数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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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５１０所部分离子推力器产品[１１] (上:LIPS １００;下:LIPS ２００)

图４　日本隼鸟１号探测器及ECR离子推力器

表２　Busek公司部分RIT推力器参数[１６]

参数 BIT １ BIT ３ BIT ７

推力器功率/W ２８ ５６~８０ ６０

离子电流/mA ２７ ９~１７ １６０

推力/mN ０１８５ １１５~１２５ １１０

比冲/s １６００ ２１００~２３００ ３３００

推力器质量/g ５３ ２００ \

推进系统质量/kg １２５ １２８~１４ \

系统体积 \ １８８×８８×１０２mm

综上,无论等离子体产生机理是微波、射频还是电子撞击,离子推力器均具有较高比冲.值得注意

的是,三种离子推力器中,直流离子推力器由于不存在直流到高频电流的转换过程,其效率最高,其次

是射频离子推力器RIT,微波离子推力器ECR由于在直流转高频过程中存在能量损失,其效率最低,但

是隼鸟１号探测器的成功表明ECR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２２　霍尔推力器

霍尔推力器主要部件包括阴极/中和器、阳极/气体分配器、电磁线圈/永磁铁和电离室,如图４,其

工作原理为阴极产生的电子一部分进入电离室碰撞气体工质产生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在洛伦兹力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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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推力,另一部分电子进入喷射羽流中和其中的离子.霍尔推力器作为一种典型的电推进技术,因其

结构简单、推力功率比大、高可靠、长寿命等性能优势已经实现了广泛的空间应用,主要用于执行轨道

位置保持、姿态控制等多种轨道任务,霍尔推力器在中高功率领域 (０５~５kW)的成熟应用使其成为航

天器推进系统的最优选择之一.在低轨卫星星座、微纳卫星高速发展的迫切需求下,功率范围在０５~
５００W 的低功率霍尔推力器也受到各航天大国的重点关注.

图５　霍尔推力器结构示意图

目前在轨应用的功率最低的霍尔推力器为俄罗斯的SPT ５０[１７]和美国的BHT ２００[１８]推力器,额定

功率均为２００W,推力一般在１０mN量级,比冲最大可达１３９０s (BHT２００).主要的应用背景是低轨互

联网通信卫星,卫星重量约为２００~３００kg.更低功率的霍尔推进系统也已经具备工程样机,典型产品包

括乌克兰的SPT ２０M[１９],美国的BHT １００,功率在１００W 以下,应用背景为２００kg以下卫星.

图６　BUSEK公司的BHT ２００

２０１９年以来,SpaceX公司发射的１３２５颗 “星链”卫星均采用２００W 的氪工质霍尔推力器执行轨道

任务,如图７所示.小型霍尔推力器表现出结构简单,易于集成、质量小、可靠性高等优点,能够满足高

推力密度、高比冲工作的轨道任务需求,在微小卫星、低轨星座、临近空间航天器领域具有较高的关注

度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OneWeb卫星通信星座也选择了霍尔推力器作为卫星主推进系统,以降低星座建设成本,根据公开资

料,OneWeb采用俄罗斯的SPT ５０M 系列霍尔推力器,功率相比StarLink星座卫星中的霍尔推力器要

小.国内的通信星座公司银河航天也将霍尔推力器作为卫星的主动变轨动力系统,其采用的航天科技集

团５０２所提供的２１５W 霍尔推力器具备体积小、质量轻、应用灵活等优点,直接面向微小卫星平台,可

以产生１０mN的推力[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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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SpaceX公司的Starlink一箭６０星及 Hall推力器

国内外通信星座卫星质量大约在２００~３００kg范围,所采用的霍尔推力器功率在２００~４００W 范围内,

其提供的推力大约在１０mN 量级[１].相对于离子推力器,霍尔推力器的推力密度较高,其他因素一致、

相同功率下,离子推力器的推力约为霍尔推力器的一半.此外,霍尔推力器相对离子推力器显著的优势

在于其高可靠性,通信卫星星座动辄数以千计,StarLink更是计划通过数以万计的卫星组成星座,其对

推进系统的可靠性要求较高,根据文献 [２１]的统计,在过去几十年数百台霍尔推力器中,未发现因霍

尔推力器失效导致卫星报废的案例,因此,相较于离子推力器,霍尔推力器更受大规模商业卫星平台

青睐.

但霍尔推力器也存在不足,在相同功率下,其比冲要远低于离子推力器,目前大规模应用的２００ W
霍尔推力器,其比冲仅约１０００s,约为离子推力器的一半.

２３　场效应推力器

目前得到广泛应用的电推力器是离子推力器和霍尔推力器,但在部分场景下,两者应用受限,如质

量１００kg以下量级微卫星平台对于电推进系统的包络尺寸有较高要求.离子推力器和霍尔推力器都需要

电离室或电离通道这类空间用以电离工质、生成等离子体,但是随着推力器尺寸的减小,电离室 (通道)

的尺寸会随之减小,其面容比逐渐增大,等离子体壁面损失急剧增加,导致推力器的性能下降.在此背

景下,场效应推力器有较大发展空间.

场效应推力器包括场致发射推力器 (FEEP)[２２]和胶体推力器 (CMNT)[２３],FEEP 与 CMNT 均采用

液态工质,工作原理相似,如图８所示.
通过强电场电离工质生成等离子体,其中的离子在加速电场作用下加速,形成射流,中和阴极生成

电子对射流中的离子进行中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工质的选择,FEEP采用液态金属如铟,比冲可超过

２０００s,而CMNT采用离子液体,在强电场作用下牵引出离子团,比冲一般在３００s上下.二者的优点

是均可以产生精确调节的微推力,可以胜任很多超高精度航天任务.
采用铟工质的 FEEP 于１９９１年首次完成太空发射试验,截止到２００５年已在太空成功运行超过

１２０００h[２４].国外的FOTEC公司在２０１７年也在轨演示了他们的产品[２５],并在CubesatShop网站提供了

他们的系统化推进商品,实物图和产品详细参数分别如图９和表３所示.目前为止,国内航天科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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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FEEP/CMNT原理图

２０６所的高辉团队于２０１９年通过商业航天公司天仪研究院的立方星进行了搭载验证试验[２６],测试结果

良好.

图９　FOTEC公司的FEEP产品

表中给出的数据显示FEEP在使用独立模块时,体积大约１U,具备应用于立方星的潜力,国内高辉

团队的搭载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离子推力器和霍尔推力器难以做到的.

表３　FOTEC公司FEEP的参数[２５]

参数
单个模块 ７个模块

高推力模式 高比冲模式 高推力模式 高比冲模式

推力 ０００１~１mN ０３４mN ０２２mN ２４mN １５mN

比冲 ２０００~４５００s ３０００s ４５００s ３０００s ４５００s

贮箱质量 １０~２５０g ２５０g １７５０g

总冲 １００００Ns ３６８０Ns ５５２０Ns ２５７６０Ns ３８６４０Ns

功率 ２５~８０W ３２W(２８W) ２２４W(１９６W)

包络尺寸 ０６~１dm３ １０×１０×１０cm Φ３０×１０cm

２４　小　结

离子推力器具有明显的比冲优势,采用碘工质的 RIT型推力器更具性价比,同时,离子推力器的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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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普遍高于霍尔推力器,对总冲要求高的航天任务,离子推力器是首选,但其缺点在于离子推力器结构

较为复杂,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微型化难度巨大.
因为高可靠性,霍尔推力器是最受超大规模商业星座青睐的电推力器,在相同功率下,霍尔推力器

推力要大于离子推力器,在２００W 量级以上具有明显的应用优势,尤其在批产卫星中,为了降低失效卫

星数量提高星座的整体质量,依然建议优先选用霍尔推力器.
场效应推力器具备应用于立方星的潜力,且能够提供非常精细的连续推力,适用于有超高要求推力

精确度的航天任务,但是存在高压绝缘和针尖发射失稳的问题,高电压绝缘和针尖离子发射的动力学建

模是研发过程中需要攻克的一些难点.

３　微小卫星平台对电推力器的需求及约束

电推力器应用于微小卫星平台,必须满足平台资源的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尺寸、质量和功耗等指标,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总冲约束

对于微纳卫星,受限于成本,难以通过在轨加注延长卫星寿命,为了尽可能延长卫星在轨寿命,需

要针对目标寿命计算微纳卫星的总冲需求,在满足变轨推力需求的前提下,优选高比冲的电推力器,
如RIT.

(２)推力约束

根据卫星平台所需的机动计算推力器所需提供的推力范围,根据任务操控时间和控制精度等方面的

需求,确定推力水平的高低.微纳卫星的姿态控制和阻力补偿等任务所需的推力较小,而轨道机动和星

座重排等任务所需的推力较大.因此,要满足不同任务需求,推力器的推力必须能在μN~mN 内精确可

控.另一方面,微纳卫星高精度姿轨控需要的最小冲量元非常小,大小仅需克服分布式卫星系统内受气

动力矩最强和最弱的卫星间的气动阻力差,其值可低至亚微牛秒的量级.
(３)包络尺寸约束

微纳卫星要求电推力器系统的质量和体积要尽量小,功耗尽可能低,系统集成度要求高,同时要考

虑为微纳卫星的有效载荷留出足够的空间.以立方星为例,典型的立方星结构需求情况下,微推力器体

积限制在１dm３内,系统质量不超过１kg,功耗通常不大于４０W.
(４)电磁环境约束

与常规化学推进不同,电推力器工作状态需要卫星平台提供高可靠、高集成的功率处理单元,且不

可避免地会带来电磁屏蔽与电磁兼容方面的问题,同时应注意对卫星平台进行防电推力器羽流溅射的工

程措施.
综上,卫星平台应针对电推力器工作特点,对电磁屏蔽、电磁兼容和等离子体防护等方面进行设计

与试验鉴定,根据卫星平台轨道参数、机动需求和设计寿命对电推力器进行遴选,在平台满足电推力器

功率需求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同时安装不同类型的电推力器以应对多样任务.

４　结　论

本文对当前应用于微小卫星平台的主流化学推进系统进行研究,对适用于微小卫星平台的几类典型

电推力器及其应用现状进行介绍,分析其应用场景,最后提出微小卫星平台对电推力器的需求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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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tatusandDevelopmentTrendof
ElectricThrusterinMicroSatellitePlatform

SUNQing lin,CHENShu hui,WANGLi ping,WANGChang yue,GUOSong mao
Unit６３６０１

　　Abstract　Withthedevelopmentoftechnology,microsatelliteplatformswiththeadvantagesoflow
cost,shortcycle,outstandingperformanceandstrongsurvivalflexibilityarefavoredbycom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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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paceenterprisesandthe militaryHowever,theon orbitlifeofthe microsatelliteplatformsis
limitedbytheenginesystemThespecificimpulseofconventionalchemicalthrustersandthepropellant
storagespaceisrestricted,causingthelimitedtotalimpulseprovidedbychemicalthrustersThereis
obviousadvantageonspecificimpulsewithelectricthrusterInthecaseofacertainamountofpropellant,

farmoretotalimpulsecanbeprovidedbyelectricthrustersthanthechemicalrockets,thusprolongingthe
on orbitlifeofthesatelliteandsavingthecostInthispaper,the mainstream chemicalpropulsion
systemappliedtomicrosatelliteplatformisstudiedSeveraltypicaltypesofelectricthrustersandtheir
applicationstatusareintroducedandtheirapplicationprospectsareanalyzedFinally,therequirements
andconstraintsofelectricthrustersformicrosatelliteplatformareputforward

Keywords　Microsatellite;Electricthruster;Specificimpulse;Ionthruster;Hallthruster;Field
effectthr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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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定位中的信号发射时间确定方法

谭滋中　柯腾伦　姚元福　蒋清富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摘　要　低轨卫星信号作为一种随机信号可以克服 GNSS信号弱、易受干扰及建设成本高等缺点,

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定位技术能够摆脱对 GNSS系统的依赖.本文针对低轨卫星多普勒定位,给出了信号

发射时间确定方法,并进行了性能分析.首先,介绍了低轨卫星多普勒定位原理的几何描述,为解决确

定信号发射时间提供基础;其次,提出一种确定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发射时间的方法,用于预测定位观测

信息对应时刻的卫星轨道信息;然后,从几何精度因子和等效多普勒测量误差两方面进行了性能分析;
最后,进行了仿真试验验证.

关键词　低轨卫星;随机信号;信号发射时间;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

０　引　言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GNSS)信号弱,易受到有意或无意的干

扰,卫星发射及建造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为有效弥补 GNSS的不足,随机信号定位技术近几年来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１].陆基随机信号,无线保真、数字电视及移动通信[２４]等,普遍存在于人口密集的城市环

境.针对不存在陆基机会信号的沙漠、海洋等复杂恶劣环境,或当密集城市中的陆基机会信号基础设施

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低轨卫星随机信号提供导航定位服务.国外关于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定

位的研究典型代表有魁北克大学[５]、加利福尼亚大学[６]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７],国内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８１０]相关学者对该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

低轨卫星轨道信息及观测信息获取是实现接收机定位的基础.相比于基于伪随机码相关特性的测距

信息,低轨卫星随机信号一般可以获取多普勒测量,可采用瞬时多普勒定位.瞬时多普勒定位最先由 Hill
[１１]提出,一般用于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接收机初始位置确定,Lehtinen[１２]

也对该技术进行了相关研究,VanDiggelen将该定位算法归类于网络辅助的 GPS (AssistedGPS,A
GPS)中[１３].低轨卫星轨道信息可由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thAmericanAerospaceDefenseCommand,

NOARD)提供的两行轨道根数 (Two LineOrbitalElement)TLE数据和对应的轨道预测模型获得.
为实现定位解算,还需得到多普勒测量信息对应时刻的卫星位置、速度信息.通常情况下,低轨卫星信

号中并不携带时间信息,无法直接从信号本身中得到信号发射时间.即使有些低轨卫星信号存在相关时

间信息,作为随机信号无法直接进行解码得到信号发射时间.上述文献中没有阐述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定

位中信号发射时间确定的方法.
对于具有一定精度的时间辅助信息的 GPS接收机,VanDiggelen提出了一种在无法完整解码 GPS导

航电文情况下的定位方法,即粗时段伪距定位[１３].Chen [１４]andFernández Hernández[１５]将瞬时多普勒

定位与粗时段导航技术结合,解决无法获得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初始位置信息的问题,Othieno[１６]对此也

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上述方法均针对 GPS卫星定位,且没有对该方法几何精度因子特性及时间误差影响

进行分析和试验验证

本文针对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利用本地接收机时间辅助信息结合粗时段导航方法确定卫星随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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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时间,用于实现天基随机信号定位,并对其性能进行了分析和试验验证.首先,介绍了低轨卫星随

机信号多普勒定位的几何描述,为解决信号发射时间提供基础;其次,给出了信号发射时间确定的方法,
用于预测定位观测信息对应时刻的卫星轨道信息;然后,从几何精度因子和等效多普勒测量误差两方面

进行了性能分析.最后,进行了仿真试验验证.

１　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多普勒定位算法

本节主要给出了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多普勒定位的几何描述及导航定位方程.
低轨卫星与接收机之间相对运动产生的多普勒频移为接收机定位提供了契机.空间中所有多普勒测

量值相等的点构成一个等多普勒圆锥面,接收机能够测量多普勒频移,则一定位于等多普勒圆锥面上.
等多普勒圆锥面由卫星与接收机之间的相对速度以及接收机与卫星的视距方向决定.图１分别给出了静态

及动态接收机情况下的等多普勒圆锥面,rsat 和vsat 表示卫星位置和速度向量,ru 和vu 表示接收机位置和

速度.
当接收机同时可见多颗卫星情况下,接收机一定位于多个等多普勒圆锥面的交点.针对动态接收机,

当可见卫星足够时,还可以获得接收机速度.图２给出了瞬时多普勒定速的原理,ek 表示卫星k与接收机

的视距单位向量,vdoppler 表示其对应的多普勒速度.卫星速度矢量一定时,在视距方向上投影等于多普勒

频移的所有的相对速度矢量形成一个垂直于视距方向的平面,此时接收机所有可能的速度矢量形成另一

个平面,多颗卫星情况下的不同平面的交点即为接收机的速度矢量.

图１　瞬时多普勒定位几何描述

图２　瞬时多普勒定速几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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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给出了瞬时多普勒定位的几何描述,针对静态接收机,多普勒定位导航方程如下[１２]

ρ
(k)
i －ρ

(k)
i ＝ v(k)

i  r(k)
i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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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其中,r(k)
i 和v(k)

i 表示卫星k在的ti 时刻的位置和速度,δΔt

ui 表示此时接收机钟偏修正量,Δru 为用户位置

修正量,ρ
(k)
i 和ρ

(k)
i 表示此时的多普勒频率测量值和估计值.不同历元ti 的接收机频偏参数δΔt


ui 不同,不

同历元ti 的定位参数Δru 不变.如果接收机静止,则同时可见４颗卫星即可实现定位.

当可见卫星不足时,采用多历元静态定位方法[８].接收机持续接收一段时间低轨卫星信号,不同时刻

的一个或多个卫星的多普勒测量作为同一时刻多个卫星的测量信息,实现接收机位置解算.接收机频偏

影响可通过建模补偿,其模型参数与接收机状态量一同定位解算.

２　信号发射时间确定方法

本节主要介绍定位解算过程中信号发射时间的确定方法.
通常情况下,接收机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一定精度的时间信息,其精度可以达到几秒内,将本地接收

机时间作为辅助信息确定卫星信号发射时间.
将第k颗卫星在ti 时刻信号接收时间t(k)

sr－i 作为信号发射时间t(k)
st－i ,此时t(k)

sr－i 与真实信号发射时间t(k)
st－i

之间的误差包括本地接收机时间与实际卫星系统时间的差Δtcoa (接收机钟差及粗时误差)和信号传播时间

t(k)
tra－i .对于地面附近的用户,低轨卫星t(k)

tra－i 值通常在３ms~１２ms之间 (对于实际接收的７８０km 的低

轨卫星,传播时间一般在５ms至１０ms之间),用上述方法粗略估计低轨卫星信号发射时间时,所有多普

勒测量信息对应时刻的信号发射时间具有一个公共的误差Δtcoa 和不同的信号传播时间t(k)
tra－i .

将t(k)
sr－i 作为信号发射时间,所有多普勒频率测量对应的时间戳 (信号发射时间)具有共同的时间误

差 (包括接收机时钟粗时误差和公共信号传播时间误差).低轨卫星随机信号静态定位采用多历元定位方

法,不同历元信号的传播时间的不同将会维持很小的平均误差.利用粗时段导航方法解决卫星信号发射

时间无法确定的问题,即将时间误差与接收机位置信息一同解算.
为方便分析,下述分析省略时间历元下标 “i”,粗时间误差对于多普勒频率估计值的影响可以表

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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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t̂st 表示粗时间误差,t̂st 表示信号发射时间tst 估计值,ρ¨
(k) 表示多普勒频率变化率,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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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２~４)代入 (１)中,粗时段多普勒定位导航更新方程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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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给出了低轨卫星随机信号粗时多普勒定位数学模型.一般情况下,如果接收机具有初始位置信

息和粗时误差范围的先验信息,可根据多普勒后验残差最小准则在时间轴内以一定步长进行时间搜索,
当多普勒测量值远大于接收机状态个数 (导航方程是超定方程)时,在正确的时间估计,其多普勒后验

残差明显最小.搜索过程中不断更新粗时间估计和接收机位置,最终得到满足后验残差最小的接收机状

态量和粗时间误差.

３　粗时多普勒定位DOP及其特性

本节给出了粗时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分析,并分析了时间误差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令GcD 表示粗时多普勒定位雅可比矩阵,令M＝ GT

DGD( ) －１ ,则粗时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的表达

式如下

DPDOPc＝ M１１＋M２２＋M３３ 　 (６)
对于一个位置估计最小二乘解,添加一个额外的状态会使得其 DPDOP的值大于或者等于其初始状

态[１３].当多普勒测量精度一定时,粗时间导航解精确度一般低于精时间导航解.针对低轨单星定位,后

文试验将给出增加状态量后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的改变情况.
粗时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表示时间,其物理意义代表由于多普勒测量误差的存在,导致定位解

算的结果以一定的速度偏离真实位置到达估计位置所用的时间.

图３　低轨卫星粗时多普勒定位水平定位误差分析原理图

考虑单颗卫星粗时多普勒测量误差存在情况下水平定位误差分布情况.对于一颗给定的低轨卫星,L
代表接收机与星下点之间的几何距离,以卫星星下点O 为原点,以L 为半径画一圆,如图３中实线所示.

直线l１ 表示卫星运动方向,直线l２ 垂直于直线l１.点O１,点O２,点O３ 以及点O４ 分别代表直线l２、l１

与圆的交点.当接收机位于点O１ 或O２ 附近时,水平误差分布较小.当接收机位于点O１ 或O２ 时,水平

误差分布达到最小.假设接收机与卫星星下点距离L 变小,仍以O 为原点,以L 为半径画一圆,如图中

虚线所示,点P１、点P２、点P３ 和点P４ 代表新的交点.类似的,接收机位于点P１ 或点P２ 附近时相比于

新圆上的其他位置可以得到较小水平误差分布,在点P１ 或点P２ 可以获得水平误差最小值.另一方面,

接收机位于P１ (P２)点对应的水平误差值小于接收机位于O１ (O２)对应的水平误差,且卫星与星下点

距离越小,相应的水平误差分布越小.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当接收机位于垂直于卫星运动方向

的直线附近时,可获得理想的水平精度.以O 点为顶点的射线与不同L 值对应的圆的所有交点中,靠近

星下点的接收机可以获得较小的水平误差分布.当接收机位于星下点时,水平误差分布最小.反过来,
对于位于地面上一点的接收机,所有可见卫星中星下点靠近接收机并且视距方向与卫星速度方向的夹角

较大的低轨卫星,定位水平精度较为理想,即更适合用于瞬时多普勒定位.

接收机获得粗时间误差后即可得到多普勒测量对应的信号发射时间t(k)
st 估计,由上文可知t̂(k)

st 与其真

值t(k)
st 之间还包含不同信号传播时间差,此项误差将影响定位精度.时间估计误差对定位结果的影响,可

以通过对上述多普勒观测方程对时间进行微分处理得到多普勒偏移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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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８)式可以看出,信号发射时间误差对定位精度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卫星的几何分布、卫星速

度,还取决于卫星加速度.时间估计误差对位误差影响等效于额外的瞬时多普勒测量误差,获得几何精

度因子后,即可得到时间误差对接收机位置精度的影响.
下面针对单颗卫星定位,对低轨卫星粗时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以及时间误差对定位性能的影响

进行仿真试验验证.

４　仿真校验

本节主要分析单颗卫星定位情况下增加粗时状态量对多普勒定位的几何精度因子的影响,以及时间

误差对定位精度的影响.利用STK软件仿真单颗卫星轨道,针对卫星覆盖区域内不同位置的接收机进行

仿真试验验证.
卫星轨道为高度１０００km 的圆形轨道,轨道倾角８７°,近地点角距０°,升交点赤经为４０°,真近点角

为９５°.卫星运行５０分钟,其轨道信息步长为５s.STK仿真的轨道如图４,图５给出了此段时间内卫星

的位置.

图４　低轨单颗卫星轨道仿真结果

将接收机布置于６０°至－６０°纬度以及７８°至１２６°地区,此范围内的接收机可持续观测卫星,仅观测时

间长度不同,对位于不同位置的接收机进行仿真卫星可见时间以及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仿真结果

如下图６、图７和图８所示.

图６给出了接收机在不同纬度情况下,可见卫星时间随经度变化的曲线.可以看出位于星下点轨迹

(１０２°经度附近)的接收机在不同纬度地区均能够长时间观测到卫星,平均持续可见１２min.随着接收机

远离星下点轨迹,可见时间逐渐减少,对于低纬度地区的接收机其下降最为明显.

图７给出了位于不同纬度的接收机利用多历元定位情况下的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随接收机经度的

变化曲线,图８给出了图７的局部曲线图.可以看出,当接收机位于星下点轨迹附近 (１０２°经)或者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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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时刻卫星位置

图６　不同地区接收机可见卫星时间

图７　不同区域接收机对应的 DPDOP曲线图

经度覆盖边界 (７８°和１２５°经度)时,DPDOP值非常大,甚至达到几万秒.当接收机经度位于８８°和１００°
之间或位于１０４°和１１８之间时,不同纬度地区的接收机其对应的几何经度因子均在３０００s以内,且位于

９３°经度和９８°经度以及１０７°和１１２°之间的接收机其DPDOP值在１５００s左右.大部分情况下,接收机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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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图７的局部放大图

越高其DPDOP值越小.这是由于单颗卫星多普勒定位时,随着时间的累积,测量误差存在时,不同时刻

等多普勒圆锥面在东西方向具有较大的交叉区域,即具有较大的东西方向定位误差,导致 DPDOP值很

大.而对于卫星覆盖经度边界附近的接收机,等多普勒圆锥面在南北方向具有较大的交叉区域,导致

DPDOP值很大.而对于位于星下点轨迹和卫星经度覆盖边界之间的接收机,不同时刻的等多普勒圆锥面

在水平交叉区域范围较小,因此可以得到很小的DPDOP值.

图９　不同区域接收机对应的粗时 DPDOP曲线图

图９给出了同样仿真条件下,低轨卫星粗时多普勒定位几何因子的变化曲线,图１０为图９的局部放

大图.可以看出,此时几何经度因子变化规律与精时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变化规律类似.图１１给出

了图７和图９中对应曲线的差值曲线.可以看出,当接收机位于星下点轨迹以及卫星经度覆盖范围边界附

近时,粗时多普勒定位几何经度因子与精时多普勒定位几何经度因子具有较大的差异,当接收机位于星

下点轨迹与卫星经度覆盖边界之间时,二者差异很小.因此,对于低轨卫星多普勒定位,增加一个状态

量对定位性能的影响与几何分布有关,当卫星几何分布较小时 (DPDOP值较小),这种影响可以忽略.

而对于几何分布交叉的定位情况,增加一个状态量会导致定位误差急剧增大.

图１２给出了位于１０°纬度不同经度情况下５ms的粗时间误差等效的多普勒测量误差.可以看出,时

间误差等效的多普勒测量误差随着仰角的增大而增大,在最高点达到峰值.接收机越靠近星下点轨迹,

其等效的多普勒测量误差峰值越大.这是因为时间误差等效的多普勒测量误差与卫星多普勒变化率有关,

卫星仰角越高其多普勒变化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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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图９的局部放大图

图１１　不同区域接收机对应的 DPDOP和粗时 DPDOP差值曲线

图１２　粗时间误差等效的多普勒测量误差

对于单星定位,大部分地区其 DPDOP值为３０００s,５ms时间误差引起的多普勒测量误差均值为

００５m/s,能够造成１５０米的定位误差.对于１０００km 的低轨道卫星,不同信号由于传播时间不同引起

的估计的发射时间误差最大不会超过４ms,为了得到理想的定位精度,提高定位观测信息测量精度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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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改善几何经度因子.

４　结　论

本文给出了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定位的信号发射时间确定方法,并对其性能进行了仿真试验验证.
采用本地接收机时间辅助信息,利用粗时多普勒算法可以解决无法获得信号发射时间问题,将信号

发射时间公共误差作为新增状态量与接收机状态一同解算.可见卫星中星下点靠近接收机并且视距方向

与卫星速度方向的夹角较大的低轨卫星,适合用于定位.粗时间误差对定位精度的影响可等效为多普勒

测量误差,高仰角卫星对粗时间误差更为敏感.
仿真结果表明,对于低轨卫星随机信号,粗时多普勒定位几何精度因子在卫星几何精度较好情况下

与精时间几何精度因子接近,卫星几何较差情况下,增加粗时状态量会降低定位性能.对于轨道高度为

１０００km 的低轨卫星,毫秒级的粗时间误差能够引起百米的定位误差,为提高定位精度需改善定位观测信

息测量精度和较好的卫星几何分布.
为低轨卫星随机信号定位、合作低轨卫星无法正确解码导航电文导致无法组合信号发射时间的情况

下,提供一种有效确定信号发射时间并实现定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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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thodforDeterminingtheSignalEmission
TimeofLowEarthSatelliteSignalsofOpportunity

TANZi zhong,KETeng lun,YAOYuan fu,JIANGQing fu
BeijingInstituteofRemoteSensingEquipment

　　Abstract　LoworbitsatellitesignalsofopportunitycanmakeupsomeshortagesofGlobalNavigation
SatelliteSystem (GNSS)suchasweaksignalstrengthontheground,easytobeinterferedandhigh
constructioncostItalsocangetridofthedependenceon GNSSsystemInthispaper,a methodto
determinethesignalemissiontimeisintroducedanditsperformanceisanalyzedfortheDopplerpositioning
ofloworbitsatellitesFirstly,thegeometricdescriptionofDopplerpositioningisshown,whichprovides
thebasisforsolvingthesignaltransmittingtimeSecondly,themethodtodeterminetheemissiontimeof
satellitesignalis presented,which can be usedto predictthesatellite orbitinformation atthe
correspondingtimeofpositioningobservationThen,theperformanceisanalyzedfromtwoaspectsof

geometricprecisionfactorandequivalentDoppler measurementerrorFinally,thesimulationtestis
carriedout

Keywords　Loworbitsatellite;Signalsofopportunity;Signalemissiontime;Dopplerpositioning;

Geometricprecision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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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产小卫星发射场保障能力建设方法研究

陈曙辉　杨鸿鸣　孙青林　郭松茂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摘　要　随着卫星组网技术不断成熟,各类星座系统发展如火如荼,发射场多批次、大批量小卫星

发射任务逐年增多,提升规模化批产小卫星的保障能力迫在眉睫.本文从流程组织、保障环境建设两部

分入手,分析并解决发射场阶段卫星测发过程中存在的制约瓶颈和短板弱项,完善发射场保障条件,提

高发射场任务管理、组织和保障的综合效能.
关键词　发射场;批产;小卫星;流程优化

０　引　言

目前,发射场卫星任务次数增长迅速,一箭多星成为常态.分析任务可发现,大型卫星出于研制、

生产周期的限制,年发射次数并不太多,数目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是微小卫星的飞速发展.

众所周知,单颗小卫星功能相对简单,但多颗小卫星组网协同工作,通过快速、灵活、大规模部署

及在轨重构,可以大幅度提高空间系统的生存能力和完成复杂空间任务的能力[１],实现堪比单颗大卫星的

功能和性能.

卫星组网技术的优势显而易见,国内各航天企业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星座计划.如虹云工程计划发

射１５６颗卫星,在距离地面１０００km 的轨道上组网运行,共建一个星载宽带全球移动互联网络,实现全

球覆盖.又如鸿雁全球卫星星座通信系统由３００颗低轨道小卫星及全球数据业务处理中心组成,具有全天

候、全时段及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实时双向通信能力,可为用户提供全球实时数据通信和综合信息服务.

这些动辄几十、上百颗的规模,甚至数千颗的规划,标志着卫星已经从科研星向批产星转变.卫星

企业迎合发展趋势积极研究管理策略[２],作为卫星发射场,也必须做出模式转变,加快发射场阶段卫星测

试流程相关研究,以适应多批次、大批量小卫星快速技术准备的需求,跟上卫星行业快速发展的节奏.

批产卫星大多是采用小型化、微型化的卫星通用平台,搭载代表企业方向的实际应用技术产品,具

有产品化、产业化、商业化等性质[３].科研星等单星任务的组织和保障模式,显然不符合卫星小型化、批

产化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流程组织、保障环境建设两部分入手,提出应对批产小卫星发射

场测试解决方案.

１　流程组织

１１　测试过程全寿命管理

科研卫星的性能测试中,卫星分为电性星、正样星、出厂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卫星所有指标均

需完全考核.通过这种分阶段模拟第三方测试的方法,充分测试卫星及其配套产品以保证其可靠性.科

研星在发射场阶段的测试,除了因设备安装、坐标变更以及排除运输影响而必须进行的功能测试外,更

多的测试项目是重复出厂前的测试,以全覆盖的测试数据检验卫星的可靠性,并作为发射放行的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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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４].
全寿命管理 (LifeCycleManagement,LCM)是美国７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武器装备采办中使用的一

种管理思想和管理原则[５],其对立概念是研制、生产和使用分开的各自独立的管理.本文在此将其概念应

用在卫星的测试过程中,正样星不再区分出厂和发射场阶段,而是从生产阶段开始即开始卫星的可靠性

测试,而非仅从发射场阶段予以考核.
批产卫星多采用成熟的卫星通用平台及载荷,尤其是在建立了产品体系、实现货架采购后,所有产

品的研制和定型均遵循统一的标准.由此,可以考虑采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 «实用空间系

统项目管理»中相关内容[６],以及欧洲空间局 (ESA)的产品保证和安全部 (TEC Q)的类似做法,将

发射场安全管理提前到设备采购环节.货架产品在批产卫星的应用使得单机层面的可靠性考核成为可能,
也采用单机产品批样抽检的方法来保证分系统的可靠性.这样从任务开始就将安全性、可靠性、维修性

和质量保证整合进去,在全寿命周期内加以实施.
测试过程全寿命管理方法对于发射场流程组织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采用了单机可靠性判别标准,

可将运输、地点变更等因素对卫星造成的影响纳入单机产品的可靠性计算中;从而省去重复的发射场测

试内容,缩短单星测试流程.

１２　发射场测试流程优化设计

在此情况下,批产卫星发射场单星测试流程设计如下:对于整星全寿命而言,P是测试要求,A１,

A２,,Am 是实现测试要求P 所要测试的项目.对于项目Ai(i＝１,２,,m),ai１,ai２,,aik 是

实现项目Ai 测试所需要的测试序列.对于每一个测试序列aij(i＝１,２,,m;j＝１,２,,k),假

定完成测试需要消耗的时间是tij ,其在整个系统测试中的时间有效性参数用cij 来表示.时间有效性参数

越大代表其在卫星货架式储存时测试有效期越长.问题即转化为考虑时间有效性参数满足的情况下,选

择合适的测试序列来完成既定测试目标.
将所有测试序列构成的有限集合记作A,A 中的元素是完成测试任务所需要的全部测试序列,表

示为

A＝ a１,a２,,an{ } (１)
其中,每个ai 是一个测试序列,相应的把完成测试序列ai 所用的时间记作ti ,其在整个测试系统中的时

间有效性参数记作ci.为了表示在测试过程中,测试序列ai 是否被选中,定义测试序列状态量xi.xi 取

值０或者１,当xi 取０时,表示卫星出厂测试至卫星发射时间间隔小于测试时间有效性长度,即在当前测

试要求下没有被选中;当xi 取１时,表示表示卫星出厂测试至卫星发射时间间隔大于测试时间有效性长

度,即在当前测试要求下被选中.
于是,在给定测试时间和时间有效性的情况下,流程优化问题即可表示为

T＝t１x１＋t２x２＋＋tnxn

xi＝０orxi＝１(i＝１,２,,n)
(２)

依照此模型,卫星流程设计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１)将卫星全寿命阶段测试划分为 m 个测试项目;确定每个测试项目Ai 所对应的ki 个测试序列ai１,
ai２,,aiki ;

２)确定每个测试序列aij 所对应的测试时间tij 以及该测试序列的时间有效性参数ci ;
３)根据当前时间、上次测试时间与时间有效性参数ci 的关系确定各测试序列aij 的状态量xij ;
４)得到发射场阶段需要执行的测试序列aij 以及测试所需要的总时间T .
依此,可以保证在不降低产品可靠性的基础上,大幅缩减发射场测试流程,减少测试用时.此外,

部分不在发射场进行的重要测试可采用跟产或者采信的方式来获取测试数据.

２　保障环境建设

要想达到批产小卫星快速测试发射的目的,仅靠优化流程显然并非唯一之法,测试环境的硬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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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也势在必行.按照传统任务组织模式,发射场只提供卫星保障厂房等必要条件,不对卫星发射场技

术准备效率提升负责.卫星生产方为了保证发射需求,不得不额外生产各种配套支持设备和产品,例如

临时搭建屏蔽测试间、搭建太阳翼展开支架或大理石平台等.由卫星生产方来保证测试环境存在较多弊

端,如与厂房环境的兼容问题,如重复建设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最突出的是各种临时搭建和拆除工作极

大降低了卫星测试效率.发射场的卫星测试环境只有在满足新技术、新方法使用条件的基础下,才能实

现卫星测试发射过程的 “提速”.

２１　IDEF流程分析方法

由于同类批产卫星中单颗卫星结构相同功能相似,其测试流程基本相同,因此通过流程建模,使用

流程仿真的方法,从而准确预分析出批产卫星在发射场阶段潜在的测发效能瓶颈,通过解决瓶颈问题从

而大幅提高测发效能.

IDEF是ICAM DEFinitionMethod的缩写,是美国空军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结构化分析

和设计方法基础上发展的一套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７].KBSI公司将IDEF方法发展成一个系列,形成

IDEF０ IDEF１４,其中IDEF０用于功能建模 (FunctionModeling),IDEF３用于过程描述获取 (Process
DescriptionDesign),二者结合即可科学分析发射场阶段批产卫星测试存在的瓶颈问题并予以解决[８].

利用IDEF０模型,主要是将批产卫星的测试发射过程分解为一个个部分、成分.初始图形最一般或

者最抽象地描述了整个过程.它把每个主要成分表示成一个盒子.每个成分经过分解再用一个图形来显

示它的细节.这个图形把它的组成成分也用盒子来表示.此盒子又能分解成更多的图形,直到整个测试

发射过程描述得足够细致为止.利用IDEF０图,可以更为细致的了解批产卫星在发射场阶段的全部工作

内容以及各测试项目所需求的所有保障条件.

IDEF３是一种为获取对过程的准确描述所用的方法,使用两个基本组织结构———场景描述和对象描

述来获取对过程的描述.场景的主要作用就是要把过程描述的前后关系确定下来,对象就是任何物理的

或概念的事物.IDEF３用过程流网 (ProcessFlowNetwork,PFN)作为获取、管理和显示以过程为中心

的知识的主要工具,绘制成图即IDEF３过程流图.

２２　某型卫星IDEF０图

以某型卫星为例,按照IDEF０图的绘制方法,分解整个发射场阶段工作内容,首先做出顶图如下.

IDEF０图中间的盒子代表活动,盒子的左侧箭头为输入,右侧为输出.盒子的上面为控制或者约束,
盒子的下面为机制,即完成活动所需要的人或者设备.上图中,进场卫星经过在发射场阶段的所有工作

后进入发射状态.整个过程在各种文件的约束之下;同时发射场提供各种人员和设备以保证整项过程的

顺畅执行.
经过一次细化后,得到IDEF０一级图如下.
一级图的目的是将顶图进行分解,将活动分解为多项子活动.上图中,通过一次分解将某型卫星在

发射场阶段的整体工作分为卫星卸车、测试准备、技术区测试、推进剂加注、星箭联合操作、发射区状

态检查、射前状态设置等７个子活动,每项活动均有各自的输入、输出、控制和机制.
经过若干次分解后,可以形成极为细致的IDEF０图册.出于保密的需求,本文省略了后续IDEF０图

的绘制结果,以及图１、图２的部分内容.绘制完成的图册描述出某型卫星在发射场阶段所进行的所有活

动以及过程所需要的所有资源.通过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分析出发射场已有和欠缺的资源情况.

２３　某型卫星的IDEF３图

利用IDEF０图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发射场已有资源和欠缺资源的情况,但当批产卫星任务多发并行

时,极有可能会发生资源抢占的情况,从而极大影响任务执行效率.利用IDEF３过程流图可以较为容易

的分析出资源瓶颈问题.IDEF３过程流图是利用IDEF０图的结果绘制.以过程为中心,将IDEF０图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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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某型卫星发射场工作IDEF０顶图

图２　某型卫星发射场工作 A０图

底层图的子活动联接起来,最终形成从活动开始,到活动结束的全连通图,通过建模模拟运行,从而发

现资源瓶颈并予以解决.
以现有的资源规模,将某型卫星的发射场工作流程IDEF０图底层子活动输入 Arena软件[９], 建模并

联通运行,某型卫星去密简化模型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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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Arena软件建模结果

假设批产卫星进场数量为１８０颗,运行结果如图４所示,利用软件分析出等待时长较长的活动,表明

该活动包含的资源欠缺,影响了整个发射场工作流程的执行效率.

图４　活动排队及耗时分析结果

修改各类资源的数目,多次重新运行软件模拟批产卫星任务执行过程,比较其运行总用时和各活动

等待用时.得出不同情况下的优化结果,结合设备购置经费及项目建设难易情况,最终提出较为合理的

批产卫星发射场阶段基础保障能力建设项目建议.
对于分析出的各类薄弱环节,其中各类测试设施设备的补充建设属于较为容易实现的部分,只要购

置补充部分设备,即可提升运行效率;某些薄弱环节,如对于卫星测试场地保障、卫星加注设备场所等,
其涉及发射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此部分较难实现;部分薄弱环节,如卫星加注,目前发射场出于安全

的考虑仍采用单星加注的模式,并且需要暂停其他测试工作,也是流程迟滞的重要因素,此类问题的解

决还需从流程和基础建设等多方面考虑,采用更为合理的加注方案或采用更为先进的加注技术,才能最

终解决问题.

３　结　论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全球提出的星座计划已超过３０个,且仍在逐年快速增加,我国卫星产业在

企业行为和商业运营的推动下,也在朝着小型化、批量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应用前

景的星座系统.
卫星组网技术不断成熟,各类卫星星座领域发展如火如荼,航天发射场也必须积极应对航天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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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推动发射场逐渐从集中全部力量保障科研星向保障规模化批产星方向转变,解决测发过程中

存在的制约瓶颈和短板弱项,完善发射场保障条件,提升批产卫星任务筹划能力,提高发射场任务管理、
组织和保障的综合效能.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转变的路上.建设航天强国不是静态式发展,而是蕴含创

新的不断超越.发射场建设也是如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必须紧跟趋势创新发展,不断向世界

一流发射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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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轨道小卫星太阳翼对日定向技术研究

于松柏１　徐菁宇２　蔡娅雯１

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遥感卫星总体部;２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低轨倾斜轨道光照特性,太阳高度角在±９０°范围内周期变化,增加了太阳翼对

日定向难度.根据小卫星的技术特点,归纳整理了４种典型的太阳翼对日定向设计方案,包括双轴太阳翼

驱动、单轴太阳翼驱动组合星体机动、固定式对称分布太阳翼配置以及由星体姿态机动实现对日定向共４
种方案.完成４种方案控制结果的仿真分析,评估各方案太阳翼对日定向的控制结果,总结归纳各方案的

关键影响因素以及优缺点,并给出应用建议,为后续小卫星太阳翼对日定向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倾斜轨道;小卫星;太阳翼;对日定向

０　引　言

低轨小卫星由于整星规模小,费用低,研制周期短的特点,在商业应用以及巨星座组网方面发挥出

越来越多的优势.根据不同应用需求,其运行轨道也逐步从太阳同步轨道,扩展至倾斜轨道.倾斜轨道

由于其轨道面进动角速度与太阳轨道运行角速度不一致[１],卫星太阳高度角会随时间周期变化,波动范围

在－９０°~＋９０°之间,增加了倾斜轨道小卫星太阳翼对日定向的难度.本文针对倾斜轨道光照特性,结合

小卫星的特点,分析了几种典型的太阳翼对日定向方法,给出各种方法能够实现的对日定向结果,归纳

总结各种方法的优缺点,给出在应用方面的建议,为后续小卫星设计提供参考.

１　倾斜轨道光照特性

本文用到的轨道坐标系主要包括太阳轨道坐标系、卫星轨道坐标系,卫星本体坐标系等[２].

太阳高度角的变化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卫星轨道和平太阳的相对运动速度导致的在地球

赤道面上两者之间的夹角角度,幅值与轨道倾角幅值相关[３];第二部分的要由平太阳运动决定,周期约为

１年,幅值与黄赤交角相关[４].以倾角６０°,高度６００km 的倾斜轨道为例,进行光照特性分析,考虑卫星

和太阳轨道的近地点幅角、轨道倾角、升交点赤经和真近点角[５].一年内太阳矢量与卫星轨道面之间的太

阳高度角变化情况如图１所示.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太阳与轨道面夹角在－９０°~＋９０°之间周期变化,给

太阳翼对日定向带来困难.

２　解决方案

针对倾斜轨道卫星太阳翼对日定向问题,目前常用的实现方式共有以下四种:１ 卫星三轴稳定对地

定向控制,配置双轴太阳翼驱动机构实现对日定向;２ 卫星单轴对地,配置垂直对地轴安装的单轴太阳

翼驱动机构组合星体绕对地轴的姿态机动;３卫星三轴稳定对地定向控制,安装两个固定角度的太阳翼,

通过安装角度设计,确保在不同太阳高度角条件下,在阳照区均能确保两翼中至少一翼受到光照,能够

满足整星能源平衡;４卫星安装固定式太阳翼,由卫星绕星体两轴机动,实现太阳翼对日定向.下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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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年内卫星轨道面太阳高度角

别对这四种方案进行说明.

２１　方案１:双轴太阳翼驱动机构

采用双轴太阳翼驱动机构实现对太阳翼的跟踪,两个轴分别为旋转轴和摆动轴,旋转轴转动带动摆

动轴转动.定义旋转轴与星体Y 轴平行,摆动轴与星体X 轴平行,太阳翼处于零位位置时,法线矢量指

向星体－Z 轴 (对天面)方向,记为P１＝ [０,０,－１]′.
太阳翼驱动机构转动轴按照轨道角速度f０ 大小,与轨道真近点角方向相反进行转动.转动后,太阳

矢量在卫星轨道坐标系中为

Ps ＝Ry(－f０)Psx (１)
太阳矢量在卫星轨道坐标系XOZ 平面投影Ps 与－Z 轴所成角度记为γ１,与Y 轴正向夹角的余角记

为β１.将太阳翼绕Y 轴反向转过γ１ 角度,然后由摆动轴绕新坐标系的X 轴转动β１,可以实现太阳翼对日

定向跟踪[６].

Pgz１＝Rx(β１)Ry(－γ１)P１ (２)

２２　方案２:星体偏航组合单轴太阳翼跟踪机构

卫星配置单轴太阳翼驱动机构,采用太阳翼驱动机构组合星体机动,实现太阳翼对日定向.定义太

阳翼法线矢量初始指向为本体＋X 轴方向,记为P２＝[１,０,０]′.
太阳翼跟踪机构的跟踪策略与方案１一致.先按照轨道角速度反向进行转动.转动后,Ps 在太阳翼跟

踪坐标系XOY 平面投影与X 轴所成角度记为α２,与Z 轴正向夹角的余角记为γ２.让星体绕Z 轴旋转α２,
然后将太阳翼绕Y 轴反向转过γ２ 角度,可以实现太阳翼对日定向跟踪.

Pgz２＝Ry(－γ２)Rz(α２)P２ (３)
选择星体绕Z轴转动方案,可以保证卫星＋Z 轴对地定向,利于遥感卫星对地进行观测.

２３　方案３:星体配置固定角度双太阳翼,实现被动对日

卫星配置两个固定角度太阳翼,太阳翼不进行对日定向控制,与整星三轴对地姿态控制固连,被动

进行太阳翼对日指向.该方案对日定向效率最低,需要配置更大的太阳翼面积才能满足能源供应要求,
该方案的优点是可以一直保持三轴稳定对地定向模式,且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太阳翼对日定向控制,系统

简单,可靠性高.
定义左太阳翼法线矢量指向为本体－Z－Y 轴方向,记为P３１ ＝ [０,－０７０７,－０７０７]′,定义右

太阳翼法线矢量指向为本体－Z＋Y 轴方向,记为P３２ ＝ [０,－０７０７,－０７０７]′.这两个法线矢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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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终的跟踪指向矢量,跟踪的结果为这两个矢量与轨道坐标系中太阳矢量Ps 间的夹角.美国与欧洲合

作的Sentinel ６卫星就是按照上述方案进行的太阳翼指向控制,太阳翼在轨可以实现对日指向,满足整

星能源需求.

２４　方案４:星体配置固定式太阳翼,由星体姿态机动实现对日定向

卫星配置固定角度太阳翼,定义太阳翼法线矢量初始指向为本体－Z 轴方向,记为P４ ＝ [０,０,

－１]′.
由整星姿态机动,实现太阳翼对日指向[７].该方案的控制算法与方案１相同,但是不存在方案１中摆

动轴的转角限制,因此该方案可以实现高精度对日定向.该方案的优点是不需要配置太阳翼驱动机构,
系统简单,可靠性高.缺点是不能实现姿态稳定对地控制,适用于具有敏捷机动能力、短时对地指向工

作的小卫星,当需要载荷对地工作时,转入对地定向模式,当载荷工作结束后,快速完成对日定向控制.

Pleiades卫星就是采用模式[８],在轨应用效果良好,整星配置三块太阳翼,安装在星体背对载荷面上,太

阳翼法线方向与载荷观测轴向相反.工作时快速建立对地观测姿态,观测完成后,快速恢复对日定向

模式.

３　仿真结果

３１　方案１仿真结果

方案一主要采用双轴驱动机构进行太阳翼对日跟踪,取旋转轴按照３６０°转动,摆动轴按照±７０°摆动

进行分析.一年内太阳翼跟踪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方案１在一年内太阳翼跟踪结果

３２　方案２仿真结果

图３中角度主要是由于仿真误差导致,理论上可以实现完全对日跟踪,但在工程上一般不需要这么高

的对日精度.考虑简化控制模式,可以在太阳入射角在接近±９０°附近,采用晨昏轨道的太阳翼跟踪模式,
即卫星－X 端面对日,太阳翼可以在对日方向上停转.

３３　方案３仿真结果

卫星配置左右对称的固定角度太阳翼,定义左太阳翼法线矢量指向为本体 －Z－Y 轴方向,记为

P３１＝[０,－０７０７, －０７０７]′,定义右太阳翼法线矢量指向为本体 －Z＋Y 轴方向,记为P３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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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方案２在一年内太阳翼跟踪结果

０７０７,－０７０７]′.从图４和图５中可以看出,左太阳翼和右太阳翼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左翼光照条件不

好时,对应的右翼光照条件好,右翼光照条件不好时,左翼光照条件好,可以满足整星能源供应的需求.

图４　方案３在一年内左太阳翼跟踪结果

３４　方案４仿真结果

卫星配置固定角度太阳翼,定义太阳翼法线矢量初始指向为本体－Z轴方向,记为 P４＝ [０,０,

－１]′.通过卫星绕本体X轴和 Y 轴姿态机动实现太阳翼对日定向.图６中角度主要是由于仿真误差导

致.影响方案４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每轨工作次数,以及每次机动到目标位置和恢复到对日定向的时间.对

于敏捷机动小卫星来说,每次１００~２００s的机动时间,每次载荷工作６０s,可以实现每轨多次工作.

４　优缺点比较

上述四种方案,均能实现太阳翼对日定向跟踪.其中,方案１对日精度受双轴机构摆动角限制,且机

构复杂,不利于长寿命和小型化设计;方案２对日定向精度高,且能保证相对稳定的外热流,利于热控设

计,但星体需要绕滚动轴不断转动,不能满足工作时需要与飞行方向保持稳定姿态的载荷工作要求;方

案３控制简单,但对日定向效率低,需要配置更大的太阳翼面积,当整星功耗较大时,对太阳翼面积要求

大,不利于整星规模和成本控制;方案４可以实现高精度对日定向,但是在载荷工作时,需要重新建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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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方案３在一年内右太阳翼跟踪结果

图６　方案４在一年内太阳翼跟踪结果

作姿态,对姿态机动能力要求高,且持续工作时间受机动时间和蓄电池容量限制.

５　结　论

采用上述四种方案,均能实现太阳翼对日定向跟踪.归纳整理４种太阳翼对日定向方案的优缺点如表

１,在具体卫星设计中,通过能量平衡优化分析,得出满足余量设计要求的太阳电池阵能力需求[１０],然后

根据任务特点,结合表１的优缺点比较,可以为小卫星太阳翼对日定向方案选择提供参考.

表１　四种太阳翼定向方案比较

方案１ 方案２ 方案３ 方案４

优点

　１)太阳翼对日定向精度较高,
但受轨道面倾角和摆动轴转角

范围限制;

　２)卫星不需进行姿态机动,即
可实现太阳翼对日定向,可以满

足载荷按照固定飞行姿态进行

工作的卫星

　１)太阳翼对日定向精

度高;

　２)卫星可以使某一表

面对 日,外 热 流 相 对 稳

定,有利于选择散热面,
便于热控设计

　１)卫星不需要配置太阳翼驱

动机构,系统简单,可靠性高.

　２)卫星配置左右对称的太阳

翼,不需进行定向控制,即可满

足能源供应需求

　１)卫星不需要配置太阳翼驱动

机构,系统简单,可靠性高;

　２)星体 －Z 轴对日,外热流相

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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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案１ 方案２ 方案３ 方案４

缺点

　１)双轴太阳翼驱动机构结构

复杂,重量和体积较大,不利于

长寿命和小型化设计;

　２)卫星外热流周期变化,带来

热控设计难点[９];

　３)双轴太阳翼驱动机构造价

高,不利于小卫星应用

　１)卫星飞行姿态绕偏

航轴周期变化,不能用于

载荷对飞行姿态有固定

要求的卫星;

　２)对星体绕偏航轴姿

态机动能力要求较高

　１)卫星太阳翼对日定向效率

低,需配置较大面积太阳翼,当
整星功 耗 较 大 时,成 本 增 加 较

多,不利于成本控制;

　２)如果太阳翼尺寸过大,还会

增加整星构形难度

　１)在轨常态为对日定向模式,
对于载荷工作需 对 地 指 向 的 卫

星,只能短期工作;

　２)每次载荷工作,卫星均需进

行两次姿态机动,姿态机动时间

直接影响到整星的能源获取,对
姿态机动能力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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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调整的太阳电池阵在轨健康状态监测方法设计

韩延东　张　勇　甄明悦　苏晨光　田帅虎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目前在轨小卫星数量越来越多、在轨管理任务繁重,同时星上太阳电池阵的健康状态

监视手段单一、遥测参数不足、参数计算公式复杂的现状,为了保证卫星在轨稳定运行,提出了一种参

数可自适应调整、遥测信息有效判据覆盖星上多系统的太阳电池阵健康监测方法,并对太阳电池阵的评

估参数分析方法进行了优化设计,同星上软件相融合,能够真正做到减轻卫星在轨管理任务量、优化监

测方式,更加综合和准确的监测在轨太阳电池阵状态,提高故障发现的及时性;同时可进一步将监测方

法覆盖拓展到对星上其他载荷设备健康状态的监测,适应不同型号卫星的需求.

关键词　自适应;方法优化;太阳电池阵;功能融合;健康状态监测

０　引　言

目前发射的小卫星,设计寿命一般在５年或５年以上,随着在轨卫星数量的增加,在轨管理任务加

重,卫星重要参数异常的监测发现和突发故障处理的及时性会受到影响.

电源分系统是卫星的重要分系统之一,用于满足卫星所有的用电设备的用电需求.电源分系统的太

阳电池阵负责将太阳的辐射能量转化成电能给用电设备供电以及蓄电池组充电,是卫星在轨的唯一能量

来源,其可靠性和稳定性直接决定了电源分系统及整星的工作寿命和工作状态.

在卫星平台设备中,星上主机主要担负着调度、管理平台各单机的任务.星上主机轮询采集各单机

遥测信息,并将采集到的数据信息打包传到地面进行应用分析[１].星地通道传输容量有限,随着星上平台

单机数量的增加,每个单机的遥测量和采集周期会受到影响,依靠地面在轨管理及时解析发现重要设备

如太阳电池阵的故障也变得十分困难.

太阳电池阵的在轨输出功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日地距离、温度、卫星轨道、姿态,以及自身衰降

等等,因此更需要优化太阳电池阵健康状态的判别方式,提升有限遥测数据下的故障分析效率,同时将

地面计算与星上软件运行相结合,利用星上主机掌握整星多个分系统数据的优势,为判断太阳电池阵健

康状态引入相关联的其他分系统判据,配合在轨自适应调整监测范围,监测周期的监测方式,及时发现

太阳电池阵的潜在性故障风险并给出告警标识,确保卫星在轨长期可靠运行.

１　设计现状分析

１１　太阳电池阵在轨管理现状分析

太阳电池阵在轨工作的输出电流情况主要受太阳光的强度、太阳入射角、太阳电池阵的工作温度和

太阳电池阵衰减因子等因素影响.物体接收到的太阳能量的大小与其距太阳的距离的平方有关,太阳电

池阵接收到的太阳光强大小受日地距离影响,接收到的太阳能量不同,经光伏转换后太阳电池阵输出的

功率也不同.日地距离在冬至左右时 (近日点)最小,夏至左右时 (远日点)最大,随着日地距离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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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太阳光通量减小,太阳电池阵的输出功率和电流也会降低[２].
太阳入射角为太阳光线与太阳电池阵法线的夹角,当卫星轨道确定时,入射角其随季节的变化而变

化.当太阳光线垂直照射太阳电池阵时,太阳入射角为０,太阳电池阵输出功率最大.
太阳电池阵的工作温度会影响太阳电池阵的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当太阳电池阵温度增加时,太阳

电池的输出电流会增加,输出电压会减小.
太阳电池阵衰减因子主要由粒子辐照衰减因子、紫外辐照衰减因子等因素影响的衰减因子组成,粒

子辐照衰减因子、紫外辐照衰减因子主要依靠在地面对太阳电池进行粒子辐照试验、紫外辐照试验获得,
但由于空间环境通常较为复杂,不能准确预估,太阳电池受到的环境影响也是综合的.

针对太阳光强、工作温度和太阳入射角等多种会带来影响的因素,往往只粗略分析,然后对太阳电

池阵输出功率和电流情况进行归一化处理,缺乏较为准确的定量分析方法,也未针对在轨卫星的具体特

点采取足够的技术手段进行故障诊断;同时由于卫星下传的遥测数据中太阳电池阵的直接遥测数据信息

数量较少、信息周期过长,在轨监测判据更新滞后,太阳电池阵在轨电流的评估准确性是有待提高的.

１２　遥测参数监测方法现状分析

卫星在轨时的运行状态是通过遥测信息来显示的,各分系统通过与星务计算机的CAN 总线接口完成

信息的传递.星上软件中针对整星重要分系统的遥测信息,通常采用 “默认参数 门限监测 动作触发”的

方式,通过识别分系统反馈的遥测信息中的特定位置信息,与软件中存储的门限范围相比较,在超出安

全门限范围后触发既定的安全指令序列[３].监测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传统遥测参数监测流程

传统的遥测参数监测方式中,某些重要参数的地面计算量较大,同星上的遥测分析统计脱离,星上

软件在地面时会将判据信息、安全指令信息等写入软件,在轨后继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需要

多次迭代;同时在监测到遥测参数异常之后,通常需要地面人员介入,对监测流程进行干涉、恢复和调

整,在卫星的整个寿命周期里会消耗占用大量人力物力,并且随着卫星进入寿命末期,原有的监测策略

往往不能及时更新调整,会埋下一些安全隐患,不利于卫星在轨长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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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太阳电池阵自适应调整监测架构设计

２１　太阳电池阵外部影响因素优化方法设计

太阳电池阵电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且需要对不同时间段的数据进行比对然后进行评估,其评估方法

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太阳电池阵电流在轨评估方法流程图

(１)在轨单圈数据特征点的提取

卫星太阳电池阵电流阳照区典型变化趋势如图３所示,将标红处太阳电池阵电流值作为太阳电池阵电

流评估的特征点An ,该点对应阳照区中间时刻,此时太阳电池阵温度点高,且地球反照对太阳电池阵电

流的影响最小.

图３　太阳电池阵电流评估特征点An

在同一轨内太阳入射角基本不变,通过整星姿控分系统遥测数据得到太阳入射角,即太阳光与轨道

面夹角βn 的信息,和βn 相关的遥测通常有:太阳星历Soy (βn ＝arcsin(Soy))、太阳矢量、模拟太阳或

数字太阳相关遥测等.

根据太阳翼构型利用βn 导出太阳电池阵入射角θn ,即太阳光与帆板法线的夹角;若卫星太阳翼沿 Y
轴布置,分为固定翼、单轴帆板驱动机构以及双轴帆板驱动机构三种方式进行不同形式计算.

(２)太阳电池阵电流在轨数据积累与统计

按照上述数据提取方法,选取每月某一天 (如果选取日没有数据,可以使用前后１~２天的数据作为

近似)某一轨载荷不工作时的数据.对于非太阳同步轨道,若存在遮挡,一般按每月相同θn 来选取特定

日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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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太阳电池阵电流评估基准

以太阳电池阵地面电性能测试I V曲线作为评估基准数据来源,该数据是 AM０条件下太阳电池阵

温度折算至２５℃的测试数据.设某型号太阳电池阵共有 N 个分阵,分别为SG１、SG２SGN.对于

每一个分阵,分别记录各分阵的短路电流Isc_１、Isc_２Isc_ N ,各分阵的最大工作点电流Imp_１、

Imp_２Imp_ N .
根据在轨相关遥测,对应太阳入射角、太阳光强季节性变化以及太阳电池阵温度三个因素[４],以分阵

N的短路电流为例,将地面电性能测试得到的太阳电池阵电流数据分三步进行折算:
第１步:太阳入射角折算.折算后电流Isc_ N１＝Isc_ N ×cos(θn),对于使用单轴帆板驱动机构的卫星

考虑增加５°控制偏差影响,即Isc_ N１＝Isc_ N ×cos(θn)×cos５°;对于使用双轴帆板驱动机构的卫星B轴控

制过程中也考虑增加B轴５°控制偏差,即Isc_ N１＝Isc_ N ×cos(θn)×cos５°×cos５°.

第２步:太阳光强季节性变化因子Xs 折算.折算后电流Isc_ N ２＝Isc_ N１×Xs .且有Xs＝
d２

０

d２
,其中

d 为太阳与卫星之间的距离,d０ 为太阳与地球之间的标准距离,d０＝１４９６×１０８km .对于特定一天,Xs

为常值.太阳光强季节性变化因子Xs 主要考虑太阳与航天器之间距离,该值主要根据轨道计算得出.
第３步:太阳电池阵温度修正因子FT折算.折算后电流Isc_ N３＝Isc_ N２×FT .
太阳电池阵温度修正因子FT 按下式计算如下

FT ＝βI ×(T－２５°)＋１＝
αI

Im
×(T－２５°)＋１

式中,βI 为太阳电池电流温度变化比 (太阳电池温度改变１ ℃时,其输出电流的变化比例),通常约为

００５％~００８％;T 为太阳电池工作温度;αI 为太阳电池片电流温度系数;Im 为太阳电池片最佳工作点

电流.
(４)太阳电池阵性能评估方法

将统计得到的太阳电池阵电流An 、I上限 以及I下限 绘成曲线,若An 落在I上限 与I下限 之间或与之重合,
则认为太阳电池阵无明显衰减,若落在上述区间之外且偏差较大,则说明太阳电池阵出现衰减或部分太

阳电池串失效.

２２　自适应调整监测方法设计

星上软件将太阳电池阵外部因素的优化计算方法部分融合到自适应参数监视的逻辑结构中,令地面

计算工作与原有的星上独立计算相结合,形成统一的自主监测结构体.
自适应调整的监测方法首先在整星所有遥测信息中选择一定数量的重点遥测作为监视对象,同时在

星上软件内部根据参数的功能不同,进行类别划分,配置好重点遥测的位置、正常值范围等初始关键信

息[５],并在监测评价判据中选取相关联分系统判据,如在监测卫星方阵电流关联匹配不同的载荷工作模

式,针对不同载荷的工作情况进行监测区间的分解细化,同时匹配当前电源下位机的通信状态,确保遥

测信息来源的正确性.监测结构功能图如图４所示.
(１)在轨运行流程

卫星在轨工作后,星上软件会开始根据优化算法对太阳电池阵的部分影响因素进行计算,同时监视

范围内的重点遥测会根据划分归类的不同,在不同时间周期内完成不同程度的自适应调整,根据在轨实

际运行情况对地面写入的默认判据参数进行优化调整,然后根据优化后的判据信息进行监测;当发现重

点遥测参数超限情况时,星上软件不仅会给出超限警示,同时会记录此超限值大小、超限值出现的时间、
次数及相关联分系统参数的运行状态,完成信息的初步提取分析,并存储以超限时刻为中心的一定时间

内的整星遥测信息,及时下传到地面供人们参考解决.
(２)自适应调整分类设计

选取使用自适应调整方式的参数对初始上限值和下限值进行设定 (此上限和下限值指最大正常范围,
细化调整依靠在轨的实际监测策略),然后根据参数的重要性、同其他分系统的关联程度、数据分析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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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自适应调整的监测功能结构图

易程度等,细分为两大类三小类,三类参数均可以根据需要匹配其他相关联分系统数据进行关联判定.
具体分类情况见图５.

图５　自适应参数分类

１)A类参数在轨后即开始进行周期监测,监测一个周期T１ 后固定好判据值 (即卫星全寿命周期内

进行一次)(可通过指令重复开启统计);

２)B类参数在轨后间隔时间T２ 后进行周期监测 (即卫星全寿命周期内进行一次),监测一个周期T３

后固定好判据值;

３)C类参数在轨后每间隔时间T４ 后进行周期监测 (即卫星全寿命周期内进行多次),监测一个周期

T５ 后固定好判据值,然后再间隔时间 T４后进行周期时间T５ 的监测更新,依此循环.

３　在轨应用情况分析

以某卫星为例,该卫星位于轨道高度５００km 左右的太阳同步轨道,采用±Y双固定翼,采用平时对

日载荷工作时对地的工作模式,即卫星在巡航时处于对日定向姿态.因此θn ＝０.卫星处于对日巡航模式

时,一轨内典型太阳电池阵如图６所示.
按照上文描述的数据提取方式,选取某型号在轨每月２３号的数据进行分析,太阳电池阵电流统计表

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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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一轨内典型太阳电池阵电流

表１　某卫星太阳电池阵电流统计表

日期
XX年

An cos(θn)

４月２３日 ２８２６４ １

５月２３日 ２７８０７ １

６月２３日 ２６２４１ １

７月２３日 ２６７３ １

８月２３日 ２６５０２ １

９月２３日 ２５１６３ ０９４０

１０月２３日 ２５５６ ０９４０

１１月２３日 ２５８２ ０９４０

根据卫星太阳电池阵电流地面的测试数据,将太阳入射角折算、太阳电池阵SG１按照太阳光强季节

性变化因子折算和温度修正因子FT折算后,令

Isc ＝∑
N

i＝１
Isc_i３

对各分阵的最大工作点电流Imp_１、Imp_２Imp_ N 进行同样的上述折算过程,得到

Imp ＝∑
N

i＝１
Imp_i３

将Isc 、Imp 分别作为太阳电池阵电流评估的上限和下限,并考虑测试、组合误差等,引入校正系数

Ksc 、Kmp ,即

I上限 ＝Ksc ×Isc

I下限 ＝Kmp×Imp

其中,Ksc 、Kmp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校正.通常遥测查询值位于区间 [Imp ,Isc ],取Ksc＝１,调整Kmp ,
使I下限 与遥测查询值几乎重合.某卫星综合上注计算流程计算后Ksc＝１,Kmp＝１０４,同时设置Isc 、Imp

应用自适应监测类型中的C类方式,令 T４＝０,T５＝１２month,待卫星在轨正常工作后,监测一年时间

数据,计算出更准确的Isc 、Imp 值,然后配合相关联的卫星工作模式等参数开始对太阳电池阵电流进行长

期监测评估,并开启新的 T５周期的Isc 、Imp 值统计分析.在轨监测后曲线如图７所示 (蓝色为太阳电池

阵电流值上限,绿色为太阳电池阵电流下限,红色为实际遥测值).
经过自适应调整监测后,配合太阳阵电流影响参数计算方法的优化,星上软件中的太阳阵电流监测

范围变更为匹配在轨实际工况的门限区间;若实际遥测值超出门限区间,星上软件会参考判定当前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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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太阳电池阵电流监测曲线

作模式状态、电源下位机的通信正常状态、卫星的姿态模式等信息进行关联判读,确保此异常的发生背

景是卫星相关分系统正常工作,消除误判的可能后进行警示遥测设置,能够实现对太阳电池阵在轨健康

状态更加准确及时的预估.

４　总　结

本文针对当前多星在轨管理任务繁重背景下,太阳电池阵健康状态监测不利于及时有效评估、评估

计算方式复杂的现状,提出了一种基于参数分析优化设计的自适应调整监测模型,可以实现将太阳电池

阵电流计算需要的多种因素优化分析,并将分析工作同星上软件相结合,匹配型号实际情况,减少分析

误差,并能够利用星上软件自行根据优化结果进行数据迭代,完成可控的周期性监测和异常状态报警,
简化地面操作的同时及时发现太阳电池阵的潜在性故障,确保卫星关键设备健康运行,保证卫星长期在

轨任务的安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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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adjustmentmethodformonitoring
on orbithealthstatusofsolararrays

HANYan dong,ZHANGYong,ZHEN Ming yue,SUChen guang,TIANShuai hu
DFHSatelliteCo,Ltd

　　Abstract　Inviewoftheincreasingnumberofsmallsatellitesinorbit,theoneroustaskofon orbit
management,andthesingle monitoring meansforthehealthstatusofon boardsolararrays,the
insufficiencyoftelemetryparametersandthecomplexityofparameterscalculationformula,inorderto
ensurethestableoperationofsatelliteinorbit,amethodformonitoringthehealthofsolararraywith
adaptiveparametersandeffectivecriteriaoftelemetryinformationcoveringmulti systemonsatellit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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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andtheanalysismethodofsolararrayparametersisoptimized,whichcanreducethetaskof
on orbitmanagement,optimizethe monitoring mode,monitorthestatusofthesolararray more
comprehensivelyandaccurately,andimprovethetimelinessoffaultdetectionAtthesametime,the
monitoringmethodcanbeextendedtomonitorthehealthstatusofotherloadsonboard,whichcanmeet
theneedsofdifferenttypesofsatellites

Keywords　Adaptive;Methodoptimization;Solararray;Integrationoffunctions;Health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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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微卫星的一体化天基威慑体系构建

宋克健　贺鹏举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

摘　要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空间斗争形式的变化,我国天基威慑体系急需完善.本文在分

析美俄等军事强国天基信息系统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小微卫星的双层天基威慑体系建设方案,详

细分析了各层体系的基本构成、功能,探讨了一体化威慑体系的关键技术,并对天基信息系统支援联合

作战进行了战例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天基信息系统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　小微卫星;天基威慑体系;联合作战

０　引　言

近年来,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太空逐渐成为国际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太空军事优势对战争

进程和结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美俄等航天强国加速太空军事化进程,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美国成立了其第六大

军种 太空军,主要承担太空力量建设、太空作战和作战支援等职责.目前美俄均构建了性能先进、种类

齐全、配套设施完备的天基信息系统[１２].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基本的太空威慑力量,为指

挥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在天基信息系统的战术级应用方面,还存在研制周期长、费用高以及无

法为指挥官提供实时有效的战场信息等缺点.

随着近年来微电子、微机械、微组装、新型材料等技术的发展,卫星的体积、质量、功耗越来越小,

性能越来越强,各种形态的小微卫星层出不穷[３].由于小微卫星研制成本低、周期短、发射快速方便,因

此成为航天领域中进行新技术快速验证,以及满足战术应用中快速响应要求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军的航天装备建设,应充分考虑一体化联合作战需求,建设高低结合、弹性充分、面向战场全域

的装备体系.因此,我们提出未来我国空间威慑体系的构建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大、中型卫星为主,
具有长寿命、大功率、高可靠等优势,主要用于执行战略任务;另一类以小卫星及小微卫星为主,具有

研制周期短、成本低、发射速度快、可组网运行等特点,主要用于执行战术性任务.天基威慑体系两个

方面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太空作战及战场支援任务.

１　面向空间战场环境的战略支持平台建设

面向空间战场环境的战略支持平台,其技术难度大,结构复杂,费用昂贵,卫星功能异常强大,主

要用于执行战略任务,为战略决策提供有效支撑.参照美、俄等军事强国的太空建设内容,我军天基信

息系统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情报监视与侦察

侦察与监视卫星利用可见光/红外相机、合成孔径雷达、大型可展开天线阵等手段,从太空轨道对目

标实施侦察、监视和跟踪,以搜集地面、海洋或空中目标的情报.美国拥有世界上性能最为先进的侦察

与监视卫星系统,现役侦察与监视卫星系统主要包括 “锁眼”系列光学侦察卫星、“长曲棍球”雷达成像

卫星及一系列电子侦察卫星等,这些卫星可以为美国提供全天时、全天候、全空间的高分辨率图像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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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号情报,为军事作战行动提供有力的支撑[４].我国的天基情报侦察与监视系统应发展先进高分辨率光

学成像设备和雷达成像设备,研制多频谱、高性能的电子侦察设备,为我军战略决策及军事行动提供情

报支持.
(２)导弹预警

弹道导弹预警是战略反导作战的前提,由于技术难度高,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拥有导弹预

警卫星[５].美国最新的空间预警系统为天基红外系统 (SBIRS),其主要任务是战略和战区导弹预警、为

导弹防御指引目标、提供技术情报和战区分析,其空间段由三种轨道高度的卫星星座组成:低轨卫星星

座 (LEO)、高轨卫星星座 (HEO)和静止轨道卫星星座 (GEO),如图１所示.随着军事斗争准备的需

要,我国也应建立自主的天基导弹预警系统.我国天基导弹预警系统建设要以美俄为参考,采取循序渐

进的建设思路,先构建我国周边重点区域导弹预警能力,再经过系统发展,逐步构建全球范围内、导弹

飞行全程预警系统,为遂行战略及战术导弹预警与防御提供支撑.

图１　美国导弹预警卫星及星座部署示意图

(３)战略战术通信

现代战争是陆、海、空、天、电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与体系对抗,多维的战场空间和透明的战场环境

均需要军事卫星通信的支持.在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历次冲突中,卫星通

信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军事通信卫星主要包括窄带、宽带和受保护三类系统,其中受保护系统主

要强调抗干扰、保密性及核生存能力[６].美国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发射的第四颗先进极高频通信卫星

(AEHF ４),重量达６２t,造价１０亿美金,采用了相控阵天线技术,波束成形网络技术、毫米波单元

(AMU)技术和电推进系统等新技术,共携带了１４部天线,可以服务６０００个终端和４０００个网络.我军

要取得未来战争的胜利,需要大力发展军事卫星通信系统,特别是先进的通信技术及抗干扰、抗截获技

术,以便在信息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
(４)导航定位

定位导航卫星主要通过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获得准确的地理位置信息,为军事活动提供导航定位服

务.目前国际上共有四大导航定位系统: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欧洲的 GALILEO 和中国

的BDS.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是世界最早的导航定位卫星系统.在近几次战争中,GPS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各种军事定位精度,极大地提升了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效果[７].未来,导航定位

卫星的精度将会更高,抗干扰能力也更强,覆盖范围也会更加广泛,也将更好地服务于军用及民用领域,
我们应该加速推进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为军事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５)通信中继

中继卫星系统是指利用高轨道卫星为用户提供跟踪和数据中继服务的数据传输系统,主要面向中低

轨道航天器和空中、地面平台,是建立全球天基综合信息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中继卫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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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应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理论与技术,加强自主创新应用,逐步建立覆盖率高、功能强大的中继卫星

系统,为各类航天器提供数据传输服务,有效提高我国航天领域的整体实力.
(６)战场环境保障

战场环境保障主要是利用部署的军用气象环境卫星、海洋环境卫星和空间环境监测系统,对目标作

战区域的气象、海况等战场环境进行预报,并在联合部队内共享,为作战部队提供关键信息保障[８].如美

国的军用气象卫星 (DMSP)可向美三军提供全球气象数据,也可准确预报待侦察地区天气情况.其极轨

作战环境卫星系统 (NPOSS)能够综合监视地球的气象、大气层、海洋、陆地和近太空的环境.发展战

场环境保障卫星系统可为军事行动提供有效保证,极大地增强作战效果.

２　服务战术应用的小微卫星威慑作战体系建设

随着反卫星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航天器面临着防御敌方攻击、快速战术支援等各种新挑战,一旦

受到攻击,便无法支援作战.近年来,小微卫星以一种全新的概念和设计思想成为航天领域最活跃的研

究方向之一,在成像侦察、低轨通信、导航增强等领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显示出越来越好的应用前

景[９].尤其是在军用领域,小微卫星在降低系统成本、增强抗毁能力、应急补充增强和快速组网服役等方

面优势突出,又兼具机动灵活、运营管理便捷等特点,备受军方青睐.结合国内外先进小微卫星技术,
建设服务战术应用的小微卫星威慑体系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１)成像侦察

当前随着技术的发展,小微卫星的图像分辨率逐渐提高,当前百公斤以下的小卫星可达到１米以下的

分辨率,可以较好地用于地面目标侦察及打击效果的评估.过去几年,民商及军用小卫星得到快速发展,

如美国的鸽群星座,仅２０１７年一年时间就发射了１４０余颗,采用３U 立方体形设计,分辨率为３~５米.
国内的商用星座如吉林一号卫星、珠海一号卫星系统等建设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吉林一号卫星预计２０２０
年６０颗卫星在轨,实现全球任意地点平均３０分钟重访、７天左右可以对中国全境普查一次,９０天左右可

以对全球热点地区普查一次,每天可观测全世界范围内８００多个目标区域.
(２)战术通信

近年来,在低轨通信卫星星座快速发展的冲击下,通信卫星开始向小型化、规模化、批量化转型,
卫星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逐步提高,卫星成本大幅降低,总装、集成与测试流程也大幅缩减.截

止２０２１年３月份,美国SpaceX公司累计发射入轨２３批１３００余颗卫星,仅当月部署２４０颗卫星,具备

较强的批产化研制能力.在军事方面,系统建成后能够为美军提供便捷、快速的战术通信能力.在我国

的战术通信领域,应积极开发批产化研制能力,抢占轨道频率资源,抢占发展先机,否则将陷入被动

局面.
(３)空间对抗

小卫星具有从地面难于探测、在轨道机动灵活优势,是发展空间对抗系统的重要组成力量.美国在

低轨道空间攻防领域基于小卫星开展了一系列技术验证试验,如美国空军２００５年发射的试验卫星系统

１１ (XSS １１)以及DARPA于２００７年发射的 “轨道快车”等,对在轨卫星检测、交会对接、在轨维修

与器件更新、近距离机动等进行了技术验证,形成了基本轨道攻防能力[１０].在空间对抗领域,我们应该

紧跟技术前沿,大力开发卫星空间侦察、空间进攻、空间防御技术,增强太空对抗能力.
(４)电子侦察

目前电子侦察卫星主要以大型卫星为主,可以长时间、大范围工作,但是卫星成本较高,卫星数量

少导致定位精度受限.随着技术发展,基于小微卫星的电子侦察技术优势越来越明显.基于小微卫星组

网电子侦察技术具有研制周期短、成本低、发射速度快等优势,可用于执行战术性电子侦察任务,可成

为大型电子侦察卫星的有效补充.
(５)导航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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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区域上空发射小微卫星,可以辅助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区域星座增强、区域信号增强.在卫星

导航系统支持下,小微卫星能够增加用户可视卫星数量,改善用户定位几何因子,提高用户定位精度.
在军事应用中,小微卫星区域星座增强,可有效改善卫星导航系统战时空间星座不可用,用户定位几何

因子变差的情况,从而提高区域范围内用户的定位精度、精确制导武器的制导精度以及可靠性.

３　基于小微卫星一体化威慑体系关键技术

要实现基于小微卫星的战术威慑体系建设,需要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关键技术:
(１)平台标准化

标准化的平台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卫星研制成本,提高卫星通用性.主要包括卫星平台核心标准化和

单机设备标准化.卫星平台核心标准化设计的思想就是将可以剥离的分系统功能进行单独设计,而提供

“纯粹”的卫星平台公用舱.单机设备是遵循卫星平台总线标准和接口标准的单一功能模块,比如卫星管

理模块、电源模块、遥测遥控模块等服务单机.卫星核心平台提供服务单机模块的各类机械接口、电气

接口和数据接口,卫星平台和服务单机将通过卫星管理模块和综合电子分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
(２)载荷模块化

有效载荷模块化设计是在满足卫星平台公用舱各类接口和结构要求的基础上,针对某一个卫星平台

公用舱,将有效载荷包装为功能独立和接口简单的分系统模块,尤其是剥离复杂的数据处理功能,交由

平台综合电子系统进行处理,提高载荷的通用化水平.
(３)微型化和低功耗

为解决微小卫星体积和重量的限制,载荷必须进行微小型化.同时,微小卫星一般不可能配置大面

积太阳能电池阵面,星上能源供给能力比较受限,必须实现载荷的低功耗设计.因此,载荷需要采用微

系统、微组装、低功耗设计等技术.
(４)星间通信

小微卫星组网飞行,编队内卫星需要进行大量数据传输、交换、处理等,小微卫星平台能力又限制

了星间通信的能力,因此星间通信问题必须得到有效解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载荷和星间通信一体

化设计,当星间通信要求低时,可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载荷,反之,可减少载荷资源;二是综合优化设

计星间通信,包括星间链路的总体规划设计、星间通信协议、星上处理等.
(５)运控技术

随着微小卫星的数量逐年猛增, “星多站少”的问题愈发突出.现有地面系统的资源和信息无法共

享,造成了卫星测控应用效率较低,不能满足卫星的测控需求.未来小微卫星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卫星

组网、系统运行、全球资源共享的优势,既可以实现卫星工作效率、工作范围及信息的时效性的大幅提

升,同时也可以避免重复投资,充分发挥航天系统和测控网的利用率和效益.

４　基于一体化天基威慑体系的联合作战构想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小微卫星的一体化天基威慑体系,其基本组成包括由大中型卫星构

建的骨干网和小微卫星构建的补充网,基本组成示意图如图２所示.骨干网中包括通信、侦察、预警、导

航、中继等不同类型的大中型卫星组成,由国家部门或国有重点航天企业负责组建;补充网主要以小微

卫星为主,主要由民商力量负责构建,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和技术力量,发挥技术迭代快的优势,增强天

基系统的弹性.
天基信息系统支援下联合作战基本流程如图３所示.信息获取分系统在作战前侦察战场目标信息,在

战后可以进行打击效果评估,为指挥决策提供支撑.信息传输分系统可以传递战场信息、作战指令等内

容,是信息传输的中枢.导航定位系统主要为武器系统提供导航定位信息.武器系统与天基信息系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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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一体化天基威慑体系结构

图３　基于天基信息系统的联合作战流程

互配合,共同完成联合作战打击任务.

５　总结与启示

(１)高度重视太空威慑体系构建,打造一体化天基信息支援平台

美俄等军事大国经过长期积累,均构建了要素齐全、结构合理的太空威慑体系.近几次局部冲突也

充分表明,天基信息系统广泛参与从作战规划、作战实施到打击评估的全作战流程保障,是武器系统发

挥效能的倍增器.随着在轨航天器体系化建设的逐步完善,天基信息系统的用途也由原来的战略用途扩

展到战役、战术层面,可为作战人员提供综合战场态势信息.天基信息对抗必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典型作

战样式,因此,我国的武器装备体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太空威慑体系的构建,打造符合我国实际的一

体化天基信息支援平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提供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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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充分开发小卫星军事优势,与大卫星构成完善的航天体系

小卫星与大卫星各有优势,任务设计各有分工,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军事航天装备体系.大卫星具

有长寿命、大功率、高可靠优势,可以搭载数量众多、机制多样的有效载荷,能部署在高、中、低不同

轨道提供综合成像侦察、环境监测或中继通信服务,并且具有任务扩展能力.小卫星则面向专业任务设

计,具备任务定制和快速响应服务能力,并可以过星座组网或编队飞行的方式弥补单星能力不足,满足

大尺度、全球化需求,在解决用户专业应用、通信时延或分布式原位测量方面具有优势.两者互相结合,
进一步促进军事航天装备的发展和完善.

(３)充分发掘基地航天器装配测试潜力,深度介入小卫星研制生产,为小微卫星发挥军事效能发挥力量

近年来,随着发射入轨的小微卫星数量越来越多,发射基地一线技术人员跟踪任务逐步深入,在任

务中承担卫星测试二岗、一岗及试验鉴定任务,在航天器装配测试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随着后

期小微卫星应用潜力的进一步挖掘,小微卫星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基地人员应充分挖掘

航天器装配测试潜力,从小微卫星论证设计开始全面深度介入,参与卫星研制、发射等关键流程,为实

现小微卫星的应急快速发射及作战应用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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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卫星红外图像的空间目标探测方法

苏振华　齐　晶　曾　鸿　张玉梅　李　季　尹　亮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空间环境监视的需求,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卫星红外图像的空间目标探测方法.该方

法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卫星为例,对空间目标的红外辐射特性和运动特征进行研究.基于深空背景下的

目标红外成像特性,目标检测算法采用基于迭代法的阈值分割算法对目标进行分割,基于重心法提取目

标的质心,基于星图匹配方法剔除恒星背景;目标跟踪识别算法采用基于轨迹关联算法对多目标编批及

轨迹跟踪,采用基于目标运动中的速度信息和运动方向矢量信息的目标分类算法最终识别目标,完成目

标分割、恒星剔除、目标分类、轨迹确定.实验结果表明,文章提出的空间目标探测方法,能够满足空

间环境监视对目标探测的实时性好、检测概率高、虚警概率低等要求.

关键词　空间环境监视;红外图像;目标探测;目标特性

０　引　言

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和人类对太空探索的深入,尤其以Star Link为代表的星座建设,地球轨

道上运行的目标数量正在急剧上升,这使得空间资源变得异常紧张.在如此拥挤的外层空间,时刻存在

着碰撞和恶意攻击等威胁.为了保证航天器在轨安全运行,需要对空间环境进行监视,准确评估在轨航

天器的碰撞风险.

空间监视的基本任务包括:对绕地运行的人造目标,如在轨或退役的卫星、遗弃的火箭残骸空间碎

片等空间目标进行探测,确定目标是否会干扰其他空间目标 (主要是空间飞行器)的运行;对遗弃的空

间目标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时间和位置进行预测等[１].空间监视系统不仅可以辅助确定潜在敌人的空间

能力,还可以预测空间物体的轨道,对可能发生的碰撞或对己方空间系统的攻击进行告警等.

在空间监视系统方面,美国、俄罗斯、欧洲的空间目标探测与识别技术发展较为迅速,例如美国地

基新型S频段空间篱笆雷达和利用轨道优势进行探测识别的作战响应空间 ５ (ORS ５)卫星,俄罗斯具

有空间目标识别能力的新型高频沃罗涅日 (Voronezh)雷达、雷达光学结合探测识别的树冠 (Krona)系

统,ESA空间碎片望远镜及德国试验监视与跟踪雷达 (GESTRA)等.国外空间目标监视系统正在发展

高频雷达和大口径大面阵光学探测识别设备,建立天基、地基互补探测识别系统,研究雷达与激光、光

学相结合的探测识别技术等.我国发展空间目标监视系统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与国外相比,

目前差距较大.尤其在天基目标探测方面,国内还缺少有效的手段,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卫星红外图像

的空间目标探测方法,能够实现天基光学成像目标探测,为我国空间目标监视提供有效的手段.

与雷达等主动探测不同,天基红外探测采用被动接收目标红外辐射的方式,因此被敌方察觉的可能

性较低,具有更好的隐蔽性.除此之外,红外探测系统还具有全天时、探测范围广、定位精度高、受电

磁干扰等影响小等优点[２].

红外探测的核心是红外目标的检测、跟踪、识别技术,其实质是红外传感器接收物体红外辐射生成

图像,然后利用目标检测、跟踪、识别等算法确定目标位置得到目标运动轨迹.目前,红外目标探测方

法主要针对的是地面背景下的强目标探测,无法适用于太空背景下弱小、高速运动目标探测.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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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卫星红外图像的空间目标探测方法,综合采用目标分割提取、星图匹配剔除背景、轨迹关联、
目标分类等方法,能够准确、有效地探测空间目标,适合对空间目标的监视.

１　目标特性

在空间中,受探测卫星与目标之间的轨道动力学特性的约束,目标距离一般较远.目标在红外图像

中成像为一个点目标,大小仅为几十个像素,甚至是几个像素,无法利用目标的大小、形状、纹理等特

征信息[３].且图像信噪比一般比较低,目标信号的幅值相对背景、噪声和杂波来说优势不够明显.因此,
需要对空间目标特性进行研究,目标探测的实时性好、检测概率高、虚警概率低等满足要求.

１１　目标红外辐射特性

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卫星为例,其外表面主要由舱板,太阳翼、多层、发动机和天线构成.其中,
舱板的主要材质为铝蜂窝,空间温度变化范围－３０°~６０°;太阳翼主要由太阳能电池阵和基板组成,温度

变化范围为:－９０°~９０°;包覆多层 (聚酰亚胺)主要温度变化范围有－１５０°~＋１５０°.其温度变化速度

１０~２０min.根据上述参数,计算卫星辐射强度如下:
卫星的红外辐射特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１)卫星本体的自身辐射;２)对空间环境的辐射反射.卫

星除了本体外,太阳翼的尺寸较大,产生的辐射强度值也较大.
选取常规的立方体结构卫星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带有双太阳能电池板的典型搭配模式.以 XSS １１

为例,卫星本体为边长６０cm×１００cm 的立方星,两边各有一个约６０cm×６０cm 的太阳能电池板.卫星

本体表面发射率:多层表面０６９、OSR表面０７９,电池板面发射率０８３,电池板背面发射率０８.星体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卫星表面构成示意图

卫星本体各表面及太阳能电池板的工作温度 (星表典型部位)如表１所示,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星体对

天面和太阳电池板的温度较高,有利用红外探测器的成像.

表１　卫星本体表面及太阳能电池板温度

星体部位 最高温度/K 最低温度/K

对天表面 ３５０ １８０

对地表面 ２８０ ２７０

前向表面 ３２０ ２４０

后向表面 ２４０ ２１０

左侧表面 ２３０ ２１０

右侧表面 ２３０ ２１０

太阳能电池板 ３７８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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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星体部位 最高温度/K 最低温度/K

电池板背面 ３６３ １７８

通过表１对星体表面温度的统计分析,根据表征热辐射强度、波长、温度之间关系的普朗克公式,结

合红外辐射特性分析理论,计算得到立方卫星的红外辐射特性如表２所示,其长波辐射强度较强,表明星

体向外辐射的波长较长.因此,适合采用长波成像传感器对空间的航天器目标进行探测.

表２　卫星各表面红外辐射强度

星体部位
３~５μm 强度/(W/Sr) ８~１４μm 强度/(W/Sr)

高温时刻 低温时刻 高温时刻 低温时刻

对天表面 ４５７６ ８４０×１０－４ ５４３１６ １５０８

对地表面 ０４３８ ０２８６ ２０２５２ １６９３０

前向表面 １８８３ ００６５０ ３７３６５ ９１１３

后向表面 ００６５０ ９９３×１０－３ ９１１３ ４１７３

左侧表面 ００３６６ ９９３×１０－３ ７１７２ ４１７３

右侧表面 ００３６６ ９９３×１０－３ ７１７２ ４１７３

太阳能电池板 ７９９７ ８３１×１０－４ ７７８２５ ０３４３

电池板背面 ５４９５ ６３１×１０－４ ６２８７３ ０２５０

１２　运动特征

由于目标在红外图像中,无典型的纹理特征信息,且受到恒星和噪声的影响,会淹没在背景中.因

此,需要利用目标的运动特征,包括:方位角、角速度、运动轨迹、亮度值和亮度变化等信息,判断目

标行为,探测目标.
综合利用获取的以下目标运动信息和目标图像信息,对空间目标完成探测任务:

１)目标数量特征;

２)目标方位特征;

３)目标亮度特征;

４)目标距离信息;

５)目标速度信息.

图２　目标运动特征

２２２



２　目标探测方法

在空间目标的监视任务中,红外成像传感器多数情况下会以深空背景成像.红外探测器采集到的图

像主要包括三部分[４]:目标、背景及噪声.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I(x,y)＝S(x,y)＋B(x,y)＋N(x,y) (１)
式中,I(x,y)代表红外图像;N(x,y)表示红外图像中的噪声;B(x,y)代表图像中的背景,是场景中

非目标物体发射的能量较大的红外辐射所带来的.对于背景连续分布的图像,灰度变化比较缓慢,背景

像元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其在频域的变化同样不大,属于图像频率中的低频部分.但背景的边缘一

般会出现急剧的变化,例如地球大气层边缘,这一部分是图像中的高频分量.S(x,y)代表图像中目标,
一般为对方卫星等空间目标.在红外图像中一般为孤立的亮点,灰度值通常高于周围背景,且与背景几

乎没有相关性,从频域看有大的跳变,因此在图像中属于高频分量.
针对深空运动目标的特点,在进行红外目标检测时,一般将红外图像处理过程分为几部分,如图３所

示,首先要提高目标显著性,这一步通过背景抑制完成,凸显目标;然后采用自适应分割方法将目标提

取出来;最后通过关联等帧间技术去除噪声干扰,最终确定真实目标.

图３　目标检测跟踪流程

根据空间目标监视任务的需求,必须能够随时对感兴趣目标进行有效的检测,这样背景中不仅有大

量物理特性与目标接近的恒星干扰,还包括小麦哲伦云图像、银道面背景大气临边背景等,此外,还存

在大量的空间碎片和红外相机的系统噪声.由于目标在像面上成像为点目标或斑点目标,所以这些干扰

将严重影响检测概率.同时,由于目标呈点状,光学特性很弱,大小和亮度特征都可能低于恒星,当与

恒星在视场中交叉相遇或被恒星瞬间遮挡时,就会破坏对目标的稳定跟踪.本文在分析深空红外图像及

目标特性,以及研究多种目标检测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空间目标探测的目标检测、跟踪、识别

方法.

２１　目标的检测

(１)图像的目标分割算法

本文采用的基于迭代法[５]的阈值分割算法是根据实际深空背景图像中目标灰度值很大而背景灰度值较

小这一特点提出的.有利于提高目标的检测概率,减小虚警率,同时减小运算量,便于图像实时处理.
该算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迭代法可以自动地得到阈值,下面是迭代法的主要过程:

１)估计初始的阈值T ,一般用图像最大和最小灰度值的平均值.

２)用T 分割图像,得到两组像素G１ 和G２.

３)对G１ 和G２ 中的所有像素计算平均灰度值μ１ 和μ２,

μi＝
１
Ni

∑
Ii∈Gi

niIi i＝１,２( ) (２)

式中,Ni 是图像中属于Gi 的像素点数;Ii 是某一像素值;ni 是图像中等于该像素值的点数.则新的阈值为

T＝
１
２ μ１＋μ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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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重复过程２)~３),直到逐步迭代所得T 值的变化小于事先定义的参数T０.
本文采用真实的在轨空间目标红外成像图像,对本文方法进行实验验证.典型空间目标通过天基红

外相机的成像特性如图４所示,目标成像较弱小且亮度不如恒星星等.采用本文提出的基于迭代法的阈值

分割法对红外图像进行目标分割,实验结果如图５所示.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能够自适应地选取合适的

阈值,实现对红外图像中所有的目标进行分割,防止目标的漏检.
经过大量的实验,并与其他算法进行比较,发现该算法不仅能精确地分割出目标,计算时间短,而

且简单易行,能够满足对于深空背景中空间目标的分割需求.

图４　空间目标红外成像

　　　　
图５　迭代法阈值分割 (目标加亮)

(２)基于重心法的目标质心提取

图像分割后得到的目标并不一定是单像素的,为了获得高精度的质心位置,质心提取是必要的,本

文采用重心法提取质心.通过图像预处理,可以把星体成像分割成非连通区域,利用区域内图像像素的

重心,可以得到亚像素级的星体位置.假设红外图像的成像模型为

E(x,y)＝∫
T

０
E(x,y)dt＝A０

１

２πσ∫
T

０
e

(x－x０＋
Pwx
θ t)２＋(y－y０＋

Pwy
θ t)２

２σ２

dt (３)

则质心位置为

x－ ＝
∑
i
xiE xi,yj( )

∑
i
E xi,yj( )

y－ ＝
∑
i
yiE xi,yj( )

∑
i
E xi,yj( )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４)

利用重心法求取目标质心实验结果如图６所示.实验结果表明,重心法提取的目标质心位置,能够更

加真实地反映目标的实际位置,同时减少两个相邻目标之间的相互干扰.
经过实验证明,重心法能够精确地提取出质心的位置,算法能够满足对提取空间目标质心位置的

要求.
(３)基于星图匹配的恒星背景剔除算法

由于深空背景下目标检测的主要干扰是恒星,因此本文采用星图匹配的方法来剔除恒星的干扰.星

图匹配就是将观测图像中的星点的参数与星图库中的恒星的相应参数进行比较匹配,以确定观测图像中

的点是否是恒星点,若匹配成功,则认为是恒星点,否则,则认为不是恒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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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重心法提取质心 (质心为矩形框的中心)

在星图匹配识别方面,目前较流行的算法有三角形匹配算法[６],多边形角距匹配算法[７],Bezooijen
提出的恒星识别法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天空覆盖、数据库大小、噪声稳定、速度上各有优劣,

而且当测量误差较大时,余度匹配和误匹配将会导致识别成功率的显著下降.虽然也有不少改进的算法,
但都会受到特征维数的限制,而且对测量比较敏感.Hausdorff距离 HD (HausdorffDistance)是两图像

间相似性的一种度量方法,在计算时无需建立两图像间点与点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可以很好地适应被

噪声污染或严重失真的图像.因此,本文采用基于 HD进行星图识别[８]的算法,该算法不但具有高识别

率、强抗噪性,而且还具有更快的识别速度和良好的抗旋转特性.
利用星图匹配等方法剔除大部分恒星后,剩余候选目标点包括目标、未剔除恒星、噪声点等.其中

噪声点在每帧的出现时随机的,可以利用多帧轨迹连续信息排除.对于目标和恒星,可以用其运动速度

的大小和方向等运动特征的差别来区分.

２２　目标的跟踪识别

在低信噪比情况下,检测未知位置和速度的运动目标主要的难点在于:缺少关于背景的统计先验信

息;图像的信噪比非常低,所以很难从单帧图像中正确检测出目标;目标可能会在未知时间点上或出现

或消失;无法得到形状、纹理等有用的目标特征;无法简单区分出恒星和真实目标;仅有的检测信息是

目标的亮度和像面移动速度.在探测到多个疑似目标后,需要对目标进行跟踪探测,完成对目标的识别.
(１)基于轨迹关联的多目标编批算法

多目标编批技术能够通过一系列行为准则判别目标航迹起始,在目标测量中能够稳定地维持航迹,

以及当目标在视场消失后,能够自动对航迹判别消亡[９].

多目标测量应该实现以下功能:当新目标出现后,自动赋给该目标一个新的编号,该编号与已经存

在的或已经消亡的目标编号不能重复,之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该目标被遮挡,或与其他目标发生交叉

运动等,在一个目标的生存周期内,始终维持对该目标的编号不变.在目标编号维持过程中,本文采用

一种适用于目标探测的多参量数据关联算法.最后,对多目标交叉问题,本文采用一种去噪的轨迹外推方

法.该方法采用一种广义霍夫变换剔除目标二次曲线方程中的噪声点,通过分析参数空间模糊截集内的

有效点,从而反推直角坐标系下的有效位置点,利用这些有效点采用最小二乘曲线拟合获得目标的预测

位置[１０].

提取目标时,可能将距离较近的几个目标连接起来当作一个目标处理,也可能错误地将一个大目标

分割成许多小目标,在噪声干扰下,还可能检测到许多虚假观测目标,或者弱小目标不能被检测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将一个观测值分配给多条航迹和一条航迹得到多个观测值都是有可能的.因此多目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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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过程中,目标与观测值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再成立,必须采取系统的方法不断地对目标当前状态进行更

新.本文采用的数据关联方法是 “最近邻”数据关联算法,该方法属于一种贪心算法,该方法选择离关

联门中心最近的观测值对该目标当前状态进行更新,该方法的优点是直观,计算量小.
多个目标测量过程中,运动的目标彼此之间经常发生相互遮挡现象,造成多个目标位置重叠,在短

时间内目标无法区分,发生遮挡的目标在分离时,目标编号维持出错概率较高.针对目标交叉运动问题,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曲线拟合进行轨迹外推.

(２)基于运动信息的目标分类算法

基于深空背景下目标的运动特性和恒星目标的运动特性的区别,故主要针对目标运动中的速度信息

和运动方向矢量信息与恒星背景目标进行区别,其中根据方向矢量的分类方法如下;

１)根据目标运动的方向矢量信息,建立了八个维度的方向矢量邻域,即东、东南、南、西南、西、
西北、北、东北八个方向,每个方向以该方向上的左右２２５°作为方向矢量的邻域,即tan０、tan４５、

tan９０、tan１３５、tan１８０、tan２２５、tan２７０、tan３６０八个正切函数值作为邻域中心参数,在每个参数的０到

±０４１４的数值范围之内算作一个方向矢量的邻域;

２)根据目标检测过程中得到的目标轨迹信息集合,即坐标信息和方向向量,可以计算出目标集合中

每个目标的运动方向矢量,并将信息更新到目标集合中;

３)最后,根据目标集合中每个目标的方向矢量进行八个维度分类,保留维度中目标较少的一个集

合,并更新目标集合.
根据速度信息分类的方法如下:

１)根据目标检测过程中得到的目标轨迹信息集合,即坐标信息和方向向量,以及逝去的帧数,即逝

去的时间,可以计算出目标集合中每个目标的运动速度数值,然后将信息更新到目标集合中;

２)而后根据计算出的目标集合中每个目标的速度将目标分成两类,最终保留两类中元素较少的一个

集合,并更新目标集合.
执行完上述两种分类后,即完成了以方向矢量信息和速度信息进行分类确认跟踪目标的过程.
采用基于轨迹关联和运动信息分类的方法对剔除恒星之后的目标进行跟踪识别实验.实验结果如图７

所示,本文方法对剔除恒星背景之后的所有候选目标进行编目,持续跟踪所有目标并更新其运动信息;
基于运动方向和运动速度,对目标进行识别,最终探测到目标.实验结果表明,本文采取的方法能够克

服深空背景条件下干扰大、目标小、信噪比低的难点,能够正确探测空间目标.

图７　目标探测最终结果 (矩形框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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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本文针对国内在天基目标探测方面,无法有效地实现深空背景下弱小目标的探测,提出了一种基

于天基红外成像的空间目标探测方法,通过对空间目标的红外辐射特性和运动特征进行研究,采用相

适应的目标检测算法、目标跟踪识别算法、目标分类识别算法,实现深空背景下弱小目标的检测.针

对新提出的算法,采用典型的空间目标在轨红外成像图像进行实验探测.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

空间目标探测方法,克服深空背景条件下干扰大、目标小、信噪比低的难点,能够快速检测目标、稳

定跟踪目标、准确识别目标,满足空间环境监视对目标探测的实时性好、检测概率高、虚警概率低等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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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ortheneedofspaceenvironmentmonitoring,aspacetargetdetectionmethodbasedon
satelliteinfraredimagewaspresentedTakingatypicalsatelliteasanexample,theinfrared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andmotioncharacteristicsofspacetargetswereresearchedBasedontheinfraredimaging
characteristicsinthedeepspacebackground,thedetection,trackingandrecognitionalgorithmsuitable
forspacetargetdetectionwasadoptedtosegmenttarget,eliminatestar,classifytarget,determinate
trajectoryThetargetdetectionalgorithmusestheiterativethresholdsegmentationalgorithmtosegment
thetarget,thecentroidofthetargetisextractedbasedonthecenterofgravitymethod,andthestar
backgroundiseliminatedbasedonthestarpatternmatchingmethod;thetargettrackingandrecognition
algorithmusesthetrajectorycorrelationalgorithmtobatchandtrackmultipletargets,Usingthetarget
classificationalgorithm basedonthespeedinformationand motiondirectionvectorinformation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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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movementtofinallyidentifythetarget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methodproposed
canmeettherequirementsofspaceenvironmentmonitoring,suchasgoodreal timedetection,high
detectionprobability,lowfalsealarmprobability,andsoon

Keywords　Spaceenvironmentmonitoring;Infraredimage;Targetdetection;Target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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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量子关联成像应用关键要素研究进展

朱雪萍　白照广　高　涵　张　杨　朱　军　袁　方　尹　欢　徐　君　王　超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目前星载量子关联成像仍处于前沿技术研究阶段,有关星载量子关联成像对地观测应用环

境下的分析研究尚不够全面深入.文章在提出一种太阳光被动和激光主动照明配合工作的星载量子关联

成像系统组成方案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星载量子成像对地观测工程应用的大气影响、背景光消除方法、
全天时能力、高速运动、超分辨能力、成像速度、成像距离、成像质量的八个关键要素,指出目前制约

星载量子成像对地观测工程化应用的最大问题是成像速度与图像信噪比的相互制约,以及高速运动的影

响.结论对星载量子成像对地观测应用的可行性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星载;量子关联成像系统;应用;关键要素;对地观测

０　引　言

量子关联成像也称为鬼成像 (GhostImaging,GI)或强度关联成像,基于信号源的光场涨落,通过

提取具有关联性质的光场强度脉动信息,进行符合测量完成对物体的成像.相对于地面静止平台量子成

像,在星载量子成像对地观测或空间目标成像应用中,由于装载平台高速运动、复杂大气传输环境、超

远工作距离等因素,会给量子成像系统带来一系列非理想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是影响关联成像应用

的关键要素.
目前,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和大学在影响关联成像应用的关键要素方面开展了研究.２０１０年,中国科

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团队利用随机相位屏数值仿真湍流下关联成像,结论是相比于传统成

像,关联成像能够一定程度抵御大气湍流的影响,获得相对较高的成像分辨率[１].２０１８年北京航天控制

仪器研究所李明飞等人进行的外场试验表明关联成像可实现消大气湍流成像[２].２０２０年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研制了超分辨抗干扰的主被动量子关联成像原理样机,并完成了超分辨、
抗大气湍流以及不同光照条件下的外场实验,验证了主被动量子关联成像原理样机的全天时抗干扰成像

能力,实现了超分辨的远距离成像探测[３].２０１４年上海光机所李恩荣采用基于数值模拟的线性关联算法

代替或部分代替压缩感知算法来实现对目标运动速度的搜索,减少了５％计算量[４],提高了运动目标成像

速度.２０１７年合肥电子工程学院脉冲功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仿真结果表明强度关联阶数的改变不能消

除运动模糊,增加信号光束的阶数可以改善关联成像质量,但是在去除背景项的情况下,反而是最低阶

的关联成像质量最好,并且轴向运动目标的关联成像质量下降地更为严重[５].
星载量子关联成像应用必须突破全天时探测能力、背景光影响、成像速度、大气传输影响、超分辨

能力、运动影响、成像距离、成像质量共八个关键要素,才能获得工程应用.本文首先给出了星载量子

关联成像系统的组成设想,然后针对以上八个关键要素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分析结果对

星载量子成像对地观测应用的可行性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１　星载量子关联成像系统组成设想及其工作原理

根据成像是否需要主动照明,可将量子关联成像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两种模式的成像.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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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成像系统包括太阳光被动量子成像和激光主动照明量子成像两大部分.
激光主动照明量子成像分系统采用整形后的近红外线状激光光源辐照于待测目标,目标反射后的光

子通过接收望远镜最终到达盖革雪崩光电二极管 (AvalanchePhotoDiode,APD)阵列单光子探测器上.
太阳光量子成像分系统工作于可见光波段,它与激光主动照明量子成像分系统共用同一接收望远镜,目

标的自发辐射或者反射光信息经过接收望远镜后由分束器将可见光波段的信息全部耦合进太阳光量子成

像分系统,该系统一部分光信息成像于监视电荷耦合器件 (ChargeCoupledDevice,CCD)上以用于做对

比试验,另一部分光信息经过相位调制器后到达高灵敏度电子倍增雪崩光电二极管 (ElectronMultiplying
ChargeCoupledDevice,EMCCD)上,通过对上述两探测器记录的信息和已知的编码信息进行匹配信息

解调、关联系统融合处理以及图像重建,从而获取目标的高分辨空间分布、距离以及光谱信息.

图１　星载量子成像系统光学结构示意图

２　星载量子关联成像空间应用关键要素研究进展情况

２１　全天时观测能力

量子关联成像的成像装置布局与传统的光学探测成像有所不同,其成像结果是通过关联计算桶 (点)
探测器和阵列探测器的强度信息符合计算而得到的.２００８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Shapiro首次提出计算关

联成像理论,指出了关联成像中参考臂信息实际上可以通过对光场的计算得出,只需要使用一个无空间

分辨能力的桶探测器收集物体的总光强信号,将桶探测器的总光强信号和加载到空间光调制器中的数据

进行关联运算,就可完成最终的成像.因此,只使用一个桶探测器的计算关联成像也被称为单像素成像.
单像素成像简化了关联成像光路,推动了关联成像的实用性进步[６].

传统探测器由于夜间光照强度极弱,无法接收物体有效信息,导致成像困难.单像素量子成像无需

采用CCD等面阵探测器件,仅使用桶 (点元)探测器就可以实现二维成像功能,具有光能利用率高探测

更灵敏的特点,因此在弱光成像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潜力,有望应用于光照不足时的星地遥感成像.
另外,图１设计的星载量子成像系统由激光主动照明量子成像分系统和被动的太阳光量子成像分系统

组成,两者配合分时使用可以实现全天时目标探测.２０１９年原理样机在冬季夜间低光照强度下进行了成

像实验,结果验证了系统的低能见度成像探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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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低能见度重构图像

２２　大气传输环境影响

探索量子成像技术在空间遥感探测领域的应用,首先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光波在大气中的传输.大气

中的光传输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各种气体分子、气溶胶和混浊介质等对光波吸收和散射;二

是大气湍流引起的光波位相和强度的起伏,导致光束扩散和光斑漂移.
无论是对量子成像还是直接成像,大气湍流都会导致图像分辨率的下降.目标回波在传播过程中湍

流等导致的位相变化,对桶探测 (bucketdetection)结果影响较小.
利用光学系统衍射极限为３２５mm 的量子成像系统,在９００m 作用距离上对合作目标进行室外大气

环境中的量子成像实验验证.该量子成像系统最小可以分辨中心间距为２０mm 的条纹目标,已超过系统

本身的光学衍射极限.结果表明:量子成像系统在真实大气湍流环境中,对图案相对稀疏的合作目标成

像时,通过稀疏约束重建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客服湍流影响,而且可以实现超分辨.

２３　消除背景光影响方法

在遥感探测的应用中,外部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背景辐射光,甚至背景光功率可能超过信号回波

光的功率,虽然非工作波段的背景光可以通过接收系统中的窄带滤波片滤除,但工作波段内的背景光仍

会严重破坏物臂信号和参考臂信号间的空间关联性,从而降低量子成像的成像性能.信号平均功率和背

景光平均功率比小于等于０dB时,不能重构图像;大于等于１０dB时,重构图像质量才令人满意.由于

背景光是非相干的,通过增加脉冲时间积累,可获得非相干积累增益,可以提高探测信噪比.另外通过

使用高功率的窄脉冲激光器也可以提高信噪比,进而提高图像重构质量[７].

２４　成像速度

计算关联成像主动光源一般对应着光场涨落的调制.对于大矩阵的光场调制一直是限制计算关联成

像速度的关键问题.也可以说,光源强度涨落的变换速度决定了计算关联成像的速度.而使用日光等自

然光源的被动热光关联成像速度受阵列探测器限制.就目前而言,量子关联成像速度最大的瓶颈是系统

光路的优化和算法的进一步改进,减少关联成像所需的采样次数,提高强度涨落变换的快速性.随着计

算机技术和光电子工艺的发展,量子关联成像光场的调制和采样速度有了一定提高;同时,快速的关联

成像算法和系统方案多种多样,成像速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成像速度在秒的量级.但是,这样的成像

速度无法与多数传统的面阵成像探测器相比,更无法满足成像探测的实际工程应用.因此,研究快速的

量子关联成像技术是必然趋势.未来可以通过研究并行快速的数据采集、处理方法、高效的关联成像方

法、稀疏的调制矩阵等方式来提高成像速度[８].

２５　超分辨成像能力

理论上,量子成像具有超越衍射极限的超分辨成像.量子纠缠成像和热光关联成像在实验中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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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亚波长现象,其干涉条纹波长减少一半 (如图３所示).理论上已经证明,不改变光波波长,仅对 N
个光子纠缠系统做符合探测,则测量结果可以将分辨率提高 N倍.

图３　量子成像架构下所测得的干涉条纹间距

目前国内可实现的量子关联成像超分辨能力基本上是相同孔径传统相机的３~５倍.

２６　克服相对运动影响的方法

与传统光学成像一样,目标运动也会导致量子关联成像系统的成像分辨率退化.为了克服目标运动

引起的成像分辨率退化,可采用对横向运动进行 GI系统参考臂探测器记录的光场强度分布进行平移补偿

的方法;针对轴向运动可采用基于速度检索和散斑尺寸矫正的去模糊方法.
对于横向运动,通过对参考臂CCD相机记录的光场强度分布进行平移补偿,从而等价于参考臂CCD

相机也在以一定的速度做匀速移动,使得成像目标与CCD相机相对静止,利用强度关联成像技术仍然可

以获取运动目标的高分辨率图像.
造成轴向运动成像模糊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物体的轴向运动导致的系统成像放大率不统一.通

过调整采样图像的放大倍率,使得同一次量子成像之中得到的散斑图样放大率一致,就能够消除运动带

来的模糊问题.
以上方法在目标匀速运动速度v＝１８６４um/s,成像目标从右往左运动的总位移s＝１５９mm,目标

距离１０m 的条件下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以上方法对低速目标的关联成像是有效的.对于高速运动

目标的关联成像,平移补偿和轴向运动较低速目标难度较大,目前还在研究.

２７　成像距离

根据瑞利 (Rayleigh)判据,传统相机空问分辨率L表达式为:L＝２×１２２l/D×Z (l为波长,D 为

入瞳直径,z为成像距离).量子关联成像由于符合测量的特点,其空间分辨率取决于选用测量矩阵基和光

学系统二者,可发挥超分辨的优势.也就是说同样的空间分辨率,量子关联成像的成像距离更远.另外,
可以采用光子计数器探测增大量子成像的成像距离.即使每次经目标反射后进入探测器的光子数仅有几

个,只要较为精确地探测到该条件下的光场涨落信息,通过量子成像技术也是可以获取目标的高质量图

像,从而在发射能量不变的条件下,基于光子计数的量子成像技术可以大幅度提升量子成像的探测距离.

２８　成像质量情况

探测器较低的量子效率、探测环境周围杂散光、光源大小、调制光场的变换等因素,都会影响量子

关联成像所重构图像的质量,所以如何有效改进量子关联成像重构方法、抑制测量噪声、提高图像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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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当前量子关联成像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９].涨落关联成像、差分关联成像、归一化关联成像、时间对

应的差分关联成像等经典的关联成像方法,以及控制光源涨落、提高关联阶数等方法都可以一定程度上

提高量子关联成像的质量[１０].未来还可以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成像器件、传播空间、成像算法等环节

对量子关联成像结果带来的误差,针对不同的误差源分别建立去除噪声的模型来减小量子关联成像的噪

声;同时,通过提出新的高信噪比的量子关联成像方法、优化现有的量子关联成像方案等提高量子关联

成像的质量[１１].
国内已经实现了白天水平大气环境３４km 被动单像素量子成像,对１２８pixel×１２８pixel的自然目标分

辨率达到０８m,成像速度达２帧/s[１２].太阳光被动成像条件下,成像距离可以满足近地卫星对地观测的

需要.由于目前卫星能源受限,主动观测发射的激光功率经地面反射后到达卫星后非常微弱,难以被检

测到,因此主动方式的成像方式尚无法满足近地卫星对地观测需要.主动方式的关联成像可应用在星间

近距离目标观测场景.

３　结束语

相对传统成像通过辐射场的一阶关联获得物体信息来完成成像,量子成像通过辐射场的二阶关联获

得物体信息来完成成像[１３],它克服了传统成像的缺点与局限性,在极弱光条件下成像具有优势,受大气

湍流影响相对较小,背景光影响可通过增加脉冲时间积累和使用高功率的窄脉冲激光器来提高信噪比,
具有一定的超分辨能力,因此同样分辨率情况下成像距离相对传统光学成像更远.

与传统阵列相机技术水平相比,目前制约量子成像工程化应用的最大问题是成像速度与图像信噪比

的相互制约.对于如何克服星载量子关联成像应用中的高速运动对成像质量的影响也尚需进一步研究.
因此,后续星载对地观测可针对特定目标和凝视成像开展深入研究,从而有望尽快进入工程应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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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KeyElementsofSpace
borneQuantumCorrelationImagingApplications

ZHUXue ping,BAIZhao guang,GAO Han,ZHANGYang,

ZHUJun,YUANFang,YIN Huan,XUJun,WANGChao
DFHSatelliteCo,Ltd

　　Abstract　 Atpresent,spacebornequantum correlationimagingisstillinthecutting edge
technologyresearchstageTheanalysisandresearchontheapplicationenvironmentofspaceborne

quantumcorrelationimagingtoearthobservationisnotcomprehensiveandin depthenoughBasedonthe
schemeofaspacebornequantumcorrelationimagingsystem,whichworkswithsolarpassiveandlaser
activeillumination,eightkeyelementsaffectingtheengineeringapplicationofspacebornequantum
imagingtoearthobservationareanalyzed,includingatmosphericinfluence,backgroundlightelimination,

alldaytimecapability,highspeed motion,superresolution,imagingspeed,imagingdistanceand
imagingqualityItispointedoutthatthebiggestproblemrestrictingtheengineeringapplicationofspace
bornequantumimagingtoearthobservationarethemutualrestrictionofimagingspeedandimagingsignal
to noiseratio,highspeed motionTheconclusionhasacertainreferencevalueforthefeasibility

analysisoftheapplicationofspacebornequantumimagingtoearthobservation
Keywords　 Space borne;Quantum correlation imaging system;Application;Key elements;

Earth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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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波SAR隔离度的计算方法

武泓含　冯　锦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连续波SAR由于其轻小的特点被关注,这种体制雷达在工作过程中,收发隔离度指标是极

为重要的部分,因此需要对连续波SAR收发隔离度进行定义与计算,文章给出了连续波SAR发射泄露信

号计算值.同时使用基于SAR回波功率计算的方法,该方法能够得到适用于连续波SAR回波功率结果.
根据发射信号泄露和目标回波功率情况计算隔离度值.使用国外卫星参数计算了SAR的隔离度需求,使

连续波SAR隔离度得到了计算.
关键词　连续波SAR;收发隔离;发射信号干扰

０　引　言

连续波合成孔径雷达具有无近距离盲区、体积小、重量轻、信号被截获概率低等特点.由于连续波

雷达在接收信号的时候发射信号依然存在,此时发射信号会进入接收机里面,造成接收机工作受到影响,
这种发射信号的泄露会对连续波雷达造成强烈影响.

使用隔离度能够较好表示连续波雷达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之间耦合关系,在当前连续波SAR应用中,
随着目标距离变化,对收发天线隔离度的计算需要纳入考虑,从而保证接收机工作.文章基于雷达方程

给出回波功率水平,以及近场和远场条件不同时对应收发耦合情况.
在回波水平和耦合情况基础上,计算对应环境所需系统动态范围和限幅器水平,第一部分给出收发

天线隔离度定义,第二部分给出连续波雷达发射通道耦合情况,第三部分给出连续波合成孔径雷达回波

功率计算,第四部分综合回波水平分析发射通道耦合对功率带来的影响.

１　收发隔离度的定义

收发隔离度是电子系统中用来衡量接收端与发射端之间隔离程度的指标参数,用发射端口与接收端

口测量的信号功率之比来表示.
如图１所示,根据隔离度的定义

α＝
Pcj

Pj
(１)

式中,Pj 表示发射天线端口测量点的输出信号功率,Pcj 表示接收天线端口测量点的输入信号功率.

２　目标雷达方程

雷达它依靠目标后向散射的回波能量来探测目标,雷达方程给出了作用距离和雷达参数及目标特性

之间的关系.
在理想的、无损耗、自用空间传播的条件下工作的雷达之中,收发共用天线,最大作用距离和雷达

参数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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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x＝
PtG２λ２σ
４π( ) ３Simin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４

(２)

其中Pt 表示雷达发射功率,G 表示天线增益,λ表示发射信号的波长,σ表示目标散射截面积,Simin 表

示最小可检测信号功率.
移项变化以后,

Pr ＝
PtGtGrλ２σ

４π( ) ３R４
(３)

图１　连续波SAR收发示意图

３　连续波的SAR目标回波功率

在这部分计算连续波SAR接收到的目标反射回波功率,
根据雷达方程

Pr ＝
PtGtGrλ２σ

４π( ) ３R４１
L 　　 (４)

式中,L表示损耗系数.

SAR成像与常规雷达不同的是采用了斜视策略,因此回波能量相比正视会有区别,而且照射区域为

地面,回波以散射的形式呈现.
这里重点关注目标区域的反射系数表示

σ＝σ０A (５)
目标区域散射系数与单位面积散射系数及目标区域面积的乘积有关.式中,σ０ 为单位面积散射系数.

A 为单位时间照射的区域面积.

A＝ρr ×AF (６)
单位时间照射的区域面积可以由距离分辨率与方位向波束覆盖宽度的乘积表示.即为,ρr 为距离分辨

率,AF 为方位向的幅宽.

AF ＝BwRc (７)
方位向的幅宽由方位向波束宽度和波束中心距离表示.即为Bw 为方位向波束覆盖宽度,Rc 为平台到

波束中心点的距离.
代入上面得到,

Pr ＝
PtGtσ０ρrθaGrλ２

６４π３R３L
(８)

４　隔离度需求计算

接收天线与发射天线分置,这时发射天线的能量将耦合入接收天线.使用隔离度衡量发射天线能量

耦合入接收天线的能力,即为干扰发射功率通过种种途径到达接收机输入端的衰减.使用公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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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α
Pr

≤D (９)

式中,D 为接收机动态范围,只要干扰功率与接收信号功率情况能够满足动态范围要求,就能够保证连续

波SAR设备的正常运行.
将上文对应的Pr 代入,

α≥
６４π３R３L

Gtσ０ρrθaGrλ２D
(１０)

图２　隔离度需求值与作用距离 动态范围关系

图３　隔离度需求值与作用距离 工作波段关系

表１　用于计算的参数值

详细参数 sentinel １A Radarsat １　

波束的中心距/km ７５２８５ ９５０

射频频率/GHz ５４ ５３６

工作波长/m ００５５４６６ ００５６

轨道高度/km ６９３ ７８３

系统损耗/dB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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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详细参数 sentinel １A Radarsat １　

下视角/(°) ２３ ３４５

反射系数 １０－３ １０－３

距离向分辨率/m ５ ３０

方位向波束角/(°) ０７５ ０６

天线尺寸/m２ １２∗１５ １５∗１５

５　结　论

通过对连续波SAR收发隔离度进行定义与计算,文章给出了连续波SAR发射泄露信号计算值.同时

使用基于SAR回波功率计算的方法,该方法能够得到适用于连续波SAR回波功率结果.根据发射信号泄

露和目标回波功率情况计算隔离度值.使用国外卫星参数进行计算得到相应条件下所需要的隔离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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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thodforcalculatingisolationof
continuouswaveSAR

WU Hong han,FENGJin
DFHSatelliteCo,Ltd

　　Abstract　ContinuouswaveSARisconcernedbecauseofitslightandsmallcharacteristicsInthe
working process of this radar system,the index of transmit receive isolation can not be
ignoredTherefore,itisnecessarytodefineandcalculatethetransmitreceiveisolationofcontinuouswave
SARThispapergivesthecalculationvalueoftransmitleaksignalofcontinuouswaveSARAtthesame
time,usingthemethodbasedonSARechopowercalculation,thismethodcangettheechopowerresults
suitableforcontinuouswaveSARTheisolationvalueiscalculatedaccordingtotheleakageoftransmitted
signalandthepoweroftargetechoTheisolationrequirementofSARiscalculatedbyusingforeign
satelliteparameters,sothattheisolationofCWSARiscalculated

Keywords　ContinuouswaveSAR;Transmitreceiveisolation;Transmitsignalj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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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方法在卫星陀螺组件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李明虎　何艳超　包敏凤　付凯林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卫星在轨正常运行过程中通过数传系统下传了大量的在轨数据,利用数据驱动的方法对卫

星在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可以尽早地发现异常并可以定量评价故障的严重程度.主元分析 (PCA)是

基于统计分析的数据驱动方法,本文采用主元分析方法对卫星陀螺组件正常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建立数

据正常模型对卫星后期产生的数据进行离线分析处理以实现故障的早期检测,然后通过基于贡献图的故

障分离方法进行故障分离,为卫星陀螺组件提供故障切换策略.以某卫星陀螺组件在轨历史数据为例,
将主元分析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主元分析方法能够有效检测陀螺马达电流异常,并为故障切换策

略提供定量依据,从而验证了该方法在卫星故障诊断中的有效性.

关键词　数据驱动;主元分析 (PCA);贡献图;陀螺组件;故障诊断

０　引　言

目前,卫星在轨遥测数据的地面处理一般通过人工依据先验知识来实现,而且不同卫星在轨环境不

同,对于一些微小的异常现象不能进行定量地评价,因此需要利用故障诊断方法进行准确判断.故障诊

断方法可以大致分为基于模型的和数据驱动的两大类[１２].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方法可以对与卫星模型相

关的关键参数进行故障诊断,但是有些参数尤其是部件参数无法建立实际的数学模型[３].数据驱动的故障

诊断方法不需要卫星以及卫星部件的数学模型,只需要利用卫星在轨的正常数据即可对后期产生的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是解决前面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法.
目前数据驱动方法在卫星故障诊断中应用较少.以卫星关键部件陀螺组件为例,姚璐等设计了基于

滑窗最小二乘的故障检测算法,应用于集成的三轴陀螺的遥测输出值的监测[４];刘成瑞基于相关性模型从

设计角度提出了液浮陀螺的可诊断性分析方法,该方法的相关性模型为定性模型,无法进行定量评价[５];

崔捷通过仿真验证了主元分析方法在陀螺输出角速度数据故障诊断中的正确性.但是没有考虑温度、电

流、电压等技术参数[６].目前通用方法是利用上下限值对陀螺组件的重要技术参数进行监测,如果超过阈

值,判定该陀螺组件异常,还没有主元分析方法在卫星陀螺组件技术参数方面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本文

结合卫星陀螺组件在轨切换策略,利用主元分析方法对陀螺组件马达电流在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能够

更早地实现陀螺异常检测,以此为依据改进了陀螺切换策略.

１　问题描述

由于不同卫星结构以及热控设计不同,以及运行轨道不同导致的空间环境不同,因此卫星在轨所承

受的内外环境有所不同,那么不同卫星在轨正常工作时的遥测数据也会有所差异.而且随着卫星在轨运

行时间的不断增加,卫星各单机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因此利用卫星在轨历史正常数据进行数据建模,
可以对卫星当前在轨数据进行故障诊断,并对故障严重程度进行定量评价.本文利用主元分析方法对卫

星陀螺组件马达电流进行数据分析.利用陀螺在轨正常数据建立数据模型,然后计算近期在轨数据的T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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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量,通过判断该统计量是否超过阈值进行故障诊断,通过超过阈值程度对故障进行定量评价.

２　基于主元分析的故障诊断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是数据驱动方法中的重要分支,而主元分析方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多元统计分析

方法,该故障诊断方法应用方向包含工业控制过程、航空、汽车等领域控制器、传感器、执行器等不同

对象[７９].主元分析方法通过从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线性变换建立数据的线性模型,通过对提取的主要成分

进行计算获取数据的 T２统计量进行监测,当 T２统计量明显超过阈值并保持超出状态即判断出现异常或者

发生故障.然后通过计算各变量累积贡献率的方法进行故障分离[１１１４].

２１　故障检测

令４∈ Rm 表示一个包含 m 个测量的数据 向 量,假 设 总 的 采 样 数 为 N.那 么 数 据 矩 阵 X ＝
x１,x２,,xN[ ] 为包含了所有的采样数据.数据矩阵 X应该包含大量正常状态情况下的数据以代表

正常的系统变化.在进行主元分析之前应该对所有测量变量进行归一化,使其每个变量的所有采样数据

均值为零并具有单位方差.然后获得归一化后的数据矩阵X 的协方差阵

S＝
１

N －１XXT (１)

对协方差矩阵S 进行奇异值分解可以获得按大小排序后的特征值组成的对角矩阵Λ＝diag(λ１,,

λm), 以及相应的特征向量组成的矩阵P,其中λ１ ≥  ≥λm .将P 中选择的前k个特征向量组成的矩

阵定义为载荷矩阵Ppc ,剩余的特征向量组成的矩阵定义为残差矩阵Pres .然后就可以获得正常训练数据

的主元子空间 (PCS)Sp ＝ Ppc{ } 和残差子空间 (RS)Sr ＝ Pres{ } .两个子空间是相互正交的[１０].
对于一个采样向量 可以向载荷向量进行投影获得x 在每个特征向量方向上的得分,那么得分组成的

向量

t＝Ppc
Tx (２)

那么x 的估计值为

x̂＝Ppct＝PpcPpc
Tx (３)

x 的残差为

x
~

＝x－x̂＝(I－PpcPpc
T)x＝PresPres

Tx (４)
通过主元分析方法能够获得测量数据的主元模型,即利用少部分主元成分来代表系统的主要信息.

那么可以通过计算最新采样数据在主元子空间变化的程度以及在残差子空间变化的程度来监测当前系统

的运行状态.常用的两种故障检测方法有 Hotelling的T２ 统计量和平方预测误差 (SquaredPrediction
Error)法.由于陀螺组件的陀螺马达电流变量较少,因此本文采用T２ 统计量进行故障检测.

T２ 统计量能够定量评价出被监测数据在主元子空间的变化情况,表示最新测量数据在变化趋势和幅

值上偏离正常数据所建立主元模型的程度,因此通过T２ 统计量大小的变化趋势即可定量评价一定时间内

测量数据的健康状态.T２ 统计量的定义为

T２＝xTPpcΛ－１
pcPpc

Tx (５)

正常情况下的数据服从一个多元正态分布,因此T２ 统计量服从一个F 分布

N －k
k(N －１)T

２ ~F(k,N －k) (６)

那么就可以得到置信度为α 的T２ 统计量控制上限

Jth,T２ ＝
k(N －１)

N －k Fα(k,N －k) (７)

当故障发生后,新获得的采样向量包含着正常的部分和发生故障的另一部分,那么 T２统计量会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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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阈值,从而使故障被检测出来.

２２　故障分离

当故障发生后,T２ 统计量会保持超出阈值状态,这样故障就会被检测到,但是还不能分离出故障变

量.基于贡献图方法,就可以计算出每个变量对T２ 统计量的贡献大小,从而分离出可能的故障变量[１４].

在故障或者异常发生后可以计算出每一个采样中每个变量对T２ 统计量的贡献值,那么故障发生后这

段时间内每个变量对T２ 统计量的累积贡献率 (CCR)就可以计算出来,就可以比较所有变量对T２ 统计

量的累积贡献率大小[１４].

在采样时刻j,变量i对T２ 统计量的贡献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T２
ij ＝xj

T M(１/２)
ζiζi

T M (１/２)xj,M ＝PpcΛpc
－１Ppc

T 　 (８)

其中,ζi 是单位矩阵的第i列.

为了更直观地分离故障变量,故障发生后所有采样中每个变量对T２ 统计量的累积贡献率可以通过将

各个变量的贡献值分别进行累加得到.

T２ CCR
i＝T２

i,tf ＋T２
i,(tf＋１)＋T２

i,(tf＋nf) 　 (９)

其中,tf 是T２ 统计量超过阈值发生的时刻,nf 是T２ 统计量超过阈值后的采样总数.

３　方法验证

对于液浮陀螺,所有陀螺的驱动线路集成在陀螺线路盒中,由于具有耦合性,同一陀螺在关闭一段

时间后再次加电时配对使用的陀螺有所不同,该陀螺马达正常工作电流大小和断电前不具有完全一致性.
因此将陀螺切换后处于正常加电状态的陀螺数据作为用于获取数据模型的训练数据,通过计算机获取T２

统计量阈值对后期陀螺数据进行监测,当T２ 统计量超过阈值并保持超出状态后,利用基于贡献图的故障

分离方法分离出故障陀螺编号,从而对故障陀螺进行重启或者断电操作,从而实现陀螺早期故障的发现

和隔离.本文以某卫星液浮陀螺在轨历史数据为例进行分析,卫星陀螺组件包含６个陀螺,一般情况４个

陀螺处于长期加电状态,剩余两个处于断电状态,加电陀螺出现异常时进行轮换操作.以不同陀螺长期

加电的两种情况对主元分析方法在陀螺组件故障诊断中进行方法验证.

３１　算例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之前１０个月的时间里陀螺１~４为加电状态,陀螺５~６处于断电状态,２０１７年３月进行

了陀螺轮换操作,对陀螺６进行了加电操作,对陀螺４进行了断电操作.现利用主元分析方法对陀螺１~
４近１０个月的马达电流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利用前期比较平稳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对后期数据进行T２ 统

计量监测.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陀螺１和陀螺４对T２ 统计量累计贡献率较大,因此判断当前陀螺４马达电流异常

较大,应对陀螺４进行断电操作,用其他未加电的陀螺进行轮换.陀螺１有条件应同时进行轮换.２０１７
年底对陀螺１进行了断电操作,对陀螺４进行了重新加电操作.

３２　算例２

２０１８年一年期间陀螺２~４和陀螺６处于长期加电状态,将前期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对所有数据进行

T２ 统计量计算.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T２ 统计量在后四千次采样数据中明显超出阈值,可以判断有陀螺马达电流出现异

常.从图４中可以判断变量１ (陀螺２)对T２ 统计量累计贡献率最大,变量２ (陀螺３)对T２ 统计量累计

贡献率次之,陀螺２和陀螺３的马达电流异常较大,因此应优先对陀螺２进行断电轮换,其次对陀螺３进

行断电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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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T２ 统计量变化曲线

图２　T２ 统计量累积贡献图 (变量１~４对应陀螺１~４)

４　结　论

本文对数据驱动的主元分析方法在某卫星陀螺组件在轨历史数据的应用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方

法能够有效检测陀螺马达电流异常,通过贡献图可以实现故障分离即确定马达电流异常的陀螺.
未来可通过该方法对陀螺组件近期在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这将能更早地发现陀螺马达电流异常,

及时对陀螺进行轮换操作.相比现在的定期轮换策略,基于数据驱动方法的故障诊断方法可提供更加合

理的陀螺轮换策略,有以下两个优势.

１)能够对故障严重程度进行定量评价,并准确地实现故障分离.

２)及时发现异常,避免陀螺马达电流波动变化更大,从而防止因电流突然变大引起的陀螺失效等严

重问题的发生.

２４２



图３　T２ 统计量变化曲线

图４　T２ 统计量累积贡献图 (变量１~４对应陀螺２、３、４、６)

３)通过更加合理的陀螺轮换策略,延长陀螺在轨使用寿命.

当前卫星的数据存储能力得到很大提升,通过数传系统下传的遥测数据量逐渐倍增.因此可以探索

更多的数据驱动方法在卫星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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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uringthenormaloperationofthesatellite,alargeamountofin orbitdataisdownloaded
viathedatatransmissionsystemAdata drivenmethodisintroducedtoanalyzeandprocesssatellitesin
orbitdata,whichcandetectanomaliesasearlyaspossibleandquantitativelyevaluatetheseverityofthe
fault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PCA)isadata drivenmethodbasedonstatisticalanalysis,whichis
adoptedinthispapertoprocessthenormaldataofsatellitegyrocomponentsAnormaldatamodelcanbe
establishedtoperform offlineanalysisonthedatageneratedbythesatelliteinordertoachieveearly
detectionoffaultThenafaultseparationmethodbasedonthecontributionplotisutilizedtoperformfault
separation,providingthefaultswitchingstrategyforsatellitegyrocomponentsTakingtheon orbitdata
ofasatellitegyrocomponentasanexample,thein orbitdataofasatellitegyrocomponentisusedto
verifythePCAmethodTheresultsshowthatthePCAmethodcaneffectivelydetecttheabnormalcurrent
ofthegyromotorandprovideaquantitativebasisforthefaultswitchingstrategy,whichconfirmthe
effectivenessofthemethodinsatellitefaultdiagnosis

Keywords　data driven metho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 (PCA);contributionplot;gy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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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 MBSE的参数分析模型建模方法研究

刘静宇　贾晓冬　崔玉福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odel BasedSystemsEngineering,MBSE)方法是系统工程领域

的一个重要方向,包括系统的需求、设计、分析、验证和确认.MBSE 相对于传统的系统工程,最大的

区别是从以文档为中心转变为以模型为中心,通过模型的不断演进而实现系统的设计,有效地解决了传

统基于文档的系统工程方法在航天任务分析与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基于 MBSE的参数分析

模型的建模方法进行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建模的流程和实施方法.最后以遥感相机成像参数计

算为实例,建立了计算模型并进行模型仿真,所得结果与预期一致.
关键词　MBSE模型;参数分析;遥感相机实例;模型仿真

０　引　言

MBSE是在SE (系统工程)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发展所提出来的[１].系统工程 (SE)是组织管理复

杂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系统工程在５０年代前后先后应用于曼哈顿

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等重大项目,为前期复杂产品系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系统工程开始面临一些巨大挑战,例如总体设计协调极难,表达不准确易产生歧义,流程更改复杂耗时,
系统间接口不明确以及文档庞杂信息抽取难等,使得需要一种新的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来更加有效

地开展和管理复杂工程项目[２３].
为了顺应未来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我国航天行业也亟须将几十年航天系统工程的成功经验转

化为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实现从文本化、经验化向模型化、数字化的转型[４６].基于领域知识重用的航

天器建模方法是基于 MBSE试点实施的经验总结,探索出来的一般航天器系统的共性模型建模方法,包

含了建立顶层逻辑架构、领域知识模型化,固化架构权衡方法、参数传递路径和通用指标体系的实施方

法,目的是建设形成骨干的、基础的、可重用的系统模型.使用该方法建设的模型可以应用在型号研制

流程中的多个阶段,充分发挥 MBSE的追溯性强、迭代效率高的优势,提高型号研制效率.
本文主要针对基于 MBSE的参数分析模型的建模方法进行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建模的流程

和实施方法.然后以遥感相机成像参数计算为实例,建立了计算模型并进行模型仿真.

１　参数分析模型建模流程

参数分析 MBSE模型的建模流程共分为六步,包括输入输出变量和约束条件公式的梳理、系统组成

图的建立、约束块的定义、参数图的形成、实例建立和参数计算,如图１所示.

２　遥感相机成像参数计算案例

本文以遥感卫星相机分系统相机成像参数计算为实例,按照上一章节中建模流程,对参数分析 M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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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模型建立流程图

模型进行逐步建立,详细过程如下所示.

２１　输入输出变量和约束公式

根据相机成像参数计算的要求建立模型,输入包括模块正常运行的各种外部模块输入、自身状态输

入,输出为计算得到载荷参数预算结果.

２１１　输入 (包含分系统的分类)
输入部分分为以下几类:
(１)外部模型输入 (由其他模块提供的参数,如轨道、环境等)
轨道高度 (km):由轨道计算结果提供.
地球半径 (km):由轨道计算结果提供.
(２)自身状态输入 (属于本分系统模块的参数)
相机分系统需输入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相机分系统所需输入参数表

相机分系统 输入参数 单位

光学系统

焦距f mm

电子学系统 MTF电子

光学系统全色 MTFopticalpan

光学系统多光谱 MTFopticalms

镜头装调因子 K

探测器

谱段范围 nm

谱段带宽及允差 nm

CCD全色 MTFccdpan

CCD多光谱 MTFccdms

全色像元尺寸ppan um

多光谱像元尺寸pms um

单片CCD全色像元个数n

CCD数量N

CCD片间拼接重叠像元数ncross

量化位数 QN bit

CCD输出电压Vccd

全色高端VccdPH mv

全色低端VccdPL mv

多光谱高端VccdMH mv

多光谱低端VccdML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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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机分系统 输入参数 单位

探测器

器件噪声全色 VN１pan mv

器件噪声多光谱 VN１ms mv

电路噪声 VN２ mv

电荷输出转换效率全色CCEpan μV/e－

电荷输出转换效率多光谱CCEms μV/e－

量化饱和电压全色Vsatpan mv

量化饱和电压全色Vsatms mv

２１２　输出
输出结果为载荷参数预算结果,其中包含相机谱段范围、谱段带宽和允差、相机传递函数 MTF (全

色和多光谱)、地面像元分辨率 GSD (全色和多光谱)、成像幅宽和信噪比SNR (全色高端、全色低端、
多光谱高端和多光谱低端).计算过程中无需要体现的中间变量.

２１３　约束公式
(１)谱段范围、谱段带宽和允差

其中谱段的范围、带宽和允差,由探测器CCD的探测谱段属性决定,可通过查询探测器手册得到.
(２)MTF计算

MIFcamerapan＝MTFoplicalpan×K×MTFccdpan×MTF电子

MIFcamerams＝MTFoplicalms×K×MTFccdms×MTF电子 (１)
(３)地面像元分辨率 GSD计算

GSDpan＝
ppan

f ×H

GSDms＝
pms

f ×H (２)

(４)地面幅宽Swath计算

Swath＝GSDpan×[nN －ncross(N －１)] (３)
(５)信噪比SNR计算

SNR＝２０lg
VCCD

VN

æ

è
ç

ö

ø
÷ (４)

VN ＝ V２
N１＋V２

N２＋V２
N３＋V２

N４ (５)

其中 VN１和 VN２可由CCD器件手册提供.VN３ 和VN４ 计算如下

VN３＝ VCCD/CCE∗CCE (６)

VN４＝Vsat/(２QN × QN ) (７)

２２　系统组成图的建立 (bdd)

依据前小节梳理的输入输出变量、中间变量、变量分系统分类和约束公式,按照之前所述步骤逐步

实施建立系统组成图,得到相机参数计算的系统组成图如图２所示.

２３　约束块定义

约束块的定义包括约束块对应的变量参数及变量类型、约束公式的定义.根据前两小节的梳理,总

系统共包含１１个约束变量 (Constraints),即有１１个约束块,如图３所示.
逐个对所有约束块的输入输出和约束公式进行定义,如图４、图５和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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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相机参数计算的系统组成图

图３　约束块列表

２４　参数图的建立

根据前述梳理,共有１１个约束变量和约束块,再考虑到总系统计算模型,因此共需要建立１２个对应

的参数图.根据前述步骤逐步操作,得到１２个参数图.由于数量较多不再一一列出,仅列出几个关键参

数图,如下所示.所有参数图建立完成后左侧导航栏显示如图１１所示.

２５　建立计算实例

根据系统参数图中的架构关系,建立相对应的Instance图,并对架构关系进行定义.然后根据前述

操作步骤,对所有的输入变量进行赋值,如图１２所示.最终建立的计算实例如图１４所示,左侧导航栏如

图１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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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输入输出变量定义

图５　约束公式定义

２６　仿真计算

选择所建的实例,右键单击选择Simulation,然后点击Run,即可运行实例进行仿真计算,计算结果

如图１５所示.所得计算结果与实际计算结果一致,所建立的模型正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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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定义完成图

图７　全色 MTF计算模型

图８　地面像元分辨率全色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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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SNR全色高端计算模型

图１０　总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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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左侧导航栏参数图

图１２　变量赋值

图１３　左侧导航栏实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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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计算实例图

３　注意事项

１)在进行参数分析 MBSE模型建立之前,尽量对输入输出变量及分类、约束公式的梳理完备,这样

会使得后续步骤更加顺利地完成,也可减少模型建立过程中错误的出现.

２)在值属性定义过程中,注意 “:”的格式,只有英文的 “:”才能使得值的属性真正生效,中文的

“:”只是一种文本编辑,无定义含义.

３)约束块在定义过程中,约束公式的定义编辑语言和方式有多种,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编

辑语言来编写,例如 Matlab、C语言等等.

４)在计算实例建立过程中,需要定义各Instance的架构关系,才能够选到相应的输入变量,进而进

行变量的赋值,没有建立架构关系无法实现赋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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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模型参数计算结果

４　结　论

MBSE相对于传统的系统工程,最大的区别是从以文档为中心转变为以模型为中心,通过模型的不

断演进而实现系统的设计,解决了传统基于文档的系统工程方法在航天任务分析与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基于 MBSE的参数分析模型的建模方法进行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建模的流程和实

施方法.然后以遥感相机成像参数计算为实例,建立了计算模型并进行模型仿真,所得结果与预期一致.
通过实践也明确了过程中相关的注意事项,以期对 MBSE建模工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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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systemsengineering,includingsystem requirements,design,analysis,verificationandvalidation．
Comparedwithtraditionalsystemsengineering,thebiggestdifferencebetween MBSEand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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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与演化研究

郑亚茹１　丁纪昕１　马　林２　郭东辉３

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２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３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摘　要　星下点轨迹的自交叉点对于以海洋测绘任务为主的测高卫星具有重要的探究价值.针对回

归轨道卫星对多次重访自交叉点的特性,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二分搜索的求解算法,并将其应用于统计回

归、非回归轨道、星座星下点、不同摆角的摄影点等情形下自交叉点演化规律.该算法推导出J４项摄动

下自交叉点经度分布的解析式,通过搜索出分别在升降轨重合的自交叉点集合以确定出该点的纬度分布.
将在回归轨道的算法延拓至星座多星下点轨迹、不同时间跨度下非回归轨迹、不同侧摆角下摄影点轨迹,
以及其相互间交叉点的演化规律等.

关键词　自交叉点;星下点轨迹;回归轨道;摄影点;延拓算法

０　引　言

目前,全球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其中湖海表面高度是研究水循环和气候

变化的关键变量[１].由于地基探测手段无法获得广袤海洋中的信息,卫星探测成为海洋研究的不二选择.

而对回归轨道自交叉点多次测量的不符值的修正成为测量海表高度和修正卫星轨道的必要手段[２３].演算

研究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的数量和分布特征,能够为海洋测高卫星的轨道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国内外对于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的求解已有多种思路:Rowlands[４]将地球作为正球体,通过迭代理

论位置求解实际位置,未考虑地球扁率.李建成[５]等人通过求解大地水准面沿地面经度和纬度的倒数获得

卫星垂直轨迹,采取二项式拟合方式研究三颗卫星的区域交叉点平差.周晓光[６]等人采取１２段分段拟合

的方法改善获取自交叉点的效率;吕志才[７]等创立了利用计算机图形学手段确定自交叉点的方法,进行快

速排斥试验、跨立试验和两层循环求出自交叉点.Mahmoud[８]等人运用最小二乘配置和方差分量估计改

善交叉点三角多项式拟合出的径向误差.现有研究多为测绘领域成果,在轨道计算、自交叉点的分布和

演化规律等方面涉及较少.

本文提出一种求解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的算法,该算法推导出J４ 摄动下自交叉点经度分布

的解析式,通过搜索出分别在升降轨重合的自交叉点集合以确定出自交叉点纬度分布,并分析其分布规

律.进一步地,在星座回归轨道自交叉点应用了该算法;利用轨道推演分析了非回归轨道随时间递增的

自交叉点的分布规律;最后将回归轨道的自交叉点算法延拓到不同侧摆角的摄影点轨迹自交叉点,以及

其相互间交叉点分布.除了计算推演外,本文还统计了所述几种情况的演化规律.

１　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与演化

１１　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求解算法

在考虑J４ 项摄动的椭球模型下,若卫星轨道为回归轨道 (D,N ),则满足如下条件

DPE－O ＝NPnod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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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和 N是一对互质的正整数,PE－o 为地球与轨道平面的相对周期,Pnod 为卫星绕地球的交点周

期.则回归轨道的星下点经纬度 (d,l)满足如下约束

sinδ＝sinusini

tan(α－Ω)＝
sinucosi

cosu

ì

î

í

ïï

ïï

(２)

其中,u、i、a、W 分别为纬度幅角、轨道倾角、赤经和升交点经度.记星下点轨迹两交叉点经纬度为

(l１,f１)和 (l２,f２),由 l１＝l２和d１＝d２ 可推导得纬度幅角满足sinu１＝sinu２ .
故可得到自交叉条件,即:
条件一:u１＋u２＝ ２k＋１( )π (３a)

条件二:u１－u２＝２kπ (３b)
当满足条件一时,由式 (２)推导得到

λ１－λ２＋ωE(t１－t２)＝kπ (４)

其中,ωE 为地球自转角速度.式 (４)为回归轨道在出发点处的性质,并非所求自交经度条件.当满足条

件二时,由式 (２)推导得

(λ１＋αG１－Ω)＋(λ２＋αG２－Ω)＝kπ (５)

其中,aG 为 Greenwich子午线在空间中的位置.假定初始时刻t０ ＝０,可得

λ１＋λ２＝kπ＋２Ω－２αG０－ωE(t１＋t２) (６)

由纬度幅角的性质um ＝u０＋ωu(t－t０)得到

u１＋u２＝２u０＋ωu(t１＋t２)－(２k＋１)π (７)

设初始时刻卫星u０＝０解得

t１＋t２＝(２k＋１)π/ωu (８)
将式 (８)代入 (６),得到回归轨道自交叉点经度所满足条件

λ１＋λ２＝kπ＋２(Ω－αG０)－(２k＋１)π
ωE

ωu
(９)

其中,k为自然数,通过解析计算可求解得到交叉点经度.
通过数值方法搜索出满足经度条件下的自交叉点,这些自交叉点具有轨道升轨和降轨两组数据,计

算流程如图１所示:首先合并升降两轨的位置信息,其次利用二分搜索法得到所有交叉点经度下的精确纬

度值.

图１　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求解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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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和演化

利用上节推导的解析计算和数值搜索算法可求解出回归轨道自交叉点位置,并以轨道倾角i为变量统

计自交叉点分布规律.倾角取值范围为８５°~９４°,则星下点轨迹及其自交叉点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１,１５)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a．i＝６０°;b．i＝９２°

在本节的算例中,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具有明显的纬度特征: (１)自交叉点按纬度分

层分布;(２)若某一纬度有交叉点,则该纬度圈有４８７个自交叉点,即某纬度自交叉点数等于回归圈数.
进一步地,在所选倾角区间内,统计自交叉点分布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倾角下自交叉点的总数

轨道倾角/(°) 自交叉点总数

８５ ２２２０７２＝４５６ ４́８７

８６ ２２２０７２＝４５６ ４́８７

８７ ２２４０２０＝４６０ ４́８７

８８ ２３２７８６＝４７８ ４́８７

８９ ２３３７６０＝４８０ ４́８７

９０ １５５８４＝３２ ４́８７

９１ ２５３２４０＝５２０ ４́８７

９２ ２５３２４０＝５２０ ４́８７

９３ ２５３２４０＝５２０ ４́８７

９４ ２５３２４０＝５２０ ４́８７

由表１可知:１)当i≠９０°时,自交叉点表现为纬度越低,自交叉点越少,纬度层越稀疏;纬度越

高,自交叉点越多,纬度层越密集;２)例如i＝９１°时,N８７°~N８８°之间存在２９个纬度层,N８８°~N８９°
之间则存在１６３个;３)当i＜９０°时,自交叉点数随倾角增大而增加更快;４)当i＝９０°时,自交叉点数

目最少,与其他倾角条件下数相差一个量级:自交叉点经度范围为 [０１８４８°~３９５８２°],经度间隔

０３６９６°,纬度范围为 [８７１８７５°,－８７１８７５°],纬度层间隔不均;５)对于相同周期的回归轨道,逆行

时的自交点总数多于顺行.９０°和９１°倾角下自交叉点分布如图３所示.
倾角为９０°时自交叉点数不随纬度层改变且数目较少,其原因如下: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卫星会

有自东向西的相对速度;当轨道倾角从小于９０°到接近９０°的过程中,卫星相对地球速度会出现低纬度地

区逆行、高纬度地区顺行等特点.
自交叉点的时间演化规律,可通过连续两次经过同一点的时间差表征,如图４所示:(１)时间差随经

纬度变化呈周期性波动变化;(２)纬度改变时该时间差的极值固定,经度改变时极大极小值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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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倾角自交叉点分布:a高纬层＠９０°,b低纬＠９０°,c高纬层＠９１°,d低纬层＠９１°

图４　时间差随经纬度的周期性变化:i＝９４°和 (１８１,２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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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星座星下点轨迹的交叉点求解和分布规律

本文以 Walker Delta星座 (１２/４/１)为例,分析多星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如图５所示.星座

中单星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采用上节给出算法求解,多星的自交叉点求解算法与第２２节中摄影自交叉点

求解类似.根据多星星座自交叉点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知:自交叉点在低纬度较稀疏,高纬度较密集;随i
与９０°相差越远,自交叉点数目逐渐增多.分布规律与回归轨道基本一致.

图５　仿真周期２天星座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

１４　非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的交叉点求解算法

考虑更为普遍的非回归轨道,由于轨迹不重合性,其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数量会随时间演化而增多.

在只考虑J４ 项摄动的椭圆模型中,相邻两次的升交点赤经 W 间隔基本均匀,故利用第１２节所提出的算

法求解出给定时间区间内自交叉点.非回归轨道星下点经纬度满足

sinφ＝sinusini

tanλ＝
sinucosi

cosu －Ω０－αG０－t(ωE －ωΩ)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０)

aG０ 为 Greenwich子午线经度、W０ 为初始升交点赤经、w 为近地点辐角,wE 为地球自转角速度,wW 为轨

道平面角速度,本文取非回归轨道的半长轴为７０００km,偏心率为０１,i＝１１０°,W０＝w ＝０为例,自交

叉点经纬度在４００天内的分布规律如图６所示.

如图６所示: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数目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多;当W 在１~３６０°循环,自交叉点纬度呈

三角函数变化,而经度线性减小.

２　回归轨道摄影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与演化

２１　回归轨道摄影点轨迹自交叉点求解算法

卫星对地观察相机的视角和自身摆角,可以形成对地观察的视锥[９],视锥边缘点可视作卫星侧摆角β
所形成的摄影点,如图７所示.

在球型模型下,卫星飞行方向上某位置摄影点与星下点对地心的张角为

γ＝sin－１(Re＋h
Re sinβ)－β (１１)

通过坐标转换获得摄影点经纬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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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非回归轨道星下点轨迹交叉点分布:a纬度分布;b经度分布;i＝１２０°

图７　卫星侧摆形成的摄影点位置几何关系图

cos(λ－Ω＋αG)＝cosucosγ/cosδ

sin(λ－Ω＋αG)＝
１

cosδ
(cosisinucosγ－sinisinγ)

sinδ＝sinucosγsini＋sinγcosi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２)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摄影点的计算仅针对球型地球,此处应扩展到考虑J４ 项的椭球模型,满足:(１)

单位矢量V
→

１ 和V
→

２ 的夹角恒为β;(２)V
→

２ 和卫星速度的单位矢量v 垂直.令f(δ,λ)＝cos－１(V１V２)－

β,g(δ,λ)＝cos－１(vV２)－９０°,则应对 (δ,λ)加以修正,使得函数f和g的数值为零.基于球型模型

得到 (δ０,λ０)具有良好的近似,可以作为迭代修正的初值;设修正量分别为Dd和Dl,则修正结果应满足

f(δ０＋Δδ,λ０＋Δλ)＝f(δ０,λ０)＋
∂f
∂δΔδ＋

∂f
∂λΔλ＝０

g(δ０＋Δδ,λ０＋Δλ)＝g(δ０,λ０)＋
∂g

∂δΔδ＋
∂g
∂λΔλ＝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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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d,l)的更新值,可以计算函数f(δ,λ)、g(δ,λ)以及Δ＝ f δ,λ( ) ２＋g(δ,λ);若Δ仍

大于误差允许值 (一般地,该值可取１０－１０),则应以上次更新数值 (δ０＋Δδ,λ０＋Δλ)作为下一次修正初

值,进行反复迭代修正直至D满足误差要求.

２２　回归轨道摄影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与演化

由于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对应同经度的摄影点轨迹自交叉点,可利用相同条件下星下点轨迹自交叉

点经度.因此摄影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特点与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分布特点相同,其一一对应关系也表

明二者数量特征完全相同.摆角较小时,摄影点与星下点轨迹近乎平行,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星下点轨迹与摄影点轨迹在交叉点附近分布呈近菱形:其中A 为摄影点轨迹自交叉点,

B 为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C１、C２为两轨迹交叉点.具体求解流程如下:首先通过点B 经度可求得点A
经纬度;再以点A 和点B 纬度均值为初始值,分别在两轨迹上计算经度以搜索C１和C２的位置;直到沿

两轨迹找到的点位置之差满足精度要求,得到两轨道交叉点的精确位置;最后通过数值搜索遍历一个回

归周期内所有自交点,得到小摆角下交叉点位置,如图８所示.
当摆角较大时,中高纬度地区不再有近菱形分布,可采取延拓算法求解大摆角摄影点轨迹自交叉点

预报问题:在小摆角基础上 (例如１°),以１°为步长将前一步计算结果作为下一次迭代输入值;依次迭代

２°、３°目标摆角,得到每一个摆角的自交点位置信息;两轨迹交叉形成的菱形两侧交叉点C１和C２必然

成对出现,对应的摄影点轨道必为升轨和降轨.

图８　小摆角摄影点的自交叉点分布:a全局分布;b局部分布;i＝１２０°,(２,１７),侧摆角为１°

为了提高求解精度,可采用如下变步长策略:以星下点为搜索初始点和较大的初始步长００１°搜索星

下点与摄影点之间的最近距离,再从摄影点以同样方法搜索;继续缩短步长,直至搜索到符合精度要求,
如图９所示.

图９中还给出了经度为１７７０９８６°和１８０９０３２°两条经度线上的延拓结果:红点为沿星下点轨迹延拓

得到的交叉点位置坐标,蓝点为沿摄影点轨迹得到的交叉点位置坐标.两者基本重合,即找到了星下点

轨迹与摄影点轨迹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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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大摆角摄影点的自交叉点分布:a全局分布;b局部分布;i＝１２０°,(２,１７),侧摆角为４５°

３　结　论

本文在考虑J４ 项摄动的椭圆模型下,提出了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的求解算法,并揭示了回归和非回

归轨道、星座、摄影点等情形下的自交叉点分布和演化规律.根据回归轨道特性推导出星下点轨迹自交

叉点的经度解析解,然后将其代入星下点轨迹仿真数据求得升降两轨位置信息.通过二分搜索的方式找

到自交点的纬度,并分析其数量和分布规律.并应用该算法求解出星座的多星星下点轨迹自交叉点.进

一步拓展到非回归轨道,基于其星下点轨迹随时间演化不断增多的特点,通过轨道拟合的方法可找到自

交叉点及其分布与演化规律.最后,本文还根据星下点轨迹与摄影点轨迹的关系,建立了摄影点轨迹的

计算模型,分析摄影点轨迹的自交叉点以及它与星下点轨迹的交叉点的规律.
近年来深空探测成为航天领域的研究热点,具有飞行轨道多变、深空环境复杂等难点.本文所提出

的星下点和摄影点轨迹自交叉点的计算方法延拓范围广、收敛速度快等特点,有望应用到行星际转移、
拉格朗日点轨道等地面轨迹求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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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产卫星发射场测试流程优化

张瑶瑶　董苏惠　孙国飞　王学东

６３６０１部队

摘　要　本文对传统单颗卫星和多颗卫星的发射场测试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了卫星测试中存

在的问题,采用ECRS分析的方法,对卫星测试流程和项目进行了优化.在充分利用好当前技术及设备

的前提下,提出了适应批产小微卫星的发射场测试流程和测试项目.通过 ECRS分析方法优化流程,可

大大节约卫星在发射场的总时间,提高批产卫星发射效率.
关键词　小卫星;ECRS分析法;发射场测试流程

０　引　言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小微卫星以其技术含量高、功能密集度高、成本低、性能好、研制

周期短、质量小、体积小等优点,成为目前最具批量生产潜力的实用型航天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１４].国内航天科工集团也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发射１５６颗低轨通信卫星,用于建设全球卫星无线通信网

络;航天科技集团也已经公布了近年数量庞大的小卫星发射计划[５].按照目前国内发射场的航天器测试发

射周期,将难以承担后续大规模的卫星发射任务.
近几年发射场发射小微卫星的数量激增,由于人员、场地等资源的限制,发射场为适应各方要求,

在资源调配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卫星在发射场测试阶段,每颗卫星都有不同的测试流程、测试项

目,各方卫星试验队对发射场也都有不同的保障需求,发射场卫星任务保障效率受到严重制约.因此,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提升发射场的试验能力,在充分利用好当前技术及设备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批产

卫星在发射场测试的效率、可靠性,控制试验成本,有必要对现有卫星测试发射流程进行优化.

１　卫星发射场现行测试分析

１１　测试项目

目前国内的卫星生产流程基本上仍然都在采用传统的卫星生产流程,完成产品需求定义、设计、开

发、总装测试等工作后,拆解太阳翼、天线等部分星上部件并装入卫星运输专用包装箱运至发射场.考

虑到长途运输对卫星产品质量可能存在的影响,再进行部分总装测试工作后进行加注发射.发射场阶段

与测试相关的工作项目如表１所示.

表１　传统卫星发射场测试相关工作项目

测试项目 测试内容

检漏
　经过４８h至７２h小时保压测量包装箱内漏率后,卫星开箱;恢复卫星出厂状态后再用单点检漏法对

推进系统管理连接处进行漏率检查

精测 　精测平台建立机械基准,建立卫星光学基准,经纬仪测量敏感部件棱镜,测量待测部件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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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试项目 测试内容

综合测试(测控分系统) 　测控分系统测试重在响应判别,向卫星发送激励信号,引起一个或数个状态参数的变化,通过对遥测

参数的监测,判断激励动作的执行情况

综合测试(电源分系统) 　电源分系统测试目的是检验分系统所属正样产品在整星各种工作模式下的功能及主要性能,以及与

其他分系统之间的接口关系,并为整星供电

综合测试(星务分系统) 　星务分系统测试目的是检查CAN总线的流动信息

综合测试(姿轨控分系统) 　姿控分系统测试目的是对星上姿控组件进行功能测试,推进系统极性测试等

综合测试(数传载荷分系统)
　数传载荷分系统测试项目包括:数传无线测试准备、无线测试(按工作模式)、数传天线展开试验、数传

天线火工品安装及测试等.载荷分系统根据载荷类型,测试项目略有区别,主要测试载荷系统功能是否

正常

整星综合电测 　整星综合测试主要是功能性测试

太阳翼/光照试验 　基本步骤为:太阳光源准备,卫星加电,电池片光照测试,卫星断电

加注后测试 　卫星加注后,卫星加电进行贮箱压力测试

星箭对接后测试 　卫星与火箭支撑舱对接完成后,卫星加电进行功能检查确认

发射区测试
　卫星转发射区需要进行多次联合测试或发射演练,卫星发射日需要进行５~６小时的发射测试及参数

装订

１２　测试流程

１２１　单星测试流程
单颗卫星在发射场依次进行技术区与发射区工作.技术区工作主要包括卸车、技术安全检查、卫星

及设备开箱自检、卫星全系统检漏、卫星精度测量、卫星平台电测试、卫星有效载荷电测试、卫星模飞、
活动部件展开试验、光照试验、卫星加注和星箭对接,星箭转运至发射区后进行发射区测试和卫星状态

设置,最后完成发射.单颗卫星发射场测试周期为３５~６０天.以某星在发射场工作为例,其测试发射流

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卫星系统发射场工作流程图

１２２　多星测试流程
对于一箭多星的发射场流程,在同班组测试人员和同一测试厅的情况下,各测试项目依次脉动进行,

如图２所示.以３星为例进行说明,首颗卫星S１先行进发射场,在电测即将完成之际,第二颗卫星进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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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压检漏,此时第二颗星需在测试厅存放,当S１星完成电测及帆板安装,S２星可开箱进行卫星电

测,此时S１可转至加注厅进行加注准备和加注,依此类推,当S２电测即将结束之际,S３星进厂.

图２　一箭多星发射场测试流程

这种流程模式下,虽然通过测试项目交叉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多星完全串行测试的总流程时

间,单就卫星测试工作来说,实际上还是串行开展.此外,在这种流程模式下,卫星产品、测试设备状

态变动频繁,会带来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１３　测试模式

１３１　单星测试模式
常规卫星测试主要是手动测试模式,需要大量测试人员共同参与.卫星测试岗位包括姿轨控、供配

电、星务、测控、电源、热控、遥测/遥控、数传、载荷等.因此单颗卫星一般需要１０个以上人员共同参

与测试,且卫星电测设备繁多、连接关系复杂.

１３２　多星测试模式
传统上针对多星并行测试,一般有以下三种测试模式.
(１)分时测试

一套地面综合测试设备的测试系统 (除卫星供电设备外),通过接口开关转换,分时服务于不同的待

测卫星对象 (SatelliteUnderTest,SUT),不同的SUT处于不同的测试工位,通过网络连接至综合测试

系统进行测试.具体步骤为:先连接第一个SUT进行整星测试,在地面测试系统对卫星下行测试信号进

行分析处理等操作的同时,星地测控设备可以继续接受下一个加电的SUT 下传的遥测信号,同时将该

SUT连接到测试系统进行测试,依次类推到多个SUT.这种并行测试实现方法通过星地接口转换,使得

测试系统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始终处于非空闲状态.测试方式如图３所示[６].

分时测试模式的实质是１套测试系统、１组测试人员对应 N颗卫星.分时并行测试方法,实现了测试

系统的资源共享,提高了系统利用率,但对于待测SUT来说,同一时刻只有一个SUT参与测试,因而

这种方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并行测试.此外这种方法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当星地接口设备出现故障

时,整个测试设备就瘫痪了,因此对于星地接口 (如测控设备)需要进行适当备份.
(２)并发测试

这种实现方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并行测试,主要是建立在一个分布式测试系统上,每个测试节点都可

以独立进行一个测试,每个卫星配置独立的供电、测控设备资源,测试系统软件需要针对每颗卫星进行

独立配置,数据库、通用网络设备等测试资源由所有卫星共享.测试方式如图４所示[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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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分布式并行测试

图４并发测试

并发测试模式实质是N套测试系统、N组测试人员对应N颗卫星.对于待测卫星来说,在同一时刻,
可以有多颗卫星共同参与测试,测试效率高,但缺点是需要增加许多额外的测试设备,并且需要大量的

测试人员.
(３)交替测试

这种实现方式主要是将卫星测试项目分成多个模块 (如分系统),让每个测试模块在时间上交错.具

体步骤为:测试开始后,第一颗星执行分系统１测试,第二颗星执行分系统２测试,第三颗星执行分系统

３测试;第１颗星分系统１测试完毕后,执行分系统２测试,如果分系统２测试资源仍被其他星占用,则

执行分系统３测试,所有分系统测试完毕后,再返回执行分系统２测试;依次类推,其他星测试模式也相

同.测试模式如图５所示[８].

图５　交替测试

交替测试的实质是流水线思想,各模块 (分系统)对应的测试资源固定在流水线中,每颗卫星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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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程线上完成所有测试工步.但这种模式下,各测试工步上均需配置１组相对固定的测试人员.交替测

试的实质是１套测试系统、N 组测试人员对应 N颗卫星.
综上,传统的卫星并行测试模式中,并发测试和交替测试模式属于真正意义的并行测试,但各自的

缺陷也决定了其难以应用于批产小微卫星测试.批产小微卫星面向大规模星座组网应用,在发射场阶段,
并行测试的卫星数量可能在３~１０颗 (单星１００~２００kg).按照传统的测试模式,测试设备或测试人员的

数量十分可观,将对测试成本控制和发射场保障要求提出严峻考验.
需要针对批产小微卫星发射场测试的特点,研究一种更加简单的测试模式,在不明显增加测试设备

和测试人员的前提下,实现真正意义的多星并行测试.

２　批产卫星发射场测试流程优化

２１　优化方法

流程优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利用IE (IndustrialEngineering,工业工程)方法,如动

作研究、时间分析、ECRS方法等提高效率.第二类主要利用仿真软件建立流程仿真模型,针对不同的方

案进行仿真,选择其中较优的方案.第三类利用优化求解算法,包括精确求解算法、启发式算法和人工

智能算法.批产卫星的发射场测试流程属于一种工程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第一类方法.
在IE 方 法 中 最 常 采 用 的 是 ECRS 分 析 的 方 法,即 取 消 (eliminate)、合 并 (combine)、重 排

(rearrange)、简化 (simplify).ECRS分析法是工业工程学中程序分析的四大原则,用于对生产工序进行

优化,以减少不必要的工序,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思路如图６所示[９].

图６　ECRS分析方法

ECRS工具可以应用于对工程、企业等原有的做法进行梳理和完善,形成新的解决方案.具体做法

如下:

１)取消:首先考虑该项工作有无取消的可能性.如果所研究的工作、工序、操作可以取消而又不影

响半成品的质量和组装进度,这便是最有效果的改善.例如,不必要的工序、搬运、检验等,都应予以

取消,特别要注意那些工作量大的装配作业;如果不能全部取消,可考虑部分取消.

２)合并:合并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变成一个.合并后可以有效地消除重复现象,能取得较

大的效果.

３)重排:重组也称为替换.就是通过改变工作程序,使工作的先后顺序重新组合,以达到改善工作

的目的.

４)简化:经过取消、合并、重组之后,再对该项工作进行进一步更深入的分析研究,使现行方法尽

量地简化,最大限度地缩短作业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在卫星众多测试项目中考虑采取取消原则,进行最有效优化.在不改变系统状态,不直接影响

系统测试覆盖性的基础上,对测试项目采取取消原则,需要对其安全性进行分析论证.其次在测试模式

及过程优化中考虑采取合并、重排、简化原则,对不可以取消的项目进行逐项分析,可以采取其他的办

法进行优化,按照合并、重排、简化的方法,对流程做进一步改进.

９６２



图７　ECRS分析方法优化流程思维图

２２　优化项目

在技术区卫星测试项目较为复杂,转至发射区主要以火箭流程为主,卫星仅参加星箭联合检查,因

此在项目优化部分仅考虑技术区项目优化,主要包括４个方面,如表２所示.

表２　卫星发射场测试项目优化情况

序号 优化内容 优化方式

１ 卫星检漏 取消、简化

２ 卫星精测 取消

３ 综合测试 简化

４ 太阳翼安装 取消

２２１　检漏项目优化
为确保卫星推进剂加注后及在轨飞行阶段姿控系统正常运行,需要对推进分系统的密封性能进行检

测.根据卫星总装流程,卫星在出厂前已经经过多次检漏:推进分系统管路制作完成后单点检漏与系统

总漏率检测、振动试验后系统总漏率检测以及卫星出厂前系统总漏率检测.当卫星经过长途运输至发射

场,也可能会对推进分系统密封性能造成影响,卫星也会增加发射场检漏.
若推进系统首次使用,无可参考的在轨运行数据,则需考虑卫星在发射场的检漏.若卫星推进系统

在轨运行寿命周期内无异常,则可认为该型号推进系统成熟,经过出厂前检漏后可以取消发射场检漏项

目.批产小微卫星状态固化、技术成熟,经先期产品在轨验证,后续批次卫星可以取消发射场检漏项目.
卫星发射场阶段卫星总漏率检测经常采用非真空累积法.向被检卫星的推进分系统内充入规定压力

的高纯氦气,之后将卫星放置在卫星包装箱内,并密封包装箱.卫星在包装箱内累积４８h~７２h后,将

氦质谱仪的吸枪插入包装箱上的取样口内进行取样,通过氦质谱仪对正压标准漏孔的输出,确定卫星的

漏率.在发射场卫星检漏需要２~３天,若在出厂前在包装箱充入规定压力的高纯氦气,在运输途中积累

４８~７２h,则进厂卸车后可立即进行检漏,将节省卫星在发射场检漏时间.

２２２　精测项目优化
为保证卫星在轨正常工作,星上有精度要求的设备必须满足设计的几何精度,如星敏感器、陀螺、

动量轮、遥感相机、数传天线等设备都有特定的空间指向要求.为满足安装位置和精度要求,卫星在出

厂前对每个关键仪器设备都进行了精度测量.在长途运输过程中,零部件可能受车辆颠簸等外力因素发

生受力变形,星载设备安装后的实际位置可能会超出总体设计部门的要求,这就要求在发射场对星上设

备的安装精度进行重新测量,并采取一定的调整措施,将其实际安装位置调整到设计要求的精度范围

之内.
通过执行多次卫星任务以及分析长途运输振动与发射时的高频振动,发现几乎所有发射成功的卫星

型号经过长途运输时不会发生安装位置的变动.尤其对于批产卫星,其型号成熟度更高,因此批产卫星

可取消精测项目.

２２３　综合测试项目优化
卫星电测在发射场占用时间较多,卫星进场后测试、对接、转运、第一第二次星箭联合检查等几乎

０７２



所有关键环节结束后均会检查其电性能.卫星测试工作贯穿卫星研制始终,测试时间直接决定了卫星在

发射场的工作周期.综合电测项目优化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测试内容优化,二是测试模式优化.
(１)测试内容优化

卫星电性能测试包括卫星各分系统测试、系统综合测试和整星地面模飞测试.卫星电性能测试流程

如图８所示.

图８　卫星电测流程图

传统卫星在出厂前和发射场发射前都要进行电测试项目,其主要原因是传统卫星研制采用定制的模

式,产品及配套软件必须经过充分的测试才能保证其可靠性.对于批产卫星而言,卫星型号一致,仅需

经过覆盖测试,比较单批次的一致性和出厂前的一致性.当卫星在轨运行寿命周期内满足设计要求,后

续的批产卫星在发射场测试阶段,可只进行必要的功能测试,如通信功能检查、遥测参数与遥控指令检

查等.

１)优化整星测试,简化单机、分系统测试.批产卫星的测试不再区分单机测试、分系统测试和整星

测试.将单机和分系统的测试项目涵盖在整星测试中,优化重叠的测试项目,保证测试覆盖性的同时,
简化测试流程,有效缩短测试时间.

２)调整测试项目,减少测试时间.整星系统级测试项目得到优化,如卫星通常采用虚拟试验与验证

性试验相结合的环境试验方式,使得其试验流程显著简化,随着试验矩阵的优化,与之相关的测试项目

也自然得到优化.

３)测试序列优化,测试序列优化的对象是测试项目 (工作量)和测试时间,可以进行单目标优化,
也可以进行多目标优化.如果每个测试模块对测试序列的需求是独立的,即对于一个测试序列而言,只

为一个测试模块服务.当出现一个测试序列为两个或者多个模块服务的情况时,在计算总的消耗时间和

总工作量时,与该测试序列相关的时间和工作量只需计算一次.
(２)测试模式优化

在传统卫星测试中由于卫星系统的复杂性,按产品功能可将卫星分为若干个系统,每个分系统又有

许多单元级设备构成,少则１个,多则２０余个.为了检验卫星产品的质量,需要对被测卫星采取单元机、
分系统级、整星级这种逐级检测的方式.在这种测试摸下,会产生海量测试数据,目前对测试数据的系

统分析与判读对比,仍然依靠大批的试验专家和测试团队来完成,这样导致传统卫星测试单颗星约需２０
天.在前述的批产卫星发射场测试流程中,若卫星测试设备不支持并行测试,那么卫星测试时间约为 NT
(N为卫星个数,T为单颗星电测时间),若六颗星串行电测则约１２０天,严重影响了卫星在发射场的效

率.若采用多套设备并行测试的方案,单颗星单系统需要判读岗１人,指挥岗２人,则单套系统至少需要

１２人.同样以６颗星为例,６套系统并行测试,在时间上节约了大量的测试时间,但所需人数增加了６
倍,电测总人数达到了７２人,增加了厂房保障难度以及带来管理的不确定性.

因此卫星测试项目的优化不仅要优化测试内容和测试流程,还要通过设计适应快速测试的系统体系

结构、研制可并行测试系统,采用测试序列自动生成、测试数据自动判读等方法,实现测试的自动化,
提高测试效率.

①自动化

自动化测试是实现卫星批量化、快速测试的基础手段.依照卫星发展规划,在集成卫星原有测试系

统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其他先进卫星自动化测试经验,综合考虑卫星产业化发展要求,构建一套自动

化、智能化测试软件体系,实现提高测试软件的通用性、增加自动化集中控制模块的安全性、加强自动

化执行模块的可操作性,提高自动化智能判读软件的可信度.测试流程自动执行、卫星测试信息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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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读,不仅能够有效节约人力成本,更可有效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从而提高测试结果的有效性.

②并行测试

一套地面综合测试设备,将不同卫星连接到测试系统进行并行测试.在并行测试模式下,将测试任

务与测试系统的测试工程相对应,通过多个测试工程加载不同的测试模型,连接不同的测试前端实现多

任务的并行测试.保证各测试任务的独立性,同时,提供相应的接口满足多任务间数据交互的需求.通

过并行测试,减少人员参与,每个系统岗位人员可同时兼顾多星测试的判读确认.通过并行测试与自动

化智能测试相融合,多星的综合测试所需人数可进一步减少至１~２人.

２２４　太阳翼安装项目优化
对于固定翼卫星不涉及发射场太阳翼安装,仅进行光照试验即可.对于需要进行帆板展开测试的卫

星,在卫星开展出厂前的系统级环境试验中,包括电磁、力学和热环境试验,尤其是正弦振动、噪声、
分离冲击、大型附件解锁冲击试验等,已经验证了卫星能够承载的发射环境.尤其对于批产卫星,单纯

考虑因运输原因造成的太阳翼安装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认证.因此批产卫星建议选择带翼运输,减少卫

星在发射场时间.

２３　批产星测试流程设计

通过ECRS分析,批产卫星在平台高度成熟的条件下,可以取消检漏、精测以及太阳翼安装.卫星

清洁及热控实施项目不可取消,基于 ECRS流程优化思路,可以将卫星清洁流程重新排列,以达到流程

优化目的.按照卫星清洁要求,在扣罩前卫星不加电进行整星清理工作,可在单颗星扣罩过程中对其他

星进行热控及多层整理,或在卫星加注静置期间对卫星实施热控清洁操作.卫星综合电测时间影响卫星

在技术区的总时间,采用自动化并行测试方式后,批产卫星的综合电测时间趋近于单颗卫星测试时间,
发射场流程如图９所示.通过ECRS分析方法优化流程,可节约卫星在发射场的总时间,提高批产卫星发

射效率.

图９　批产卫星发射场并行测试流程

２４　优化结果

优化后的测试项目重新排:电测项目完全采用并行测试模式,多星综合电测时间几乎为单星测试时

间;热控清洁及加注多星交叉实施.
与传统的多星测试流程相比较,其优化效果如下表所示.在技术区流程中,现星多星串行流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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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箭三星为例,使用并行测试设备及流程优化后,检漏、精测、太阳翼安装可减少７~９天,卫星综合

测试项目测试时间可减少５３天,发射区流程按平均５天计算,综合提升效率可达８０％.

表３　测试发射流程各阶段时间与传统流程比较

序号 项目 传统流程/(天) 优化流程/(天) 调整情况

１ 卫星卸车 ２ ２ 无变化

２ 检漏 ３~５ 无或３h 减少２５~５天

３ 精测 ０５×卫星数量 / ３颗减少１５天

４ 卫星电测 ２０×卫星数量 ７ ３颗减少５３天

５ 太阳翼安装 １×卫星数量 / ３颗减少３天

６ 加注、热控实施 ２ ２ 无变化

７ 扣罩 １ １ 无变化

８ 发射区 随运载流程(５) 随运载流程(５) 无变化

３　总　结

为适应批产小微卫星快速测试需求,必须对传统卫星测试技术进行革新,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
精简测试流程,缩短测试周期.本文首先对卫星在发射场阶段的现有流程进行业务流程分析并生产业务

流程图.在现有流程业务的基础上,利用 ECRS分析法,利用取消、合并重排、化简的原则,对各流程

项目逐项分析,发现可以酌情取消型号成熟的批产卫星的检漏、精测、太阳翼安装等项目.在卫星综合

测试方面,提出了优化的卫星电测项目,采用整星全覆盖测试代替原有多分系统重复性测试,并利用测

试序列优化的方法,调整测试序列顺序及并行顺序,实现电测项目的时间优化.此外,提出了利用自动

化并行测试方法,可大幅提高测试效率,在多星并行测试情况下测试效率可提升８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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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analyzesthelaunchsitetestingprocessoftraditionalsinglesatelliteandmultiple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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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响小卫星自主运行的实时监视系统设计与应用

常新亚　熊浩伦　张　磊　刘小宁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遥控指令和遥测数据实时关联判断的小卫星自主运行的实时监视系统,
能够通过可重配置的卫星知识库实现卫星在轨自主健康管理,进行在轨任务自主自动执行过程的安全监

视.依托星务分系统进行整星信息管理、融合自主任务规划并调度在轨实时处理功能的能力,将遥控指

令、任务数据和遥测数据之间的关联知识集采用数据表单的形式描述,建立卫星健康监视模型和任务监

视模型,通过星务计算机软件实现该模型.卫星关联知识表单、健康监视表单和常规值班任务均可通过

注入的方式存储在星务计算机中,可一次配置注入、长期使用.
关键词　自主运行;实时监视;快速响应小卫星;自主健康管理

０　引　言

快速响应卫星一般指５００kg级,具有快速研制、快速发射特征,能够直接支持战术应用的小卫星[４].
受过境测控资源的限制,传统小卫星入轨测试往往需要一周的时间,由星地大循环实施测试项目和流程,
保证测试过程的正确性,获得可信的测试结果,为后续交付长管和用户使用打下坚实基础.快响卫星入

轨后则要求卫星必须迅速、全面、可靠完成各项测试工作并尽快投入应用,给传统依赖地面测控站进行

卫星运行管控的方式带来巨大挑战.提高小卫星在轨自主运行能力,可减少卫星因健康监视和任务数据

注入而产生的对地面测控站、专业运行维护人员的使用需求,减轻地面运控系统的压力.卫星自主运行

的内容主要包括自主生存和自主实施任务２个方面.在轨主要体现为卫星能自主进行姿态、能源、热控和

通信等各项功能的健康管理,确保自身生存安全;能根据任务队列,自主进行任务规划,自主协调各分

系统完成各项载荷任务[１２].
当前,小卫星已经具备一定的自主运行能力.以星务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星上总线网络,小卫星

自主健康管理系统形成了整星级、系统级和部件级３个层面的内容,实现了在轨有限的整星能源、姿态、
热控、通信和专有设备的自主控制、故障检测和功能重构恢复;随着星载计算机能力的提升,遥感卫星

已在轨实现了基于点目标和区域目标的自主任务规划和任务执行,能够进行在轨载荷数据的实时处理,
提取期望目标信息反馈给任务规划系统,实现任务的实时调整,能够进行多星星间组网和协同工作而无

需地面干预.但是,这些能力均比较零散,依赖专有硬件模块、软件模块或专有系统进行,卫星各运行

信息之间缺少融合,无法在卫星的总体设计中一体化体现,还是较为依赖有限的地面测控资源进行卫星

的在轨管控操作.如自主健康管理比较粗放,往往仅从统计量上得出异常信息,并为保证载荷安全或能

源安全而主动放弃当前进行的载荷任务,不够精细化,不能分析卫星运行及动作过程信息,大量异常依

然依赖地面监视和事后分析处理;另一方面,自主任务规划系统并不参考整星健康状态,而仅根据目标

输入信息和导航推算的结果规划卫星后续任务动作,存在安全隐患,增加了任务失败的风险.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遥控指令和遥测数据实时关联判断卫星工作过程和工作状态的小卫星自主运行

的实时监视系统,能充分融合现有自主健康管理技术、任务规划技术,且不用更改目前卫星信息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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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小卫星自主运行模型

１１　自主健康管理

国内小卫星构建了以星务管理计算机为控制和调度中心、以面向控制对象的各分系统计算机为执行

单元的网络分布式系统,也形成了以星务分系统为整星级管理载体,各分系统、各分系统部件构成的三

级星上健康管理模型.小卫星各分系统往往能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整体,由分系统计算机执行分系统部

件模块的状态检测,使用共性技术如统计分析、边界检查、期望值检查、偏差检查等手段进行部件级、
分系统级的健康管理,能完成各功能部件的检测、诊断与评估,能够自主切换部件及改变系统工作模式,
能通过遥测将各部件状态、分系统管理状态反映给星务计算机.星务计算机收集各分系统遥测状态,根

据卫星健康管理模型,从整星系统级层面上监视整星能源、姿态、热控、测控和载荷等各分系统的协同

工作情况,当诊断出非预期事件时,根据预设的故障处理规则进行各分系统的故障隔离与恢复,确保整

星系统级的健康与安全.小卫星各平台分系统的健康管理设计均已较为成熟,依赖于星务计算机的整星

系统级的健康管理依然有很大发展空间.一种由星务计算机实现的小卫星整星级健康管理模型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小卫星整星级健康管理模型

卫星遥测可作为整星健康管理的输入,卫星动作可作为整星健康管理的输出;而卫星的在轨工作进

程又由既定的运行管理程序和载荷任务推动,并能通过遥测表征工作结果.通过自主健康管理,卫星动

作和遥测有了一个大闭环控制.自主健康管理的工作流程是:诊断模型周期性实时遍历诊断逻辑描述库

中的内容,每条描述信息都表达了一种诊断的输入、诊断规则类型、诊断判据、诊断结果和结果优先级;

监视表单实时从遥测数据池中更新监视内容输入给诊断规则,诊断规则如阈值判断方法、偏差值判断方

法、期望值判断方法和冗余数据比对等;诊断判据成立时给出诊断结果;单条诊断结果迭代到后续的诊

断中;遍历完成后给出全部诊断结果;进行结果优先级排序,给出最高优先级的诊断结果作为需立即处

理的故障,并根据故障对策库执行故障隔离与状态恢复命令;当前故障未处理完成时故障类型不更新,

但诊断过程继续进行,该故障挂起并遥测报警,提醒地面人工干预,同时诊断的低优先级结果可作为故

障输出,进行处理;如果故障处理完后状态恢复正常,诊断的低优先级结果也可作为故障输出,但很可

能此时该故障经诊断后已解除.

１２　自主任务执行

自主任务执行主要是指利用自主任务规划技术,调度卫星在轨自动完成各项载荷任务,整个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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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三个步骤.自主感知是指自主获取卫星包括姿态、轨道、电源等数

据在内的自身状态和任务目标信息.自主决策是指根据感知的信息,按照在一定时间内的可信数学模型,
对可能的任务执行方案进行筛选,评估、分析并消解潜在的受限资源和任务执行的冲突,选择最优的解

决方案.自主执行是根据自主决策输出的方案形成卫星指令控制信息并自动执行.小卫星通过星务计算

机实现对姿态控制、导航、电源、载荷等各分系统分布式信息流的集中管理,小卫星的自主任务执行主

要依托软件技术.
一种依托小卫星星务计算机软件实现的自主任务执行模型如图２所示.星务计算机通过总线网络获取

整星遥测,提取轨道数据、姿态数据、能源状态等卫星导航数据和任务约束信息.导航预报软件模块进

行轨道外推.任务分解模块依据导航信息将输入的目标任务分解为逐个元任务,如遥感卫星的条带成像

任务,电子卫星的某个热点区域侦察任务等星上最小任务执行单元,形成元任务序列送到任务规划数据

求解模型中.卫星资源分析与预估模块周期接收遥测数据,并以遥测数据和当前数学模型得出的规划方

案为初始值,对卫星状态进行推演,分析多任务时卫星资源与时序约束的满足情况,辅助数据模型寻找

最优解,消解任务冲突.数学求解模型以元任务序列作为输入的需求,根据导航预报数据和资源分析与

预估模块的限制条件,迭代寻找最优的任务的开始时刻、终止时刻和任务执行的模式.可执行任务为规

划输出的结果,包括任务时间信息和任务模式等属性,可通过读取任务指令模板生成相应的任务执行

指令.

图２　小卫星自主任务执行模型

２　实时监视系统的关键设计与实现

２１　遥控指令与遥测数据互关联设计

小卫星遥测能显式表现卫星依靠指令运行或自动运行的状态;遥控指令序列也能反映卫星工作模式

变换的逻辑.传统的星务系统仅作为数据管理系统存在,并不将遥控数据和遥测数据与卫星工作模型进

行关联.星载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快速提升使遥测能实时反映载荷的工作结果,使通过遥控数据和遥测数

据构建卫星工作模型成为可能.
卫星各分系统的工作具有独立性也具有整体性.独立性是指各分系统自身存在自主转换的模式和自

主管理的功能,由分系统部件数据或状态触发,此功能不受星务集中调度,但也均具有相应的遥控操作

指令;整体性是指统一接受地面安排的通过星务综合管控实现的受控任务调度.理论上,卫星的动作序

列可以反映在遥测变化上,卫星遥测的正常变化也能反映卫星当前的动作过程.通过遥控实现的卫星工

作模式的控制是事先定义的,星务计算机装载后即可识别;而各分系统自动执行的状态由星务反演出指

令序列后,也可由星务计算机通过卫星工作序列库的匹配搜索快速识别.具备星载实时处理能力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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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将载荷任务的指令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的遥测关联起来,形成闭环载荷任务管理,识别载荷任务

是否成功.对于某种操作序列,通过双向链表构建遥控指令和遥测数据的关联表达,双向链表既便于添

加、修改链表内容,也能表达指令执行的顺序.遥控遥测关联链表的内容如图３所示.

图３　遥控遥测关联链表

链表节点包含指令码字、指令执行遥测判据、指令执行时效性等信息.一条指令的执行可能需要进

行多条遥测的关联,遥测判断方式可能不一样,可使用健康管理中的统计分析、边界检查、期望值检查、
偏差检查等方法定义判断方式.准备时间 Ts是指令发送前关联遥测的最大稳定时间,即遥测开始进入小

型数据池存储并提供时间戳查询的时间,至少包含指令事件发生前一周期遥测采集的时刻.响应时间 Te
是指令发送后关联遥测的最大稳定时间,即遥测进入小型数据池存储并提供时间戳查询的最后时间,至

少包含指令事件发生后一周期遥测采集的时刻.时间同步戳 Tick提供指令执行前后与遥测采集时刻之间

的时间同步计数,在链表初始化时该值为０.指令执行时效Ts、Te和Tick信息用以解决小型遥测数据池

的存储容量问题,即由软件遍历链表完成后才从实时遥测中提取关联遥测信息形成专属的遥测数据池,
小型数据池存储的历史数据仅由工作模式指令序列的执行准备时间和响应时间决定,当指令时效过期后,
该数据占用的空间将释放回数据池,达到节省存储空间和提高指令执行时遥测检查效率的目的.指令执

行后,依据指令判据得出的结论存储在生成结果中.

２２　健康管理的过程表达

当前的卫星健康管理设计主要是设计师专家知识的体现,是一种事先指定的流程,体现为健康监视

模块被动监视遥测数据的变化和主动执行相应的故障预案.图１所示的小卫星健康管理模型显示了诊断模

型的处理过程,可将其抽象为一种事件动作,通过遥测数据和遥控指令描述的专家知识构成事件动作的

输入和输出.将动作模型包装成软件程序,通过指令实现程序的调用和参数传递可实现事件动作.依据

专家知识的每条诊断信息可抽象为一个诊断动作,使用图３所示的链表节点描述该动作的诊断逻辑、输入

和输出.即链表节点本身构成一条诊断逻辑库的内容,监视表单由遥测包ID、遥测包路序构成,诊断规

则由遥测判据组合关系、遥测判据类型、遥测判据参数和指令时效信息构成,生成结果指示为该监视事

件触发的故障事件,它指向故障对策库.一条诊断指令的执行流程如图４所示.
诊断指令的时效信息用来记录监视数据触发的统计次数与统计判据.准备时间 Ts是统计单次监测通

过结果,响应时间 Te是该监测连续或间断产生的总计数阈值,是已知设计量,依据该统计结果产生结

论.结论汇总后由故障对策库根据优先级排序和互斥性原则决定下一节拍执行的故障对策,非相关性故

障可同时执行.整星全部诊断指令可按照优先级排序建立双向链表,节点序号即是该诊断结果的优先级.
故障对策库根据字典查询的方式获取最终需要进行的指令序列并送指令模块执行.周期性遍历该链表内

容即可完成指定故障信息的诊断和处理.

２３　卫星的动作监视的过程表达

使用遥控遥测关联链表形成卫星的工作模式指令序列,链表节点的生成结果是跳转信息,即对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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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诊断指令执行流程图

机或状态设置类指令,指令执行的同时检查执行结果,形成闭环指令执行,指令通过则继续执行后续链

表内容,指令执行不通过则执行跳转节点的指令,跳转节点实现非预期事件的即时状态恢复.卫星指令

序列的监视执行过程如图５所示.卫星动作除了由星务通过指令驱动外,各分系统还能进行分系统内功能

有限的自动执行,如低轨遥感卫星控制分系统仅根据导航数据进行的进阴影和出阴影时的姿态自动转换,
载荷管理计算机仅根据导航数据进行的进任务区前的准备动作等,星务计算机仅依赖上注或定义的遥控

指令序列理解星上动作不够完整全面.另一方面,仅根据一个参数完成卫星动作的判断较为片面和零散,
比如姿态变化时太阳帆板充电电流和某些测温点温度量会变化,载荷开机准备时载荷区负载电流会升高

等.这种监视遥测变化推理出自动执行动作的过程与诊断指令的过程一样,只是输出的结论为执行了某

条指令.将推理出来的指令逻辑添加到卫星工作指令序列中,使星务理解的卫星动作过程更完整,进而

进行更为精准精细的自主健康管理.使用动作识别指令描述遥测监视和推理出指令的过程,使用遥控遥

测关联链表节点描述该指令的推理逻辑、输入和输出.链表节点的生成当指令执行不成功时,通过跳转

节点指示实现非预期事件的跳转.

３　应用分析

本文设计的自主运行实时监视系统作为某新技术试验卫星星务分系统的一项功能,主要满足卫星入

轨进行自主快速测试任务、快速成像任务的需求.快速测试和快速成像的实现原理是:将可重复注入的

快速测试和快速成像任务需求与诊断指令的内容制作成数据块注入并存储在星务计算机中,启动快速测

试和快速成像功能后,任务规划到达指定区域后自动调用并生成指令序列,星务软件每次动态调用３２条

指令到执行链表中,并使能数据监视任务,实时监视指令执行的结果,当执行时出现判读异常,则通过

跳转指令执行异常时的恢复动作.在卫星 AIT阶段进行多次快速测试和快速成像的验证试验,卫星入轨

后第１圈也成功自主进行了快速测试和快速成像,验证内容和结果如表４所示.试验验证表明:该系统运

行情况符合预期设计,将传统卫星入轨后需要２~３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加速到入轨后前２圈就可以完成,
在保证卫星可靠性的基础上有效提高了卫星入轨初期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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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指令序列执行流程图

表４　验证内容和结果

验证项目
试验执行序列 试验结果

序号 内容 说明 运行结果 耗时统计

快速测试

１
　已加电设备健康

诊断,共 ８ 条 诊 断

指令

　诊断整星测控、电源、姿态、
总线通信和载荷管理单元等

常加电设备的健康状态和热

控分系统健康状态

　全部健康诊断通过执行后执行序号２
的内容,任一健康诊断不通过执行序号

３的内容,通过遥测显示诊断结果

　全 部 正 常 执 行 完

３２s

２
　未加电设备加电

和功 能 验 证,共 ４２
条指令

　包含数传、星间通信机、载
荷设备的加电,以及工作模式

的选择和通道检查等内容

　７台发射前未加电设备进行加电后

发指令检查.如果检查时发现指令执

行未通过,则执行序号３的内容;通过,
则遥测显示当前未通过指令的码字及

执行时间

　全 部 正 常 执 行 完

１３min

３
　设备加断电检查,
共１条指令

　给出当前设备的加电矩阵

　与电流遥测进行验证,验证不通过,
则执行电源安全模式;通过,则遥测显

示当前未通过指令的码字及执行时间

　１６s

４
　非常用设备断电,
共１条指令

　根 据 当 前 设 备 加 电 矩 阵

断电

　断电时进行电流检查,验证不通过,
则重复执行１次;第２次不通过,则执

行电源安全模式,通过,则遥测显示未

通过指令的码字及执行时间

　３２s

０８２



续表

验证项目
试验执行序列 试验结果

序号 内容 说明 运行结果 耗时统计

快速成像

１
　成 像 前 检 查 共 ３
条指令

　检查电池电量、整星温度和

导航状态

　全部检查通过,执行序号２的内容;
任一检查不通过,则执行序号３的内

容;通过遥测显示检查进度

　全 部 正 常 执 行 完

３２s

２

　执行成像序列 启

动指令模板 １条指

令(指令模板包含３４
条间接指令)

　启 动 前 判 读 CCD 焦 面 温

度、腔体温度;执行过程中检

查设备的加电和工作模式设

置是否符合预期;执行后判读

星上实时处理结果

　CCD焦面温度、腔体温度不符合时,
执行序号３的内容;符合时,继续执行.
执行过程中,监视到指令模板中有未执

行成功的指令时,执行序号３的内容;
通过,则遥测显示当前未通过指令的码

字及执行时间;执行完成后,判读载荷

成像结果,根据成像结果给出是否需要

数传的信息

　全 部 正 常 执 行 完

６min

３
　设备加断电检查,
共１条指令

　给出当前设备的加电矩阵

　与电流遥测进行验证.验证不通过,
执行电源安全模式;通过,则遥测显示

当前未通过指令的码字及执行时间

　１６s

４
　非常用设备断电,
共１条指令

　根 据 当 前 设 备 加 电 矩 阵

断电

　断电时进行电流检查.验证不通过,
重复执行１次;第２次不通过,则执行

电源安全模式,通过,则遥测显示未通

过指令的码字及执行时间

　３２s

４　结束语

快响小卫星需要进行快速批量研制部署、支持在轨组网运行,对卫星自主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主

要表现在对在轨自动化动作的安全监视、故障的及时恢复等可靠性安全性保障方面.本文基于遥控遥测

数据时序关联判断的数据监视系统,能够根据可重配置的卫星专家知识进行指令和遥测的关联监视,配

合任务规划自动执行指令序列,能有效用于提高卫星自主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受限于存储资源,本

文方法系统仅能监视间接数据型指令和少数格式内容固定、鲜有变化的数据块,对变化无规律的载荷参

数较多的数据块无法进行执行监视;专家知识库的构建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该

系统的功能完备性,提升数据自动比对智能判读的能力,提升其监视精细度、准确度和可靠度,更好地

服务于卫星的自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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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ApplicationofReal time
MonitoringSystemforAutonomousOperationof

ResponsiveSmallSatellites
CHANGXin ya,XIONGHao lun,ZHANGLei,LIUXiao ning

　　Abstract　Areal timemonitoringsystemforautonomousoperationbasedoncorrelationjudgment
betweentelecommandandtelemetrydataisproposedItcanrealizetheindependenthealthmanagementof
satelliteinorbitthroughthereconfigurablesatelliteknowledgebase,and monitorthesafetyofthe
autonomousexecutionprocessofon orbitmissionRelyingontheOBDHsub system,integrationof
autonomousmissionplanningandschedulingofon orbitreal timeprocessingcapabilities,satellite
healthmonitoringmodelandmissionmonitoringmodelareestablishedbydescribingtheknowledgeset
amongtelecommanddata,missiondataandtelemetrydataindataformThemodelisrealizedbyonboard
computersoftwareAssociationknowledgeform,healthmonitoringformandroutinedutycanbestoredin
theonboardcomputerbytelecommand,whichcanbeconfiguredonceandusedforalongtime

Keywords　autonomousoperationreal timemonitoringresponsivesmallsatellitesautonomouson
orbithealth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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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紧带式太阳翼随整星一体运输技术及验证

单悌磊　刘质加　李艳辉　王瑞显　韩　冬　齐卫红　刘娅楠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根据压紧带式太阳翼技术特点,对压紧带式太阳翼随整星一体运输技术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设计了压紧带式太阳翼随星运输专项试验,重点监测了运输过程的振动环境,以及运输前后的太阳翼压

紧带偏移量等,并在运输后开展了整星力学试验及太阳翼电爆展开试验.结果表明经历了运输试验、振

动试验后,太阳翼顺利展开到位,其功能、性能满足测试指标,太阳翼随整星运输所承受的力学环境未

超过其组件级试验条件;太阳翼随整星运输技术可靠,该技术可以节省发射场５～１０天工作时间,为同类

卫星的研制流程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卫星;太阳翼;压紧带式;运输

０　引　言

从卫星寿命剖面看,卫星的研制、运行过程主要经历如下阶段:地面阶段,发射阶段,在轨阶段,

如果是返回式卫星还需经历返回阶段.作为地面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输环境是卫星所必须通过考核

的一个环境[１].根据运输方式的不同,运输环境可分为陆上运输、海上运输与空中运输等,陆上运输又包

括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据有关资料统计:由于运输环境条件导致的物资损坏中,因振动冲击等机械环

境条件引起的损坏占８０％以上[２],尤其是运输诱发的振动环境对卫星大型结构部件有潜在影响.

太阳翼作为卫星上的结构大部件,受安装形式、星体布局、包装箱尺寸、工装支撑方式等的限制,

有单独运输 (如 “风云二号”卫星)和安装在星上随整星运输 (如 “风云四号”卫星)２种方案,同一卫

星可能采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运输方式[３].为了优化研制流程,节省发射场的时间,目前大多数卫星越来

越倾向于太阳翼随整星运输.然而卫星及其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会受到随机激励、周期性激励和偶然事件

的影响,为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国内外许多单位都在研制运输模拟器开展物理仿真研究,但还处于

研制、试验阶段,远不能满足卫星型号的使用要求[４５],或者采用仿真分析的方法对运输振动响应和减振

进行建模,但建模的准确度还有待提高[６７].因此开展太阳翼随整星运输技术研究及开展专项试验具有重

要意义.
压紧带式太阳翼是小卫星常用的展开式太阳翼,本文根据太阳翼技术特点,设计了太阳翼随整星一

体运输专项运输试验,重点监测了运输过程的振动环境,以及运输前后的太阳翼压紧带偏移量等.并在

运输后开展了整星力学试验及太阳翼电爆展开试验.结果表明压紧带式太阳翼随整星一体运输技术可靠,
为同类卫星的研制流程优化提供参考.

１　压紧带式太阳翼技术特点

太阳翼机械部分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１)结构部件:连接架、基板 (内板、中板、外板),基板尺寸为:１１１０mm×８５０mm×２５４mm;

２)机构部件:展开锁定机构 (根部铰链、板间铰链 A、板间铰链B)、联动机构 (连接架联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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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间联动机构)、压紧释放机构;

３)直属件:根部电缆支架、板间电缆支架、电缆卡子等.压紧状态示意图见图１~图２.

图１　太阳翼压紧状态示意图

图２　太阳翼压紧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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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卫星带翼运输试验

２１　试验设计

根据已掌握的太阳翼单独运输的试验数据分析得出,压紧带式太阳翼具备了随整星一体运输的可行

性.根据文献 [３][４]的结论和有关资料的统计数据,相比于空中运输、铁路运输,卫星公路运输所经

受的力学环境最恶劣,而且易受天气、路况影响.本文选取 CAST２０００平台卫星进行太阳翼随卫星公路

运输试验,公路运输选择两个路线,分别是航天城到火车站路线 (定义为C路线),航天城到机场的路线

(定义为 N路线),每个路线跑三次.然后在运输试验后开展整星振动试验、太阳翼火工品解锁试验及相

关性能测试.

２２　运输状态

太阳翼装星运输时,通过太阳翼压紧释放机构固定于卫星±Y 侧板上.卫星通过适配器与包装箱安

装板进行连接,并在安装板与包装箱箱底之间用减振器连接.测量传感器安装在卫星包装箱底部、卫星

对接环下端框、太阳翼压紧点处、太阳翼外板中心、太阳翼与SADA 连接处等.卫星的前进方向平行于

太阳翼板的面内方向,运输状态见图３.

图３　太阳翼随整星运输示意图

３　运输振动响应分析

３１　时域数据分析

运输试验中加速度测点共１９个,这里仅列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加速度数据,具体见表１.

表１　部分测点的加速度数据对比

测点位置 方向 C路线最大值/g N路线最大值/g

卫星对接环下端框

X －０７７７ －０９３６

Y ０７３８ ０８４２

Z ０６６４ ０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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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点位置 方向 C路线最大值/g N路线最大值/g

太阳翼压紧点

X ０８８１ －０８５８

Y ０６６９ ０５０３

Z ０３３９ －０３４２

太阳翼外板中心

X ０９１４ ０７９７

Y －０７２６ ０８８２

Z －０５７３ ０５８８

太阳翼短边中心

X ０８６２ ０９７８

Y １１６５ －１４４９

Z －０８４６ ０８４５

经过表１数据对比发现,两条路线的加速度响应时域数据量级基本一致,X/Y/Z 三个方向偏差不大.

并且无论是太阳翼压紧点还是太阳翼的外板测点,最大加速度响应数据小于２g,均远小于太阳翼单机正

弦试验响应控制限幅４０g.

３２　频域数据分析

根据文献 [２]的描述,数据统计方法参照 MIL—HDBK—３４０A 与 GJB—１０２７A 中关于统计方法的

说明[８].即鉴定试验用的极限预示环境值是指用９０％置信度估计在至少９９％的飞行次数中不会被超过

(P９９/９０值).验收试验用的最高预示环境值是指用５０％置信度估计在至少９５％的飞行次数中不会被超过

(P９５/５０值).
本文对太阳翼运输响应与单机振动试验情况进行比对,首先对太阳翼压紧点处的运输响应与单机振

动试验条件进行比对,具体见图４~６;然后对太阳翼基板上测点的运输响应与单机随机振动试验响应进

行比对,具体见图７~９.图中的 “C P９５/９０”表示 “C路线的三次运输数据的P９５/５０统计”、“N P９５/

９０”表示 “N路线的三次运输数据的P９５/５０统计”,“PSD”表示单机随机振动试验条件.

图４　太阳翼压紧点处X 向响应与单机随机试验条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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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太阳翼压紧点处Y 向响应与单机随机试验条件对比

图６　太阳翼压紧点处Z 向响应与单机随机试验条件对比

从图４~图６可以看出,两个公路运输路线,太阳翼压紧点处的加速度功率谱密度响应主要分布在３０
Hz以前频段,３０Hz以后频段的功率谱密度响应低于１０－５g２/Hz.太阳翼压紧点处三个方向的响应均方

根值均小于０１３g,远小于太阳翼单机随机振动试验５１g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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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太阳翼外板测点X 向振动响应曲线

图８　太阳翼外板测点Y 向振动响应曲线

从图７~９可以看出,两个公路运输路线,太阳翼外板测点响应的验收级统计数据基本一致;运输试

验时太阳翼外板测点的加速度功率谱密度响应验收级统计最大为０００３g２/Hz,远小于太阳翼单机试验的

随机响应限幅值１０g２/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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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太阳翼外板测点Z 向振动响应曲线

３３　运输疲劳分析

根据文献 [９],应用 Miner法则和材料S N 曲线可以解决加速试验中不同振幅振动应力的等效关

系.通过换算用提高试验量值的办法缩短试验时间,对于运输振动环境来说特别有用.对两种不同幅值

的振动应力,其时间上的等效关系可以表示为

A１

A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M

＝
T２

T１
(１)

其中,A１,A２ 为对应不同幅值振动应力的振动环境量值;T１,T２ 为相应振动环境作用时间;M 为与材料、

振动环境类型有关的系数,根据美军标 MIL STD ８１０G[１０],M 取较为保守的４.以０１３g随机振动试

验折算,一分钟５１１g验收级随机振动可换算为３９７８８小时,而卫星整个运输过程一般不超过１００小时,
因此疲劳积累对太阳翼影响可以忽略.

４　太阳翼性能测试

本文首先对运输前后太阳翼压紧带偏移量进行了测试,具体数据见表２.从表中看出,运输前后压紧

带偏移量变化为００１~００７mm,满足小于０５mm 的指标要求.

表２　运输前后太阳翼压紧带偏移量对比

压紧带位置 运输前偏移量/mm 运输后偏移量/mm 变化/mm

左上 ２４５ ２４６ ００１

左下 ２８７ ２８０ ００７

右上 ２６０ ２６０ ０００

右下 ２２４ ２３０ ００６

然后在运输试验后进行整星振动试验,并在振动试验后进行了太阳翼火工品电爆解锁展开试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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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太阳翼顺利展开并锁定到位,外观检查正常.对展开时间、联动钢丝绳张力、根部铰链锁定深度、
偏置铰链锁定深度、板间铰链锁定深度、微动开关臂触点间隙等数据进行测试,具体结果见表３.从表中

可以看出,太阳翼各项数据正常,并且试验前后一致性很好.

表３　试验前后太阳翼关键参数对比

项目 试验前 试验后

展开时间(s) ８８３ ９０５

联动钢丝绳张力(N) １１６ １１７

根部铰链锁定深度(mm) ５０７ ５０６

偏置铰链锁定深度(mm) ８０５ ８０２

板间铰链锁定深度(mm) ５３２ ５４２mm

微动开关臂触点间隙(mm) ＜００２mm ＜００２mm

５　结　论

本文根据小卫星压紧带式太阳翼技术特点,设计了卫星带翼运输专项试验,并开展了振动响应数据

分析和太阳翼性能对比测试.无论是从时域数据分析,还是频域数据分析,运输对于太阳翼的振动响应

远远小于振动试验条件;经疲劳分析,运输不会对太阳翼产生疲劳损伤.从试验前后太阳翼的测试数据

看出,压紧带偏移量、展开时间等数据一致性良好,其功能、性能满足测试要求.表明该类型太阳翼随

整星运输技术可靠,为同类卫星的研制流程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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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卫星AIT流程优化的探索与实践

梁翠娜　周耀华　王　东　嵇景全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与导航卫星总体部

摘　要　我国北斗导航卫星的研制面临高密度发射的严峻形势,如何优化总装、集成和测试 (AIT)

流程,最大限度节省人员和设备等资源配置,对导航卫星的研制提出了挑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北

斗三号导航卫星的研制过程中,探索并实践了航天器高质量高效率的批产管理模式,通过将 AIT 流程划

分为相对独立的模块、分析各模块的工作目的和准入条件,提出了 AIT 流程优化调整方案.优化后的流

程大大缩短了 AIT研制周期,为导航卫星快速组批生产奠定了基础,同时为我国航天器批量研制及流程

优化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　导航卫星;AIT;流程优化

０　引　言

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向地球表面和近地空间的广大用户提供全天时、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

授时服务,是拓展人类活动、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基础设施[１].导航卫星是一类特殊卫星,需要多颗

相同功能的卫星共同在轨运行构成星座,才能形成导航能力[２].全球导航系统一般由几十颗卫星组成,如

中国北斗系统、美国 GPS系统、欧洲 Galileo和俄罗斯的 Glonass导航系统卫星数量都超过２４颗.

北斗三号系统的空间段由２４颗中圆地球轨道 (MEO)卫星、３颗地球静止轨道 (GEO)卫星和３颗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IGSO)卫星组成.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成功发射北斗三号最后l颗 GEO 卫星,７月２９
日完成全球星座组网,建成了向全球提供服务的北斗导航信息系统,开始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３].

北斗三号卫星数量多、研制周期紧张,面对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迫切需求,传统以单星为主体

的基础设施和不可扩充资源,以及日渐完善增多的质量控制环节,对常规的卫星研制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提高研制能力,从单件研制向批产研制转变;缩短研制周期,在有限的人员和设备资源配置条件下,高

效保质完成卫星研制工作.但是卫星组批研制过程中存在多星并行、多线共进、多约束共存的难题,这

就促使我们必须要研究高密度组批生产和发射的有效策略,适应性改进卫星的总装和测试模式.
在北斗三号卫星研制过程中,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仅用短短的２５年就完成了２０颗星的发射部署任

务,在世界各国导航卫星研制发射中,这样快速且成功地密集发射为世界之最,使我国成为全球四大卫

星导航系统之一,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中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重要标志.研制过程中,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探索并实践了航天器高质量高效率的批产管理模式,为我国航天器批量研制、短周

期航天器研制积累了经验.

１　传统卫星AIT研制流程

一般单颗商业或民用卫星的研制周期为２~３年[４５],军用卫星的研制周期则需要７~１０年[６],单颗卫

星 AIT周期通常为１０个月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几年.
我国卫星与国外卫星的总装、试验以及验证项目都基本相似,主要包括常规测试、分系统测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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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统测试、力学试验、火工品解锁试验、热真空试验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卫星研制形成了一

套比较成熟的 AIT流程,满足了型号研制的需要.
当前主流卫星的 AIT研制流程见图１ (本文重点描述卫星从总装开始至出厂前阶段的工作项目).
与高密度研制和发射的需求相比,目前的 AIT流程工作较为保守,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AIT研制周期长:传统 AIT流程的主要思路是先开展测试工作后进行大型试验,在性能测试完成

后围绕大型试验的条件开展对应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尤其是在EMC试验、热试验、力学试验的状态转换

过程中,存在多次开合舱板、拆装天线的操作,导致重复性操作多、研制周期长.

２)有线测试与无线测试交叉进行,技术状态控制难度大:存在卫星状态变化多、有线测试状态和无

线测试状态反复转换的问题,由此引起操作检验多、控制细节多,增加了技术状态控制的风险.

３)试验验证的有效性不足:EMC试验完成后,还有较多的总装工作、卫星技术状态变化大,破坏了

试验验证的有效性,通常需要在出厂前开展补充测试工作.

２　AIT流程优化方案

面对快速发射需求,迫切需要缩短卫星研制周期,优化 AIT研制流程.国外快速 AIT已发展多年且

颇具成效,具有代表性的是针对美国 “快速响应太空”(ORS)计划的快速 AIT[７].ORS主要目的是 “大
规模生产小卫星”,主要是通过取消 AIT阶段的环境试验等,仅保留原有研制卫星流程中的集成工作和极

为简单的整星级自动化接口检查,达到快速 AIT的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不减少整星验证工作项目、确保卫星系统级测试覆盖性的前提下,通过流程优

化调整达到缩短 AIT周期的目的.本文以单颗卫星为研究对象,在对单星 AIT阶段流程进行充分分析的

基础上、寻求可以优化或调整的方向,以期在批产卫星研制过程中,多星之间交叉开展工作时消除或减

少多星之间的牵制因素,提高卫星的研制效率.

２１　AIT模块分析

将系统性能测试、综合对接、热试验、力学试验、EMC试验、出厂前电测及总装,分别作为独立的

模块,分析各模块的任务目标和特点,以及相应的准入条件 (准入条件是指航天器完成上一阶段的工作

后开始进入下一阶段总装和测试,所应具备的条件).

表１　AIT模块分析

模块名称 试验目的 准入条件

系统性能测试

　采用有线方式对各分系统进行全面测试,检查验证各

分系统电性能是否满足设计指标要求、功能是否正确;
验证各分系统仪器设备之间电性能接口的正确性和匹

配性

　１)卫星为开板状态;

　２)设备、电缆安装完成;

　３)太阳翼、可展开天线不安装;

　４)测试电缆连接到位.

综合对接
　验证卫星系统与其他大系统(测控系统、运控系统等)
之间接口的正确性和匹配性

　１)卫星为开板或合板状态;

　２)设备、电缆安装完成;

　３)太阳翼、可展开天线不安装;

　４)测试电缆连接到位.

热试验
　验证各系统在规定的压力和循环温度应力环境下的

工作能力;验证卫星各分系统的工作性能是否满足要求

　１)卫星为合板状态;

　２)太阳翼、可展开天线不安装;

　３)热电偶、工艺多层隔热组件安装完成;

　４)热试验用测试电缆连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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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块名称 试验目的 准入条件

力学试验

　验证卫星承受火箭主动段力学环境的能力;考核卫星

在正弦振动和噪声环境下性能是否满足要求;获取卫星

正弦振动和噪声振动响应参数;获取火工解锁过程中所

产生的冲击响应参数

　１)卫星为合板状态;

　２)太阳翼、天线的展开试验完成后收拢;

　３)振动传感器、火工品安装到位;

　４)设备及电连接器的打保险工作完成;

　５)力学试验前精测、检漏工作完成;

　６)力学试验用测试电缆连接到位.

EMC试验
　在无线状态下进行EMC试验及分系统射频信号干扰

试验

　１)卫星为合板状态;

　２)安装可开展天线、天线展开并固定;

　３)EMC用测试电缆连接到位.

出厂前电

测及总装

　通过对设备发射状态的健康确认测试,确保各单机测

试接口发射状态设置正确

　１)卫星为合板状态;

　２)太阳翼、天线安装并收拢;

　３)出厂前精测、检漏工作完成;

　４)所有设备均已最终安装到位.

２２　基于模块的AIT流程优化

在上节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整星热试验、力学试验、EMC试验的总装测试状态相对独立,对应

的流程模块间无严格的逻辑约束关系,且EMC试验的总装测试状态更接近力学试验.以利于发射状态验

证、减少重复操作、缩短研制周期的前提下,提出AIT流程调整的建议,调整EMC试验、热试验、力学

试验的顺序,优化后的流程见图２.
相较于图１传统的 AIT研制流程,优化后的流程具有以下优势:

１)减少了流程中重复的项目:①力学试验与EMC试验的状态接近,力学试验后总装与EMC试验前

总装的工作项目相似,两项工作合并,减少了开合舱板、拆装天线的次数;②力学试验距离出厂时间近,
且卫星技术状态变化小,因此力学试验后精测、检漏数据能代表出厂前精测、检漏的结果,两项工作合

并.通过优化,重复性工作得到大幅精简,避免了反复操作对产品状态带来的潜在隐患.

２)将传统的 “系统性能测试→大型试验→出厂测试”改变为 “有线测试阶段→无线测试阶段”,减

少了大工序交接和检验次数,有利于技术状态的控制和管理.

３)提高了试验验证的有效性:整个流程直接瞄准发射状态,卫星在出厂前所有要求测试及试验的项

目均得到充分有效的验证,满足卫星系统级测试覆盖性的要求.

４)流程调整更加便利:将每个模块作为一个整体,在满足其准入条件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资源的约

束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双星同时开展工作时,会受到力学试验振动台和EMC实验室资源的制约,一颗

卫星采取图２的流程,另一颗星即可先开展 EMC试验、后开展力学试验,两颗卫星交叉进行力学和

EMC试验,合理利用资源,缩短了总的研制周期.

３　导航卫星AIT流程优化实践

北斗三号系统自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开启空间段发射组网工作,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２０１８年共发射８颗

MEO卫星和１颗 GEO 卫星,２０１９年共发射４颗 MEO 卫星和３颗IGSO 卫星,２０２０年成功发射最后２
颗 GEO卫星,完成系统建设.由以上发射计划可以看出,导航卫星的组网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是航天

器批量生产的典型代表.本文以２０１８年发射的 MEO卫星为例,根据优化后的 AIT流程,对全年发射的

８颗 MEO卫星的 AIT流程进行统筹规划分析,见图３.MEO 卫星为一箭双星发射,双星并行开展 AIT
工作,每组分 A星和B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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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优化后的 AIT研制流程

图３　２０１８年导航卫星 AIT流程规划图

按照该规划,同时开展工作的双星,交叉进行力学试验和EMC试验,避免了试验资源的冲突,确保

了单星研制周期不受影响;同时,采用优化后的 AIT流程,先开展有线测试、后开展无线测试,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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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星级的总装和技术状态设置,减少了精测、检漏的次数.对优化前后的工作周期进行统计,优化后单

星 AIT周期可减少约３０天.随着导航卫星批产状态的逐渐固化和经验的逐步积累,在以上优化的基础

上,通过采用复杂技术状态控制、流水总装测试、关键技术验证、批产软件工程化、在轨稳定运行等管

理技术,实现了单机生产、卫星发射、卫星在轨多线并行管理研制能力,确保了北斗三号工程的顺利开

展,提升了卫星批产研制能力.AIT研制周期从１０个月缩短为７５个月,具备同时满足１２颗卫星并行总

装和测试、年１４星出厂的能力,北斗三号比北斗二号整星批产能力提升一倍以上,最终实现了２５年内

完成２０颗星组网研制和发射任务.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导航卫星批产阶段高密度研制和发射的任务需求,立足 AIT工作实践经验,在对 AIT研制

流程进行分析规划的基础上,通过将 AIT流程划分为相对独立的模块、分析各模块的工作目的和准入条

件,提出了 AIT流程优化调整方案.优化后的流程,在不减少整星验证工作项目的前提下,大大缩短了

AIT研制周期.北斗三号空间段建设进度提前半年完成,所有卫星１００％正常提供服务,实现了北斗三号

工程卫星系统建设的１００％成功.
经过多年的持续探索和建设,导航卫星研制团队已经形成了具有导航特色的 AIT流程优化策略,并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能够为我国航天器批量研制、短周期航天器研制等提供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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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dandimplementedthehighqualityandhighefficiencybatchproduction managementmodeBy
dividingtheAITprocessintoindependentmodules,analyzingtheworkingpurposeandaccessconditions
ofeachmodule,theadjustmentschemeforoptimizingtheAITprocesswasputforwardTheoptimized

processhasgreatlyshortenedthedevelopmentcycle,whichhaslaidafoundationfortherapidbatch

productionandlaunchofnavigationsatellites,andaccumulatedexperienceforthebatchdevelopmentand

processoptimizationofspac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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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卫星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思考

王丹丹　杨　志　白照广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近年来,小卫星技术呈现出系统模块高度集成、功能性能持续提升、服务模式商业化牵引

的特点,全球小卫星产业高速发展.通过以近年来全球小卫星总体发展态势为切入点,总结小卫星技术

发展的特点,对小卫星技术在遥感、通信、空间科学、技术试验领域的国内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
提出小卫星技术的发展方向与展望.小卫星技术多领域的广泛应用掀起了全球小卫星发展的热潮,引发

了航天技术与产业应用的重大变革.

关键词　小卫星;发展现状;趋势思考

０　引　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叶,国际上掀起了小卫星发展的热潮,现代小卫星应运而生.３０多年来,小卫星以

其体积小、质量轻、功能密度比高、研制周期短、成本低、发射方式灵活的特点和优势,在对地观测、

通信、空间科学、深空探测和新技术试验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当前空间技术领域最为重要的发

展方向之一.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微电子、新材料、微机 电 系 统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MEMS)、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不断突破,小卫星平台与载荷功能和性能持续提高,逐渐由

“试验”走向 “实用”,并与 “商业航天”、“互联网＋”、 “智能＋”等概念同频共振,促使小卫星技术与

应用产业蓬勃发展,加速了全球 “新太空时代”的到来[１３].

１　小卫星总体发展态势

１１　小卫星发射统计分析

近十年,国际上小卫星发射数量呈现出阶梯式增长,小卫星产业的快速发展已从 “趋势”变为 “常

态”.目前,国际上一般将质量小于１０００kg的卫星称为小卫星[２],从小卫星发射数量看,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
年,全球共发射１０００kg以下小卫星近３２００颗,占发射航天器总数的８３％,从小卫星应用领域看,小卫

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从技术试验向业务化运营,涌现了大量的新兴商业小卫星公司,如 Skybox、

PlanetLabs、SpaceX、Spire、Satellogic等.引入新的商业化理念和互联网思维,通过低成本小卫星、微

纳卫星的大规模组网应用,实现小卫星在遥感、通信等领域的商业化运营[４][７].

在国际小卫星发展大潮的推动下,中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了现代小卫星技术的实践.进入２１世

纪以来,小卫星大量引入微机电、新材料、信息技术以及全新设计理念,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实现了卫

星技术和卫星应用的变革.据统计数据,中国小卫星整体上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其中５００~１０００kg小卫

星、微小卫星应用最广泛,皮纳卫星发展相对滞后,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从事小卫星研制的单

位已有超过３０家,大体可以分为传统航天力量、大学、商业航天公司等三类.近年来,中国小卫星领域

以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为代表,开展了一系列小卫星工程与应用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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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年全球卫星发射统计图

公司目前在轨运行的小卫星数量超过８０颗,在国计民生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以工业部门、科研

院所、大学、商业小卫星公司为主体的小卫星研制单位,共同支撑了中国小卫星技术和应用体系建设.

图２　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年中国卫星发射统计图

１２　小卫星发射环境分析

随着小卫星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小卫星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各国纷纷将小卫星技术融入航天科

技发展和国家创新发展战略.
美国高度重视并积极鼓励商业小卫星发展,并且将小卫星作为构建弹性军事航天体系的关键环节.

２０１８年,美国发布 «国家航天战略»,采取多项措施实质性推动商业航天监管改革,鼓励商业小卫星发

展.美国国防部在 «空间科技战略 (２０１５)»中提出,利用小卫星、微纳卫星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

(Anti access/Area denial,A２/AD)环境和复杂地形下战术专用通信卫星系统、全球持续覆盖侦察监

视系统以及 增 强 对 地 球 同 步 轨 道 的 空 间 态 势 感 知 能 力 的 技 术.２０１９ 年,美 国 航 天 发 展 局 (Space
DevelopmentAgency,SDA)发布 «下一代空间架构信息征询书»,寻求关于开发下一代空间架构的想

法、方法、技术和系统,设想下一代空间架构采用基于小型卫星的分层网络结构,包括空间传输层、跟

踪层、监管层、威慑层、导航层、作战管理层和支持层.下一代太空架构— “国家安全太空架构”
(NationalSecuritySpaceArchitecture)旨在构建一种 “扩散型低地球轨道”太空架构,统一整合美国国

防部下一代太空能力,实现韧性军事感知数据传输,支撑美军 “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体系建设, “０期”
将建立传输层———可将数据从一个卫星传送到另一卫星的天基网状网.２０２０年,美国发布新版 «太空防

御战略»,明确提出太空是美国未来争夺的战略要地,美国将致力于保持 “制天权”,将 “军事航天”纳

入国家整体行动计划,通过备战太空,为美军和盟军提供空间能力.
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提出将小卫星作为欧洲航天未来十年优先发展方向,俄罗斯、日本、印度将小

卫星作为军事领域面临的重要威胁和机遇.俄罗斯 «２０３０军事技术装备发展战略»中指出,各种作战、
侦察、电子压制小卫星和微纳卫星为基础的航天技术,将是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日本 «宇
宙基本计划»突出军事航天,提出快速响应小卫星技术,欲以快响卫星促进其军事空间能力的发展.印

度 «国防技术愿景与能力路线图»中明确指出,卫星小型化是未来趋势,计划通过组网实现地面或海上

动目标监视,发展 “看门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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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度重视航天体系建设.２０２０年,国家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作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代表之一,
列为 “新基建”范畴,我国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表明了对空间主动权的高度重视.２０１６年,全国

“两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多模

遥感、宽带移动通信、全球北斗导航卫星为核心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形成服务于全球通信、减灾

防灾、资源调查监管、城市管理、气象与环境监测、位置服务等领域系统性技术支撑和产业化应用能力.
加速北斗、遥感卫星商业化应用.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大力提升空间

进入、利用的技术能力,完善空间基础设施,推进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导航和位置服务等技术开发应

用,完善卫星应用创新链和产业链.当前,小卫星已经成为中国航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小卫星技术发展特点

(１)小卫星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功能密度和集成度大幅提升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卫星雷达、光学成像能力不断增强,小卫星的功能密度和集成度大幅提升.

在平台技术方面,通过一体化、模块化、智能化、货架化产品等技术,实现了系列化的小卫星公用平台.
在有效载荷技术方面,通过创新系统设计理念、丰富探测手段、选用高性能商业元器件等途径实现载荷

小型化、高集成度与可替换性.微波遥感领域,芬兰创业公司ICEYE通过小型化、高集成产品与商业器

件的选用,成功发射了世界上首颗１００kg以下的合成孔径雷达 (SyntheticApertureRadar,SAR)卫星,
实现了米级分辨率,并将微型合成孔径雷达单价下降到数百万欧元.光学遥感领域,航天东方红卫星有

限公司CAST３０００B卫星平台采用高集成化星上电子系统、变速控制力矩陀螺等创新技术,有机统一了卫

星姿态快速机动能力与高分成像的高稳定度要求,成功研制了轻型敏捷光学遥感卫星,实现了整星重量

５００kg、轨道高度５００km、分辨率０５m.
(２)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从技术试验走向 “业务效能,用户体验”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小卫星逐渐突破以新技术试验为主要用途的传统定位,新的航

天应用正在逐渐形成.商业微纳卫星星座正在实现从试验型向应用型的转变,通过采用互联网、大数据

思维,开创遥感卫星新的商业运营模式.例如: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 (PlanetLab)将利用鸽群星座通过

商业应用模式实现突发状况应急响应和提前预警服务.利用视频卫星SkySat建立融合各类图像数据的云

服务平台,提供图像/视频数据在线浏览和分发业务,通过大数据挖掘技术提供定制服务.
(３)规模数量不断增大,从单星在轨走向 “星座编队,效能综合”
小卫星普遍单星性能相对较低,越来越多地采用星座组网、编队飞行等多种灵活机动的应用模式,

实现多星、多任务、多路径和多模式的综合探测,从而增加观测手段、基线长度,提高观测能力,同时

也可大幅提高空间系统的生存能力和空间体系的弹性,如遥感领域的鸽群星座、航天科技集团商业遥感

卫星系统和通信领域的 OneWeb星座与SpaceX星链系统等.卫星星座及编队飞行卫星系统除了可提高时

间分辨率,降低系统风险外,还可实现单颗大卫星难以实现的功能和性能,形成新的体制,如全球全天

候空间目标监视、各类时差测量和干涉测量等.未来,将会有更多小卫星星座计划涌现,以星座组网方

式提供大尺度、全球化对地观测或通信广播服务.
(４)研制成本不断降低,商业器件、部件现货逐渐上星应用

巨额的开发费用与昂贵的成本一直是制约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采用商业器件、部件

现货等消费级产品上星应用的方式,可极大地削减卫星研制费用,实现卫星产能的跃升,进一步推动了

小卫星组网应用模式的发展,形成 “虚拟大卫星”式的小卫星星座,替代大卫星发挥系统效能.在研制

过程中,可编程门阵列器件 (FieldProgrammableGateArray,FPGA)等商用成品 (CommercialOff
The Shelf,COTS)器件选用成为各大公司平衡研发预算与高系统性能的首选,例如,Tacsat ３卫星

的先进反应战术效能军用成像光谱仪 (Artemis)载荷选用了基于可重构 VirtexFPGA的商用器件.智能

手机与民用相机等消费级产品也作为小卫星系统组成部分,发挥相应控制、成像等功能,例如,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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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LAPAN TUBSAT卫星摄像机载荷由索尼公司的民用摄像机以及尼康公司的折叠望远镜组成.同

时,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和在卫星领域的应用探索,商业图处理器 (GraphicsProcessingUnit,

GPU)和人工智能芯片在星上开始应用,例如,欧洲航天局 (EuropeanSpaceAgency,ESA)计划在意

大利 TyvakMark １立方星上对Intel公司 Myriad２人工智能芯片进行试验应用.
(５)微纳卫星技术持续创新发展,标准规范体系逐步建立

微纳卫星是指整星质量在１００kg量级及以下,采用开放式体系结构和标准接口规范,大量应用

COTS器件、工业技术和微小型化产品等创新设计理念和技术开发的一类卫星,其通过星载一体化设计、
多功能结构 (Multi functionalStructures,MFS)、模块化等技术,打破了传统机、电、热界限,实现技

术互相融合、系统高度集成.不同于传统大型、中型卫星高质量控制保证,微纳卫星标准规范体系的建

立是避免卫星入轨初期高失效率的必要措施.目前,国外基于现有工业规范基础,形成了包括机、电、
热等不同专业的微纳卫星标准化规范,具有代表性的是由加州理工大学、美国宇航局 (National
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NASA)、美国航天航空学会 (AmericanInstituteofAeronautics
andAstronaotics,AIAA)等发布的 “立方星”(CubeSat)系列设计标准和规范[８].国内航天企业联合相

关专业单位和高校,初步建立了微纳卫星标准体系,形成了覆盖产品设计、试验、接口、可靠性、元器

件选用等方面的系列化标准,实现了对微纳卫星研制的基础性支撑.
(６)研制流程不断创新,批量化生产保障大规模星座落地

低成本、批量化、快速制造能力是小卫星研制能力的重要发展方向.通过改进卫星整体设计、改造

卫星生产流程,实现卫星产能的跃升,保证星座系统的部署进度和实施成本.一网公司在欧洲和美国设

立批量化生产线,充分利用协作机器人、智能装配工具、自动光学检测系统、大数据控制系统、自动精

准耦合系统,以及自动测试系统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速总装、集成和测试 (AssembleIntegrated
Test,AIT)流程,实现大规模生产.放眼全球,各国均大力创新小卫星标准化、模块化、系列化研发工

作,其中立方体卫星与即插即用、标准化火箭适配器等技术发展迅速,加速小卫星星座落地进程[９].

３　小卫星技术与应用现状

３１　遥感领域

３１１　国际研究进展
大规模遥感卫星星座实现全球覆盖.行星公司 (Planet公司)拥有全球最大的卫星星座,天空

(Skysat)和快眼 (RapidEye)卫星星座可以实现全球图像每一天的更新,鸽子 (Doves)卫星分辨率达３
m.行星公司通过敏捷制造对小卫星进行批量部署,星座卫星在轨运行获得海量数据,基于构建的数据分

析平台可针对目标用户进行遥感需求定制服务.

图３　行星公司遥感卫星

雷达、光学、视频成像能力不断增强.雷达成像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欧洲建设高分辨率SAR星座,

２０１８年空客公司的PAZ雷达卫星与在轨卫星 TerraSAR X和 TanDEM X雷达卫星组网,提供极高分

辨率雷达影像服务;芬兰冰眼 (ICEYE)公司率先利用低于１００kgSAR卫星通过聚束成像模式获得了优

于１m 分辨率图像,后续将持续推进低轨 SAR 星座建设;美国 Capella发射全球最小商业雷达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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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lla星座由３６颗卫星组建,第一代分辨率优于１m,第二代分辨率优于０５m,可每小时重访.高光谱

卫星快速部署,Satellogic、Consine、PlanetaryResources、HyperSat等多家公司宣布了高光谱成像卫星

星座的计划;印度发射 HYSIS卫星,开展高光谱成像,对现有多光谱任务形成补充.视频成像应用能力

稳步提升,萨瑞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SSTL)面向美国军方用户发布 V１C视频小卫星,该公司还为地球成

像公司 (Earth i)建设欧洲首个视频和高分辨率成像商业卫星星座.

图４　ICEYE卫星

　　　
图５　V１C视频小卫星

应用领域不断细分,气象、海事等细分领域深入发展.美国Spire公司利用狐猴 (Lemur)微纳卫星

星座收集天气数据,其单星质量为４６kg,可提供全球精确温度、压力、湿度信息,填补美国天气数据

的空白;NASA将发射 TROPICS卫星群用于热带风暴监测;英国SRT海事系统公司建设 “海洋 扫描”
(Ocean Scan)海事监控星座,提供增强的全球船舶检测和跟踪服务.

图６　狐猴卫星

　　　
图７　TROPICS卫星

３１２　国内研究进展
遥感技术水平不断发展提高,开创多个卫星系列.高分工程多颗小卫星成功发射,其中高分一号和

高分六号采用多相机大视场拼接技术,增强中国民用高分遥感数据自给率[１０];海洋系列小卫星填补了中

国海洋遥感卫星空白,实现了水色水温遥感;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一号、二号实现中国遥感卫星出口零的

突破;捕风一号卫星探索利用导航信号微波遥感进行海面风场探测的新手段;高景一号 (SuperView)是

中国首个０５米级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星座,增强了中国商业遥感数据服务能力.
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发展势头迅猛.“珠海一号”规划研制发射３４颗光学星组成星座,能对植被、水体

和海洋等地物进行精准定量分析,是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建设并运营的星座;吉林一号星座计划２０３０年完

成１３８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实现全球任意地点１０min重访目标,为林业、草原、航运、海洋、资源、
环境等行业用户提供遥感数据和产品级服务[１１].

３２　通信领域

３２１　国际研究进展
通过中低轨卫星组网,可实现广域甚至全球覆盖,可以为全球用户提供无差别的通信服务.美国低

轨通信小卫星星座完成新一轮更新换代,第二代全球星系统 (２ndGlobalstar)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

２月完成了２４颗卫星的部署,轨道通信 (Orbcomm)系统发射了１８颗第二代卫星 OG ２,铱星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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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国内遥感领域卫星

图９　国内商业遥感卫星

(IridiumNext)系统从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分别由８次发射完成了全部７５星部署,完成更新换代.
美国掀起超大规模星座发展热潮,聚焦天基宽带互联网业务,O３b、OneWeb、Starlink等中低轨卫星星

座将卫星通信服务与互联网业务相融合,为小卫星通信服务产业注入新的活力.美国启动 “黑杰克”项

目助力美军作战实现全域指挥控制.“黑杰克”项目旨在利用大型低成本低轨卫星星座,实现军方卫星有

效载荷的高度分布式、网络化,提高空间传感和通信能力的弹性和持久性,满足指挥控制、情报侦察与

监视、战术作战等各种需求,该项目计划于２０２２年前完成２０星星座部署.

图１０　美国中低轨通信卫星星座

３２２　国内研究进展
小卫星深空中继通信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继通信技术是是深空探测的关键一环,极大提高卫星使

用效益,鹊桥卫星运行在环绕地月L２平动点轨道,实现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和巡视器与地面站之间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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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向的实时和延时中继通信,支撑了中国月球背面探月任务实现.

图１１　小卫星实现中继通信图示

天地一体化工程开启,低轨移动通信星座逐步建立.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由天基骨干网、天基接入

网、地基节点网组成,并与地面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互通,建成 “全球覆盖、随遇接入、按需服务、
安全可信”的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体系,被列入国家 “十三五”规划以及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其中低轨移动通信星座的构建是实现天地一体化的重要一环,目前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系统虹云工程

已完成首星发射入轨,天基物联网项目行云工程也进入正式组建阶段.

３３　空间科学领域

３３１　国际研究进展
小卫星成为空间科学活动的独特平台,空间科学应用全面铺开.美国发射 “系外行星凌日卫星”

(TESS),探测行星经过恒星时所发生的亮度周期变化,寻找可能存在的外星生命迹象,２０１９年初该卫星

首次发现距地球约３１光年的 “超级地球”.ESA欧空局研制 “表征系外行星卫星” (CHEOPS),监测恒

星亮度,探寻周围行星的密度及内部结构,分析行星的形成和轨道,CHEOPS是欧洲航天局的首次外行

星任务.

图１２　系外行星凌日卫星

　　
图１３　表征系外行星卫星

３３２　国内研究进展
在空间科学领域,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开创了中国日地空间、微重力等空间探测实验先河.实

践五号卫星首次实现中国空间微重力下流体在轨实验[２];探测一号卫星通过与ESA 合作开发,获得许多

太阳与地磁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开创国际合作空间科学试验新模式;张衡一号卫星通过研究地震震前及

发生过程中各种电磁、空间粒子变化前兆信息,首次实现在轨精确磁场探测和高精度电离层电子、离子

探测.目前,随着探测手段的不断丰富,探测技术的不断发展,空间科学领域又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中

国成功发射的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首次在空间尺度验证量子理论的真实性,构建一

个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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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张衡一号卫星

　　　
图１５　墨子卫星

３４　技术试验领域

３４１　国际研究进展
小卫星成为新概念、新技术验证和先进系统探索的重要平台.欧盟 QB５０项目,即:５０颗立方体卫

星组成的用于开展低热层探测和再入返回研究的国际卫星项目,创立了国际合作典范;NASA 继续实施

小型航天器技术计划 (SmallSpacecraftTechnologyProgram,SSTP),开展低成本创新技术验证;英国

萨里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SurreySatelliteTechnologyLtd,SSTL)发射的RemoveDEBRIS微小卫星,在

轨成功验证空间碎片移除技术、基于相机和LIDAR的视觉导航技术等４项技术.

３４２　国内研究进展
在技术试验领域,中国开展了大量新器件、新技术、新平台在轨试验,促进航天技术发展.由长征

六号运载火箭 (CZ ６)以 “一箭２０星”方式发射的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深圳航天东方红海特卫

星有限公司、国防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研制的希望二号、开拓一号、
天拓三号、纳星二号、皮星二号和紫丁香二号等２０颗微纳卫星,成功开展了航天新技术、新体制、新产

品等空间试验;脉冲星技术试验卫星通过顺利完成 X射线脉冲星观测试验任务,获得了大量观测数据,
经由地面处理获得了Crab脉冲星轮廓及低流量脉冲星信号数据,实现了 “看得见”脉冲星的任务目标;
“天智一号”卫星通过在轨上注的方式成功开展了智能测控运控、智能数据压缩、智能信息处理等１０余项

“软件定义卫星”技术在轨验证;“北理工１号”卫星成功完成了帆球航天器技术和新型空间电台技术两项

创新性技术试验任务.

图１６　国内新技术试验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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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立方星成为航天科普教育的重要平台.“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中的 “八一∙少年行”卫星

是中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卫星,主要用于中小学卫星科普试验.“西柏坡号”科普卫星 (八一０２星)将进行

遥感相机拍照、卫星可编程载荷交互实验、软载荷接收实验、无线电通联实验四项太空任务.“少年星一

号”立方星 (３U)按照教育共享理念向全国中、小学校开放使用,科普小卫星通过卫星数据开展航天科

普教育,为中国青少年提供测控真实卫星的体验.

４　发展与展望

１)小卫星将是未来空间领域 “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要素,通过技术创新内驱,构建卫星星座系

统,加速小卫星新技术和颠覆性思维的应用.
随着微光机电系统技术、微纳加工技术以及创新系统设计理念、创新系统运营模式的不断发展,小

卫星的创新技术与颠覆思维不断涌现.量子通信、太赫兹通信以及数字信道化技术等大大提高了小卫星

通信容量、安全性和灵活性,凤凰计划 (在轨操控、在轨服务)[１２１３]、分散式体系以及手机卫星、芯片卫

星等概念提出创新了小卫星系统架构,目前各国已从关注功能齐全的大卫星向增强系统弹性转变,并大

力发展专一功能的小微卫星并构建星座系统,以完成通信、对地观测、导航增强、天文观测等多领域探

测任务,改变传统的卫星服务模式,指引未来空间领域卫星应用发展方向.

２)小卫星星座规模不断增大,探索高效费比研制模式和创新管理机制,支持低成本、批量化快速制

造与发射将是未来发展重点.
小卫星具有研制周期短、发射方式灵活、成本低、生存能力强、功能强、应用范围广等特点,通过

有效利用微电子技术、微机械、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技术,在重量、功能密度、性价比和研制模式等方面

与传统卫星有显著区别,标准化、模块化设计、批量生产等高效费比研制模式和以市场用户为导向的商

业化管理机制是完成大规模星座快速部署的有力手段,一网公司在欧洲和美国设立批量化生产线,充分

利用协作机器人、智能装配工具、自动测试系统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速总装、集成和测试 (AIT)
流程,实现大规模生产.随着市场用户需求的不断增加,对小卫星星座的探测能力与运营模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探索高效费比研制模式和创新管理机制,支持低成本、批量化快速制造与发射将是未来发展

重点.

３)小卫星与 “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融合,向网络化、体系化、智能化、弹性化方向发

展,开发颠覆式商业模式、激发市场活力.
小卫星技术高速发展降低了人类利用空间的准入门槛,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带来了全新的人类信息交

互模式.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驱动下,小卫星与 “人工智能”、 “互联网”等信息技

术深度融合,催生出更多创新理念,使卫星商业运营模式和商业服务模式发生颠覆式变革,以美国行星

公司 (PlanetLabs)为引领,“鸽群”(Flock)星座开创了 “遥感数据大数据服务”商业模式 (海量数据

＋分析平台＋终端用户)和 “敏捷航天快速迭代”设计理念.创新性融合前沿信息技术,使小卫星应用

由单纯的技术驱动向兼顾业务应用实际的智能化、弹性化方向发展,是市场驱动发展的必然[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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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Recently,smallsatellitetechnologypresentsthecharacteristicsofhighintegrationof
system modules,continuousimprovementoffunctionperformanceandcommercialtractionofservice
modeTheglobalsmallsatelliteindustrydevelopsrapidlyBytakingtheoveralldevelopmenttrendofsmall
satellitesinrecentyearsasanentrypoint,the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smallsatellitetechnologyare
summarizedFurthermore,the current status of smallsatellitein the fields ofremote sensing,

communication,space science and space technology experimentisintroducedFinally,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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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llitetechnologyinmulti fieldshassetoffaboominthedevelopmentofsmallsatelliteallove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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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解锁分离装置发展现状综述

霍伟航１,２　陈金宝１,２　陈传志１,２　崔继云１,２　江安澜１,２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２深空星表探测机构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摘　要　航天任务需求增加,对航天器的种类和功能的要求随之增加,不管何种航天器都要完成解

锁分离过程,因此,航天器解锁分离装置的研制必不可少.航天器解锁分离装置研究至今种类繁多,结

构功能优缺点各异.本文针对各类航天器解锁分离装置归类整理,主要分为火工装置和非火工装置 (记

忆合金装置、电磁装置、热切割装置等),对其技术实现途径、动作机理、技术指标等进行评述,归纳总

结各航天器解锁分离装置优势与劣势.
关键词　航天器;解锁分离;火工装置;非火工装置

０　引　言

随着对太空探索的深入,航天任务需求增加、种类繁多,需要不同的航天器去完成实现任务目标.

不管何种航天任务,航天器解锁分离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是保证航天任务圆满完成的前提[１].现有航天器的

连接与解锁功能主要依靠各种解锁分离装置实现,如空间站各舱解锁与连接、星箭分离、太阳翼帆板锁

紧与释放、一箭多星压紧与解锁分离、整流罩分离等[２].解锁分离装置结构的差异,达到的解锁分离效果

各异.
航天器的发展研究程度越深入,对解锁分离装置的要求越高.各国针对航天器解锁分离装置进行了

大量的研制与试验,以求分离效果更好、结构更简易、安全可靠性更高等目标.到目前为止,用在航天

器上的解锁分离装置主要包括火工装置和非火工装置[３].

归纳整理不同种类的分离解锁装置,对其工作原理、技术指标等对比分析总结优缺点.

１　火工分离解锁装置

火工分离装置至今已有成熟的产品研制方案,并广泛应用到航天器分离解锁当中.火工装置的工作

原理主要是利用炸药、推进剂爆炸或燃烧等产生的热能,通过设计的结构机构将其转化为机械能,使机

构完成指定运动,达到分离解锁的目的[４].

火工分离装置主要包括爆炸螺栓、火工推杆、分离螺母等装置[５].
(１)爆炸螺栓装置

爆炸螺栓应用原理是在螺栓中装有一定量的炸药和引爆装置,给予引爆指令后引爆螺栓将薄弱位置

将其炸断,实现分离.依据爆炸原理的不同可分为压力性爆炸螺栓和爆炸性爆炸螺栓[６].压力性爆炸螺栓

包括球形分离螺栓[７]、分体式螺栓[８]等;爆炸性爆炸螺栓包括脊断式爆炸螺栓[９]、炸断削弱槽式爆炸螺

栓[１０]等.如图１ (a)、图１ (b)、图２ (a)、图２ (b)所示.
(２)火工推杆装置

火工推杆分离装置原理是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高温气体产生气压推动推杆运动,完成卫星的分离释

放[１１].其结构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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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压力性爆炸螺栓结构

图２　爆炸性爆炸螺栓结构

图３　火工分离推杆结构

(３)分离螺母装置

分离螺母装置被普遍应用在航天器中,其结构主要包括起爆器、螺栓、分离螺母 (分离环)和分离

段.分离环在锁紧状态时对结构具有径向和轴向约束,解锁时,起爆器装置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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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环轴向运动,分离段的轴向约束解除,分离段沿径向方向运动使螺栓螺纹脱离啮合,螺栓解锁分

离[１２].根据分离环的运动方向和起爆器产生冲击力方向可分为直推式分离螺母和反推式分离螺母[１３１５].
如图４ (a)、４ (b)所示.

图４　分离螺母结构

火工装置结构多样,不同结构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针对上述几类火工解锁装置,归纳总结其优

缺点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火工分离装置综合比较

型号 优点 缺点

球形分离螺栓 尺寸小易装配、结构简单、无污染 螺栓连接力小,承载能力低

分体式螺栓 加工简单、容易装配 受剪切强度限制,连接力小

脊断式爆炸螺栓 结构简单、作用时间短 冲击载荷大、可能造成污染

炸断削弱槽式爆炸螺栓 结构简单、分离时不产生碎片 爆炸物会对航天器和空间环境产生污染,冲击载荷大

火工推杆装置 结构简单、承载能力大 强度小、安全性低

分离螺母装置 连接强度高、承载力大、分离冲击小 结构复杂、尺寸大、装配难度大

从上表可以看出,航天器火工分离装置具有结构简单、易加工、承载能力大、响应时间短、同步性

好和可靠性高等优点,同时因工作原理限制存在安全隐患、冲击载荷大、爆炸物污染、使用成本高、不

具备可重复使用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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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非火工分离解锁装置

针对火工分离装置的缺陷,各国纷纷将目光转移到非火工分离装置上,研究新型低冲击、安全性高

的非火工分离装置.截至今日,各国在非火工装置研究上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主要包括记忆合金分离装

置、电磁/电机分离装置、热切割分离装置等.作为新型非火工分离解锁装置,国内外研究学者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１６].

２１　记忆合金分离装置

记忆合金分离装置是利用形状记忆合金 (ShapeMemoryAlloy,SAM)具备形状记忆功能,在一定

温度条件下可以变形和恢复原状的工作原理,作为分离装置的触发单元,解除驱动元件的约束,使驱动

元件驱动分离装置解锁分离.记忆合金分离装置根据SAM 驱动单元的形式不同,可分为SAM 棒驱动分

离装置、SAM 丝驱动分离装置、SAM 弹簧驱动分离装置、SAM 管径向驱动分离装置[１７].
(１)SAM 棒驱动分离装置

HSTC (Hisheartechnologycoproration)由西班牙 HiShear公司研制,结构如图５所示,解锁分离

时,SAM 棒加热变形,解除对螺栓的约束,在驱动弹簧的作用下,箍环弹起将分离螺母与螺栓分离,完

成解锁释放[１８].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空间公司 (LockheedMartin MissileandSpace,LMMS)研制了

SAM 棒驱动解锁的LMMSC装置用于太阳翼与天线的展开释放[１９].

图５　HSTC分离装置

(２)SAM 丝驱动分离装置

美国空军实验室 (AFRL)研制的 QWKUNT装置如图６所示,采用轴承结构形式进行约束,解锁

时,SAM 丝变形驱动拴臂解除对飞轮的约束,飞轮旋转使滚轴进入内圈凹槽中,解除分瓣螺母的径向约

束,实现解锁[２０２１].KAIST (KoreaAdvance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研制的低冲击非火工

分离装置如图７所示,解锁释放时,SAM 丝收缩带动触发块上移,解除锁定轴套的轴向约束,在弹簧力

的作用下滚珠轴向运动解除分瓣螺母径向约束,分瓣螺母分离实现解锁[２２].意大利那不勒斯第二大学

(SecondUniversityofNaplesViaRoma,SUNVR)研制的 SUNVR 分离解锁机构如图８所示,通过

SAM 丝收缩运动带动限位套下移,解除钢球对分离销的约束,实现分离解锁[２３].REACT解锁分离装置

是 NestorNava,MarceloCollado等人研制,结构如图９所示,当SAM 丝激活运动后,销钉下移解除钢

珠约束,实现解锁分离[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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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QWKUNT 分离装置

　　　　
图７　KAIST 分离装置

图８　SUNVR 分离装置

　　　
图９　REACT 分离装置

国内同样也对SAM 丝解锁装置进行了大量研究,哈工大２０１６年彭金圣[２５]研制一种偏置式回转解锁

装置,如图１０所示,释放时对SAM 丝通电变形收缩,带动触发轴转动进行解锁.

图１０　哈尔滨工业大学分离装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小勇[２６]等人于２０１０年设计了一种SAM 丝控制的分瓣螺母解锁机构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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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０),如图１１ (a)所示,解锁时SAM 丝变形拉动箍筒下移,压缩复位弹簧实现分离;黄大为、严晓

军等人[２７２８]设计一种分离解锁装置 (SMA １００００),结构如图１１ (b)所示,分离时SAM 丝缩短带动底

部滑块上移,下滚珠解除箍环的轴向约束,驱动弹簧驱动箍环下移,上滚珠解除对分离螺栓的径向约束,
实现分离解锁.

图１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离装置

北京理工大学的熊诗辉[２９]等人研制了结构如图１２所示的SAM 丝解锁分离装置,解锁时SAM 丝收

缩带动锁定滑块向上运动,锁定套筒解除轴向约束,向下移动后解除分瓣螺母的径向约束,实现分离.

图１２　北理工分离装置结构

１—外壳;２—分瓣螺母;３—驱动弹簧;４—锁定套筒;５—固定支座;６—SAM 丝;７—套筒;８—锁定滑块;

９—限位球;１０—弹簧;１１—顶块;１２—释放弹簧;１３—止动球;１４—限位球;１５—端盖;１６—螺栓

２０１６年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３０]设计的记忆合金解锁装置如图１３所示,分离时,SAM 丝受热

收缩带动箍环下移,滚棒进入分瓣螺母凹槽,解除分瓣螺母的径向约束分离释放.
(３)SAM 弹簧驱动分离装置

美国空军实验室 (AFRL)设计了两种 SAM 弹簧驱动分离装置,LFN (LowFoceNut)和 TSN
(TwoStageNut)[３１].LEN装置如图１４ (a)所示,解锁分离时,SAM 弹簧通电加热变形动作,钢球进

入柱塞凹槽,解除约束,套筒在驱动弹簧作用下运动,解除分瓣螺母径向约束,实现解锁分离.TSN 与

LEN解锁原理相同,其结构如图１４ (b)所示.这两种装置在 MightySatI星上进行了在轨分离测试,完

美完成试验[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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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北空设计部分离结构

图１４　AFRL分离装置

韩国航空航天大学研制了 KAU１解锁分离装置,如图１５所示,解锁时,对SAM 弹簧加热,使其变形收

缩带动限位块移动解除约束[３３].

图１５　KAU１分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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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SAM 管径向驱动分离装置

圣莱安德罗卡公司 (SanLeandroCa,SLC)研制的Frangibolt解锁分离装置,结构如图１６所示,利

用SAM 管受热轴向缩短,螺栓从切口处被切断,完成解锁分离[３４].

图１６　Frangibolt解锁分离装置

(５)记忆合金装置分离性能总结对比

不同记忆合金解锁装置具备不同的性能,针对上述各类SAM 驱动分离解锁装置,对其性能参数与功

能优缺点进行对比分析,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表２　各类SAM分离装置性能

种类 型号 承载力/kN 质量/g 冲击/GN 释放时间/s

SAM 棒
HSTC １２００ ２５０ ８００ １５~３０

LMMSC １５００ ４５３ — １２５０

SAM 丝

QWKUNT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３５

KAIST １５００ ２７５ ３５０ ００５０

SUNVR ０７８０ — — —

REACT ３５００ ３５４ — １０００

回转装置 ２５００ ５３０ １１０ —

SAM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３０ — １４００

SAM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４０ ６２８ ０１００

北理工装置 ２０００ — — ０１２５

北空部装置 １２００ — — ７６００

SAM 弹簧

LFN １２~１３ ２５０ ４００ ００５０

TSN ２５~２８ ３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２２

KAU１ １５９７ — １１０ ５０００

SAM 筒 Frangibolt ２０００ ７１０ ２０００ １５~２５

表３　各类SAM分离装置综合对比

驱动类型 优点 缺点

SAM 棒 　承载能力较大,产生较大的驱动力 作用时间长、功耗大、同步性较差

SAM 丝
　质量轻、功耗低、作用时间短、结构简单、同步

性好
驱动力较小、承载能力较差、复杂程度较大

SAM 弹簧 　释放载荷大、所需功率小、运动行程较大 驱动力较小

SAM 筒 　质量轻、体积小、产生的冲击小 承载能力差、作用时间长

根据上表分析,SAM 丝驱动的解锁分离装置质量轻、结构简单、可以快速反应且低功耗,发展较为

迅速,应用广泛;同时存在驱动力较小、承载能力较小、同步性较差等缺陷,还需努力完善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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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电磁/电机分离装置

美国空军联合PlanetarySystems公司开发了新型分离装置LightBand,结构如图１７所示,工作原理

为电机驱动机构卡圈收紧,解除卡爪限位通过壁布扭簧复位[３５].

图１７　电机连接解锁分离装置

南京理工大学丁祥林等研发了一种电磁式滚珠凹槽型非火工连接分离装置[３６],如图１８所示;刘强[３７]

等人设计新型磁悬浮动量飞轮解锁装置 (RLLUD),利用产生的电流驱动钢丝绳和柔性支架拧紧和释放,
对飞轮系统解锁释放,结构如图１９所示.

图１８　电磁驱动分离装置

　　　　　　
图１９　RLLUD解锁装置

电磁或电机驱动形式的解锁分离装置具有低冲击、分离作用时间短、驱动功率小、承载能力大等

优点.

２３　热切割/热熔断分离装置

NEAElectronics公司研制的FLRD熔断释放装置,结构如图２０所示,对熔断金属通电熔断,弹性金

属丝约束解除,卷轴在载荷的作用下分离[３２].美国 Eaton公司研发的 NEA 释放装置结构如图２１所示,
解锁时限位环通电加热熔断,移动平台限位解除,在弹簧作用下轴向移动使分瓣螺母分离,实现承力杆

释放[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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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采用熔断释放装置的 Marmon包带

　　　　
图２１　NEA释放装置

国内针对热切割技术进行了许多研究,主要是通过高温陶瓷刀片切换凯夫拉绳索[３８].中科院沈阳自

动化研究所崔龙[３９]等人设计了一种热刀式钩锁分离装置,结构如图２２所示,通过热刀动作加热切断绳索

实现解锁释放功能.

图２２　热刀式钩锁分离装置

热切割/热熔断新型分离解锁装置具备装置简单,产生的冲击扰动小、无污染、对电磁干扰抗性强等

优点.

３　总　结

航天器解锁分离装置种类繁多,主要分为火工分离装置和非火工分离装置.

１)火工分离装置具备成熟的研制系统,拥有良好的分离性能、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加工简单等优

势,但同时存在成本昂贵、冲击载荷大,易损伤航天器电气设备、爆炸物对周围环境存在污染性、不具

备重复使用功能等缺陷.

２)针对火工分离装置的缺陷,非火工分离装置研制越来越多,应用场所广泛,具备低冲击、可重

复、无污染、快速反应、低功耗、质量轻、成本低等优势,但存在承载能力小、同步性差等缺陷.

３)非火工装置正在逐步取代火工装置,在航天器应用方面更具优势,研究大承载、低冲击、高可

靠、同步性好的非火工装置已成为航天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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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sthedemandforspacemissionsincreases,therequirementsforthetypesandfunctions
ofspacecraftincreaseaccordinglyNomatterwhatkindofspacecraft,theunlockingandseparatingprocess
must becompletedTherefore,the developmentofspacecraft unlocking and separating devicesis
indispensableTherearemanytypesofspacecraftunlockingandseparatingdevices,andtheadvantages
anddisadvantagesofthestructureandfunctionaredifferentThisarticlecategorizesvarioustype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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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翼驱动机构中轴承传热对热控设计的影响

王　珏　赵益涛　段友东　隋愿愿　李　粲　李子轩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摘　要　太阳翼驱动机构 (SADA)是保证商业卫星电能稳定供应的重要设备之一.SADA 中 A 轴

主要负责太阳翼的旋转,其热环境较为恶劣,容易出现电气设备热失效,或因轴承游隙不合适引起的轴

承咬死或调节精度不足.SADA 中轴承传热路径复杂,难以准确仿真,前期研究中报道较少.本文首先

总结了前期研究经验,随后利用地面摸底试验对轴承导热性能进行了测试,最后对比了有无轴承热导时

的热仿真结果.结果显示,是否考虑轴承传热对热控设计存在一定影响.
关键词　太阳翼驱动机构 (SADA)轴承;热控设计

０　引　言

太阳翼驱动机构 (SADA)是保障卫星稳定供电的关键部件之一.卫星在轨期间,SADA机构会通过

高精度旋转保证太阳翼电池面对日,以获得较为稳定的太阳能供应,后转换成电能在星上储存[１].SADA
一般分为 A轴及B轴来保证多自由度运动[２],其中 A 轴热环境较为恶劣,会同时受到多种外热流影响

(如太阳辐射、地球红外辐射、地球反照、舱板红外辐射等),一般表现为传动轴和外壳间出现较大的温

差,可能会导致电气设备热失效,或因轴承游隙变化引起的机械机构卡死或调节精度不足等问题[３５].因

此,对于SADA中A轴进行热设计是保证其能够正常工作的必要环节.轴承作为轴壳间主要的导热路径,
是热控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部分.

前期,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的李进、卢威基于IDEAS对大功率SADA进行了热分析及试验研

究,其研究表明SADA中轴承间的传热状态难以准确模拟,考虑到轴承的旋转,可以认为轴承滚珠与内

外圈之间的热传导是周向均布的[６].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的王彦、徐涛等人对地球静止轨道卫星SADA
热设计进行了介绍,并未在模型中提及有关轴承的处理方式[７].哈尔滨工业大学宋慧凯等人对SADA 进

行了热分析,并提出了轴承等效方法.其认为可以将轴承内球体传热简化为等效的中间导热环,通过修

正热传导系数的方式来模拟轴承传热特性[８].尽管上述研究提及轴承在热分析中的重要性,但未报到详细

的处理方式,以及轴承传热能力对热设计结果的影响.
目前地面设备中也有较多关于轴承传热性能的研究.重庆大学JLLiu等人对轴承中滚子与内外圈的

换热进行了理论及试验分析,其结果显示预紧力越大,滚子与内外圈的界面换热系数越高,但是由于实

际工程中无法有效估算接触面积,难以得到可靠的预测值[９１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程庆元等人基于热网络

法对球轴承的稳态传热特性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轴承温度使用不同模拟方法会得到不同的结果[１１].
可以看出,前期的研究结果无法直接对商业卫星太阳翼驱动机构的热设计进行指导.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采用摸底试验手段直接对轴承传热能力进行了测量,并将测量结果代入热分析模型比较了考虑轴承

热导与不考虑轴承热导时热控设计手段的区别,旨在说明是否考虑轴承热导对于SADA 的热控设计存在

一定影响.

１　轴承热导试验

为了研究轴承热导对热控设计的影响,本文首先对 A 轴球轴承的热导采用稳态法进行测量.试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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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薄膜型加热片对轴承内圈内表面进行加热,采用恒温冷水对轴承外圈外表面进行冷却,试样实物图

如图１所示.加热片和轴承内圈以及冷水盘管与轴承外圈均由胶粘接.为减小辐射漏热,试验时对试样外

部包覆多层隔热材料.

图１　轴承热导试样

其他试验设备如图２所示,试验过程中内外圈温度采用自行编写的程序进行采集.该摸底试验在大气

环境下进行,为减小气体对流影响,除对试样包覆多层外,还采用合适尺寸的自封袋对试样进行包裹.
做好隔热处理的试样被放入泡沫隔热箱,进一步减少气体漏热的影响.

图２　轴承热导试验测试系统图

由于采用逐差法进行计算,试验前需在无热耗条件下对轴承内外圈温差进行测量.这里为了简化试

验过程,我们只测量了热沉温度为＋５℃时结果.此时,轴承外圈温度为６１℃,轴承内圈为７３１℃,

温差为１２１℃.由于冷水盘管和轴承外圈由胶粘合,会存在一定的热阻,导致轴承外圈外表面的实测值

会略高于冷水机组的控温值.

根据逐差法可知,当前区间内轴承内外圈热导在０１９~０２３W/℃间,如图３所示.此外,我们还测

量了在内圈施加５W 加热量及热沉温度为＋５ ℃时的轴承热导大小,如图３所示.稳定后外圈温度为

７５９℃,内圈温度为３１３９℃,温差为２３８０℃.根据逐差法可得轴承热导为０２２W/℃.为进一步简化

并在模型中使用,后续将该轴承内外圈热导统一考虑为０２W/℃.

受试验条件限制,本文试验暂时无法为轴承施加合适的预紧力,但根据其他研究经验[９１０],随着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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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轴承热导随热沉温度的分布情况

预紧力增加,球和内外圈间的接触热阻会明显降低.所以实际运行时轴承热导可能会进一步变大.后续

的试验将会不断完善,对更加实际的情况进行测量.下面将对考虑轴承热导与否对热控设计产生的影响

进行分析.

２　热仿真输入条件

２１　热控约束条件

对SADA A轴进行热控设计的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保证其内部电机及电位计等部件在允许的温度

范围内工作;二是保证其机械结构运行的稳定性.
对 A轴热控提出的热控约束条件如下:

１)保证电机及电位计工作温度位于－２５~＋６０℃以内;

２)保证轴承处轴壳温差绝对值不超过１５℃.

２２　初始热控措施

由于电机长期存在６W 热耗,A轴存在散热需求,故对A轴外壳外白面喷涂有机白漆.为强化内部传

热,对 A轴外壳内表面喷涂黑漆.由于不同轨道下温度分布需要热分析进一步揭示,所示暂不在初始热

控措施中使用主动热控手段.

２３　典型工况

A轴运行在高度约为１０３km 倾斜圆轨道,β角范围为－９０~＋９０°.根据整星外热流分析结果,在当

前轨道下,０°和±５９°分别作为最长地影和外热流最大的β角,是热控中需要考虑的典型工况.从形貌来

说,A轴属于回转体,故±β角对 A轴接受外热流的影响接近,所以本文我们主要分析β角为０°和＋５９°
时轴承热导有无对 A轴热控设计的影响.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仿真计算结果

我们以上述试验结果作为热仿真中轴承热导的参考值 (０２W/℃),对考虑轴承热导与忽略轴承热导

两种情况下的温度分布进行计算,并对两种情况下的热控措施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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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析高温工况下β角为０°和＋５９°时温度分布.

β角为０°且考虑轴承热导时,电机温度在３５２~４３６℃之间,电位计温度在１０２~１９２℃之间,均

满足约束条件１.A轴左侧传动轴温度在５~３０℃之间,外壳温度在８５~２７５℃之间;右侧传动轴温度

在７８~２８２℃之间,外壳温度在８５~１９７℃之间.

β角为０°且不考虑轴承热导时,电机温度在３２６~４１２℃之间,电位计温度在７７~１５１℃之间,
均满足约束条件１.A轴左侧传动轴温度在９~３７５℃之间,外壳温度在６３~２３５℃之间;右侧传动轴

温度在１２~３６℃之间,外壳温度在５８~１６℃之间.
图４下侧展示了根据计算结果得出的β角为０°时轴壳温差的对比,可以看出考虑轴承热导时温差均满

足约束２要求,不考虑其热导时不满足约束２要求.

图４　高温工况下β角为０°和＋５９°轴壳温差情况

β角为５９°且考虑轴承热导时,电机温度在４９８~５３８℃之间,电位计温度在２８~２９８℃之间,均

满足约束条件１.A轴左侧传动轴温度在３１~３８℃之间,外壳温度在２６５~３６１℃之间;右侧传动轴温

度在３２４~３７℃之间,外壳温度在２６７~２９９℃之间.

β角为５９°且不考虑轴承热导时,电机温度在４６８~５０８℃之间,电位计温度在２４~２４５℃之间,
均满足约束条件１.A轴左侧传动轴温度在３７５~４４７℃之间,外壳温度在２２５~３２３℃之间;右侧传

动轴温度在３９~４４３℃之间,外壳温度在２２８~２６１℃之间.
图４上侧展示了根据计算结果得出的β角为５９°时轴壳温差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考虑轴承热导时温

差均满足约束２要求,不考虑热导时不满足约束２要求.
随后分析低温工况下β角为０°和＋５９°时的温度分布.

β角为０°且考虑轴承热导时,电机温度在１５７~２０℃之间,电位计温度在－９~－３２℃之间,满足

约束条件１.A轴传动轴左侧温度在－１１~１２℃之间,外壳温度在－９１~１８℃之间;传动轴右侧温度

在－９２~９９℃之间,外壳温度在－１０１~－３２℃之间.

β角为０°且不考虑轴承热导时,电机温度在１０~１４７℃之间,电位计温度在－１５４~－１１４℃之间,
均满足约束条件１.A轴左侧传动轴温度在－２７~２４５℃之间,外壳温度在－１５１~－５７℃之间;右

侧传动轴温度在－０５~２２５℃之间,外壳温度在－１６５~－１０７℃之间.
图５下侧展示了根据计算结果得出的β角为０°时轴壳最大温差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考虑轴承热导时

温差均满足约束２要求,不考虑其热导时不满足约束２要求.

β角为５９°且考虑轴承热导时,电机温度在２６２~２８６℃之间,电位计温度在４５~５６℃之间,均

满足约束条件１.A轴左侧传动轴温度在１２１~１８２℃之间,外壳温度在４８~９４℃之间;右侧传动轴

温度在１３３~１７６℃之间,外壳温度在３６~５３℃之间.

β角为５９°且不考虑轴承热导时,电机温度在１９１~２１７℃之间,电位计温度在－４５~－３８℃之

间,均满足约束条件１.A轴左侧传动轴温度在２４７~３１３℃之间,外壳温度在－４~０９℃之间;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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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低温工况下β角为０°和＋５９°轴壳温差情况

传动轴温度在２６４~３１２℃之间,外壳温度在－５４~－３３℃之间.

图５上侧展示了根据计算结果得出的β角为５９°轴壳温差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考虑轴承热导时温差

均满足约束２要求,不考虑其热导时不满足约束２要求.

３２　对热控措施的影响

由热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考虑轴承热导时,上述工况均能满足两个约束条件的要求,既可以认为初

始的热控措施无需进一步迭代.

如果不考虑轴承热导,上述工况会出现约束条件２无法满足的情况.究其原因是轴壳间传热热阻过大

导致的.这种情况下,需要采用主动热控措施使轴壳温差能够达到约束条件２的要求.这里我们采用对外

壳加热的方式来减小温差.表１展示了不同工况下提供一定主动热耗后的温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此时

计算结果均能满足约束１和２.

表１　无轴承热导情况下施加主动热耗后温度分布

工况 高温工况 低温工况

β角 ０° ５９° ０° ５９°

电机温度/℃ ４００~４９２ ５４６~５８５ ３００~３４５ ４０１~４２６

电位计温度/℃ １８４~２５７ ３５２~３６４ ８８~１２７ ２１１~２１７

传动轴左侧温度/℃ １０５~３９０ ３８６~４５９ ０５~２７５ ２８０~３４５

外壳左侧温度/℃ １６４~３３２ ３２３~４１７ ９３~１９４ ２２１~２７７

传动轴右侧温度/℃ １３５~２７５ ４０５~４５８ ３０~２６０ ２９７~３４５

外壳右侧温度/℃ １７２~２６７ ３４７~３７５ ８５~１３５ ２１３~２２６

左侧轴壳温差/℃ －５９~５８ ４２~６３ －８８~８１ ５９~６８

右侧轴壳温差/℃ －３７~０８ ５８~８３ ６３~１２５ ８４~１１９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SADA热设计过程中轴承热导对热设计影响进行了研究.首先介绍了前期工作对于轴承热

导的处理方法,其次利用摸底试验测量了所用轴承在大气状态下的内外圈热导,约为０２W/℃.最后利

用试验值在仿真模型中比较了轴承热导的有无对于热设计的影响,可以发现采用轴承热导后,热设计仅

保留初始状态就可以满足约束要求,而不考虑轴承热导还需对热控措施进行进一步迭代,继续采用主动

热控后才能满足约束要求.这说明是否考虑轴承热导的确会对热控设计产生一定影响,需要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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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bearingheattransferinSolar
ArrayDriveAssemblyonthermaldesign

WANGJue,ZHAOYi tao,DUANYou dong,SUIYuan yuan,LICan,LIZi xuan
CASICSpaceEngineeringDevelopmentCoLtd

　　Abstract　TheSolarArrayDriveAssembly(SADA)isoneoftheimportantequipmenttoensurethe
stablepowersupplyofcommercialsatellitesTheA axisinSADAismainlyresponsiblefortherotation
ofthesolararrayItsthermalenvironmentisrelativelyharsh,anditispronetoproblemssuchasthermal
failureofelectricalequipment,orbearingseizureorinsufficientadjustmentaccuracycausedbyimproper
bearingclearanceTheheattransferpathofthebearinginSADAiscomplicatedanddifficulttobe
simulatedaccurately,andtherearefewreportsinthepreviousresearchInthispaper,theprevious
researchexperienceissummarizedfirst,andthenthethermalconductivityofthebearingistestedin

groundexperiment,finallythethermalsimulationresultswithorwithoutthermalconductivityofthe
bearingarecomparedItcanbeseenfromtheresultsthatwhetherthebearingheattransferisconsidered
hasacertaininfluenceonthethermaldesign

Keywords　SolarArrayDriveAssembly(SADA);Bearing;thermal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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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变温度下的 HTPB推进剂老化性能研究

毕一凡　陈　诚　廖文和　邓寒玉　张致远　杨海波

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　面向应用于微纳卫星的固体推力器,针对在复杂空间环境下的 HTPB (端羟基聚丁二烯)
推进剂老化问题,通过老化试验探究交变温度环境对推进剂贮存性能的影响.对老化后的试样进行单向

拉伸,计算得到推进剂的抗拉强度、断裂强度、最大伸长率等力学性能参数.以抗拉强度作为老化指标,
建立 HTPB推进剂在交变温度环境下的寿命预估模型.结果表明:随着老化时间的不断增加,HTPB推

进剂抗拉强度和断裂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最大伸长率和断裂伸长率呈上升趋势;根据老化机理分析,
选用适量的 OA 颗粒与合适大小的 AP颗粒,并在制造和贮存过程中保证环境湿度较低,可在一定程度上

延长推进剂寿命;依据推进剂最大伸长率变化,预估 HTPB推进剂在交变温度下的贮存寿命为５年.
关键词　HTPB推进剂;高低温交变;老化;力学性能

０　引　言

固体推力器具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和反应迅速的优点,未来在微纳卫星的空间目标抵近、卫星编

队飞行和寿命末期离轨等应用中将发挥重要作用[１２].固体推力器的贮存寿命主要取决于固体推进剂的贮

存性能,推进剂在长期贮存过程中会发生物理、化学老化,导致力学性能改变,影响固体推力器的正常

工作[３５].而对于微纳卫星的固体推力器,其推进剂的贮存温度由微纳卫星的轨道高度和绕地球周期运动

决定,近似为周期性的温度变化,因此,研究交变温度下固体推进剂的老化性能,对其在微纳卫星上的

应用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外对固体推进剂的老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温加速老化方面,军械工程学院曲国庆[５]用恒温加

速老化箱对某型固体推进剂进行６５ ℃、７５ ℃、８５ ℃老化试验.苗建波[７]等人以 DMA 法为主研究了

HTPB推进剂的热加速老化,探讨了损耗因子在高温区域的峰 (α峰)的物理意义.国外的 Mcdonald
等[８]用扫描电镜 (SEM)观察老化试样,并通过密封弹燃烧试验测量其燃烧速率,对 HTPB推进剂老化

性能进行了研究.以上研究主要针对 HTPB推进剂的地面贮存性能,而对推进剂空间环境下老化性能进

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尚未形成可靠完整的老化机理与贮存寿命预估方法.王玉峰[９]等建立了交变温度加速

老化动力学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交变温度对推进剂老化的影响.丁彪等[１０]研究了交变温度老化环境下,
推进剂力学性能随老化时间的变化情况.印度理工学院 HNaseem 等[１１]用循环温度加速老化方法研究了

HTPB推进剂随地面环境循环温度变化的规律,研究表明推进剂失效原因主要是由于推进剂最大拉伸率

达到临界值 (减少一半).
因此,针对 HTPB推进剂在交变温度环境下的老化性能,通过老化试验,进行老化机理分析,建立

推进剂的寿命预估模型,提出了减缓推进剂老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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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方法

１１　推进剂试样

HTPB复合固体推进剂由７８５％ AP (高氯酸铵)、８％ Al(铝粉颗粒)、９％ HTPB (端羟基聚丁二

烯橡胶)、以及４５％其他助剂如 TDI (甲苯二乙氰酸酯)、DOS (葵二酸二异辛酯)、OA (草酸铵)等组

成.参考航天工业部标准 QJ１１１３—１９８７[１２] «复合固体推进剂测试用试样»制备哑铃状的 HTPB推进剂

试样,如图１所示.

图１　HTPB固体推进剂试样

１２　老化试验方案

在高低温试验箱中进行推进剂老化试验,如图２所示,设置试验箱的循环温度范围为－２０~＋４０℃,
周期为１７６分钟,对老化１０天、２３天、３４天、４５天、５６天、６７天、７８天、９３天后的推进剂试样进行

力学性能测试.

图２　高低温循环贮存的 HTPB推进剂

单向拉伸试验是测量推进剂力学性能的可靠方法,即在规定的试验温度和应变速率条件下,沿纵向

对试样施加拉伸载荷直至其被破坏,获得试样承受的应力与应变响应关系,参考标准 GJB７７０B—２００５
«火药试验方法»中方法４１３１抗拉强度、断裂强度、最大伸长率和断裂伸长率 单向拉伸法[１３],在２５℃
下,使用１００mm/s的拉伸速度对推进剂试样进行单向拉伸试验,并根据试验数据计算得到推进剂的抗拉

强度、断裂强度、最大伸长率和断裂伸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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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在交变温度环境下对 HTPB推进剂进行老化,定期取样进行力学性能测试,并计算得到性能参数变

化如表１所示.

表１　循环温度贮存条件下推进剂单向拉伸试验结果

老化天数 抗拉强度/MPa 断裂强度/MPa 最大伸长率/(％) 断裂伸长率(％)

０ ０９６１ ０８１７ ４９１ ５４３

１０ ０９６４ ０８２９ ４９８ ５５４

２３ １０２７ ０９０７ ４９６ ５５７

３４ １０１２ ０８９１ ５０３ ５５５

４５ ０９５３ ０８５７ ４９０ ５３９

５６ ０９９４ ０８５５ ５０４ ５４９

６７ １００１ ０８５９ ４８８ ５３４

７８ １００５ ０８７０ ５２８ ５６９

９３ ０９３２ ０７９１ ５０５ ５６１

２１　抗拉强度与断裂强度变化

HTPB推进剂在交变温度下老化的抗拉强度与断裂强度变化如图２和图３所示.抗拉强度与断裂强度

的变化趋势近似一致,都在老化２３天后达到最大值,在老化后期一直呈下降趋势,最终达到最小值,由

此将老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老化初期 (０天~２３天),老化中期 (２４天~４５天),老化后期 (４６天~９３
天).

老化初期 (０天~２３天):推进剂的抗拉强度和断裂强度随着老化时间不断上升,根据 HTPB推进剂

恒温加速老化机理分析[１４],在老化初期,推进剂内部经历 “后固化”过程,即 HTPB粘合剂、TDI固化

剂以及固化后的产物三者之间继续发生固化反应,导致推进剂的交联结构数量增加,提高了推进剂承受

外部载荷的能力,进而使得抗拉强度和断裂强度不断增大.
老化中期 (２３天~４５天):HTPB推进剂的抗拉强度和断裂强度随老化时间不断下降.主要原因如

下:(１)“后固化”过程的反应速率逐渐降低,推进剂内部 HTPB TDI中的—CNO—、—C—O—键降

解断链速度加快,导致内部交联结构数量下降,推进剂的抗拉强度和断裂强度下降; (２)交变温度环境

促使推进剂内部积累物理损伤,这会使得推进剂内部高分子链由蜷缩状态变为伸展状态[１４],促进推进剂

内部的降解断链反应,导致推进剂抗拉强度和断裂强度降低.
在老化后期 (４５天~９３天):HTPB推进剂的抗拉强度和断裂强度随老化时间先上升后下降.上升

段的原因分析如下:推进剂中的 AP颗粒受热分解,释放强氧化性物质 (如高氯酸、初生态氧等),进而

使得推进剂中C＝C双键发生氧化反应,形成环化结构或交联结构,增加了推进剂内部的网络数量,抗拉

强度和断裂强度随之上升.根据现有的 HTPB推进剂恒温加速老化结果[１５６],其强度在老化后期会一直

上升,但在本试验中,老化后期推进剂的抗拉强度和断裂强度会逐渐下降,原因分析如下: (１)试验中

通过空气循环实现温度控制,使得贮存环境的空气湿度较高,而 HTPB推进剂中的降燃速剂 OA 吸湿性

能较强,会不断吸收环境中的水分形成结晶水,提高降解断链反应速率,导致 HTPB推进剂强度降低;
(２)随着老化时间的增加,推进剂物理损伤累积,推进剂内部结构被破坏,降低了推进剂承受外载荷能

力,导致其强度降低;(３)AP氧化剂的分解致使推进剂出现脱湿现象,促使推进剂强度降低.

２２　最大伸长率与断裂伸长率

HTPB最大伸长率与断裂伸长率随老化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５和图６所示,二者变化相似,整体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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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抗拉强度变化曲线

图４　断裂强度变化曲线

随老化时间不断增大,参照２１节对老化过程的分段处理,对每个老化阶段的最大伸长率与断裂伸长率变

化趋势进行分析.
老化初期 (０天~２３天):随着老化时间的增加,推进剂的最大伸长率与断裂伸长率不断增加.参考

相关文献结论[１７],在高温加速老化过程中,仅当推进剂受到预应变时,其最大伸长率才会出现初始上升

段,而本次试验中,未受预应变的推进剂在老化初期出现上升段,分析原因如下:推进剂所处的交变温

度环境造成物理损伤、微小应变,使其内部高分子链从蜷缩状态变为伸展状态,导致推进剂的伸缩能力

增加,促使最大伸长率和断裂伸长率上升.
老化中期 (２３天~４５天):推进剂的最大伸长率与断裂伸长率不断下降.因为此时 “后固化”过程

和氧化交联反应对推进剂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使得推进剂内部的交联结构数量增加,分子排布紧密,
最大伸长率和断裂伸长率降低.

老化后期 (４５天~９３天):最大伸长率与断裂伸长率随老化时间上升.结合 HTPB推进剂恒温加速

老化机理分析[１５],随着物理损伤 (由交变温度老化引起的)的累积,推进剂表面与外界空气接触面积变

大,OA的吸湿特性加强,导致推进剂的降解断裂作用加强并成为影响推进剂伸长率的主要因素,导致最

大伸长率与断裂伸长率上升.

３　贮存寿命预估

以 HTPB推进剂的最大伸长率增长５０％作为其可靠使用的临界点.根据 Grubbs准则,剔除数据中

的可疑值,并基于线性拟合模型,建立最大伸长率与老化时间的函数关系,得到数学模型如式１所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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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最大伸长率变化曲线

图６　断裂伸长率变化曲线

关系数为０８２５,拟合曲线如图７所示.经计算１８２４天后推进剂最大伸长率达到临界值,即交变温度下

的预估贮存寿命约为５年.

εm ＝４９４９＋００１３t (１)

图７　最大伸长率拟合曲线

４　结　论

针对应用于微纳卫星的固体推力器使用寿命问题,开展了 HTPB推进剂在交变温度环境下的老化试

１３３



验,试验结果表明:

１)随老化时间增加,推进剂强度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而伸长率呈下降趋势.

２)通过对影响 HTPB推进剂老化因素的分析,推进剂中 OA 颗粒、AP颗粒以及环境湿度对交变温

度下推进剂老化性能影响较大,因此在制作和贮存 HTPB推进剂时,应选择湿度较低的环境;在配方方

面,应选择适量的 OA颗粒和适量大小的 AP颗粒,避免吸湿过大和出现明显的 “脱湿”现象.

３)根据推进剂最大伸长率的变化,得到 HTPB推进剂在交变温度老化环境下的预估贮存寿命约为

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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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AgingPerformanceofHTPBPropellant
underAlternatingTemperat３ure

BIYi fan,CHENCheng,LIAO Wen he,DENGHan yu,ZHANGZhi yuan,YANGHai bo
Nanj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choolofMechanicalEngineering

　　Abstract　Facingthesolidthrusterusedin CubeSat,theagingproblem of HTPB (hydroxy
terminatedpolybutadiene)propellantinacomplexspaceenvironmentisresearchedThroughtheaging
test,theeffectofthealternatingtemperatureenvironmentonstorageperformanceofpropellantis
exploredTheagedsamplesareusedtounidirectionaltensiletestThetensilestrength,breakingstrength,

maximumelongationandothermechanicalpropertiesofpropellantarecalculatedThetensilestrengthis
usedastheagingindexto establishlife prediction modelof HTPB propellantunderalternating
temperatureenvironmentResultsrevealthatwiththecontinuousincreaseofagingtime,theten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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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andbreakingstrengthofHTPBpropellantmainlyshowadownwardtrend,whilethemaximum
elongationandbreakingelongationshowanupwardtrend;accordingtotheanalysisofagingmechanism,

anappropriateamountofOAparticles,suitablesizeofAPparticles,andensuringlowenvironmental
humidityduringthemanufacturingandstorageprocess,canextendthelifeofpropellanttoacertain
extent;accordingtothechangeofthemaximumelongation,thestoragelifeofHTPBpropellantunder
alternatingtemperatureisestimatedfor５years

Keywords　HTPBpropellant;High lowtemperaturecycle;Aging;Mechanical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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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轨航天器气动阻力估算

冯振伟　韩建斌　扈勇强　王瑞显　贾晓冬　崔玉福

０　引　言

通常将１００~３００km 轨道上的航天器称为超低轨航天器.超低轨航天器由于轨道高度低而具有空间

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易于离轨、发射成本低等优点,成为各航天大国竞相发展的航天器.尽管该

高度大气密度只有１０－１１~１０－９kg/m３的量级,但作用在卫星上的气动力能够达到毫牛顿甚至牛顿量级的

程度[１],是超低轨航天器器陨落的主要原因.
国外在稀薄气体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１９世纪麦克斯韦利用平均自由程的概念,求得了气体

输运系数;玻尔兹曼建立了分子运动速度分布函数的积分 微分方程,即玻尔兹曼方程[２].至今,对于解

决稀薄气体动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为解玻尔兹曼方程,具体实现有两大类:分析方法和数值方法.分析

方法主要有矩方程或输运方程方法、模型方程方法、运动论边值问题的变分方法等;而数值方法主要就

是蒙特卡洛方法,又被分为直接模拟蒙特卡洛方法 (DSMC)、试验单元蒙特卡洛方法 (TPMC)等.当

前,国外已经发展了许多的计算软件,如英国 CRANFIELD 大学的空间研 究 中 心 研 发 的 SEDAT
(SpacecraftEngineering,Design,andAnalysisTools:SEDAT)软件、俄罗斯根据 DSMC方法研制的

SMILE (StatisticalModelingInLow DensityEnvironment)软件等[３４].但这些软件导入三维模型的前

期处理十分烦琐,并且需要其他的辅助软件,所花费的时间比较长,需占用大量的CPU 和内存资源.而

在航天器设计初期,需要对构型布局进行快速的设计迭代,亟须研究航天器气动阻力的快速估算方法,
为航天器总体设计提供参考.

１　超低轨气动阻力计算理论基础

１１　自由分子流条件下的速度分布

由于轨道高度的不同,超低轨道环境与大多数传统卫星所处的更高空间大气环境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一般来说,超低轨道区域处于大气的热层,空间环境很复杂,并且是非均质层大气,随着高度的升高,
大气密度随之下降,并且随着太阳活动、地球自转、公转和地磁活动等因素剧烈变化.

气体按稀薄程度可以划分为连续流区、过渡区和自由分子流区.一般认为超低轨道处于自由分子流

区,此时气体中分子的平均自由程远超过物体特征长度,从物体表面散射出来的分子要运动到距离物体

很远,才与来流分子发生碰撞,因此可以认为分子运动处于自由状态,气体流动不受卫星的影响.卫星

处于自由分子流区域时,来流的基本方程是无碰撞项的Boltzmann方程,来流的速度分布是平衡态的分

布,符合 Maxwell分布[５].

f０＝n(m
２πkT

)
３/２

exp[－
m

２kT
(u′２＋v′２＋w′２)]＝n(β

π１/２
)
３

exp(－β２c′２) (１)

式中,n,T 是来流的分子数密度和温度;m 是分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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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气动阻力估算公式

航天器气动阻力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FD ＝CD ×q×A (２)

其中,CD 为阻力系数;A 为作用面积;q为来流动压,q＝
１
２ρν

２,ρ为大气密度,ν为来流速度;

可以看出气动阻力的大小取决于气动阻力系数、来流速度、大气密度以及作用面积.来流速度可根

据万有引力公式ν＝ μ
R＋h

求得.大气密度与太阳活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计算时参考 «低轨道航天

器空间环境手册»,取Ap ＝４,F１０５＝１５０时的全球大气平均参数,如表１所示[６].

表１　１５０~２２０km高度大气参数值

高度 大气温度 大气密度 摩尔质量

１５０ ６６４９ ２０１８E－０９ ２４４

１６０ ７２４ １２７０E－０９ ２３８

１７０ ７６６７ ８２４８E－１０ ２３２

１８０ ７９８ ５５５０E－１０ ２２７

１９０ ８２１９ ３９０５E－１０ ２２１

２００ ８４１ ２７５０E－１０ ２１６

２１０ ８５６９ ２０４４E－１０ ２１１

２２０ ８７０ １４７０E－１０ ２０６

２　阻力系数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气动阻力的估算公式可以看出,气动阻力计算的关键是确定阻力系数,下面推导阻力系数的计

算公式,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给出典型轨道及太阳活动强度和地磁活动强度条件下的阻力系数.

２１　阻力系数计算

在航天器微元表面建立坐标系Oxyz,x 轴与物体微元表面垂直,l为外法线方向,来流速度U 在

xOy 平面内,与x 轴的夹角为θ,微元面积为dA ,阻力沿X、Y 方向,法向切向应力沿x、y 方向.

图１　微元表面坐标系

设分子的宏观速度 (相对微元表面坐标系的速度)分量为u 、ν、w ,那么入射分子的热运动速度分

量u′、v′、w′和分子宏观速度分量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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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Ucosθ
v＝v′＋Usinθ

w＝w′

ì

î

í

ï
ï

ïï

(３)

Q 量在x 方向 (向表面内部)相对表面的通量为

nQcl＝nQu＝∫
u＞０

Qufdc＝∫
∞

－∞∫
∞

－∞∫
∞

０
Qufdudvdw (４)

首先计算气体通过表面A 的分子数目流量Ni,下标i表示来流,分子数目流量的表达式为

Ni＝∫
∞

－∞∫
∞

－∞∫
∞

０
ufdudvdw

＝
nβ３

π３/２∫
∞

－∞∫
∞

－∞∫
∞

０
uexp{－β２(u′２＋v′２＋w′２)}dudvdw

＝
nβ３

π３/２∫
∞

－∞∫
∞

－∞∫
∞

０
(u′＋Ucosθ)exp{－β２(u′２＋v′２＋w′２)}du′dv′dw′

(５)

利用

∫
∞

±a
exp(－β２x２)dx＝

π
２β

[１∓erf(βa)] (６)

∫
∞

±a
xexp(－β２x２)dx＝

１
２β２exp(－β２a２) (７)

可以得到

Ni＝n kT
２πm

{e－(Scosθ)２ ＋ π(Scosθ)[１＋erf(Scosθ)]} (８)

其中erfa为误差函数.在自由分子流计算中,常用分子速度比代替马赫数Ma .

S＝V∞β＝V∞/ ２RT ＝ γ/２Ma (９)

气体通过微元表面A的法向动量通量,亦即来流分子对物体表面产生的正压力,令量Q＝mu＝m(u′
＋Ucosθ),则正压力的表达式为

pi＝∫
∞

－∞∫
∞

－∞∫
∞

０
mu２fdudvdw

＝
nmU２

２ πS２
{(Scosθ)e－(Scosθ)２ ＋ π[１

２＋(Scosθ)２][１＋erf(Scosθ)]}

(１０)

气体分子经表面A 的切向 (y 方向)动量通量,即来流分子对物体产生的剪切应力,令量Q＝mv＝
m(v′＋Usinθ),剪切力的表达式为

τi＝∫
∞

－∞∫
∞

－∞∫
∞

０
muvfdudvdw

＝－
nmU２

２ πS
sinθ{e－(Scosθ)２ ＋ π(Scosθ)[１＋erf(Scosθ)]}

(１１)

根据自由分子流动力学理论,自由分子与物体表面进行动量交换,物体表面同时受到压力p 和剪切

应力τ的作用,其由入射部分pr 、τr 和反射部分pi 、τi 组成.

p＝pi＋pr (１２)

τ＝τi－τr (１３)

入射部分和反射部分相互独立,为表明动量法向和切向方向的适应情况,引入动量法向分量和切向

分量的适应系数.

σ′＝
pi－pr

pi－pw
(１４)

σ＝
τi －τr

τi －τw
(１５)

６３３



pw 、τw 分别表示分子以微元壁温为Tw 时的 Maxwell分布反射所带走的法向和切向动量的统计平均

值.于是,正压力和剪切力可以写为

p＝(２－σ)pi＋σpw (１６)

τ＝στi (１７)

而

pw ＝
mnw

２ RTw (１８)

nw 是从表面内部以 Maxwell分布向外散射的假想气体的数密度.利用分子在表面处无聚集,即来流

与反射流的分子数字通量相等的条件.

Nw ＝nw
RTw

２π
(１９)

令Nw ＝Ni ,可得

nw ＝Ni
２π

RTw
(２０)

于是得到

pw ＝mNi
πRTw

２
(２１)

于是可以求出正压力和剪切力的表达式.

p＝ρ∞U２

２S２

２－σ
π

Scosθ＋
σ
２

Tr

T∞

æ

è
çç

ö

ø
÷÷e－ Scosθ( ) ２ ＋ ２－σ( ) [Scosθ( ) ２＋

１
２

]＋{
σ
２

πTr

T∞
Scosθ( ) } [１＋erfScosθ( )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２２)

τ＝－
σρ∞U２sinθ

２ πS
e－ Scosθ( ) ２ ＋ π(Scosθ)[１＋erf(Scosθ)]{ } (２３)

T∞ 表示来流温度,Tr 表示反射后气体分子的温度.此处,壁面温度和反射后气体温度设置为来流静

温,即认为Tw/T∞ ＝Tw/Tr ＝１.

由此,可根据微元表面受力情况计算出微元在自由分子流中的阻力系数,对于攻角为α的微元,取微

元的面积为特征面积,则其阻力系数为

CD ＝
２

ρU２
[p θ＝

π
２－α]sinα{ ＋[τ θ＝

π
２－α]cosα}

＝
１
S２

２S
π

sin２α＋
σS
π
cos２α＋

σ
２

Tr

T sinα
æ

è
çç

ö

ø
÷÷e－ Ssinα( ) ２

＋sinα １＋erf Ssinα( )[ ] σS２cos２α＋２S２sin２α＋１－
σ
２＋

σ
２

πTr

T Ssinα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ü

þ

ý

ï
ï
ï

ï
ïï

(２４)

２２　阻力系数影响因素

由阻力系数的公式 (２４)可以看出,影响阻力系数的因素有:微元攻角、动量适应系数、分子速度

比;其中,分子速度比受来流速度、来流温度和来流大气平均分子量的影响,而轨道速度与轨道高度有

关,来流温度和来流平均分子量均受轨道高度、太阳活动强度、地磁强度等因素影响.在取定太阳活动

强度和地磁强度的情况下,阻力系数即受轨道高度、攻角 (来流于平面的夹角)和动量适应系数的影响.
动量适应系数是宏观描述反射机理的参数,可理解为在与微元表面碰撞的分子中,漫反射分子所占

的比例,即完全镜面反射情况下,σ＝０,完全适应的漫反射情况下,σ＝１.实际计算中,动量适应系数一

般取σ＝０８５~１,具体取值与表面温度、材料特性等相关.由分子表面相互作用机理决定,由于该问题

７３３



上的复杂性,目前理论和实验上对它的研究还都未臻完善;本文在计算时取σ＝０９,并取太阳活动强度

为F１０７＝１５０,取地磁强度为Ap ＝４的平均标准大气结构参数的参考值,计算１８０km 轨道不同攻角下的

阻力系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攻角对应的阻力系数

攻角°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阻力系数 ００５２５ ０３２ ０６５ ０９８ １３２ １６３ １９１ ２１３ ２２８ ２３３

可以看出,随着微元攻角的增大,阻力系数逐渐增大,攻角为０? 倖时,阻力系数达到最小值,约为

００５２５ (黏性力的存在导致阻力不为零),攻角为９０°时,阻力系数达到最大值,约为２３３,后者约为前

者的４４３倍,因此一般的超低轨航天器设计中,为了减小阻力,应将航天器设计为细长体构型,且此时

侧面的气动阻力对航天也会有明显的影响,不能忽略.

３　结　论

本文给出了超低轨航天器气动阻力估算的方法,分析了气动阻力的影响因素,重点推导了阻力系数

的计算公式,并研究了阻力系数的影响因素,给出了典型轨道和空间环境条件下的阻力系数.为了减小

阻力,超低轨航天器一般应设计为细长体构型,且此时侧面带来的阻力影响已不可忽略,在航天器总体

构型布局设计时需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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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修正 miles公式的航天器随
机振动与噪声试验确定方法

冯振伟　扈勇强　王海明　晏廷飞　向树红　崔玉福

０　引　言

航天器发射过程中要经历恶劣的力学环境,为了保证其环境适应性,需开展充分的地面试验.低频

振动环境一般采用正弦振动试验考核;对于高频振动,一般认为,对于小型航天器宜采用随机振动试验

考核,大型航天器宜采用噪声试验考核,但具体的划分界限并不明确.
美国标准 NASA STD ７００１B提出:对于质量小于４５０kg的紧凑型航天器,应该采用随机振动试

验考核;但对于大的面积质量比的部件,如太阳翼等,应该采用噪声试验考核[１];欧洲标准 ECSS E
HB ３２ ２６A提出:绝大多数航天器应采用噪声试验考核,只有微小航天器 (１５０~２００kg)进行随机振

动试验[２];由日本主导的国际标准ISO/FDIS １９６８３提出:对于小型、紧凑的航天器,界面激励比通过

声场激励更加有效,需进行随机振动试验,而不是进行噪声试验,并提出当面积质量比大于００８３m２/kg
时,噪声试验比较有效,反之随机试验比较有效[３].我国对随机振动与噪声试验确定的标准尚无统一意

见[４,５,６],美欧提出的质量确定标准并不统一,且认为对于大面质比的航天器应开展声学试验,日本主导

的国际标准给出的随机与噪声裁剪的临界面质比是基于纯理论公式,缺少理论修正和试验验证.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修正 miles公式的随机振动与噪声试验确定方法,首先推导了基于 miles公式的基

础面质比计算方法,然后提出了基于试验数据的修正方法,得到了临界面质比的计算公式;最后给出了

一颗典型小卫星基础面质比和修正系数的计算实例,得到了该类典型小卫星的临界面质比.该方法可为

后续航天器随机振动与噪声试验剪裁提供参考.

１　基于miles公式的基础面质比

对于单自由度系统,随机振动激励下的响应可根据 miles公式计算[７]

Grms＝
π
２×PSD×fn ×Q (１)

其中:Grms为１σ随机加速响应均方根,PSD为输入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fn 为系统固有频率,Q为

放大因子,一般取１０.
噪声激励下的响应同样可根据 miles公式计算

Prms＝
π
２×Ps ×fn ×Q (２)

其中,Prms为１σ噪声加速响应均方根,Ps 为输入声压频谱密度.

根据随机激励和噪声激励产生相等的力,可以得到

Grms ×M ＝Prms ×S (３)

由此可以得到面质比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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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

]
基础

＝

π
２×PSD×fn ×Q

π
２×Ps ×fn ×Q

＝
PSD
Ps

(４)

由此可以得到单自由度系统的 “临界”面质比,定义此单自由度的 “临界面质比”为基础面质比.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推导建立在激励声压和激励加速度均为白噪声频率谱的情况下,对于实际的航天器,
运载给出的随机振动和噪声激励频谱分布并不是白噪声激励,且航天器一般为复杂的多自由度系统,直

接应用公式 (４)计算临界面质比存在较大的误差,因此,下面提出一种基于试验数据的临界面质比修正

方法.

２　基于试验数据的临界面质比

欧洲标准ECSS E HB ３２ ２６A给出了噪声激励响应的试验修正公式

WA (fc)修正 ＝β２
１Q２ (S

M
)
２

Ps (５)

其中,WA (fc)修正 修正的噪声响应,β１ 为根据试验得到的噪声修正系数,M 为航天器质量,S为航天器受

噪声激励的有效面积.
同样,可定义随机振动的修正系数β２,并得到基于试验数据的随机响应谱修正公式

Wr (f)修正 ＝β２
２Q２PSDfn (６)

其中,Wr (fc)修正 修正的随机响应,β２ 为根据试验得到的随机响应修正系数.
令噪声响应等于随机响应,可得修正的基础面质比,即临界面质比计算公式

[S
M

]
临界

＝β２

β１
PSDfn

Ps
＝β２

β１
(S
M

)
miles

(７)

定义X ＝β２

β１
为临界面质比修正因子,X因子与航天器的质量、载荷类型、结构形式等因素相关,可

根据类似航天器的试验数据求得,并结合航天器的具体技术状态进行修正.

３　计算实例

(１)卫星技术状态

某卫星质量６２０kg,噪声作用有效表面积１１２９m２,工程面质比约为００１８m２/kg.
(２)试验条件

表１　随机振动试验条件

频率 ２０~１５０ １５０~８００ ８００~２０００

功率谱密度 ＋３dB/oct ００３１g２/Hz －６dB/oct

表２　噪声试验条件

倍频程中心频率 ３１５ ６３ １２５ ２５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声压/dB １１６ １２２ １３０ １３４ １３６ １３３ １２５ １２１ １１４

(３)基础面质比计算

[S
M

]
基础

＝
２/２fcPSDfn

P２
ref１０SPL/１０ ＝

０７０７×２５０×２９８
４×１０３４ ＝０２２９m２/kg

其中,Ps＝P２/Δf＝P２
ref１０SPL/１０/Δf ,Pref 为基准声压,通常取Pref＝２×１０－５Pa,我国运载噪声条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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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倍频程,此时Δf＝ ２/２fc ,fc 为fn 所在频段的中心频率.
(４)修正系数计算

对于测点１

β１＝
WA(fc)

Q２ (S
M

)
２

Ps

＝
１０１８７

４５２×００１８２×２８４２＝２３３７

β２＝
Wr(f)

Q２PSDfn
＝

０１０１
４５２×００３１＝０４０１

同理可计算其他测点的β１、β２,如下表所示.

表３　各测点β１ 计算结果

测点 最大值频率 对应的中心频率 相应声压级 声压谱密度 响应PSD 面质比 β１

１ ２７２ ２５０ １３４ ２８４２ １０１８７ ００１８ ２３３７

２ ２７２ ２５０ １３４ ２８４２ ０４８９３ ００１８ １６２０

３ ２０４ ２５０ １３４ ２８４２ ０３５２６ ００１８ １３７５

４ ２１２ ２５０ １３４ ２８４２ ０４３６４ ００１８ １５３８

５ ６３２ ５００ １３６ ２２５２ ４２７９８ ００１８ ５３８１

平均值 ２６５８

表４　各测点β２ 计算结果

测点 输入PSD 响应PSD β２

１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１ ０４０１

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３７ ０２３２

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７９ ０３９５

４ ００３１ ０１５９６ ０５０４

５ ００３１ ０１４４７ ０４８０

平均值 ０４０２

(５)临界面质比计算

[S
M

]
临界

＝β２

β１
(S
M

)
基础

＝
０４０２
２６５８×０２２９＝００３４６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修正 miles公式的随机振动与噪声试验确定方法,通过试验数据对 miles公式进

行修正,修正系数与航天器的质量、载荷类型、结构形式等因素相关,可通过类似航天器的试验数据求

得,具有较强的工程可操作性,可为后续航天器随机振动与噪声试验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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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卫星星座在轨联合定标姿轨规划技术研究

付凯林　陆春玲　霍德聪　李明虎　朱　军　丛　强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微小卫星星座受重量、体积限制,往往无法安装星上定标装置.在轨联合定标是以月球为

辐射定标基准,利用微小卫星的大角度姿态机动控制能力,使微小卫星星座按时序进行多星联合对月定

标成像.通过不同的姿态机动策略,获得对月绝对辐射定标和相对辐射定标成像图像,实现基于月球的

多星无场辐射定标.本文对微小光学成像卫星对月定标原理进行了说明,阐述了对月成像姿态规划方法,
姿态控制策略补偿了对月成像的像移分量,并设定星敏可用性、月相观测角差值等约束条件,开发了一

套微小卫星星座联合对月定标成像轨道姿态规划软件,基于软件的姿态及成像规划输出结果,实施了在

轨对月成像实验,获得了对月成像的复原图像.测试结果表明,微小卫星星座在轨联合定标姿轨规划方

法正确,对月成像的姿态规划结果与实际执行对月成像的姿态结果一致.
关键词　微小卫星星座;对月联合定标;姿态;轨道;任务规划

０　引　言

遥感卫星在发射入轨后,由于发射过程中仪器受到冲击振动以及在轨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定标参数

会偏离发射前在地面的定标结果.为了监测在轨探测器定标参数的变化情况,必须开展遥感卫星在轨定

标工作.传统光学遥感卫星的在轨定标方法主要包括:１)以定标器为参考源的星上定标;２)以沙漠、
海洋等地物目标为参考源的替代定标;３)以定标精度更高的卫星为参考源的交叉定标.微小卫星星座受

重量、体积限制,往往无法安装星上定标装置.目前微小卫星星座的辐射定标通常采用单一的对地辐射

定标模式,以沙漠、海洋或专门的定标场等地物目标为参考源,但是对地辐射定标容易受地球大气的影

响,较难评估大气参数的不确定性对结果的影响[１],精度较低,无法满足微小卫星快速定标应用的需求;

另一方面,星座以相同观测条件对同一地区成像需要很长时间,难以评估多星辐射响应的一致性.随着

遥感卫星的产品逐步走向定量应用,对遥感卫星的在轨定标提出了更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要求,因此迫

切需要新的定标源和定标技术来满足这一需求.
月球作为地球的天然卫星,凭借三点特性使其被认为是理想的定标源:第一,文献 [２]和 [３]中

指出,虽然月球表面亮度不均,但在太阳、月球、观测点间的几何位置确定的条件下,月球表面具有非

常高的光度稳定性,年变化量仅为１０－８;第二,文献 [４]中指出,月球光谱和地物光谱非常相似,其动

态范围也涵盖了大地和海洋,且具有不依赖地面定标场、不受天气影响等优势;第三,文献 [５]中指

出,月球可被任何地球轨道卫星观测到,其提供了一种交叉定标途径,保证了定标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因此利用月球进行卫星在轨定标是提高辐射定标效率、监测遥感卫星探测器成像稳定性的重要手段.

针对天基对月定标技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１９９３年美国的SeaWiFS团队首次提

出了对月定标的概念,在近３０年间以月球作为在轨定标源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趋势[６].目前,许多光

学遥感 卫 星,如 国 外 MODIS[７]、SeaWiFS[８]、Pleiades[９]、GOES[１０]等,以 及 国 内 风 云 三 号 卫 星 的

MERSI[１１]均具备在轨对月定标能力,并且欧洲 TRUTHS定标星和美国CLARREO 定标星将月球选作交

叉传递基准[５].文献 [１２]提出了一种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对月定标的策略.文献 [１３]提出了一种光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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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卫星对月推扫成像的姿态机动补偿方法,使相机按照推扫速度和积分时间匹配的方式进行成像,使相

机按照正常采样周期成像,但是没有解决成像时的像移问题.文献 [１４]提出了针对低轨遥感卫星的对

月定标姿态机动方法,但其对月姿态的设计仅适用于低轨遥感卫星在月相观测角较小时成像,在月相观

测角较大时图像的横向像移仍然较大.
针对于此,本文依据微小卫星星座轨道分布特点和日、地、月的位置关系,构建了对月观测模型,

提出了一种低轨遥感卫星对月定标的轨道和姿态规划方法,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我国某低轨遥感卫星星

座,验证了本文提出定标方法的正确性及合理性.

１　对月定标姿态规划方法

１１　月相观测角计算

实现卫星对月定标的前提是计算出太阳、月球、卫星间的位置关系,工程中采用月相观测角来描述

这个关系.月相观测角定义为观测点 (卫星载荷)和月球连线与月球和太阳连线所成角度,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月相观测角

r
→
moon－sun 为月球到太阳的矢量,r

→
moon－sat 为月球到卫星的矢量,则月相观测角φyuexiang ＝＜r

→
moon－sat,

r
→
moon－sun ＞ .

由图１可知,同一时刻,星座内各卫星所处位置的月相观测角是不同的,观测到的月球表面亮区也不

同.星座联合定标需要计算出星座内各卫星在不同时刻以相同月相观测角进行成像的策略.
本文采用平均椭圆轨道根数法分别计算太阳、月球矢量.太阳轨道六要素在J２０００地心赤道惯性坐标

系下可表示为式 (１),月球轨道六要素在J２０００地心平黄道惯性坐标系下可表示为式 (２)

a＝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２(天文单位)

e＝００１６７０８６２－０００００４２０４T－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４T２

i＝２３°４３９２９１－０°０１３００４１７T－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T２

Ω＝０
ω＝２８２°９３７３４７＋０°３２２５６２０６T－０°０００１５７５７T２

M ＝３５７o５２９１＋０o９８５６２００８０４d－１°１７０１８１８６７７７９５３３e－１３d２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１)

am ＝３８４７４７９８１? km
em ＝０°０５４８７９９０５
im ＝５°１２９８３５０１７

Ωm ＝１２５°０４４５５５５５６－１９３４°１３６１８５０T＋? ０°００２０７６T２

ωm ＝３１８°３０８６８６１１０＋６００３°１４９８９６１T－０°０１２４００３T２

Mm ＝１３４o９６３４１３８８９＋１３o０６４９９３１５５３７d＋０°００８９９３９d２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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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的单位是儒略世纪,d 的单位是地球日.
卫星的轨道动力学模型表示如下

r
→
＝[rx,ry,rz]T

v
→
＝r

→


＝[vx,vy,vz]T

r
→̈
＝v

→


＝f
→

E

f
→

E ＝－gradU(r
→)

(３)

其中,f
→

E 为作用在卫星上外力之和.
在J２０００地心赤道惯性坐标系下,依据卫星在初始时刻的轨道参数,则可通过数值积分获取其在任意

时刻的位置和速度信息.得到了太阳、月球和卫星位置在惯性坐标系的表示,就可以利用坐标变换和几

何关系计算出太阳、月球在卫星本体坐标系下的表示,得出月相观测角.

１２　载荷对定标姿态的约束

对月成像有别于低轨遥感卫星的对地成像,由于卫星与月球距离较远,相距３８万km 左右,因此不

能直接采用对地观测的成像参数来进行对月定标,所以对月定标时卫星姿态的设计是决定对月观测质量

的重要因素.

１２１　载荷视轴指向
月球直径:RMoon＝３４７６km ,地月距离Lmoon 按平均距离３８万km 进行计算.满月时月球所占载荷视

场如式 (４)所示.

θ＝
Rmoon

Lmoon
＝

３４７６km
３８００００km∗１８０/pi＝０５２４deg (４)

在进行对月观测过程中,载荷视轴扫过月面,按照低轨卫星对地进行推扫的角速度计算,卫星在月

面推扫速度为

VMoon ＝LMoon∗ωe ＝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４＝４０８km/s (５)
对月推扫时间 (每次成像时间)

T＝３４７６km/４０８km/s＝８５４s (６)
考虑到卫星姿态机动对月定标过程中的最大指向误差约为±０１°,因此进行在轨对月定标时,载荷的

视场角应不小于０７２４°,即可保证姿态指向误差未超差月球圆盘张角.光学遥感卫星的载荷焦面通常都

是由多片探测器拼接而成,如希望采用固定的某一片探测器进行对月定标,则只需按照该片探测器中心

像元的指向角进行对月姿态控制即可.

１２２　对月成像方式
针对采用时间延迟积分电荷耦合器件 (TDI CCD)的卫星载荷,由于传感器是线阵输出,对地成像

采用成像方式为推扫成像,根据摄影点速高比 (由 GPS接收的姿态广播数据解算)实时匹配载荷的积分

时间.景物相对于传感器需要有相对角速度才能进行积分,即 TDICCD的电荷包沿垂直于线阵传感器的

方向进行转移.同时由于月球对探测器的视场较小,导致载荷探测器扫过月球的时间非常短,通常采用

与对地成像类似的方式进行对月推扫成像,由于月球绕地公转速度约为１km/s,近地卫星轨道速度约为

７１km/s,二者相对运动速度远小于月面推扫速度需求.因此需卫星进行姿态机动满足 TDI CCD相机

的成像需求.
采用线阵成像传感器的卫星其固定的推扫方向,对月定标的原理设计如下:当卫星与月球、地球形

成满足定标条件的月相观测角时,通过卫星机动,使相机视轴对月,卫星采用沿线阵垂直方向 (星体 Y
轴)推扫或沿线阵方向 (星体 X轴)机动方式,使相机视场扫过月球表面成像,获得基于月球的绝对辐

射定标或相对辐射定标图像,对相机辐射响应稳定性和相对响应一致性进行标定.具体有以下两种成像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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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月绝对辐射定标成像

对月推扫成像模式线阵方向与卫星在月面上的推扫方向相垂直,与地面推扫成像模式类似,卫星先

机动到初始惯性姿态,再绕 Y轴以一定的角速度机动,使卫星CCD沿X轴方向扫过月球,得到拉长的重

采样图像,通过地面处理,得到正常月球图像.用于获取月球的圆盘图像.

图２　对月推扫成像示意图

(２)对月相对辐射定标成像

对月偏航定标模式下,将月球看作是稳定的辐射源进行定标,获得输入与输出DN值的关系.类似对

地偏航９０度定标模式,卫星先机动到初始姿态,使高分相机视场边缘指向月球,CCD线阵＋Y 向为飞行

方向,卫星沿＋Y 轴方向推扫,成像效果为对月偏航９０°成像,让整个 CCD 视场一次扫过月球,实现

定标.

图３　对月偏航定标示意图

１３　卫星姿态指向

１３１　对月定标姿态规划策略
以对月绝对辐射定标成像为例,设遥感卫星 TDICCD的线阵方向与卫星Y 轴共线,X 轴为对地运行

时的飞行方向.遥感卫星对地成像时,利用了卫星沿轨道法线方向的角速度形成对地成像、定标所需的

速高比.但是对月成像过程中,卫星受轨道运行的限制,无法形成以月球为中心的观测角速度矢量.因

此卫星姿态需要通过绕自身本体Y 轴以ωy 旋转控制形成以月球为视场中心的观测速高比;为了保证月球

在遥感器视场中心,对月成像过程中,卫星绕本体X 轴转动角速度ωx ＝０°/s.
图４中红线箭头代表 TDI线阵推扫方向,为了使 TDI CCD能够正常成像,利用卫星的姿态机动能

力,使相机由南向北对月球进行推扫成像,姿态机动策略如下:

１)成像时机:一个轨道周期内南北极附近各有一次机会,考虑控制精度,尽可能选择姿态敏感器可

用的位置;

２)初始惯性空间姿态:初始姿态相机视轴指向月球南侧边缘以外,卫星进行俯仰机动;

３)机动角速度:卫星绕＋Y 轴以００６°/s补偿姿态机动角速度由南向北推扫成像;

４)成像效果:相机对月球进行过采样成像,图像沿推扫方向被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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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对月推扫成像轨道姿态运行情况

１３２　补偿对月成像的像移
对月成像过程中,月球和卫星的相对运动会产生像移,影响成像质量.月球公转速度约１km/s,卫

星在轨道上运行速度约７１km/s.对月定标时需调整卫星姿态,使月球相对卫星的速度在卫星俯仰轴

(探测器线阵方向)上投影分量最小,从而保证成像时二者相对运动造成的横向像移最小.二者的相对运

动速度投影在卫星偏航轴方向的分量不会形成像移,而在卫星滚动轴上的分量会形成 TDI积分方向的前

向像移,可通过积分时间匹配的手段进行像移补偿,从而实现最好的对月定标成像效果.
在对月成像过程中,将卫星相机视轴指向月球后,可得到Z 轴与月球矢量的夹角,但卫星的三轴姿

态不能确定,因为XY 平面可以转动,需要确定其中一轴的指向.下面分析确定X轴和 Y轴的过程.
图５为对月成像姿态确定示意图.卫星相对月球的速度为Vr .根据对月定标策略中卫星姿态机动和

指向要求的分析,需要保证像移速度方向在Y 轴上的投影为０,卫星对月成像时的姿态按照下面的方式进

行设置.

图５　对月成像姿态确定示意图

定义对月定标目标坐标系Os－xtytzt :原点在卫星质心Os 处,Oszt 轴指向需要观测的目标,Oszt 轴

与卫星相对月球的速度v
→
r 的叉乘为目标坐标系的Osyt 轴,Osxt 轴与Osyt 轴、Oszt 轴构成右手坐标系.根

据目标坐标系定义,有如下式 (７)所示

z
→
t＝

r
→
Sat_Moon

r
→
Sat_Moon

y
→
t＝z

→
t×v

→
rx

→
t＝y

→
t×z

→
t

COT ＝[x
→
ty

→
tz

→
t]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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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
Sat_ Moon 为卫星指向月球的矢量,COT 为对月目标坐标系相对于轨道系的转换矩阵.

１３３　姿态敏感器使用约束
卫星在定标期间需要进行多次姿态机动,在此过程中,需要确定卫星的实时姿态.当前遥感卫星多

采用星敏感器作为姿态敏感器,因此需保证至少两个星敏感器可以正常工作,使姿态确定精度达到要求.
由于星敏感器以亮度高于＋６可见星等的恒星作为基准,因此需要保证星敏感器视场内不能有太阳,同时

由于存在地球地气光作用,视场内也不能有地球.
已知卫星姿态,根据星敏安装位置,可以得到星敏的视轴方向矢量,根据星历得到卫星质心指向地

心的矢量和卫星质心指向日心的矢量.由星敏感器特点知道,星敏视场中不能有地球或太阳,即满足阳

光抑制角和地气光抑制角大于星敏半视场角.
星敏光轴与地心矢量的夹角满足条件

beta ≥arcsin
Re

Re ＋H
æ

è
ç

ö

ø
÷＋w 　　 (８)

星敏光轴与日心矢量的夹角满足条件

gamma ≥w 　　　 (９)
其中,beta为星敏光轴与地心矢量的夹角,gamma为星敏光轴与日心矢量的夹角,w为半视场角.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星敏可用,则可以进行对月定标.如果只有一个星敏可用或没有星敏可用,可将

卫星对月姿态设置为公式 (１０)所示的方式.

z
→
t＝

r
→
Sat_Moon

r
→
Sat_Moon

y
→
t＝－z

→
t×v

→
rx

→
t＝y

→
t×z

→
t

COT ＝[x
→
ty

→
tz

→
t]

(１０)

与公式 (７)相比,公式 (１０)使卫星绕Z轴旋转１８０°,X轴和 Y轴的指向改变了１８０°,那么原来被

地球遮挡或被阳光干扰的星敏感器将转到不被遮挡或干扰的方向,可以保证两个以上星敏感器可用.

２　星座联合定标规划方法

同一轨道面上相位相差１８０度的两颗卫星的月相观测角如图６所示.对星座进行定标时,可选择两星

月相观测角相差较小的时刻,同时依据每颗卫星可对月定标的时间,进行两星的对月定标姿态规划.通

过两颗卫星相同月相观测角的成像,可进行星座联合定标.

图６　两颗相位相差１８０°卫星的月相观测角

由图６知,相位相差１８０°的两颗卫星,只有在特定时刻它们的月相观测角才同时相等,不同时刻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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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可以以相同的月相观测角进行成像,其中,卫星１可在第３７１分钟以月相观测角７７２９°成像,卫星２
可在第５８１分钟以月相观测角７７３２°成像,月相观测角差值为０００３°,对成像效果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３　仿真校验及在轨实验

依照前文所述定标规划方法,编制了卫星在轨联合定标姿态规划软件,综合分析卫星对月定标的约

束条件,给出满足用户需求的星座对月定标姿态规划策略.

３１　对月定标规划软件设计

基于 MATLABGUI开发了卫星在轨联合定标姿态规划软件,划分为５个功能模块:对月定标时间

分析、敏感器可用性分析、定标姿态规划计算、数据处理模块及其他功能,软件总体结构图见图７.

图７　对月定标规划软件总体结构图

首先由用户向数据处理模块输入相关任务参数,并向软件发送定标分析指令.然后软件启动分析流

程,从数据处理模块读取参数,开始进行对月定标时间分析、带像移补偿的定标姿态分析、敏感器可用

性分析,将分析结果写入数据处理模块,并反馈到用户界面.最后用户从可定标时间段中选择对月定标

的中心时刻,软件给出对月定标姿态规划的最终结果.
编制完成的卫星星座在轨联合定标姿轨规划软件的使用界面如下图８所示.

３２　在轨卫星实验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进行了在轨对月成像实验.表１为软件输出的姿态规划结果

与在轨执行结果的对比.卫星下传的图像数据经过地面重采样处理后,得到的在轨对月观测图像如图９所

示.通过此次对月观测工作,获取的月球图像纹理清晰,明暗对比准确,表明载荷成像稳定,卫星姿态

及各分系统功能均正常,验证了对月观测方法的设计合理性.

表１　某卫星在轨对月定标任务规划结果与规划软件输出值的比较

序号 项目 软件计算结果 卫星在轨执行结果 相对误差

１ 对月成像中心时刻 ２０２０/１０/２２５:５８:００ ２０２０/１０/２２５:５８:００

２ 月球与太阳距离 １４８７６７８１８２km １４８７６７８１８km ０

３ 星下点纬度、经度 ６２７２６°S,９３２９３°W ６２７２４°S,９３２９５°W, 纬度误差３E－３％,经度误差２E－３％

４ 月相观测角 １０６２５７° １０６２５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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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 软件计算结果 卫星在轨执行结果 相对误差

５
对月规划姿态

惯性四元数

[０１１８１４９１５　０８２９３７５５８
－０５０６６１９３４　０２０３７４９２８]

[０１１８１６１９２　０８２９３７０８１
－０５０６６１５５７　０２０３７７０６８]

两个矢量的夹角为０,表明

软件规划结果与在轨执行结果一致.

图８　卫星星座在轨联合定标姿轨规划软件界面

图９　对月绝对辐射定标成像复原图像

４　结　论

本文深入研究了微小卫星星座对月定标的成像模式和姿态约束,从卫星对月定标的月相观测角、成

像像移、对月可见性以及敏感器可用性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对月定标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一种对月

定标姿态规划方法,并开发了一套微小卫星星座联合定标成像轨道姿态规划软件.利用在轨卫星完成微

小卫星星座按时序联合对月成像实验,实现了星座在轨快速辐射定标.
后续将继续通过积累在轨数据,建立不同卫星遥感器之间统一的月球辐射基准源库,摸索天基对月

定标图像数据灰度值变化规律,摸索地月距离、月相观测角、成像时机、方位关系对定标、成像图像的

影响,为微小卫星星座高精度在轨快速辐射定标技术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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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AttitudeandOrbitPlanning
TechnologyofCombiningCalibrationforSmall

SatelliteConstellation
FUKai lin,LUChun ling,HUODe cong,LIMing hu,ZHUJun,CONGQiang

DFHSatelliteCo,LTD

　　Abstract　Smallsatelliteconstellationsarelimitedbyweightandvolume,anditisoftenimpossible
toinstallon boardcalibrationdevicesTheon orbitjointcalibrationusesthemoonastheradiation
calibrationreference,andusesthelarge angleattitudemaneuveringcontrolcapabilitiesofthemicro
satellitetomakethemicro satelliteconstellationperformmulti satellitejointcalibrationandimagingon
themoonaccordingtothetimesequenceThroughdifferentattitudemaneuveringstrategies,theimaging
imagesoftheabsoluteandrelativeradiometriccalibrationofthemoonareobtained,andthemulti
satellitefieldlessradiometriccalibrationbasedonthemoonisrealizedThisarticleexplainstheprincipleof
mooncalibrationformicro opticalimagingsatellites,expoundsthe moonimagingattitudeplanning
method,theattitudecontrolstrategycompensatesfortheimageshiftcomponentofmoonimaging,and
setsthestarsensitivityavailability,moonphaseangledifference,etcConstrainedconditions,asetof
micro satellite constellation joint calibration imaging orbit attitude planning softwar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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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Basedonthesoftwaresattitudeandimagingplanningoutputresults,theon orbitimaging
experimentonthemoonwasimplemented,andtherestoredimageofthemoonimagingwasobtainedThe
testresultsshowthatthe microsatelliteconstellationson orbitjointcalibrationattitudeandorbit

planningmethodiscorrect,andtheattitudeplanningresultofthemoonimagingisconsistentwiththe
attituderesultoftheactualexecutionofthemoonimaging

Keywords　SmallSatelliteConstellation;JointLunarCalibration;Attitude;Orbit;Mission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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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轨道卫星技术发展与应用前景初步分析

袁春柱１　张永强２　傅丹膺１　王晓耕１　张　强２　张永贺２　姚　远１　李瀛搏１　陈罗婧１

１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２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

摘　要　超低轨道卫星是一个新兴的卫星应用领域.由于其轨道高度很低,可增强多种载荷的效能,

但也加大了卫星稳定运行的难度.本文介绍了国内外超低轨道卫星发展情况,分析了超低轨道卫星的技

术特点及可能的应用领域,分析了超低轨卫星的关键技术,并对超低轨道卫星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超低轨道卫星;电推进;卫星遥感;地球物理场

０　引　言

超低轨道卫星一般是指运行在轨道高度３００km 以下的卫星[１].在此轨道部署卫星,可大幅缩短载荷

与地面的作用距离,从而提升载荷工作效能,降低卫星研制和发射成本.例如对于可见光载荷,由于与

地球表面的距离相对小,获取相同分辨率图像相机的焦距与口径也基本按比例缩小,因此相机的尺寸、
质量能够小很多.对于微波遥感载荷也类似,功率孔径积随轨道高度的降低而大幅度减小,可有效降低

SAR等天线的功率和电口径.但随着轨道降低,轨道环境受大气层影响越发明显,大气阻力摄动、高浓

度原子氧环境对卫星影响突出,存在构型低阻力设计、轨道维持、原子氧防护等技术难题.

１　国内外超低轨卫星发展

从超低轨卫星发展历程看,超低轨卫星发展主要有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

初发展的返回式卫星,利用超低轨道距离地面较近,相对容易以较小规模光学相机实现较高的图像分辨

率.但受当时推进、电子、能源等技术的限制,难以克服大气阻力,不能在超低轨道长期飞行.例如,

美国发展的 “锁眼”系列卫星,为了实现高分辨率大部分卫星近地点运行在２００km 以下[２３];苏联及俄

罗斯发展的 “琥珀”“蔷薇辉石”等系列返回式卫星,近地点运行在约２００km 轨道高度,最低至１５０km;
我国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也发射了多型多星返回式卫星,例如１９７５年发射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近地点１７５km~２１０km,远地点３２０km~４００km.

第二时段是近十几年来发展的在超低轨道长寿命卫星.此类卫星具备了长期轨道维持能力,能够在

超低轨道长时间高精度运行.到目前为止,已成功的案例有欧空局的 “重力场与稳态洋流探测器”
(GOCE),运行在２４２~２６０km 高度,在轨寿命约５年,实现了１毫伽大范围地球重力场高精度测量[４６],

以及日本的超低轨测试卫星 (SLATS,SuperLowAltitudeTestSatellite),在３００km 以下运行约６个月,

并利用２０kg小型化相机实现了高分辨率,例如在１５５５km 处分辨率达到０４７m[７８].除此之外,英美国

也开展了超低轨道卫星应用研究.

１１　欧空局 “重力场与稳态洋流探测器”

欧空局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发射 “重力场与稳态洋流探测器”(GOCE),用于重力场反演,卫星总重

１２００kg,重力场测量精度８０km×８０km (１毫伽).GOCE卫星的使命轨道为晨昏轨道、倾角为９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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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点地方时为６:００AM 的太阳同步轨道,以获取最大太阳能输入.如图１轨道飞行剖面所示,发射高度

为２８３５km 的相对安全轨道,自由降落到２５９５km 的工作轨道高度,设计寿命２０个月,实际飞行５５
个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１日离轨.其飞行剖面见图１.

图１　GOCE卫星轨道飞行剖面

GOCE卫星采用细长型的八棱柱结构减少大气阻力,卫星长度约４８m,横截面面积约０９３５m２,采

用上下两个对称的固定太阳翼和两个水平平衡尾翼.

图２　GOCE卫星飞行示意图

GOCE卫星采用２台 T５氙气超高精度变推力离子推进器 (２０mN),该推进器采用无拖曳控制 (可提

供微牛级推力分辨率精确可调)补偿卫星轨道上地球大气造成的阻力.既可维持轨道高度,又可将星体

的非保守加速度控制在１０~１２ms－２以下.离子推进器根据重力梯度仪的测量数值进行反馈控制.为了提

高任务的可靠性,２台氙离子推进器轮换工作,每台推力器单次工作时间不少于８天,离子电推进的主要

性能特征为比冲高,可达３０００s,相对于化学推进系统,可大量减少推进剂携带量.

GOCE卫星利用超低轨道可感应到较强的重力场信号,观测量的特性可有效补充重力场信号因高度

上升而产生的衰减,并利用电推进等设备实现无拖曳控制,有效补偿非引力效果.GOCE卫星获取重力

梯度数据以 (１~２)×１０－５ ms－２的精度恢复全球重力异常,大地水准面 (海水静止时形成的等位面)的

精度达到厘米级,重力场谐波至２００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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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GOCE卫星外形尺寸

图４　GOCE卫星的电推进系统

１２　日本SLATS超低轨道技术试验卫星

SuperLowAltitudeTestSatellite (超低轨测试卫星),是日本JAXA 的小型技术验证卫星,轨道高

度１６７４km~２５０km.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发射,其主要目的是了解高密度原子氧对卫星的影响,并验证

利用离子推进系统实施轨道控制的可行性.SLATS卫星设计飞行剖面如图６所示.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SLATS处于远地点２７９５km/近地点２７６km 高度的轨道上,完成轨道转移,开

始进入由离子推力器推进的轨道维持阶段.用SLATS卫星 TLE数据反映出的实际轨道高度衰减及维持

情况,随后轨道维持共分五个阶段,分别约为２７１５km,２５０km,２４０km,２３０km 和２２０km,每个高

度都持续一段时间,SLATS卫星最终轨道维持高度大约１８０km,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进入坠落阶段.
如下图所示,SLATS卫星采用四棱柱细长体构型减少大气阻力,卫星长约２５m (X 方向),宽约

０９m (Y方向)、高约０９m (Z 方向),横截面面积约０８m２,卫星±Y 方向分别安置太阳翼,太阳翼

方向略带向下 (Z 方向)倾角实现气动干扰力矩平衡.

SLATS卫星主要载荷包括离子推进系统、原子氧流量探测器、材料退化监视器、商业小型光学相机.

１)离子推进系统:SLATS卫星使用的离子推力器是在JAXA 的 MELCO 卫星离子电推进系统的

Kiku ８基础上做了适应性修改,推力器推力变化范围１１５~１７mN,工作寿命１６０００小时,具备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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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GOCE卫星的获取的大地水准面及重力异常模型

图６　SLATS卫星轨道飞行剖面

命工作能力.

２)原子氧流量探测器:用于探测原子氧对卫星产生的效应,其核心部件是８台热电石英晶体微量天

平,石英天平分别安装在SLATS卫星的结构体外部和内部,原子氧的密度可以通过聚酰亚胺薄膜的质量

损耗数据反演获得.

３)材料退化监视器:包含材料样品和光学相机,样品包括常规的卫星表面材料和下一代抗原子氧材

料等等,被安置在卫星结构下表面,光学相机用于拍摄样品照片,研究在原子氧作用下材料的退化机制.

４)小型光学相机:用于监视地球表面并验证在空间分辨率方面的优势,由于相机的空间分辨率正比

于轨道高度,在卫星的轨道降低过程中检验空间分辨率提高的效果,卫星携带２０kg,０３m 口径相机,

在１５５５km 处获得了０４７m 的分辨率,可以清晰地看到人行道上的白线,如图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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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SLATS卫星实测轨道数据

图８　SLATS卫星飞行示意图

１３　美国超低轨道卫星方案

美国 “超级地球观测者”公司获得支持研发超低轨道卫星应用,称为 “魔鬼鱼”.此卫星为光学成像

卫星,重约３６０kg,长２４m,卫星运行在２５０km.卫星构型如图１２所示,这种形状有助于减少超低轨

道的空气阻力.“超级地球观测者”公司计划发射３０颗卫星,在超低轨道完成卫星组网,为军队、政府和

民间用户提供高度准确、及时的卫星图像.“魔鬼鱼”的优势之一是超低轨道运行,能够以相当低的价格

在太空组成星座.美国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空军研究实验室看好该项目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 “魔鬼鱼”
可以向美国空军、陆军提供近乎实时的卫星图像,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将卫星成像传输给地面站或移动用

户.一方面,超低轨道缩短了传输延时,另一方面,该公司计划在卫星成像后使用边缘计算方法,把处

理好的成像数据直接传输给军地用户.

１４　国内超低轨道卫星技术

２００５年国内已提出超低轨道光学成像观测系统的概念,基于该设想,开展进行了超低轨道高分辨率

卫星的系统方案研究.在卫星需求论证、顶层分析、数学仿真、系统论证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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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SLATS卫星外形尺寸

图１０　SLATS卫星原子氧流量探测器

图１１　SLATS卫星成像效果

了可行的超低轨道卫星系统方案.近年来,电推进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已能够支撑超低轨道卫星实现长

寿命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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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美国 “魔鬼鱼”卫星

２　超低轨卫星的特点分析及应用设想

２１　超低轨卫星应用特点分析

(１)有利于提高探测精度

超低轨道卫星由于运行轨道低,因此在提高对地观测分辨率、地球近地轨道物理场测量精度和电磁

信号探测灵敏度方面,相比常规低轨卫星具有显著的优势.
(２)有利于小型化、低成本

相同载荷,降低轨道后,可提高成像分辨率和综合观测能力,反之,可以实现载荷的小型化、轻型

化.轨道高度低,所需发射能量小,在给定的火箭发射运载能力下,入轨质量可以更大,有利于实现

“一箭多星”发射.这也意味着,相同成本,可增加更多的卫星.
(３)有利于卫星组网

卫星的小型化、低成本、一箭多星发射,有利于实现多星组网,从而大大提高目标的重访能力.
(４)有利于地面运控设备小型化、便捷化

超低轨道也将极大地改善卫星与地面通信的链路预算,潜在地允许在大小或复杂性上减少地面段接

收器的大小,以达到相同的下行速率.这将导致地面部分的构建和运营成本节省.
当然,超低轨卫星也有一些局限性.卫星飞行轨道降低,受大气阻力的影响明显,需要长期轨道维

持,必须携带高效能的推进系统;原子氧密度大,卫星在高密度的原子氧环境中飞行需要采用抗原子氧

的防护材料;飞行轨道低,对遥感而言卫星观测幅宽受限,难以大幅宽;卫星姿态控制与能源获取方面

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卫星采用低阻力构型,有效载荷需做适应性设计.

２２　超低轨卫星应用设想

(１)小型化超高分光学遥感应用

超低轨道卫星因为飞行高度距离地表近,可以用低成本小型化的相机实现高分辨率对地成像.例如

２５０km 轨道与５００km 轨道的卫星相比,光学口径可降低１/２、焦距可降低１/２、相机体积和重量至少可

降低到１/４,整星规模可同比下降.
(２)微波与电子侦察应用

超低轨道卫星因为飞行高度距离地表近,可以用低成本小功率的合成孔径雷达 (SAR)实现高轨道

高功率SAR成像同样的观测效果.SAR 发射功率随轨高度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９].随着轨道的降低,

SAR系统的灵敏度和辐射分辨率有明显提升,可以发现弱小目标,实现背景精细化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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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地球物理场探测应用

通过降低轨道,卫星可获得地球物理场信号增强,例如,重力信号越强烈越有利于卫星探测,从而

提供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的全球重力场和大地水准面模型.高精度的重力场数据和高精度的大地水准面可

支持间接瞄准武器的高精度瞄准、远程导弹的高精度命中.
(４)电离层测量应用

降低轨道有利于电离层高灵敏电磁探测,来自地球的电磁信号才有足够的强度被卫星观测到,在一

般的太阳活动水平下,电离层的最大电子密度层高度是２５０~３５０km.
(５)拓展性应用

由于轨道高度介于传统的空与天之间,超低轨道航天器弥补了空天一体化中的一个空白,可以承担

一些拓展性任务,如空天目标检测、超短时延中继通信等方面.

３　超低轨卫星关键技术

３１　长期轨道维持技术

高性能的轨道维持技术是超低轨长寿命飞行的基础.超低轨卫星在诸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长

期以来超低轨卫星并没有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电推进技术尚不成熟.卫星要在超低轨道长期运行,必

须具有轨道维持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冲量,这就需要推进系统具有 “大总冲、长寿命”的特点.这两

个特点要求卫星低阻力飞行,飞行器要小型化,推进效率要高,也即比冲高.传统化学推进推力大比冲

小,燃料消耗大、卫星规模大,卫星规模大又导致飞行阻力大,使卫星难以小型化、长寿命.电推进系

统推力小比冲高,燃料消耗小,可支持卫星的小型化发展,同时电推进系统推力受流量、电场、磁场等

参数控制,可以实现推力的调节,能够支持卫星无拖曳飞行,从而满足重力测量等特殊应用场景[１０１２].
已经过在轨验证的相对成熟的离子电推力器和霍尔电推力器比较,离子电推力器工作寿命较长,比

冲较高,但其推功比较小;霍尔电推力器推功比较大,但寿命较短,比冲较低.两种推力器各有特点,
可适用于不同的任务需求.所以在明确任务需求的前提下,综合权衡电推进系统的 “总冲、比冲、推力

范围、功耗、干湿比、推力分辨率、推力调节范围”等参数,以适应卫星在 “飞行寿命、飞行高度、飞

行精度、整星重量、整星功耗、整星规模”等方面的综合需求.

３２　气动低阻构型技术

卫星低阻力构型是确保卫星在超低轨道长期飞行的有效技术途径.２００多km 高度上的大气密度是

７００km 高度的约千倍,大气对卫星产生的阻力已严重影响卫星的轨道维持,所以设计低阻力卫星构型是

一个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关键点之一是阻力分析技术.按照稀薄大气动力学理论[１３],一般在１００km 高

度以上大气分子的自由行程已与卫星尺寸在相近的量级,在飞行体表面已不足以产生流体运动,所以卫

星阻力分析与构型应基于稀薄大气动力学理论进行设计.
超低轨道卫星构型设计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最小迎风面积,达到卫星受阻力影响最小化的目的.

美国和俄罗斯的早期超低轨道卫星没有采用低阻力构型和电推进系统,为克服稀薄大气产生的影响,依

赖的是携带大量的化学推进剂,因此,这些卫星只能采用更容易维轨的椭圆轨道,或者是实施短期飞行,
大部分时间内丧失了利用超低轨道优势的机会.GOCE卫星和SLATS卫星均采用了最小迎风面的构型设

计和离子电推进系统,以适应全轨道的超低轨道飞行.
在稀薄大气动力学理论分析下,卫星迎风面积大小决定了所受阻力的大小,所以卫星一般应设计为

细长的构型.在卫星细长构型的原则下需对平台一体化进行优化设计[１４].

３３　原子氧防护技术

超低轨道空间环境区别于更高轨道的特点是原子氧浓度高[１５].２００km 高度原子氧年平均积分通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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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km 高度的约３０倍.日本SLATS卫星专门携带了进行原子氧侵蚀试验的装置,进行在轨试验.在超

低轨道卫星设计中应特别关注原子氧防护问题.

４　展　望

在应用上,重点发展超低轨卫星在超高分辨率遥感、地球物理场测量领域的应用,并推动超低轨卫

星在通信、导航、测绘、空天目标监测等方面的应用.
在技术上,重点开发基于电推进的长寿命高可靠超低轨卫星平台,并大力发展适应超低轨卫星低阻

构型的有效载荷,如小型化高分或超高分相机、低功耗SAR及用于地球重力场测量的重力梯度仪等载荷.
从概念上讲,吸气式无质损电推进系统是最适宜超低轨道卫星维轨需求.吸气式电推进基本原理是

在轨收集大气作为工质,通过电离后喷出产生推力[１６１７].其优势是卫星可以不携带维轨所需的推进剂.
这将大大减少卫星质量,提高卫星效能.但这项技术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国际上仅进行过地面原理性

试验,其性能指标尚不能满足卫星维轨需求.
超低轨道卫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随着平台、载荷和推进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扩大超低轨道卫星

的优势,开发出更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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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环境对电磁阀控制影响的研究

赵　展　尚逸帆　王仲远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电磁阀作为航天器动力系统的重要控制组件之一,在航天其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本文

分析了磁场对电磁阀的影响机理和不同方向磁场对电磁阀控制的影响程度.构建磁场试验环境,测试常

用电磁阀在不同量级不同方向的磁场下的响应结果,得出常用电磁阀在不同磁场下正常工作的磁场阈值,
为电磁阀在磁场环境下的防护和设备产品的安装布局提供依据.

关键词　电磁阀;磁场环境;电磁防护

０　引　言

随着电子产品集成度越来越高,航天器所处的电磁环境亦更加复杂.推进系统的电磁阀和自锁阀作

为航天器常见的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的控制组件,具有气液路开关控制和对发动机的开关控制功能,其

控制的准确性对航天器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电磁阀和自锁阀内部存在工作所需的磁路及相应的导磁材

料,因此其抗电磁干扰能力对航天器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２].一旦电磁阀或自锁阀在外部磁场环

境的干扰下功能部分或全部失效,导致动作失败或极性错误,对于航天器的姿态控制和轨道控制将构成

重大威胁.
本文选择以FMD１２０ １为代表的电磁阀和FMZ５０F１ ４的自锁阀,首先从原理上分析磁场环境对电

磁阀和自锁阀的影响,然后构建试验环境,验证在不同量级和不同方向下的磁场环境下,电磁阀和自锁

阀的具体使用效果,得到电磁阀和自锁阀在磁场环境下正常工作阈值.

图１　电磁阀原理示意图

１　电磁阀工作原理

电磁阀是一种用电磁控制的工业设备,在工业机控制和工业阀门中特别常见,可以对介质的方向、

３６３



流量、速度及其他参数进行控制,从而达到对阀门开关的控制.电磁阀可以配合不同的电路来实现预期

的控制,而且还能够保证控制的精度和灵活性.
工作原理:常闭型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敞开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

力消失,弹簧把敞开件压在阀座上,阀门敞开.(常开型与此相反)

图２　电磁阀通断电状态

２　磁场环境对电磁阀的影响

当电磁线圈中没有电流通过,则无磁场存在,电枢不受磁力作用但受弹簧向下压力.活塞中心杆是

和电枢接在一起的,因此中心杆受向下推力,活塞锥即套进锥座,此时进口到出口之间的通路即被阻断.
当线圈中有电流通过时,产生磁场,磁场给电枢向上推力,且磁力大于弹簧阻力,电枢克服弹簧下推的

力量,中心杆和活塞锥离开锥座,此时进口到出口通路打开.

图３　电磁阀结构示意图

当强磁场产生的感应强度Bi垂直于与电磁阀电磁线圈产生的磁感应强度Bj ,两者磁感应强度分量处

于正交关系,强磁场产生的感应强度Bi 垂直于电磁阀自身产生的磁感应强度Bj ,而B 为矢量 (B＝i×
Bi＋j×Bj ),其在相互正交坐标系下的各分量是相对独立的,产品转换电压及保持力不受外磁场影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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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分析,强磁场对继电器转换电压无影响.且在接触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基于公式

φ＝B×S (１)
可知,作用力保持不变,动作时间不变.同理,当强磁场产生的感应强度Bi 与电磁阀电磁线圈产生

的磁感应强度Bj 在同一水平面时,两者磁感应强度分量处于叠加或抵消的关系,产品转换电压及保持力

受外磁场影响很大.可知,强磁场产生的感应强度Bi 在该方向分量与电磁阀电磁线圈产生的磁感应强度

Bj 同向时,作用力增大,动作响应时间减小;强磁场产生的感应强度Bi 在该方向分量与电磁阀电磁线圈

产生的磁感应强度Bj 反向时,作用力减小,动作响应时间增大.

３　测试分析

３１　测试产品

参与本次试验的产品主要有电磁阀、自锁阀、高压压力传感器,产品配套及状态见表１所示.

表１　参加试验的组件和设备配套情况

序号 名称 产品型号

１ ２５N发动机电磁阀 FMD１２０ １

２ 自锁阀 FMZ５０F１ ４

３ 配气台 /

４ 氦气质谱检漏仪 /

５ 电测试设备 /

３２　试验状态

本次磁场环境为直径约１m 圆筒形线圈,通过调节电流大小控制磁场强度.组件和测试设备的安放状

态如图所示.

图４　试验状态示意图

３３　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如下[４~６]:

１)FMD１２０ １电磁阀测试项目包括:动作裕度、空载和负载下 (２０ MPa)的响应特性、内漏

(２０MPa氦检).FMD１２０ １指标要求开启响应时间不大于１０ms,关闭响应时间不大于２０ms;

２)FMZ５０F１ ４自锁阀测试项目包括:空载下动作试验、空载的响应特性.FMZ５０F１ ４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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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响应时间和关闭响应时间均不大于５０ms;

３)在测试过程中,组件的放置方向共有三种状态:组件进出口与磁场 N S方向夹角０°、１８０°、９０°,
每种放置方向均进行了上述测试.

３４　测试结果

(１)电磁阀 (FMD１２０ １)
表２~表７为电磁阀FMD１２０ １分别在三个放置方向时的磁场环境测试数据.
从表２、表３数据可以看出,磁场强度增加的过程中,阀门的开启响应时间逐渐增大,关闭响应时间

逐渐减小;当磁场强度大于２４０Gs时,开启响应时间将大于１０ms,不满足指标小于等于１０ms的要求;
磁场强度达到３００Gs时,空载时阀门开启时间为１９２ms,开启电流比为０９７,而负载２MPa时通电打

开无响应;同时负载２MPa时的漏率随磁场强度增加而变大;空载开启电压裕度从９１V增加到２４６V,
负载开启电压裕度从１２６V增加到３４V.

表２　FMD１２０ １电磁阀测试数据 (０°方向,空载)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动作裕度/V

０ ４５ ８４ ０４２ ０１６ ９１

４９４ ４８ ７４ ０４５ ０１８ １０

１０４５ ５４ ６１ ０４９ ０２１ １０９

１５２３ ５７ ３６ ０６ ０３１ １３２

２００ ７４ ３９ ０７１ ０３６ １６７

２３９ ９ ３１ ０７９ ０４３ １９２

３００ １９２ ３２ ０９７ ０４６ ２４６

表３　FMD１２０ １电磁阀测试数据 (０°方向,负载２０MPa)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动作裕度/V 氦检/pam３/s

０ ６ ７２ ０５１ ０１８ １２６ １１×１０－９

４９４ ６１ ６７ ０５４ ０２ １２ /

１０４５ ６６ ５７ ０６２ ０２３ １６４ /

１５２３ ７９ ４３２ ０７２ ０３ １９２ /

２００ ９４ ３３ ０８２ ０４１ ２３６ ２３×１０－９

２３９ １３２ ３１ ０９１ ０４４ ２６６

３００ — — — — ３４ ３×１０－８

从表４、表５数据可以看出,当电磁阀旋转１８０°放置后,磁场强度增加的过程中,阀门的开启响应时

间逐渐减小,关闭响应时间逐渐增大;在２９８８Gs时,阀门维持打开状态无法关闭.

表４　FMD１２０ １电磁阀测试数据 (１８０°方向,空载)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动作裕度/V

４９２ ４４ ８７ ０４２ ０１６ ９３

９７８ ４２ ９２ ０４１ ０１５ ９

２００ ３８ ９７ ０４ ０１２ ８３

２６２２ ２９ １５２ ０３６ ００４ ６９

２９８８ 断电阀门没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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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FMD１２０ １电磁阀测试数据 (１８０°方向,负载２０MPa)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动作裕度/V 氦检/pam３/s

４９２ ５５ ７５ ０４８ ０１７ １１７ １９×１０－９

９７８ ５６ ８１ ０４７ ０１６ １０７ ２９×１０－９

２００ ５１ ９ ０４４ ０１３ １０５ １２×１０－９

２６２２ ４ １１５ ０４３ ００７ ８６ ３２×１０－８

２９８８ 断电阀门没动作 ７３ ２８×１０－９

从表６、表７数据可以看出,当电磁阀与环境磁场方向成９０°放置时,环境磁场对电磁阀的开关响应

时间无明显影响.

表６　FMD１２０ １电磁阀测试数据 (９０°方向,空载)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动作裕度/V

４９８ ４６ ８３ ０４２ ０１６ ９７

１０１ ４５ ８６ ０４３ ０１６ ９９

２０１ ４４ ８３ ０４３ ０１７ ９１

３００ ４６ ８３ ０４４ ０１７ ９７

表７　FMD１２０ １电磁阀测试数据 (９０°方向,负载２０MPa)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动作裕度/V 氦检/pam３/s

４９８ ５８ ７５ ０４９ ０１８ １２２ /

１０１ ５７ ７４ ０５ ０１８ １２３ /

２０１ ５６ ６８ ０５ ０２ １１６ /

３００ ５９ ７５ ０５１ ０１８ １１９ /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当环境磁场方向与电磁阀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时,将产生抵消效应,造成

电磁阀线圈产生的吸力减弱,最终随环境磁场的增强而打不开;而当环境磁场方向与电磁阀线圈产生的

磁场方向相同时,将产生增强效应,造成电磁阀线圈产生的吸力增加,最终随环境磁场的增强而关不上.
(２)自锁阀 (FMZ５０F１ ４)
表８~表１０为自锁阀FMZ５０F１ ４在磁场环境中,三个方向放置时测得的空载响应数据.
从８表中可以看到,磁场强度增加的过程中,自锁阀FMZ５０F１ ４的开启响应时间逐渐减小,关闭

响应时间逐渐增大;当磁场环境达到３００Gs时,空载时阀门关闭时间为２７６ms,关闭电流比为０９８,
磁场处于关不上的临界点.

表８　FMZ５０１ ４自锁阀测试数据 (０°方向)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０ ７ １２２ ０７５ ０８６

２００ ５９ １４７ ０７ ０９

３００ ３９ ２７６ ０６ ０９８

从表９数据可以看出,当自锁阀FMZ５０F１ ４旋转１８０°放置后,磁场强度增加的过程中,阀门的开

启响应时间逐渐增大,关闭响应时间逐渐减小;在２９８８Gs时,阀门开启时间达到２１５ms,开启电流比

０９９,磁场处于打不开的临界点.

表９　FMZ５０１ ４自锁阀测试数据 (１８０°方向)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４９２ ７５ １２５ ０７７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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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９７７ ７７ １１１ ０７７ ０８４

２００ ８９ １０４ ０８２ ０８３

２４０ １０６ ７９ ０８９ ０８２

２５９２ １２３ ６１ ０９３ ０７９

２７９１ １６７ ５３ ０９８ ０７８

２９８８ ２１５ ３６ ０９９ ０７６

从表１０数据可以看出,当阀门与环境磁场方向成９０°放置时,环境磁场对电磁阀的开关响应时间无明

显影响.

表１０　FMZ５０１ ４自锁阀测试数据 (９０°方向)

磁场强度/Gs 开启时间/ms 关闭时间/ms 开启电流比 关闭电流比

４９８ ７１ １２５ ０７４ ０８５

１０１ ７２ １２８ ０７４ ０８６

２０１ ７１ １２５ ０７４ ０８６

２９９７ ７１ １２２ ０７５ ０８５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当环境磁场方向与自锁阀FMZ５０F１ ４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时,将产生抵

消效应,造成自锁阀线圈产生的吸力减弱,最终随环境磁场的增强而打不开;而当环境磁场方向与自锁

阀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同时,将产生增强效应,造成自锁阀线圈产生的吸力增加,最终随环境磁场的

增强而关不上.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对电磁阀门的动作原理研究,分析了磁场对电磁阀和自锁阀影响机理.通过理论分析及实

验测试验证了电磁阀和自锁阀在外界磁场下的影响,并通过试验得出电磁阀正常工作的磁场强度阈值,
为后续电磁阀门的电磁防护及设备的安装布局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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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时差无源定位系统的构型与星间基线研究

曾　巍　朱　楠　安金坤　方　峰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卫星应用总体部

摘　要　为优化四星时差无源定位系统的效能,文章推导了常规的一颗星与另外三颗星分别构成基

线的单节点型星间基线误差模型,还增加了对四颗星依次相连构成基线的三节点型星间基线误差模型的

推导.文章提出以四星同时接收目标辐射信号为仿真条件,分析了四星时差定位系统的构型、星间基线

及轨道高度对定位精度影响.定位误差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四星构型对定位精度影响最大.仿真结果表明

四星构型的地面投影面积不是影响定位精度的决定因素.Y 字形和常规四边形构型是在不同星间基线类

型下才能达到最优的定位效果.在 Y字形和平行四边形构型下提高轨道高度有利于扩大满足定位精度要

求的覆盖范围.在四星轨道设计中应避免出现正方形和长方形的构型.研究为工程研制提出了一些有意

义的建议.
关键词　无源定位;达到时间差;星间基线;单节点;三节点

０　引　言

无源定位由于其潜在的应用价值而备受关注和研究.天基无源定位系统又因其全球探测和全天时的

特点备受青睐.天基无源定位除对地面、海面目标探测外,空中目标的探测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天基无源定位系统主要采用单星测向定位体制[１３]、双星测时差测频差定位体制[４]、以及多星测时差

定位体制[５].单星、双星以及三星时差定位体制主要是应用于对地面 (或海面)目标的定位,而对空中目

标的定位则需要目标高程的先验信息.四星时差定位系统则不需要目标的高程约束,能直接对空中目标

定位,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本文以优化四星时差定位为目标,针对不同星间基线,分析了常规的一星对三星的单节点型星间基

线模型[５、６８],和新增加的星间基线首尾相连的三节点型星间基线模型.以空中目标的辐射信号接收为仿

真约束条件,分析和仿真了卫星构型、星间基线和轨道高度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１　四星时差定位模型

四星时差定位是由四颗卫星构成的三条独立的星间基线,每一条星间基线构成了一个双叶双曲面,
三条曲面相交得到目标的三维位置[５、９].四星位置分别为卫星１(x１,y１,z１)、卫星２、(x２,y２,z２)、
卫星３(x３,y３,z３)、(x４,y４,z４),目标位置T 为 (x,y,z).如图１所示.

目标到卫星的距离如下

ri＝ (x－xi)２＋(y－yi)２＋(z－zi)２ 　 (１)
其中,i＝１,２,３,４.

测量得到的目标到任一两颗星的时差为Δtmn ,m、n 分别表示不同卫星.采用单节点型星间基线的四

星时差定位方程式 (２),其中c为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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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四星时差定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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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三节点型星间基线的四星时差定位方程如式 (３)所示.

r２－r１＝cΔt２１

r３－r２＝cΔt３２

r４－r３＝cΔt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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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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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四星星间基线的定位误差模型

四星时差定位误差主要由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引起,卫星的构型、星间基线、轨道高度是主要的影

响因素.系统误差可以考虑类似于三星时差的标校手段进行消除[９].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四星时差定位的

随机误差影响,包括卫星定位误差和时差测量误差.
用定位精度的几何稀释 GDOP (GeometricDilutionofPrecision)来描述定位误差的三维几何分布,

如式 (４)

GDOP＝ σ２
x ＋σ２

y ＋σ２
z (４)

其中,σx、σy、σz 分别表示x,y,z三个方向上的定位均方差.
四星时差定位分为单节点型星间基线和三节点型星间基线.单节点型星间基线的时差测量误差为

d(Δt１２)、d(Δt１３)、d(Δt１４),三节点型星间基线的时差测量误差为d(Δt１２)、d(Δt２３)、d(Δt３４).卫星

定位误差则为dxi、dyi、dzi,i＝１,２,３,４,目标的定位误差为dx、dy、dz.按照文献 [１０]的误

差分析方法,在直角坐标系下,对式 (２)在目标点 (x,y,z)处微分,可得

x－xm

rm
dx－dxm( ) ＋

y－ym

rm
dy－dym( ) ＋

z－zm

rm
dz－dzm( ) －

x－xn

rn
dx－dxn( ) －

y－yn

rn
dy－dyn( ) －

z－zn

rn
dz－dzn( ) ＝dcΔtmn( )

　 (４)

采用单节点型星间基线的四星定位误差模型在式 (４)中,m 取２,３,４,n 取１,整理得

dT＝Cdu＋H１ds１＋H１ds２＋H３ds３＋H４ds４ (５)
其中,

gsi＝
s－si

ri
s＝x,y,z;i＝１,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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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x２－gx１ gy２－gy１ gz２－gz１

gx３－gx１ gy３－gy１ gz３－gz１

gx４－gx１ gy４－gy１ gz４－gz１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６)

H１＝
gx１ gy１ gz１

gx１ gy１ gz１

gx１ gy１ gz１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７)

H２＝
－gx２ －gy２ －gz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８)

H３＝

０ ０ ０
－gx３ －gy３ －gz３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９)

H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gx４ －gy４ －gz４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１０)

dT＝

cd(Δt１２)

cd(Δt１３)

cd(Δt１４)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１)

另外,设du＝
dx
dy
dz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dsi＝

dxi

dyi

dzi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可推出,

du＝C－１(dT－H１ds１－H２ds２－H３ds３－H４ds４) (１２)

假设各卫星位置误差之间互不相关,与时差测量不相关,并且卫星位置误差各元素之间及各卫星位

置误差之间互不相关.同时四星时差定位的各项误差因素相互独立,其各项误差的协方差数学期望值为

０,可得到卫星定位误差和时差测量误差引起的定位误差,表示为

Pdu ＝E[duduT]＝C－１(RT ＋H１Rs１HT
１ ＋H２Rs２HT

２ ＋
H３Rs３HT

３ ＋H４Rs４HT
４)(C－１)T (１３)

其中,时差测量误差的方差为

E[d２(Δtmn)]＝σ２
Δtmn ,m＝２,３,４,n ＝１ (１４)

时差测量协方差矩阵为

RT ＝c２E[dTdTT]＝c２
σΔt１２

２ ０ ０

０ σΔt１３
２ ０

０ ０ σΔt１４
２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５)

卫星测量误差在x,y,z三个方向相等,其方差为σ２
xi/３＝σ２

yi/３＝σ２
zi/３＝σ２

si ,i＝１,２,３,４.
卫星的位置误差协方差矩阵为

Rsi＝E[dsidsT
i ]＝

σ２
xi ０ ０

０ σ２
yi ０

０ ０ σ２
zi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其中,i＝１,２,３,４;
采用单节点型星间基线的四星时差定位GDOP 为

GDOP＝ traceE[dud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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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节点型星间基线的误差分析与单节点型星间基线的误差分析相同,只需将式 (４)中卫星序号

m 取２,３,４,n取m－１即可.对式 (１３)的矩阵C、H１、H２、H３、H４、dT 进行替换,替换结果如式

(１６)~式 (２１)所示.

C＝
gx２－gx１ gy２－gy１ gz２－gz１

gx３－gx２ gy３－gy２ gz３－gz２

gx４－gx３ gy４－gy３ gz４－gz３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６)

H１＝
gx１ gy１ gz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１７)

H２＝
－gx２ －gy２ －gz２

gx２ gy２ gz２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８)

H３＝

０ ０ ０
－gx３ －gy３ －gz３

gx３ gy３ gz３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９)

H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gx４ －gy４ －gz４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２ ０)

dT＝

cd(Δt１２)

cd(Δt２３)

cd(Δt３４)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２ １)

从式 (１３)可以看出,矩阵C 的逆矩阵可写为

C－１ ＝
C∗

C
,C∗ 为C的代数余子式,|C|为C的行列式.当矩阵C 的行列式为０或者接近０时,C－１

所引入的误差系数 C －１ 将急剧增加,进而引起定位误差恶化,甚至无法定位.无论单节点型星间基线

误差模型,还是三节点型星间基线误差模型,其式 (６)与式 (１６)的矩阵是可通过初等行列式变换转换

的,即两种星间基线误差模型的|C |是相等.四星的构型决定|C |的值,进而影响四星时差定位

误差.
而星间基线主要影响矩阵C∗ 和 H１、H２、H３、H４ .这些参数在矩阵计算过程中均为线性计算,

故数值变化影响很小.因此,在四星时差定位精度中四星构型影响最大,星间基线影响次之.

３　仿真校验

３１　仿真条件

四星时差定位必要条件是四星同时接收到目标的辐射信号,所以目标辐射源的波束宽度和功率是主

要的仿真约束条件.目标辐射源的波束宽度主要限制卫星的构型和星间基线,目标辐射源的功率主要影

响卫星的高度.基于四星卫星轨道构型便于维持的情况,假设四星在同一轨道高度.在此前提下,将构

型、星间基线、辐射目标辐射的波束宽度和功率作为定位精度仿真的条件.假设卫星的定位精度为５米,
时差测量精度为２０纳秒,目标飞行高度为１０km,目标辐射源的波束宽度为２０度.从图２中,可以看出

当目标在星下点方向时,满足同时接收辐射源信号的四星卫星构型的星间基线最短,故以目标辐射源波

束指向＋Z 方向形成的圆面内构建四星构型.为比较不同构型和星间基线条件下的定位精度,以优于设

定的定位精度的覆盖面积在图１直角坐标系XOY 平面上的投影面积和最优定位精度作为比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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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目标辐射源波束示意图

３２　构型和星间基线

由于在同一轨道高度的情况下,目标辐射源的辐射波束越宽,四星构型的星间基线越长,定位精度

越好[７、８].故本文将在同一高度下,同一辐射源波束宽度下,比较不同构型和星间基线的定位精度.为发

挥星间基线,尽量将卫星布局在圆面的边缘.
以常见的 Y型、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方形作为构型,如图３所示.选取轨道高度为５００km,各

构型分布位置见表１.

图３　四星构型示意图

表１　卫星构型布局位置

类型
卫星１位置

(千米/km)
卫星２位置(千米/km) 卫星３位置(千米/km) 卫星４位置(千米/km)

Y型 [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７８００] [－７５４８,４３５８,６８７７４５] [０００,－８７１６,６８７７４５] [７５４８,４３５８,６８７７４５]

正方形 [－６１６３,－６１６３,６８７７４５] [－６１６３,６１６３,６８７７４５] [６１６３,６１６３,６８７７４５] [６１６３,－６１６３,６８７７４５]

长方形 [－８１９０,－２９８１,６８７７４５] －８１９０,２９８１,６８７７４５] [８１９０,２９８１,６８７７４５] [８１９０,－２９８１,６８７７４５]

平行四边形 [－６１６３,－６１６３,６８７７４５] [－４９３０,４９３０,６８７７６５] [６１６３,６１６３,６８７７４５] [４９３０,－４９３０,６８７７６５]

基于四星构型的不同星间基线类型进行仿真,具体四星构型与星间基线类型如图４所示.
仿真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星间基线定位结果

星间基线序号 最小定位误差(千米/km)
定位精度小于３km

的投影面积(千米２/km２)
定位精度小于５km 的投影面积(千米２/km２)

１ ０３１３ ３５１７×１０５ ６００３×１０５

２ ０４８１ ２１９１×１０５ ３８１９×１０５

３ ０５３０ １９５８×１０５ ３４４０×１０５

４ ０３８５ ２８０９×１０５ ４８３５×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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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星间基线序号 最小定位误差(千米/km)
定位精度小于３km

的投影面积(千米２/km２)
定位精度小于５km 的投影面积(千米２/km２)

５ １６２９ １５４０×１０５ ３７２９×１０５

６ １３９８ ２０７５×１０５ ４５７６×１０５

７ ２１８２ ６９６×１０５ ２３９６×１０５

８ １４３８ ２０７３×１０５ ４５７７×１０５

９ ２５４０ ３０７×１０５ １７８２×１０５

１０ ２２０７ ６６３×１０５ ２３４８×１０５

１１ ３４１７ ０００ ８９０×１０５

１２ ２２３６ ６６２×１０５ ２３４６×１０５

１３ ３３８１ ０００ ８８８×１０５

１４ ２１５７ ６６２×１０５ ２３４３×１０５

１５ １０１４ １５２６×１０５ ３００９×１０５

１６ １０００ １５２７×１０５ ３００９×１０５

１７ ０８６０ １８４７×１０５ ３７２７×１０５

１８ ０８６０ １８４７×１０５ ３７２７×１０５

１９ ０８７７ １８４３×１０５ ３７２２×１０５

２０ ０８７７ １８４３×１０５ ３７２２×１０５

２１ １３３５ １０１３×１０５ ２０４７×１０５

２２ １３３５ １０１３×１０５ ２０４７×１０５

图４　四星构型与星间基线示意图

分析表２的结果,可知四星构型对定位精度效果是 Y字形最好,平行四边形次之,正方形其次,长

方形最差.在同等仿真条件下,Y字形的投影面积明显小于正方形,但定位精度却优于正方形的定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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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此,与三星时差的定位精度效果不同[１０],四星构型的投影面积不是定位精度的决定因素.
在定位精度最优化的目标下,星间基线类型的选择因四星构型的不同而不同.针对 Y 字形的构型,

选择单节点型星间基线为定位精度最优.而针对正方形、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等四边形构型,星间基线

发生不交叉的三节点型星间基线的定位精度最优.
典型的定位精度分布包括了 Y字形 (图４中的１)、正方形 (图４中的８)、长方形 (图４中的１０)和

平行四边形 (图４中的１７),其分布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典型星间基线定位精度分布示意图

从图５可知,以正方形、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为代表的四边形构型的定位分布存在不可定位区域.而

Y字形的构型的定位分布则没有不可定位区域.

３３　轨道高度

目标辐射源的辐射信号被四星同时接收,要求四星必须在辐射源的波束内.在满足波束宽度的同时,
提高轨道的高度将影响星间基线的长度,进而影响四星时差的定位精度.而卫星轨道升高导致的目标辐

射到卫星的信号功率下降,可通过提高卫星接收天线的增益来补偿.因此,在仿真四星轨道高度对定位

的影响时,假设卫星在任何高度均能接收到目标辐射的信号.
选取图４中的１、８、１０、１７的四星构型与星间基线类型进行定位精度仿真,分别对应 Y字形构型、

正方形构型、长方形构型、平行四边形构型.最优定位精度和设定定位精度的投影面积随卫星轨道高度

的变化关系如图６所示.
在图６中,Y字形构型和平行四边形构型的定位区域中优于３km 定位精度的投影面积分别从轨道高

度为１５００km 和２０００km 时已超出仿真统计的最大投影面积.但不影响对定位精度随轨道高度单调增加

的趋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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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轨道高度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通过比较图６,可知随着轨道的升高,Y字形和平行四边形构型定位区域中优于３km 定位精度的投

影面积随之增加,而最优定位精度基本不变.对于正方形和长方形构型来说,最优定位精度却随着轨道

高度的升高而迅速恶化,其优于３km 定位精度的投影面积会先升高再降低.

４　结　论

为优化四星时差定位效能,提出了以目标信号辐射源的波束宽度为仿真限制条件,仿真比较了四星

构型、星间基线、轨道高度对定位精度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 Y 字形构型的定位精度最优,平行四边构

型的定位精度其次,且在保证目标辐射信号能同时被四星接收的情况下,提高卫星轨道高度有利于扩大

满足定位精度要求的覆盖范围.在最优定位精度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在升高轨道高度时适当减小对目

标辐射波束宽度的要求,以提高对目标的截获概率.不能以四星构型的投影面积来判断定位精度效果的

优劣,四星构型的投影面积比较只能在同一类构型下进行.最优的星间基线类型取决于卫星构型,Y 字

形的构型采用单节点型星间基线,四边形构型采用星间基线不发生交叉的三节点型星间基线.

在卫星构型的轨道设计中,要避免出现矩形构型,否则会导致定位精度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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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theefficiencyoftheTDOA (TimeDifferenceofArrival)passive
locationsystemwithfoursatellites,thispaperdeducestheerrormodelsThemodelsincludethesingle
nodeinner satellitebaselinetypeandthetri nodeinner satellitebaselinetypeThesingle nodeinner
satellitetypeisclassic,whichisonesatellitelinkstheeachothersatellitesThetri nodeinner satellite
typeisdifferentfromthesingle nodeone,whichisthatfoursatelliteslinkseachotherwithoneby
oneThesimulationconditionisproposed,whichisthefoursatellitescanreceivetheradiatorssignal
simultaneouslyWiththecondition,thefactorsoftheinfluenceonthelocationaccuracyareanalyzed,

whichareconstellationconfiguration,inner satellitebaselineand orbitaltitudeTheconstellation
configurationhasthegreatesteffectonthelocationaccuracyThesimulationindicatesthattheprojectarea
ofthefoursatellitesisnotthemostimportantfactorofthefoursatellitelocationsystemThefoursatellite
locationsystemswiththeYformandtheclassicquadranglegetthebestlocationeffectbydifferentinner
satellitebaselinetypesThelocationareaofthedemandlocationaccuracyisenlargedbyincreasingthe
orbitaltitudeofthelocationsystemwithYandparallelogramconstellationconfigurationDuringtheorbit
design,itisdemandtoavoidthefoursatelliteformstherectangleThesignificantsuggestionforthe
engineeringisprovided

Keywords　Passivelocation;TDOA;inner satellite;single node;tri node

８７３



中继卫星S频段多址与单址前向
链路信号兼容性传输仿真分析

运朝青　孙　洁　郑　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２０３９部队

摘　要　为了深入研究中继卫星系统S频段多址信号与S频段单址信号同时在轨提供服务时对用户

航天器接收性能的影响,并定量仿真分析用户航天器受干扰信号影响时的误码性能下降情况,本文基于

典型的中继卫星系统及其前向链路信号建立了仿真模型,并分别从编码调试方式、频带重叠程度两个方

面对误码性能恶化情况进行了理论仿真和对比分析.本文的仿真结果对实际中继卫星S频段多址信号、S
频段单址信号同时在轨应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 (TDRS);S频段多址 (SMA);S频段单址 (SSA);前向链路;兼

容性

０　引　言

中继卫星系统是各航天大国重点发展的装备之一,是构建空间信息网络的枢纽,是航天测控网发展

的必然趋势[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国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系统 (TDRSS)建成后,美军通过使用中

继卫星系统具备了实时获取战场态势的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战场情报的搜集、分析与判决,并能

够及时将战场态势和作战指令发送到前方作战单元,实现了真正意义的空天地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２３].

我国中继卫星系统随着天链一号０３星的成功部署,自２０１２年开始实现了全球组网运行,大大提高了

对中低轨道卫星的通信覆盖范围,以及同时对多个用户航天器进行协同通信和控制的能力[４６],已经在载

人飞船的长弧段测控任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７].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近地轨道卫星依赖中继卫星提供实

时和高覆盖服务,并希望中继卫星能够为更多的用户航天器服务并提供高实效的应急响应[８].

中继卫星通常通过安装大口径抛物面和相控阵星间天线,为用户航天器提供高速业务数据、低速遥

测、遥控和轨道测量数据等数据中继服务.其中,大口径星间天线提供一个波束服务,相控阵星间天线

提供多个波束服务;S频段下利用大口径星间天线提供服务的方式被称为 S频段单址方式 (S band
SingleAccess,SSA),利用相控阵星间天线提供服务的方式被称为S频段多址方式 (S bandMultiple
Access,SMA)[９].根据规划我国后续中继卫星将支持SMA和SSA同时服务工作模式[１０],这种多目标服

务能力和高覆盖特性的结合,将进一步提高中继卫星对大量在轨近地卫星的测控管理能力[１１].

由于单颗中继卫星SMA和SSA信号通常工作在同一频率范围内且S频段信号波束较宽,在两种信

号同时在轨工作时将较大概率出现同频段信号干扰问题,导致目标信号信噪比下降,影响各用户航天器

在轨测控效能.因此为了详细掌握SMA 和SSA 信号同时传输对用户航天器接收性能的影响、以及为

SMA和SSA用户航天器同时在轨工作提供使用建议,本文针对目标信号分别为SMA、SSA 两种情况下

的误码性能进行了理论仿真和对比分析.

１　典型中继卫星S频段多址与单址技术介绍

美国中继卫星的多址技术基础是星载３０阵元相控阵天线,其中收发共用阵元１２个、接收阵元１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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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阵元采用螺线构型,如图１所示.其中,前向发射波束在星上形成,通过地面发送指令,形成宽约５°
~８°的椭圆形发射波束,并将其指向±１３°视场内的任何地方[１１].

图１　TDRS相控阵天线排列示意

表１分别列出了 TDRS的前向SSA、SMA信道主要性能指标,可以看出 TDRS可以同时为最大速率

１５０kbit/s的SSA和SMA前向信道提供测控中继服务[１２].服务过程中,SMA使用固定频点,而SSA使

用的频段包含了该频点,可能使用和SMA接近甚至完全相同的载频.当SSA用户航天器和SMA用户航

天器位置靠近时,相互间的干扰将比较严重.

表１　美国中继卫星主要性能指标

前向信道性能 SSA SMA

发射频率/MHz ２０２５~２１２０ ２１０６

频率步进/MHz ０５ 固定

带宽/MHz ２０ ６(２５dB)

天线(阵元)增益/dB ５１３ ≥１３

总EIRP(寿命末期) ３５６dBW ±３４dBW

波束转动角/(°) ±１３５ ±１３５(锥形)

波束宽度/(°) ２~６ ５~８

最大数据速率/(kbits－１) １５０ １０

随着我国中继卫星技术的发展以及中继卫星使用需求日益增长,迫切地需要单颗中继卫星同时支持S
频段多址和单址链路服务能力,因此,研究SMA和SSA信号兼容性传输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　仿真模型建立

为了研究中继卫星系统SSA信号和SMA 信号同时为用户航天器提供服务时的兼容性传输相互影响

情况,以目标信号为SSA、干扰信号为SMA的场景为例,建立了典型的仿真模型.仿真模型包括编码模

块、交织模块、映射模块、扩频模块、成形模块、调制模块、译码模块、解交织模块、解映射模块、解

扩模块、匹配滤波模块、解调模块、低通滤波模块等,如图２所示.
发送端,首先SSA的信息比特经过编码模块,得到编码比特,然后交织,接着映射到星座图上,扩

频,再用升余弦滤波成形,调制后发送到 AWGN信道.注意如果是 QPSK,则扩频到调制支路有正交两

路,图中画的是 BPSK 的编码流程图.SMA 同样经历上述流程,最后 SSA 和 SMA 信号叠加,互为

干扰.
接收端,以解调SSA为例,首先信号经过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和SSA 调制的载波相同,带宽与

SSA的码片速率相等.接着相干解调,匹配滤波,解扩,解映射,解交织,最后译码得到信息比特的估

计值.同理可以解调SMA[１２１３].当有多路SSA时,则在发送端发送多路SSA信号即可.

０８３



图２　仿真模型框图

３　仿真参数选取

３１　编码/译码

编码方式选取４种:无编码、１/２LDPC编码、２/３LDPC编码、卷积编码 (１/２,７).

３２　交织/解交织

编码模块后,采用基于随机序列的随机交织;在接收端,进行相应的解交织.

３３　映射/解映射

映射方式选取２种:BPSK、UQPSK.

３４　扩频/解扩

为满足国际电联 (ITU)对载波辐射功率谱密度的限制,当编码前的数据传输速率低于１５０kbit/s
时,应对所发送的载波信号进行能量扩散.能量扩散方式采用伪随机 (PN)码直接序列扩频方式.同时,
利用该PN码实现测距功能和对低速率数据业务实现码分多址通信功能.

为便于用户终端PN码的捕获,缩短长码捕获时间,PN码分短码和长码,长码与短码码长比为２５６,
长码和短码以同一时钟工作,并起始同步.短码主要用于数据调制,长码主要用于测距.为防止载波和

PN码频率的变化对数据传输的影响,前向和返向数据与PN码的调制采用模２加的异步调制方式.
分别按如下要求选取参数:

１)在BPSK下,频谱扩展调制方式为:短码对数据扩频,短码为平衡 Gold码,２１０－１.

２)在 UQPSK下,频谱扩展调制方式为:I支路:短码对数据扩频,短码为平衡Gold码,２１０－１;Q
支路:测距,长码为截短１８级移位寄存器序列,２１８－２８.

３)扩频码速率:３０６９Mc/s.

３５　成形/匹配滤波

调制器的输出频谱应该连续、平整、光滑,无离散谱出现.当带宽有较大富裕时,可不使用成形滤

波器,当带宽受限时,应使用成形滤波器,具体是:IQ 符号经过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进行脉冲成形.基

带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理论函数由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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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N ＝１/２Ts ＝Rs/２为奈奎斯特频率,α为滚降系数.
在接收端,在解调器后,使用相同参数的升余弦进行匹配滤波.

３６　调制/解调

成形后的信号还需要调制到高频载波上才能发送出去.对于前向SMA,其频率固定,对于前向SSA
有三个频率可选,即与SMA频率相同、相差３MHz、相差６MHz.在接收端,使用相干解调.

如果在仿真中,直接用几千 MHz进行调制信号,则采样率也需要几千 MHz,如果再考虑到扩频倍

数都在几百倍以上,采样后的存储和计算都是重大负担,因此在仿真模型框图中,如果SSA 调制角频率

是ω１,SMA调制角频率是ω２,则将这两个调制信号同时进行搬移,也就是等价于SSA 调制角频率变为

ω１－ω１,也就是０,不调制,所以图中用虚线框圈出,SMA调制角频率是ω２－ω１.

３７　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的设计使用 MATLAB的butter函数: [a,b]＝butter (N,wc),其中 N 设定为１６,

３dB截频wc 设定为３２MHz (稍微大于码片速率Rc ＝３０６９Mc/s).其幅频特性如图３所示.

图３　低通滤波器的幅频特性

３８　其他参数

１)典型编码前速率选取:前向SMA和前向SSA速率１５０kbps.

２)前向EIRP选取:SSA前向星间EIRP相比SMA大６dB.

４　仿真校验

在信号速率１５０kbps、扩频码速率为３０６９Mc/s、SSA前向星间EIRP相比SMA大６dB条件下,分

别以目标信号为SMA、SSA进行仿真测试及对比分析.

４１　目标信号为SMA

(１)SMA采用 UQPSK＋扩频＋卷积 (１/２,７)

当SMA采用 UQPSK＋扩频＋卷积 (１/２,７)方式时,从图４~７表明:干扰信号SSA 与目标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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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频率相同时 (频带完全重叠),SMA误码性能相比无干扰时严重恶化;二者频率相差３MHz时 (频
带半重叠),SMA误码性能相比无干扰时发生恶化,且在信噪比约为９５dB时,可达到１E－０７的误码

率;二者频率相差６MHz时 (频带完全分开),SMA误码性能和无干扰时一样 (即干扰信号SSA对目标

信号SMA无影响),且在信噪比约为６dB时,可达到１E－０７的误码率.

图４　SSA:UQPSK＋扩频＋无编码,频率相同

图５　SSA:BPSK ＋扩频＋无编码,频率相差３MHz

(２)SMA采用BPSK＋扩频＋卷积 (１/２,７)
当SMA采用BPSK＋扩频＋卷积 (１/２,７)方式时,从图８、图９表明:干扰信号SSA与目标信号

SMA频率相同时 (频带完全重叠),SMA误码性能相比无干扰时严重恶化;二者频率相差３MHz时 (频
带半重叠),SMA误码性能相比无干扰时发生恶化,且在信噪比约为８５dB时,可达到１E－０７的误

码率.
(３)SMA采用BPSK＋扩频＋２/３LDPC
当SMA采用 BPSK＋扩频＋２/３LDPC方式时,从图１０、图１１表明:干扰信号 SSA 与目标信号

SMA频率相同时 (频带完全重叠),SMA误码性能相比无干扰时严重恶化;二者频率相差３MHz时 (频
带半重叠),SMA误码性能相比无干扰时发生恶化,且在信噪比约为５８dB时,可达到１E－０７的误

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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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SSA:BPSK＋扩频＋１/２LDPC,频率相差６MHz

图７　SSA:BPSK＋扩频＋无编码,频率相差６MHz

图８　SSA:UQPSK＋扩频＋无编码,频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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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SSA:BPSK＋扩频＋１/２LDPC,频率相差３MHz

图１０　SSA:BPSK＋扩频＋无编码,频率相同

图１１　SSA:BPSK＋扩频＋１/２LDPC,频率相差３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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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目标信号为SSA

(１)SSA采用 UQPSK＋扩频＋无编码

在SSA前向星间 EIRP相比SMA 大６dB的条件下,当SSA 采用 UQPSK＋扩频＋无编码方式时,
从图１２、图１３表明:干扰信号SMA与目标信号SSA频率相同时 (频带完全重叠),SSA 误码性能接近

无干扰时性能,且在信噪比约为１２dB时,可达到１E－０７的误码率;干扰信号SMA 采用不同编码调制

方式时,对目标信号SSA误码性能影响一样.

图１２　SMA:UQPSK＋扩频＋卷积 (１/２,７),频率相同

图１３　SMA:BPSK＋扩频＋卷积 (１/２,７),频率相同

(２)SSA采用BPSK＋扩频＋无编码

在SSA前向星间EIRP相比SMA大６dB的条件下,当SSA采用BPSK＋扩频＋无编码方式时,从

图１４、图１５表明:干扰信号SMA与目标信号SSA频率相同时 (频带完全重叠),SSA 误码性能接近无

干扰时性能,且在信噪比约为１２dB时,可达到１E－０７的误码率;干扰信号SMA 采用不同编码调制方

式时,对目标信号SSA误码性能影响一样.
(３)SSA采用BPSK＋扩频＋１/２LDPC
在SSA前向星间EIRP相比SMA大６dB的条件下,当SSA 采用BPSK＋扩频＋１/２LDPC方式时,

从图１６、图１７表明:干扰信号SMA与目标信号SSA频率相同时 (频带完全重叠),SSA 误码性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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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SMA:BPSK＋扩频＋卷积 (１/２,７),频率相同

图１５　SMA:BPSK＋扩频＋２/３LDPC,频率相同

无干扰时性能,且在信噪比约为２７dB时,可达到１E－０７的误码率;干扰信号SMA采用不同编码调制

方式时,对目标信号SSA误码性能影响一样.

图１６　SMA:UQPSK＋扩频＋卷积 (１/２,７),频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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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SMA:BPSK＋扩频＋２/３LDPC,频率相同

５　结　论

在信号速率１５０kbps、扩频码速率为３０６９Mc/s、SSA前向星间EIRP相比SMA大６dB条件下:

１)当目标信号为SMA、干扰信号为SSA时:从仿真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频带完全重叠和频带半

重叠情况下,其误码性能都有较大恶化,且干扰信号采用不同的编码调制方式对同一目标信号误码性能

影响效果相同;在二者频带完全分开时,目标信号SMA的误码性能和无干扰时一样.

２)当目标信号为SSA、干扰信号为SMA时:从仿真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即便在干扰最恶劣的条件

下,即干扰信号SMA和目标信号SSA频带完全重叠,目标信号SSA 的误码性能也接近无干扰情况,且

干扰信号采用不同的编码调制方式对同一目标信号误码性能影响效果相同.
综上所述,当目标信号为SSA时,不管干扰信号SMA 是否存在,SSA 都可以正常工作;而当目标

信号是SMA时,干扰信号SSA必须与其频带完全分开,才能确保SMA不受影响地可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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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CompatibilitySimulationandAnalysisof
theTDRSSSAandSMAForwardLink

YUNZhao qing,SUNJie,ZHENGJun
PLAUnit３２０３９

　　Abstract　Inordertostudytheimpactonthereceivingperformanceofuserspacecraftinorbitwhen
trackinganddatarelaysatellitesystem (TDRSS)SMAsignalandSSAsignalprovidingservicesa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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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卫星通信定时恢复环路的改进设计

董　刚　张爱兵　贺一峰　叶　楠　李潇然

空间电子信息技术研究院

摘　要　依据数字锁相环理论,对基于经典 Gardner算法的数字锁相环开展分析,梳理了环路参数的

设计方法,并针对经典 Gardner定时恢复环路对滚降系数敏感,存在定时检测自噪声等问题分析了改进方

案.根据分析结果,结合一种基于最小均方误差准则的定时误差控制算法,设计了一种适用于卫星通信

信道的改进 Gardner定时恢复环路,并进行性能仿真.设计和仿真结果表明,改进的定时恢复环路有效改

善了经典 Gardner算法存在的问题,并对卫星通信信道均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　定时恢复;卫星通信;Gardner算法;数字锁相环;设计改进

０　引　言

定时恢复是解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和实现水平,直接影响解调性能.从是否需要反馈环

路角度划分,定时恢复可分为前馈式和反馈式两种类型;从是否需要辅助导频信号,又分为导频同步法

和直接同步法两种类型.在工程实现中,由于插入导频信号需要占用额外的频带,所以一般采用不需要

导频信号的直接同步法.反馈式直接同步的经典算法,有早迟门算法、Mueller&Muller算法以及

Gardner算法.早迟门算法每个符号需要三个采样点,其过采样特性导致该算法不适用于高数据率系统;

Mueller&Muller算法每个符号只需要一个采样点,比较适合用于高数据率系统,但它对载波频偏敏感,
需要在定时同步前完成载波同步;Gardner算法[１]每个符号仅需要两个采样点,该算法与载波相位无关,
且具有收敛速度快,运算量小的优点,更适合用于工程实现.

一方面,Gardner算法因为其优势得到了广泛应用,另外一方面,也必须面对和解决好几个问题.算

法采用反馈定时环路,分析较为复杂,环路参数的设计水平,直接影响整个环路的性能;Gardner误差检

测算法,在匹配滤波器滚降系数较小时,定时抖动特性变差,影响解调性能;当相邻符号无跳变时,算

法产生自噪声,环路跟踪性能变差.着眼以上问题,本文较详细地分析了 Gardner算法定时恢复环路的参

数确定方法,并设计了一种适应较小滚降系数且能有效减小定数误差、抑制环路自噪声的定时恢复环路.
仿真结果表明,该定时恢复环路适用于卫星通信系统,并具有良好的定时恢复性能.

１　环路分析与参数设计

传统的 Gardner定时恢复环路模型见图１,接收信号经匹配滤波后,以二倍符号速率进行采样,根据

采样的信号使用 Gardner算法进行定时误差估计,估计出的定时误差经环路滤波器滤波后驱动 NCO 产生

内插所需要的参数,再通过插值滤波器完成插值计算,得到最佳采样值.
根据图１,r(t)为系统所接收到的,叠加了幅度衰落和多径效应的原始信号,信号形式如下

r(t)＝A∑
i
CigT(t－iT－τ)ejθ ＋ω(t) (１)

式中,A 为衰落因子,这里采用常数,是假设信号不存在幅度失真的理想情况,实际情况下,由于衰落现

象的存在,衰落因子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尤其在快衰落情况下,波动更为频繁;Ci 为符号序列,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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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Gardner定时恢复环路模型

MPSK信号,Ci ＝ejα,α＝０,２π/M,２π(M －１)/M,对于 MQAM,Ci ＝a＋jb,a,b＝±１,

±３±M－１;T 为码元周期;τ为路径时延,取值范围τ∈ [－T/２,T/２];gT (t)为发送端成型滤

波器;ω(t)是系统的加性噪声,为复高斯过程;θ为载波相位差,θ∈ [－π,π].经过接收匹配滤波器后

信号为

y(t)＝A∑
i
Cig(t－iT－τ)ejθ ＋n(t) (２)

其中,g(t)＝gT(t)∗gR(t),n(t)＝ω(t)∗gR(t).对y(t)使用本地采样时钟Ts 进行采样,得到采样

序列

yk ＝A∑
i
Cig(k－iT－τ)ejθ ＋nk (３)

e(n)为误差检测器在样点n 的采样时刻所计算出的定时误差为,根据经典 Gardner算法,e(n)的计

算公式为

e(n)＝Re{y∗(n－１/２)[y(n)－y(n－１)]} (４)
环路滤波器采用锁相环路中常用的比例积分结构,其二阶滤波器结构图如图２,当k２ ＝０时,滤波器

即成为一阶滤波器.

图２　环路滤波器的比例积分结构

k１、k２ 是定时恢复环路的关键参数,二者和误差检测灵敏度kd 共同决定定时恢复环路的等效噪声带

宽.当带宽较大时,环路能快速收敛,但跟踪精度较差;当带宽较小时,环路收敛速度慢,但跟踪精度

较好.在工程应用中,往往根据具体系统需求的不同,选择设置环路参数.从图２可得到环路滤波器的传

输函数为

F(z)＝k１ １＋k２
Z－１

１－Z－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５)

由环路滤波器的传输函数以及定时恢复环路的模型,可将环路简化抽象为图３的数字锁相环,从而借

助这个模型,分析确定环路参数,插值滤波器对环路特性没有影响,在图中略去.
由文献 [２]可知,k０ ＝１,得到图３环路的传输函数为 (k＝k０k１k１ )

H(z)＝
kz－１(１－z－１＋k２z－１)

(１－z－１)２＋kz－１(１－z－１＋k２z－１)
(６)

根据文献 [３]的推导,按照k２ ＜k１ ＜＜１进行参数的选择,可得到近似环路等效噪声带宽、环路自

然频率和阻尼系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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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定时恢复环路简化模型

BL ＝
k(１＋

k２

k
)

４Ts
,ωn ＝

１
Ts

kk２ ,ζ＝
１
２

k
k２

(７)

根据模拟锁相环管理论,当ζ＝０７０７时,环路获得最佳跟踪性能,推导可得

k２＝
k
２＝

４
３

(BLTs),k１＝
k
kd

＝
８

３kd
(BLTs) (８)

取k２＝０,则环路简化为一阶环路,在此种情况下,可推导得出

k１＝
４
kd

(BLTs) (９)

２　环路优化设计

根据２中的推导,可以从理论上确定收敛速度和跟踪性能较好的经典 Gardner定时恢复环路参数,然

而,环路参数并不能唯一地确定环路的性能,在实际应用中,必须考虑环路对于调制方式和信道特性的

适应性,比如环路的抗噪声性能、对于匹配滤波滚降特性的适应能力、抗快衰落能力等,同时,还要解

决算法的自噪声问题,以确保环路具备稳定的跟踪特性.一种常见的方法是调整环路参数,比如环路的

抗噪声性能,可以通过阻尼系数的调整,以牺牲跟踪性能获得抗噪声性能的提升,当阻尼系数为０５时,
环路可以获得最佳的抗噪声性能.但是,通过调整环路参数进行某项性能改善的同时,必然面临牺牲其

他性能指标的问题,所以,除选择环路参数以外,我们更希望能够通过改进环路的算法设计,以尽可能

小的性能损失,获得环路整体环路性能的提升.

２１　定时抖动改善

定时误差检测算法的性能,通常用其S 曲线来衡量,S 曲线在误差零点的斜率,即是环路的误差检测

灵敏度kd ,文献 [４]给出了经典 Gardner算法S曲线的公式如下

s(ε)＝
C２sin

πα
２

æ

è
ç

ö

ø
÷

π１－
α２

４
æ

è
ç

ö

ø
÷

sin(２πε) (１０)

根据 (１０),得到环路的检测灵敏度

kd ＝
dS(ε)

dε |ε＝０＝
２C２

１－
α２

４

sin(απ
２

) (１１)

上两式中C２＝
２(M２－１)

３
,MQAM

１,MPSK

ì

î

í

ïï

ïï

,ε＝δ/T＝(τ－τ̂)/T,τ̂为τ的估计值,α为滚降系数.从公式

可看出,对于 MPSK,kd 仅受滚降系数影响,而对于 MQAM,kd 还与调制阶数有关.但无论对于 MPSK
还是 MQAM,随着α的减小,kd 逐渐变差,定时抖动逐渐恶化,直到不能检测出定时误差,可见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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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算法,并不适合滚降系数较小的场合.
为解决这一问题,文献 [５]提出在误差检测之前,增加一种使环路适用于小滚降系数应用场合,有

效减小定时抖动的预滤波器.预滤波器设计思路如下.
假设预滤波器的传输函数为hp(t),则基带信号的复包络为

s(t)＝∑
i

(ai＋jbi)p(t－iT) (１２)

其中,p(t)＝gT(t)gR(t)hp(t).由文献 [６]可知,零抖动条件为p(kT＋T/２)＝０,设p(t)的傅

里叶变换为p(f),可知在系统中,p(f)为带宽小于１/T 的带限信号,可推导出当采用升余弦滚降滤波

特性的匹配滤波器时,预滤波器的频域表达式为

Hp(f)＝
G f－

１
T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０≤f ＜

１
T

G f＋
１
T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１
T ＜f ＜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３)

可得到滤波器的时域表达式为

hp(t)＝gR(t)cos(πt/T) (１４)

２２　消除自噪声

针对误差检测自噪声问题,文献 [７]提出了一种针对 MPSK的修正算法,其基本思想是,当连续两

个信号不发生极性变化时,对定时误差检测的输出进行极性反转,该处理方式的表达式如下

ek ＝Re[(yk －１－yk)y∗
k－１/２],当

Re[y(tk－１)y∗ (tk)]≤
|IM[y(tk－１)y∗ (tk)]|

tan(π
M

)
时 (１５)

ek ＝－Re[(yk －１－yk)y∗
k－１/２],当Re[y(tk－１)y∗ (tk)]＞

|IM[y(tk－１)y∗ (tk)]|

tan(π
M

)
时 (１６)

此种方法有效抑制了定时抖动,却受限于调制方式的阶数,在无法预先知道调制方式的阶数的应用

环境下,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文献 [８]提出了一种更加简便的算法,引入误差函数,使定时误差的估计

值,在相邻符号不跳变时等于零,而在相邻符号跳变时,输出误差检测值.该算法的思想可表达如下

e(n)＝eI(n){sign[yI(n)]－sign[yI(n－１)]}＋eQ(n){sign[yQ(n)]－sign[yQ(n－１)]} (１７)

式 (１７)的算法,将相邻码元无翻转的处理简化为简单的选通运算,实现更加简单,更适用于工程

实现.但该算法在相邻码元无翻转的采样处理过程中,实际上并未进行误差估算与纠偏,在逻辑上保留

了上一时刻的运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噪声残留.
本文结合 (１６)和 (１７)的算法,在工程实现过程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其实现思路如下.使用

数字形式实现的误差检测算法,相邻采样值的正负仅使用一个二进制比特位表示,正为 “０”,负为 “１”,
因此,当进行误差估计时,仅需要对符号位进行比较判决,就知道相邻码元是否发生了翻转,当未发生

翻转时,将y(n－１)和y(n)直接送到误差检测器进行检测,当发生反转时,在运算时,翻转y(n－１)的

极性,该检测算法表达式如下

e(n)＝Re{y∗(n－１/２)∗[yd(n)－y(n－１)]},yd(n)＝sign[y(n)y(n－１)]y(n) (１８)

式 (１８)中,当发生翻转运算时,e(n)的符号取值和e(n－１)保持一致.sign[y(n)y(n－１)]的运

算,在实现过程中,仅为简单的符号位异或运算,实现简单,十分适合工程应用.

２３　抗衰落误差控制

国内外对定时恢复的推导与分析,大多没有考虑幅度特性对误差检测算法的影响,而实际的卫星信

道,都存在衰落现象,尤其是地面移动卫星通信系统和一些地形比较复杂的应用场景下,多普勒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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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效应和多径衰落并存,信号的幅度失真变得不能忽略.在这种情况,必须考虑衰落特性对定时误差

的影响,并寻求可靠的误差检测算法,尽可能减小检测误差.文献 [８]使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推导了一

种适合Suzuki信道的定时误差估计算法.在归一化时偏τ统计独立且升余弦滤波器脉冲响应对称时,该

检测算法可以表示为

e(n)＝Re{[y(n－１/２)－
２cos(απ/２)
π(１－α２)[y(n)＋y(n－１)]]∗[y(n)－y(n－１)]} (１９)

３　环路整体设计及性能仿真

根据本文的分析,构建如图４所示改进定时恢复环路,并按照此设计搭建仿真模型,对环路的性能进

行仿真分析.
图４中预滤波滤波器按照式 (１４)进行设计,定时误差检测器结合式 (１８)和式 (１９)进行误差检

测,此处y(n)＝yd(n).仿真采用 QPSK 调制,滚降系数取０２,信道采用叠加高斯白噪声的近似

Suzuki模型 (图５).按照此思路开展仿真,以观察改进定时恢复环路的性能:

图４　改进定时恢复环路

图５　仿真信道模型

从图６~图１１可看出,改进的定时恢复环路,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更好的跟踪精度,更小的定时

抖动,以及更好的误码特性,对于卫星通信信道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图６　经典 Gardner环路收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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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改进环路收敛过程

图８　经典 Gardner环路误差跟踪曲线

图９　改进环路误差跟踪曲线

图１０　定时抖动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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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误码特性改善情况

４　结束语

本文对卫星移动通信信道下定时恢复环路的设计进行了研究改进.首先,对经典数字 Gardner定时恢

复环路进行分析,梳理了环路参数的设计方法;然后,针对 Gardner定时恢复环路对滚降系数敏感,存在

定时自噪声等问题,分析了相应的算法改进方案,并选择了一种适用于卫星通信信道的,基于最小均方

准则的改进算法,来改善卫星移动通信信道下的定时误差;最后,按照文章的设计思路,搭建了仿真模

型,并对改进环路的性能进行仿真,验证了环路性能的改善和对Suzuki信道的适应能力.本文的设计不

仅对环路性能和适应能力进行了优化,还对部分算法进行了简化,降低了实现复杂度,具有更好的工程

应用价值,同时也可以作为定时恢复环路研究与优化设计的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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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proveddesignoftimingrecoveryloop
forsatellitecommunication

DONGGang,ZHANGAi bing,HEYi feng,YENan,LiXiao ran
AcademyofSpaceInformationSystems

　　Abstract　accordingtothetheoryofdigitalphase lockedloop,thedigitalphase lockedloopbased
ontheclassicalGardneralgorithmisanalyzedinthispaper,thedesign methodofloopparametersis
sortedout,andtheimprovementschemefortheproblemssuchasthesensitivityoftheclassicalGardner
timingrecovery loop to roll off coefficient and the existence oftiming detection self noiseis
analyzedAccordingtotheanalysisresults,combinedwithatimingerrorcontrolalgorithmbasedonthe
minimum meansquareerrorcriterion,animprovedGardnertimingrecoveryloopsuitableforsatellite
communicationchannelisdesignedanditsperformanceissimulatedThedesignandsimulationresults
showthattheimprovedtimingrecoveryloopeffectivelyimprovestheproblemsofclassicalGardner
algorithm,andhasgoodadaptabilitytosatellitecommunicationchannels

Keywords　timingrecovery;satellitecommunication;Gardneralgorithm;digitalPLL;design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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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要素在天基遥感观测效能评估中的应用

李清毅１　涂歆滢２

１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２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当前遥感探测天基任务在应用时需要同时统筹如资源环境、水文、气象、地理、地质、减

灾救灾等的多类遥感业务应用需求,而遥感天基体系在规划和设计阶段的传统方法却较多侧重飞行任务

指标,对应用需求的综合效果分析明显不足.针对这种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探测要素的体系效能评估

方法.该方法以大量的非结构化探测要素信息为基础进行了探测要素框架设计,规定了探测要素的任务

信息描述和探测手段信息描述,构造了结构型数据库;在进行遥感任务分析时,选择了以重访特性、覆

盖特性、时相性为代表的评估指标,通过探测要素、总任务、航天器多种层次多种维度的任务满足度和

体系贡献度计算,完成探测要素对任务执行情况的影响分析.将其应用到遥感天基体系设计和规划中,

可分析查找观测任务的实现瓶颈,改善遥感天基体系设计缺陷.
关键词　探测要素;天基;遥感;观测;效能;需求

０　引　言

民用遥感卫星体系广泛应用于资源环境、水文、气象、地理、地质、减灾救灾等多个领域.从观测

内容来说,遥感观测涉及对地球不同观测对象特征和属性的认知和了解.在遥感探测应用领域,航天器

型号根据观测任务搭载不同的有效载荷对确定的探测要素如海底地形高度、海浪高度、海面风速度、海

流速度等进行探测,并制造相应的遥感影像;业务部门将遥感影像转化为业务产品数字正射影像 DOM、

风场、赤潮监测图等,利用这些产品的品质参数如地壳形变、涡环流尺度、图像体积、点目标空间距离

等完成业务反演和分析如海底地形、海洋动力监测等.

遥感探测天基任务体系应用和设计时,一般针对单遥感行业最重要的有限观测需求[１]进行新研设计,

尤其较多关注体系的飞行技术指标满足情况,面对新的观测需求时一般在原有型号基础上进行改进和补

充,需求综合和基于观测需求的任务评估在遥感业务中应用较多[２],在天基系统设计中实际应用较少[３].

这种方法在设计阶段,对多种遥感观测需求的实际完成情况分析有着明显不足,如多种遥感观测需求的

实现情况、遥感业务类型对任务完成情况的影响程度、不同航天器对各类需求的实现情况和影响程度等.

因此合理评价不同观测主题的服务质量对遥感体系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性[４].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充分发挥探测要素在任务体系设计阶段的作用.首先根据遥感观测业务需求[５]对

探测要素体系进行了分析设计,提取归纳了探测要素与遥感卫星的关系,建设了结构型探测要素数据库、

航天器综合信息数据库.其次选择覆盖任务满足度、重访任务满足度和时相性满足度,对遥感天基探测

任务进行仿真分析计算,分析每类探测要素的任务完成情况、总任务满足度和体系贡献度,从而查找该

任务的实现短板.方法路线图如图１所示.

１　 探测要素框架分析设计

遥感观测涉及对地球不同观测对象的特征和属性的认知和了解.观测对象的特征和属性,可以通过

８９３



图１　基于探测要素的遥感天基观测体系设计方法路线图

应用需求参量即为分析某种应用所需的直接表述层次的参量来描述,其中探测要素属于遥感可获取的参

量,即通过遥感卫星载荷观测信号可直接得到或反演得到的参量,也可理解为采用遥感手段可获取的行

业分析物理化学参量.如为实现精准农业植被生化组分的认知,探测要素 (遥感可获取的参量)一般为

叶面积指数、叶绿素浓度、氮、磷、水分、蛋白质含量等.
探测要素框架体系分析和设计本质是对遥感领域观测需求的汇总、归纳、整理和融合的过程,具体

步骤包括:
第一,从典型行业领域任务需求分析出发,分析形成遥感领域业务探测要素的结构构成和探测要素

名目清单.遥感领域业务由于种类繁多,需要按层次划分为类和种,每种通过若干个探测要素实现该种

业务特性分析.如行业类可分为农业应用类、林业应用类、水利应用类、城市应用类、环保应用类、减

灾应用类、海洋应用类、测绘应用类等,其中农业应用类可分为耕地资源调查、农作物长势监测、播种

面积监测等不同种,耕地资源调查的探测要素包括作物识别及面积、各土地类型的光谱特征、几何特征、
纹理特征、变化特征、变化特征与指数等.通过这种分析,形成了探测要素的结构性层次划分和探测要

素名目清单.
层次物理属性细目和量化取值,如精度、格网、全覆盖时间、重访时间等.
第二,对探测要素的任务要求进行分析汇总,将业务需求进行归纳,形成要素的量化业务需求清单.

例如,在城镇建成区发展探测任务中,探测要素包括建成区面积、土地变化面积和历史建筑面积等,探

测要素的任务需求包括:精度要求在５m２、１０m２和５m２,探测区域要求为全国,全覆盖时间要求为６０
天、无要求、３０天,重访时间要求为６个月、１年、３０天,应急响应时间要求为７天、无要求、７天,探

测要素的格网要求 (Dx ,Dz)为Dx 为５m.

９９３



第三,对探测要素的探测手段进行分析汇总,并将业务需求转换成载荷属性需求.例如探测要素作

物识别可使用可见光相机和红外遥感两种观测手段,可见光相机的属性需求包括几何分辨率要求、光谱

分辨率要求、谱段范围要求等,红外遥感的属性需求包括几何分辨率要求、光谱分辨率要求、谱段范围

要求等.
第四,建立探测要素结构化数据库[６],通过表单和关联索引将上述非结构化需求转换成结构化数据

库.目前建设的探测要素数据库中,共记录了２０类３０种行业将近２００余条探测要素信息,探测要素的结

构化字段包括探测要素名称、精度要求、区域要求、格网要求、全覆盖时间要求、重访时间要求、应急

响应时间要求,可用监测方法、监测方法的适用范围、可用载荷类型、载荷使用要求、载荷精度要求,
精度要求又包括测流精度、几何分辨率、定位精度、辐射精度、光谱分辨率、测高精度、信噪比、成像

间隔等.

２　基于探测要素的效能分析评估过程和方法

对于空间遥感系统而言,用户部门多,应用需求广,不同的任务应用评估的内容[７８]和方向也不同.
结合探测要素的特性,民用遥感天基观测任务涉及的计算指标选择了重访特性、覆盖特性、时相性,其

中重访特性包括最大重访时间、最小重访时间、平均重访时间,覆盖特性包括覆盖面积、实际覆盖率、
覆盖总耗时,时相性包括最大间隔时间、最小间隔、平均间隔和满足时相性要求的百分比.

分析评估之前需要首先建立待分析任务 M ,涉及的信息输入包括任务总体性需求、探测要素信息、
航天器信息.其中总体性需求体现为重访要求Dr 、覆盖要求Df 、时相性要求Dt 、格网精度要求Dg 、

区域要求Da 、时间要求Dd 、探测精度要求Ds ;探测要素信息为待分析的探测要素,可从探测要素结

构化数据库中选取;航天器信息为可用的航天器型号,可从航天器综合信息库选择,信息库存储了航天

器的基础信息、轨道信息、有效载荷信息、分系统信息等,其中有效载荷信息包括了类型、成像模式、
视场类型、视场角、分辨率等.

建立了任务需求之后,即可开展仿真分析计算.每一类探测要素根据其匹配的探测手段,首先从航

天器信息中索引出可供使用的航天器集合P ,并将观测区域A 按格网精度要求Gg 进行网格划分形成集

合,其次计算出每个航天器对每个网格的观测结果r,r为每个航天器每次过顶时间,最后对r根据P 进

行聚合,从而得到各探测要的结果R,R 包括了重访特性Rr 、覆盖特性Rf 、以及时相性Rt .

最后,借鉴体系贡献度的方法完成分析评估.一般情况下,各项任务的效能分析评估即为计算得到

各项指标值,此处在得到指标结果的基础上,增加对体系能力变化率的分析计算,具体包括探测要素覆

盖任务完成度Ef 、重访任务完成度Er 、时相任务完成度Et 、总任务完成度Em ,总任务完成度E ,探

测要素体系贡献度Ce ,卫星体系贡献度Cs .

体系贡献度 (率)目前较常用的定义为,在任务体系中,增加待评项目或利用待评项目替换已有某

系统后、引起的该任务体系效能的相对变化[９],或者为新技术的采用对原有技术的改进能够提高体系能

力,从而促进完成其使命任务[１０].简单表示为,装备A 的体系贡献率＝ (“增替”装备A 后的任务体系

效能值 “增替”装备 A 前的任务体系效能值)/“增替”装备A 前的任务体系效能值,简言之,即为

(新效能 原效能)/原效能.
因此,对探测要素集合K ,覆盖任务完成度Ef 定义为Rf 中满足了Df 和Ds 的实际覆盖面积对A的

百分比,重访任务完成度Er 定义为Dr 对实际平均重访时间的比值,时相性任务完成度Et 定义为Dt 对实

际平均间隔时间的比值,Ef、Er、Et 加权求和后即可得到该要素的任务完成度Ee,各探测要素的Ee 加

权求和后即可得到总任务完成度E .

为得到Ce ,需要构建新的任务M１,M１ 的探测要素信息为 M 的探测要素集合K 减去待分析的探测

要素Ki ,则得到新的总任务完成度E１ ,则探测要素Ki 的Ce 即为 (E１ －E)/E .同样,为得到Cs ,

需要构建新的任务M２,M２ 的航天器信息为M 的航天器信息减去待分析的S ,则得到新的总任务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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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２ ,则航天器S 的Cs 即为 (E２－E)/E .

最后,通过Em、E、Ce、Cs ,即可判断遥感行业应用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判断出各探测要素对探测

效果的影响,判断出各航天器对任务效能的贡献程度,从而查找任务设计缺陷,进行设计迭代.

３　仿真校验

以渔业监测为例进行,观测任务由９型遥感观测卫星执行,９型卫星选自在轨民用遥感卫星和空间基

础设施论证体系,搭载的载荷类型包括有可见光相机、高分辨率红外相机、合成孔径雷达 (SAR)、多光

谱相机、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辐射计、散射计等,一型卫星可以搭载多种载荷,则共计９星１３套载荷;
观测区域为中国东海至南海全体海域,观测时间定为２８天,探测要素要求和设置观测要求如表１.对于

待分析的探测要素,根据探测要素框架,检索出配套的载荷手段,再根据航天器综合信息库,检索出可

用的卫星编号信息,形成表２.由于卫星９搭载的辐射计、散射计根据探测要素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不适

用于本次任务中的四种探测要素,则卫星９在任务效能中并未产生任何作用.

表１　渔业监测任务探测要素需求

探测要素名称 探测要素编号 精度要求/米 覆盖要求/天 重访要求/天 时相性要求

后向散射系数＋渔业基础设施 １ ６００ ３ ３

水体温度 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小时

海洋初级生产力 ３ １００ ３ ３

渔业水体水质水色 ４ ８ ３ ３ √,１小时

表２　渔业监测任务探测手段信息

探测要素名称 探测要素编号 探测手段 卫星编号

后向散射系数＋渔业基础设施 １ S、X、C波段SAR １,４,５,７,８

水体温度 ２ 红外相机 ３,４,６

海洋初级生产力 ３ 荧光相机 ３

渔业水体水质水色 ４ 全色、多光谱相机 ２,３

仿真校验涉及的算法包括轨道动力学和空间任务几何算法、多类型有效载荷对地观测算法、区域网

格划分算法、指标结果聚合算法、体系贡献度算法等.具体的算法过程不在文章介绍范围内.
以覆盖特性为例,各航天器不同载荷的计算结果如表３,其中卫星编号为２、３、４、９的卫星都搭载

了多种载荷.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算法的集成调用,最终生成的观测结果如表４.

表３　各航天器不同载荷的实际覆盖率

卫星编号

(搭载载荷类型数量)
载荷类型 观测覆盖率/％ 实际覆盖率/％ 有效的探测要素编号 有效的探测要素数量

１(１) SAR ９８８ ９８８ １ １

２(１) 宽幅多光谱 ３６６ ３６６ ４ ２

３(３)

多光谱 ３６９ ３６９ ４

荧光探测仪 ３６９ ３６９ ３

短波红外 ７５９ ７５９ ２

３

４(２)
SAR ３４２ ３４２ １

红外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２

５(１) SAR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１

６(１) 红外 ６２２ ６２２ ２ １

７(１) SAR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１

１０４



续表

卫星编号

(搭载载荷类型数量)
载荷类型 观测覆盖率/％ 实际覆盖率/％ 有效的探测要素编号 有效的探测要素数量

８(１) SAR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１

９(２)
辐射计 １００ ０ － ０

散射计 １００ ０ － ０

表４　渔业监测任务满足度计算结果

探测要素名称 覆盖满足度/％ 重访满足度/％ 时相性满足度/％ 任务满足度/％

后向散射系数＋渔业基础设施 ７５６ １２９ — ４４２４

水体温度 １００ ９２５ ７０２６ ８７５９

海洋初级生产力 ３６９ ０ — １２３

渔业水体水质水色 ７３５ １２１ ７０２６ ５１９５

任务满足度％ ７１５ ２９３８ ７０２６ ５７０５

总任务满足度 ５７．０５％

上表中,卫星９虽然可对观测区域进行全覆盖,但由于这两种载荷对探测要素实际无贡献,因此实际

覆盖率为０.
对表４分析可知,任务效能方面:
(１)此次观测任务的重访满足度较低,尤其是对海洋初级生产力的任务满足度仅为１２３％,为此,

需加强卫星体系中的荧光相机配置;
(２)对于重访特性的提高,目前较常用的体系结构改善方法,一般为加强卫星数量配置和载荷类型

配置;
在卫星对探测要素的贡献方面:
(１)对于卫星６,仅能实现１类探测要素的观测,且覆盖率仅为６２２％,可知对该项任务的贡献非常

有限;
(２)对于卫星９,由于搭载载荷类型的问题,对任务完成度贡献为０.

４　 结　论

通过建立遥感观测探测要素体系、航天器信息体系、任务满足度效能分析评估方法,本文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以探测要素和体系贡献度为核心的遥感观测任务评估方法.利用该方法的计算分析结果,对于

待观测任务,可以分析出探测要素对任务完成情况的影响、航天器对各探测要素的贡献度,可以作为星

座构型设计改善的依据.文中给出的仿真实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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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信息约束的卫星视频点目标跟踪

王慧林１　汪韬阳２

１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２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摘　要　针对卫星视频条件下,目标跟踪面临的目标尺寸小、无纹理特征、对比度低、相邻高相似

干扰和局部遮挡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样本集空间信息约束的卫星视频点目标跟踪方法.方法引入时空

上下文信息的思想,将目标跟踪转化为最优化问题.首先建立目标模板的样本集空间信息,同时建立目

标判断区域的空间信息,然后利用空间信息的相关性建立空间信息置信图,并根据当前位置与８邻域的空

间信息相关的偏差构建损失函数,最后采用运动特性约束的梯度上升法求解极值,获取目标位置.试验

数据采用SkySat、吉林一号和珠海一号卫星拍摄的视频共５段,５个目标跟踪测试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

针对卫星视频的点目标跟踪效果良好,在２２ 像素阈值下,精度高达９２％以上,无目标丢失;且跟踪轨

迹平滑、稳定.可用于卫星视频后续的高级处理和应用.
关键词　卫星视频;点目标跟踪;空间信息相关;梯度上升;珠海一号;Skysat;吉林一号

０　引　言

２０１３年年底,美国 “SkyboxImaging”公司发射了全球首颗能够拍摄高清卫星视频的小卫星SkySat

１[９],开启了全新的动态对地观测模式;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发射我国首颗商用卫星

“吉林一号”,“吉林一号”是一种小型遥感卫星,其搭载的高分辨率视频相机,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从外太

空中拍摄高清全彩色视频[１６].２０１７年６月,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射了珠海一号 OVS
１A/１B视频卫星.除了经典光学遥感卫星影像包含的静态信息外,卫星视频还可以获取一定时空范围内

的实时动态信息,使得遥感观测迎来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卫星视频数据处理中,运动目标跟踪是动态

信息提取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后续处理和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比如影像重建、智能监控、运动分析[２,１７]

等.因此实现卫星视频目标的准确、鲁棒跟踪显得尤为重要.

在机器视觉领域,目标跟踪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成式和判别式[１１].生成式方法[７,１８]主要关注目标本

身,通过特征的描述和匹配确定目标位置;而判别式方法[１９２１]将跟踪匹配问题转化为目标和非目标的分

类问题,即对场景的前、背景的区分和提取.无论哪种方法,其本质都是利用视觉特征提取和描述方法

建立目标跟踪模板,然后通过特征描述匹配寻找相似度最高的区域来确定目标位置[１,１２１３].经典的方法在

一般地面视频测试中取得了很好的跟踪结果,其鲁棒跟踪的关键在于特征的合理选择和描述,有赖于目

标尺寸较大、对比度高、特征纹理丰富,目标特征描述具有较高的排他性和可辨识性.但是在卫星视频

条件下,与一般地面视频和航空视频相比,目标跟踪主要存在三个问题:１)跟踪的目标系极弱特征目

标———点目标,其特点是尺寸小、灰度单一、几乎无纹理特征;２)地物对比度和清晰度低;３)目标与目

标、目标与背景之间的可区分性差,彼此相似性较高、相互干扰严重.这三个卫星视频特有问题使得特

征选取困难,特征描述不显著,目标模板的排他性和可辨识性不高.而经典的跟踪方法并未考虑卫星视

频条件下的鲁棒跟踪,容易出现跟踪漂移、甚至目标丢失现象.此外,目前面向卫星视频点目标的鲁棒

跟踪方法公开文献极少.因此,本文针对卫星视频条件下的点目标跟踪的三个难点问题,提出一种面向

卫星视频点目标的有效跟踪方法.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的跟踪方法都利用时间上下文信息进行目标跟踪,根据前一帧的状态去估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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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帧的目标位置;与之相比,经典的空间上下文方法 (STC)则多引入了空间上下文信息,该方法将目标

与其邻域视作一个整体,对整体进行特征描述和处理.由于在相邻帧之间场景变化较小,目标与其邻域

存在很强的空间一致性相似关系,在目标自身或邻域发生局部污染干扰时,目标及其邻域在空间关系上

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整体上的空间上下文信息仍保持高相似性[１４].如图１所示,第１列为原始影像,
其中,红色矩形框表示时空信息ROI,包含跟踪目标及其邻域背景信息;第２列表示时空信息的特征描

述;第３列为跟踪置信图响应.可以看到在第２行中,若跟踪目标局部存在较大变化和污染时 (左下方遮

挡),其邻域背景环境特征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左上、右上、右下区域仍保持较高的特征一致性.在跟

踪置信图结果中,时空信息虽然对整体响应产生了一定的干扰,但仍可确保真实目标位置具有最高的响

应输出.受时空上下文思想的启发,目标及其邻域是一个统一的 “目标整体”,目标邻域环境是目标的组

成部分、是目标特征的扩展和补充.相较于目标自身来说, “目标整体”增加了尺寸、特征和纹理信息,
有助于目标跟踪时的特征提取和描述,可辨识性提高;同时,该 “目标整体”由于附加了空间上下文信

息,与目标自身相比,具有更显著和丰富的特征表现.在目标局部被污染或存在相似干扰时,其邻域环

境仍能保持整体的特征一致性,有利于提高目标跟踪的鲁棒性.在相邻帧之间 “目标整体”具有高相似

和高稳定性的特点,可以此为依据作为目标跟踪匹配准则.然而,经典的时空上下文方法主要利用目标

与其邻域位置间的距离、方向描述空间信息,由于卫星视频目标一般尺寸很小,因此不同判断目标的距

离和方向的组合特征一般差别不大,特征模板描述的独特性不够显著,不利于卫星视频条件下的目标

跟踪.

图１　时空信息稳定性示意图 (XuJ,LuY,LiuJ,２０１４)

图２　跟踪置信图

相关滤波匹配是一种经典的相似性度量方法,常用于目标跟踪领域中[５].如图２所示,判断区域每个

像素位置的ROI (宽、高等同于模板),与模板的相关性响应构成了判断区域的置信图,置信图中的每个

位置的灰度值表示与目标模板的相似程度,是目标特征描述表达的有效方式,在理想情况下最大值的位

置即为跟踪结果[３].但是在卫星视频的复杂条件下,目标特征难以描述、目标污染或邻域相似干扰会导致

目标相关性偏差,一般相关置信图最大值位置可能不是最优结果.如图３所示,左图中３辆近似并排行驶

的汽车,彼此相似性高、干扰严重,中间黄色矩形框为跟踪车辆.在t－１帧中进行目标跟踪,红色矩形

框为判断区域;右图表示针对判断区域的相关置信图,结果中最大值的红圈位置并不是跟踪目标,跟踪

出现漂移现象.
对一般相关置信图生成原理进行分析不难看出,目标邻域的判断区域中每个位置的 ROI都可以看作

目标的一个样本,包含一定量的目标特征,并在置信图中通过相关性数值量化.除了能够对目标特征进

行叠加表达以外,还包含了邻域的空间位置信息,因此利用邻域环境可有效丰富目标自身的纹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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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相似目标一般相关置信图偏差示意图

同时,由于置信图同时包含了目标及邻域特征和对应的相对位置信息,在有临近相似干扰时,有助于提

升目标描述的准确性、独特性,避免目标跟踪混淆、漂移.如图４所示,第一行为k－１帧中目标模板空

间信息,第二行分别为图３k帧中上、中、下３个高相似目标的邻域空间信息,尺寸为７×７.可以看到高

相似目标的空间信息存在明显的差异,邻域环境增加了目标的独特性,有利于不同目标的特征分辨;此

外,由于视频相邻帧变化差异极小,邻域环境的轻微变化虽然会增加一定的干扰,但这些干扰是整体增

加,不同区域的空间信息的相对差异变化较小,反而更能够突显该区域特征,有利于目标的匹配识别.
如图４中第二行中的真实目标 (第二个目标)的空间信息与第一行模板目标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图４　相似目标的空间信息相关示意图

综上,本文针对卫星视频条件的目标跟踪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样本集空间信息的目标跟踪方法.主

要思想为:在目标的邻域内建立目标样本集,将整个集合视为 “目标整体”,并利用相关性建立目标整体

的空间信息,可丰富并扩展目标的特征纹理;在跟踪处理时,利用目标整体的空间信息的相关性进行跟

踪相似性度量,提升目标跟踪的准确性和鲁棒性.

１　样本集空间信息的目标跟踪方法

提出方法的处理流程为:在第一帧中给定跟踪目标,建立模板目标的样本集空间信息,然后从第二

帧开始,以上一帧中的目标位置为中心截取判断区域,在判断区域中,通过与模板空间信息的相关性建

立空间信息置信图 (代价函数),然后利用运动特性约束的梯度上升法确定目标位置,并利用kalman滤

波进行预测优化.算法流程图如图５所示.

１１　样本集空间信息

在图像处理中,相关滤波常用来衡量２个图像块的相似程度,通过点积运算处理,其基本公式为

C＝ ∑
M－１,N－１

m＝０,n＝０
f(m,n)g(m,n) (１)

６０４



图５　算法流程图

式中,M、N 分别表示图像块f、g的宽、高;C是f和g的相关性.为了提高抗噪和抗差能力,其归一化

形式为

NCCf,g( ) ＝
C

∑
M－１,N－１

m＝０,n＝０f(m,n)f(m,n)∑
M－１,N－１

m＝０,n＝０g(m,n)g(m,n)
(２)

本文通过目标样本集的空间信息对 “目标整体”进行特征描述表示,而样本集空间信息由目标邻域

各样本与目标的相关性组成.在视频帧中,以某像素为中心建立样本集的空间范围ROI.如图６所示,红

色矩形框为某模板目标ROI,以该ROI中心像素为中心,黄色矩形框所包含区域即为目标中心像素所对

应的空间范围ROI.在空间范围ROI中,分别以每个像素为中心,以等同于模板目标的宽、高截取影像

ROI建立目标样本集,即 “目标整体”.在 “目标整体”的每个像素位置上,计算该位置的样本与模板目

标的相关性,按照其对应的图像块位置组成样本集空间信息.

图６　算法流程图

那么,样本集空间信息由一个二维矩阵表示,若某一目标中心像素为 (x,y),其样本集空间信息

SSIx,y 可表示为

SSIx,y(u,v)＝NCC(imgROIs,TO) (３)
式中,(U,V )表示 “目标整体”ROI的行、列坐标;TO 表示模板目标;宽和高为w、h ;imgROIs
表示目标集ROI,宽、高与 TO相同,每个imgROIs的左上角坐标为:

(x－aw/２＋u－１,y－ah/２＋v－１) (４)

a 为判断区域与目标尺寸的倍数因子,即判断区域的宽、高为aw、ah.a 一般取值为１５~２５.

１２　运动特性约束的梯度上升位置确定方法

利用目标与判断区域的空间信息相关可建立判断区域的空间信息置信图.如图７所示,左图为目标模

板的空间信息;右图为判断区域的空间信息置信图,每个位置的值表示模板目标与待判断目标的空间信

息相关性.结合式 (２)、(３),目标位置确定方法的目标函数为

(x∗ ,y∗ )＝arg
(x,y)

MAX[NCC(SSIx,y,SSIT)] (５)

式中,MAX为最大值运算符.
在获取最大值时,一般需要循环遍历每个位置进行比对,效率不高.考虑到空间信息置信图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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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一化相关计算求得,如式 (２)所示.由于目标内部几乎无纹理,待判断目标与模板目标的重叠度越

大,其对应位置的灰度值相近的数量就越多,式 (２)中的f 与g 就越相近,使得公式中分子与分母亦越

相近,计算结果就越接近于１.又因为待判断目标距离目标越近,其重叠度越大,反之则越小,因此可以

得出空间信息置信图大致呈 “山峰状”,在局部邻域内基本满足目标所在位置的数值最高,向四周远离目

标位置,数值逐渐降低.这种局部的近似单调特性有利于梯度最优搜索,与优化计算中的梯度下降思想

吻合度较高.因此,在目标位置确定的过程中,本文借助梯度下降 (上升)思想进行极值求解,无须循

环遍历每个位置,利用梯度寻找搜索方向,最终收敛到目标位置.

图７　空间信息模板与空间信息置信图

梯度下降法的核心思想是构建优化模型的损失函数,通过不断求导迭代确定每一步的位置,并逐步

逼近极值点.本文将空间信息相关性作为损失函数,步长为一个像素,在每一步判断时,通过计算目标

位置８邻域与该位置的相关性梯度最大值来确定搜索方向和位置.结合式 (２)、(３),其数学表达为

(x∗
n＋１,y∗

n＋１)＝(x∗
n ＋i,y∗

n ＋j)＝arg MAX
i,j∈{－１,１}

[NCC(SSIx∗
n ＋i,y∗

n ＋j,SSIT)－NCC(SSIx∗ ,y∗ )] (６)

式中,T 表示模板目标,(x∗ ,y∗ )表示每一步迭代中判断目标的位置坐标,n 为迭代次数,MAX为最

大值运算符.式 (４)通过每一次迭代求解i、j不断迭代更新搜索位置,逐步逼近最优结果.需要说明的

是,在每一帧中迭代的初值是上一帧的目标位置.
但是在实际复杂情况下,空间信息置信图并不是完全单调的,也有可能存在 “多峰”分布的情况,

无约束的梯度法可能收敛到局部最优,造成跟踪偏差.鉴于此,在每一步梯度搜索的过程中,加入了方

向约束.在真实世界中,目标的运动一定是连续、平滑的,在相邻帧之间的运动方向和距离变化极

小[４,６].因此在每一步梯度搜索的过程中,理想的搜索路径必定是大致沿着历史轨迹方向,且移动距离较

小.方向和距离计算方法采用余弦和欧式距离公式为

disV１,V２( ) ＝ (V１x －V２x)２＋(V１y －V２y)２

cos(V１,V２)＝
dot(V１,V２)
V１ V２

ì

î

í

ï
ï

ïï

(７)

式中,V１、V２ 为向量,坐标为 (v１x,v１y )、(v２x,v２y );dot表示两个向量的点积,||∗||表示向

量的二范数.在每一步梯度搜索时,满足如下约束:

dis(Og,Ok－１)＜＝d
arccos(cos)＜＝α,k＞２

cos＝cos(V(Og,Ok－１),V(Ok－１,Ok－２))

ì

î

í

ï
ï

ïï

(８)

其中,arccos表示反余弦函数;Ok－i(i＝１,２)表示第k－i帧目标的位置坐标;Og 表示每一步梯度搜索的

位置坐标;d 和α为约束因子,一般取经验值d＝w＋h(w、h 为目标的宽、高)、α∈ π/２,π/４( ) .综

上,梯度上升方法的步骤为:

１)计算当前位置８邻域的样本集空间信息;

２)利用式 (６),求解当前迭代步骤的结果位置;

３)利用式 (８)约束步骤２)获取的结果.若不满足,则取次优结果,重复步骤３);若满足,则进入

下一步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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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重复步骤１)、２)、３),直到式 (６)的 max值小于０.

１３　Kalman滤波优化

在通常情况下,按照上述步骤可以收敛到目标位置,从而获取很好的跟踪结果.但是在目标跟踪的

过程中,会遇到阴影干扰、背景干扰、甚至目标隐藏的情况,使得梯度上升无法收敛到目标实际位置,
导致跟踪漂移.为提高方法的鲁棒性,加入了 Kalman滤波对跟踪结果进行约束优化.Kalman滤波通过

线性最小均方误差估计,能够根据目标历史轨迹的运动规律预测当前帧的位置[１５],并结合当前帧的观测

值来优化跟踪结果.Kalman滤波针对k时刻预测的状态方程为:

X－
k ＝AXk－１＋Wk－１

P－
k ＝APk－１AT ＋Q{ (９)

在视频相邻帧之间,目标运动变化缓慢,其运动矢量的位移和方向变化较小[４,６];此外,卫星视频的

分辨率较地面和航空视频低,这种帧间的运动变化缓慢的特征将更加显著.因此,通过kalman滤波进行

预测得到的结果,与真实目标位置的偏差必定很小.如图８所示,描述目标 Obj从k－３到k帧的运动轨

迹及第k＋１帧的潜在目标位置.目标在做向左转弯运动,根据历史的运动轨迹,利用 Kalman滤波可预

测出目标位置,如图中 Kal虚线矩形框;而 ROI１、２、３这三个目标运动的方向或位移与历史轨迹相比,
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其表现为与 Kal的位置偏差同样较大.那么可以断定,ROI１、２、３必定不是目标的

准确位置.因此,可以利用 Kalman滤波预测的运动约束优化,在梯度上升无法正确收敛的情况下,仍能

够较准确的进行目标位置确定,提高算法的鲁棒性.

图８　Kalman滤波约束示意图

利用距离公式和 Kalman滤波进行优化约束可表示为

dis＝dis(Kal,SSIROI)? ＜＝ ２ (１０)

式中,Kal表示利用 Kalman滤波预测得到目标中心点坐标;SSIROI表示利用空间信息置信图进行梯度上

升得到的目标中心点坐标.若dis返回真,则表明梯度上升正确收敛;若返回假,则跟踪结果不准,此时

直接选取 Kal位置为跟踪结果,并进行 Kalman状态更新.限于篇幅,关于 Kalman滤波的参数解释可见

文献 [１５],这里不再赘述.

２　卫星视频目标跟踪试验

２１　试验数据说明

为了验证提出的算法在卫星视频中目标跟踪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分别选取了SkySat、吉林一号视频３
星和珠海一号所获取的视频数据中的５个目标进行跟踪试验,视频分辨率分别为１１ m、０９ m 和

１９８m.选取卫星视频常见的场景环境、并富有挑战性,包括目标旋转运动、目标快速移动、临近高相

似目标和背景干扰、背景突变、辐射亮度变化、目标被短暂遮挡或隐藏、极弱特征目标跟踪等情况.测

试１为SkySat视频,以道路行驶汽车为跟踪目标,该目标与道路的灰度对比度较低.整个过程做长距离

转弯行驶,后期伴有临近高相似目标的干扰.同时,视频的整体辐射亮度是逐渐增大的;测试２为吉林一

号３星拍摄的城区道路视频.在开始阶段,目标进行向左近９０°的转弯行驶,然后进入阴影区,辐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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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弱,并伴有短暂消失的情形;测试３同样为吉林一号３星拍摄的城市道路视频,存在交通设施杆遮挡的

情况,且设施杆的颜色灰度与目标极为相近;测试４为珠海一号拍摄的视频,跟踪目标尺寸约为３×３,
与道路的对比度极低,系极弱特征目标,且存在邻域相似背景的干扰;测试５为珠海一号拍摄的飞机目标

视频,飞机移动速度快,且存在背景突变、背景相似干扰的情况 (见表１).５个视频目标的第一帧截图如

图９所示.

表１　测试视频描述

目标 视频 目标大约尺寸 视频总帧数

目标１ SkySat视频 约５×５像素 ６３６

目标２ 吉林一号３星视频１ 约７×５像素 ３２３

目标３ 吉林一号３星视频２ 约１１×９像素 １９８

目标４ 珠海一号视频１ 小于３×３像素 ５００

目标５ 珠海一号视频２ 约１７×１７像素 １５０

图９　测试视频第一帧截图

２２　置信图求解耗时比对

置信图求解是目标位置确定的重要一步,为了验证提出方法的加速效果,针对４种尺寸目标的求解耗

时进行统计,并与经典求解法耗时作对比.计算条件为:CPU:I７４５１０u２０GHz,Matlab２０１５b,比对

结果如表２所示.经典求解法需要计算置信图所有位置的相关数值,并通过比较获取最大值;而提出的梯

度上升方法无需循环遍历整个置信图,计算耗时优于经典求解方法.

表２　耗时比对

目标尺寸 经典求解方法 本文方法 加速比

３×３ ０００１９７０s ０００２０１１s ０９８

５×５ ０００２２６４s ０００２０４１s １１１

１１×９ ０００３７４７s ０００２３３２s １６１

１７×１７ ００１８３９s ０００４４６６s ４１２

２３　跟踪试验结果与分析

对上述５段测试视频进行目标跟踪试验,并与经典的时空上下文信息方法STC[１４]、相关滤波方法

DSST[３]相比对.便于观察跟踪效果,将当前帧目标位置和２００帧历史轨迹标记出.５个目标的跟踪结果

比对如表３所示.从跟踪效果上看,提出的方法针对试验的５个目标全部成功跟踪,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较

好的跟踪状态,轨迹平滑无突变,无丢失目标.在卫星视频中点目标尺寸较小,为了更细化描述跟踪结

果,本文选取广泛认可的距离精度作为数值评价标准[８].距离精度:中心位置误差小于给定的阈值的帧数

之和除以总帧数.其中,中心位置误差表示目标位置的估计值与真值的像素距离.跟踪阈值定为２ ２ 个

像素.下面对跟踪测试加以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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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跟踪精度对比结果

目标
跟踪精度

STC DSST 提出的方法

目标１ ０ ０ ０９４８

目标２ ０５１ ０６３ ０９２３

目标３ ０７８ ０９１ ０９４９

目标４ ０ ０ ０９２４

目标５ ０９７ ０９９ ０９８

２３１　卫星视频目标跟踪测试１
测试１为skysat拍摄的一段视频.如图１０所示为本文方法的跟踪效果,目标１初始阶段处于弯路行

驶的状态,近似匀速行驶.在转弯过程中,跟踪状态稳定准确,轨迹接近实际转弯路线.在４５８帧左右,
跟踪目标左后方出现高相似目标,其行驶速度大于跟踪目标,正逐步靠近;４９２帧左右,相似目标追赶上

跟踪目标,二者开始相互缠绕、干扰;５１４帧时,两个目标几乎并排行驶,彼此干扰和相互粘连程度最

大,最小距离几乎为０;５３１帧左右开始,相似目标逐渐远离跟踪目标,结束缠绕、干扰.在测试１中可

以看到,利用空间信息能够很好地对弱小特征目标进行特征描述和匹配跟踪,在无干扰的转弯行驶过程

中跟踪精度高;在临近高相似目标严重粘连、缠绕、干扰的情况下,包含邻域相似背景的空间信息又逐

渐引入了临近相似目标的部分区域,使得置信图峰值与真实目标位置有所偏差,在运动特性的约束下,
目标跟踪位置有约２~３个像素的偏移,尤其５３１帧的偏移较明显,但并未丢失目标;干扰目标远离后,
空间信息只包含了邻域背景,向灰度较亮 (相似)的左侧背景方向略微偏移,如５６３、６３６帧所示.整体

上保持良好的跟踪状态,轨迹平滑、准确性高.此外,随着时间推进,该测试视频的灰度辐射是整体逐

渐变亮的,说明提出的跟踪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亮度的变化.

图１０　目标１跟踪效果

经典的STC和DSST方法在测试１中目标跟踪失败.主要原因是跟踪目标的尺寸小,STC采用目标

距离和方向作为目标描述特征的基础,而DSST采用 HOG特征作为目标描述特征的基础,在面对较小尺

寸目标时特征描述效果不佳,目标跟踪无法进行.

２３２　卫星视频目标跟踪测试２
测试２为吉林一号３星视频.三种方法的测试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跟踪目标首先进行向左近９０°的转弯行驶,在转弯时目标几何特征会发生较大旋转变化,容易产生跟

踪中断.在６３帧左右,目标大约旋转２０°;１０６帧时,大约旋转４０°;１４６帧,大约为６０°,到１９７帧左右,
转弯路段完成.在整个转弯过程中,本文方法利用空间信息相关很好地适应目标旋转变化,跟踪稳定性

和准确性高、效果好;STC的目标距离和方向的特征描述对旋转的小目标跟踪效果不佳,随着转弯角度

的不断增大,跟踪偏移逐渐增大,在１５９帧左右目标丢失;DSST的 HOG特征和滤波相关对旋转小目标

进行描述和跟踪不佳,在转弯过程中,某几帧的特征跟踪不准的出现轨迹跳变的情况,在旋转近９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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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目标２跟踪效果

１９７帧,跟踪位置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偏差.２００帧左右开始,进入直线行驶阶段.由于无其他干扰,跟踪

精度几乎１００％.如２４８帧所示,虽然DSST的结果也产生了较大偏差,但相对于１９７帧的偏差不大,说

明在无干扰的直线阶段,DSST能保持很好的跟踪状态.从２４８帧左右开始,目标进入弱亮度区域,其亮

度特征减弱明显.２７０帧时目标灰度极弱,２７３帧左右目标几乎完全消失,２７９帧目标重新出现,但目标

特征依旧很弱.从图中可以看到,本文方法从２５０~２８０帧左右的轨迹有些杂乱无序,主要是由于目标隐

藏、无的放矢,利用无目标的空间样本信息无法获取准确位置.此时,算法依赖目标的历史轨迹及运动

平滑的预测来确定目标位置.而短时间的位置预测精度较好,与实际目标位置偏差不大,约２~３个像素

以内.当目标重新出现时,提出的方法能够对目标进行重识别锁定,如２８５帧所示.２８６帧以后目标亮度

逐渐恢复,且为无干扰的直线运动行驶,跟踪稳定、准确;而 DSST方法在目标灰度特征减弱时,HOG
特征难以提取和描述,目标跟踪丢失.通过测试２可以看出,提出的方法针对目标旋转运动、目标亮度减

弱情况下,可以做到高准确性的鲁棒跟踪,甚至在目标短时间隐藏的阶段,仍然可以较准确的预测目标

位置.在目标重新出现时,对目标进行及时重锁定,确保目标跟踪不丢失,鲁棒性和稳定性佳.

２３３　卫星视频目标跟踪测试３
测试３为吉林一号３星拍摄的某城区道路视频,视频场景逐帧整体向下移动.如图１２所示,选取道

路汽车为跟踪目标,该目标初始阶段处于直线行驶状态,到２６帧左右时,目标接近交通设施杆干扰范围

区域.３４帧左右开始,目标与设施杆相互粘连、干扰,并开始进入遮挡区域;３９帧,目标前半部分通过

设施杆,遮挡位置大约在目标中间部位,此时干扰最大;４２帧,目标大部分通过遮挡区域;４６帧,目标

完全通过遮挡区域.测试３主要是为了验证目标在有部分遮挡和背景相似干扰的情况下的跟踪情况.视频

中,交通设施杆的颜色与目标非常接近,在通过设施杆的遮挡过程中,目标与设施杆几乎融为一体,目

标局部特征被改变,被遮挡部分与模板差异较大.通过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建立的目标空间信

息,扩展了目标尺寸和特征,虽然目标被部分遮挡,但是目标非遮挡区域和邻域背景依然保留了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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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特征,且在相邻帧中特征稳定性高,有利于目标的匹配;同时结合运动特性的约束,能够准确地

定位到受干扰的目标位置,整体跟踪效果鲁棒、良好.STC方法针对１１×９像素尺寸的目标的跟踪效果

依然不佳,再直线运行阶段,跟踪位置的偏移逐渐加大,在有遮挡干扰时,跟踪失败;而DSST方法对目

标３跟踪时,HOG特征和高斯函数的相关滤波的特征描述匹配发挥了效用,虽然存在轨迹跳变的帧,但

整体跟踪效果好,且在有相似遮挡时,能保证跟踪位置获取准确.

图１２　目标４跟踪效果

２３４　卫星视频目标跟踪测试４
测试４为珠海一号拍摄的视频,该视频主要是针对极弱特征目标的跟踪试验.在这里,极弱特征目标

指的是目标尺寸非常小,小于３×３像素,并且目标与背景的对比度极低.如图１３所示,视频中目标的移

动速度较快,前６４帧左右目标进行直线行驶,然后进入向左缓转弯路段.１８０帧左右完成半程的弯路行

驶;３０９帧左右,转弯路段结束,进入直线行驶阶段;在整个弯路阶段,目标跟踪轨迹平滑、准确,几乎

无跟踪漂移.直线行驶阶段到４１７帧左右,目标右侧开始出现高相似背景干扰,在４３６帧、４５３帧中,目

标与背景相互缠绕、粘连.４７８帧、４９９帧中,顺利通过高相似干扰区域.通过测试４可以看出,提出的

方法针对极弱特征目标能够进行较好的特征描述和识别.由于目标的极弱亮度特征导致过低的对比度,
在一些帧中的直线和缓转弯行驶情况下的位置确定不够精准,但整体跟踪效果良好,未出现跟踪漂移结

果.此外,在相邻高相似背景干扰的情况下,空间信息由于描述了邻域的空间位置特征,使得目标与邻

域高相似区域的整体空间信息差异性明显,结合目标的运动约束优化,可有效抵抗高相似干扰,跟踪鲁

棒、稳定.
同理与测试１,测试４中的目标尺寸小、特征弱,STC和DSST方法的目标特征描述效果不佳.

图１３　目标４跟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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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目标５跟踪效果

２３５　卫星视频目标跟踪测试５
测试５为珠海一号视频拍摄的飞机目标的视频,主要是针对目标快速移动和背景突变、干扰情况下的

跟踪效果验证.如图１４所示,１５帧时目标处于海陆交界处,背景从海到陆地过渡,颜色突变明显;７３、

９７、１２２帧的情况类似,都处在不同类别地物交界处,边缘分割过渡鲜明,背景突变显著,并伴有目标部

分隐藏的现象.测试结果显示,本文方法的目标跟踪效果良好,轨迹平滑、稳定.测试５的目标尺寸较

大,且做直线运动,STC和DSST方法能够进行很好的目标特征描述和匹配,跟踪效果较好.

３　结　论

在卫星视频中,目标尺寸小、几乎无特征纹理、对比度和清晰度低、临近高相似背景和目标干扰等

是目标跟踪面临的主要难点和挑战,此外还包括亮度变化、遮挡等问题.本文面向卫星视频点目标跟踪

问题,提出利用样本集空间信息进行目标跟踪的方法,通过５组试验验证了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跟踪精度优于９２％,并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求解跟踪置信图时,本文提出的梯度上升法计算耗时优于经典求解法,且目标尺寸越大,加速

比随之增大;

２)样本集空间信息扩展了目标尺寸、丰富了目标特征信息,能够很好地对极弱特征点目标进行描

述,有利于目标的匹配与跟踪;

３)样本集空间信息包含了目标邻域特征和位置信息,扩大了 “目标整体”的范围,在局部受到污染

时,其整体状态依然保持一定的不变性,同时结合运动平滑的约束,可有效抵抗相邻高相似目标的粘连、

缠绕、短暂消失和被遮挡、背景突变和场景亮度变化等常见情形下的强力干扰,有利于目标跟踪的鲁

棒性;

４)此外,卫星视频的目标数量一般较多,针对大数据量的多目标鲁棒、快速跟踪将是未来研究的

重点.

此外,卫星视频的目标数量一般较多,针对大数据量的多目标鲁棒、快速跟踪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参 考 文 献

[１]　BertinettoL,ValmadreJ,GolodetzS,etalStaple:ComplementaryLearnersforReal TimeTracking [C]InternationalConference

４１４



onCom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６

[２] D’AngeloP,MáttyusG,ReinartzPSkyboximageandvideoproductevaluation [J]．InternationalJournalofImage&DataFusion,

２０１５,７ (１):１ １６

[３] DanelljanM,HagerG,KhanFS,etalDiscriminativeScaleSpaceTracking [J]．IEEETransactionsonPatternAnalysis& Machine

Intelligence,２０１６,(９９):１ １４

[４] Fortun D,Bouthemy P,Kervrann COpticalflow modeling and computation: A survey [J]．Computer Vision & Image

Understanding,２０１５,１３４:１ ２１

[５] HenriquesJF,CaseiroR,MartinsP,etalHigh SpeedTrackingwithKernelizedCorrelationFilters [J]．IEEETransactionson

PatternAnalysis& MachineIntelligence,２０１５,３７ (３):５８３ ５９６

[６] JianboShiandCarloTomasiGoodFeaturestoTrackIEEE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１９９４:５９３ ６００

[７] LeichterIMeanshifttrackerswithcross binmetrics[J]．PatternAnalysis& MachineIntelligenceIEEETransactionson,２０１２,３４

(４):６９５ ７０６

[８] 刘钧彬,谢维信,李良群一种遮挡检测的核最小二乘视觉跟踪算法 [J]．信号处理,２０１７,３３ (４):５０５ ５１０

[９] MurthyK,ShearnM,SmileyBD,etalSkySat １:veryhigh resolutionimageryfromasmallsatellite [C]//SPIERemote

SensingInternationalSocietyforOpticsandPhotonics,２０１４:９２４１１E ９２４１１E １２

[１０] QianNOnthemomentumtermingradientdescentlearningalgorithms[J]．NeuralNetw,１９９９,１２ (１):１４５ １５１

[１１] 王飞,房胜加权局部特征结合判别式字典的目标跟踪 [J]．中国图象图形学报,２０１４,１９ (９):１３１６ １３２３

[１２] 王春平,王暐,刘江义,付强,徐艳 基于色度饱和度 角度梯度直方图特征的尺度自适应核相关滤波跟踪 [J]．光学精密工程,

２０１６,２４ (９):２２９３ ２３０１

[１３] 修春波,魏世安,万蓉凤二维联合特征模型的自适应均值漂移目标跟踪 [J]．光电子激光,２０１５ (２):３４２ ３５１

[１４] XuJ,LuY,LiuJRobusttrackingviaweightedspatio temporalcontextlearning [C]．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mage

Processing,２０１４:４１３ ４１６

[１５] 闫钧华,陈少华,艾淑芳,等基于 Kalman预测器的改进的CAMShift目标跟踪 [J]．中国惯性技术学报,２０１４ (４):５３６ ５４２

[１６] 张过卫星视频处理与应用进展 [J]．应用科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４ (４):３６１ ３７０

[１７] 朱厉洪,回征,任德锋,等视频成像卫星发展现状与启示 [J]．卫星应用,２０１５ (１０):２３ ２８

[１８] ZhangD,WangR,YangJ,etalResearchonsparsecodingobjecttrackingmethod [J]．ComputerEngineering & Applications,

２０１５,５１ (２２):５３ ６０

[１９] ZdenekKalal,KrystianMikolajczyk,JiriMatasTrackingLearningDetection [J]．IEEETransactionsonPatternAnalysis& Machine

Intelligence,２０１２,３４ (７):１４０９ １４２２

[２０] 周志宇,彭小龙,吴迪冲,朱泽飞．在线特征选取的多示例学习目标跟踪 [J]．中国图象图形学报,２０１５,２０ (１０):１３４６ １３５７．

[２１] 朱秋平,颜佳,张虎,等．基于压缩感知的多特征实时跟踪 [J]．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３,２１ (２):４３７ ４４４

SpatialInformationCorrelationBasedGradient
AscentTrackingwithConstraintinSatelliteVideo

WANGHui lin１,WANGTao yang２

１BeijingInstituteofTrack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

２SchoolofRemoteSensingandInformationgEngineering,WuhanUniversity

　　Abstract　Toaddresssatellitevideotrackingproblemsofsmalltargetsizes,non texturalfeatures,

lowcontrast,high similaritynearinterference,partialocclusion,etc,atrackingmethodofspatial
informationcorrelationbasedgradientascentwithconstraintisproposedTheideaofspatio temporal
contextinformationisintroducedTheobjecttrackingistransformedintoanoptimizationproblemFirstly,

samplesetspaceinformationofthetargettemplateisestablished,andthespatialinformationofthetarget

judgmentareaisestablishedtooThen,thespatialinformationconfidencemapisestablishedbyusi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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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ofspatialinformationbetweenobjecttemplateandassessmentarea,andthelossfunctionof
spatialinformationisconstructedAtlast,thetargetpositioncanbedeterminedbyobtainedtheextreme
valueutilizedgradientascentwiththemotioncharacteristicconstraintThetheoreticalmethodproposed
arevalidatedinanumberof５experimentsusingSkySat,OVS １A/BandJL１HvideosTheexperiment
resultsshowthatthemethodproposedhavegoodperformance,thetrackingprecisionissuperiorto９２％

withthethresholdvalue２２andtrackingtrajectoryissmoothingandstableThemethodcouldsatisfythe
followingadvancedprocessingandapplicationinrequirementsinsatellitevideo

Keywords　Satellitevideo;Point objecttracking;Spatialinformationcorrelation;Gradientascent;

OVS １;Skysat;JL１H

６１４



续表

论坛二

进入、 减速、 着陆与上升技术论坛





美国SpaceX公司 “星船” 项目简介及研究进展

薛　普　王林林　樊晨霄　董　超　王　浩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

摘　要　探索浩瀚星空是人类永恒的梦想,但高昂的费用制约了载人航天和深空探索的发展.近年

来,随着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加入载人航天的探索中,美国SpaceX公

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对 “星船”项目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述,为我国可重

复使用飞行器发展提供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　可重复使用;星船;SpaceX

０　项目简介

“星船”项目是SpaceX公司为了取代猎鹰９重型火箭和载人龙飞船执行载人航天任务而发展起来的,

它计划通过 “星船”和 “超重”(超级重型火箭助推器)组成的大型猎鹰火箭执行近地轨道、月球、火星

甚至更远轨道的商业航天发射任务.“星船”项目的目标是具备将１００t的有效载荷运送至月球表面或将

１００人送入太空进行旅行的能力.同时,为了降低发射成本, “星船”项目将实现大型猎鹰火箭的完全可

重复使用,即 “星船”具备多次进出大气层的能力,而 “超重”则采用与猎鹰９类似的垂直着陆返回技

术.SpaceX公司希望 “星船”项目研制成功后能够具有比猎鹰９更低的单次发射成本.

图１　大型猎鹰火箭 (中)与土星５号 (左)和猎鹰９ (右)火箭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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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猎鹰火箭全长１１８m,直径９m,其中 “星船”的总长为５０m,“超重”的总长为６８m.整个火

箭的起飞总重超过３０００t,总推力约为７２MN;“星船”总推力约为１２MN.下图给出了大型猎鹰火箭与

猎鹰９重型火箭和美国此前最大推力的土星５号火箭对比图.由图可知,大型猎鹰火箭的尺寸规模远超猎

鹰９重型火箭,同样超过了土星５号火箭.

图２　星船示意图

SpaceX公司采用了最新研发的猛禽发动机为大型猎鹰火箭提供动力,在 “超重”的底部共安装有３７
台猛禽发动机,预计其中７台猛禽发动机采用可摆动的柔性喷管,其余发动机则采用固定喷管;而 “星
船”的底部将安装６台猛禽发动机,其中３台采用可摆动的柔性喷管,用于垂直降落,外围的３台则采用

真空型猛禽发动机以在真空中提供更大的推力.每台猛禽发动机的高度为３１m,直径为１３m,采用超

低温液氧和液态甲烷作为推进剂,并采用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以提升燃烧室室压和单台发动机推力,
预计单台发动机的推力可达２MN.

图３　猛禽发动机

根据SpaceX公司的研究进度规划,“星船”项目于２０２１年将卫星发射至地球轨道,２０２２年执行无人

登月任务,２０２３年执行载人登月任务,何时执行载人火星登陆任务,SpaceX公司尚未给出明确的时间

表.不过,根据SpaceX公司的预计,要实现载人火星探测任务,需要发射两枚大型猎鹰火箭,将分别装

载乘客和燃料的两艘 “星船”送上太空,在太空交会进行燃料补充后,由载人 “星船”执行火星探测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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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星船”太空交会想象图

１　研究进展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猛禽发动机、大尺寸箭体结构设计、大气返回防隔热技术、完全可重复使用

技术的研究结果将决定 “星船”项目能够按照规划的时间节点执行发射任务.从２０１８年９月 “星船”项

目正式披露至今,SpaceX公司针对猛禽发动机和大型猎鹰火箭的测试原型机开展了大量研究.

SpaceX公司早在２００９年就透露出猛禽发动机的研制计划,不过当时 “星船”项目尚未启动,猛禽发

动机的研制是为了给 “星际运输系统”提供动力.２０１２年猛禽发动机确定采用液氧＋液态甲烷的推进剂

方案和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的设计思路,之后采用非全尺寸缩比样机于２０１４年４月进行了推进剂适配改

进、在２０１４年５月进行了发动机喷注器和预燃室试验,并最终于２０１６年９月进行了首次地面试车.“星
船”项目启动后,猛禽发动机为了实现上箭的目的进行了重新设计和适应性改进,并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完成

了全新改进的全尺寸上箭版本首次地面点火试车.本次点火采用温热推进剂进行了测试,单台发动机海

平面推力达到了１７MN,燃烧室压力达到了２５７MPa;在之后的再次点火中,燃烧室压力最大达到了

２６９MPa,超过了俄罗斯RD １８０发动机保持多年的室压纪录;预计未来采用深冷低压燃料后,室压可

达３０MPa,最大推力也将达到２MN.

图５　猛禽发动机地面点火图

“星虫”是 “星船”的单引擎版测试原型机,从２０１８年底开始建造,高度约为１０m,直径为９m,
与 “星船”的直径一致.“星虫”底部安装有３个着陆支架,箭体侧面上方安装有一组反作用控制系统,
用于滚转控制;采用单台猛禽发动机作为动力,发动机喷管为柔性喷管.“星虫”一方面将完成猛禽发动

机的箭上点火测试,另一方面将开展低空自由悬浮飞行试验,用于验证发射和回收技术.
下图给出了 “星虫”的设计外形和实际外形.事实上,“星虫”的实际外形与设计外形相比,缺少了

上方的整流罩.项目团队在将整流罩取下进行内部零件安装时,整流罩遭遇了大风破坏,为了节省时间,
项目团队直接去除了整流罩.这也导致 “星虫”从原有的流线型外形变成了类似锅炉的外形.２０１９年４
月,SpaceX公司在得克萨斯州的博卡奇卡试验场完成了 “星虫”的猛禽发动机首次点火测试.测试过程

中,“星虫”通过锁链被拴在地面上,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仅升高了几英寸.之后,在７月１６日晚间,“星
虫”在准备自由悬浮飞行试验前的静态点火测试时,由于箭体发生机械共振导致燃料倾倒,液态甲烷引

发了剧烈燃烧,所幸未引起燃料箱爆炸,“星虫”未受到明显损伤.７月２６日,在经过新一轮准备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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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星虫”

后,“星虫”完成了首次自由悬浮试验,“星虫”从试验场垂直起飞后在空中飞行时间约２２s,最大飞行高

度约２０m,之后垂直降落在发射点上.８月２７日, “星虫”进行了最后一次自由悬浮试验,从初始发射

台垂直发射升空后在空中平飞了一段距离后降落在另一个发射台上,此次飞行高度达到了１５０m,飞行时

间接近１min.本次自由悬浮飞行试验成功后,SpaceX公司宣布 “星虫”退役,并将原型机测试工作的重

心转到测试原型机 MK１和 MK２上.

图７　 “星虫”自由悬浮试验

MK１和 MK２验证机均为 “星船”的全尺寸验证机,分别由得克萨斯团队和佛罗里达团队负责建造

和试验.两个团队并行开展工作并减少技术交流,SpaceX公司认为内部竞争机制会实现技术改进并改善

“星船”的最终设计.MK１与 “星船”的尺寸一致,干质量２００t,预计正式版将降低至８５t,底部安装

有３台喷管可摆动的猛禽发动机.MK１研究团队相较 MK２团队具备先发优势,并率先开展了表面压力

测试,但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开展低温压力测试时发生爆炸,飞船顶部被炸飞.针对本次测试出现的问

题,MK１研究团队对穹顶结构设计与制造工艺进行了改进,并迅速建造出新的穹顶用于开展压力试验.

２０２０年１月针对新结构开展了压力试验,最终当最大持续压力达到０７１MPa时,连接罐壁和穹顶的焊接

按照预计方式失效,穹顶出现坍塌,该压力比轨道飞行压力０６MPa高出１８％,但SpaceX公司认为 “星
船”需要承受０８５MPa (即在轨运行压力的１４倍)的内部压力以实现载人飞行.因此,项目团队在

MK１的基础上开始建造 MK３ (即SN１的前身).相比 MK１,关于 MK２研究进展的消息有限,但可以从

中分析出 MK２相比 MK１采用了新型钢环工艺,钢环高度有所提升,也就意味着建造同样的高度 MK２所

需的部件更少.后续佛罗里达团队在 MK２的基础上开始了 MK４的设计与建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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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SpaceX公司公布将以 MK３作为第一艘轨道测试原型机进行首次试飞,SpaceX公

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提交的备案报告显示,３月中旬 MK３将在博卡奇卡进行首次飞行测试,
预计飞行高度为２０km.MK３将配备３个海平面推力猛禽发动机和３个真空推力猛禽发动机,这与 “星
船”的最终设计完全相同.同时,SpaceX公司宣称将在此次试飞成功后在２０２１年进行１００km 高空轨道

飞行测试.为了进一步提升 MK３的承压能力,MK３增加了一个焊接钢环,但在２月底的一次压力测试

中,MK３的表面壳体再次破裂并砸向地面,因此有理由相信SpaceX公司的首次高空试飞将会推迟.

图８　MK１低温压力测试现场

图９　MK１新型穹顶

“星船”的另一大改进设计是制造材料的选择.飞船表面材料需能够在极端低温条件下具备优良的承

压能力,并能承受飞船返回过程中严酷的力热环境,同时要兼具批生产的工艺性以便于降低成本,同时

要实现飞船减重.“星船”设计初期选择先进的碳纤维作为主体的建造材料,但此后SpaceX公司采用低

温不锈钢取代了碳纤维,既能保证零下１６５℃时材料的强度和延展性,又能提升抗压能力,同时降低了成

本,提升了生产速度,降低了技术难度.对于返回过程中迎风面温度过高的问题,通过液体燃料在双层

外壳间流动散热和表面微孔蒸腾冷却的方式降低表面温度,解决防热问题.在２０１９年３月进行的隔热瓦

测试中可以看出,隔热瓦可以承受最高１６５０K的高温,与 “星船”返回大气时预计的最高温度相当,后

续将通过试验确定需要进行微孔蒸腾冷却的部位,最终实现隔热瓦可重复使用.
在上述研究之外,SpaceX公司还在肯尼迪太空发射中心进行了发射场建设工作,预计发射场建成后

将承担起 “星船”的发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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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小结及启示

SpaceX公司的 “星船”项目秉承了SpaceX公司的经营理念,即简单、可靠、低成本.“星船”项目

研制过程中,通过液氧甲烷动力的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发动机研制,提升了发动机比冲,优化并减小了

贮箱和飞船尺寸,充分利用甲烷可在天然气和火星上制备的特性,拓展发动机能量来源渠道,形成综合

性能优秀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动力方案,提升了项目的应用场景;通过低温不锈钢低温承力试验、疏导

式散热和微孔蒸腾冷却技术研究,使低温不锈钢替代碳纤维作为飞船主要制造材料成为可能,充分利用

低温不锈钢技术成熟、成本低廉、生产快速的特点,降低 “星船”项目的成本;通过在猎鹰９火箭上已获

验证的可重复使用技术移植和改进,实现火箭助推器和星级飞船的完全可重复使用,降低单次发射成本.

同时,SpaceX公司在 “星船”项目的研制历程中给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带来的启示如下.

１)在追求安全性、可靠性的基础上充分探索技术边界,实现技术风险与低成本的兼容.

载人航天探索的前提必然是安全、可靠,美国多艘航天飞机失事给世界航天事业带来了深重的影响.

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与进步,通过测试、试飞等手段对新技术进行探索成为可能.SpaceX公司采用不锈

钢替代碳纤维进行结构设计,并利用各种测试对结构方案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索.为了探索穹顶的

最大抗压能力,专门进行了极限测试,并通过穹顶坍塌外形与预计外形的对比,确认新材料与结构设计

的边界,降低了技术风险;同时确认了新材料与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达到了利用新材料减重、降成本、

降低工艺难度的目的.

２)以问题为导向,采用竞争机制提升研发速度,迸发创新思维,解决技术难题.

SpaceX公司在原型机研制过程中,采用两个独立的研发和制造团队,通过内部竞争为最终目标的实

现,探索不同的技术方向.不同团队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 “星船”的入轨,虽然在前期技术积累的基础

上两个团队所采用的制造方法有相通之处,但由于双方不进行沟通,最终走上了不同的技术道路,为

“星船”最终方案的成形提供基础.同时,内部竞争使双方会以问题为导向、加速问题的解决,提升研制

速度.佛罗里达团队研制重心是箭体钢环的设计和制造工艺,通过更高的钢环设计工艺提升制造速度,

这也使他们在得克萨斯团队之前开始建造 MK４;而得克萨斯团队则重在解决结构方案的承压能力,因此

多次开展穹顶的压力测试.总之,通过不同团队、不同研究思维之间的竞争,最终将解决新材料和结构

方案的技术难题,为项目最终完成提供支撑.

３)重视与潜在客户的互动,提升市场化和商业化程度,增强商业航天影响力.

作为商业航天企业的佼佼者,SpaceX历来注重项目宣传和客户沟通.“星船”项目从披露到研制,公

司CEO马斯克会在网络、会议等各种场合对项目进行宣传,并披露项目进展,尤其是研制过程中遇到的

技术难题和解决难题的过程.如猎鹰９发动机在首次地面试车前遇到的燃烧室压力过高问题,以及 “星
虫”首次试飞前遇到的爆炸事故等,通过迅速定位和解决问题,向公众展示了项目团队的技术能力.在

此过程中也引起了潜在客户的关注,增强了商业航天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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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在轨操作发展现状及快速发射需求分析

胡　建　徐世杰　王林林　薛　普　董　超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

摘　要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航天强国积极发展空间在轨操作技术,开展了 “凤凰”计划、地球

静止轨道卫星机器人服务、在轨卫星燃料加注系统等多项演示验证项目,对空间捕获、部件切割、在轨

装配、在轨加注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和验证.此外,为满足空间在轨能力修复的快速响应要求,需要通

过快速发射技术实现快速、准确、低成本的空间部署与运行能力支持.针对空间在轨操作和快速响应发

射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并开展在轨操作对快速发射的需求分析,可为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在轨操作;空间装配;快速响应;运载火箭

０　引　言

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航天器被部署在空间轨道上,为人类提供导航、通信、气象观测

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受携带燃料有限、部组件老化、空间碎片破坏、不可维修等因素限制,航天

器的生命极为脆弱,或许只需要一次意外,它们的服役生涯就会因故障而终止.这对投资数亿甚至数十

亿建设的航天器而言,是十分巨大的损失.为了保证航天器在空间环境中高质量地在轨运行,空间在轨

操作的概念应运而生.空间操作就是在外太空通过人、机器人或两者协同来完成延长航天器寿命、提升

航天器执行任务能力等一系列空间操作,主要内容涵盖在轨加注、在轨装配/维修、空间碎片清理等领

域.通过在轨操作,可大幅降低系统研发和运行成本,提高现有空间系统的价值与弹性.此外,空间在

轨操作技术具有很强的军事背景,能为未来的体系作战提供快速、高效的后勤保障.由于其显著的经济

价值和潜在的军事应用,已成为航天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１３].
此外,为实现对故障航天器快速在轨操作或功能替代,需要通过快速响应发射技术完成对在轨操作

机器人或功能替代航天器的快速、准确、低成本的投送、部署及空间运行,为空间能力快速修复/生成提

供支持[４６].

１　空间在轨操作技术发展现状

空间在轨操作包括在轨服务、在轨维修、航天器抓捕等相关技术,主要目的是延长航天器寿命、解

决航天器在轨故障、清理废弃卫星等.在空间在轨操作领域,美国的技术发展水平最高,在体系完整性、
技术成熟度、投资规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针对空间在轨操作技术,美国重点开展了轨道快车 (Orbit
Express)项目、“凤凰” (Phoenix)计划、 “蜻蜓” (Dragonfly)项目、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机器人服务

(RSGS)、在轨卫星燃料加注系统 (Restore L)等演示验证项目,包括有效载荷寄宿发射、服务星远程

机动、非合作目标逼近、交会对接、卫星识别、空间目标捕获、在轨装配与修复等空间在轨操作关键技

术.从原理上讲,这些技术既可为空间目标提供在轨技术服务,也可对其形成有效毁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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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轨道快车 (OrbitExpress)项目

２００７年３月,采用 “一箭双星”发射方式,同时将自主空间传送机器人轨道器 (ASTRO)和操作的

目标对象———下一代耐用卫星 (NextSat)发射入轨,验证了包括空间捕获、对接、燃料加注、机械手操

作 (拔连接器)及对象移位重释放等关键技术,对美国在轨操作技术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图１　轨道快车工作示意图

在轨道快车项目的基础上,美国规划并重点发展了一系列在轨操作项目,以应对不同轨道的卫星,
并逐渐形成在轨补充维护 (偏商用)和组装/维修/重构 (军民两用)两条发展路线.

１２　 “凤凰”(Phoenix)计划

“凤凰”计划由DARPA于２０１１年启动,旨在通过开发与演示验证从退役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上获取天

线等有价值组件以组装新卫星的技术,来验证多个先进的、具有挑战性的航天概念.“凤凰”计划在继承

“轨道快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将在轨操作技术从低轨道扩展到高轨道、从合作目标扩展到非合作目

标、从单机械臂扩展到多机械臂、从简单捕获扩展到精细操作、从单项技术演示扩展到系统集成.

２０１５年底, “凤凰”计划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在国际空间站完成 “细胞星初始任务演示验证”
(SIMPL)试验,验证了利用机械臂及其携带工具实施在轨装配的技术可行性,以及利用 “细胞卫星”以

物理连接的方式在轨构建新卫星的可行性.
由于 “凤凰”计划目标过于复杂,又衍生出验证机械臂技术的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机器人服务”

(RSGS)项目与验证在轨自主装配天线的 “蜻蜓”(Dragonfly)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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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组合细胞卫星示意图

１３　 “蜻蜓”(Dragonfly)项目

“蜻蜓”项目于２０１５年８月由DARPA授出,是对 “凤凰”计划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重点研究如何

利用星载机械臂,将分块的天线部件在轨组装成大型卫星天线,使通信卫星的天线突破整流罩的束缚,
大幅提升卫星通信的能力.“蜻蜓”项目将大幅提升卫星通信能力和机械臂在轨操作技术,具有潜在的地

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建造能力.

图３　 “蜻蜓”项目

１４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机器人服务 (RSGS)

２０１６年５月,DARPA启动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机器人服务 (RSGS)项目.RSGS是美国专门面向高

轨卫星集感知/维护于一体的多功能项目,任务是为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提供处理机械故障、辅助推进变

轨、抵近检测/测量等空间在轨服务,计划于２０２１年发射.DARPA希望通过地球静止轨道与卫星运营商

或所有者合作,利用在轨操作技术验证多种潜在的地球静止轨道在轨服务任务,实现高轨在轨操作能力.

１５　在轨卫星燃料加注系统 (Restore L)

２０１６年 NASA启动Restore L项目,旨在为卫星提供燃料补给与延寿服务.２０１９年４月,美国麦

克萨技术公司建造的Restore L在轨加注机器人平台完成关键设计评审,满足推进剂在轨加注任务需求,
有望在２０２２年发射入轨.Restore L有助于延长卫星寿命,也可为在轨制造与装配以及太空碎片移除储

备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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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RSGS在轨工作过程

图５　Restore L在轨加注燃料

通过上述演示验证项目,美国的空间在轨操作技术将得到全面提升和验证,具备对不同轨道高度空

间目标进行在轨加注与维修、在轨装配与升级的能力,实现延长空间飞行器寿命、增强性能与弹性、实

现空间资产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同时,空间在轨操作技术是典型的军民两用技术,可直接应用于空间作

战,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２　快速响应发射技术发展现状

由于空间平台的易损性,在空间碎片碰撞或恶意撞击下很容易遭到破坏,需要通过快速响应发射实

现空间平台功能修复或替代补充,以保证空间系统功能的完整性.如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９日,俄罗斯在轨的唯

一一颗侦察卫星 “宇宙 ２０４５”突然从轨道上脱落焚毁,致使俄罗斯出现了侦察空白,俄方在５天后快速

发射了一颗替代卫星,弥补了空间系统的漏洞.
快速响应发射技术需要快速响应航天器、快速响应运载器和航天快速发射基础设施构成 “三位一体”

的有机整体,以充分发挥体系效能.其中,快速响应运载器应具备较好的快速响应性、机动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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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低成本方便进入空间,以及确保在特殊情况下 (如战时、重大自然灾害时)的快速响应能力.

２１　快速响应小型运载火箭

快速响应小运载火箭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几场局部战争和小卫星技术的促动下,
快速响应小型运载火箭发展加速.根据不同的技术起源,快速响应小型运载火箭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１)基于导弹改型运载火箭 (如米诺陶系列、飞马座、金牛座、和平卫士、呼啸号、起始号等).

２)新研制小型运载火箭 (如 “猎鹰” １、鬼怪、织女星、电子号、长１１等).
基于导弹改型运载火箭系统具有天然的快速响应能力,是现有航天快速发射的主体.新研制小型运

载火箭由于广泛使用了当代先进技术,其快速性、经济性显著提高.新一代运载火箭在动力更新换代、
系统通用化/模块化、测试自动化等技术的支持下,其快速进入空间的能力和任务适应性都得到全面地提

升和拓展,可进行 “一箭一星”和 “一箭多星”发射,初步实现了快速测试发射运载火箭,发射准备时

间甚至可以控制在２４h以内.其中,以美国的 “米诺陶”系列火箭、“飞马座”火箭、“猎鹰” １火箭最

具代表性.
(１)“米诺陶”系列火箭

“米诺陶”运载火箭是美国轨道科学公司建造的一系列固体运载火箭,来源于 LGM３０民兵导弹和

LGM１１８A和平卫士者导弹两种洲际弹道导弹的改良版.至２００７年,“米诺陶”已经发展了５种型号,其

中 “米诺陶” １、“米诺陶” ４和 “米诺陶” ５属于卫星运载火箭 (SLV);“米诺陶” ２和 “米诺陶”

３属于亚轨道运载火箭 (TLV),仅用作导弹拦截试验的靶弹和试验飞行器.

图６　 “米诺陶” １运载火箭

“米诺陶” １是四级固体运载火箭,全长１９１７m,全箭直径不完全相同,一子级最大直径１６７m,
三子级以上直径１２７m,起飞质量为３６１５t.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能将５８０kg的有效载荷送入高度为

１８５km、倾角为２８５０的轨道;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可将３４０kg的有效载荷送入高度为７４０km 的

太阳同步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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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飞马座”火箭

“飞马座”运载火箭是原美国轨道科学公司研制的一种三级带翼固体燃料低成本快响小型空射火箭,
主要用于将小型卫星送入近地轨道,进行微重力实验、材料试验、通信、定位、地球资源探测或完成其

他特殊任务.

图７　 “飞马座”运载火箭

“飞马座”有两个基本型号:标准型和加长型.标准型 “飞马座”全长１５５m,直径１２７m,翼展

６７m,起飞质量为１８９t,极地轨道运载能力为２７２kg,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３７５kg;相比标准型,加

长型 “飞马座”具有更好的性能和操作灵活性,其仍为有翼的三级固体运载火箭,全长１６９m,翼展

６７m,直径１２７m,起飞质量约２３１t,其２００km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４４０kg、７４１km 太阳同步轨道

运载能力为２０５kg.
(３)“猎鹰” １火箭

“猎鹰”运载火箭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SpaceX)公司按照模块化、通用化、组合化的原则,设计、
研制和生产的系列液体运载火箭,火箭在设计上强调高可靠、低成本以及易操作.

图８　 “猎鹰” １运载火箭

“猎鹰” １是一种低成本、可快速发射的两级液体微纳运载火箭,全长２１３m,底部直径１７m,
起飞质量为２７２t,起飞推力３４２kN,其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５７０kg.“猎鹰” １在设计上强调高可靠、
低成本和飞行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发射前操作,通过减少发射前准备时间来降低发射费用.

２０１０年,SpaceX推出加强型 “猎鹰” １e火箭,长２４７m,直径１７m,质量３５１８t,起飞推力

５１２kN,高度１８５km 近地圆轨道运载能力为１０１０kg.

２２　中大型运载火箭

国外中大型运载火箭主要采用陆基固定发射场发射,美国宇宙神 V、欧洲阿里安 V、日本 H ２A
采用 “三垂”发射模式;俄罗斯运载火箭继承了战略导弹设计理念,联盟、质子、天顶等大型火箭均采

用 “三平”模式.近年来,美国、欧洲、日本等一直不懈推动着快速空间响应的发展,其快速测试发射

技术发展水平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中大型运载火箭发射周期由数月缩短至２周到３周.其中,以美国猎

１３４



鹰９运载火箭及日本Epsilon运载火箭最具代表性.
(１)“猎鹰” ９运载火箭

“猎鹰” ９运载火箭是美国SpaceX公司研制的一款中型、低成本、采用液氧/煤油为推进剂的两级型

液体运载火箭,其设计理念是显著增加系统的可靠性及降低成本,同时提升火箭快速响应能力.

图９　 “猎鹰” ９运载火箭

“猎鹰” ９运载火箭标称发射准备时间为１６d,是国外快速测试发射液体运载火箭中的典型代表:火

箭各部段对接、各系统功能测试、全箭健康检查需要１０d;火箭与载荷对接工作需要２d;转场及发射区

工作需要３d;在发射前１d起竖运载火箭,进行发射前测试准备.
(２)Epsilon运载火箭

Epsilon运载火箭是日本研制的三级固体运载火箭,包括基本型和扩展型两种构型,其中,扩展型是

在基本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小型液体推进系统,长度和直径均不变.Epsilon运载火箭研制目的是实现

小型卫星的快速发射,降低成本,提高发射效率.

图１０　Epsilon运载火箭

Epsilon运载火箭在快速测试发射方面的主要创新在于人工智能自动检测技术和先进地面测发控技术

的应用,其发射准备时间不超过１４d,火箭从起竖到完成发射需要３~６d,而在发射日仅需３h即可完成

火箭的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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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Epsilon运载火箭自检测系统

３　空间在轨操作对快速发射需求分析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通信、导航、遥感等多种类型的卫星在日常生活和军事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旦出现卫星受损等突发情况,将对相关领域产生严重的影响.空间在轨操作

为空间资产实现在轨维护提供了技术途径,同时也为空间能力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可能.
空间在轨操作的目的,就是实现对空间资产的高效利用,这对快速性和低成本提出了天然的要求.

传统航天发射研制周期及发射准备时间长,无法满足空间在轨操作对快速性和低成本的要求.因此,需

要采用航天快速发射技术,提高发射效率,降低发射成本,实现空间在轨操作高效使用、维护和建设空

间资产的目标.
(１)空间系统脆弱性,提出运载发射快速响应的需求

空间系统具有灵活性差、易受损的特点,空间碎片和恶意撞击都会造成卫星失效.通过空间在轨操

作对受损卫星进行维修或替换,是实现空间功能快速恢复的有效手段.受应急需求驱使,空间在轨操作

的任务周期相对传统航天发射大幅缩短,对运载发射的快速响应水平提出很高要求,以满足空间功能快

速生成需求.
(２)在轨操作经济性,提出运载发射降低成本的需求

空间在轨操作任务需与目标卫星交会与捕获,对运载发射提出很高要求.同时,与重新发射新卫星

相比,空间在轨操作的优势在于节约成本、简化流程、快速实现和资源高效利用.传统航天发射成本高,
不符合空间在轨操作的初衷.因此,需要采用低成本发射技术,实现空间在轨操作的经济性.

(３)空间建设新模式,提出运载发射机动灵活的需求

空间在轨操作技术的发展,可能催生新体制工作卫星及新型空间资源建设模式的出现.“凤凰”计划

采用全新的卫星功能模块独立设计、制造、寄生发射模式和空间组装模式,使具有复杂大型化、分布式、
多任务等特征的新构型卫星成为可能.针对空间建设新模式,各功能模块具有多种组合发射模式,运载

需满足不同情况下的发射要求.
(４)快速发射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空间在轨操作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新型运载火箭采用大量先进的智能化、自动化技术进行总体设计,星箭接口通用化、长期

存储、自动判读等技术的采用,大幅缩短了发射时间,可为空间在轨操作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如日本

Epsilon火箭,采用智能自主检测系统,仅需两台计算机即可完成测试,在发射区的准备时间不到２４h,
极大地促进了快速发射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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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通过对空间在轨操作及快速响应发射相关项目梳理,并对空间在轨操作对快速发射的需求分析,得

到以下结论:

１)空间在轨操作技术快速发展,各项目计划在近几年内开展在轨演示验证试验,未来空间资产将向

可扩展、可建造、可重构的高弹性体系发展.空间在轨操作军事意义显著,相关发展动向需高度关注.

２)快速响应发射技术快速发展,新型运载火箭具备２４h内完成发射准备流程的能力.大中型火箭发

射准备时间不断缩短,随着以 “猎鹰” ９为代表的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技术的发展,发射成本将进一步

降低.

３)空间在轨操作运载发射具有快速响应、低成本、灵活机动的需求,快速响应发射技术快速发展,
发射准备时间不断缩短、成本不断降低、发射平台不断拓展,可为空间在轨操作任务的实施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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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tatusofIn OrbitOper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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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recentyears,spacepowerslike Americadevelopin orbitoperationtechnologies

positively,carryoutanumberofdemonstrationprojectsincluding“Phoenix”plan,roboticservicingof

geosynchronoussatellites(RSGS),andRestore LTheseprojectsresearchandvalidatespacecapture,

partscutting,spaceassembly,in orbitfilling,andotherkeytechnologiesAtthesametime,inorder
tomeettherapidresponserequirementsofspaceabilityin orbitrepair,rapidlaunchtechnologyis
essentialtoachieverapid,accurate,andlow costabilityonspacedeploymentandoperationThispaper
summarizesthedevelopmentstatusofin orbitoperationandrapidresponselaunch,andanalyzesthe
demandofin orbitoperationforrapidlaunch,whichcanprovidereferenceforChinesespacetechnolog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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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式增阻离轨装置发展及工程应用

董海波１,２　甄　铎１,２　鲁媛媛１,２　王立武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摘　要　太空环境中日益增多的空间碎片已对人类的航天活动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降低航天器在

太空中的安全隐患,人类已经加强了空间碎片移除手段的研究.在这些技术手段中,增阻离轨装置具有

易折叠包装、重量轻、展开阻力面积大等优点,通过增加碎片的飞行阻力,降低碎片轨道高度,进而缩

短碎片轨道寿命,使其在规定的时间内离轨再入大气.借助于充气展开结构的技术基础,本文对增阻离

轨装置的关键技术进行总结介绍,并结合本单位的技术优势开展了实际的工程应用,为发展增阻离轨技

术提供参考.
关键词　空间碎片;移除;增阻离轨;再入;轨道高度

０　引　言

自人类开始开发太空之后,特别是在整个２０世纪,航天活动的爆发性增长导致空间碎片的数量激增.
随着大量低地轨道 (LowEarthOrbit,LEO)星座网络的建立,运行在近地空间执行航天任务的卫星数

量迅速增长,如果在卫星完成任务后不进行处理,卫星可能会意外碎裂,或与其他碎片碰撞而发生爆炸,
产生大量空间碎片[１].

广义上的空间碎片可以分为微流星体和人造空间碎片两大类[２３].微流星体是指自然存在于太阳系

中,并在太阳引力场的作用下围绕太阳沿椭圆轨道运行的一类固体颗粒[４].而人造空间碎片可根据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３２界会议上的决议,将其明确定义为:位于地球轨道或再入稠密大

气层的、所有失效的并且没有理由指望其能继续保有或恢复其原定功能的人造物体及其碎片和零部件,
无论是否可以确定这些物体的所有者[５].本文所研究的空间碎片主要针对近地轨道上残留的废弃卫星、火

箭末子级、碰撞产生的二次碎片等人造物体.不同尺寸的空间碎片在太空中 “遨游”,其直径大小从微米

量级到数十米量级不等,直径大于１０cm 的空间碎片可以通过地基雷达和望远镜等观测,而更小的碎片尤

其是直径小于１mm 的微小碎片的观测则较为困难[６７].微小空间碎片虽然不能完全破坏飞行器,但它可

以使卫星表面的各种传感器、太阳能帆板,特别是一些光学设备受到沙蚀,并破坏其性能,甚至完全失

效.这表明,空间碎片已经成为太空环境的主要污染源,空间碎片的日积月累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对空

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未来空间任务将面临倒退.因此,移除轨道上日益增多的空

间碎片是未来航天任务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本文旨在提出一种清理空间碎片的增阻离轨装置,对其设计理论和关键技术进行详细阐述,通过对

设计方案的不断完善,加强该增阻离轨技术的适用性.下一阶段工作是要将设计方案付诸实践,生产原

理样机进行外场试验,初步验证该增阻离轨装置的可行性.通过对增阻离轨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和技术

攻关,满足增阻离轨装置的工程化应用需求,逐步实现空间碎片的移除清理工作,充分发展人类对空间

资源的可持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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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空间碎片移除技术

空间碎片移除是避免航天器与空间碎片发生撞击损害的有效手段,只有及时清理空间碎片,避免或

减少航天器与空间碎片之间、空间碎片与空间碎片之间发生碰撞,才能减缓和避免空间环境的恶化,保

证航天器进入空间通道的畅通.空间碎片移除技术是当今航天领域中极具挑战性的热点问题.到目前为

止,国内外发展了多种主动碎片清除 (ActiveDebrisRemoval,ADR)手段,根据其不同的技术特点,
可以将空间碎片清除划分为推移离轨、增阻离轨和抓捕离轨三类[８９],如图１所示.

图１　空间碎片清除技术分类[９]

文献 [１０ １２]对不同空间碎片清除手段进行了详细阐述,分析了不同清除手段的优缺点和应用对

象.对于推移离轨移除手段,主要借助激光、太阳辐射、离子束、化学推进剂等外界能量束作用于空间

碎片表面,通过施加外力改变空间碎片的飞行轨道,依靠大气阻力作用快速降低轨道高度并再入大气层

烧毁.但是这种推移离轨手段只适用于尺寸相对较小的空间碎片移除,且需要外界提供足够的能量产生

推力才能改变空间碎片的运动轨道.对于自身不具备变轨能力,而且尺寸相对较大的空间碎片,推移离

轨手段无法满足清除要求.
相对于推移离轨手段,增阻离轨移除是航天器完成任务后离轨的一种创新性技术,这一技术在离轨

过程中无需对航天器进行姿态控制,因而实际操作过程简单;离轨过程中也无需额外消耗其自身携带的

推进剂,这一点在推进剂量紧张时更具有现实意义;增阻离轨系统可以折叠起来放在特定储存容器内,
在火箭或卫星完成工作任务后展开,显著增大航天器的面质比,使轨道衰降时间大大降低.对于大多数

地球低轨卫星,充气式增阻离轨方式较化学推进剂推移方式在质量和成本上更占优势,可以将离轨时间

从数百年缩短为几个月.表１为美国全球航空航天公司 (GlobalAerospaceCorporation)将充气式增阻离

轨装置与典型航天器采用推进式的离轨性能对比情况[１３].

表２所列出的数据为针对８３３km 初始轨道高度、重量 (不含推进系统)１２００kg的航天器的１年增

阻离轨方案的系统重量与２５年、立即离轨的两种基本的推进式离轨 (双推进剂和单推进剂系统)方法的

对比[１３].可以看出,与化学推进离轨相比,增阻离轨系统重量更轻、成本更低.即使不考虑推进系统结

构 (储箱)本身的重量,增阻离轨总体的总重量比用于离轨的推进剂的重量也要轻很多.增阻离轨系统

可以在７５０~９００km 的轨道高度内成功运行,这是空间中使用率较高的一部分,在此区域内有大部分的

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和通信卫星.在１２００km 以上,推进式离轨方法比增阻离轨方法的系统重量轻,但采

用增阻离轨方法与推进式组合的方式可能会使整体重量减小.综上所述,增阻离轨技术相对于化学推进

剂推移离轨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１)相比于采用推进剂的推进式离轨方式,增阻离轨系统在质量和成本效益上更占优势,可以将离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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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从数百年缩短为几个月.

２)推进式离轨技术只适用于具有推进系统的航天器,增阻离轨技术则不受航天器是否具有推进系统

的限制,可以用于没有推进系统的小型卫星的离轨,也能安装到在轨废弃空间物体上.

３)增阻离轨设备折叠起来放在航天器特定储存空间内,在航天器完成任务后充气展开,具有折叠包

装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

表１　增阻离轨系统与一些空间运行平台的离轨性能比较[１３]

卫星 质量/kg
平均面

积/m２

弹道系数/
(kg/m)

平均轨道

高度/km

名义衰减

时间/年

离轨推进

剂重量/kg

增阻离轨系统

半径/m 衰减因子 重量/kg 衰减时间/天

DMSP ５D３ １２００ ４４ １３５１ ８３３ １０２６ ７９ １８９ ２６５ ５４ ３６５

UARS ６５２６ ４０ ８１６ ５５８ １４０ ２６３ ２８８ ６５ １０２ ２５

Hubble １１０６３ ７０ ７９１ ５６８ ３２ ５４３ ４７２ ６５ ２９４ ３６

MIR １３６３６４ ３７２ １８３３ ３７９ １４ ３１６２ ８７７ ６５ ８９３ ３

表２　增阻离轨系统与推进式离轨的比较[１３]

相应时间 １年 ２５年 立即

离轨系统 增阻离轨 双推进剂 单推进剂 双推进剂 单推进剂

系统重量/kg ３９ １２５ １２７ １２９ １３３

推进剂重量/kg ０ ４９ ６６ ９１ １３１

总重量/kg ３９ １７４ １９２ ２２０ ２６４

离轨系统 增阻离轨 双推进剂 单推进剂 双推进剂 单推进剂

２　增阻离轨关键技术

增阻离轨技术是一项适用于LEO区域任务后航天器离轨的新技术,借助近地轨道区域的高空稀薄大

气阻力,使完成了特定任务或失效的航天器降低轨道高度,缩短在轨时间,使其提前进入稠密大气层并

烧毁[１４].针对增阻离轨移除手段,其涉及的关键技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１)气动外形设计及离轨性能研究.

２)材料性能研究及结构设计技术.

３)柔性展开结构折叠/展开控制技术.

４)长期储存低温充气技术.

２１　气动外形设计及离轨性能研究

针对不同任务的具体需求,选择合理的柔性展开结构的气动外形,尽可能减少折叠后的封包尺寸,

以降低充气展开结构贮存于航天器内部所占体积.作为一种增阻装置必须要保证充气展开结构在执行任

务过程中平稳展开,通过增大航天器的面质比,提高废弃航天器的飞行阻力,实现最大的增阻效果.
增阻离轨系统在离轨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多场耦合,需要综合考虑大气阻力、太阳辐射及重力梯度等

摄动因素的影响,需建立其离轨过程的动力学模型,精确预估离轨时间,分析系统设计参数对离轨性能

的影响,为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由于增阻离轨装置需要在低地轨道中展开工作,其工作环境中涉及真空、微重力、稀薄大气、轨道

摄动等极端条件,在地球表面上无法进行试验模拟,需要辅助手段进行增阻离轨装置的性能验证工作.
随着计算机硬件条件和理论方法的不断提高,计算机仿真技术逐渐成为研究回收系统再入过程的主要手

段.采用计算机仿真手段开展离轨性能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１)通过计算机仿真手段,研究柔性展开结构的阻力特性,进行气动构型优化设计,使气动外形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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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阻力性能,又能保证增阻离轨装置在轨道衰减过程中的姿态保持稳定.

２)建立LEO轨道离轨系统的轨道动力学计算方法及建模体系,研究增阻离轨系统的减速性能,分

析增阻离轨系统特征参数 (弹道系数、构型、面质比等)及轨道参数与离轨后轨道寿命之间的关系,研

究大气阻力、太阳光压、重力梯度等轨道摄动因素对减速性能及轨道预估计算的影响.

２２　材料性能研究及结构设计技术

材料是构建增阻离轨系统的关键技术之一[１５１６].增阻离轨系统是一种新型空间结构,其中涉及了大

量的材料问题,如柔性薄膜材料、刚化材料等.
增阻离轨装置主要选择柔性薄膜材料作为增阻面构型的蒙皮,此外还要求薄膜材料具有较高的空间

环境防护性能.迎风面材料的选取主要考虑空间环境中的原子氧的侵蚀、紫外线辐照、太阳光直射引起

的温度交替变化以及空间碎片的影响.为了得到性能优异的薄膜材料,可以采用试验手段对材料的性能

进行研究和筛选.通过文献调研和对以往工程问题的经验总结,空间充气结构的薄膜材料主要选用聚苯

丙酮和聚酰胺苯甲酰胺[１７],两种材料都可以承受较高的温度,并且可以提供足够的强度.

充气支撑环是增阻离轨系统的主要承力结构,迎风面表皮与支撑环相连,在飞行过程中会对支撑环

产生一个径向力,因此要求支撑环有一定的抗弯刚度.增阻离轨结构在轨展开后,由于其服役时间长、
空间环境复杂,结构无法长时间依靠结构内压保证结构的刚度,因此需要选择能够刚化的材料制作充气

支撑环.根据结构刚化的需求,对增阻离轨各个组成结构的材料性能进行研究和筛选,分析或试验验证

空间环境对材料的影响.通过对结构形式、结构刚度和结构质量的分析,进行增阻离轨结构设计,得到

满足性能要求的低质量、高刚度的增阻离轨结构.

２３　柔性展开结构折叠/展开控制技术

可控展开是保证增阻离轨系统在轨可靠展开的关键技术之一.由于增阻面蒙皮是由柔性薄膜材料构

成,需要特别注意其折叠与展开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为了保证增阻离轨装置能够正常工作,需要对

柔性展开结构的展开顺序和展开方向进行控制;同时对展开过程中展开压力、气体流速以及流线方向进

行合理控制,使展开具有平稳性、有序性和可控性,从而达到充气成形的高可靠性[１４].

对增阻离轨柔性展开结构的展开控制,实际上是对充气支撑管 (或充气支撑环)进行展开控制.作

为展开驱动部件,可通过充气支撑管带动其他部位的展开.通过对充气支撑管的折叠/展开控制方案研

究,最终给出柔性展开结构的折叠/控制展开方法.

２４　长期储存低温充气技术

柔性展开结构通过充气展开成形,构成较大的风阻面积,因此需要配备充气装置.如何通过小型、

可靠、轻量化的充气装置对气囊进行充气,是增阻离轨系统实现在轨应用的关键技术之一.
当前应用的充气系统主要有气瓶充气系统 (气瓶＋阀门＋管路)与气体发生器两种.由于高压气瓶

在长达十几年的太空存储环境中存在气体泄漏的隐患,相比之下依靠化学反应产生气体的气体发生器具

有体积小、集成度高、存储寿命长的优点.参考国外的工程经验,可展开结构的充气可以使用存储的气

体或气体发生器 (类似于汽车安全气囊设备)进行[１６],前期研究可以通过地面试验进行验证充气系统的

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充气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３　工程应用前景

前面章节内容对增阻离轨技术进行了详细介绍,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几种空间碎片移除技术,充

气式可展开增阻离轨装置非常适用于LEO区域任务后航天器的被动减缓技术,采用充气展开技术增大航

天器结构迎风面积,利用大气层对航天器的气动阻力实现航天器的气动减速,进而达到降低轨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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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航天器轨道寿命[１７].借助于充气展开结构的技术基础,开展空间碎片移除技术的研究与探索,其工

程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１８１９].
通过对国内外增阻离轨装置进行文献调研及工程经验总结,针对采用增阻离轨方式进行空间碎片清

除任务的开展,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凭借自身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对增阻离轨装置研制过程中所存在的

关键技术进行充分研究,从结构总体设计方案、材料性能对比、折叠展开方式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地面试

验及数值仿真研究.结合单位近些年的研究成果,研制出一款航天器增阻离轨装置原理样机,下一步的

工作重点是开展原理样机的在轨试验,以此验证其整体方案的可行性.
本章节内容主要对该原理样机进行详细介绍,其结构示意如图２所示.增阻离轨装置采用倒锥形构

型,展开后形成六边形阻力面,其结构主要由充气支撑骨架、表层蒙皮和其他辅助部件组成,其中辅助

部件包括法兰和进气口,增阻离轨结构通过法兰与卫星保持连接,高压气源通过进气口向骨架结构充气;
增阻离轨结构的展开部分包括骨架和蒙皮组成,骨架具有支撑作用,蒙皮包覆在骨架外部,由内部相互

贯通的充气管组合形成骨架结构,包络结构则需要根据缓冲气囊的尺寸与形状决定.

图２　增阻离轨装置结构示意图

充气支撑骨架结构由骨架外蒙皮和充气内胆组成,作为充气展开结构的框架,既可以保证充气结构

的整体稳定性,又可以降低充气结构重量,其结构示意图如图３ (a)所示.充气支撑骨架外蒙皮材料为

聚酰亚胺复合铝箔,骨架内胆材料为聚酰亚胺薄膜.在工作状态下,受到内外压力作用的充气结构会充

分展开,保证充气结构具有一定的刚度,在遇到气体突发泄漏的情况下,也能维持形状.

蒙皮在增阻离轨结构中的作用类似降落伞伞衣,其结构示意如图３ (b)所示.蒙皮通过热合或胶粘

的形式固定于充气支撑骨架结构上.发射时,蒙皮结构和充气支撑骨架结构一同进行折叠包装,在轨时

随充气支撑骨架结构一同充气展开.由于增阻离轨结构在空间低轨道长期工作,而蒙皮作为主要迎风面,

其必须具备抗原子氧、满足热控要求、良好抗撕裂性能、柔韧性好及长寿命等要求.

图３　增阻离轨装置结构零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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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随着太空探索活动的日益增多,由空间碎片碰撞所引起的航天事故频繁发生,为保证航天器的安全

可靠运行,空间碎片移除势在必行[２０].在众多的移除技术中,增阻离轨技术在空间碎片减缓中的应用前

景诱人.通过对增阻离轨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逐步对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同时结合单位现有的技术储

备,通过研制原理样机,并开展在轨试验验证,以期尽早使该技术得到实际应用.可以预见,空间碎片

移除技术研究将开拓和引领航天技术的新领域,成为未来航天技术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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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飞行器异形气膜孔冷却效果研究

商圣飞１,２　李春杨１　姜利祥１,２　向树红１,２　杨艳静１　安亦然３　孙兴亮４

１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２可靠性与环境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

３北京大学;４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

摘　要　目前对高超声速飞行器异性气膜孔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分析圆形孔和自主

设计的心形扩张孔的气膜冷却效果来研究异形孔的冷却效果.采用CFD计算方法,对５０km、１５Ma飞行

条件下圆形多孔气膜冷却和相同出口流量下的异性多孔冷却效果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相同来流工况和

喷流流量下自主设计的异型孔的壁面降温效果更优.研究显示,通过改变气膜孔的形状可以改变其流动

特性,进而产生不同的气膜冷却效果.
关键词　高超声速飞行器;气膜冷却;异性气膜孔;热流密度;CFD

０　引　言

高超声速飞行器是目前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热点课题.由于再入时飞行速度极快,高超声速飞行器

将面临 “热障”“黑障”和 “气动光学”效应问题,这都是世界性的难题[１２].其中对于高超声速飞行器

而言,热效应越来越突出,例如有的飞行器以高马赫数巡航时间长达１０００s,被动和半被动式的结构不

能满足设计需要[３４],因此主动式的防热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气膜冷却技术常用在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涡轮叶片上,经常用于水平扫略流,并且在其环境下的气

膜孔的优化设计问题诸如对收缩扩张孔[５]、扇形孔[６７]、Console孔[８９]等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成熟[１０],
但对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气膜防热的研究,目前还不多,可查的文献所针对的来流速度不超过１０Ma[１１１２].
对于高超声速端头的气膜冷却的研究也常见于简单的圆柱形孔喷流.我们前期对异型孔气膜冷却做了相

关研究[１３１６].本文就针对前期研究的气膜冷却的相关规律,自主设计了一套心形扩张孔结构,开展自主

设计的异型孔气膜冷却效果和常规圆形孔的对比分析,为高超声速气膜冷却异型孔的设计提供参考.

１　CFD基础理论模型

１１　高超声速黏性流动控制方程

直角坐标系下,包含化学反应源项的三维守恒型 Navier Stokes方程组如下[１７]

ƏU
Ət＋

ƏE
Əx ＋

ƏF
Əy＋

ƏG
Əz＝

ƏEv

Əx ＋
ƏFv

Əy ＋
ƏGv

Əz ＋S (１)

式中,U 为守恒状态变量向量;E、F、G 为对流项向量;Ev、Fv 与Gv 为黏性项向量;S 为化学反应

源项.其中U、E、F、G 以及Ev、Fv、Gv、S 的表达式,读者可参考文献 [１８]及 [１７],这里不再

赘述.

１２　化学反应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文中化学反应采用PARK I的５组分１７步反应模型[１９].PARK I模型是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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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不考虑电离的空气离解反应的通用格式之一,包括５种组分 (N２,O２,N,O,NO)、１７步基元反

应,化学反应速率遵守 Arrhenius公式,反应速率 Kf 是温度的函数,逆向反应速率 Kb 采用平衡常数

求出

Kf ＝C１Tηe－ε０/(kT)

Kb ＝
Kf

Keq

ì

î

í

ïï

ïï

(２)

其中频率因子C１ 、温度因子η 、反应活化能 －ε０/k 为拟合系数,平衡常数Keq 根据温度拟合曲线

得到.

１３　方法验证

选取 NASATND ５４５０报告[２０]中的实验模型,来校对我们的CFD程序,计算模型如图１所示.其

中θc＝１５°,来流马赫数为１０６,来流温度T∞ 为４７３４K.采用等温壁面Tw ＝２９４K.选取２个验证算

例,算例头锥的头部半径为８５２５mm,其中Case１为０度攻角,Case２则为２０度攻角.验证算例的更多

信息可以查阅参考文献 [１８].

图１　NASATND ５４５０报告[２０]中的实验模型

计算结果和实验结果对比如图２所示.总体而言,计算结果和实验结果符合较好,有攻角的算例迎风

面的结果稍有偏低.

图２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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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续)

２　不同孔型的单孔冷却对比分析

２１　不同孔型的模型及网格

本部分主要选取圆柱形孔、扇形孔、自主设计的心形孔三种孔开展研究.三种孔的形状如图３所示.
三种孔的入口条件相同,入口均为半径为３的圆柱,逐渐发展成不同的出口形状.计算工况的网格以圆柱

形和心形孔为例,如图４所示.

图３　圆柱形孔、扇形孔、自主设计的心形孔

图４　圆柱形孔、心形孔的网格图,左为圆柱孔,右为心形孔计算域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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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飞行高度为５０km,来流速度１５Ma.压力７９８Pa,温度２７０６５K,化学反应气体组分为氧气

占比２２％、氮气占比７８％.壁面为辐射壁面,辐射系数取０８５.气膜冷却孔的冷却工质为空气,小孔的

入口压力０５MPa,工质流速２００m/s.

２２　计算结果

计算得到的三种工况的壁面热流结果如图５所示.从图可见,圆柱形孔的冷却气流的覆盖面积最小,
其次为扇形孔,均小于自主设计的心形孔.由壁面热流的最大值来看,圆柱形孔出口前端会有明显的滞

止高温区,最大壁面热流高达７MW;扇形孔前端的高温滞止区明显较小,最大壁面热流约５MW;自主

设计的心形孔前端形成的高温滞止区明显低于其他孔,壁面最大热流约为１MW.

图５　圆柱形孔、扇形孔、自主设计的心形孔壁面热流

为了清楚地观察射流孔与来流的作用关系,选取流场的切平面来观察其流动特征.切平面如图６所

示.其中x ＝５０％切平面是沿x 方向上取中间位置的平行于YOZ 平面的切面,该切面穿过射流孔的中心

位置,在来流方向上覆盖整个流场.Y ＝５０％切平面和８０％切平面指垂直于壁面的切平面,其位置为平面

的延长线与Z ＝０平面的交线在Y 方向上的相对位置分别是５０％和８０％,这两个平面主要观察流场在该

位置的流动涡的情况.

图６　流场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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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给出三种工况的x 切平面的流场参数对比图,如图７所示.从图可见,圆柱孔的射流前端出现

明显的滞止区,气流绕流现象明显,在前端的滞止区域温度明显升高.相对于圆柱形孔,扇形孔的前端

滞止区域明显小于圆柱形孔,心形孔的绕流现象明显较低,前端的滞止区域发生在气体的出口上方,并

不贴近壁面,因此壁面热流远小于前面的几个工况.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出口气流的扩散性和穿

透主流的强弱程度有关.对于圆柱形孔,由于设计入口压力０５MPa,气体在圆柱形孔内不会扩张也不压

缩,在出口处膨胀,导致穿透主流分量增大,主流干扰严重,主流来流发生滞止现象严重,又导致孔前

端的壁面热流增大.相对于圆柱形孔,扇形孔是扩张性的孔,气流在孔内部开始膨胀,在出口处射流碰

撞收到来流的压缩作用向下移动,适应来流的流场,出口膨胀效果较弱,穿透主流现象有所缓解,因此

主流滞止现象较弱,壁面热流相对较低.自主设计的心形孔,其在展向上扩张,在来流方向上可以根据

需要选择扩张、收缩或者等径变化,其射流在展向上比扇形孔更充分,在来流方向上有一定的宽度,使

得在流道内气体适应来流的变化,出口处法向动量较弱,与来流混杂性降低,来流的滞止点发生在气膜

孔的上方,并不贴近壁面,因此壁面热流较低.

图７　x 切平面的流场对比图

图８、图９分别为三种工况的Y ＝５０％位置切平面和Y ＝８０％位置切平面的流线图.从图可见,在贴

近出口位置的地方,圆柱形孔已经开始出现涡流对,但是发展的还不充分.扇形孔基本没有涡流对的出

现,心形孔有不充分的涡流对产生,但其涡流发展不充分使得冷却气流向外扩展覆盖.到Y ＝８０％的较

远的地方,圆柱形孔已经形成明显的一对肾形涡,扇形孔和心形孔的涡流对也开始出现,但一直发展不

充分,冷却气流覆盖效果较好.

图８　Y ＝５０％切平面的流场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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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Y ＝８０％切平面的流场对比图

３　异形孔冷却效果验证

３１　计算模型及网格

计算模型采用扁圆头锥结构,头锥前部为圆球结构.计算分成两种工况,其中工况１为圆形结构的气

膜冷却孔,如图１０ (a)所示,气膜冷却开孔设计采用圆形扩张形.为避免由于出口覆盖面积导致的冷却

效果不同,圆形孔的出口平面面积基本和工况２,如图１０ (b)所示的心形孔面积相同.两种工况的开孔

位置和相对关系均相同,唯一不同就是出口的形状,一个是圆形,一个是自主设计的心形.为满足计算

热流密度的可信度,第一层边界层网格高度为００２mm,边界层网格满足y＋ ＜１.

图１０　计算网格

计算高度为５０km,来流工况为１５Ma,飞行攻角１５°,压力７９８Pa,温度２７０６５K,化学反应气

体组分为氧气占比２２％、氮气占比７８％.壁面为辐射壁面,辐射系数取０８５.气膜冷却孔的冷却工质为

空气,中间孔为压力入口,设置为０５MPa,周围小孔为速度入口,设为２００m/s.

３２　结果分析

两种工况的壁面热流分布如图１１所示.在相同图例尺度下,异型孔的最大壁面热流小于２MW/m２,
而圆形孔的壁面热流最大可达４MW/m２以上,由此可见心形扩张孔的冷却效果优于圆形孔.

我们认为心形异型孔之所以冷却效果更好,主要是因为异型孔的横向扩张性大于圆形孔,使得冷却

介质在异型孔出来的流动横向扩张性更好,导致冷却工质的扩展覆盖面积更大,如图１２所示.从图１２
(a)圆形孔壁面热流的局部放大图中可见圆形孔气流出口处流动较为集中,圆形孔的出口会产生肾形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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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相同热流图例尺度下两种工况下的热流密度

在肾形涡对的卷吸下,部分主流会被卷向内流导致冷却内部的温度升高.
对比图１２ (a)和图１２ (b)可见,异型孔的贴体冷却效果明显优于圆形开孔.这主要是心形异形开

孔在横向的扩张使得气体向两侧扩张,穿过主流的射流量减小,降低与主流的混合,大大减弱了耦合涡

流动,冷气贴体效果更好并扩大了横向覆盖面积.本文设计的异形孔是针对高超声速气流的斜入射端头

情况的特点,其基本形状类似于扇形孔和哑铃孔的组合,一方面可以削弱孔附近的反向涡流的强度,使

得气膜有效覆盖面积以及气膜均匀性较好,另一方面保证了在高强度的来流冲击下冷却射流仍能在较远

的区域内有较高的冷却效率.

图１２　两种工况下局部热流密度对比

４　结　论

本文对飞行高度５０km、速度１５Ma的模拟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圆形气膜冷却孔以及自主设计的心形气

膜孔的气膜冷却效果开展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心形异型孔的冷却效果明显优于圆形孔,这主要是因为

自主设计的异型孔在横向的扩张使得气体向两侧扩张,穿过主流的射流量减小,降低与主流的混合,大

大减弱了耦合涡流动,冷气贴体效果更好并扩大了横向覆盖面积,使得冷却效果更好.研究表明,可以

根据不同的来流工况设计相应的异型孔结构,使得在相同流量下的气膜冷却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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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５号着陆区地形地貌分析结果与比较

黄　俊１　赵　洋１　李　飞１　吴　波２　彭　兢１　张　熇１

１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２香港理工大学地理信息学院

摘　要　月表地形地貌对月球软着陆探测器能否安全着陆并保持稳定的姿态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

为保证月 球 软 着 陆 探 测 器 能 成 功 实 现 月 面 软 着 陆,需 要 获 得 月 面 地 形 地 貌 的 分 布 情 况.本 文 基 于

SELENE和LRO 影像数据、SLDEM２０１５三维数据生成了嫦娥５号着陆区的正射影像图 (DOM,１０m、

１５m)和数字高程模型 (DEM,５０m),并对其地形地貌进行分析.得知着陆区内大部分区域坡度较

小,小于１０°的区域占９７５％,撞击坑最大直径为６km,撞击坑深度较浅,有９８８％的撞击坑深度/直径

比小于０１,石块分布稀疏且不均衡,大多围绕撞击坑呈圆形发散的群状分布,外包络直径３~４m 范围

内的石块数量最多,占总数的２９２２％,５m 以下的石块占总数的约５０％.与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着陆区

进行比较,发现嫦娥４号着陆区虽然处于月球背面高地撞击坑内,但其状态并不比其他两个区域恶劣,这

说明经过优选后,可以在大型撞击坑内部寻找到适合进行着陆探测的区域.本文得出的结果可以进一步

认识月表地形地貌,并为后续月球软着陆探测器研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嫦娥５号着陆区;月表地形地貌;正射影像图 (DOM);数字高程模型 (DEM)

０　引　言

中国第一个月球采样返回探测器———嫦娥５号,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成功着陆于月球正面月海风暴洋

区域北部 (如图１所示,预定着陆区为４３°±２°N、５９°±１０°W),这是中国第三个成功实施的月球软着陆

探测器,同时也是中国探月工程 “绕、落、回”的收官之作.嫦娥５号探测器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携带

月壤样本成功返回地球,距离上次实现月球采样返回任务的苏联探测器——— “月球 ２４”已过了４４年.

图１　嫦娥５号着陆点示意[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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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表面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环形坑和石块,月海相对平坦,高地相对崎岖,着陆点的局部地形情况

包括坡度、撞击坑和石块的形貌,对月球软着陆探测器能否安全着陆并保持稳定的姿态有着重要的影

响[１].因此,为保证月球软着陆探测器能成功实现月面软着陆,需要获得月面地形地貌的分布情况.文献

[２ ３]主要对嫦娥５号着陆区及附近区域的矿物资源分布情况和科学研究价值进行分析研究,地形地貌

相关研究较少.文献 [４]只给出了嫦娥５号着陆区的部分地形地貌分析情况.文献 [５ ７]主要是对嫦

娥３号和嫦娥４号的着陆区地形地貌分析情况.目前对嫦娥５号着陆区地形地貌情况进行分析的文献较

少,因此本文给出了嫦娥５号研制过程中对着陆区的地形地貌的分析结果,即坡度、撞击坑和石块的分布

情况,并与嫦娥３号、嫦娥４号着陆区地形地貌分析结果进行比对,可以进一步认识月表地形地貌,并为

后续月球软着陆探测器研制提供参考.

１　着陆区地形模型生成结果

要进行着陆区地形地貌分析,首先需要建立高精度的着陆区数字地形模型.目前用于月面地形地貌

分析的数字地形模型主要有两种,分别为月面正射影像图 (DOM)和月面数字高程模型 (DEM).

DOM 为将环月探测器拍摄的月球数字影像图按月球坐标系投影生成的影像图,分辨率一般较高,比

如采用美国LRO数据生成的嫦娥五号着陆区 DOM 分辨率可达１５m.在 DOM 中的元素具有位置和大

小信息,但没有高程信息,可以用于后续撞击坑和石块分析.

DEM 为带有高程信息的数字地形模型,其由环月探测器拍摄的立体影像或激光测高仪测得的高程点

生成,或由两者融合生成,比如由 NASA与日本空间局合作发布的月球地形数据———SLDEM２０１５[９],其

生成的嫦娥五号着陆区DEM 分辨率可达５０m.在DEM 中的元素不仅具有位置和大小信息,而且还有高

程信息,但分辨率一般不如DOM,可以用于坡度分析,结合DOM 可用于撞击坑形态分析.

１１　正射影像图 (DOM)

本文采用日本 SELENE 影像数据和美国 LRO 影像数据生成嫦娥五号预定着陆区的正射影像图

(DOM),分辨率分别为１０m 和１５m,具体如图２和图３所示.基于LRO 影像生成的 DOM 在着陆区

覆盖完整,其影像分辨率、影像质量与几何精度均是最佳,但是数据量非常大,处理需要大量时间.综

合考虑影像的分辨率、质量、几何精度和处理数据的时间成本,采用基于SELENE影像生成的１０m 分辨

率DOM 用于撞击坑分布分析,将基于LRO影像生成的１５m 分辨率DOM 用于石块分布分析.

图２　基于SELENE影像生成的着陆区 DOM (分辨率:１０m)

１２　数字高程模型 (DEM)

本文采用 NASA 与日本空间局合作发布的月球地形数据———SLDEM２０１５生成嫦娥五号预定着陆区

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分辨率为５０m,其二维显示如图４所示 (不同的灰度值代表不同的高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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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LRO影像生成的着陆区 DOM (分辨率:１５m)

维显示如图５所示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高程).该区域平均高度－２４５１９１m,标准差为１１６２３m,
最小高度－３３７７m,最大高度－１７２４５m.

图４　基于SLDEM２０１５数据生成的着陆区 DEM 二维显示 (分辨率:５０m)

图５　基于SLDEM２０１５数据生成的着陆区 DEM 三维显示 (分辨率:５０m)

２　着陆区地形地貌分析结果

２１　坡度情况

采用上述生成的DEM 进行坡度分析,坡度基线为１００m,坡度分布图如图６所示,柱状统计图如图

７所示.坡度的统计结果为最小值:０°,最大值:７１６４°,平均值:２７３°,标准差:２７９°.可以看出,
大部分区域坡度较小,小于１０°的区域占９７５％,坡度较大的地区集中在撞击坑处,坑的外沿坡度在１０°
左右,部分坑壁坡度超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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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嫦娥５号着陆区坡度分布图 (基线１００m)

图７　嫦娥５号着陆区坡度柱状统计图

２２　撞击坑情况

基于SLDEM２０１５数据生成的５０m 分辨率DEM 和SELENE影像生成的１０m 分辨率DOM 进行撞击

坑的提取,最终在着陆区提取得到１２７２９０个撞击坑,最大的撞击坑直径为６km,最小直径为１３０m.着

陆区撞击坑的分布图如图８所示.为了更加具体地研究整个区域撞击坑的分布情况,对所提取的１２７２９０
个撞击坑分别进行数量密度分析和面积密度分析.

图８　嫦娥５号着陆区撞击坑分布图

撞击坑数量密度图如图９所示,显示了每１００km２区域内撞击坑的数量情况.整体呈现西边撞击坑数

量较少,东边撞击坑数量较多的分布情况.撞击坑个数最密集的区域集中在５０°W~５３°W 区域内,从局

部放大图可以看出,该区域内有大量直径较小的坑密集分布.数量密度的低值主要分布在６３°W~６８°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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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着陆区每１００km２区域的范围内大概分布有２４５个直径大于１３０m 的撞击坑、４１个直径大于

３００m 的撞击坑、９个直径大于５００m 的撞击坑.

图９　嫦娥５号着陆区撞击坑数量密度图

撞击坑面积密度图如图１０所示,该图展示了每１００km２区域内各撞击坑覆盖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从图中可以看出,撞击坑面积密度在整个着陆区分布比较均衡,面积密度的极值主要分布在几个大型撞

击坑周围,以及较大型撞击坑聚集的区域.

图１０　嫦娥５号着陆区撞击坑面积密度图

基于上述提取的撞击坑的平面信息 (中心位置与直径),利用 DEM 来获取这些撞击坑的深度、边缘

高度,以及坑壁坡度信息,可以对撞击坑的几何形态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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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嫦娥５号着陆区撞击坑的形态统计

深度/直径 百分比 边缘高度/直径 百分比 坑壁坡度 百分比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０２％ ＞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８~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９~０１０ ００２％ １８°~２０° ００４％

０１６~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０８~００９ ００３％ １６°~１８° ００９％

０１４~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０７~００８ ０１３％ １４°~１６° ０１９％

０１２~０１４ ０２５％ ００６~００７ ０１５％ １２°~１４° ０４５％

０１０~０１２ ０６０％ ００５~００６ ０２７％ １０°~１２° ０８８％

００８~０１０ １３４％ ００４~００５ ０５７％ ８°~１０° ２０５％

００６~００８ ３７１％ ００３~００４ １６３％ ６°~８° ５０９％

００４~００６ １１７０％ ００２~００３ ４７５％ ４°~６° １５２６％

００２~００４ ３８３２％ ００１~００２ １７３７％ ２°~４° ３９４３％

＜００２ ４３７３％ ＜００１ ７５０６％ ＜２° ３６３２％

从撞击坑深度与直径比的统计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撞击坑属于比较浅平的撞击坑,９８８％的撞击

坑深度与直径比小于０１,但也有少量撞击坑 (０１８％)的深度与直径比大于０２.
从撞击坑边缘高度与直径比的统计中可以看出,９７１８％的撞击坑的边缘高度与直径比小于００３,

９９６５％的撞击坑的边缘高度与直径比小于００６.
从撞击坑坑壁平均坡度统计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撞击坑 (９８１５％)的坑壁平均坡度小于１０°,但

也有０２％的撞击坑坑壁的平均坡度大于２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坑壁平均坡度是直接由坑的深

度与半径信息求得,其坡度计算基线 (计算窗口)的大小即为撞击坑的半径 (由１００m 到几km 不等),
因此其结果与整个着陆区坡度分析结果不同,后者基于统一的计算基线大小,表达了更详细、更接近实

际的坡度信息.

２３　石块情况

基于LRO影像生成的１５m 分辨率DOM 进行石块的提取,最终在着陆区提取得到１６６２７１２个石块,
其中石块外包络最大直径为４６m,最小直径为３m.着陆区石块的分布图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嫦娥５号着陆区石块分布图

根据以上石块提取结果分别对每km２内石块的数量与面积密度进行统计,得到石块分布的数量密度图

与面积密度图如图１２、图１３所示.从两图可以看出,着陆区内石块分布稀疏且不均衡,石块大多围绕撞

击坑呈圆形发散的群状分布,还有相当一部分石块群则是由于地形构造作用滑坡、崩裂等形成,多在斜

坡等位置形成独立石块群.着陆区内每１km２上平均约有１６个外包络径在３m 以上的石块,外包络径在

３m 以上的石块占整个区域的面积比约为００３％.

对着陆区范围内提取得到的所有石块进行外包络直径与数量的关系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如图１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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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嫦娥５号着陆区石块数量密度图

图１３　嫦娥５号着陆区石块面积密度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石块外包络直径在３~４m 范围内的石块数量最多,占总数的２９２２％.直径５m 以下

的石块占总数的约５０％.随着石块外包络直径的增大,石块的数量也逐渐减少.

图１４　嫦娥５号着陆区石块外包络直径统计

３　与嫦娥３号、嫦娥４号比较

嫦娥３号着陆于月球正面雨海北部虹湾附近,其着陆区范围为４２６°N~４５６°N、１８２°W~３４６°W.
嫦娥４号着陆于月球背面南极 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其主着陆区位于冯卡门撞击坑内,范

围为４５５°±０５°S、１７７６°±１２°E,备着陆区位于克雷蒂安撞击坑内,范围为４６１°±０５°S、１６３１°±
１２°E[１０１１].嫦娥５号、嫦娥４号和嫦娥３号着陆区示意如图１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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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嫦娥５号、嫦娥４号和嫦娥３号着陆区示意[１２]

文献 [５ ７]对嫦娥３号和嫦娥４号着陆区地形地貌进行了研究分析,本文将嫦娥５号着陆区地形地

貌与其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详见表２.从整体上来说,４个区域均比较平坦,嫦娥４号着陆区较小,大约

为其他两个区域的二十五分之一.具体结论如下:

１)嫦娥３号和嫦娥５号着陆区高程统计结果接近,嫦娥４号着陆区高程比前两者都低１倍左右,标

准差比前两者小１个数量级,这主要原因是嫦娥４号着陆区位于艾特肯盆地内,整体海拔低,且区域

较小.

２)所有着陆区的坡度均较小,小于１０°的区域占比约９８％,坡度较大的地区集中在撞击坑处.

３)所有着陆区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撞击坑,分布规律并不均衡.嫦娥４号和嫦娥５号着陆区撞击坑深

度/直径比小于０１的占比接近,约为９８％,而嫦娥３号的较小,约为８４％,说明嫦娥３号着陆区撞击坑

更深,而在数量密度方面,嫦娥５号着陆区的撞击坑比其他区域略多.

４)嫦娥５号和嫦娥４号着陆区内的石块分布特点接近.从大小来看,嫦娥４号着陆区的石块略小,

９０％左右的外包络直径小于５m,而嫦娥５号着陆区约占５０％.从密度上看,也是嫦娥４号主着陆区的石

块密度较小.

５)从分布区域上看,嫦娥３号和嫦娥５号着陆区在月球正面月海地区,而嫦娥４号着陆区处于月球

背面高地撞击坑内,但嫦娥４号着陆区状态并不比其他两个区域恶劣,这说明经过优选后,可以在大型撞

击坑内部寻找到适合进行着陆探测的区域.

表２　嫦娥５号、嫦娥４号和嫦娥３号着陆区地形地貌比较

区域名称 嫦娥５号着陆区 嫦娥４号主着陆区 嫦娥４号备着陆区 嫦娥３号着陆区

着陆区

范围

　４３°±２°N、

　５９°±１０°W
　４５５°±０５°S、

　１７７６°±１２°E
　４６１°±０５°S、

　１６３１°±１２°E
　４４１°±１５°N、

　２６４°±８２°W

高程

　平均值:－２４５１９１m;

　标准差:１１６２３m;

　最小值:－３３７７m;

　最大值:－１７２４５m

　平均值:－５９２６１４m;

　标准差:２０４４m;

　最小值:－６０８９５m;

　最大值:－５７６８m

　平均值:－４１４３５m;

　标准差:７７３９m;

　最小值:－４４５３m;

　最大值:－３８２８５m

　平均值:－２６７２１２m;

　标准差:１０９５５m;

　最小值:－３５５２４０m
　最大值:－２２１１７３m

坡度

　平均值:２７３°;

　标准差:２７９°;

　最小值:０°;

　最大值:７１６４°;

　９７５％区域小于１０°

　平均值:２５１°;

　标准差:２２６°;

　最小值:０°;

　最大值:４８９７°;

　９７９％区域小于１０°

　平均值:２５４°;

　标准差:２５２°;

　最小值:０°;

　最大值:４１６３°;

　９７９％区域小于１０°

　平均值:１７０°;

　标准差:２５８°;

　最小值:０°;

　最大值:８２４１°;

　９８２％区域小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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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域名称 嫦娥５号着陆区 嫦娥４号主着陆区 嫦娥４号备着陆区 嫦娥３号着陆区

撞击坑

　１)１２７２９０个撞击坑,直径范

围１３０~６０００m;

　２)每１００km２数量估计２４５个

(＞１３０m)、４１个(＞３００m)、９
个(＞５００m);

　３)９８８％的撞击坑深度与直

径比小于０１;

　４)９９６５％的撞击坑边缘高度

与直径比小于００６;

　５)９８１５％的撞击坑坑壁平均

坡度小于１０°

　１)２３５０个撞击坑,直径

范围１４９~１５４０m;

　２)每１００km２数量估计

１５２个(＞１４９m)、４７个(＞
３００m)、９个(＞５００m);

　３)９７６４％的撞击坑深度

与直径比小于０１;

　４)９９５８％的撞击坑边缘

高度与直径比小于００６;

　５)９９７３％的撞击坑坑壁

平均坡度小于１０°

　１)２６３５个撞击坑,直径

范围１４８~２０９８m;

　２)每１００km２数量估计

１７２个(＞１４８m)、３４个(＞
３００m)、５个(＞５００m);

　３)９８７％的撞击坑深度

与直径比小于０１;

　４)９９２４％的撞击坑边缘

高度与直径比小于００６;

　５)９７６４％的撞击坑坑壁

平均坡度小于１０°

　１)４４１９７个撞击坑,直径范围

７０~８２９３m;

　２)每１００km２数量估计１４个

(＞３００m);

　３)８４１５％的撞击坑深度与直

径比小于０１;

　４)９６０５％的撞击坑边缘高度

与直径比小于００６;

　５)７９６１％的撞击坑坑壁平均

坡度小于１０°.

石块

　１)１６６２７１２个石块,外包络直

径范围３~４６m;

　２)每１km２数量估计１６个(＞
３m);

　３)面积占整个区域的００３％;

　４)约５０％的石块外包络直径

小于５m

　１)２００３１个石块,外包络

直径范围１２３~３２５２m;

　２)每１km２数量估计５个

(＞１m);

　３)面 积 占 整 个 区 域 的

０００４６％;

　４)约８６％的石块外包络

直径小于５m

　１)１８２７２０个石块,外包

络 直 径 范 围 １３９ ~
２９６６m;

　２)每１km２数量估计１１９
个(＞１m);

　３)面 积 占 整 个 区 域

的００４７％;

　４)约９５８２％的石块外包

络直径小于５m

—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SELENE和LRO影像数据生成了分辨率为１０m 和１５m 的嫦娥５号着陆区 DOM,基于

SLDEM２０１５生成了分辨率为５０m 的嫦娥５号着陆区DEM,并对着陆区的地形地貌进行分析,得到的结

论如下:

１)大部分区域坡度较小,小于１０°的区域占９７５％,坡度较大的地区集中在撞击坑处,坑的外沿坡

度在１０°左右,部分坑壁坡度超过２０°.

２)着陆区内共提取到１２７２９０个撞击坑,最大的撞击坑直径为６km,最小直径为１３０m.着陆区整

体呈现西边撞击坑数量较少、东边撞击坑数量较多的分布情况.着陆区内９８８％的撞击坑深度/直径比小

于０１,９７１８％的撞击坑的边缘高度/直径比小于００３,９８１５％的撞击坑坑壁平均坡度小于１０°.

３)着陆区内共提取到１６６２７１２个石块,其中石块外包络最大直径为４６m,最小直径为３m.着陆区

内石块分布稀疏且并不均衡,石块大多围绕撞击坑呈圆形发散的群状分布,还有相当一部分石块群则是

由于地形构造作用滑坡、崩裂等形成,多在斜坡等位置形成独立石块群.着陆区内３~４m 范围内的石块

数量最多,占总数的２９２２％,直径５m 以下的石块占总数的约５０％.

此外,本文还将嫦娥５号着陆区与嫦娥３号和嫦娥４号着陆区进行比较,发现虽然嫦娥４号着陆区处

于月球背面高地撞击坑内,但其状态并不比其他两个区域恶劣,这说明经过优选后,可以在大型撞击坑

内部寻找到适合进行着陆探测的区域.本文得出的结果可以进一步认识月表地形地貌,并为后续月球软

着陆探测器研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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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graphicAnalysisandComparisonof
ChangE ５LandingAreaontheMoon
HUANGJun１,ZHAOYang１,LIFei１,WUBo２,PENGJing１,ZHANGHe１

１BeijingInstituteofSpacecraftSystemEngineering;

２DepartmentofLandSurveyingandGeo Informatics,TheHongKongPolytechnicUniversity

　　Abstract　Thesafetyoflunarsoftlandingprobeandwhethertheprobecankeepstableonmoonis
determinedbythetopographyoftargetedlandingareaTherefore,toensureasafeandsuccessfullunar
softlanding,thetopographicstudyoftargetedlandingareaisindispensableInthispaper,basedon
imagesofSELENEandLROaswellasDEMdataofSLDEM２０１５,wecreatedDOM withtheresolution
of１０mand１５mandDEM withtheresolutionof５０mforthestudyonChangE ５landingareaBased
onthesedata,we madetopographicanalysisontargetedlandingareaAccordingtoourstudy,most

portionofthelandingareaisflatwiththeportionofslopedegreelessthan１０°almost９７５％,whilethe
diameteroflargestcraterisabout６kmThereforethedepth diameterratioofabout９８８％ofthecraters
islessthan０１Besides,therockiswidelydistributed;mostoftherocksarestutteringlyspreadaround
craters,inwhichrockswithdiameterin３~４metershaslargestamountandtheoccupationis２９２２％
Rockswithdiameterlessthan５metersoccupied５０％ ofallBycomparisonthelandingaretopographic
featuresofChangE ５withChangE ３andChangE ４,itisapparentthatflatareaisquitesuitablefor
soft landingTheconclusioninthispapercanbereferredfortheresearchandstudyofsoft landing
missiononmooninthecomingfutureTheyalsoprovidefreshinsightsintolunarsurfacegeology

Keywords　ChangE ５landingarea;Lunartopography;Digitalorthophotomap (DOM);Digital
elevationmodel(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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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器GNC系统仿真气动误差引入方法研究

徐　阳　郑永洁　于　丹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本文研究了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飞行器制导、导航与控制 (GNC)系统仿真气动误差引

入方法.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再入的典型特点是再入速度大,飞行器穿越大气过程中,气动力、气动热特

性变化剧烈,导致飞行器表面防热结构烧蚀严重,进一步改变飞行器气动特性;对 GNC系统来说表现为

力、力矩影响复杂.本文从气动作用的机理出发,将气动力和气动热的影响进行分类,区别采用处理方

法,实时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气动力和气动热影响,对气动参数表引入修订,实现对再入过程气动特性的

合理拉偏,保证再入 GNC仿真验证的充分性.
关键词　第二宇宙速度;再入;GNC仿真;气动误差

０　引　言

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飞行器 (简称返回器)GNC系统研制过程中,必须进行大量的再入飞行仿真,

加入各种误差因素以验证 GNC系统的性能,其中气动误差的合理引入是一个难题[１].由于多种因素的作

用,返回器实际飞行时受到的气动力作用,与通过气动手册计算出的气动力,将产生较大差别.如地面

气动试验 (计算)外形与实际返回器外形的区别,高超声速再入引起的剧烈烧蚀形成的气动外形变化,

燃料消耗带来的质心移动等[２４],都将导致气动研究机构给出的气动手册与实际返回器气动特性产生

偏差.
本文针对现阶段优势明显的大钝头旋成体,从气动作用的机理出发,对气动力和气动热的影响进行

分类,区别采用不同处理方法,实时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气动力和气动热影响,对气动手册中的参数引入

修订项,寻求对再入过程气动特性的合理拉偏方法,从而保证再入 GNC仿真验证时被控对象特性的真

实性.

１　假设条件

本文针对载人飞船返回舱、月球及深空探测返回器等旋成体,如图１所示[５],进行 GNC系统仿真

时,气动误差的引入方法进行讨论.
返回器飞行过程中的气动力F 和力矩T 由空气动力学标准模型计算,即

F＝CFqS
T＝CTqSl

其中CF 、CT 为气动力系数和力矩系数,由专门的气动研究机构提供,q 为动压,S 为等效面积,l为参考

力臂长度.

气动研究机构给出的气动手册中包括:适当范围内的攻角α、侧滑角β、马赫数 Ma∞ 、返回器本体

三轴气动力系数CA、CN 、CZ ,力矩系数CMx、CMy、CMz ,升力阻力系数CL、CD 以及压心位置XCP 在

内的所有参数,其中Ma∞ 、α、β是自变量,其余参数是因变量.假设此参数是在标称气动外形和质心位

置条件下获得的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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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返回器气动外形

手册中各参数相容,即由 Ma∞ 、α、β查阅出CA、CN 、CZ 、XCP ,使用这４者计算出CMx、CMy、

CMz 、CL、CD ,计算结果与直接查阅值一致.
在GNC 仿真中,须考虑各种误差,加入气动力和力矩偏差,而最合理的方式则是对气动参数进行修

改,然后代入气动力计算.

２　气动误差分类

气动力的误差来源分类主要有:
返回器气动外形与计算 (或风洞试验)模型不一致;
总装造成的质心位置不确定性;
超声速飞行气体化学反应;
烧蚀引起的外形变化;
烧蚀引起的质心变化;
燃料消耗引起的质心变化.

２１　返回器气动外形与计算模型不一致

返回器真实气动外形与气动参数计算 (或风洞试验)所使用的模型不一致,将导致气动手册中给出

的,作用在飞行器本体轴上的气动力大小、本体各轴分量和压心位置,与真实气动特性存在不一致,即

气动力系数和气动力矩系数存在偏差.
对于气动力大小,可直接选取气动手册中给出的参数不确定性范围作为偏差引入依据.对于各轴分

量,因气动外形变化,导致在同样的姿态下,升力和阻力大小产生变化,从而引起在这个姿态下,投影

于返回器本体的力发生变化.在总气动力大小变化已经给定的情况下,升阻比确定了升力和阻力各自的

大小.在气动手册中往往给出阻力系数CD 和升阻比CL/D 两个参数的误差最大值,即阻力系数偏差系数

ΔCD 和升阻比偏差系数ΔCL/D .
至此,确定了气动力在真实气动对称平面上的分布变化,而对于在控制系统所定义的返回器纵平面

内的变化,理论上还需考虑因气动外形差别导致的气动对称平面与返回器纵平面的不重合.但考虑到不

管是计算和实验模型,还是实际飞行的返回器,制造规程均可保证返回器为严格的面对称体,因此在现

有文献中,均认为两者在这个因素上的差别很小,不予考虑.对于两者模型的差别导致的压心位置变化,
也只考虑其在纵轴上的移动,即压心位置轴向偏差 ΔXcp .但气动手册中并不直接给出压心位置偏差

ΔXcp ,而是给出配平攻角偏差Δαt .配平攻角的变化可认为是压心的轴向移动导致,因此可根据配平状

态时的计算关系得出压心位置偏差[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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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增加偏差后的阻力系数为C′D ,升力系数为C′L ,新配平攻角为α′t ,则有

C′D＝CD １＋ΔCD( )

C′L
C′D ＝CL/D １＋ΔCL/D( )

α′t＝αt＋Δαt

根据配平状态的力分解形式可求得新的轴向力系数C′A 和法向力系数C′N
C′L＝C′Ncosαt－C′Asinαt

C′D＝C′Acosαt＋C′Nsinαt

再根据配平特性,可计算出压心位移量ΔXcp

C′N Xcp ＋ΔXcp －Xcg( ) ＝C′AYcg

其中,rcg ＝ Xcg Ycg Zcg[ ] T 为质心在返回器本体系 (如图１所示)下的坐标.
这三个偏差作为常值存在,在返回器进入大气层前即已经发生,因此 GNC仿真时,拟在原始气动参

数基础上预先进行该项处理.

２２　总装造成的质心位置不确定性

由于总体装配误差,返回器真实质心位置Δrcg ＝ ΔXcg ΔYcg ΔZcg[ ] T 与气动参数计算 (或风洞试

验)模型不一致,将导致气动力矩系数与真实状态不一致,但不带来气动力系数的变化.
该偏差作为常值存在,在飞行器进入大气层前即已经发生,因此 GNC仿真时,拟在原始气动参数基

础上预先进行该项处理.

２３　超声速飞行气体化学反应

超声速飞行时,返回器表面温度急剧升高,大气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发生改变,产生 O２以及 N２等空气

分子的离解和电离反应,以及反应产物之间的反应.由于考虑化学反应的 N S方程涉及更多的物理模型

以及方程个数,求解困难,因此在气动数据获取时,气动研究机构往往不考虑它,而是给出该项因素可

能导致的升阻比变化[７].
在气动手册中,气动研究机构可给出弹道上不同高度时,化学平衡和非平衡反应造成的阻力系数变

化量ΔCD 、升阻比变化量ΔCL/D 和配平攻角变化量Δαt .
因此在 GNC仿真时,可以根据实际飞行高度插值加入阻力系数、升阻比及压心位置的变化量.

２４　烧蚀引起的外形变化

和气动外形与计算模型不一致相似,烧蚀引起的气动外形变化导致作用在返回器本体轴上的气动力

总大小、本体各轴分量和压心位置,与气动手册中的数据相比发生变化.烧蚀现象即防热层的后退现象,
在热流分布集中的区域,产生较大烧蚀后退,从而随着飞行过程,造成气动外形的变化.

如图２所示为阿波罗返回舱高超声速配平攻角飞行时,球冠表面的热流分布.在迎风面 (子午角θ＝
０°)上随着向拐角靠近,热流密度急速上升,在拐角处到达最大值;周向上随着子午角θ增大,热流率下

降,背风面 (子午角θ＝１８０°)最低[８].
可见烧蚀基本都发生在球冠迎风侧拐角附近,此处发生的烧蚀,引起配平攻角绝对值增大,升阻比

增大的变化[９]如图３所示,图４所示为CEV研究结果[１０].
烧蚀一旦形成,便不可逆,在之后的飞行过程中将持续影响配平攻角、阻力系数和升阻比.气动手

册中给出烧蚀最终状态时或弹道上不同高度特征点时,配平攻角、阻力系数和升阻比的变化量.因此在

GNC仿真时,可以根据实际飞行高度插值加入阻力系数、升阻比及压心位置的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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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球冠热流密度分布

图３　CEV乘员舱烧蚀过程中配平攻角变化

图４　CEV乘员舱烧蚀过程中配平升阻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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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烧蚀引起质心改变

烧蚀引起质心改变并不影响气动力系数和压心位置的变化,但由于引起了压心质心矢量的变化,因

此造成气动力矩系数的变化.
该误差随着大气内飞行过程,将发生变化,气动手册可给出飞行弹道中,某些特征点处,烧蚀引起

的质心位置变化量.GNC仿真时,根据飞行流程插值引入质心位置变化Δrcg ＝ ΔXcg ΔYcg ΔZcg[ ] T .

２６　燃料消耗引起质心变化

燃料消耗引起质心改变同样并不影响气动力系数的变化,只引起气动力矩系数的变化.
该误差随着推进剂的消耗过程,将发生变化.在 GNC仿真中,自身可根据比冲获得燃料消耗量,因

此,可根据贮箱的安装方式,实时引入质心的变化量.

３　误差引入方法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假设条件,气动误差的传递关系如图５所示.显然气动力矩的变化是由于气动

力、压心位置、质心位置变化共同造成的,因此,仿真中气动力矩系数的偏差引入不是直接的,而是应

该由其他三类变量计算,因此在气动参数查阅时,只从气动参数表中获取气动力系数、压心位置两种

参数.
根据上述误差项机理分析,在仿真时,将各种误差分为两类:
与飞行过程无关的项;
随飞行过程变化而变化的项.

图５　气动误差传递关系

“返回器气动外形与计算模型不一致”和 “总装造成的质心位置不确定性”引入的偏差在整个飞行过

程中保持不变,与飞行过程无关,可以通过初始化设置确定.而 “超声速飞行气体化学反应”“烧蚀引起

外形变化”“烧蚀引起质心改变”和 “燃料消耗引起质心变化”引入的偏差按照飞行过程逐渐变化.
气动误差引入流程如图６所示.
具体步骤如下:

a)按照气动手册中给出的气动外形不一致对应的参数不确定性,设置阻力系数偏差系数ΔCD１ .

b)按照气动手册中给出的气动外形不一致对应的升阻比变化不确定性,设置升阻比偏差值ΔCL/D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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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气动误差引入流程

c)按照气动手册中给出的气动外形不一致对应的压心变化不确定性,设置压心偏差值ΔXcp１ .

d)按照总装质测给出的质心参数不确定性,设置质心位置偏差Δrcg１＝ ΔXcg１ ΔYcg１ ΔZcg１[ ] T .

e)依据攻角α、侧滑角β、马赫数Ma∞ ,从气动手册中查阅CL、CD .

f)按照插值获得的超声速飞行气体化学反应造成的阻力系数偏差系数ΔCD２ 和升阻比偏差值ΔCL/D２ ,
修订升力阻力CL、CD .

g)按照插值获得的超声速飞行气体化学反应造成的配平攻角偏差量Δαt ,根据３１节公式计算压心

位移量ΔXcp２ .

h)重复f)g)两项,计算烧蚀外形变化造成的阻力系数偏差系数ΔCD３ 和升阻比偏差值ΔCL/D３ 和压

心位移量ΔXcp３ .

i)计算综合阻力系数偏差系数ΔCD ＝ΔCD１＋ΔCD２＋ΔCD３ ;升力系数偏差系数ΔCL＝ΔCL１＋ΔCL２＋
ΔCL３ ,压心位移量ΔXcp ＝ΔXcp１＋ΔXcp２＋ΔXcp３ .

j)逆向计算本体三轴气动力系数CA、CN 、CZ .

k)按照插值获得的烧蚀造成的质心位移量Δrcg２＝ ΔXcg２ ΔYcg２ ΔZcg２[ ] T .

l)按照比冲计算推进剂消耗引起的质心位移量Δrcg３＝ ΔXcg３ ΔYcg３ ΔZcg３[ ] T .

m)计算综合质心位移量Δrcg ＝Δrcg１＋Δrcg２＋Δrcg３ .

n)按新的质心和压心位移量重新计算气动力臂.
计算投影在返回器本体系上的新气动力矩系数CMx、CMy、CMz .

４　试验结果比较

按照某型号气动手册给出的参数及偏差范围,按上述方式修订气动参数,进行 GNC闭环仿真,修订

前后的三轴气动力和升阻比如图７、图８所示,整个飞行过程中气动力和升阻比并非存在固定偏值,而是

随飞行过程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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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修正前后升阻比

图８　修正前后三轴气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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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修正前后三轴气动力 (续)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现阶段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器普遍采用的大钝头旋成体外形,从气动作用的机理出发,

寻找气动偏差处理方法,实时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气动力和气动热影响,对气动手册中的参数引入修订.
该方法在再入过程气动特性的拉偏上,有气动手册依据,可真实反映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器的气动特

性,为 GNC仿真验证的充分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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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dynamicparametertable,implementationprocessofreentry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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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浮空探测的发展及关键技术研究

曹　旭１,２　李　博２　陈　旭２

１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２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浮空探测是进行金星大气科学探测的重要手段.金星大气环境十分严酷,实现金星大气的

浮空探测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本文对国外金星浮空探测任务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和总结,对金星浮空

探测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通过技术调研和关键技术研究,给出了金星浮空探测的技术建议.
关键词　金星;浮空探测;发展;关键技术

０　引　言

深空探测是指脱离地球引力场,进入太阳系空间和宇宙空间的探测[１],我国已成功实现了月球软着陆

探测及取样返回,正在实施火星软着陆探测.金星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中距地球最近的一颗行星,随着我

国深空探测计划的稳步推进,金星探测将成为又一热点.
金星是一颗类地行星,对其进行科学探测主要包括三种方式:轨道探测、浮空探测和着陆探测,其

中后两种探测方式能够进行大气环境的抵近探测.由于金星环境较为特殊,地表温度和大气压力很高

(地表温度约４６０℃、大气压约９０bar),且在金星大气内存在雾状的浓硫酸[２３],这将对实施着陆探测带

来极大的技术挑战,即使探测器成功着陆,其工作时间也不会很长,甚至只能以小时计算,因此着陆探

测的 “性价比”不高.浮空探测与着陆探测相比,不仅具有低成本和低功耗的特点,最大的优势是可以

在金星大气适宜高度进行较长时间漂浮.
人类迄今已向金星发射了约４０个空间探测器[４],其中成功的浮空探测器只有苏联的 VEGA 气球

(VEGA １、VEGA ２).近些年,美国NASA曾经开展过金星浮空探测计划,但未实施飞行.金星探测

对于我国而言还是空白,浮空探测具有诸多优点,适宜优先实施,且能够与轨道探测、着陆探测搭配开

展,满足 “一次任务多种手段相结合”的要求[５].本文结合国外金星浮空探测发展情况,对其中的关键技

术进行了梳理,为开展工程任务提供一些参考.

１　国外金星浮空探测的发展

浮空器一般包括飞艇和气球两类.其中飞艇是一种具有动力的浮空器,一般可以定点悬停,具有一

定的操纵和机动性能.而气球是一种无动力的浮空器,升空后会一直上升到目标高度,横向则随风运动.
在深空探测任务中,采用飞艇作为探测手段,其硬质的发动机、尾翼、吊舱等使其难以收拢,为自动部

署带来很多难题,且发动机所需的大量能源也是必须考虑的难点之一,这些会使其设计极为复杂.而浮

空气球虽然无法实现定点探测,但适合开展大气环流探测,球体由柔性材料构成,结构简单,可以折叠

储存发射,能够大大降低发射成本.综合这些特点,由此认为在金星浮空探测任务中,气球是优选方案.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只有苏联的 VEGA探测器成功实现了金星浮空器探测,美国 NASA 支持了一

系列研究计划,并完成了工程样机研制,但均未付诸实施.

１１　苏联VEGA探测气球

VEGA探测气球计划是苏联领导的 “金星—哈雷”计划的一部分.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和１２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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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分别发射了两个 “金星—哈雷”探测器,携带 VEGA １和 VEGA ２探测

气球飞往金星,两个探测器分别于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１日和６月１５日到达金星,气球按照预定程序进入金星

大气并充气展开,成功进行了约２天 (地球时间,下同)的科学探测[６８].VEGA 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

实施的地外天体浮空探测科学项目,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可谓是一项技术创举,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影

响力.

VEGA采用超压气球,使用氦气作为浮升气体,气球直径３４m,蒙皮材料为聚四氟乙烯 (PTFE,
商品名称 Teflon)纤维增强材料,材料的密度为３００g/m２.气球携带了信号发射和接收装置、通信装置、
气象探测器等[９],这些装置安装在气球下方的吊舱内,采用锂电池供电.VEGA气球的设计寿命为４８h,
漂浮于金星海拔５５km 处,巡航水平距离达１１５００km,含有效载荷的总重为２１kg,其中气球蒙皮材料

仅重１０５kg,科学探测仪器为６８７kg,电池的电量为３００WH,信号发射和接收的功率为５W.

图１　VEGA气球的进入和展开过程

图１说明了 VEGA气球进入金星大气及充气展开的全过程. “金星—哈雷”探测器包括 VEGA 气球

系统和金星着陆器系统.初始时刻,探测器以１１km/s的速度进入金星大气,此时海拔高度约１２５km;
当探测器降落至海拔６５km 高度、通过自身气动外形减速至２８０m/s时,展开分离降落伞,开伞后,探

测器继续下降;当探测器降至海拔６４km 处,连接前体和后体的解锁螺栓起爆,前后体分离,VEGA 气

球与着陆器分离,分离时探测器的速度约为１６０m/s,分离后着陆器按照预定程序继续下降至着陆;前后

体分离后,降落伞带着 VEGA气球系统继续下降,当降至海拔６２km 高度、速度为５０m/s时,V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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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系统从结构中拉出,继续下降至海拔５７km、速度３０m/s时,打开气球系统的减速伞,进一步减速

为气球充气展开创造条件;当降至海拔５５km 高度、速度８m/s时,气球蒙皮从结构中拉出、展开并充

气;气球充满并降至海拔５３km、速度５m/s时,减速伞和充气系统与气球分离,而后气球在海拔５０km
高度抛去结构及配重,并在海拔５５km 高度附近漂浮工作.

VEGA气球折叠包装后安装于 “金星—哈雷”探测器内部,主要由结构、减速伞及伞舱、气球系统、
充气系统、释放机构、科学载荷吊舱等组成.VEGA 采用气球下拉顶部充气的方式,使用氦气作为浮升

气体,共６个氦气瓶.在探测器减速伞开伞后,连接气球吊舱和压舱物结构的火工装置解锁,吊舱下坠从

而将 VEGA气球的蒙皮拉出,同时启动充气系统充气;气球充满后,连接气球顶部与充气系统的火工装

置起爆,抛去充气装置,气球与充气系统和吊舱的连接方式如图２所示.

图２　气球与充气系统和吊舱的连接方式

１２　美国BEV计划

BalloonExperimentatVenus (BEV)是美国 NASAJET实验室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提出的一项金

星探测气球计划[１０１２],主要目标是对金星地表及大气进行长期、自动化、浮空高度可变的科学探测,
尤其要进行更低高度 (低 于 VEGA 气 球 海 拔 ５３km 的 浮 空 高 度)的 科 学 探 测.BEV 项 目 与 火 星

Pathfinder计划类似,是 NASA深空探测计划的一部分,原计划于１９９９年发射,但由于计划调整而被

无限期推迟.

BEV创新性地采用氨气 (NH３)和水蒸气混合后的气体 (可根据环境变化进行气液相变)作为浮升

气体,演示验证一系列金星探测的关键技术,包括:可相变浮升气体高度控制技术、气球充气展开技术、
轻质高强蒙皮技术、有效载荷技术、金星大气环境下的太阳能电池技术等.BEV气球的总重量为２２６kg
(含有效载荷),其中气球蒙皮仅重２０９５kg,相变气体为５０１kg,其余为吊舱,含有效载荷、充气系统

的重量.气球结构如图３所示.
使用可相变浮升气体进行气球的高度控制是BEV的一项关键技术,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是可替代传

统的充气装置,减少了系统重量和工作程序,气球可在一定高度范围内不断地机动自由飞行.这项技术

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由苏联金星大气探测项目的研究人员 Moskalanko提出,利用金星大气温度随

高度降低而升高,导致气球内的 “浮升气体”由液相变为气相,气球具有净浮力后不断升高.当升至一

定高度、环境温度降低后,气体由气相转变为液相,气球失去净升力后不断下降,浮升气体的这种相变

过程循环往复,气球不断反复升降[１３].这种效应可用 VantHoff曲线来表示,如图４所示.由于气球的

密封性问题,浮升气体会慢慢泄漏,最后导致气球寿命结束.

BEV气球采用氨水作为 “浮升气体”,将氨气 (NH３)和水蒸气按体积比１∶１相溶为氨水,并贮存

在贮箱中,当探测器进入金星大气后,氨水在海拔４９km 处发生气液相变.BEV 气球浮空高度在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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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BEV气球展开后示意图

４０~６０km,上升段的速度约为１４m/s,下降段的速度约为２８m/s,一个高度循环周期约６小时,高

度变化情况如图５所示.

图４　各种物质的 VantHoff曲线 (粗线为金星大气)

JET实 验 室 于 １９９４ 年 进 行 了 地 球 环 境 的 演 示 验 证 试 验 (AltitudeControlExperiment 或 称

ALICE)[１４],验证可相变浮升气体高度控制技术,使用商业制冷剂R１１４ (二氯四氟乙烷)作为浮升气体.

ALICE气球的重量小于３kg,气球在白天和夜间进行了多次飞行试验,成功验证了可相变浮升气体高度

控制技术.以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４日进行的一次全天候飞行试验 (任务代号Alice ０/D)为例,气球于夜间放

飞,最终在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m 的高度范围内不断循环漂浮,当进入白天后,仍然按照原趋势浮空,但由于

气温的升高,气球的最高浮空高度增加至约１１km,试验飞行剖面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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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BEV工作剖面说明

图６　ALICE试验气球飞行试验高度剖面 (Alice ０/D)

１３　美国新一代金星探测气球计划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７年,NASAJPL实验室、ILCDOVER公司、NASA WallopsFlightFacility为美国新

一代金星探测计划研制了充氦浮空气球[１５１６].气球直径５５４m,球体结构重量为２５１kg,吊舱有效载荷

为４４１kg,浮空高度海拔５５５km,计划在金星北纬２５°至北纬６０°飞行２~６天.
与苏联VEGA气球相比,NASA在气球蒙皮材料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完成了蒙皮材料的力学试验、

耐酸性试验、耐挠性试验、气球充气展开试验和氦气渗透率测试等验证工作.气球的蒙皮采用 Vectran层

压材料,蒙皮的承重层为 Vectran纤维织物,纤维支数１００丹尼尔,织物面密度５８g/m２;阻气层为

１２５μm 厚的镀铝聚酯薄膜,面密度１７g/m２;最外部层使用２５４μm 厚的镀铝特氟龙薄膜,用于阻隔紫外

和酸雾等对蒙皮的损害,面密度为５４３g/m２;粘接层为聚氨酯粘接剂.蒙皮母材间的连接使用了双盖板

接缝方式.NASA研制的气球样机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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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日本

日本航空宇宙科学研究所于２００４年提出了一项与美国BEV 相似的金星探测气球方案[１７],该方案使

用水蒸气作为可相变浮升气体,气球浮空高度为海拔３５km.进入器的总重约４０kg,气球的体积为

１４８m３,气球的外形如图８所示.气球呈细长棒状,长细比达４８,气球的蒙皮为０１mm 厚的 Vectran
层压材料,内部还包括一层极易吸水的薄膜,这种细长结构有利于增加气体的相变面积.气球的重量约

２７kg,有效载荷的重量约２４kg,水的重量为４４kg.
该项目重点对多种纤维增强层压蒙皮材料进行了试验研究[１８１９],包括 PBO、Vectran、UPILEX、

Kapton、Mylar、聚酯等,通过力学试验、温度循环试验及氦气渗透率试验等,结果表明 Vectran更适合

用于金星探测气球.

图７　美国 NASA金星探测气球

　　　　　　　　　
图８日本新概念金星探测气球

１５　刚性气球

对于金星的超低空浮空探测 (高度低于海拔１０km)任务而言,由于大气环境温度极高且极为稠密

(密度超过３５kg/m３),这些特点决定了传统气球方案不可行,NASAJohnGlenn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０年提出

了刚性探测气球的概念[２０２１].
气球的蒙皮采用金属材料,整个气球为一个金属壳体,由于无法折叠包装,在探测器进入金星大气

的过程中,气球始终位于探测器结构内部,到达预定位置后被直接释放漂浮工作.刚性气球方案的最大

优点是利用金星底层大气稠密的特点,利用金属材料形成 “气球”结构,在具有较大净浮力的前提下,
气球的体积较小,可直接由运载火箭发射入轨,“气球”结构可承受极高的载荷和环境温度,省去了充气

环节,结构较为简单.
刚性气球仍然采用超压设计,内部充入浮升气体,靠内部的气压对气球进行保形,并抵抗高达

９２bar的大气压.由于金星大气主要由CO２组成,只要分子量低于CO２的气体都可作为气球的浮升气体,
考虑到成本和安全性,可使用 H２O (水蒸气).

Glenn研究中心设计的气球直径为３８m,浮空高度为金星海拔５km,可承受４２５℃的高温,气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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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２８７m３,可直接装入 Delta Ⅳ 火箭的整流罩内,工作高度的大气密度约 ５０kg/m３,升力约

１４３５kg,整个气球的结构重量约５００kg,气球具有９３５kg的净浮力.刚性气球结构示意图如图９所示.
气球壳体由２mm 厚的 Ti合金构成,壳体最外部涂有耐腐蚀层,用来阻隔硫酸的侵蚀,浮升气体为 N２和

水蒸气的混合气体,有效载荷位于壳体的内部.

图９　刚性气球结构示意图

２　金星浮空探测关键技术研究

２１　气球总体设计

根据国外的发展概况,金星浮空探测主要有三种技术路线:传统超压气球、相变气球和刚性气球,
这三种技术路线是基于金星大气的特点形成的,三种技术路线对应了不同的探测目标.

１)传统超压气球主要进行海拔５０~５５km 附近的大气环境探测,该高度的大气密度与地球的低空

(海拔０~５km)接近,且大气温度不高,适宜超压气球工作.

２)随着探测高度的逐渐降低,大气温度逐渐升高,大气密度增加,可利用金星大气的环境变化采用

相变气球,实现更低高度 (海拔３０~５０km)的大气环境探测.

３)在金星大气的底层,由于温度和大气压力极高,已不可能采用传统超压气球进行探测,只有刚性

气球可实现更低高度 (海拔＜３０km)的大气环境探测.
三种方案的特点如表１所示.开展金星浮空探测,需要针对不同的探测目标,选择不同的技术方案.

表１　三种总体方案对比

序号 气球形式 工作高度 结构形式 气球形状 技术难度 实现情况

１ 超压气球 ５０~５５km 　柔性结构＋氦气 球形或南瓜形
　小,主要难点是气球的空中

自动部署和快速充气

　苏联已完成２次飞行

试验

２ 相变气球 ３０~５０km 　柔性结构＋相变气体 多为柱状
　大,主要难点是气球的空中

自动部署和相变气体控制

　美国 BEV 项目已完

成地球环境飞行试验

３ 刚性气球 低于３０km
　刚性结构＋水蒸气(或分

子量低于CO２的气体)
球形

　大,主要难点是高温、高压

环境的适应性
　停留在概念设计阶段

２２　蒙皮材料技术

蒙皮材料的性能决定了浮空器系统的重量、工作高度、浮空时间等参数.由于金星大气层中包含很

多酸性物质,气球需要在大气层中飘浮一定的时间完成预定的任务,对蒙皮材料的抗酸性能有很高的要

求.由于金星的自传周期是２４３天,因此对于短期工作的浮空器而言,主要考虑太阳长期辐射的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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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长期辐射作用下,气球的内压也将会不断升高,因此要求蒙皮材料具有较高的强度,以满足长期

工作下的力学性能.
金星浮空气球的蒙皮材料的关键性能是强度、面密度、耐腐蚀性、加工工艺性等,长期的研究和工

程实践表明,由不同功能、不同材质的薄膜或织物等柔性材料构成满足多种功能的复合蒙皮材料是一种

必然的选择.金星浮空器由内到外一般包括气密层 (一般为气密薄膜)、承力层 (一般为轻质高强织物)
和耐酸层 (一般为抗腐蚀性薄膜),各层之间采用特殊的粘接材料成型为一体.美国金星探测气球蒙皮材

料设计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美国金星探测气球蒙皮材料设计

层压蒙皮材料体系的优化设计始终是浮空器的研究热点,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材料体系设计.表２
对金星浮空探测气球复合蒙皮的常用材料进行了说明[２２].

表２　金星浮空气球蒙皮材料

功能层 主要作用 典型材料 说明

气密层 　阻止内部气体泄漏 　聚乙烯、聚氨酯、聚酰亚胺等
　一般采用单层或多层薄膜材料,厚度为

几十微米,质量轻

承力层 　承受气球压力载荷 　Kevlar织物、Vectran织物、PBO织物等
　一般采用高比强度织物材料,在蒙皮材

料中的质量占比大

耐酸层 　防止酸雾环境对蒙皮材料的损害 　聚四氟乙烯、聚氟乙烯、铝箔、聚酰亚胺等 　一般采用耐腐蚀性薄膜材料

粘接层 　用于蒙皮各层材料之间的粘接 　聚氨酯类、聚酯类、聚醚类 　通常采用胶黏剂

２３　气球空中快速部署技术

金星浮空气球在发射和在轨运行过程中需要折叠包装于探测器舱体内部,探测器进入金星大气后,
到达预定高度在空中完成快速部署.如何在金星大气环境中将气球从探测器内部可靠拉出并充气展开,
是其中的关键问题.

最有效的拉直办法是利用气动阻力.产生气动阻力的方法有:展开降落伞;利用小型火箭的持续冲

量;展开减速板.与外用小型火箭的持续冲量和展开减速板方法相比,采用展开降落伞的方式可产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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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阻力并有效降低系统的速度,为气球充气提供足够的时间,且降落伞可随浮空器一起折叠包装于结

构舱体中,具有简单可靠、技术成熟度高、产生的气动阻力大、阻力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浮空气球的空

中拉直展开过程说明如图１１所示.
在这一关键环节中,当物伞系统稳定后,在气球拉出的过程中,蒙皮材料不能发生破坏,这就要求

气球设计相应的结构承受动态载荷,尽量使蒙皮材料不受力.

图１１　浮空气球的空中拉直展开过程

２４　面向酸性大气的降落伞减速技术

地球大气环境下的降落伞减速技术已较为成熟,金星大气环境存在酸雾,传统降落伞伞衣用纺织材

料 (如锦纶)的耐酸性较差,不适用于金星探测任务中.在设计降落伞时,由于目前对金星大气特性参

数掌握的仍然不全面,如大气密度、气压、温度、环流等参数,基于已有的大气数据进行降落伞设计可

能存在较大的偏差,必须在现有降落伞研制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设计标准和试验方法,并针对金星大

气环境特点开展试验验证.
在降落伞设计方面,应考虑设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合理选择设计系数,通过仿真计算评估由于大气

参数的不确定对降落伞性能所带来的影响,必要时应提高设计裕度;选择充气性能好的伞型,通过风洞

试验对降落伞的气动参数和充气性能进行测量和验证;伞衣材料和金属件应选择耐酸性和耐热性好的材

料,做防腐蚀处理,并对材料在酸、热环境下的性能衰退情况进行有效评估;通过模拟金星的主要大气

参数开展降落伞空投试验,对减速系统的工作程序和降落伞的性能进行评估和验证.

３　结束语

浮空气球具有可长时间工作、低成本、低功耗等特点,可对金星大气进行抵近探测.随着科技的进

步,特别是随着能源、材料等技术的进步,气球及类气球结构有望到更低的高度进行更长时间的浮空探

测,这有助于我们了解金星这个离我们最近的星球.
我国在金星探测领域还处于空白,考虑到经济成本、科学效益、技术可行性等因素,实施轨道探测

７７４



＋浮空探测是较为合适的技术路线.通过对国内外金星浮空探测的发展情况研究和关键技术分析,可得

到以下启示:

a)目前金星浮空探测任务仅有苏联的 VEGA项目成功完成了进入、展开和漂浮探测,应对其进行充

分研究和总结,为我国实施金星探测提供参考.

b)开展金星浮空气球的研制首先要根据任务要求明确总体设计方案,根据国外发展情况,主要包括

传统超压气球和采用可相变浮升气体的气球两类方案,传统超压气球技术可行性较高,结构简单,难点

在于浮空气球的空中部署技术和蒙皮材料技术.

c)除了传统气球方案外,针对金星浮空探测,还可采用一些创新性的思路与方法,如金属气球方案,
以实现更低高度、更长时间的大气探测活动.

d)金星浮空探测气球研制,应充分借鉴地球环境浮空气球的研制经验和方法,在其基础上针对金星

环境开展有针对性的设计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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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发展现状

贾　山１,２,３　赵建华１　陈金宝１,２,３　周向华１　张　胜１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２深空星表探测机构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３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摘　要　当前,航天任务的竞争日趋激烈,实现各型航天器的可重复使用是降低成本的唯一手段.
本文分析了在航天任务中实现航天器可重复使用的必要性,系统性地介绍了当前运载火箭、飞船、航天

飞机、空天飞机、整流罩、卫星等领域的可重复使用研究发展现状,提出了促进航天技术发展的建议,
可为我国未来在重复使用航天技术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　可重复使用;航天器;运载火箭;飞船;人造卫星

０　引　言

自１９５７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航天技术经历了从人造地球卫星、载人飞船到

大型空间站建设、探月探火及深空探测等阶段,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一次性使用航天器的技术已日趋

成熟.当前,随着运载火箭发射及卫星制造等领域的民营化、商业化和全球化,航天任务已经不再属于

国家政府所独有,其竞争也日趋激烈,各科研机构都在保证航天器安全可靠性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研制、
发射和运营的成本[１３].为提高竞争力,各航天大国都在开展对各型航天器可重复使用的研究,并进行了

可行性论证、方案探索及关键技术的攻关,这里的航天器泛指运载火箭、载人飞船、航天飞机、空天飞

机、整流罩等.所谓航天器的可重复使用,是相对于 “一次性”而言的概念,指航天器在完成预定任务

后可实现整体、系统级或部件级的回收检修再利用.可重复使用技术一定会成为未来航天技术发展的风

向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４].

１　研究可重复使用航天技术的必要性

可重复使用航天器通常在完成预定任务后,被运回到地面总装厂房或维护检修中心,检修人员通过

地面维护保障设备对航天器开展一系列结构强度、航电设备、结构蠕变腐蚀等多学科多系统检测维护后,
快速投入到下一次任务.可重复使用航天技术的实现,一方面可以缩减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降

低了经济成本.

SpaceX公司作为国际上私营航天企业的代表,集合了运载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等业务,在可重复使

用航天技术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顶尖水平,目前已经实现了运载火箭一级、整流罩、货运飞船的重复使用,
以猎鹰９号的Block５型运载火箭为例,其计划可重复使用１０次,现有两枚芯一级已经成功实现了８飞８
落.暂不考虑所搭载的有效载荷,其芯一级的制造成本为３０００万美元,二级为１０００万美元,整流罩为

５５０万美元,燃料加注及其他成本为５００万美元,复用检修费用为２５万美元,二级无法回收,假设整流

罩可复用一次[５],由表１可知,同一枚芯一级发射１０次的总费用为２０９７５亿美元,如果芯一级与整流

罩无法回收复用,则总发射费用为５０５亿美元,使用可回收复用技术后发射１０次的总成本为一次性使用

技术的４１５３％.由此可知,可重复使用技术可大幅降低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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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猎鹰９号发射成本/ (百万美元)

发射次数 一级 二级 整流罩 检修 燃料及其他 总成本

１ ３０ １０ ５５ ０ ５ ５０５

２ ０ １０ ０ ０２５ ５ １５２５

３ ０ １０ ５５ ０２５ ５ ２０７５

４ ０ １０ ０ ０２５ ５ １５２５

５ ０ １０ ５５ ０２５ ５ ２０７５

６ ０ １０ ０ ０２５ ５ １５２５

７ ０ １０ ５５ ０２５ ５ ２０７５

８ ０ １０ ０ ０２５ ５ １５２５

９ ０ １０ ５５ ０２５ ５ ２０７５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２５ ５ １５２５

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在经过地面检修后即可根据项目安排执行下次任务,有效缩短了总任务周期,提高

了发射的机动灵活性,形成了航班化的运营和维护.同样以猎鹰９号的Block５型运载火箭为例,图１罗

列了重复使用次数较多的几枚芯一级的复用周期[６],由图可知,对于同一枚芯一级,随着发射次数的增

加,复用周期反而呈现减小趋势,同时,后期型号的复用周期明显小于前期型号,这归因于可重复使用

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趋于成熟化.

图１　Block５型复用周期

以上以运载火箭为例,分析了可重复使用技术对于降低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重要性,宇宙飞船、
空天飞机、整流罩、卫星等也同样如此,实现航天器的可重复使用技术可有效加快我国实施卫星星座部

署、空间站建设、深空探测等任务的步伐.

２　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发展现状

２１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发展现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为实现运载火箭的可重复使用,降低发射成本,美国麦道公司提出了一款可垂直起

飞、垂直降落的运载火箭,命名为 “三角快帆”[７].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８日进行了首次１/３尺寸的 DC X原型

机试验,在升到预定高度后进行了水平飞行,验证了其飞行控制系统和垂直着陆能力,整个飞行持续了

６５８秒.在接下来的几次试验中,分别进行了上升和着陆模式控制、调查地面效应影响、稳定性测试、

１８０°滚动控制、全负荷测试、固定攻角飞行测试、姿态控制发动机测试等.之后该项目从美国空军被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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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管理,麦道公司对其更名为 “DC XA”,在１９９６年７月的一次测试中,由于着陆时着陆腿未能正

常伸出致使箭体倾倒爆炸,这次事故直接导致了 “三角快帆”计划提前结束.此型火箭虽然自始至终也

未能进行轨道级发射,但从中验证了大量可回收火箭的相关技术并建立了有关工作及技术的数据库,这

无疑向可重复使用技术发展迈出了一大步.

图２　DC X验证机结构示意图

SpaceX公司由埃隆马斯克于２００２年创立,其设计的猎鹰９号凭借其低廉的发射成本、冗余设计理

念和可重复使用性,彻底改变了传统航天发射的观念和格局.猎鹰９号为一款二级液体运载火箭,箭体高

度为７０m,近地轨道运载能力２２８t,一级并联有９台具有深度推力调节能力的梅林 １D发动机 (液氧

煤油),全推力为８４５kN,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仍可将二级及载荷送到预定高度,在箭体下侧面均布安装

有４组着陆腿,在发射时处于收拢状态,着陆前展开锁定完成着陆缓冲并支撑箭体,级间段安装有４片由

液压控制的栅格舵,用来控制箭体再入返回时的轨迹姿态,二级为一台真空版梅林引擎.其发射过程主

要节点有:点火起飞、经过最大动压、一二级分离、二级点火、整流罩分离、一级再入点火、一级着陆

点火、有效载荷部署等.

猎鹰９号有陆上和海上两种回收方式,当发射载荷较轻时,一二级分离后需经历３次点火,实现陆上

回收;海上回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运载能力,适用于较重载荷,但海上回收平台面积小,易受气象条

件的影响.截至目前,猎鹰９号一级已实现了７５次着陆回收、５５次复用发射,编号为B１０４９和B１０５１的

芯一级已实现８次发射并成功回收,不断刷新着复用记录.图３为正在着陆的猎鹰９号一级状态.

图３　即将着陆的猎鹰９号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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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起源公司由杰夫贝佐斯于２０００年创建,初期是实现亚轨道飞行,用于短暂的太空旅游.２０１５
年１１月,该公司成功发射了新谢泊德 (NewShepard)运载火箭并实现了软着陆回收,完成了首次亚轨

道飞行,如图４所示.该型新版的新谢泊德系列在底部安装有一台BE ３液体火箭发动机 (液氢 液氧),
海平面推力为５００kN,深度节流到２０％仍可正常工作.箭体下侧面固定有４片空气舵,箭体顶部安装有

一个可容纳６人的乘员舱,头部与乘员舱连接段安装有８片可展开减速板和４片可展开扇形翼并有４套可

收拢展开的平行四边形构型缓冲机构,该缓冲机构展开后支撑面积不大,对箭体姿态控制要求较高.目

前,编号为 NS３的推进模块已重复使用７次并均成功软着陆,乘员舱最大飞行高度为１１８８km.

图４　着陆状态的新谢泊德

新谢泊德系列运载火箭是首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发射 (跃过了卡门线)并软着陆回收,虽然其

回收难度较猎鹰９号一级小得多,但这种突破仍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此外,航天飞机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 (SpaceShuttleSRB)是世界上首次用于载人航天的大型分段式

固体火箭发动机,可实现部件级可重复使用,如减速器分系统、金属部件及柔性接头橡胶件等[８９].火箭

实验室的电子小运载火箭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首次测试了一级通过降落伞受控海上溅落回收试验,为最

终实现空中擒获回收收集实战数据[１０].我国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首次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进行了 “栅
格舵分离体落区安全控制技术”试验,一级残骸落点在设定的落区范围内[１１].２０２０年３月,我国首次在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助推器上安装了降落伞回收系统,用于控制助推器坠落的姿态和方向,试验证实了

伞降控制系统方案的可行性.以上试验为我国运载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奠定了基础.

２２　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发展现状

１９６９年,鉴于当时昂贵的发射费用和飞船有限的运载能力,美国提出建造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

载器.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２日,第一架载人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正式登上太空舞台,翻开了载人航天器的新篇

章[１２],这里所述航天飞机特指其中的轨道器.航天飞机前段为航天员座舱,中段为货仓,长１８３m,直

径４６m,其上部可像蚌壳一样展开,能装载２４t有效载荷进入太空,后段装有３台 RS ２５主发动机

(液氢 液氧)和两台轨道机动发动机,中段和后段两侧为下底面覆盖有隔热瓦的机翼.单次发射任务流程

主要有:点火起飞、固体助推火箭分离、外挂燃料箱分离、航天飞机轨道器入轨、再入返航等.１９８６年４
月４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７３秒时爆炸解体,原因为右侧固体助推器上的一个 O 形密封圈失效.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再入返回时解体坠毁,事故原因可能为外挂燃料箱上的保温泡

沫击中航天飞机隔热瓦所导致.２０１１年７月,亚特兰蒂斯号执行了最后一次发射任务后,航天飞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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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落下帷幕 (如图５),美国暂时失去了从本土运送宇航员进入太空的能力.航天飞机最初的设计目标

为可重复执行１００次飞行任务,然而由于高昂的发射维护成本 (单次发射总费用为３~４亿美元)、庞大复

杂系统导致的低可靠性使其早早收场[１３],虽然执行任务最多的发现号也只完成了３９次,但不可否认航天

飞机时代为哈勃望远镜维修、国际空间站建设等立下了汗马功劳.

图５　货舱展开状态下的亚特兰蒂斯号

长期以来,美国军方一直致力于研制一种可快速进入太空并可返回的空天飞行器,从而满足军方对

按需发射、降低运行成本、改进空间管理、保持太空优势等方面的迫切需求[１４１５].X ３７B可重复使用空

天飞机应运而生 (如图６),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用于验证可重复使用空间飞行器的多项重大技术,包

括防热系统、推进系统、电子系统、自主导航与控制、自主返回与着陆等,其外形类似于航天飞机轨道

器,但在发射阶段被置于整流罩内部.机体主要包括:轨道机动推力器、航电设备、可打开式有效载荷

舱、燃料舱、主发动机等,其高度为２９m,长度８９m,翼展４６m[１６１７].截至目前,X ３７B已经完

成了５次轨道级任务,太空驻留时间２８６５天,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７日执行了第６次太空发射任务,目前仍处于

在轨服务状态.

图６　X ３７B空天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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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我国利用长征２号F运载火箭发射了一型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该航

天器在轨飞行两天后,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取得了重要进展[１８].

２３　可重复使用飞船发展现状

SpaceX公司在可复用飞船上也颇有建树,截至目前已研发了两代龙飞船产品,其中第一代龙飞船主

要以货运为主,第二代龙飞船可人货通用 (如图７).第一代龙飞船主要由一个前锥盖、一个传统的钝头

型太空舱和下端为非加压的货仓组成,其中在货仓两侧还安装有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板阵列,在太空舱

上还布置了１６台用于姿态控制和轨道机动的天龙座 (Draco)发动机.进入太空后其前锥盖被抛弃,太阳

能电池板展开,通过加拿大臂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再入返回时货仓与飞船分离,货仓进入大气层时烧毁,
飞船可通过降落伞海落回收维修后重复使用[１９].第二代龙飞船相较第一代增加了可打开闭合式前锥盖、
生命保障系统和紧急中止系统等,摒弃了传统的飞船被置于整流罩内和逃逸塔式紧急逃生,太阳能电池

板被贴于货仓外侧.为测试二代载人龙飞船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对其二代龙飞船进行了悬停测试、静

态点火测试、降落伞系统测试、发射台中止测试、飞行中止测试等[２０].

图７　一代和二代龙飞船

截至目前,一代龙飞船已全部退役,编号为C１０６、C１０８、C１１２复用３次,C１１０、C１１１、C１１３已复

用两次.二代载人龙飞船中,编号为C２０５龙飞船执行了飞行发射中止测试,C２０８执行了第２１次国际空

间站货运任务,C２０６执行了第一次载人验证飞行 (Demo １),C２０７执行了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将４名

宇航员送入了太空,目前处于国际空间站对接状态,预计４月的第２次正式载人任务将使用第一次载人验

证飞行使用过的C２０６龙飞船,从而实现载人龙飞船的可重复使用[２１].

图８　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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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５月,我国进行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测试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如图８),相较于神舟系列

飞船,新飞船上首次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推力最大的轨道段无毒发动机、首次采用国内空间飞行器用的最

大容积表面张力贮箱、更全面的综合电子系统、更加智能的自主轨控技术、气囊式缓冲等,此外,返回

舱还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其防热结构在返回后可更换拆卸,实现乘员模块部分的可重复使用[２２２３].

２４　可重复使用整流罩发展现状

整流罩是用来保护运载火箭的有效载荷免受发射过程中的大气压力、声效应和气动加热的影响,一

旦飞出地球大气层,这些影响将逐渐消失,被分成两半后落回地球.SpaceX公司也成功实现了整流罩的

回收复用.其安装有导航系统、小型推进器、引导伞和可控翼伞等,当整流罩落回到一定高度后,通过

小型推进器控制其姿态,引导伞牵引可控翼伞打开使其滑翔缓速下降,最终落回到装有巨网的回收船上,
此方式可完全避免海水对整流罩内部的侵蚀[２４].其中,MsTree成功完成了７次网捕回收,MsChief完成

了两次网捕回收,部分整流罩已复用３次.不过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两艘回收船均成功捕获整流罩之后,便

再无尝试网捕回收,推测可能整流罩落海后,海水并不会大量的侵入整流罩内部,对其设备影响不大,翻修

难度不高 (如图９).

图９　网捕船回收整流罩

２５　失效卫星的可重复使用

随着各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卫星被送入地球轨道,伴随而来的是故障和燃料耗尽的卫星

也逐渐增多,一方面,失效卫星占据了宝贵的轨道资源,另一方面,失效卫星也形成了客观的在轨可重

复利用资源[２５],这里将失效卫星的再利用也定义为可重复使用.航天飞机服役期间,曾对哈勃望远镜和

一些近地轨道卫星进行过多次在轨维修,将多颗卫星在轨捕捉后带回地面 (如图１０).其代表为亚洲１号

卫星,在第一次发射未进入预定轨道后,由发现号航天飞机捕获运回地面进行维修后被再次送入太空,
并最终进入了预定轨道[２６].

在地球静止轨道上有数百颗已退役的通信卫星,其中很多卫星的工作状态仍然良好,但由于燃料耗

尽无法实现姿态轨道控制而被迫退役.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制造了一款任务延寿航天器 MEV (Mission
ExtensionVehicle),该航天器首先通过电推进技术进入 “墓地轨道”与目标卫星接近,将自身的对接探

针插入目标卫星的发动机喷管内,使 MEV 的机械臂可抓紧目标卫星,从而接管目标卫星的姿态轨道控

制.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５日,MEV １成功实现与Intelsat ９０１卫星的对接,使这颗已退役的卫星可以再重新

服役５年,开启了 “卫星在轨服务”这项全新的航天业务模式 (如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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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宇航员回收失效卫星 图１１　MEV １与Intelsat ９０１对接

３　结　语

上文论述的可重复使用技术均得到了具体的实践验证,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随着各国

航天事业的发展,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航天器进入太空 (或返回),在基于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前提

下,实现航天器整体、系统级、部件级的可重复使用能有效降低时间和经济成本.目前多数可重复使用

航天器产品来自美国,不可否认其在航天领域的技术积淀和先进理念.
对此,我国也应该根据国情和目前的航天技术基础,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战

略.在新产品研制方面,应该注重实践,勇于在测试中发现问题和缺陷并改进优化,快速更新迭代;在

创新理念上,一方面应该参考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也应积极鼓舞高校、科研院所等集思广益;在

关键技术方面,应该尽力克服存在的短板如先进材料、大推力火箭发动机等,从而减小 “木桶效应”对

我国航天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体制管理方面,应该加强单位、部门等间的合作意识和信息共享,在一定

程度上简化申请审批流程,对工作优秀的从业者实行激励政策.

参 考 文 献

[１]　杨勇我国重复使用运载器发展思路探讨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０６,(４):１ ４．

[２] 杨勇,王小军,唐一华,等重复使用运载器发展趋势及特点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０２,(５):１５ １９．

[３] 李志杰,果琳丽,张柏楠,等国外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船发展现状与关键技术研究 [J]．航天器工程,２０１６,２５ (２):１０６ １１２．

[４] 韩金鹏,高著秀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空间辐射效应评价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法 [J]．装备环境工程,２０２０,１７ (３):２１ ２６．

[５] ElonXczHowmuchdoesitcosttolaunchareusedFalcon９? ElonMuskexplainswhyreusabilityisworthit [EB/OL]．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https://wwwelonxnet/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launch a reused falcon ９ elon musk explains why reusability

is worth it/

[６] WikipediaListofFalcon９first stageboosters [EB/OL]．２０１５ [２０２１]．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Falcon_９_first

stage_boosters

[７] 荀明美国三角快帆单级入轨运载火箭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１９９５:７２ ７７．

[８] 何静,曾金桥,许延龙,等国外重型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研究发展综述 [C]．第一届空天动力联合会议,西安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７

日 ２０日．

[９] 赵祖虎航天飞机助推器轻型回收系统 [J]．航天返回与遥感,１９９７,１８ (４):３ ８．

[１０] 王瑞,杨开火箭回收新玩法:“空中捕获”一子级 [J]．太空探索,２０２０,３６０ (０６):５６ ５９．

[１１] 景骢指哪落哪———火箭一子级残骸落点精确控制 [J]．太空探索,２０１９,３５１ (０９):７ ７．

[１２] 于霞,孙伶俐,单文杰国外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发展现状和趋势 [J]．国际太空,２０１２,(１２):２ ６．

[１３] 梁晓鹏航天飞机:一个时代的辉煌 [J]．飞碟探索,２０１１,０００ (００５):８ ９．

７８４



[１４] 宋博,李高峰美国 X ３７B轨道试验飞行器的发展及分析 [J]．飞航导弹,２０１２,(１２):３ ９．
[１５] 肖福根发展 X ３７B空间飞机的背后动因分析 [J]．航天器环境工程,２０１０,２７ (００５):５５８ ５６５．
[１６] 任三孩,黄建余,田蕾X ３７B项目发展及应用模式研究 [J]．飞航导弹,２０１４ (１２):３ ８．
[１７] 安慧美军为啥要打造 “迷你”型航天飞机 [J]．太空探索,２０１０,(６):１８ ２１．
[１８] 王宇虹中国成功发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２０ (５):９８．
[１９] WikipadiaSpaceX Dragon [EB/OL]．２０１５ [２０２１]．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aceX _ Dragon＃cite_ ref sx update

２００７１２１０_７１ ０
[２０] WikipadiaSpaceXDragon２ [EB/OL]．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aceX_Dragon_２
[２１] NextSpacefilghtSpaceXCrew ２ [EB/OL]．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https://nextspaceflightcom/launches/details/４７３７
[２２] 天宇新一代飞船试验船在轨进行了哪些验证和实验 [J]．太空探索,２０２０,３６０ (０６):２５ ２７．
[２３] 保石,薛飞成功返回!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开启我国载人航天新篇章 [J]．中国航天,２０２０,(５):１２ １４．
[２４] 龙雪丹法尔肯 ９火箭整流罩回收方案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１８,３６１ (０３):１１３．
[２５] 闫海平,和宇硕,冯月,等失效卫星再利用方案设想 [J]．航天器工程,２０１４,２３ (５):１２ １７．
[２６] 金兑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历年执行任务一览表 [J]．太空探索,２００５,０００ (００９):８ ９．
[２７] Space,Journal商业航天的 “蓝海”在轨服务五大市场分析 [J]．卫星与网络,２０２０ (０３):４２ ４６

Developmentstatusofreusablespacecrafttechnology
JIAShan１,２,３;ZHAOJian hua１;CHENJin bao１,２,３;ZHOUXiang hua１;ZHANGSheng１

１AcademyofAstronautics,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２KeyLaboratoryofDeepSpaceStarCatalogDetectionMechanismTechnology,MinistryofIndustry
andInformationTechnology;

３LaboratoryofAerospaceEntry,DescentandLandingTechnology

　　Abstract　Atpresent,spacemissionsarebecomingincreasinglycompetitive,andachievingreusabilityofall
typesofspacecraftistheonly meanstoreducecostsThispaperanalyzesthenecessityofachieving
spacecraftreusabilityinspace missions,systematicallyintroducesthecurrentdevelopmentstatusof
reusabilityresearchinthefieldsoflaunchvehicles,spacecraft,spaceshuttles,spaceplanes,fairings,

andsatellites,thenputsforwardsuggestion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spacetechnology,whichcan

providereferenceandinspirationforChinainthefieldofreusabilitytechnologyinthefuture
Keywords　Reusability;Spacecraft;Launchvehicle;Spacecraft;Satellite

８８４



钝头体航天器再入过程黑障仿真研究

吴祥东　车学科　狄　辉

航天工程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系

摘　要　为减弱航天器再入过程中的黑障现象,有必要先对黑障进行数值模拟.守恒形式的纳维 斯

托克斯方程模拟了钝头体航天器再入过程中表面产生的等离子体流场.利用７组分化学反应模型计算空气

中包括电离在内的单个组分的密度,并将等离子体密度与实验进行了比较.利用流体输运的多流体方程

和电磁场的全麦克斯韦方程来模拟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输,验证了黑障的存在.
关键词　黑障;纳维 斯托克斯方程;钝头体航天器;等离子体密度

０　引　言

在距地面２０~１００km 的空域,航天器再入过程处于高速飞行状态,其前端对大气产生剧烈压缩与摩

擦,产生弓形激波.激波后空气的温度压力急剧增大,分子热运动加剧,发生离解和电离,产生大量的

电子和离子.此时航天器表面覆盖了一层宏观上呈现准电中性的物质,称作等离子体,这一层等离子体

层称为等离子体鞘套.等离子体鞘套对入射电磁波产生反射、折射与吸收作用,使电磁波能量发生衰减,

当这种衰减达到一定程度时,电磁波将无法通过等离子体鞘套,称之为黑障[１７].减弱黑障是航天器设计

的一个重要要求,因此在航天器的设计阶段,对黑障进行数值模拟是很有价值的.
掌握航天器表面等离子体流场分布特征是研究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传输的基础.航天器等离子体流

场是多场耦合现象,对其进行计算仿真会牵涉到很多方面,包括控制方程、化学组分模型及激波计算方

法等.
在控制方程方面,主要包括粘性流动的纳维 斯托克斯 (Navier Stokes,N S)方程,以及无粘流

动的欧拉 (Euler)方程.目前常用的控制方程多为 N S方程.最常用的化学反应模型包括:Gupta化学

反应模型[８] (１１组分),Park化学反应模型[９] (７组分)和Dunn Kang化学反应模型[１０].激波计算方法

主要包括激波装配法和激波捕捉法.激波捕捉法适用于任何气体模型,不需要预先估计激波出现的位置,
可以直接在流场中计算得出,因此实际应用中较多地使用激波捕捉法.

Kim[１１]等人使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计算飞行器周围的流场分布及等离子体密度分布.美国针对洲际

导弹通信需求,开发了等离子体流场模拟程序[１２].Takahashi[１３１４]等人使用计算流体力学工具计算等离子

体分布,然后使用具有修正介电常数的时域有限差分解算器计算等离子体的存在.Visbal[１５]等人使用一

种多流体电磁方法来模拟重叠网格上的无线电通信中断.Starkey[１６]使用一维有限体积无粘解算器估算了

高超声速飞行器沿其轨迹的等离子体密度.

黄华[１７]等采用１１组分化学反应模型和双温模型计算FIRE Ⅱ飞船的热化学非平衡流场参数分布.董

维中[１８]等利用计算流体力学 (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CFD)代码求解 N S方程,对加入了一

个或多个振动温度影响的再入飞行器的热化学非平衡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对半球模型和球锥模型的流

场分布进行数值计算,并将结果与参考文献进行对比,结果良好.陈禹旭[１９]等采用Z变换时域有限差分

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电磁波在非均匀等离子体中的传输特性,并进行了不同厚度下的传输特性实验,与

仿真结果对比吻合良好.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再入航天器上的高超声速流场进行建模和仿真,得到等离子体电子数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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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用文献中的仿真结果和飞行试验结果验证等离子体电子数密度分布;对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

输进行建模和仿真,以验证黑障的存在.

１　高超声速流场建模与仿真校验

１１　高超声速流体模型

守恒形式 N S方程用于模拟多种反应可压缩流.方程 (１) (２) (３)分别为流体质量、动量和总能

量的守恒方程.方程 (３)中的总能量e是流体的内能、动能和化学能的总和.方程 (４)和 (７)中求和

的上限N 是系统中组分的总数.流体假设为牛顿流体,并遵循体积粘度为零的斯托克斯假设.此外,对

于状态方程,流体遵循理想气体定律:

Əρ
Ət＋ Ñ ρu( ) ＝０ (１)

Ə(ρu)
Ət ＋ Ñ ρuu＋pI( ) ＝Ñτ (２)

Ə(e)
Ət ＋ Ñ(u(e＋p))＝Ñ(τu)＋ Ñ kT ÑT( ) (３)

其中ρ 是质量密度;u 是速度;p 是压力;I是单位矩阵;τ 是应力张量;kT 是热导率;T 是温度.
质量密度由(４)给出

ρ＝∑
N

i
nimi (４)

其中n 是数密度,m 是单位组分的质量.
压力定义如下:

p＝ρRT (５)
应力张量根据以下等式计算

τ＝－
２
３μ(Ñu)I＋μ Ñu＋(Ñu)T( ) (６)

其中R 是气体常数,μ 是动态粘度,上标T 是转置.总能量根据以下等式计算:

e＝
p

γ－１＋
１
２ρu

u＋∑
N

i
niHi 　 (７)

γ＝
cp

cp －R
(８)

方程 (７)右边项分别为内能、动能和化学能,γ 是气体比热比,H 是生成焓,cp 是恒压下的比热.

１２　组分输运模型

方程 (９)表示对于每种组分,分别满足整体流体中单个组分的质量守恒.速度u 与整体流体的速度

相同.方程 (９)的右边项表示由于化学反应引起的组分密度的变化率.在给定的化学反应中,组分密度

变化率由正向和反向反应速率以及反应物和产物的现有密度数获得.所有反应中组分i的变化率相加得到

si

Əni

Ət ＋ Ñ uni( ) ＝si (９)

正向反应速率kf 计算如下:

kf Tr( ) ＝A Tr

２９８
æ

è
ç

ö

ø
÷n′exp－

Ea

Tr

æ

è
ç

ö

ø
÷ 　　 (１０)

其中A ,n′和Ea 是正向速率常数系数,Tr 是反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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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速率ke 计算如下:

ke Tr( ) ＝Bexp ∑
m

i＝０
ci

１００００
Tr

æ

è
ç

ö

ø
÷iæ

è
ç

ö

ø
÷ 　 (１１)

其中B 、m 和ci 是平衡速率常数系数.
反向反应速率kb 由正向反应速率和平衡速率计算得到:

kb Tr( ) ＝
kf Tr( )

ke Tr( )
(１２)

１３　组分属性

利用方程 (１４) (１５) (１６)可以从气体动力学理论中获得单个组分的粘度、热导率和比热.方程

(１３)(１４)(１５)(１６)中的流体热导率k和粘度μ 由摩尔分数平均法获得,定压比热cp 由质量分数平均

法获得,气体常数R 由摩尔分数换算分子量计算得到:

cpi＝
f
２＋１æ

è
ç

ö

ø
÷Ri (１３)

μi＝
５
１６

πmikBT
πσ２Ω( )

(１４)

ki＝
５
２cviμi (１５)

cvi＝cpi－Ri (１６)
其中f 是自由度数,kB 是玻尔兹曼常数,σ 是碰撞直径,Ω 是碰撞积分,cv 是定容比热.

１４　仿真校验

对RAMCII飞行器高速再入大气层的过程进行仿真,计算域如图１所示:L１＝０２０５０m,L２＝
１２９５m,L３＝０８５２４m,L４＝１１m,R ＝０１５２４m,δ ＝９°.RAM CII飞行器的外形数据取自文献

[２０],忽略安装在表面上的探头.飞行器的高度在６１km 左右,速度７６５０m/s,约２３９马赫.用于模

拟的网格如图２所示.考虑７组分化学反应模型,组分分别为 N２、O２、N、O、NO、NO＋ 和e－ ,不考

虑烧蚀.反应速率参照文献 [２１].流体从图２的顶部边界流入,左边界为轴对称边界条件,是标准的无

滑移边界,其余边界为流出边界,每种组分流速与整体流体速度相等.顶部边界的组分密度等于自由流

密度,其余边界的组分密度梯度为零.

图１　仿真区域

　　　　
图２　网络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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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为流场中的电子数密度分布仿真结果,图４为文献 [２２]中电子数密度分布.全流场的分布结果

对比较为一致,最高电子数密度分别为１１４×１０２０m－３、１２×１０２０m－３,误差为５％,都存在于飞行器头

部区域.图５显示了飞行器表面不同位置处等离子体峰值电子数密度仿真结果与文献 [２０]中微波反射计

测量值的比较.测量值是由１５个不同频率的微波反射计测量的电子数密度得到的时间平均值,这些反射

计位于飞行器表面三个位置,沿着y 轴距飞行器头部顶端的距离分别为０２３m、０７m、１０４m.图中

的圆点显示了这三个位置,实心圆表示试验测得的结果,空心圆表示仿真结果,虚线表示两组数据点的

曲线拟合.飞行试验测量结果比仿真结果小约一个数量级,这可能与飞行试验流场中由于烧蚀产生的碱

性物质降低了电子数密度有关,而仿真考虑的是洁净空气.从趋势来看,比较显示了良好的一致性;从

设计的角度来看,就安全系数而言,这种程度上模拟的值是可以接受的.由此可以认为此种模型及数值

方法用于计算再入航天器上的高超声速流场是可行的.

图３　电子数密度分布

　　　
图４　文献 [２２]中电子数密度分布

图５　电子数密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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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黑障建模与仿真校验

２１　电磁多流体模型

多流体模型用于模拟电磁波与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麦克斯韦方程用来求解电场和磁场的演化.方

程 (１７)和 (１８)分别表示安培定律和法拉第定律.方程 (１７)的右边项是导电流体的电流密度之和.

求和上限N 是系统中组分的总数.散度方程 (１９)和 (２０)符合安培定律和法拉第定律[２３]:

ƏE
Ət－c２ Ñ×B＝－

１
ε０

∑
N

α

qαραuα

mα
(１７)

ƏB
Ət＋ Ñ×E＝０ (１８)

ÑE＝
１
ε０

∑
N

α

qαρα

mα
(１９)

ÑB＝０ (２０)

其中E 是电场,B 是磁场,c是光速,０ 是自由空间的介电常数,下标α 适用于任何流体,q 是单位组分的

电荷.

方程组 (２１)(２２) (２３)用于模拟多流体系统的流动过程.方程 (２２)右边第一项代表电和洛伦兹

力.第三项是与系统中剩余流体的净动量交换.方程 (２３)右边第一项是焦耳热,第四项和第五项分别

是动能和内能交换项.方程 (２４)(２５) (２６)分别表示整体流体速度V 、动量交换项Rα 和内能交换项

Qα

Əρα

Ət ＋ Ñ ραuα( ) ＝０ (２１)

　
Əραuα( )

Ət ＋ Ñ ραuαuα ＋pαI( )

＝ρα

mα
qα E＋α×B( ) ＋ Ñτα ＋Rα

(２２)

Əeα( )

Ət ＋ Ñ uα e＋pα( )( )

＝ρα

mα
qαuαE＋ Ñ ταuα( ) ＋ Ñ kα ÑTα( ) ＋VαRα ＋Qα

(２３)

其中

V＝
∑
N

i
ρiui( )

∑
i
ρi

(２４)

Rα ＝－∑
N

i≠α

ρα

mα
μαiζ－１

αi uα －ui( ) (２５)

Qα ＝－∑
N

i≠α
３kB

ρα

mα

μαi

mα ＋mi( )

é

ë
êê

ù

û
úúζ－１

αi Tα －Ti( ) (２６)

其中ζ 是碰撞时间.

这个模型描述了电磁波在自由空间 (带电粒子密度为零)和导电流体 (带电粒子密度非零)中的传

播.特别是它描述了电磁波在过密等离子体中的反射,以及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播.该模型比磁流

体力学 (Magnetohydrodynamics,MHD)模型更完整,可以认为是没有准中性假设,没有光波无限快假

设的 MHD模型,并且使用了 MHD模型中的全欧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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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仿真校验

由于电磁波的能量不足以改变等离子体的流动状态,且电磁波传输的时间尺度要远远小于等离子体

流动的时间尺度,所以在仿真电磁波传输时,不考虑等离子体的流动.

以１４节中流场为基础,利用公式ne ＜necrit＝
f２c

８０６４×１０６
(necrit 为临界电子密度 (电子数/cm３),fc

表示通信频率)得到最高电子数密度１１４×１０２０ m－３对应的通信截止频率约为９６GHz,为减少运算时间,
取电磁波频率为１GHz (电磁波频率１GHz对应的临界电子数密度约为１２４×１０１６ m－３)在等离子体中

进行电磁波传输的计算,得到电磁波的分布云图如下,其中Ex、Ey 分别表示电场在x 和y 方向上的分

量,Bz表示磁场在z方向上的分量.
理论上,当电磁波频率低于通信截止频率或者电子数密度超过临界电子数密度时,当前的通信信号

会受到严重的衰减甚至中断.
图６表示临界电子数密度等高线及电子数密度分布,可以看出等离子体鞘套内的电子数密度明显大于

临界电子数密度.由图７、图８、图９可以明显看出电磁波被阻挡在临界电子数密度等高线之外,这个结

果与理论吻合,也验证了黑障的存在.注意到每张图的左下角都有临界电子数密度等高线存在,但是在

这条线左边却没有电场和磁场的分量存在,这是因为电磁波是从仿真区域的顶部向下传输的,电磁波被

阻挡在了右边这条线之外.
由仿真结果可以认为此种模型及数值方法用于计算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输,从而验证黑障的存

在是可行的.

图６　临界电子数密度等高线及电子数密度分布

　　　
图７　电场在x 方向上的分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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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电场在y 方向上的分量分布

　　　
图９　磁场在z方向上的分量分布

３　结　论

通过对再入航天器表面的高超声速流场进行建模和仿真,得到等离子体密度分布,与文献中微波反

射计测量值的比较,显示出良好的一致性.对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输进行的建模和仿真,验证了黑

障的存在.文中给出的仿真实例说明了本文模型的有效性.
在仿真结果与飞行试验中测量的等离子体峰值电子数密度的比较中,猜测飞行试验测量结果比仿真

结果小约一个数量级的原因可能与飞行试验流场中由于烧蚀产生的碱性物质降低了电子数密度有关,而

仿真考虑的是洁净空气.在下一步研究中,把烧蚀加入到仿真中,再与飞行试验测量结果作对比,进一

步探究航天器表面热效应对等离子体电子数密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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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可控的飞机舱段结构坠撞试验方案与实施

黎光宇１　隋　毅１　李　琪２　唐明章１　张剑勇１　陈　雷１　朱　峥１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２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　为评估飞机燃油箱舱段结构耐撞性,分析燃油箱舱段安全性设计以及是否符合相关规范标

准,需要对飞机燃油箱舱段进行坠撞试验研究.利用电机驱动的索系系统进行可控速度的飞机燃油箱舱

段坠撞试验.本文介绍了试验系统、试验方案和试验过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试验结果表明,冲击载

荷与着陆速度呈正比关系,试验舱段结构可以通过底部支撑件等结构变形,降低载荷峰值,保护燃油箱.
关键词　坠撞试验;舱段结构;试验设计;冲击载荷

０　引　言

坠撞试验是考核飞机结构的适坠性设计的重要试验,通过试验结果与仿真进行比对,可以用来指导

飞机结构设计优化.美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研究全尺寸飞机和旋翼机坠撞性能[１],其中 Allan
Abramowitz等利用动态投放试验设施 (DynamicDropTestFacility)对７３７客机舱段进行了坠撞试验研

究[２],而美国科研人员也利用兰利航天中心的动态冲击研究设施 (ImpactDynamicsResearchFacility)对

小型飞机、直升机以及舱段结构进行了坠撞试验的性能研究[３５].国内许多研究机构也开始开展了民机舱

段级、整机级坠撞试验的研究,为我国飞机结构适坠性设计积累了一定经验[６９].本文利用低重力模拟试

验设施进行可控速度的舱段坠落试验,为飞机结构坠撞试验提供了新的实施途径.

１　试验系统

本文实施的飞机结构坠撞试验对象为某型飞机辅助燃油箱舱段结构.油箱结构的耐撞性对飞机结构

的耐撞性有重要影响.在坠撞或硬着陆情况下,油箱结构可能在强冲击载荷下遭到破坏,从而导致燃油

泄漏,发生火灾[１０].在燃油舱段结构设计过程中,燃油舱段结构需要吸收坠撞过程的能量,使油箱结构

不发生变形及破坏.国外也开展了许多燃油箱舱段的试验用来研究燃油箱舱段结构的耐撞性,积累经验

或用于直接评价燃油箱舱段设计是否符合一系列飞机设计规范.本次试验利用地外天体模拟着陆试验设

施等设备模拟不同着陆速度,并采用测力平台、应变、加速度测量以及图像测量等多种测量手段对试验

过程进行记录.

１１　验件

本次试验的试验件为某型号飞机的辅助燃油箱舱段部件结构,结构包括试验件,主要包括坠撞试验

件、上部桁架假件、配重、辅助燃油箱假件等.坠撞试验件包括机身壁板、框、斜撑梁、货舱地板支撑

组件、机身滑轨以及横梁假件等组件.试验件如图１所示.

１２　试验系统

(１)试验件悬吊系统

试验通过低重力试验设施进行试验件的坠撞速度控制.低重力试验设施是具有并联索系统和快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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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试验件

动系统两级速度调节模式的高精度移动平台,并联索系统和快速随动系统均可在三维空间中模拟地外天

体着陆验证器的运动,如图２所示.而快速随动系统通过拉力调节装置实现竖直方向的随动功能.如图３
所示在低重力模拟着陆试验中通过垂直方向的拉力调节装置、通过钢丝绳吊挂验证器并提供抵消地球重

力的拉力,从而模拟地外天体的低重力环境.
本次试验通过并联索系统和拉力调节装置联动达到试验速度,携带模型下降到冲击载荷测量平台上.

图２　低重力模拟试验设施

图３　快速随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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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冲击载荷测量平台

民航飞机通常在跑道上坠撞,为此设计了冲击载荷测量平台,测量试验件坠撞对地面产生的冲击载

荷,测力平台由道面模拟层、道面支撑层、测试设备层、支撑底框组成.如图４所示支撑底框与地面通过

螺栓连接.测试设备层布置了载荷传感器用于测量冲击载荷.道面支撑层用于支撑模拟撞击道面的道面

模拟层.为模拟真实飞机跑道,按照 MH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礙土道面设计规范»进行道面模

拟层的施工,并对道面进行打磨,使道面模拟层表面光滑程度尽量接近飞机跑道.

图４　冲击载荷测量平台

(３)传感器选型与安装

本次试验除测量试验件坠撞冲击的冲击载荷传感器外,还有在试验件上粘贴了应变片、加速度触感

器,并通过高速摄像机对冲击过程进行拍摄,并进行坠撞速度的测量.
考虑速度较大时试验件结构会产生塑性变形,选取测量范围较大的２００００με应变片.为测量不同位

置产品结构的变形量,共在试验件上布置了２８个测点,其中１８个单片,１０个９０°花片,分别分布在上下

橼条、立柱、腹板和蒙皮位置.
加速度传感器测量范围,本次试验选用的传感器型号为BW２３５００三向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测量范

围５００g.为测量不同位置加速度值,在试验件上布置了１２个测点,１２个测点布置在上部桁架假件以及

油箱滑轨上.
(４)高速摄像系统

本次试验通过４台高速摄像机从４个方向对试验件进行拍摄,一方面用于记录试验件各部分变形过

程,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试验件上布置的靶标记录相应位置的运动速度和位移.本次试验使用的４台分辨

率１２８０×１０２４的高速摄像机,拍摄帧率可达２０００fps.
(５)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的功能为采集试验件坠撞过程中的加速度、应变和冲击载荷数据.本次试验使用两台

东华动态测试仪进行数据采集.每台测试上安装１６个５９２２D采集卡,每个采集卡能够采集４个通道的模

拟量数据,采样率０~２０kHz可调.数据采集系统具备数据采集、数据实时显示、数据处理等功能.其

中数据实时显示和数据处理功能都通过测试仪的控制软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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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方案

２１　试验原理

(１)试验目标速度实现

本次试验利用拉力调节装置和并联索系统的垂直方向运动能力,为试验件提供指定的着陆速度.实

现坠撞速度的主要原理为:并联索系统通过地面电机组拉动钢丝绳牵引圆盘上下运动,同时圆盘下部拉

力调节装置电机也可以钢丝绳带动试验件上下运动.圆盘向下运动最高速度为８m/s,拉力调节电机最快

运动速度为５m/s,因此要达到运动速度大于５m/s工况,需要圆盘和拉力调节电机共同向下运动,以达

到目标速度.
达到指定的试验速度,需要考虑拉力调节装置和并联索系统的运动距离,既要确保试验件接触测力

平台时速度达到工况设计要求,又要保证试验平台有足够的减速距离,能够及时停止,避免造成平台或

试验件受到损坏.已知并联索系统最大加速度为±１５m/s２拉力调节装置最大加速度为±３m/s２,试验件

起吊的安全距离的设计方法如下.
以５９７m/s触地工况为例计算,为达到目标速度,使并联索系统运动速度为１８m/s,拉力调节装

置运行速度为４１７m/s,可以通过公式 (１)(２)(３)求得试验件在５９７m/s工况下的安全距离.

S＝
１
２at２ (１)

S＝vt (２)

S＝S１＋S２＋S２ (３)

式中S１ 为并联索系统达到目标速度的运动距离,S２ 为拉力调节装置达到目标速度的运动距离,分别

为１０８m 和２８９m;式中S３ 是匀速运动距离.为确保坠撞时刻的速度,在达到目标速度后使并联索系

统和拉力调节系统均保持匀速运动一段时间后再以相同速度减速运动.以５９７m/s触地工况为例,匀速

运动时间为０８s,S３ 通过公式 (２)计算为４７８m.因此试验件在５９７m/s工况下的安全距离S 可以求

得为８７５m.本次试验采用４根长度９m 的吊带吊挂试验件的４个吊点,保证试验的安全距离.
(２)冲击载荷的测量

结构件坠撞过程重点冲击载荷通过测力平台进行测量.测力平台采用８个载荷传感器检测感受到的载

荷.坠撞试验实施过程中,试验件在道面模拟层中心位置冲击载荷测量平台,因此布置了量程较大的１０t
载荷传感器,在四角布置４个５t载荷传感器.如图５所示.

图５　传感器位置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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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试验件连接

试验件通过吊带和法兰与低重力模拟试验平台连接.试验件还能够与吊带连接的位置选在上部桁架

假件４个对称位置,通过D型吊环与试验件连接.连接法兰通过８个 M８螺钉与低重力模拟试验平台法兰

连接,法兰底部通过４个螺栓穿过吊带进行连接.如图６、图７、图８所示.

图６　试验件连接

　　　　　
图７　连接法兰

图８试验件吊挂状态

２２　试验方案

本次试验用户方要求４个工况的试验速度分别为１５７m/s、２７４m/s、３６５m/s、５９７m/s,根据

速度低重力模拟试验平台性能,３个低速运动仅采用快速随动系统携带试验件下降至测力平台,而

５９７m/s工况需要并联索系统先加速至１８m/s保持匀速运动,后快速随动系统以４１７m/s向下运动,
使试验件冲击至测力平台上.为模拟试验件真实加油状态,使用与航空燃油密度接近的小米作为配重,
在油箱假件中平均铺设小米,３次试验件配重相同均为１２９７kg.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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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工况设计

试验工况 坠撞速度/(m/s) 试验件质量/kg

１ １５７ １２９７

２ ２７４ １２９７

３ ３６５ １２９７

４ ５９７ １２９７

３　试验过程

试验过程包括试验件准备、试验件配平以及试验实施过程.

３１　试验件准备

在试验件对应位置布置加速度传感器与应变片,通过延长线将传感器信号引至放置在地面的采集设

备,将延长线布置在桁架假件对称位置,以确保配平和试验时试验件姿态不产生较大变化.为保证运输

和其他操作过程中应变片引线不会断裂,完成引线与延长线的焊接后在应变片及接线盘位置使用硅橡胶

进行固封,以保护引线.加速度传感器通过环氧胶固定在试验件测点位置上.见图９.

　　　　 (a)应变片安装　　 　　　 (b)应变片焊接固封后

图９　应变片安装与固封

传感器安装和延长线布置完成后在模拟油箱假件中布置小米配重,将试验件重量调整至试验要求重

量,本次试验共使用５００kg小米配重,将试验件配置１３００kg左右重量.配重安装时尽量将小米在油箱

中均匀布置,以减小对重心位置的影响.见图１０.

图１０　加速度传感器安装

通过高速摄像处理软件能够通过提取特征点分析坠撞过程中的速度和位移,为使特征点更加清晰,

在试验件不同位置布置靶标,以便于高速摄像分析.图１１是一次试验单台摄像机高速摄像靶标布置情况.

图中靶标为红黄对顶和白黄对顶的圆形标志,图中共有１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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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高速摄像靶标布置情况

３２　试验件配平

试验件坠撞姿态对试验结果有重要影响,本次试验要求试验件重心位于试验舱段的重心位置,允许

偏差±１１mm,因此每次安装完配重后,需要对试验件重心进行测量,从而保证试验件坠撞姿态.见

图１２.

图１２　试验件配平

采用３点悬吊测力法配平测量试验件X、Y 方向重心,通过３个传感器测量重心位置.测量时原理如

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配平原理示意图

测量X 方向质心通过F１、F２ 传感器进行测量.利用公式 (４)、(５),计算重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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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１×(w－w１)＝F２×w１ (４)

F３×l１＝(F２＋F３)×(l－l１) (５)
可以求得质心距离吊点距离,若l１＝l/２,w１＝w/２,则重心位置在试验件的中性对称轴上.

３３　试验实施

完成配平后进入试验实施阶段,将试验件运至测力平台上将试验件与吊带、吊带与连接法兰相连,
而后低重力试验设施携带试验件运至测力平台上方１００mm 左右位置停止.进行数据采集系统展开和高速

摄像图像校准.高速摄像需要调整拍摄角度,使摄像机光轴尽量与所拍摄平面垂直.试验开始对测量平

台上的传感器以及应变片进行调零和电桥平衡.
试验过程加速度传感器、应变和载荷通过动态采集系统进行采集,采样率设置为２０kHz.高速摄像

采样率设置为２０００fps.之后将试验件起吊至工况设计高度,开始传感器数据记录.当试验件开始运动

时触发高速摄像,并记录触发脉冲时刻.
图１４给出了某次试验工况８个时刻 (１１０ms、１２５ms、１５０ms、１７５ms、２００ms、２２５ms、２５０

ms、２７５ms)的试验截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气囊在１１０ms时开始接触载荷测量平台,１２５ms地板 T形

支撑件弯曲变形,１５０ms支撑件左侧紧固件完全失效并翘起,１５０~１７５ms舱段底部拱起变形,结构框

断裂.２００ms左右左侧滑轨下方比右侧对称位置先接触载荷测量平台.整个坠撞过程中左侧滑轨底部有

明显回弹现象.

图１４　试验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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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试验结果

４１　试验件速度控制结果

图１５说明了低重力试验设施对试验件速度控制的结果,可以看到３个低速坠撞工况快速随动系统携

带试验件以相同加速度运动至目标速度,而速度超过５m/s的工况需要并联索系统和快速随动系统共同运

动,使试验件达到目标速度.５９７m/s工况速度曲线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斜率,分别是并联索系统加速运

动和快速随动系统加速运动结果.

图１５　低重力试验设施控制速度曲线

４２　试验测量结果

试验得到了不同速度坠撞情况下飞机舱段的速度、位移、加速度、应变的响应数据,并测量得到了

不同坠撞速度下的冲击力.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加载了许多杂波,不利于信号处理和分析.为方便信号处

理,通过 Matlab软件对原始信号进行２００Hz滤波,截取冲击段有效数据进行分析.
(１)相同位置不同坠撞速度下的速度响应

通过高速摄像分析软件可以对试验件上安装的靶标进行速度和位移分析,同时也可以看到试验件坠

撞变形的过程.图１６为上部桁架假件中间位置靶标在不同速度工况下的速度变化曲线,从靶标速度曲线

中可以看出试验件在 “触地”后的 “回弹过程”,说明试验件结构吸能效果明显.

图１６　００２号靶标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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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相同坠撞速度下不同位置加速度及应变响应

图１７是３６５m/s坠撞速度下处于试验件对称位置的加速度测点曲线,从曲线中可以看出在０２s时

刻L６测点加速度有明显变化.同样在图１８的对称应变测点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力施加在了左侧斜撑梁上.

图１７　L６、R６加速度测点曲线

图１８　５２、５２∗ 应变测点曲线

(３)不同坠撞速度下载荷响应

图１９给出了４个不同速度工况下冲击载荷测量平台测得的冲击力,可以明显看到速度较高的

３６５m/s和５９７m/s工况下冲击载荷有两个明显的峰值,而速度较低的工况第２个载荷峰值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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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不同速度下冲击载荷响应

５　试验结论与展望

本试验使用地外天体试验设施进行民航领域经常实施的舱段坠撞试验,与常用的坠撞试验方法不同.

本试验没有采用自由落体方式控制试验件坠撞速度,而是使试验件首先加速至目标速度,再匀速运动受

控撞击冲击测量平台.
试验得到了加速度、应变、冲击载荷以及速度、位移等多种数据,通过对试验数据的分析,试验件

在不同坠撞速度下都可以保证油箱完整,飞机舱段结构对燃油箱提供了有效的保护.试验实施过程也为

后续试验实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如下.

１)试验件测点数量众多且延长线较长、重量较大,对试验件重心调整造成困难,后续可应用无线传

感器技术,消除延长线的影响.

２)试验件在与快速随动系统连接时是单点连接,会造成试验件旋转,为此需要采用牵引绳才能使试

验瞬间试验件姿态受控.后续可以优化试验吊挂方式,抵消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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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翼飞行器技术专利分析

张　欢　葛颖琛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摘　要　固定翼飞行器已经能够成熟地将人类送入天空.与固定翼飞行器不同,扑翼飞行器的发展

一直受到气动性能、材料、控制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技术尚不成熟.扑翼飞行器作为航空器的重要分支,
各国一直在不断寻找有关扑翼飞行器的技术突破.本文从专利申请趋势、申请区域、申请人、技术构成、

重点专利分析等方面对扑翼飞行器技术的发展动态和趋势进行分析,了解扑翼飞行器领域的新技术,为

扑翼飞行器技术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关键词　扑翼飞行器;专利分析

０　引　言

扑翼飞行器是指像鸟、昆虫或蝙蝠一样通过机翼主动运动产生升力和前行力的飞行器,又称振翼机.

人类最初从鸟类获得了飞行的启示,因此产生了扑翼飞行器的概念.１８９４年左右,OttoLilienthal在德国

做了几次公开的滑翔飞行并获得了成功,可以看作为最早的扑翼飞机实验.早在１９０７年,德国就出现了

关于扑翼飞行器的相关专利.虽然目前固定翼飞机实现了人类的飞行梦想,但扑翼飞行器一直是航空器

研究的方向,各国一直在对扑翼飞行器的各项技术展开深入的研究,我国国内也开展了扑翼飞行器的多

项研究工作.但在技术实现方面,关于扑翼飞行器的研究仍存在几个难点,例如,扑翼空气动力学还未

成熟,仿生翅对材料要求过高,结构设计存在难点[１４].

实现扑翼飞行器的关键技术包括扑翼驱动机构、仿生翅、扑翼飞行器控制技术、扑翼飞行器性能测

试设备等.仿生翅是扑翼飞行器实现飞行的基础,其对材料和结构要求较高.扑翼驱动机构和扑翼飞行

器控制技术关系到扑翼飞行器机翼的协调性,是实现扑翼飞行器稳定性和操作性的关键技术[５１２].

１　国内外专利态势分析

本文在全球专利数据库的范围内针对扑翼飞行器技术进行了专利检索分析,检索了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
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与扑翼飞行器技术相关的专利,经过筛选、去重和标引,最终筛选出２０００年以来

与扑翼飞行器技术相关的专利１１９０项.

１１　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如图１所示,为与扑翼飞行器技术相关的专利总申请量的申请趋势及国内外扑翼飞行器技术专利申请

趋势对比分析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总申请量在２０１３年以前一直处于平稳的态势,在２０１３年以后进入了

一个迅速的增长期,增长期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７年后进入了一个高申请量的平稳阶段.２０１９年之后专利申请

量呈现下降趋势,这与相关专利申请仍在初审阶段、未公开有关.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国外的扑翼

飞行器申请量一直维持在一个平稳的发展阶段.相比之下,国内在２００８年以前的申请量低于国外申请量,
但在２００９年以后,申请量稳步提升,开始超过国外,在２０１３年以后进入量的迅速增长期.这表明国外目

前对该项技术的关注度一直不是很高,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而国内在近年来开始更多地关注了

９０５



扑翼飞行器技术的发展,在其中投入了更多的研究力量.

图１　总申请量及国内外扑翼飞行器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图

１２　专利申请区域分析

从图２可以看出,近２０年来,中国关于扑翼飞行器的专利申请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占总专利申

请量的７３％.申请量处于第二梯队的有美国、俄罗斯、韩国和日本,处于第三梯队的包括德国、印度、
英国、西班牙和法国.这与目前各国在航空器研究方面的投入和关注也十分吻合.目前我国在新型航空

器的研究方面投入较多,其次是美国和俄罗斯,而欧洲各国目前在新型航空器研制方面缺乏后劲.

图２　扑翼飞行器技术来源区域申请量图

１３　专利申请人分析

目前,关于扑翼飞行器研制的申请人主要集中在高校.图３显示了目前专利申请量排在前列的申请

人,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另外,日本三菱重工、
夏普、韩国建国大学产学合作团等申请人也在扑翼飞行器研究方面申请了部分专利.可见,关于扑翼飞

行器技术还主要处于研发阶段,推动该项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高校,而企业单位在扑翼飞行器的生产

和制造方面并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扑翼飞行器的产业转化前景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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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扑翼飞行器技术专利申请人分析图

１４　技术构成分析

针对筛选后的１１９０项专利,对扑翼飞行器各项技术分支进行了梳理,分析得到相关专利的技术构成

情况.
如图４所示,与扑翼飞行器技术相关的专利中,有６７％的专利是关于扑翼机总体结构的,这些专利

从总体结构方面描述了扑翼飞行器的各部分组成结构,其中,绝大部分专利中涉及的扑翼飞行器为无人

机及微型飞行器.关于扑翼驱动机构的专利占总申请量的１８％,其中,大部分扑翼驱动机构为连杆驱动

机构.另外,还有部分专利是关于扑翼飞行器的仿生翅和扑翼飞行器控制.在其他技术方面,从２０１１年

开始,陆续出现了关于扑翼飞行器测试设备方面的专利,实现了对扑翼飞行器的气动力、流场分布等技

术测试.

图４　扑翼飞行器技术构成分析图

扑翼飞行器总体结构、扑翼驱动机构、仿生翅、扑翼飞行器控制技术分支近十年的申请量随时间的

变化气泡图,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２０１３年以前,关于扑翼飞行器总体结构的申请量较少,２０１４年以

后,申请量开始提升,２０１７年达到峰值.关于扑翼驱动机构方面的专利申请量在近十年一直处于较平稳

的状态.而关于仿生翅、扑翼飞行器控制技术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２０年,表明近年来关于

扑翼飞行器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始有向扑翼飞行器控制技术和仿生翅技术倾斜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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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扑翼飞行器技术构成趋势分析图

２　重点专利分析

本文以技术方案的先进性为重要指标,重点介绍如下几项重点专利.

在扑翼驱动机构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２０１９年申请了专利 CN１１０５２５６４７A,本发明提出一种适

用于微型四扑翼飞行器的传动机构.解决了单曲柄 单摇杆配合减速齿轮组的传动机构形式,应用于微型

四扑翼飞行器时,摇杆容易在惯性作用下甩离上拍最大拍动位置,造成机构卡顿以及飞行器机构传力特

性较差两方面的问题.

在仿生翅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２０１９年申请的专利 CN１１０５２５６４６A,提供一种微型扑翼飞行器

的折叠翅膀及外壳.在保证微型飞行器轻量化的同时,实现折叠翅膀协同外壳展收这两个复杂运动,实

现仿生扑翼飞行器执行任务时保护机体不受损伤以及减小空间便于携带.

在测试设备方面,西北工业大学于２０１４年申请的专利CN１０３６９９７５A,提出了一种计及气动和结构耦

合特性的微型扑翼分析系统及方法,实现了对扑翼飞行器气动和结构的综合分析和自动协调,用于分析

由柔性骨架包覆柔性蒙皮构成的柔性扑翼.
另外,在气动仿真方面,西北工业大学于２０１６年申请的扑翼飞行器复合飞行策略仿真建模方法

(CN１０５６７６６７２A),建立了一种能够精确的研究扑翼飞行器飞行性能的扑翼飞行器仿真模型,能够对扑翼

飞行器的复合飞行能力进行判定,对扑翼飞行器类似鸟类的扑动 滑翔复合飞行状态进行模拟.

３　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从近２０年的扑翼飞行器技术相关专利来看,大部分专利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扑翼飞行器总

体结构、扑翼驱动机构方面的,针对仿生翅、扑翼飞行器控制技术方面的专利量较少.近５年来,我国关

于扑翼飞行器的专利大幅增加,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且扑翼飞行器控制技术和仿生翅技术发展迅速.
同时,申请人主要集中在高校,可见扑翼飞行器研究主要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还未实现工程应用.在

扑翼飞行器产业化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的企业申请扑翼飞行器的相关专利,但主要为玩具、航模等.目

前,扑翼飞行器还不具备成熟的工程应用基础和产业化市场条件.

对我国扑翼飞行器发展建议如下:

１)在技术攻关方面,充分利用国内外专利信息,跟踪国外日本三菱重工、夏普、韩国建国大学产学

合作团等重点申请人相关技术动态,促进仿生翅、扑翼飞行器控制、气动仿真等领域技术攻关,提升扑

翼飞行器的气动性能、稳定性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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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专利布局方面,进一步加强扑翼驱动机构、扑翼飞行器控制技术和仿生翅技术专利布局,重点

在美国、俄罗斯、韩国、日本、德国等布局海外专利,抢占国际市场,赢得发展先机.

３)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加强产学研联合,促进扑翼无人机、微型扑翼飞行器在侦察、测绘、救灾

等领域的应用,以产促研、以研促学,形成扑翼飞行器研发与产业化的良性循环,提升我国扑翼飞行器

的整体科研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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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箭分离机构降冲击机理的数值仿真研究

麻铁昌　栾金择　高　强　李　微　邢春英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星箭分离机构中预紧力和缓冲结构对近场位置冲击响应的影响,开展了数值仿真研究,

以一种用于微纳卫星的典型星箭分离机构为研究对象,结合应力波传播特性,对蜂窝、点阵材料、硅橡

胶的吸能机理开展了研究.选取多组典型工况,对分离结构解锁过程中的预紧力释放过程,弹簧推动螺

杆撞击回收装置过程产生的冲击响应进行了详细的数值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弹簧驱动螺杆撞击产生的

冲击响应大于预紧力释放产生的冲击响应,在回收装置中添加缓冲结构可以大幅降低撞击回收罩产生的

冲击响应.
关键词　航天器;星箭分离;冲击动力学;数值仿真

０　引　言

星箭分离机构是航天器上执行分离动作的机构,是每一个航天器上必不可少的设计.分离机构的核

心是一个或多个解锁装置,通过指令输入控制火工品或记忆合金解锁[１２],在这一过程中,解锁过程中产

生的强烈冲击波一直是航天领域研究的热点[３],冲击波沿分离机构向外传播,对于距离分离机构较近的设

备往往有加大的危害,强烈的冲击很有可能导致设备的损坏甚至完全失效[４５].小型卫星上由于空间尺寸

限制且设备的抗冲击能力有限,减缓分离过程的冲击响应在小型卫星的设计过程中尤为重要[６].

航天器火工装置动作时产生的冲击载荷来源主要包括:含能材料 (如火药、炸药)爆炸引起冲击波

和应力波的传播[７８];火工装置突然动作 (如断裂、解锁、切割等),预载荷产生的应变能突然释放、形

成应力波传播和结构谐振响应;火工装置部件 (如爆炸螺栓的螺栓头)以一定速度和冲量撞击结构特定

部位 (如捕获器、缓冲块),形成应力波和 (或)结构谐振响应.
目前工程上已有多种方法减缓冲击响应,主要包括:改进火工装置设计,降低爆炸源的冲击量

级[９１０];在火工冲击载荷传递路径中安装载荷隔离和载荷减缓装置[１１１２];加强航天器冲击敏感仪器抗火工

冲击环境载荷设计.在火工装置和敏感仪器设计最优条件下,如何解决缓冲装置的材料及结构设计,成

为解决降低分离冲击的关键技术,尤其是缓冲结构件材料的选择及结构形式起到关键作用.
本文以一种用于微纳卫星的典型星箭分离机构为研究对象,对火工装置动作后的应力释放、弹簧开

始动作和螺栓头撞击回收装置过程中冲击波的产生和传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整个过程进行了大量

数值仿真研究,给出了减缓冲击响应设计的依据和原理.

１　分离机构内应力波传播特性研究

１１　分离机构中应力波的产生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如图１所示的一种用于微纳卫星的典型星箭分离机构,该机构包含有预应力的螺

栓、螺栓头、底板、弹簧、缓冲结构和回收罩.初始状态下,螺栓被以一定的预应力固定,使整个机构

连同星体被固定在分离机构底座上.机构解锁后,预应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减小为０,连接处产生第一次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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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成应力波向外传播.在弹簧的驱动下,螺栓和螺栓头向上运动,直至撞击回收罩顶端,产生第二

次扰动,形成应力波向外传播.在此过程中,弹簧对底座始终产生较小的扰动.

图１　小型卫星典型分离机构模型图

１２　应力波在非均匀介质中的传播

在应力波传播的路径上设置多种介质或非均匀介质有利于应力波的快速衰减,如果波从一种材料传

播到与另一种材料的边界,则波在该界面处会发生反射和折射,并且部分透射到另一种物质.如果入射

波由材料１中以直角传播到材料 １ 和材料 ２ 的界面,则反射系数Rr 以及透射系数可以用波阻抗Z来

表示[１３]

Rr ＝
Z２－Z１

Z２＋Z１
(１)

Rf＝
２Z２

Z２＋Z１
(２)

其中波阻抗Z 可以表示为

Z＝ρc (３)
式中,ρ为密度,c为波速.

应力波在两种介质间传播的特性由两种物质的波阻抗决定.物质的波阻抗仅与其密度和应力波在其

中的传播速度有关.两种物质的阻抗比越大,越多的波将会被反射.

１３　缓冲结构对应力波的作用机理

应力波的衰减机制主要包括几何衰减和材料衰减.应力波的衰减机理是分离机构中缓冲结构的设计

的重要依据.
几何衰减是一种 “外部效应”,应力波产生后向周围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波的能量随着波前扩散到

更远的区域.虽然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 “损失”机制,但它将导致应力波幅值减小.在理想情况下,对

于远场中的点源和点探测器,瑞利波 (面波)沿着圆柱波前而传播,其幅值是传播距离的平方根的倒数

的函数.这一机理可以作为星体舱板上的设备分布优化的依据.
材料衰减是由吸收或散射引起的 “内在效应”.吸收衰减是材料效应,例如材料的粘弹性特性或由于

波在经过两种材料的界面处所做的功而导致的内部摩擦耗能.以硅橡胶为代表的缓冲结构就是因其具有

粘弹性特性,可以减小经过其应力波的幅值.散射衰减是由于材料的非均质性造成的,应力波在层状界

面处会发生反射、散射和透射,并且散射衰减取决于散射体的固有尺度、每单位体积散射体的数量、散

射体的分布以及散射体相对于基底材料的声学性质.蜂窝材料、多孔材料都是利用内部大量的界面对应

力波进行耗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散射使圆柱形波阵面变形,还存在另外一种额外的衰减机制,该机

制由散射体驱动,但又与一般的散射衰减有所区别.吸收衰减可以用固有品质因子来表征,散射衰减可

以用有效品质因子来表征.品质因子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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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２π E
ΔE＝

ω
２vα

(４)

式中,Q 为品质因子,E 为材料最大变形下储存的应变能,RfΔE 为一个应力循环内所耗散的能量,ω 为角

频率,v 为波速,α为衰减系数,衰减系数α可通过式 (５)计算.

α＝－
１
xln A x( )

A０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５)

式中,x 为距离,A 为幅值.

２　数值仿真研究

分离机构执行过程中,螺栓预紧力、弹簧推力、撞击力都对近场位置的冲击响应有影响,为了研究

缓冲结构在上述多重作用下的效果,对从预紧力释放到撞击回弹的整个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将释放

回收装置安装在一个双层铝板上,上下层铝板厚度分别为２５mm 和９mm,铝板四个角点处施加固定位

移约束.对模型划分有限元网格如图２所示.距离装置２５mm 处设置监测点,测量其在预紧力释放及撞

击回收罩过程中的冲击加速度.对整个过程进行多个工况的数值模拟,并提取其计算结果应力云图及装

置附近监测点处的冲击加速度曲线.
工况１:原始试验工况,弹簧刚度不变,无垫片,预紧力６０００N.
工况２:无预紧力,弹簧刚度不变.
工况３:无弹簧,无垫片,预紧力６０００N.
工况４:弹簧刚度减小一半,预紧力９０００N.
工况５:弹簧刚度不变,有缓冲垫片,预紧力９０００N.
工况６:弹簧刚度减小一半,有缓冲垫片预紧力９０００N.
分离弹簧刚度系数:４２３N/mm.

图２　计算模型有限元网格图

３　数值仿真结果分析

数值仿真结果如图３、图４所示.图３为螺栓上预紧力释放瞬间,螺栓在弹簧驱动下向上运动,图４
为螺栓头与回收罩碰撞时刻应力云图.图５列出了每个工况下监测点的加速度时域曲线.由图中可以看

出,整个过程一般包含３个峰值,前两个峰值分别为预紧力释放和回收罩撞击产生,为主要冲击响应来

源,第３个峰值由弹簧回弹后的二次撞击产生,幅值远小于前两个峰值.前峰与后峰的时间间隔为

８３３ms,与铝中应力波传播速度一致;工况２由于没有预紧力,因此仅包含两次螺栓头撞击回收罩产生

的扰动,如图５ (b)所示;工况３由于无弹簧作用,从应力释放到撞击经历时间较长,且撞击产生的扰

动较小,如图５ (c)所示;在如图５ (e)和５ (f)所示的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增加硅橡胶材料的缓

冲结构后,撞击产生的应力波经缓冲结构传至观察点的幅值大幅降低.表１列出了各个工况前后峰值及时

间差的数值模拟结果,可以看出缓冲结构吸能缓振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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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分离螺母预紧力释放瞬间应力结果

图４　螺栓头与回收罩撞击瞬间应力结果

图５　监测点冲击加速度时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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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监测点冲击加速度时域曲线 (续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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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监测点冲击加速度时域曲线 (续２)

表１　不同工况下的数值模拟结果汇总表

计算工况 前峰幅值/g 后峰幅值/g 时间间隔/ms

１ １７２１５１ ３３５１０８ ８３３

２ 无 ２６４７４４ ８５０

３ １２９９９５ １７０２８ ７６９７

４ １９１２６５ ２０４５８３ １０８７

５ １９３９４１ ６４８４１ ８０９

６ １９６２１９ ５１１８７ １１１５

４　结　论

本文以一种用于微纳卫星的典型星箭分离机构为研究对象,对火工装置动作后的应力释放、弹簧开

始动作和螺栓头撞击回收装置过程中冲击波的产生和传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整个过程进行了大量

数值仿真研究.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弹簧驱动螺杆撞击产生的冲击响应大于预紧力释放产生

的冲击响应;弹簧刚度减小对降低冲击响应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明显;预紧力释放产生的冲击响应的幅

值取决于预紧力的大小;添加缓冲垫片等缓冲结构可以大幅降低撞击回收罩产生的冲击响应.

参 考 文 献

[１]　张建华．航天产品的爆炸冲击环境技术综述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０５,３:３０ ３６．

[２] 刘怀亮星箭连接结构中爆炸螺栓的发展现状与应用分析 [J]．机械设计,２０１２,Z:１４３１１５１．

[３] 毛勇建．爆炸分离冲击环境的模拟试验技术进展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０７,４:３７ ４４．

[４] 王军评．点式火工分离装置冲击载荷作用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 [J]．振动与冲击,２０１３,２:９１１３．

[５] Andrew TAlternativesto pyrotechnics nitinolrelease mechanisms [C]// Proceedingsofthe３６th Aerospace Mechanisms

SymposiumWashingtonDC:NASA,２００２:１３７ １４０．

[６] HenrychJExplosiondynamicsanditsapplication[M]．Beijing:Tsinghua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７．

[７] LanchoM ASeparationsystemforlaunchingveryheavypayloads [J]．ActaAstronautica,２０００,４７:１５３ １６２．

９１５



[８] 任怀宇粘弹阻尼减振在导弹隔冲击结构中的应用 [J]．宇航学报,２００７,(６):１４９４ １４９９．
[９] ConorDJProtectingsatellitefromthedynamicsofthelaunchenvironment [R]．WashingtonDC:AIAA,２００３．
[１０] ConorD,PaulWSoftridevibrationandshockisolationsystemsthatprotectspacecraftfromthelaunchdynamicenvironment [C]//

Proceedingsofthe３８thAerospaceMechanismsSymposiumWashingtonPC:NASA,２００６．
[１１] 李宇明,彭威,白鸿柏,等炮用金属橡胶与橡胶缓冲件的性能对比分析 [J]．火炮发射与控制学报,２００２ (８):１６ １８．
[１２] 金鸣,薛前光,田立强,等金属橡胶减振器振动及冲击特性实验研究 [J]．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２０１２,３０ (２):４９ ５７．
[１３] 余同希,邱信明冲击动力学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Numericalsimulationresearchofimpact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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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imingattheeffectofthepre loadingforceandbufferstructureonthenear fieldimpact
responseofthe satellite rocketseparation mechanism,a numericalsimulation studyis carried
outTakingatypicalsatellite rocketseparationmechanismusedformicro nanosatelliteastheresearch
object,consideringthestress wavepropagationcharacteristics,theenergyabsorption mechanism of
honeycomb,latticematerialandsiliconrubberwasstudiedSeveralgroupsoftypicalworkingconditions
wereselectedtocarriedoutdetailednumericalsimulationresearchontheimpactresponsegeneratedbythe

pre loadreleaseprocessandthespring drivenscrewimpingingontherecoverydeviceduringthe
unlockingprocessoftheseparationstructureTheresultsshowthattheimpactresponseofthespring
drivenscrewislargerthanthatofthepre loadrelease,andtheimpactresponseoccurringintherecovery
canbegreatlyreducedbyaddingthebufferstructureintherecovery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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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动力翼伞飞行器运动仿真

王国庆　滕海山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从牛顿力学基本原理出发,推导建立了大型动力翼伞系统的六自由度模型,并对侧力

系数进行了分析计算和仿真,结合大型翼伞空投试验数据对比验证较为准确.同时,对大型动力翼伞的

上升、平飞、转弯、下降等全任务过程进行仿真,重点分析大型动力翼伞系统的推力控制动态特性、转

弯控制动态特性和转弯操纵性能.本文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缺少试验数据对比的不足,验证了所建立模型

的合理性,填补了大型动力翼伞研究的需要,对工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大型动力翼伞;侧力系数;大型翼伞空投试验;运动仿真

０　引　言

动力翼伞飞行器简称动力翼伞,又称伞翼机,是在翼伞基础上增加动力装置所构成的.动力翼伞飞

行器分为人用和物用两类,人用动力翼伞体积小,重量轻,易于操控,且与其他载人航空器相比价格低

廉,因此在旅行运动休闲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物用动力翼伞近年来用于侦察、战场补给,在空投试验

方面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动力翼伞飞行器是在无动力翼伞系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无动力翼伞系统和小型动力翼伞的气

动性能和飞行动力学性能,已经有较充分的研究[１１０],但对于大型动力翼伞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传统六

自由度模型中也少有关于动力翼伞侧力系数的研究,同时关于大型动力翼伞研究所需的试验数据也是严

重缺乏.

对于翼伞的气动性能研究,NicolaidesJD[１１]对不同尺寸的翼伞进行了风洞试验,研究了升力系数、

阻力系数等气动参数随迎角的变化,为以后的数值仿真结果验证提供了大量的数据.BergeronK[１２]选取

改进下表面平直的翼型,研究了单边下偏量对横向运动的影响和双边下偏量对纵向运动状态的影响.陆

伟伟[１３]采用有限体积法求解κε二方程湍流模型下的N S方程,对翼伞单侧后缘下拉情况下的气动性能

进行初步分析.孙青林[１４]模拟翼伞在转向与雀降阶段的气动性能,实现翼伞气动模型的修正.

美国 Gi Bong[１５]建立了六自由度动力学模型,实现了利用飞行数据对动力翼伞系统进行识别.美国

OlegAYakimenko[１６]、MasahitoWatanabe１[１７]等则考虑了载荷与翼伞的两个转动自由度构建八自由度两

体模型,广泛审查了可用于不同翼型的空气动力学数据,对带有推力和压力的动力翼伞模型进行了数值

模拟.国防科技大学张俊韬[１８]建立了三自由度简单适用的纵向动力学模型,对动力翼伞系统的速度、姿

态等方面的稳定性进行相应的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华[１９]建立四自由度模型,计算求解了平飞状态

下动力阶跃输入后翼伞状态参数的动力学响应.
本文对大型动力翼伞进行了动力学建模,着重分析和计算了模型中的侧力系数并进行仿真,并对大

型动力翼伞系统进行运动动态特性分析,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１　动力学建模

本文研究对象是全展开状态下全任务过程的大型动力翼伞,建立六自由度模型进行仿真分析.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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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度模型是将整体系统视为刚性体进行的分析模型,其中包括质心的平动和绕质心的转动,能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整体的运动状况.
假设:地球的重力加速度为常数,忽略地球的哥氏加速度和曲率的影响,伞体与载荷刚性连接成为

一个整体,伞衣的压心和重心重合且升阻系数取为常数,对载荷所受升阻力忽略不计.

１１　坐标系建立

建立３个坐标系,如图１所示[２０]:地坐标系OiXiYiZi ,体坐标系ObXbYbZb ,气流坐标系OaXa

YaZa .

图１　大型动力翼伞坐标系示意图

地坐标系到体坐标系的转换矩阵如下[２１],其中 (ϕθψ)是欧拉角.

Tib ＝
cosθcosψ cosθsinψ －sinθ

sinϕsinθcosψ－cosϕsinψ sinϕsinθsinψ＋cosϕcosψ sinϕcosθ
cosϕsinθcosψ＋sinϕsinψ cosϕsinθsinψ－sinϕcosψ cosϕcos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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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气流坐标系到体坐标系的转换矩阵如下[２１],其中α 是攻角 (＝安装角＋气流方向与u 夹角),β 是侧

滑角.

Tab ＝
cosαcosβ cosαsinβ －sinα
－sinβ cosβ ０

sinαcosβ sinαsinβ cos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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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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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２　动力学方程建立

大型动力翼伞纵向受力分析,如图２所示.
根据动量定理和动量矩定理,可以得到大型动力翼伞的动力学方程如下

ƏP
Ət ＋W ×P＝Faero ＋FG ＋FP (３)

ƏH
Ət ＋W ×H ＋V×P＝Maero ＋MG ＋MP (４)

P 为动量,H 为动量矩,V＝ u v w[ ] T 为体坐标系下的速度,W ＝ p q r[ ] T 为体坐标系下的角

速度,Faero 为气动力,FG 为重力,FP 为发动机推力.
系统的动量和动量矩分别为:

P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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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型动力翼伞纵向受力分析示意图

m 为整体质量 (伞质量＋包容空气质量＋载荷质量),由于本文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大型动力翼伞的整

体运动情况,故将附加质量近似为翼伞的包容空气质量.J为整体转动惯量.
令

Fn ＝－W ×P＝－W ×(mV) (６)

Mn ＝－W ×H －V×P＝－W × JW( ) －V× mV( ) ＝－W × JW( ) (７)

则可以得到大型动力翼伞的运动方程为

V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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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１ Faero ＋FG ＋FP ＋Fn

Maero ＋MG ＋MP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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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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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ú
ú

(８)

其中

Faero ＝FL ＋FD ＋FDw ＋FY (９)

FL ＝
１
２ρSCL (u２＋w２)

sinα
０

－cos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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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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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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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FD ＝
１
２ρSCDs (u２＋w２)

－cosα
０

－sin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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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FY ＝
１
２ρSCY (u２＋w２)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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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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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CY ＝００５８７δ (１３)

FL 为翼伞升力,FD 为翼伞阻力,FY 为翼伞单侧下拉产生的侧力,ρ 为空气密度,S为翼伞面积,CL

为翼伞升力系数,CD 为翼伞阻力系数,CY 为翼伞侧力系数.关于其来源和大小的确定的内容在１３节,δ
为单侧下偏量 (０到１之间).

对于偏航力矩,在１３节中进行详细计算,俯仰和滚转力矩,用各个力和对应力臂相乘即可得到.

１３　侧力系数确定

动力翼伞系统的翼面是柔性结构,可以通过后缘操纵下拉使其发生形状变化,从而改变受力形式和

运动状态,不同程度的下拉量使其发生的形状变化程度也有不同.大型翼伞在后缘单侧下拉时会产生偏

航力矩、滚转力矩和侧力,并开始转弯运动,其中侧力也是气动力的一种,是转弯运动向心力的重要组

３２５



成部分,会随着操纵下拉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对其进行研究的关键即在于对侧力系数的研究.
大型动力翼伞后缘操纵绳共有８根,平均分布在翼伞两侧下拉范围内,下拉范围是两侧边距１/３展长

的区域,操纵绳与伞体夹角σ ,侧视图如图３所示.
所以大型动力翼伞后缘操纵绳单侧下拉的长度L０ 和后缘下降高度L１ 之间有如式 (１４)关系,其局部

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L１＝L０×sinσ (１４)

图３　大型动力翼伞侧视示意图

　　　　
图４　后缘下拉局部示意图

大型动力翼伞在未进行操控时,可以将伞面视为一个薄板,在体坐标系X 方向上没有投影面积,后

缘单侧下拉L０ 后会产生一个体坐标系X 方向的投影面积S＋ ,如图５所示,其中b是展长,计算如下

S＋ ＝１/２×L０×sinσ×１/３×b (１５)

图５　大型动力翼伞单侧下拉主视图

同时,由于后缘受拉部分的翼面下偏,在体坐标系Z方向的投影面积会减小S－ ,计算如下

S－ ＝１/２×L０×cosσ×１/３×b (１６)

下拉之前可以近似认为翼伞在体坐标系X 方向没有投影面积,翼伞阻力来自翼型的气动特性.而在

单侧下拉之后,在X 方向出现的投影面积会带来新的一部分阻力,如图６所示.阻力作用点可以近似认

为在S＋ 面积的中心,阻力系数取１,ρ 是空气密度,v０ 是纵向平面内速度,大小计算如下

F＋
D ＝１/２×ρ×v０

２×S＋ ×１ (１７)

另外,随着大型动力翼伞Z方向面积的减少,气动升力和阻力都会有所下降,计算如下

F－
L ＝１/２×ρ×v０

２×S－ ×CL (１８)

F－
D ＝１/２×ρ×v０

２×S－ ×CD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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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大型动力翼伞单侧下拉俯视受力图

由于阻力F＋
D 只作用在下拉一侧,所以会对大型动力翼伞系统产生一个偏航力矩 MDY ,从而出现侧

滑角β ,使得大型动力翼伞出现侧向气动力即侧力FY ,侧力使其做转弯运动,计算如下

MDY ＝F＋
D ×１/３b×１/２×２ (２０)

FY ＝１/２ρ(S－S－)CYv０
２ (２１)

系统在偏航力矩MDY 的作用下转动时,侧力FY 会产生一个恢复力矩MYY ,在力矩的共同作用下,
侧滑角β 逐渐开始增大到保持不变,系统会在偏航方向上达成平衡,LSG 是伞衣质心到系统质心的距离,

LWG 是载荷质心到系统质心的距离,计算如下

MYY ＝FY ×LSG ×sinθ (２２)

M 侧 ＝MDY －MYY ＝０ (２３)
联立式 (１６)、(１７)、(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可以得到

CY ＝
５L０b

３ρ(S－S－)LSGsinθ
(２４)

本文以３００m２大型翼伞为例进行研究,将大型翼伞设计参数和空投试验数据代入,得到此型大型动

力翼伞系统侧力系数

CY ＝００５８７δ (２５)
其中δ 是下拉量L０ 的百分比表示,在０到１之间.

２　仿真分析

在给定初始条件和输入的情况下,在simulink中构建动力学模型,求解某大型动力翼伞的运动情况.
该大型动力翼伞的设计参数如表１所示.表中翼伞升阻系数是由大型翼伞空投试验确定的.

表１　大型动力翼伞的设计参数

参数名称 取值/单位 参数名称 取值/单位

载荷质量 ４０００/kg 系统转动惯量 ５０００００×I/kg㎡

包容空气质量 ４００/kg 翼伞升力系数 ０５

翼伞质量 １５０/kg 翼伞阻力系数 ０２

翼伞面积 ３００/㎡ 翼伞侧力系数 ００５８７δ

２１　爬升及下降阶段

大型动力翼伞在地面由汽车拖曳加速,达到起飞速度要求后,大型动力翼伞与汽车解锁起飞,发动

机启动开始爬升,飞行过程中可以调整发动机推力大小来达到所需高度.下降阶段即发动机关机使动力

翼伞进入滑翔下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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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工况为初始状态下,大地坐标系与体坐标系重合,初始速度V＝ ２０ ０ ０[ ] T m/s,将动力翼伞

推力分别设置到平飞推力的０８、１、１２倍进行运动分析,将各个运动响应情况对比,如图７、图８、图

９、图１０所示.

图７　不同推力作用下X 方向速度

图８　不同推力作用下Z 方向速度

图９　不同推力作用下俯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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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推力作用下攻角

可以观察到动力翼伞的运动数据随推力的变化如表２所示.显然,随着推力增大,X 方向速度会略有

下降,Z 方向速度逐渐沿负方向增加,即爬升,攻角增大,俯仰角也会正向增加.这是因为翼伞的攻角的

增加,导致动力翼伞的气动升力和阻力同时增加,阻力增加导致了X 方向速度的减小,升力增加导致了

Z 方向速度逐渐增加.同理,随着推力减小,X 方向速度略有增加,Z 方向速度沿正向增大,即下降,俯

仰角和攻角也对应有所减小.对于整体而言,随着推力逐渐增加,响应时间也在逐渐缩短.

表２　各项数据随推力的变化

推力/N X 方向速度/(m/s) Z 方向速度/(m/s) 俯仰角/(°) 攻角/(°)

０８P０ １９８ １８ １８９ ２４０

P０ １９４ ０ ２４８ ２４８

１２P０ １８８ －１７ ３１０ ２５８

２２　转弯阶段

以操纵绳单侧下拉量１００％ (最大下拉量)转弯飞行为例,研究体坐标系下３个方向速度、俯仰角、
攻角及水平面轨迹,如图１１、图１２、图１３、图１４、图１５、图１６所示.分析可知,当右侧操纵绳下拉时,
体坐标系下XYZ 方向的速度都有一定增加,动力翼伞开始螺旋下降,同时俯仰角和攻角减小,随后保持

稳定状态.

图１１　体坐标系下X 方向速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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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体坐标系下Y 方向速度变化曲线

图１３　体坐标系下Z 方向速度变化曲线

图１４　俯仰角变化曲线

设定工况为０~５０s做推力为１５P０的爬升运动,在５０s时推力取消,同时下拉右侧后缘操纵绳,下

拉量从６５％到１００％多次取值仿真,对应的不同转弯半径情况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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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攻角变化曲线

图１６　水平面运动轨迹

表３　单侧下偏量与转弯速率、转弯半径间的关系

单侧下偏量(％) 转弯速率/(rad/s) 仿真转弯半径/m 实测转弯半径/m 偏差(％)

６５ ００３７ ４５７ ４１４ １０３９

７０ ００４７ ３６７ ３７４ －１８７

７５ ００５４ ３１２ ３０４ ２６３

８０ ００６１ ２７４ ２８３∗ －３１８

８５ ００６７ ２４５ ２５７∗ －４６７

９０ ００７３ ２２１ ２３５∗ －５９６

９５ ００７９ ２０３ ２１７∗ －６４５

１００ ００８３ １８８ ２０２ －６９３

由上表可知,在单侧下拉量处于７０％至９５％时,转弯速率与单侧下拉量近似呈现线性变化关系.转

弯半径会随着单侧下拉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且减小幅度会逐渐减小.将仿真转弯半径与试验转弯半径

相比较,偏差在 (－６９３％~１０３９％)之间,拟合程度较高,能反映出模型与实际运动吻合度较好.

３　结束语

本文对大型动力翼伞进行了分析,推导并建立了六自由度动力学模型,计算了大型动力翼伞的侧力

系数,填补了传统六自由度模型的缺陷.使用simulink构建了相应的仿真模型,对有无动力情况下的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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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及横向运动进行了运动特性仿真分析,包括上升及下降阶段、转弯阶段等,也分析了初始条件和设计

参数对大型动力翼伞运动的影响,并将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证实了模型的正确性,可以作

为大型动力翼伞设计研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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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onthebasicprinciplesofNewtonianmechanics,thispaperderivesandestablish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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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degree of freedom modelofalarge scalepoweredparafoilsystem,andanalyzes,calculatesand
simulatesthelateralforcecoefficientsItismoreaccurateincombinationwiththeairdroptestdataofthe
largeparafoilAtthesametime,thewholemissionprocessofascent,levelflight,turninganddescentof
thelarge scalepoweredparafoilissimulated,focusingontheanalysisofthedynamiccharacteristicsof
thrustcontrol,the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urningcontrolandtheperformanceofturningcontrolofthe
large scalepoweredparafoilsystemThispapermakesupforthelackofcomparisonofexperimentaldata
inpreviousstudies,verifiestherationalityoftheestablishedmodel,andalsofillstheneedsoflarge
scalepoweredparafoilresearch,whichhasacertainguidingsignificanceforengineering

Keywords　largepoweredparafoil;lateralforcecoefficients;largeparafoilairdroptest;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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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发展与展望

李广佳　车东霞　仲维国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摘　要　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是一种以太阳能作为主要能量来源的电动无人飞行器,其最大特

征是续航时间长和飞行高度较高,在区域通信、态势感知、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

景,具有抢占临近空间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价值.受能量闭环这一约束条件限制,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

机具有尺度大、飞行速度和翼载极低的特点,在总体设计理念、关键技术途径与工程实现方法等方面与

传统航空器存在明显区别.本文总结了国内外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典型项目的发展历程,对此类飞

行平台关键技术发展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最后对此类飞行平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

析预测.
关键词　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临近空间;总体设计;轻质高效

０　引　言

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是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具有广泛的军民应用前景[１２].其飞行

高度在２０~３０km 的低临近空间,任务续航时间超长,处于绝大部分现役防空导弹的射高范围之外,具

有良好的生存能力,可在局部区域形成持续的侦察监控、信息中继能力[３４].

太阳能无人机能量来源于太阳辐照,受能源水平的限制,太阳能无人机能量循环呈弱平衡特性,能

量闭环对系统组合效率和全机重量要求很高[５],同时各系统耦合性强,关系复杂,尚没有成熟的方法可依

据,加上对临近空间环境认知不足,给其设计、制造、验证带来了极大挑战.
世界各国针对这一新型飞行器开展了大量研究,在太阳能无人机相关技术发展、平台飞行能力提升、

潜在应用方向探索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６],美国、欧盟已将太阳能无人机列入政府长期支持项目,并将

其应用层次提升到战略层面.未来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可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先进的临近空间飞行器,
并进一步带动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如太阳能无人机的总体设计技术、低雷诺数空气动力学、低翼

载飞行力学、轻质结构设计、柔性体飞行控制、智能值守与辅助决策、新型能源系统、临近空间环境探

测等.
本文对国内外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典型项目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括总结,对此类飞行平台关键

技术发展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最后对此类飞行平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

１　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发展历程

１１　国外典型项目发展历程

国外太阳能飞机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小型飞机或有人飞机,真正的

高空长航时大型无人机研发始于８０年代,从事相关技术研究的主要有美、英、意、俄、韩等国.美国太

阳能无人机技术研究起步最早、发展最快,以 NASA 高空太阳能无人机系列和秃鹰 (VULTURE)计划

为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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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环境研究太阳能无人机计划始于１９９４年,由美国航空环境公司 (AeroVironment)承担,原

型机历史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目标是发展能够充当 “大气层卫星”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用于高

空大气环境研究或作为高空通信平台.其发展路线如图１所示.截至２００３年项目结束前,共研制出

Pathfinder、Pathfinder Plus、Centurion和 Helios４型平台,都采用了飞翼布局.该系列各机型相关参

数见表１.

图１　NASA太阳能无人机发展路线图

表１　NASA太阳能无人机相关参数比较

机型 翼展/m 弦长/m 展弦比 翼载/(kg/m２) 总重/kg 有效载荷能力/kg

Pathfinder ２９５ ２４４ １２ ３５ ２５２ ４５

PathfinderPlus ３６３ ２４４ １５ ３６ ３１５ ６７５

Centurion ６１８ ２４４ ２６ ３２~５７ ~８６２ ４５

HeliosHP０１ ７５３ ２４４ ３１ ３９ ７１９ ９０

HeliosHP０３ ７５３ ２４４ ３１ ５７ １０５２ －

其中Pathfinder和PathfinderPlus先后创造了１５３９２m 和２４４４５m 飞行高度纪录;Centurion制造

计划因预算压缩只完成了首架全尺寸样机,后期在此基础上逐步改进,重新命名为 Helios;HeliosHP０１
旨在验证３０km 高度以上的高空任务,在２００１年创造了２９５２４m 的非火箭推进飞行器的飞行高度纪录,
该记录至今仍在保持;HeliosHP０３旨在验证１５km 高度以上连续９６h的长航时飞行任务,２００３年由于

紊流、气动、结构、稳定性和控制等多方因素的联合作用发生事故最终解体[７],该项目也于２００３年如期

终止.事故调查报告给出了本次事故教训和建议,主要是发展能够描述此类飞行器非线性动力学行为的

多学科时域分析技术,实现对机翼上反角的实时测量和控制,注重采用数学仿真手段和完善安全预案,
以降低试飞风险等.

事故发生后,NASA后期报道中鲜有太阳能无人机相关规划内容.２０１９年９月,美国航空环境公司

宣布在加利福尼亚州 NASA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成功完成 Hawk３０太阳能无人机首飞. “Hawk３０”
由日本软银集团和美国航空环境公司联合投资,从外观看,跟美国航空环境公司十几年前空中解体的

Helios几乎一模一样,见图２.

Hawk３０翼展７８m,设计留空时间３~６个月,最终目标在２０２３年大规模生产用于商业服务,作为

高空平台系统 (HAPS)缩小世界的数字鸿沟,彻底改变移动连接.２０２０年９月,由 Hawk３０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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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Helios (左)与 Hawk３０ (右)

的Sunglider在新墨西哥州完成２０h连续飞行,最大飞行高度１９km,并成功演示了LTE模式４G移动宽

带通信.

DARPA在２００８年发起 “秃鹰”计划,其目标是发展具有低轨道特性的传感器平台和通信中继无人

机系统,完成了前期的方案竞标与合同签订,但因技术基础不足,在２０１２年４月取消了验证机研制和飞

行计划,把重心投到了光伏技术和固体燃料电池技术研究上,以降低研制风险[８].其中脱胎于该项目的由

波音旗下的极光飞行科学公司研制的奥德修斯 (Odysseus)太阳能无人机于２０１８年公布正在开展地面测

试,该机翼展７４m,搭载能力２５kg,设计留空３个月.现阶段方案放弃了 “秃鹰”计划阶段的折叠翼布

局,采用三尾撑六发布局,尾撑上布置全动垂尾和平尾,外侧两个尾翼调节机翼弯曲以控制滚转,见图

３.首架机原计划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底船运至北纬２０°的波多黎各开始飞行测试.２０１９年中宣布无限期推迟首

次飞行.

图３　早期 Odysseus (左)与现阶段 Odysseus (右)

英国在低翼载、超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设计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以 “Zephyr”系列太阳能无人机为

典型代表,其早期发展计划见图４.“Zephyr”太阳能无人机计划始于２００１年,由英国 QinetiQ公司与英

国国防部合作研发.旨在发展能在１８km 以上高空持续飞行超过３个月的太阳能无人机,用于执行监视、
通信等任务[９].

Zephyr早期由Zephyr２发展至Zephyr７,Zephyr７翼展２２５m,起飞重量５３kg,使用飞行高度

１８km,设计升限超过２１km.２０１０年,Zephyr７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Yuma试验场实现了１４天以上的连

续飞行,打破了航空飞行器的飞行时长纪录.
和其他太阳能无人机项目相比,Zephyr７的设计思想是优先验证飞行器平台的高空和昼夜连续飞行

技术,暂时不追求载荷搭载能力,通过轻质化结构、低飞行速度的设计来降低能源推进系统的技术压力,
但也带来了平台抗风能力差的问题.因此,项目方始终强调低风速气象条件在迄今４个主要试验场的成功

飞行中的必要性.

２０１３年空客防务与空间公司从 QinetiQ 公司收购了 “Zephyr”设计团队及方案,目的是利用卫星制

造经验将其改进,用于执行通信中继、侦察监视等任务,称为 “高空伪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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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Zephyr早期发展计划

２０１４年３月,空客防务与空间公司启动了Zephyr８项目,现称ZephyrS.ZephyrS总重７５kg,搭载

５kg、平均功率５０W (最大２５０W)的载荷,使用货架储能电池,翼展２５m,续航１个月.

２０１８年,Zephyr S创造了２５天２３小时５７分的持续飞行纪录,并创造了２２５５５２m 的Zephyr系

列机型平流层飞行高度纪录.２０１９年在澳大利亚进行飞行测试时,受恶劣天气影响,在西澳大利亚州温

德姆发射场附近坠毁.

ZephyrT是ZephyrS的后续机型,采用双机身布局,总重１３６kg,搭载２０kg载荷,可搭载雷达,
翼展３３m.２０１５年５月已完成３次１/４缩比验证机的试飞.履行了英国国防部的ZephyrS合同后,将开

始建造ZephyrT全尺寸飞机,其布局形式见图５.

图５　ZephyrS (单机身布局)和ZephyrT (双机身布局)

除 “Zephyr”系列外,英国同步推出了多款中型太阳能无人机,包括PHASA ３５、Astigan等,见

图６.PHASA ３５由英国国防科学技术实验室 (DSTL)和澳大利亚国防科学技术集团 (DSTG)联合支

持,目标用户是政府和军方 (未来作战空中系统),用于林火探测、海面边境监视等场景的持久监视和有

限能力的５G等通信中继业务.PHASA ３５翼展３５m,总重１５０kg,载荷１５kg,飞行高度２１km,设

计留空时间数月.２０２０年２月,PHASA ３５在澳大利亚南部 Woomera空军基地试验场首飞,高度

２km.

Astigan是英国国家测绘局和领先的地理空间数据组织军械测量局 (OS)推出的一款太阳能无人机,
计划利用该无人机在高空飞行,以补充现有的卫星测绘系统.Astigan翼展３８m,总重１４９kg,载荷２５
kg,飞行高度２０km,计划留空３个月.自２０１４年以来,Astigan项目与一系列英国中小企业、行业专家

和大学合作,已经完成了８次飞行.Astigan团队表示,它有可能与现有的地图绘制功能协同工作,彻底

改变绘制国家/地区的速度、准确性和成本.见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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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PHASA ３５ (左)与 Astigan (右)

１２　国内典型项目发展历程

国内从２０００年以来,有关科研院所和高校先后开展了太阳能无人机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其中各高

校现阶段以低空小型太阳能无人机为主,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研究单位主要包括航天科技十一院、
中航工业一飞院、航天三院等.

自２００２年开始航天十一院从事太阳能无人飞行器的研制工作,２００４年已实现小型太阳能无人飞行器

首飞.至今已经历了平台概念研究及小型验证机研制、关键技术研究和方案论证、结构样机试制和试验、
多型尺寸翼展技术验证机科研试飞等阶段.其中翼展４５m 的 “CH T４”太阳能无人机于２０１７年５月完

成了国内首次太阳能无人机临近空间飞行试验验证,其布局形式见图７,飞行高度约为２０４０１m,航时１５
小时１８分,标志我国成为继美英之后第三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并全面牵引发展了国内太阳能无人机

能源、推进、测控、材料应用等相关领域技术发展.此后在平台能力提升与应用推进方向又进一步开展

了相关试验验证工作.

图７　CH T４太阳能无人机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５日,中航工业一飞院推出翼展２０m 的太阳能无人技术验证机,见图８.该机１０月完

成首飞.规划中的 “启明星”无人机翼展５０m,飞行高度２０km,速度１００~１２５km/h,续航３０天,用

于侦察监视、通信中继、区域导航和一体化预警.

２０２０年航天三院公开了其自主研制的 “飞云”太阳能无人机,见图９,其在２０１８年完成了１００多次

飞行试验,２０１９年完成了多架次、多批次的各项飞行试验以及量产前的定型试验.“飞云”太阳能无人机

可携带通信传输设备,为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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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启明星”验证机

　　
图９　 “飞云”太阳能无人机

２　关键技术发展与存在问题

作为航空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结合的产物,太阳能无人机与传统飞行器在设计上存在很大区别.除重

量和功率平衡外,能量平衡是太阳能无人机新的核心要求,飞行高度、飞行航时等首要性能指标与低能

源密度之间的能量平衡问题是设计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不仅对太阳能飞机的高升阻特性、低结构面密度、
高推进效率等单项技术提出严格的要求,更要求从能量平衡的角度实现总体设计的综合集成优化[１０].总

体优化设计需要从不同学科间的约束关系着手,明确各主要分系统技术发展思路,重点包括轻质结构设

计、高效能源应用、高效电推进设计等.

２１　关键技术发展

(１)轻质结构设计

太阳能无人机的能源收集面和气动升力面结构占全机比例较大,造成结构重量系数较大,普遍超过

１/３,存在显著的减重需求.其机翼大变形造成的结构几何非线性特性在气动弹性等复杂系统动力学行为

下,对飞行性能、飞行品质、结构完整性乃至飞行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 NASA环境研究太阳能无人机的结构设计形式为后来的太阳能无人机项目提供了很大参考.早

期Pathfinder翼展２９５m,分为５段制造组装,主梁为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圆管,翼肋为镂空的复合材

料薄壁壳结构,机翼下表面覆盖耐用性好的塑料膜.Pathfinder Plus外侧翼段翼肋采用没有镂空的轻

木,中间翼段开始采用桁架式的复合材料翼肋.同期的Centurion机翼主结构采用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

和芳纶纤维 (Kevlar)/环氧复合材料制成.翼肋全部采用复合材料桁架式结构,在连接处的翼肋肋条较

宽.后期的 Helios翼尖段主梁增加同心管内梁加强件;加强翼梢翼梁,从而使翼梢翼梁的结构裕度在设

计载荷下与沿翼梁剩余部分的结构裕度保持一致;中央铝制连接管更换为轻质碳纤维管.见图１０.

图１０　Pathfinder (左)、Pathfinder Plus (中)、Centurion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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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Zephyr７机身及机翼均采用超轻质碳纤维增强聚合物复合材料,机体主要采用环氧树脂,主梁

及翼肋均采用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制造,机翼蒙皮为聚酯薄膜,机翼面密度约为０９kg/m２.
(２)高效能源应用

高效能源应用主要集中在高效率太阳电池与高比能储能电池两方面.
用于太阳能无人机的太阳电池以硅基光伏电池和薄膜光伏电池为主.晶体硅太阳电池具有较高效率,

低面密度,有一定柔韧性,已在SkySailor、Solong、SolarImpulse等多款太阳能飞机上得到应用.美国

Sunpower公司的全背电极电池 (IBC)实验室转换效率达到２４２％.法国泰雷兹公司开发的太阳能电池

轻量化模块,面密度小于０８kg/m２,可提供２００W/m２的功率输出,效率超过２４％.日本Sanyo公司的

异质结电池 (HIT)实验室转换效率达到 ２４７％,两种产品的硅片厚度和产业化效率均为 １８０μm
和２２％.

砷化镓 (GaAs)柔性薄膜太阳电池具有高效率、高比功率等技术优势,但价格昂贵.美国 Emcore
和Spectrolab公司采用倒装多结技术,制备了薄膜砷化镓电池,效率最高达到３４％ (四结,AM０),通过

层压技术封装成大面积柔性电池组件进行搭载试验.日本Sharp公司研制的多结薄膜砷化镓电池效率约

３１５％ (三结,AM０),封装后组件重量比功率达到６００W/kg[１１].

Zephyr S采用了 MicrolinkDevices公司利用外延层剥离技术 (ELO)研制的反向生长多结 (IMM)
砷化镓太阳电池,见图１１,转换效率２８％,额定功率１５００W/kg,３５０W/m２.

图１１　MicroLink研制的多结砷化镓太阳电池

目前应用于太阳能无人机的高比能储能电池中锂离子电池技术与应用较为成熟.美国EaglePicher和

NavitasSystems公司采用硅基负极和高容量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比能量达到３００ Wh/kg.美国 Envia
systems公司基于富锂锰基多元正极材料和硅基负极材料体系研制出软包装新型锂离子电池,其比能量达

到４００Wh/kg.日本松下公司基于镍钴铝/石墨材料体系锂离子电池比能量达到２６０Wh/kg.
金属锂系电池被认为是未来替代锂离子电池化学储能电池体系,目前研究热点是锂硫电池.美国

SionPower公司、JCS公司、英国 Oxis公司等研制的锂硫电池比能量达到４００ Wh/kg,循环次数接近

１００次,已在Zephyr太阳能无人机上应用.
(３)高效电推进设计

在螺旋桨电推进系统运行控制方式上,美英等国的太阳能无人机螺旋桨电推进系统都经历了从电机

通过减速器驱动变距螺旋桨方式到电机直接驱动定距螺旋桨方式的转变.
美国 NASA的高空太阳能无人机系列的推进系统演进最具技术代表性,其演变历程见图１２.第一阶

段采用有刷直流电机通过减速器驱动变距螺旋桨;第二阶段采用低速大扭矩无刷直流电动机直驱定距螺

旋桨,以降低系统复杂度、提高可靠性并减重;第三阶段采用高效高功率密度无刷直流电机直驱定距螺

旋桨,解决了高空螺旋桨效率降低的问题,其 Helios太阳能无人机螺旋桨高空设计点效率超过８０％.
英国Zephyr系列太阳能无人机也经历了类似的推进系统路线.早期型号采用无刷直流电机通过减速

器驱动螺旋桨,２００７年的一次试验遭遇减速器卡死,后改由电机直驱螺旋桨,减少了机械损失,提高了

效率和可靠性.Zephyr７电机本体效率达９３８％,电机系统效率达８８３％,螺旋桨高空效率约为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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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NASA太阳能无人机推进系统演变历程

２２　当前存在问题

(１)太阳能无人机总体系统设计技术处于接近实用化的初期阶段,仍待完善

太阳能飞机总体设计技术在国内外尚未形成成熟的设计体系,新能源技术应用、柔性结构、低翼载、
低雷诺数及大空域等特点,使其技术和工程设计上都有别于常规的固定翼飞机.低翼载、柔性结构、机

翼表面铺设太阳电池使得结构、气动、能源三者之间影响较大;低雷诺数气动特性、结构关键部件设计

制造、电推进系统匹配、全系统集成性能需要持续的技术提升和验证;新材料应用、高可靠航电、飞行

控制策略和应急预案需要在飞机实际测试应用环境中持续检验.
(２)高可靠性系统设计验证技术还需发展

作为新概念飞行器,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集中应用了大量新技术,涉及新环境、新材料、未定

标准和贯穿系统各层次的轻质低功耗技术以及新类型工作界面耦合设计技术,其新技术应用规模将导致

系统复杂性涌现效应加剧,为系统性能、可靠性、适用性和运行方式等带来某些难以预期的结果.需借

鉴卫星的高可靠性和运营维护技术,结合卫星可靠性设计方法对高空长航时太阳能可靠性设计做出适应

性剪裁与改进.
(３)轻质化机载系统包括能源、控制、电气、载荷等仍需发展,以适应太阳能无人机低能量密度的

特点

当前太阳能无人机为克服夜间能源不足还需结合重力储能的飞行策略.为缓解能量密度低的先天劣

势,需从以下几方面持续攻关:

１)开源:提升太阳电池阵效率、储能电池的比能量和效率.

２)节流:降低机载设备功耗和系统综合造成的功率损失.

３)减重:减少全机总重或翼载.

４)增效:提高升阻比,推进系统效率.
以上几个方面本质上归结为两类,即轻质和高效.
(４)针对高空太阳能无人机的应用仍需发展

太阳能无人机的应用拓展受制于挂载重量、载荷功耗和飞行速度的限制,同时受外部环境条件的影

响较大,在飞行时间窗口的安排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需要探索提高此类飞行器环境适应能力

的可行技术方案,另一方面通过对试验环境的长期数据积累以及实时监测,合理规划飞行窗口和航线,
以尽可能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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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未来发展趋势思考

从目前国外发展情况看,太阳能无人机军事应用潜力已经引起关注,持久空中信息支持是其主应用

方向;其关键技术取得重要进展,但尚未达到实用化程度.目前国内外太阳能无人机尚未同时达到高空

飞行、数天以上持久续航、搭载数１０kg实用化载荷三项能力.
当前国外太阳能无人机的发展一方面以空客的Zephyr系列为代表的轻小型、弱搭载能力太阳能无人

机平台已实现连续越夜超长航时飞行,在其引领作用下,欧美相继开发了２５kg以下载重能力的高空超长

航时太阳能无人机,试图以采用较低成本的现有成熟技术为太阳能无人机打开市场需求,积累使用经验.
其设计思想是优先验证飞行器平台的高空和昼夜连续飞行技术,暂时不追求载荷搭载能力,为此可以实

现更轻质化结构、更低飞行速度的设计,来降低能源推进系统的技术压力.这种以规避风险为主要思想

的设计,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例如平台抗风能力差、载重能力弱等.另一方面

以美国的航空环境、波音等为代表的公司或机构,正在延续以往大载荷、实用能力的大型太阳能无人机

路线,积极开展研制试飞工作.当前国际能源等技术的最新进展,已能够支撑具有一定实用载重能力的

大型太阳能无人机的研制和试验.此类太阳能无人机平台方案综合权衡了载重能力、飞行高度和续航时

间三大性能指标,在军民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 考 文 献

[１]　RomeoG,FrullaGHELIPLAT:Highaltitudevery longenduranceSolarPoweredUAVfortelecommunicationandearthobservation

applications [J]．AeronauticalJournal,２００４,１０８ (１０８４):２７７ ２９３．
[２] JashnaniS,NadaTR,IshfaqM,etalSizingandpreliminaryhardwaretestingofsolarpoweredUAV [J]．TheEgyptianJournalof

RemoteSensingandSpaceScience,２０１３,１６ (２):１８９ １９８．
[３] R J BoucherA Solar Powered High Altitude Airplane [C]．Proceedings ofthe AIAA/SAE/ASME ２１ stJoint Propulsion

ConferenceMonterey,California,１９８５．
[４] BhattMRSolarPowerUnmannedAerialVehicleHighAltitudeLongEnduranceApplications(Hale Spuav)[D]．SanJose:SanJose

StateUniversity,２０１２．
[５] AhnIY,BaeJS,ParkSH,etalDevelopmentandFlightTestofaSmallSolarPoweredUAV [J]．JournaloftheKoreanSociety

forAeronautical&SpaceSciences,２０１３,４１ (１１):９０８ ９１４．
[６] AlviO RDevelopmentofSolar Powered Aircraftfor Multipurpose Application [C]．５１st AIAA/ASME/ASCE/AHS/ASC

Structures,StructuralDynamics,andMaterialsConference１８thAIAA/ASME/AHSAdaptiveStructuresConference１２th２０１０．
[７] ThomasENoll,StephenDIshmael,BartHenwood,etalTechnicalFindings,LessonsLearned,andRecommendationsResulting

fromtheHeliosPrototypeVehicleMishap [C]．NATO/RTO AVT １４５ WorkshoponDesignConcepts,ProcessesandCriteriafor

UAVStructuralIntegrity,Florence,Italy,August２３,２０１３．
[８] WilsonJRFLYlikeavulture [J]．AerospaceAmerica,２００８,４６ (１１):２８ ３３．
[９] 尹成越,高普云,郭健,等 “微风”(Zephyr７)无人机机翼力学性能分析 [J]．强度与环境,２０１２,３９ (３):１９ ２５．
[１０] 李晨飞,姜鲁华．临近空间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研究现状及关键技术 [J]．中国基础科学,２０１８ (２):２２ ３１．
[１１] 朱立宏,孙国瑞,呼文韬,等太阳能无人机能源系统的关键技术与发展趋势 [J]．航空学报,２０２０,４１ (３):６２３５０３ ６２３５０３

DevelopmentandProspectsofHigh altitude
Long enduranceSolar poweredUAV

LIGuang jia,CHEDong xia,ZHONG Wei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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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High altitudelong endurancesolar poweredunmannedaerialvehicle(UAV)i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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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UAVthatusessolarenergyasthemainenergysourceItsoutstandingfeaturesarelongendurance
andhighflyingaltitudeHigh altitudelong endurancesolar poweredUAVhasbrighteningprospectsin
areacommunication,situationawareness,high resolutiongroundobservationsandotherfieldsIthas
theimportantvalueofoccupyingthestrategickeypointofnearspaceLimitedbytheenergyclosed loop
constraint,thehigh altitudelong endurancesolar poweredUAVhasthecharacteristicsoflargescale,

lowflyingspeedandlowwingloadItisobviouslydifferentfromtraditionalaircraftintheoveralldesign
concept,keytechnicalapproachesandengineeringimplementationmethodsThisarticlesummarizesthe
developmenthistoryoftypicalhigh altitudelong endurancesolar poweredUAVprojectsathomeand
abroad,analyzesthedevelopmentofkeytechnologiesandtheexistedmainproblems,andfinallypredicts
thedevelopmenttrendofthiskindofflightplatform

Keywords　 High altitudelong endurancesolar powered UAV;nearspace;overalldesign;

Lightweightand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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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传感器在降落伞应变分布测量中的应用

张九双１,２　房冠辉１,２　苏业旺３　王文强１,２　黄明星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３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摘　要　降落伞系统在任务过程中的应力应变分布是降落伞设计的重要参考量.由于降落伞柔性织

物在气动环境下的大变形,以及织物材料纤维和编织结构的复杂性,使得传统的刚性应变传感器难以直

接应用在降落伞力学参数监测上.本文从材料、结构和原理入手,介绍了一种具有高可拉伸性柔性应变

传感器,具体研究了传感器与降落伞材料的粘合和布局方式以及测量电路设计,并进行了初步的静态拉

伸实验和标定试验,结果证明了其在降落伞动态测量应用的可行性.
关键词　降落伞;应变;柔性;传感器;测量

０　引　言

降落伞主要由柔性纤维织物材料构成,在气动力作用下会瞬间产生较大的非均匀变形.受限于纤维

材料的复杂性和传感器的可拉伸性,传统测量手段无法保证降落伞应力应变测量的可信度、可重复性和

高精度.目前通常采用较大强度裕度,来确保任务过程中降落伞系统的机械完整性.因此,降落伞应力

应变分布的准确测量方法一直是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焦点.
过去几十年,研究人员研究了大变形柔性物体上的动应力.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NASA 首次提出了

使用 Ω型传感器对降落伞伞盖织物应力进行有线测量,证明了 Ω传感器可用于测量柔性降落伞篷材料的

应力.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没有建立完整的传感测量网络[１３].２０１６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过

研究模块部署和试验环境的影响提出了补偿方法,对 Ω传感器进行改进,建立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提高

了测量的可靠性[４].

２００７年,法国纺织材料与工程实验室开发了一种基于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 (CPC)的织物结构柔性

应变传感器.这种新方法是通过将传感器轻松地沉积在降落伞柔性织物上,来测量织物的应变.然而由

于环境湿度对传感器材料影响较大,且传感器本身延展性不理想,因此只进行了静态测试[５].２０１０年,

实验室对CPC柔性应变传感器进行了一些改进,分析了温度影响、传感器老化和可重复性,并实施了小

规模空投测试,成功测量了临界充气阶段的降落伞盖织物变形[６].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在２００７年提出了一种基于新型聚合物高应变传感器的降落伞测量方法,通过与非

接触式光学成像相机测得的应变进行比较,验证了测量结果的有效性[７].２０１５年,该团队又发明一种新

的合成方法,将导电聚合物牢固涂覆粘附在商用降落伞织物和悬挂线上,避开了传统接触式传感器的粘

附问题[８].然而在所有测量中都出现了磁滞现象,且涂覆导电层会使降落伞织物的极限强度降低.该团队

认为有希望进一步优化涂覆材料和方法,开发出分布于整个降落伞的集成传感器网络.
此外,２０００年,美国雷德雷塞尔大学应用光纤传感技术,对降落伞衣织物材料和悬挂线中的应力进

行测量[９].原理是通过柔性织物变形引起光纤应变,通过测得光学信号的变化来反映伞衣上的应力变化.

２０１０年,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对光纤传感器进行了改进并应用于降落伞舱盖测试中,但由于光纤对温度

敏感性且抗剪能力差,因此无法满足风洞环境[１０].俄罗斯空气弹性系统科学研究所在２０１０年也做了相似

的研究工作[１１].光纤材料有限的延展性使其应用范围受限,只能测量较小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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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为测量大变形柔性物体上的应力应变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然而,上述传感器均为刚性 (Ω传感器、光纤传感器),或是仅具备一定的柔性 (聚合物传感器)
但不具备高可拉伸性.因此,传感器的可拉伸性/延展性是制约上述方案测量准确性和应用范围的共性难

题.本文从材料与结构入手,介绍了一种具有高可拉伸性柔性应变传感器,具体研究了器件粘合和部署

方式,并进行了初步的静态拉伸验证实验和标定实验,论证了其在降落伞测量应用的可行性.

１　柔性应变传感器介绍

应变传感器的传感机制是将机械变形量转换为电子学参数变化量,例如电阻、电容或电压.其中,

电阻型应变传感器是由阻性材料构成的一种传感器.阻性材料因应力而引起增长或缩短产生一个成比例

的电阻变化,能够实现非常大的应变灵敏度.灵敏度是应变传感器的一个重要指标,由灵敏度因数来表

征,即电阻变化量与沿应变轴上的长度变化量的比值

GF＝
ΔR/R０

ε
(１)

电阻材料一般采用金属、半导体、有机材料,以及石墨烯、碳纳米管等新型材料.目前金属电阻应

用最为广泛,但由于其本身延展率有限,因此只能保证微小应变 (＜２％)测量的准确性.降落伞的伞衣

和绳带等柔性织物材料的断裂伸长率可达２０％以上,如表１所示,在气动外力作用下会产生大变形,因

此传统刚性应变传感器无法适用.

表１　降落伞常用柔性织物材料的断裂伸长率

品号 品名 断裂伸长率

K５９２２５ 高强锦丝绸 经、纬向断裂伸长率:≥２２％

K５８３２６ ３ 高强锦丝绸 经、纬向断裂伸长率:≥２０％

４９４０５ 芳纶绸 经、纬向断裂伸长率:≥３％

１５ ２５０A 锦丝带 断裂伸长率:≥２０％

柔性电子学的发展解决了这一问题.柔性电子器件通过在结构中加入可拉伸/弯曲部分,使得器件整

体可以实现＞１００％的大变形能力,已经广泛应用在包括从人体动作捕捉[１２]到生物医疗[１３]等各种活动信

号的监测.可拉伸部分通常采用 “类弹簧式”的结构,如横向蛇形弯曲导线薄膜[１４]见图１,或纵向波浪状

的褶皱薄膜结构[１５],见图２,可以储存和释放较大的形变量.

图１　蛇形弯曲导线结构

　　
图２　褶皱薄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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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具有弯曲导线结构的电阻式应变传感器,可信量程可达到１０％,且精度较好,可以动态稳

定工作.

２　柔性应变传感器在降落伞中的应用方法

２１　传感器粘合方法

传感器与降落伞材料的粘合方法、可靠性和稳定性,都会对应变测试效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传

感器粘合方法进行实验,为后续研究提供前期技术支撑.
首先针对试验实际场景,制备符合需求量程和分辨率的大应变传感器,然后将一块伞衣材料试样用

铝片辅助加持.本文所说的传感器采用卡夫特胶水粘贴于伞衣试样表面,用平板按压使得胶水厚度尽可

能均匀,等待６小时使胶水完全固化,最后将伞衣试样两端夹持在拉伸机上,施加拉伸载荷直到断裂.多

组重复实验证明,在断裂极限内,传感器没有出现脱粘,且输出电压相对变化率与应变几乎为线性关系,
与预测结果较为接近,说明粘合方案能够满足测量要求.

２２　传感器布局方式

实验中,在降落伞每幅伞衣上都布置两维阵列的应变传感器,沿降落伞伞衣径向和横向布置.参照

美国传感器在降落伞上的分布方案,以圆形伞为例,主要设计两组,分别以径向和纬向排布.设计的传

感器分布方案,如图３所示.具体实验过程中,按实际需要可以增加在不同位置上的传感器数量.

图３　传感器分布方案

２３　测量电路

在测试时,传感器电阻变化是与试件应变成比例的,可以通过一定测量线路将这种电阻变化转换为

电压或电流变化,然后再用显示记录仪表将其显示记录下来,就能知道待测物应变量的大小.本文从硬

件入手设计半桥补偿电路,将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出,如图４所示.
电阻R１ 和电阻R２ 表示一对相互匹配的柔性应变传感器的阻值,同样的应变量下,前者电阻变化率

为 ΔR 与应变线性正相关,后者电阻变化率为－ΔR 与应变线性负相关.R３ 和R４ 均为标准电阻阻值.E 为

电源供电电压.假设R１＝R２＝R３＝R４＝R ,则半桥电路的输出电压为初始输出电压的２倍

U０ ≈
１
２

ΔR
RE (２)

即输出电压与电阻率ρ无关.而温度的变化仅改变电阻率ρ,所以半桥电路的输出电压不会被环境温

度影响.同时,非线性误差为

γ＝
１
２

ΔR１

R ＋
ΔR２

R
æ

è
ç

ö

ø
÷×１００％＝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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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半桥电路初始状态示意图

因此半桥电路设计使测量灵敏度增加,同时消除了温度和非线性误差.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静态拉伸实验

静态拉伸实验指利用柔性应变传感器对降落伞材料静态拉伸变形进行测量,主要目的是根据测试结

果来验证、改进和确认动态试验方案.断裂拉伸实验是对单个传感器测量效果的简单验证,实验时将材

料匀速拉伸直至断裂,并记录该过程中传感器电阻变化率的变化.
图５展示了一块伞衣材料的静态拉伸过程的电阻变化率 应变曲线,实线是拉伸过程中实测结果,虚

线是基于传感器性能测试实验数据的预测结果.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作用在降落伞试样上的应变

逐渐增加,传感器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率也随之增大;传感贴能够测量出近似线性的信号,与预测结果

较为接近.在伞衣试样达到断裂极限 (５２％)时,传感器的输出电压相对变化率为００２４％.该实验初

步证实了传感器测量伞绳应变的可行性.

图５　传感器电信号与伞衣试样应变的关系

３２　应力标定实验

标定实验通过对降落伞材料进行拉伸实验,来获得材料的拉力—应变关系曲线,并结合传感器测量

应变结果得到传感器的标定曲线,即传感器电压与应变、拉力的关系.通过标定实验,可以将传感器电

路测得的电压信号转换为降落伞材料的应变和拉力信号.这里对静态拉伸实验所测量的伞衣材料进行标

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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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６可以看出伞衣试样的应力—应变关系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应变的增加,伞衣试样的拉伸

刚度也在逐渐增加.伞衣试样的断裂应变为５２％,对应的断裂应力为７７０MPa.该非线性的力学性能主

要是由伞衣的编织结构造成.当伞衣试样应变较小时,变形量主要由材料编织结构的空隙贡献,故在该

阶段时,微小的拉力就可引起较大的变形;而当应变较大时,变形量主要由材料纤维拉伸变形贡献,故

而该阶段拉伸刚度比较高,较大的拉力才能引起微小的变形.

图６　伞衣试样应力—应变关系

图７是传感器的应力标定曲线,即电信号与伞衣试样应力之间的关系曲线.可以看到,在伞衣试样断

裂前,传感器信号正常输出,无异常波动.传感器输出电压相对变化率与应变为非线性关系:随着作用

在降落伞试样上应变逐渐增加,传感器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率也随之增大,且曲线斜率减小.该非线性

同样由伞衣非线性的力学性能造成.初始变形阶段,微小的应力造成较大的变形,故而传感器电信号容

易产生较大变化;随着变形的增大,伞衣材料拉伸刚度增加,较大的应力才能产生微小的变形,故而传

感器电信号变化幅度较小.

图７　传感器输出电压和伞衣试样应力之间的关系

４　结　论

本文对以往用于降落伞体系应力应变分布测试的传感器进行了分类介绍,并分析了各自的优势与不

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柔性应变传感器对降落伞柔性织物材料进行测量的方法,探索了其应用方式.
最终对伞衣试样进行初步的静态拉伸实验和标定验证,为在降落伞动态测量中的应用做了技术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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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stressandstraindistributionoftheparachutesystem duringthe missionisan
importantreferenceforparachutedesignDuetothelargedeformationoftheparachuteflexiblefabricin
aerodynamicenvironment,andthecomplexityofthefabric materialfiberand wovenstructure,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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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fortraditionalrigidstrainsensorstobedirectlyappliedtothemonitoringofparachutemechanical

parametersThispaperintroducesaflexiblestrainsensorwithhighstretchability,startingwithmaterials,

structuresandprinciplesThebondingandlayoutofthesensorandtheparachutematerial,andthedesign
ofthe measurementcircuitarestudiedindetailBesides,apreliminarystatictensileexperimentand
calibrationexperimentarecarriedoutTheresultsprovethefeasibilityofitsapplicationinparachute
dynamicmeasurement

Keywords　Parachute;Strain;Flexible;Sensor;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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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伞透气性研究方法及进展浅析

包文龙　贾　贺　高树义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透气性是降落伞研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很大程度上影响降落伞的性能水平,对其进

行深入研究可为降落伞的设计改进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基于降落伞织物透气性和结构透气性从试验法、

理论法到数值模拟方法的研究历程,展现了数值模拟方法在透气性研究领域的巨大应用前景,同时总结

了透气性在影响伞衣稳定性、阻力特性等方面数值模拟研究的最新进展.通过研究发现,综合考虑织物

透气性及结构透气性,以及研究透气性对复杂伞型降落伞气动特性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降落伞;透气性;气动特性;数值模拟

０　引　言

降落伞由于其质量轻、减速稳定效果好,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建设、科学研究、体育运动等诸多领域.

它是航天器安全返回过程中的关键装置,一旦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工作,不仅会造成物毁人亡的悲剧,甚

至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后果.作为一种依靠其结构形状和性能特征来改变载荷体运动状态的

气动减速装置,降落伞一方面可以大幅度降低载荷体的运动速度,保证载荷的着陆安全,另一方面还可

以在物体运动过程中起稳定作用[１],因此,对其气动特性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理论和实践表明,降落

伞气动特性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伞衣外形,而伞衣外形主要与伞衣材料和伞衣结构有关.伞衣材料

决定了伞衣的织物透气性,伞衣结构决定了伞衣的结构透气性,透气性又进而影响阻力特性和稳定性.
一般来说,透气量增大,阻力系数减小,稳定性提高;反之,透气量减小,阻力系数增大,稳定性下降,

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微妙的平衡.
透气性的传统研究方法主要是试验法和理论法.试验法是通过空投、风洞等方式获取试验数据,进

而通过分析数据获得透气性影响的一般规律.１９８８年,CQShen等人利用风洞和船池试验发现,伞衣

的织物透气性对十字形伞的气动特性有着显著的影响.之后依据测试结果,给出了推荐的织物透气量大

小[２].１９９７年,Levin等人利用风洞试验探究十字形降落伞伞衣几何形状变化对其气动特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优化伞衣结构可以提高降落伞的性能[３].２０１６年,Zumwalt等人利用风洞试验,获得了不同织物

透气性条件下环帆伞的部分性能参数,可用于更新降落伞的气动模型[４].试验法虽然相对直观且接近真实

情况,但只能用来验证,无法指导设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理论法是通过建立模型研究透气性,这一

部分主要关注于织物结构.模型公式一般基于某些定律推导得出,同时限于技术水平也有一定简化.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团队开始利用数值模拟技术对降落伞透气性进行研究.经

过近些年来的发展,科研人员所建立的多种伞衣结构、流场、透气性模型已经能够精确地模拟单个降落

伞或群伞拉直、充气、稳降的整个工作过程.本文简要介绍了透气性的研究历程,并重点就利用数值模

拟技术探究透气性对降落伞气动特性影响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

１　织物透气性研究

降落伞伞衣是一种微孔透气材料,由于织物具有柔性易变形、强非线性等特征,目前对柔性织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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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物理参数及透气特性测量还不够系统,理论研究难度较大.织物透气性的大小用织物透气量表示,为

便于使用,通常用其无量纲形式,即有效透气量.一般来说,采用非零透气量织物的降落伞,织物透气

性大小对其气动特性如阻力系数、稳定性、开伞动载和开伞性能有明显影响.当前研究方向可从织物本

身或工作环境 (动压)出发.

１１　结构因素与织物透气性

气体通过织物有两种途径———交织孔隙和纤维间隙,通常以前者为主.织物的结构因素一般包括纱

线密度、纱线捻度、织物厚度、织物面密度、织物组织、经纬密度等.由于受各结构参数之间的非线性

及耦合等多因素影响,结构参数与织物透气性之间的关系很难用传统的数学和力学方法进行描述.１９９６
年,魏兵利用试验数据拟合回归方程的方式发现,织物对气流的阻力中,层流阻力与覆盖系数 (表示织

物中纱线空隙大小的参数)成二次方关系[５].１９９８年,李婕等人运用正交试验法探讨了部分结构参数对

织物透气性的影响,给出了各因素对织物透气性的影响规律[６].２００１年,刘剑宇等人利用实验数据和回

归分析的方法,建立了织物透气性与织物紧密度和纱线线密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方程[７].２００５年,邱茂伟

等人利用哈根 泊肃叶定律,将织物多孔结构模拟为许多毛细管的平行集合体,推导出了降落伞机织物纱

线间孔隙透气量与织物结构参数的关系式[８].２００６年,徐超武等人利用实验数据及最小二乘法,探讨建

立了织物覆盖系数、纱线线密度与织物透气性之间的关系[９].２００６年,Tugrul采用基于达西定律的多孔

体系毛细管模型,用来研究织物参数对透气性的影响.但该方法假定织物的渗透性为固定值,即与某一

稳态情况下相同[１０].２００６年,Verleye等人提出一种利用达西定律,采用有限差分离散求解 Navier
Stokes/Brinkman方程的数值方法,用来计算织物透气性,并讨论了计算Brinkman方程局部渗透系数的

两种不同公式,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１１].２０１１年,赵敏等人利用试验对不同织物结构参数与透

气量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外包捻度和织物紧密是影响单向弹性 (变透气量织物)伞衣织物透气量的主要

参数[１２].２０１６年,宁雷鸣等人提出一种伞衣织物透气性预测算法,该算法忽略了织物内部纱线间的空隙

内壁大小,将织物平铺面积作为特征长度计算式,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较好[１３].２０１８年,代文杰等

人根据贝塞尔和三切线定理,以及部分结构参数构建出织物模型,之后进行数值计算,获得了织物内部

压力和气流速度变化及纱线受力变化,结果虽存在误差,但对指导织物设计仍具有一定意义[１４].织物细

微结构如图１所示.
以上对织物透气性的计算因均基于指定环境及织物的部分结构参数简化,所得结果与工程实际存在

一定误差.

图１　织物的显细微结构

１２　工作环境与织物透气性

随着压差增加,一般织物的透气量都是变化的.当前描述压差与织物透气量的关系主要是幂函数公

式和Ergun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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幂函数公式　λz ＝aΔpb

Ergun公式　Δp＝ avq ＋bv２
q( )e

式中,λz 为织物透气量,a 、b分别为描述织物透气性的粘性系数和惯性系数,可通过试验获得,e为伞衣

厚度,vq 为透过伞衣织物的气流速度,Δp 为伞衣织物的试验压差.
当前大多数学者选择基于Ergun公式建立织物透气性模型,通常称为多孔介质模型.

２００６年,JasonWang等人介绍了包含Ergun公式的透气欧拉 拉格朗日算法,并利用dyna软件对透

气量方程系数进行验证,结果与试验吻合良好.织物材料的仿真模型如图２所示[１５].２００７年,Aquelet
等人利用一种新的欧拉 拉格朗日耦合方法对某伞衣材料进行数值模拟,该耦合基于多孔介质模型计算作

用力[１６].２００９年,贾贺等人利用LS DYNA软件,对JasonWang等人基于Ergun公式给出的利用压差

织物透气量曲线进行双点估计反算得到的透气量方程系数做了进一步计算和验证[１７].２０１０年,尚小娟基

于CFD方法,利用多孔介质模型模拟伞衣透气性,对几种伞型的开伞过程进行数值模拟[１８].２０１１年,

Coquet等人利用LS DYNA软件对无限及有限质量情况下的降落伞充气过程进行数值模拟,指出考虑织

物透气性后的仿真结果会更接近于试验,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计算成本[１９].２０１３年,Tezduyar等人提出

一种织物透气性模型,将通过材料缝隙的动量通量等同于伞衣两侧附近流体的压力差,以此作为边界条

件进行数值计算[２０].２０１３年,Rondeau等人利用试验对非定常压差下的降落伞织物透气性进行研究.结

果发现,非定常压差对织物透气性影响很小,压差增大时,织物透气性略高于定常压差下的透气性[２１].

２０１５年,杨雪等人利用Ergun公式,建立了含织物透气性附加源项影响的新型流场动量控制方程,其中

动量源项用于对多孔区域的各向同性损失进行模拟[２２].２０１８年,代文杰等人利用织物压降与透气性的拟

合函数构建多孔介质模型.经验证该模型符合织物的实际情况,并可以用来研究织物内部的流动特征[２３].

２０２１年,陈晨等人在预设初始投放速度的情况下,基于 ALE方法和Ergun公式建立了C ９伞充气展开

的有限元模型,结果与实验数据相符[２４].
利用压差来间接描述织物透气量,可以避免涉及复杂的结构参数,是当前试验及数值计算研究织物

透气性的主要手段.

图２　织物材料的仿真模型

１３　织物透气性与气动特性

２０１３年,程涵针对不同织物透气性的平面圆形伞开展流固耦合模拟.结果发现,较大的伞衣透气量

可以有效降低过载峰值,但稳降速度较大[２５].２０１３年,Han等人结合多孔介质模型,基于 CFD方法模

拟研究了织物透气性对十字形伞气动特性的影响.发现随着织物透气性的增大,伞衣表面的轴向力减

小[２６].２０１５年,Taguchi等人利用风洞试验研究织物透气性对半球形降落伞阻力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提高织物透气性会减小阻力值的波动,但阻力的均值会减小[２７].２０１５年,马云鹏等人利用CFD方法研究

织物透气性对平面圆形伞气动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织物透气性的提高,阻力系数减小,伞衣内

外压差减小,减弱了分离涡现象,提高了降落伞的稳定性.织物透气量逐渐增大时的伞衣外部流线如图３
所示[２８].２０１７年,赵弘睿等人利用自主开发的软件对某火星用盘缝带伞展开数值仿真研究,织物透气性

采用 Tezduyar模型,分析了伞衣透气性对降落伞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大透气性能够减小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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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震荡,对提高降落伞的稳定性有一定帮助[２９].２０１７年,汪龙芳等人利用多孔介质域控制方程研究伞衣

织物透气性对翼伞气动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透气量增大,翼伞的升力系数减小,阻力系数增大,
气动性能变差[３０].２０１９年,杨雪等人利用CFD方法研究织物透气性对超声速降落伞气动性能的影响.数

值计算结果表明,随着织物透气性的增大,阻力系数的振幅和平均值均减小[３１].
在研究织物透气性对降落伞气动特性影响时,多数研究者选择相对简单的平面圆形伞,缺乏对结构

复杂伞型的研究.但研究成果一方面为后续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同时也证明了织物透气性模型的有效性.

图３　伞衣外部流线图

２　结构透气性研究

相比于织物透气性,由于结构透气性的大小仅取决于伞衣上开孔、缝的数量和大小,即开孔面积,
故研究相对较为容易.研究方法主要为试验和数值模拟.

２００７年,余莉等人利用风洞试验对不同透气量的小型平面圆形伞开伞过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结构透气量越大,降落伞稳定性越好,但充气性能会变差[３２].２００８年,余莉等人针对４种开孔方式不

同,但结构透气面积相同的平面圆形伞进行风洞试验.结果表明,在相同的开孔面积下,开孔周长越

长,实际透气面积越大,内外压差越小,阻力系数越小,同时会产生较大的噪音,但伞衣稳定性能够

提高[３３].２０１０年,Takizawa等人利用FSI方法分析了３种不同环帆伞设计构型的性能.结果表明,移

除靠近伞衣底部的帆能使降落伞的静态稳定性大大提高.３种不同的伞衣设计构型如图４所示[３４].

２０１１年,张宇对４种不同结构形式的盘缝带伞进行高塔投放和低速风洞等初步性能试验.结果发现,
带宽比、透气量大的盘缝带伞稳定性好,但阻力系数较小;而带宽比、透气量小的盘缝带伞阻力系数

大,但稳定性较差[３５].２０１２年,连亮等人利用 CFD方法研究结构参数对盘缝带伞充气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阻力系数随着带宽和缝宽的增加而减小[３６].２０１３年,Dzhalalova利用风洞试验,研究４绳

降落伞结构透气性对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地改变伞衣面上开孔的分布及大小,进而维持４
绳降落伞一定的结构透气量,可以使降落伞在具有足够阻力的同时,也能有良好的稳定性[３７].２０１３
年,吕伯平等人利用 ALE方法对新型圆周缝结构救生伞的充气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圆周缝

会首先在结构透气量小的部位张开[３８].２０１５年,甘小娇在建立环帆伞充满状态下的稳态外形基础上,
对环帆伞的环缝和环帆结构进行调整,总结了结构透气量与环帆伞气动性能之间的关系,拟合了二者

之间的多项式曲线[３９].２０１５年,James等人利用 CFD方法研究结构透气性对 MPCV 飞船主伞静稳定

性和阻力的影响,对不同结构透气性的降落伞进行性能分析,并提出了以最小阻力损失最大化静态稳

定性的设计方案[４０].２０２０年,高畅等人忽略伞衣织物透气性,利用 CFD方法探究了稳降阶段,环片

数量对某环帆伞气动性能的影响[４１].
学者们在探究结构透气性对降落伞气动特性的影响时,由于织物透气量对总透气量的贡献相对较小,

数值计算时通常会忽略织物透气性.这虽降低了计算成本,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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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３种不同的伞衣设计构型

３　综合考虑织物与结构透气性研究

以往出于简化考虑及受计算资源少等影响,许多学者通常基于平面圆形伞等简单伞型进行研究,且

仅考虑伞衣的织物透气性.
近年来随着环帆伞和盘缝带伞等结构透气性复杂的伞型应用需求增大,而降落伞实际气动特性的好

坏又是织物与结构透气性两者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部分学者已逐渐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２００７年,

Tezdular等人将环帆伞伞衣分为１２个不同的同心圆区域,将织物透气性与结构透气性统一,利用局部变

化的织物透气性来模拟整个环帆伞的透气性.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环帆伞这一特殊伞

型所带来的结构透气性问题[４２].２０１１年,张红英等人利用流固耦合方法对平面圆形伞的充气过程进行数

值模拟,过程中采用多孔介质边界条件模拟织物透气性.结果表明,伞衣的结构透气性对流场,特别是

对伞衣外流场会产生显著影响[４３].２０１４年,甘和麟利用 LS DYNA 软件,考虑织物透气性,对某环帆

伞稳态阶段进行研究,并与试验结果对比验证了仿真的正确性[４４].２０１７年,CPAS团队为了解决空投试

验中出现的环帆伞伞衣摆动问题,针对透气性进行风洞测试,其中织物及结构透气性均作为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增大伞衣底边附近透气性的方式可以提高伞衣的静稳定性,但动稳定性几乎没有变化[４５].

２０１９年,贾贺等人将织物透气性等效为有效孔隙率,基于CFD方法分析了开缝位置及孔隙率对超声速环

帆伞气动性能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开缝伞形的阻力性能劣于无缝伞形,但稳定性能高于无缝伞形[４６].

２０２０年,Landman利用统计工程原理评估了用于火星任务的某盘缝带伞和新型超声速环帆伞性能.结果

表明,在由不同马赫数和动压导致织物透气性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新型超声速环帆伞的阻力系数更高[４７].
近年来,已有研究人员在利用数值模拟方法探究透气性对降落伞气动特性影响时加入织物透气性模

型,与结构透气性一并考虑,确保仿真结果更接近于真实情况.但却未能将织物、结构透气性二者深入

联系起来探求对气动特性影响较大的透气性参数.

４　结　论

现阶段,数值模拟技术已作为研究降落伞透气性的一种重要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基于该技术,
国内外降落伞透气性研究也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透气性对气动特性影响研究还不够深入.一方面,出于

简化等考虑,许多学者往往仅考虑伞衣的织物透气性或结构透气性.另一方面,受计算资源少等影响,
他们研究的伞型相对单一,对环帆伞等结构相对复杂的伞型研究较少.对此,透气性研究必然会朝着两

个方向不断完善和发展.一是进一步综合考虑织物透气性和结构透气性的影响,以使仿真性能参数更接

近实际,更准确地获得影响较大的透气性参数.
二是研究透气性对复杂伞型降落伞性能的影响.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渐解除了以往所受计

算资源的限制.从简单伞型到复杂伞型,是研究透气性对降落伞性能影响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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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ResearchMethodsand
ProgressofParachutePermeability

BAO Wen long,JIA He,GAOShu yi
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 Electricity

　　Abstract　Permeabilityisavitalresearchcontentofparachute,whichdeterminestheperformance
levelofparachuteThedeepstudyforitcould betakenintoconsideration duringthedesignand
improvementofparachuteThedevelopmenthistoryofparachutefabricandstructurepermeabilityfrom
experimentalmethods,theoreticalmethodstosimulationmethodswerereviewed,whichshowsthegreat
applicationprospectofsimulationinpermeabilityresearchThelatestprogressinthesimulationresearch
ofthepermeabilityontheinfluenceofthestabilityandresistancecharacteristicsissummarizedConsideringthe

permeabilityoffabricandstructurecomprehensively,studyingtheinfluenceofpermeabilityinthe
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complexparachutedesignsarethedevelopmenttrendofcurrentresearch

Keywords　parachute;permeability;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numerical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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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速飞行条件下不同防热涂层材料抗烧蚀性能研究

郝金波　景　昭　张　喦　石宝丽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

摘　要　采用液氧煤油发动机开展了燃气流烧蚀试验,模拟了试验件表面飞行过程中气动热环境,
通过试验模拟超声速飞行环境条件,考察不同硅橡胶类防热涂层在力、热作用下是否会脱落,研究不同

防热涂层材料抗热气流冲刷及烧蚀特性.
关键词　超声速;防热涂层;烧蚀性能

０　引　言

采用电弧风洞试验[１５]可以对试验件表面超声速流场进行近似模拟,但试验成本较高,采用石英灯加

热试验[６１１]可以对试验件表面温度进行有效模拟,但无法对试验件表面高温气流冲刷状态进行有效模拟.
采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燃气流烧蚀试验,所以有效模拟试验件表面超声速飞行过程中力、热环境,通过试

验模拟舱体飞行环境条件,考察硅橡胶 A 型涂层、硅橡胶Ⅰ型涂层在力、热作用下是否会脱落,考核防

热涂层抗热气流冲刷、抗烧蚀特性.

１　试验方案

开展液氧煤油发动机燃气流条件下不同防热涂层材料平板抗冲刷抗剪切性能对比试验.在合理模拟

防涂层使用环境条件下,考察硅橡胶 A型涂层和硅橡胶Ⅰ型涂层高温高速气流作用下的表面状态.在不

同的试验条件下,对比分析不同防热涂层材料抗冲刷、抗剪切、抗烧蚀特性.
试验所用设备为液氧煤油发动机、温度测量设备和试验工装等.平板试验件尺寸为１２０ mm×

１９０mm,如图１所示.试验件状态见表１.

图１　平板试验件尺寸

６５５



表１　试验件状态

序号 试验件

１ ５mm 硅橡胶 A型＋１２mm 钢

２ ５mm 硅橡胶Ⅰ型＋１２mm 钢

烧蚀试验件安装示意图如图２.不同试验工况冷壁热流密度、恢复焓和速度如表２.试验工况１,试

验件距发动机喷口２９２０mm,燃烧室压力１１MPa,余氧系数０６,试验件倾角８°,试验时间３０s.试

验工况２,试验件距发动机喷口１９００mm,燃烧室压力１１MPa,余氧系数０６,试验件倾角８°,试验时

间３０s.试验工况３,试验件距发动机喷口８００mm,燃烧室压力１１MPa,余氧系数０６,试验件倾角

８°,试验时间８s.

图２　烧蚀试验件安装示意图

表２　试验工况

不同工况 冷壁热流密度/(kW/m２) 恢复焓/(kJ/kg) 速度/(m/s)

工况１ ２８３ １１９５ ５３０

工况２ ５８２ １４２３ ７４０

工况３ ２５００ ５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工况１,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试验前表面状态如图３,硅橡胶 A 型涂层试件试验后表面状态如图４,

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试验后涂层表面有多处微裂纹.

图３　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试验前表面状态

　　　
图４　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试验后表面状态

工况２,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试验前表面状态如图５,硅橡胶 A 型涂层试件试验后表面状态如图６,

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试验后涂层表面多处出现烧蚀剥落现象.

工况３,硅橡胶Ⅰ型涂层试件试验前表面状态如图７,硅橡胶Ⅰ型涂层试件试验后表面状态如图８,硅

橡胶Ⅰ型涂层试件试验后涂层表面多处出现较大裂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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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１试验过程中,采用点温仪对试验件外表面温度进行了测量,硅橡胶 A 型涂层试件表面温度测

量结果如图９.工况１条件下,涂层的外表面最高温度为５９０℃左右.

图５　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试验前表面状态

　　
图６　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试验后表面状态

图７　硅橡胶Ⅰ型涂层试件试验前表面状态

　　　
图８　硅橡胶Ⅰ型涂层试件试验后表面状态

工况２,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表面温度理论计算结果如图１０.工况２条件下,涂层的外表面最高温

度为８２４℃左右.

图９　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表面温度测量结果

　　　
图１０　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表面温度理论计算结果

工况３试验过程中,对试验件外表面温度进行了测量,硅橡胶 A 型涂层试件表面温度测量结果如图

１１.工况３条件下,涂层的外表面最高温度为１９５６℃左右.
工况１条件下,硅橡胶 A型涂层表面温度理论计算与测量结果对比如图１２.工况１条件下,涂层的

外表面最高温度计算偏差为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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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硅橡胶Ⅰ型涂层试件表面温度测量结果

　　 　　
图１２　硅橡胶 A型涂层试件表面温度理论计算与测量结果对比

　　

３　结　论

地面试验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在超声速飞行条件下,硅橡胶Ⅰ型涂层抗冲刷、抗烧蚀能力高于硅橡

胶 A型.选用防热涂层时,需要考虑不同涂层对高温热环境的适应性.硅橡胶 A型涂层理论计算与试验

测量结果变化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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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月球极区着陆的地形相对导航方法

王安然　王　立　李　涛　华宝成　张依诺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月球极区地形复杂,高差较大并且太阳高度角较低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阴影图的快

速地形相对导航方法.首先利用已知的 DEM (DigitalElevationModel)根据地形最大高度角法生成最大

遮挡角度表,然后根据飞行器当前时刻的太阳方位角查表生成对应的阴影图,最后将实时拍摄的图像二

值化后与阴影图进行匹配,得到飞行器相对于着陆点的位置,此种方法计算速度快,能满足导航实时性

的需求.同时此方法在导航过程中设计了初始捕获模式,用以应对导航发散的情况.实验结果表明,本

文导航方法在初始偏差为３km 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精度为５m 的定位结果.
关键词　定点着陆;地形相对导航;阴影图;地形数据;图像匹配

０　引　言

月球南极地区存在持续阳光照射区和永久阴影区,该区域地形复杂,高差较大,因此在对类似月球

南极的区域进行探测的过程中,为实现飞行器的安全着陆,需要更高精度的飞行器导航定位手段.
美国宇航局 (NASA)为实现飞行器受控、精确且安全着陆的目标提出了精确着陆与避障领域

(PL&HADomain)的概念[１３].将导航、制导与控制着陆系统能力发展过程分为控制着陆、精确着陆和

安全着陆三个阶段.精确定点着陆要求探测器着陆精度在预定着陆点１００m 范围内,传统基于地面测控

的航天器导航定位方式在导航精度、实时性、覆盖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受到限制,难以满足精确定点

着陆的需求[４].

基于地形的相对导航定位方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可以直接在线得到飞行器相对于行星表面的位置估

计值,成为各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JPL (JetPropulsionLaboratory)为火星漫游者探测任务研发了基于

光学影像的系统DIMES (DescentImageMotionEstimationSystem)[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实际用于太空

探索的图像匹配导航技术,但是该系统只能提供飞行器的水平速度,不能得到位置信息.在此基础上,

NASA和JPL又合作开发了应用于２０２０年火星计划的 LVS (TheLanderVisionSystem)[６]和适用于

NASA太阳系探测任务的 VISINAV (VisionAidedInertialNavigation)[７],此类系统对拍摄的地形图像

提取 Harris特征点,并以此生成陆标与机上预存的地图进行匹配,获取飞行器的位置.其中LVS在２０２１
年２月１８日着陆的火星探测器毅力号上成功应用,该系统的主要工作在距火星表面４~２km 的过程中,

结果表明LVS将飞行器定位精度从３２km 提升到优于４０m.LVS和 VISINAV 两系统对于纬度较低、
太阳高度角较高,且目标星体纹理较为丰富的情况,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研究人员研发了基于图像渲染的 Retina (Relativeterrainimaging
navigation)[８].APL (TheJohnsHopkinsAppliedPhysicsLaboratory)也设计了 APLNav地形相对导航

系统[９]用于月球极区和小行星的精确着陆.此类系统引入图像渲染过程,可以有效地应对极区光照条件的

影响,但渲染过程计算量较大,很难满足导航实时性的需求且当飞行器初始位置偏差较大时,可能导致

匹配不准确的问题.
本文针对月球极区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一种基于阴影的地形相对导航方法,实现飞行器的定点着陆,

同时引入初始捕获模式,预防导航发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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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算法介绍

１１　地形分析

本文首先对月球极区光照环境进行分析,通过开展长时间极区光照条件模拟,获取月球极区特有的

永久阴影区和持续光照区数据.统计特定地区在不同太阳方位角下的阴影区占比情况,如图１所示.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０到３５０°的太阳方位角上,月球极区的阴影区占比均超过５０％,因此可以推断在极区探

测的过程中,阴影区会对地形相对导航方法造成较大的影响.本文利用极区明暗分布的特点,提出一种

基于阴影的快速地形相对导航方法.

图１　不同太阳方位角的阴影区占比

１２　导航方法设计

基于阴影图的地形相对导航方法示意图如图２所示.首先根据着陆区地形数据生成最大遮挡角度表,
预存在飞行器上;再通过飞行器的实时位置得到此时相机的视场范围和太阳方位角,利用太阳方位角和

最大遮挡角度表可以生成视场范围内的地形对应的阴影图,然后将拍摄图像二值化后得到二值图像,将

两张图像进行匹配,匹配结果输入到初始捕获模式中进行判断.当匹配偏差大于一定限值或相机拍摄图

像少于５帧时仅计算匹配偏差,当导航误差呈现收敛趋势后再开启导航模式,进行位置更新.

图２　导航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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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地形范围选取

由于相机拍摄范围有限,没有必要利用全部DEM 数据生成阴影图像,只需要选取比相机拍摄范围稍

大的区域即可.先根据飞行器的初始位姿对地面成像范围进行估计,然后使用估计区域生成阴影图像.
假设地面局部坐标系是X和Y轴与DEM 图平行,Z轴指向下方的右手坐标系,其原点位于飞行器下

方[９].拍摄图像对应的摄像机的位置由t＝ ０,０,－a[ ] T 给出,其中a 是着陆器的高度估计值.

设相机拍摄的图像τ的四个角点为pτi＝ uτi vτi １[ ]
T,i＝１４,其中uτi

和vτi
为四个角点的图像

坐标值.经过角点的光线可以用式t＋λpτi 表示,其中λ∈ ℝ＋ ,pτi ,i＝１４是由相机光心和角点确定

的单位向量.根据已知的相机内参数和飞行器初始位姿可得到pgi
在地面坐标系的表达,其与地面的交

点为

pgi ＝
a

eT
３pτi

pτi ＋t,　i＝１４ (１)

其中e３＝[０,０,１]T ,pgi
即为相机拍摄的地形图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扩大一定范围即可作为选取的地形

范围.

１４　生成阴影图

在某一时刻对于DEM 上某点M ,利用地形最大高度角法比较M 点的太阳高度角β 和与太阳入射方

位角上的地形最大高度角γ 之间的关系来确定M 点的光照条件[１０１１].当M 点的最大遮挡角度γ 大于此时

的阳光高度角β 时,此点处于阴影区,反之该点则位于可见区.在DEM 基准图确定后可以为地图上每个

点预先制备其最大遮挡角度表,根据此表和实时太阳方位角可以快速生成阴影图,图３为计算 M 点的地

形最大高度角的示意图.生成的阴影图如图４所示.

图３　最大遮挡角示意图

１５　图像匹配与导航

生成的 阴 影 图 像 要 与 二 值 化 后 的 拍 摄 图 像 进 行 匹 配,二 者 之 间 采 用 NCC (NormalizedCross
Correlation)算法进行匹配,通过归一化的相关性度量公式,如式 (２)所示,计算二者之间的匹配程度.
设S 是大小为m×n的阴影图像,T 是大小为M ×N 的二值图,Si,j 是搜索图中的一个子图,其中１≤i
≤m－M ＋１,１≤j≤n－N＋１ (左上角起始位置为 (i,j)),E(S)、E(T)分别表示 (i,j)处S和T
对应的平均值.

R(i,j)＝
∑
M

m＝１
∑
N

n＝１
Si,j(m,n)－E Si,j( )  T(m,n)－E(T)

∑
M

m＝１
∑
N

n＝１
Si,j(m,n)－E Si,j( )[ ] ２∑

M

m＝１
∑
N

n＝１
T(m,n)－E(T)[ ]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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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太阳方位角生成的阴影图 (左０°,右５０°)

得到匹配矩阵R(i,j)的同时,可以得到相关峰值和其３×３邻域范围内一个拟合的双二次曲面,如

式 (３)所示.

fi,j( ) ＝ai２＋bj２＋cij＋di＋ej＋k (３)

通过这个双二次曲面可以得到亚像素的图像匹配位置 ip,jp( ) .

ip ＝(－２bd＋ce)/４ab－c２( )

jp ＝(－２ae＋cd)/４ab－c２( )
(４)

经过图像匹配过程后,得到的相机拍摄图像在阴影图像上的位置可以看作飞行器此刻的真实位置,
根据阴影图像与DEM 之间的关系,即可推断出飞行器此刻的水平位置,再加入激光高度计的测量值,实

现飞行器的导航定位.

２　仿真校验

本文设计模拟闭环降落过程仿真实验,对综合误差源下导航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针对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DEM 数据在算法中有重要应用,因此需要验证地形数据的

误差对导航结果的影响.本文将DEM 误差分为高程误差、水平误差及旋转误差,误差的生成方法见文献

[１２].实验过程中对 DEM 加入１０m 的高程误差,１００m 的横向误差以及０１°的旋转误差,除此之外,
仿真过程中还对飞行器初始横向位置的XY 两个方向各加入３km 误差.

本文对飞行器高度从８km 到２km 的下降过程使用本文导航方法进行全过程的仿真.在模拟降落轨

迹的过程中假设两帧图像之间相机XY 方向移动５００m,Z 向移动１８０m.同时为了模拟闭环过程中的控

制误差,每帧图像对应的相机的真实位置为根据相机导航预测的位置,引导相机位置移动后加入０１倍移

动距离的随机偏差,例如移动横向移动了５００m,则XY 方向各加入５０m 以内的误差作为初始位置误差,
以此作为生成阴影图像时相机位姿的输入.

在预设的误差和飞行器轨迹下,仿真生成飞行器的部分拍摄图像及其二值化后的图像如图５所示.

图５　实时拍摄图像及其二值图 (左:拍摄图,右:二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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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着陆区地形生成的阴影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阴影图

二者的匹配结果如图７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具有较高的匹配峰值,匹配结果较好.

图７　匹配结果

对本文生成阴影图的方法与文献 [９]中生成渲染图的方法的效率进行对比,其中渲染图使用文献

[１３]中的月表反射模型生成.对大小为５km×５km 的DEM,设太阳方位角从０°到３５０°,间隔为１０°分

别生成阴影图像和渲染图像,取平均值作为生成图像的时间.实验平台为联想 ThinkPadX１ (i７处理器,

８g内存),在 Matlab２０２０a环境下运行,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本文使用的方法可以快

速生成匹配图像,生成效率接近渲染图的３０倍,具有更好的实时性.

表１　生成阴影图与渲染图的效率对比

匹配图像 阴影图 渲染图

耗时(s/帧) ００５７１ １７５００

验证了算法的实时性后对算法性能进行验证,首先进行初始捕获,初始捕获的过程如表２所示.

表２　初始捕获的主要流程

　捕获的主要流程:

　a图像导航敏感器拍摄图像,并与 DEM 图生成的阴影图像进行匹配,使用飞行器提供的位置Tpos 作为输入,此时Tpos 距离真实位置的

误差为XY 向各３km;

　b经过匹配后得到导航位置Tpos′;

　c以导航位置Tpos′作为新的输入再次进行匹配导航得到新的导航位置Tpos″;

　dTpos′＝Tpos″,返回步骤c,多次迭代后,误差将逐渐降低,导航位置将不断接近真实位置,当两次导航的位置误差小于２００m 时认为捕

获成功.

如图８所示,真实的星下点位置为图像正中心的 ‘＋’处,飞行器提供的位置距离此处为３km、

３km;根据此位置进行渲染匹配后得到图中１处所示的导航位置,距离真实位置约１km,将此导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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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作为输入进行匹配后得到２处的导航位置,距离真实位置约３００m,经过３~４次迭代后导航位置不

断接近真实位置,误差降低至２００m 下,捕获成功.实验结果表明捕获过程中导航位置依次接近真实位

置,生成阴影图时使用的位置输入和实拍图的位置越来越接近,越有利于图像匹配精度的提升,多次迭

代后可以实现精确匹配和导航.

图８　初始捕获流程中导航位置与真实位置关系

使用本文方法进行导航,得到飞行器的轨迹如图９所示.

图９　仿真实验得到的飞行器轨迹

从图中可以看出相机的初始位置距离预选着陆点的位置为３km、３km,经过初始捕获过程和多次导

航后移动至着陆点正上方,然后开始垂直下降,接近预选着陆点.飞行器下降过程的高度变化如图１０所

示.图１１为全过程的导航误差曲线,图１２为捕获完成后的导航误差曲线.在经过捕获模式后,误差由

１km 快速下降至几十米量级,然后经过多次导航校正后到５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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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飞行器的高度变化

图１１　仿真实验过程中的导航误差

图１２　捕获完成后的导航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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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本文针对月球极区探测的地形相对导航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了在月球极区环境下使用地形相对导航

方法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一种基于阴影图像的地形相对导航方法,该方法具有很高的实时性.为验证算

法性能,本文设计了综合误差源影响下的仿真实验.实验证明在 DEM 高程误差１０m、水平误差１００m、
旋转误差０１°的误差范围内,飞行器能在初始误差３km 的条件下达到５m 左右的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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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rrainRelativeNavigationMethodfor
lunarpolarlanding

WANGAn ran,WANGLi,LITao,HUABao cheng,ZHANGYi nuo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Weproposeaterrainrelativenavigationmethodbasedonshadowimage,whichaddresses
theproblemsofthecomplexterrain,largeheightdifferenceandlowsolaraltitudeduringthelunar

poleFirst,theknownDEM (DigitalElevationModel)isusedtogeneratethemaximumocclusionangle
tableaccordingtotheterrainmaximumelevationanglemethod,andthenthecorrespondingshadowimage
isgeneratedaccordingtothesolarazimuthangleoftheaircraftatthecurrenttimeThenthereal time
capturedimageisbinarizedand matched withtheshadowimageFinally,thepositionoftheaircraft

７６５



relativetothelandingpointcanbegetThismethodhasafastcalculationspeedandcanmeettheneedsof
real timenavigationAtthesametime,themethoddesignstheinitialacquisitionmodeinthenavigation

processtodealwiththesituationofnavigationdivergence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 thatthe

proposedmethodcanobtainapositioningresultwithanaccuracyof５mwhentheinitialdeviationis３km
Keywords 　 Pinpoint landing; Terrain Relative Navigation; Shadow image; Terrain data;

Image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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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技术研究进展浅析

王智超　戈嗣诚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技术是运用空间充气展开结构的设计理念,在满足航天器进入、减速、
下降和着陆过程诸多要求的情况下实现无损着陆的一种关键技术,其研究对提升我国载人深空探测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概况了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技术的发展历程,然后从系统设计、气动特性分析和姿

态控制技术等方面,总结了该技术近年来在新理论、新技术与新方法方面的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并归

纳了该技术在其他领域的新应用,最后根据研究现状对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技术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　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技术;系统设计;气动特性;姿态控制

０　引　言

随着２１世纪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深空探测项目正有计划地开展,再入地球的任务将越来越频

繁和迫切,必须研发适合新形势和新技术要求的进入、减速与着陆 (EDL)技术.NASA等机构从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开始大型超轻型空间结构的研究,在空间结构材料和结构技术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进展,充气

展开空间结构就是其中一类极具应用前景的轻型空间结构.该结构在发射时可以收缩成很小的体积,入

轨后依靠气体压力驱动膨胀展开,形成所需的结构形式.
可展开气动减速与热防护结构技术就是基于空间充气展开结构的设计理念,在满足航天器 EDLA 诸

多要求的情况下降低了结构重量和发射所需体积,简化了回收系统的设计.其工作原理如下:折叠柔性

织物包裹在有效载荷舱外围,形成防热罩;进入大气层前,防热罩充气形成锥形,保护有效载荷舱并进

行气动减速;有效载荷舱在下降过程中根据需要可数次充气以增加阻力面积,最终以安全着陆速度着陆

或溅落海洋中.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可展开气动减速技术示意图

可展开气动减速技术发展历程如图２所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开展附体式充气减速器 (Attached
InflatableDecelerator,AID)项目研究,用于满足航天器再入及火星着陆的探测需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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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当时的任务限制暂时搁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初[１],由于空间站货物返回等需求,可

展开气动减速技术开启新一轮研究,并启动了充气式回收飞行器 (IRV)项目,采用附体式张力锥形构型

方案,并设置了质心调节装置用于控制落点.１９９６年俄罗斯在 “Mars ９６”项目中[１２]验证了充气式再入

减速技术 (IRDT),将防热罩、降落伞和着陆系统组合成一个轻量级的、可重新配置的再入组件[２３].

１９９８年,俄罗斯与德国宇航局合作,再次启动IRDT的验证项目,并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在欧

洲航天局 (ESA)进行了三次试飞试验,为相关研究积攒了大量的数据和经验[３４].２０世纪末,NASA启

动了高超声速气动减速器 (HIAD)项目以应对大质量火星着陆探测任务,之后开发了IRVE,该系统结

构刚度较高,不易发生变形.NASA 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分别进行了IRVE １、IRVE ２和

IRVE ３三次试验,验证了技术可行性[５７].
可展开气动减速技术以其独特的结构特点可降低热流和过载,适应能力强,可用作未来各类载荷或

试验飞行器的再入平台.开展该技术的总体研究和结构设计,对提升我国载人深空探测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

图２　充气展开气动减速技术发展历程

１　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器新技术研究进展

随着空间探测技术的发展和相关项目不断启动,在不同大气特征行星上进入和着陆不同质量及体积

的航天器的问题也日渐受到重视.充气式气动减速器以其折叠压缩率高、质量小、展开面积大、弹道系

数低和产生的气动热较小的优点,而开始被重视和不断开展研究[１].

１１　系统设计技术

NASA于２０１３年前后设计并开发了直径６m 的堆叠充气环气动减速器[８],并进行了风洞试验.对比

了如图３所示的基本结构和三环面结构,试验表明三环面结构能产生更大的阻力,而两种结构在地面实验

中都满足测试目标.该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及地面风洞试验数据支持.

TakahashiY等[９]提出一种结合非对称 HIAD的两级结构设计,用于在火星上大载荷 (１０t)着陆.
对飞船下降过程进行了空气动力学分析以评估整体设计的可行性和性能.BhaskarNU[１０]等人研究设计了

一种附加充气圆球的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器结构,如图４ (a)所示,使用CFD对载荷长度变化和重心位

置的敏感性进行研究,计算了多高度和自由流条件下轴向力系数、法向力系数和俯仰力矩系数随攻角的

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该结构设计在６０°AoA范围内静态稳定.
黄明星等[１１]采用工程算法对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的完全展开半径、半锥角和球锥半径三个参数进行优

化计算,得到了满足设计要求的方案以及该方案的再入过程中的外部热流密度及温度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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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NASA的 HIAD基础构型与三环面构型

图４　 (a)附加充气球的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结构 (b)不同高度减速器俯仰力矩系数随攻角变化

１２　柔性织物折叠技术

柔性织物折叠技术也是柔性气动减速器系统设计中的重要一环.ZhaoXS等人[１２]研究提出一种运动

折叠方法 (MFM),可解决多维折叠模型难以建立的问题.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发现充气形状与设计形状

一致,充气过程稳定规律,以此证明了 MFM 的可靠性、适用性和可行性.该团队[１３]另一项研究提出了

一种为复杂褶皱织物的旋转曲面建模的折叠方法,可用于复杂旋转曲面的多维压缩和正则折叠建模,提

高数值计算的精度和稳定性.如图５所示.

图５　单一充气环的折叠后充气展开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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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柔性热防护系统设计技术

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器的柔性热防护系统 (TPS)研究也备受重视.WangJ等[１４]研究了高超声速气

动力和气动热对充气减速器柔性结构性能的影响,发现返回过程中 TPS应力波动较大,最大应力出现在

柔性结构与钝头接触位置,由于 TPS与充气圈相互作用,TPS层的应力呈现波状分布.

ODriscollD等[１５]根据折纸原理,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防热层结构.发现减少折叠次数以降低堆垛高

度,并使每条折线之间的角度最大化,可以避免不利的气动热力响应.曹旭等[１６]针对柔性热防护系统的

要求,设计多层防热结构的柔性热防护系统,基于热分析的结果研制了三种材料试样,试验表明,所研

制材料能够满足耐温１２００°C、持续时间１００s的要求.
为验证返回工作程序进行飞行试验[１７],结果表明系统结构设计合理,折叠包装效率高,着陆情况满

足预期,计算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符合.通过高焓风洞试验考察气动减速器所采用的 TPS材料的真

实性能[１８],结果表明,如图６所示结构的材料能够承受预期高温环境,整体力学性能稳定,防护性能不

受折叠工艺和缝纫工艺影响.

图６　多层复合隔热毡结构

１４　姿态控制技术

柔性充气结构展开过程不可逆,完全展开后无法再收拢折叠,阻力面积的变化有限且离散,这对其

制导和控制系统的要求更加严苛.目前控制系统应用于柔性可展开气动减速器的唯一例子是IRVE ３,
该飞行器装备质心偏移机构如图７,采用横向质心偏移产生升力矢量[１９].

图７　IRVE ３的姿态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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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L过程中气动加热环境恶劣,大量敏感设备无法工作,只能依靠陀螺和加速度计进行航位推算导

航,影响控制精度,限制了 GN&C技术在柔性展开气动减速器上的应用[２０].DavisJ等人[２１]在研究中表

明,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的制导和控制技术,其算法主要有三种:EDL理论制导、数值预测 校正 (NPC)
制导和解析预测 校正 (APC)制导.

LiJ等人[２２]提出一种运动质量控制方案 (MMC)用于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器姿态控制,利用有效载

荷内质量的运动来调节飞行器姿态.不会产生羽流,且充分利用空气动力,最大限度提高有效载荷承载

能力.LugoRA等人[２３]提出一种将嵌入式大气数据传感系统 (FADS)导出的密度和风速估计与数值预

测校正制导算法 (NPC)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认为 NPC可以利用加速度计数据来纠正实际大气中产生的

偏差,可以全面提高制导性能,且降低弹道不确定性.

２　充气式气动减速器新方法研究进展

许家裕[３]的研究将充气式返回飞行器的静态、模态及瞬态的数值模拟结果与理论值对比,验证了有限

元方法的精确性和现有理论的正确性.吴杰等[２４]提出一种基于飞行轨迹参数的CFD动态边界条件加载方

法,研究发现单独考虑气动力和气动热作用时,结构最大应力升高,增加充气圈数目和减小半锥角的角

度则能够减小结构应力.

BHXA等[２５]研究了高超声速下稀薄气体中运动物体的气动热预测,采用Eu type广义流体力学方程

预测连续介质和稀薄区域的高超声速气动热,对比发现由Eu方程预测的气动加热与DSMC的结果吻合较

好,但低于 N S F结果.N S F在高非平衡条件下 (如稀薄气体条件)的流动物理学方面有局限

性[２６].Tan等[２７]研究了紊流模拟的气动力学方案.在具有有效弛豫时间的广义BGK 方程的基础上,建

立湍流模拟的扩展气体动力学格式.结果表明,扩展后的 GKS具有良好的精度、分辨率和鲁棒性,在不

同尺度的湍流模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王帅等人[２８]针对高超声速再入时的气动热载荷对充气式减速

器柔性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基于松散耦合方法建立了流 固 热耦合模型如图８.研究发现,气动热对结

构的影响远大于气动力,应着重热防护,同时当绝热层导热系数增加时,对柔性结构的变形、应力分布

趋势无影响,但对整体结构的变形程度影响较大.

图８　流 固 热耦合计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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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充气式气动减速器新理论研究进展

３１　设计理论

文献 [２９]对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的适用工况、结构特点以及发展现状进行总结,分析认为相关理论

及方法研究还存在几个难点:

１)伞体充气和动力学的耦合模拟.

２)减速器的动力学试验和计算研究.

３)防热材料粗糙度变化引起的热变化.

JurewiczD等人[３０]研究了堆叠圆环结构的接触.圆环之间形成一个 “平面”,增加了结构对剪切力的

抵抗能力,如图９所示.研究表明,圆环间的大部分压缩力被位于每个圆环面上的 “轴向”增强纤维所吸

收,而空气动力载荷则由圆环间的剪切力承担.

图９　充气环接触挤压形成 “平面”

ValleGD等人[３１]将充气航天器与传统的金属航天器进行了比较,归纳各航天器的子系统集成,总结

出关键区别.

３２　不确定性理论研究

BruneAJ等[３２]对 HIAD的高保真流固耦合模型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发现流场和自由流的不确定性被

认为是引起偏转时表面条件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BruneAJ在文献 [３３]中采用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UQ)评估EDL系统仿真模型的鲁棒性和可靠性.研究发现,气动加热不确定性在柔性热保护系统的设

计中进一步产生影响.

WestTK 等人[３４]研究了航天器EDL系统模型的裕度和不确定度的量化 (QMU),研究将量 QMU
方法细化,通过计算分析和设计,开发出各种行星进入系统和技术的飞行资格和认证的正式方法.Santos
M 等人[３５]研究了一种多保真度建模方法,可以精确有效的预测具有光滑壁和扇形壁的高超声速充气减速

器的湍流对流加热.研究将高保真度模型和低保真度模型结合起来,通过低保真度模型的信息告知高保

真度模型的行为.

３３　气动特性及气动热特性理论研究

近年来,对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器的气动特性及气动热特性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Riabov
VV等人[３６]在风洞试验和高超声速飞行条件下,研究了过渡流区板的非单调升力效应,发现在０７５≥
H/L≥０２５时,稀薄效应对升力的影响显著,并且是板的升力和阻力的非单调依赖性的原因.ChaeJH
等人[３７]对飞行器周围气体流动进行了模拟计算,分析了马赫数、跨转温度、振动温度、化学组分组成等

重要性质.结合研究结果和历史试验数据证明了轴对称流动假设的合理性,发现高温效应会影响飞行器

表面的温度和热流,作为热负荷.GuoJ等[３８]研究了具有波动表面变形的充气前体在连续流和近连续流两

种流态下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结果表明,波动的表面变形引起局部压力波动和局部,克努森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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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宇硕等[３９]研究影响落点精度的因素,分析了单一和组合误差源对落点偏差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

较为显著的不可控环境因素有大气密度和风力风速风向,可控的自身因素包括减速器的气动力系数、再

入点位置和角度偏差.任秋阳等[４０]采用CFD方法对可展开再入飞行器以不同速度和攻角进入火星大气的

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发现在零攻角来流下,气动减速器载荷对称分布,尾迹会有明显收缩.非零攻角情

况下,随着气流攻角增大,减速器刚性头锥处大驻点位置向迎风面的方向移动,尾迹发 生 偏 转.

TakahashiY[４１]研究了可展开再入飞行器在亚音速状态下的姿态气动不稳定性.研究发现,随着 AOA 的

减小,前表面压力对相位延迟的影响显著,而随着 AOA的增大,尾迹压力对相位延迟的影响显著.

４　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技术新应用

近年来,与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相关的新技术也在被不断开发.ChandraA 等[４２]研究提出,充气再入

技术可用于对近地轨道上的废弃人造卫星和太空碎片进行离轨回收.Koryanov等[４３]将该技术应用于低轨

道航天器离轨上,设计了锥形充气结构和带有充气梁的制动装置结构,以避免产生新的空间碎片,如此

可以大大减少被动式弹道型航天器在轨道上的存在时间.
王立武等[４４]提出了一种低轨废弃目标的捕获与回收方案.该研究采用空间绳网捕获废弃目标,然后

通过充气式增阻离轨方式被动离轨,最后通过堆叠圆环型气动减速器再入和着陆.

５　总结及展望

近年来,对于CFD和FSI对减速器气动特性的研究,以及在高超声速情况下对气动减速器 TPS层的

材料特性和热力学性能的研究方面较受重视.对分析模型和进入过程轨迹预测的不确定性分析,对 TPS
层折叠方式的仿真方法以及对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的新兴应用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

针对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的系统构型及气动外形设计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可用作比较研究的结构

较少,设计体系有待更加成熟化发展,因此在结构设计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潜在研究价值.对于传统 EDL
控制技术发展较为成熟.而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由于在完全展开后无法收缩折叠,因此阻力面积的变化是

有限的,这对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的制导和控制系统要求更加严苛,因此对减速器的姿态稳定控制研究

较少.
目前,充气展开式气动减速器过程中的气动稳定性研究尚存不足.气动减速器的系统构型和气动外

形设计技术、气动特性仿真技术和控制技术的不断研究和发展,将有望解决 EDL过程气动不稳的问题,
这对于我国航天器回收及着陆技术的发展以及载人深空探测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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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ResearchProgressofInflatable
ReentryDecelerationTechnology(IRDT)

WANGZhi chao,GESi cheng
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 Electricity

　　Abstract　Inflatablereentrydecelerationtechnology(IRDT)isakeytechnologytorealizenondestructive
landingontheconditionofsatisfyingmanyrequirementsofentry,descent,andlandingofspacecraftby
usingthedesignconceptofspaceinflatableexpansionstructureTheresearchonitisofgreatimportance
forChinatoimprovethelevelofmanneddeepspaceexplorationInthispaper,thedevelopmenthistoryof
IRDTissummarized,andthenthedevelopmentstatusandachievementsofthetechnologyinnew
theories,newtechnologies,andnew methodsaresummarizedfrom theaspectsofsystem design,

aerodynamicanalysis,andattitudecontroltechnologyAndthenewapplicationsofIRDTinotherfields
aresummarizedFinally,thedevelopmentofIRDTisprospectedaccordingtotheresearch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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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技术在光学遥感器真空热试验
定温边界模拟中的应用

李晓春　藏　磊　刘宝瑞　李小科　施建昆　常　鑫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光学遥感器热试验是用以验证光学遥感器热设计的有效性,考核热设计对飞行热环境的适

应能力并验证光学遥感器仪器设备的工作状态及各分系统之间的匹配性.光学遥感器对温度极度敏感.
在定温边界模拟设计中,与产品不接触的部分,温度波动对产品影响不大,所以设计及计算方法相对简

单,但是与产品接触的安装面的温度场对产品有直接影响,对安装面定温边界的模拟要求是准确性、均

匀性、高控温精度和较高的升降温速率.本文以某光学遥感器真空热试验鉴定产品和正样产品两次试验

定温边界模拟设计为例,首次提出使用热管技术,提高光学遥感器定温边界模拟均匀性和控制精度,提

高升降温速率,缩短工况建立时间,提高效率的设计方法,对定温边界加装热管和不加装热管的设计方

法进行仿真分析、对比,并通过试验数据验证,得出使用热管的定温边界模拟优化设计方法.
关键词　光学遥感器;热试验 ;热管;定温边界;优化设计方法

０　前　言

光学遥感器热试验是光学遥感器研制过程中重要环节之一.航天光学遥感器热环境分为两种状态:
一是遥感器位于光学遥感器舱外,直接面对外界空间环境;二是位于光学遥感器的密封舱内.对位于卫

星/飞船舱内 (或部分位于卫星/飞船舱内)的光学遥感器,其表面或部分表面受到飞船附加舱壁的遮挡,
因此可以用定温边界条件为基础的光学遥感器热环境模拟方法来完成光学遥感器热试验.

光学遥感器热试验定温边界的模拟需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定温边界温度均匀性良好,均匀性

将影响模拟外热流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对验证光学遥感器热控设计合理性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是定

温边界设计需要留有设计裕度,也就是应对试验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引起定温边界控温策略执行状

态不理想的应急处置;三是升降温速度应合理.本文介绍了光学遥感器温度边界的模拟方法,并着重提

出了应用热管技术提高光学遥感器温度边界模拟均匀性、控制精度、升降温速率的设计方法.

１　定温边界模拟原理及设计方法

１１　定温边界模拟原理

对于部分位于航天器舱内的光学遥感器,其表面或部分表面受到飞船附加舱壁的遮挡,热交换的主

要对象是附加舱段,只有少部分外露表面才受到空间外热流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采用外热流

模拟方法时,对真空特别是低温热沉模拟的要求比较严格,对模拟设备的要求很高,因此提出一种定温

边界的热环境模拟方法.定温边界的热环境模拟方法的优点: (１)以温度为边界条件,不必对空间外热

流特别是太阳辐射进行模拟,使得复杂程度大大简化,降低了难度,节约了大量资金; (２)放宽对空间

低温热沉的模拟精度要求,为试验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下面就以具体光学遥感器真空热试验为例,详细

介绍光学遥感器定温边界的热环境模拟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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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定温边界模拟设计思路

通常光学遥感器真空热试验温度边界为多面体,温度边界与产品接触安装的部分为安装面,其余面

与参试产品不接触,非接触面一般采用３mm 厚的铝板,外边面粘贴聚酰亚胺薄膜电加热器.聚酰亚胺薄

膜电加热器采取相应热控措施,以保证实现真空热试验不同工况的温度要求.对参试产品的温度水平有

较大影响的为安装面,为了确保真空热试验的有效性,安装面的产品安装机械接口以及安装热边界条件

与产品真实状态严格保持一致,而光学遥感器对温度极度敏感,定温边界模拟的准确性、均匀性、控制

精度,直接影响试验的有效性.在定温边界模拟设计中,与产品不接触的部分,其机械安装方式及温度

场状态比较简单,并且其温度小幅波动对产品温度水平影响不大,所以设计及计算方法相对简单.但是

与产品接触的安装面则不然,由于安装面需要安装产品,安装面的温度场对产品有直接影响,对安装面

温度边界模拟要求是准确性、均匀性、高控温精度和较好的升降温速率,而由于安装面机械安装接口的

复杂性,温度的传导方式有传导换热和辐射换热两种方式,所以为定温边界模拟设计带来一定难度.另

外,由于在真空热试验过程中光学遥感器要在标准工况已建立的情况下进行光学性能测试,参试产品在

加电模式下必然会产生热量,这就势必会引起安装温度边界温度的波动,波动幅度与产生的热量有关,
这样就会导致安装温度边界控温精度下降,甚至不满足试验工况要求,因此,考虑使用热管技术,提高

光学遥感器温度边界模拟均匀性和控制精度,提高升降温速率,缩短工况建立时间,提高效率.下面就

以某光学遥感器真空热试验鉴定和正样两次试验定温边界模拟设计为例,对定温边界不同的设计方法进

行分析对比、试验验证,得出定温边界优化设计方法,

１３　热管工作原理及优势

作为航空航天设备的核心热控技术,热管 (HeatPipe)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宇航、军工等行业.典型

的热管由管壳、吸液芯和端盖组成,将管内抽成负压后充以适量的工作液体,使紧贴管内壁的吸液芯毛

细多孔材料中充满液体后加以密封.管的一端为蒸发段,另一端为冷凝段;热管的工作原理为利用循环

工质的气液相变形成的重力循环传递热量,通过特殊的管路连接,将蒸发段和冷凝段分离开来,即蒸发

段为吸热端,冷凝段为放热端.循环工质在蒸发段吸热、蒸发,变为气态,经过蒸气上升管流入冷凝段,
并在冷凝段冷凝,变为液态,再通过导液管回到蒸发段继续吸热、蒸发,完成一个热力循环.通俗一点

讲,就像地面的水受阳光照射,因吸热而蒸发为水蒸气,当水蒸气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遇到冷空气时又

凝结成水,如此循环.此过程不需要使用任何能耗,这是一种典型的逆流换热方式,也是公认的最佳换

热方式,其换热效率是目前已知任何其他方式的几百倍.热管是依靠自身内工作液体相变实现传热的传

热元件,具有以下基本特性:
(１)很高的导热性

热管内主要靠工作液体的汽、液相变传热,热阻很小,因此具有很高的导热能力.
(２)优良的等温性

热管内腔的蒸汽处于饱和状态,饱和蒸汽的压力决定于饱和温度,饱和蒸汽从蒸发段流向冷凝段所

产生的压降很小.根据热力学中的方程式可知,温降亦很小,因而热管具有优良的等温性.
(３)热流密度可变性

热管可以独立改变蒸发段或冷却段的加热面积,即以较小的加热面积输入热量,而以较大的冷却面

积输出热量,或者热管可以较大的传热面积输入热量,而以较小的冷却面积输出热量,这样就可以改变

热流密度,解决一些其他方法难以解决的传热难题.
(４)热流方向的可逆性

一根水平放置的有芯热管,由于其内循环动力是毛细力,因此任意一端受热就可作为蒸发段,而另

一端向外散热就成为冷凝段.除了具有传热功率大、传输距离远等特点外,还适合应用于被动热控制,
同时具备实现主动控温的能力.

９７５



１４　定温边界模拟设计方法

１４１　定温边界模拟设计具体方案
为了近似等效模拟光学遥感器的热边界,通常采用与产品外形最大包络形状近似的几何体作为其温

度模拟边界,并根据产品热设计参数和工程实现工艺方法综合考虑,温度边界模拟装置首先要考虑产品

热设计要求,必须满足热设计技术指标要求.某光学遥感器真空热试验定温边界模拟装置为六面体结构,
简称温控舱.在鉴定级试验时,定温边界设计中与产品无接触部分采用３mm 厚的铝板,外边面粘贴聚酰

亚胺薄膜电加热器,内表面依据与实际安装边界的内表热控状态保持一致,聚酰亚胺薄膜电加热器根据

热计算结果划分成若干加热回路,热试验过程中根据试验工况要求进行控温,控温结果满足试验要求.
但发现与产品接触的安装面控温效果不太好,表现为产品加电测试时温度波动较大,且超出控温目标温

度要求.在正样真空热试验定温边界模拟设计时,与产品无接触部分设计保持不变,与产品接触的安装

面采取粘贴聚酰亚胺薄膜电加热器,在产品安装点区域加装两根热管,热管延伸至温控舱,为提高控温

精度,利用热管的热流密度可变性特性,在热管的温控舱以外部分安装散热面,此设计方法的目的是利

用热管良好的导热性,改变产品安装面热传导方式,因为真空热试验的试验环境为低温 (１００K)、真空

(１×１０－３Pa),对流传热方式可以忽略,真空容器内除采取主动温控的产品和设备,均为低温状态.为了

避免漏热,安装面与安装支架间的安装采用隔热安装方式,产品安装面与试验支架间没有热传导途径,
所以安装面的热传导方式只有辐射.加装热管后,产品安装面热传导方式改变为传导散热和辐射散热两

种途径,利用热管良好的导热性,提高安装面温度模拟边界温度,控制精度,避免由于温度迟滞性导致

的温度超差,尤其是在试验过程中产品加电测试期间.利用热管优良的等温性,保证安装面温度水平的

稳定性.此外,热管热流方向的可逆性特点,为安装面温度模拟边界提供了主动控温方式,提高了定温

边界模拟设计裕度,为试验的安全性提供了保障.综上所述,在某型号正样真空热试验定温边界模拟设

计中,应用热管技术,利用热管优良的特性,优化设计,提高定温边界模拟的均匀性、控温精度和控温

效率.图１为某型号正样真空热试验状态示意图 (热管在温控舱安装面内).图２为某型号鉴定产品真空

热试验状态示意图.其鉴定产品试验状态与正样参试产品试验工装基本一致,但没有热管和热管辐射器.

图１　某型号正样真空热试验状态示意图 图２　某型号鉴定产品真空热试验状态示意图

１４２　热管及热管辐射器安装方式
依据热管及热管辐射器参数计算结果,安装两根外贴式热管,分别安装在四个产品安装点之间,产

品安装在安装面＋Z 侧,热管安装在安装面－Z 侧,热管辐射器安装在热管温控舱外一端,热管与安装

面和热管辐射器安装面应有良好的热接触;安装过程中,外贴热管的管体温度不应超过６０℃,热管与安

装界面间导热填料厚度一般不大于０２mm.具体安装状态见图３、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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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Z (产品安装面)热管安装状态

　　
图４　－Z (热管安装面)热管安装状态

２　设计参数计算

产品通过铝板向空间中辐射热量.热传导控制方程为

Ət
Əτ＝a(Ə

２t
Əx２ ＋

Ə２t
Əy２ ＋

Ə２t
Əz２

)＋
Φ


ρc

其中a＝λ/ρc为热扩散率;Φ


为单位时间单位体积中内热源;ρ为微元体的密度.
当温度稳定时,生成的热量应等于散失的热量,即Qin＝Qout ,此时散失的热量全部辐射出去,输出

热流为

Qout＝AσT４

其中A 为有效辐射面积;σ为斯特潘 玻尔兹曼常量;T 为热力学温度.
根据以下公式进行安装面、与产品非接触温控舱各舱板的基本功耗计算

W ＝εσSΔT４

式中　W ———加热回路的加热功耗,单位为 W;

ε———表面发射率;

σ———玻尔兹曼常数;

ΔT ———控温小舱内外温度差,单位为 K;

S ———加热面积,单位为 m２.
通常实际设计功率为计算功率的１３０％~１５０％.
控温舱是通过在各舱板表面粘贴薄膜式电加热器,组成控温加热回路,再通过控温系统对其进行温

控来实现对控温舱的温度控制,从而满足热试验边界要求.为保证定温边界的温度均匀性,薄膜式电加

热器设计原则是在满足电加热器覆盖率８０％以上,根据这一原则,综合考虑薄膜式电加热器额定功率和

加热回路的总电阻值进行电加热器设计.

３　定温边界模拟设计仿真计算

由于定温边界即温控舱中与产品非接触面的热设计及结构设计相对简单,所以不做仿真分析,本文

只对与产品接触的安装面仿真计算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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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仿真建模

３１１　基于 Ansys的结构建模、热仿真

Ansys作为针对系统级热仿真的软件,用PRO/E建立完三维模型后,使用 Mesh生成非结构化网格,
通过局部加密网格得到关键区域的准确温度分布,精确得到与模型本身几何相贴体的网格.通过边界条

件,求解参数设置,用Steady StateThermal进行求解计算,得到精度较高的计算结果,计算结果输出

到CFD Post可显示等值云图、矢量、迹线等.

３１２　模型分析

在不同温度的两个物体之间,由于具有温度差就一定会发生传热现象.我们把不同类型的传热过程

称为传热模式.物体的传热过程分为三种模式,即热辐射、热传导、热对流.由于在高真空条件下,空

气极为稀薄,互相不接触的两个物体之间主要的传热方式为热辐射,因此我们的产品在真空设备中主要

存在两种传热方式,第一种是产品、热管、热管辐射器以及热沉之间进行的热传导,第二种是热沉冷背

景与热管辐射器、产品和支架之间进行的热辐射.
本次试验热管辐射器与热管之间导热安装,热管与产品安装面之间进行导热安装,安装面与产品进

行导热安装.热管辐射器与热沉之间进行辐射传热,安装面与热沉间进行辐射传热.

３２　热仿真边界条件设置

根据试验与产品真实状态的情况,边界条件设置如下:

１)热沉表面温度１００K.

２)产品安装面表面发射率０８５.

３)热管辐射器温度－２５℃.

４)热管辐射器朝热沉侧表面发射率０８５.

５)热管等效导热系数１０００.

６)产品工作时功率１００W.

７)产品安装面加载功率３２０W.

３３　仿真计算结果及分析

某型号产品鉴定级真空热试验中,安装面设计状态为依据热设计计算结果,采用聚酰亚胺加热片构

成的加热回路进行温度控制,不加装热管.正样真空热试验中安装面加热回路设计与鉴定级热试验完全

相同,不同之处是加装了两根热管,下面对这两种设计状态以及试验过程中参试产品加电测试阶段,安

装面温度场情况进行仿真计算、分析对比.

３３１　安装面未安装热管设计状态

以某型号产品鉴定级真空热试验－１０℃工况为例,进行仿真计算.参试产品安装面与支架间添加隔

热垫块、隔热衬套,支架包覆２０单元多层隔热组件,安装面喷涂发射率为０８５的黑漆.
(１)安装面未安装热管、参试产品不加电状态

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安装面无热管、参试产品不加电状态下,控温加热回路的控温效果比较理想,
控温精度优于±２℃,温度均匀性良好,优于±２℃.见图５.

(２)安装面未安装热管、参试产品加电状态

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安装面无热管、参试产品加电状态下,安装面温度发生明显变化,产品加电测

试会产生约１００W 的热量,从图６中可以看出,安装面与产品接触区域温度场出现不均匀现象,温度均

匀性也随之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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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安装面无热管、参试产品不加电状态

图６　安装面无热管、参试产品加电状态

３３２　安装面安装热管设计状态

以某型号产品正样产品真空热试验－１０℃工况为例,进行仿真计算.参试产品安装面安装两根热管,
其他热设计、结构设计与鉴定产品热试验相同,即支架间添加隔热垫块、隔热衬套,支架包覆２０单元多

层隔热组件,安装面喷涂发射率为０８５的黑漆.
(１)安装面安装热管设计状态 (参试产品不测试)
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安装面安装热管、参试产品不加电状态下,热管辐射器温度控制目标值为

－２０℃,安装面控温加热回路的控温效果比较理想,控温精度优于±１ ℃,温度均匀性良好,优于

±１℃.与不加装热管情况没有太大的差异.见图７.
(２)安装面安装热管设计状态 (参试产品测试加电)
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安装面安装热管、参试产品加电状态下,产品加电测试产生约３０W 的热量,热

管辐射器温度控制目标值为－１０℃,从图８中可以看出,安装面与产品接触区域温度场只出现微小变化,
温度均匀性虽然有变化,但是变化不大,控温精度优于±１℃,温度均匀性良好,优于±１℃.控温效果

明显优于无热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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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安装面安装热管设计状态 (参试产品不测试)

图８　安装面安装热管设计状态 (参试产品测试)

４　试验校验

某型号产品鉴定级、正样真空热试验中作为定温边界重要组成部分安装面对试验定温边界温度控制

品质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试验的有效性.参试产品与安装面接触部分即安装点温度是温度控制

的重要参数,同时也是试验工况定温边界温度控制状态的判定依据.因此,在安装面的四个安装区域的

几何中心位置分别安装４个铜 康铜热电偶,作为温度控制参考温度点,具体安装状态见图９.
下面分别对两次试验产品安装面温度在安装热管和不安装热管状态下,参试产品加点测试和不加电

测试情况下,安装面温度场状态进行分析对比.

４１　参试产品不加电测试状态

下面是参试产品不加电测试状态,在安装面有、无热管的情况下,４个参试产品安装点试验温度数据

曲线.正样产品热试验为有热管参试产品安装点温度数据曲线,鉴定产品热试验为无热管的参试产品安

装点温度数据曲线.鉴定级试验安装面温度控制目标值为１８ ℃,正样热试验安装面温度控制目标值为

２５℃,工况建立的起始温度均为－１０℃.曲线坐标时间轴０点为试验工况开始时间起点.温度数据曲线

见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图１３,温度曲线选取的试验阶段为:鉴定级试验安装面温度从－１０℃开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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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安装面温度控制热电偶安装状态

装面控温加热回路将底板温度控制到１８℃,并保持至平衡状态,即连续４个试验周期,温度波动小于１℃.
正样热试验与鉴定级试验实验过程一致,区别是安装面温度控制目标值为２５℃.两次试验温度采样点均为

参试产品在安装面上的４个安装点上的热电偶温度测量值.这４个点的温度与产品温度密切相关.

图１０　参试产品不加电测试状态,安装点１温度曲线

图１１　参试产品不加电测试状态,安装点２温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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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参试产品不加电测试状态,安装点３温度曲线

图１３　参试产品不加电测试状态,安装点４温度曲线

从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图１３温度曲线中可以看出,从试验工况转换开始,控温加热回路开始工作,
安装面温度边界温度开始升高,并逐渐达到控温目标温度.当定温边界温度达到目标温度后,控温加热

回路将温度控制在试验要求的控温精度范围内.从安装面上产品安装点温度曲线可以看出,安装面没有

安装热管时,温度上升缓慢,曲线斜率较小,定温边界温度达到目标温度用时较长,约为１７５min,４个

安装点情况差别不大,并从曲线可明显看出,到达目标温度后,温度稳定性不好,温度波动幅度为

±３℃.安装面安装热管后,温度上升速率变大,曲线斜率较大,定温边界温度达到目标温度用时显著缩

短,约为１００min,４个安装点情况差别不大,并从曲线可明显看出,到达目标温度后,温度稳定性良好,
温度波动幅度为±０５℃.由此可见,使用热管后,作为重要温度边界的产品安装面的升降温速率加快,
控温精度有显著提高,该效果对于热试验的意义在于使用热管能够有效提高温度边界控温品质,缩短工

况周期,提高试验效率.

４２　安装面安装热管、参试产品加电状态

在真空热试验过程中,为了考核产品在设计工况下的性能,参试产品在试验过程中需要对其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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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产品加电后会产生热量,虽然产品安装点与安装地底板之间采取了隔热措施,但由于参试产品产

生的热量较大,为１００W,试验数据显示产品安装面温度边界的温度水平仍然会产生突变,导致温度边界

温度均匀性被破坏,与产品不加电时温度场状态有较大差异,其原因是因为温度边界的热设计要兼顾试

验高温工况和低温工况,所以其散热能力不足以应对瞬间产生的热量变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次在

真空热试验中采用热管技术,试验数据显示,取得了理想的控温效果.图１４、图１５为参试产品在安装面

上的４个安装点上的热电偶温度测量曲线,为了说明问题,截取参试产品加电测试阶段,安装面上的４个

安装点上温度曲线,该工况温度边界控温目标温度为－１０℃.图１４为未安装热管状态,图１５为安装热

管状态.

图１４　参试产品加电测试、无热管状态安装点温度曲线

图１５　参试产品加电测试、有热管状态安装点温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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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４曲线可以看出,无热管状态下,产品加电测试时,安装面上４个安装点温度明显升高,控

温回路执行温度控制功能,但控温效果不理想,４个安装点温度波动很大,最高温度为－８５℃,不满

足±１℃ 的试验要求.有热管状态情况有所不同,从图１５中可以看出,参试产品加电测试时,温度略

有升高,热管能够将参试产品加电测试产生的热量很快传导到辐射屏,辐射屏采取相应温控措施,使

得安装面的温度被良好的控制在１０±１ ℃以内,随着时间推移,温度波动幅度越来越小,安装面的温

度被控制在 (１０±０５)℃以内.由此可见,产品安装面安装热管后效果非常明显,显著改善控温

品质.

５　结　论

本文首次对热管技术在航天光学遥感器热环境模拟试验中的定温边界模拟中的应用进行仿真分析和

试验对比论证,得出了应用热管技术的定温边界模拟设计方法,即在温度场不均匀区域加装热管和辐射

屏,在热试验过程中对辐射屏采取控温,并合理调整其控温阈值.该方法显著提高定温边界温度控制精

度及均匀性,特别是能够有效提高定温边界抵抗附加热环境干扰的能力,以及缩短试验工况平衡时间,
提高试验效率,进而有效降低热试验本.因此,将热管技术应用于光学遥感器热环境模拟试验定温边界

模拟,不仅能提高定温边界温度控制技术水平,还能提高航天光学遥感器热试验经济效益.该方法已应

用在实际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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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useofheatpipesinoptimizingtheborder
temperaturesimulationinthethermalvacuum

testofopticalremotesensors
LIXiao chun,ZANGLei,LIUBao rui,LIXiao ke,SHIJian kun,CHANGXin

　　Abstract　Thethermaltestfortheopticalremotesensorisaimedatvalidatingtheeffectivenessofthe
thermaldesignbyexaminingthesensorsadaptabilitytothein orbitthermalenvironment,aswellasthe
workingstatesoftheinteriorinstrumentsandthematchingamongvarioussubsystemsWithaviewthat
theopticalremotesensorisextremelysensitivetothetemperaturechanges,itisrequiredthatthe
simulationofthetemperaturefieldontheinstallationinterfaceshouldbeconsistentwiththeactualin
flightconditionwithanuniformdistribution,ahighprecisionofthecontrolledtemperature,andahigher
rateoftemperaturerise &fallIndesigningthesimulationofbordertemperatureoftheidentification

productandtheauthenticproductoftheopticalsensorinthecorrespondingthermalvacuumtest,we

proposedtheuseofheatpipestoincreasethesimulationuniformityandthetemperaturecontrol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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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anincreasedrateofthetemperatureriseandfall,resultinginareducedtimeforsettingtheworking
conditionsComparisonhasbeenmadeanalyticallybetweentwodesignapproacheswithandwithoutthe
useofheatpipes,respectivelyTheoptimizedparametersforthedesignofbordertemperaturewithheat

pipesareobtainedthroughvalidatedtestdata
Keywords　Opticalremotesensors;thermaltest;heatpipes;bordertemperatures;optimized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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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航天领域的高性能纤维绳缆研究

贾华明１,２　王立武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摘　要　本文简介了高性能纤维绳缆在航天领域的应用情况.按照原材料的发展,对纤维绳缆的四

个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目前高性能绳缆使用的对位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PBO 纤维进行了

介绍,比较了这几种高性能纤维的综合性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进行结构分析,并阐述了强度机理,
最后对未来高性能纤维绳缆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高性能;纤维;绳缆;对位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PBO 纤维;碳纳米管纤维

０　引　言

北京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４时５５分,美国 NASA的 “毅力号”(Perseverance)探测器成功登陆火

星.毅力号火星车和一辆小轿车差不多,长３m,宽２７m,高２２m,质量约为１t,是人类目前研发的

最重的火星探测器.与我国 “天问一号”采用的火箭反推的降落方式不同,毅力号采用了一种叫做 “空
中吊车”(skycrane)的技术,其着陆器分为两部分:上面是一个拥有８个反推火箭的空中吊车,下面悬

挂着毅力号火星车.当着陆器进入火星大气,在防热罩和降落伞的作用下持续减速,在着陆火星的最后

阶段,空中吊车启动发动机,进一步降低速度.在距离火星表面一定距离时,空中吊车释放火星车,并

用３根高性能纤维绳缆和一根线缆与火星车相连.当火星车接触到地面后,空中吊车完成使命,切断绳缆

和线缆,独自飞走[１].３根轻质、高强、高可靠的绳缆,对于火星车的安全着陆至关重要.见图１.

图１　 “毅力号”使用绳缆着陆火星

１　高性能纤维绳缆在航天领域的应用情况

高性能纤维绳缆作为替代钢丝绳的轻质柔性材料在航天领域有着广泛的用途,气动减速降落伞的伞

绳、连接绳;航天器结构机构中的柔性太阳翼基板绷弦,机构传动绳、压紧绳、连动绳;空间可展开天

线张力索等航天器产品中大量采用了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Vectran、聚酰亚胺等高强度高模量的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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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性能纤维绳缆[２３].见图２.

图２　航天器机构传动绳和压紧绳

电动力系绳系统 (Electro dynamicTethersystem,EDT)作为空间碎片清理的一种技术途径,通

过嵌入导电材料的纤维绳缆,以一定的速度在低地球轨道切割地球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使用等离子

接触器与电离层形成闭合回路产生电流,该电流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动力,将电动力系绳系统加

载于空间碎片,且令系统电动力与碎片运动方向相反,可使碎片减速降轨直至最后进入大气层烧毁.对

于轨道高度１０００km、质量１０００kg的失效航天器,几周内就可以完成离轨,且系绳系统的质量仅占航

天器总质量的１％.选择系绳材料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几方面[４６]:

１)强度和重量之比.

２)极限强度.

３)高低温适应性.

４)抗原子氧侵蚀的能力.

５)抗紫外线辐射的能力.

６)吸湿特性,是否会因为环境湿度的变化而引起系绳机构受损.见图３.

图３　系绳结构

２　纤维绳缆的发展历程

按照原材料的发展,绳缆经历了四个阶段[７].第一阶段,绳缆的主要原材料为天然纤维,比如棉、

麻、剑麻,以及天然材料,比如动物皮革.

至１８３４年,德国发明了钢丝绳缆,逐步取代天然纤维,开启了第二代绳缆的局面.

１９３０年,随着化学合成高分子材料锦纶的诞生,促进了第三代绳缆的发展,与后续相继合成的聚乙

烯纤维、聚丙烯纤维,尤其是聚酯 (涤纶)纤维一起,化学合成纤维材料开始重新占据绳缆材料的主要

地位.相比较钢丝绳,柔性纤维绳的主要优势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比强度 (最大承载应力/线密度)优势明显.

２)耐冲击性能优异,这是因为化学纤维的延伸率是钢丝的几十倍.

３)相比较钢丝绳不易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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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合成纤维绳的耐疲劳性能优于钢丝绳.

５)合成纤维绳便于操作.
柔性纤维绳相比钢丝绳的主要劣势也很明显,那就是蠕变、应力松弛问题.蠕变和应力松弛的本质

机理是相同的,这都是由于合成高分子材料的粘弹特性造成的.

１９７０年后,随着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PBO等高性能纤维的工业化,进入了合成纤维绳缆发展

的又一个新时代,即第四代高性能纤维绳缆.化学合成纤维第一次在强度 (最大承载应力/单位截面)上

超过了钢丝,由于密度只有钢的几分之一,因此高性能纤维绳缆的比强度 (最大承载应力/线密度)超出

了钢丝一个数量级以上.纤维绳缆的力学性能在相同尺寸 (直径)和相同质量 (线密度)两个衡量指标

上都超过了钢丝绳,这使得绳缆的力学性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主要绳缆材料的强度和比强度对比,见

图４.

图４　几种主要绳缆材料的强度和比强度对比

３　高性能绳缆纤维材料

对位芳纶在国内一般称为芳纶１４１４,是一种低密度 (密度为１４４g/cm３,碳纤维１７６g/cm３)、高

强度 (比强度为钢丝７倍)、高模量、耐高温的高性能纤维.对位芳纶的生产商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

欧洲,其中最著名的 Kevlar是美国杜邦公司的注册商标名、荷兰阿克苏诺贝尔公司的 Twaron纤维、日

本帝人公司的 Technora纤维.目前国内对位芳纶纤维性能水平达到了美国杜邦 Kevlar２９ (基本型)水

平,更高性能的纤维品种对比国外尚有差距.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UHMWPE)是另一种高强、高模量纤维,具有优异的抗冲击性、耐化学腐蚀等

性能,它的密度仅为０９７g/cm３,可以漂浮在水面上,所以比强度是芳纶纤维的约两倍,在同等载荷下,
如果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代替芳纶,重量则比芳纶减少３０℅,但是其抗蠕变性能和耐温性能远低于芳纶

纤维.这也是限制其扩大应用领域主要的原因[８].荷兰 DSM 公司在１９９０年最早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商

标名为Dyneema.随后美国 Honeywell公司以Spectra商标名也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国内在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纤维领域,形成了相当的生产规模,但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与国外有差距.

PBO纤维具有比芳纶更高的比强度、比模量和耐高温等一系列优异性能,因而自开始问世即被视为

航空航天先进材料的新一代超级纤维,被誉为当今世界高性能纤维之王.日本东洋纺 (Toyobo)公司的

商品名 “Zylon”的PBO纤维是世界上唯一商品化的PBO纤维,商品化的PBO 纤维分为Zylon的 AS高

强和 HM 高模两种,作为战略材料,严格控制出口.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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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几种高性能纤维综合性能比较

类型 聚合物 商品名 公司
强度

(CN/dtex)
模量

(CN/dtex)
分解

温度/℃

密度/
(g/cm３)

常规纤维

聚酰胺

(—CO—NH—)
锦纶６６ — ８ １３５ ２２３ １１４

聚酯

—COOH
涤纶 — ８ １０６ ２６５ １３８

高

性

能

纤

维

刚

性

链

柔

性

链

对位芳香族聚酰胺

聚苯撑苯并二恶唑(PBO)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CH２—CH２—)

Kevlar

Twaron

Technora

ZylonAS

ZylonHM

Dyneema
SK６０

Dyneema
SK７１

Spectra
９００

Spectra
１０００

Spectra
２０００

美国杜邦

日本帝人

日本东洋纺

荷兰 DSM

荷兰 DSM

美国

Honeywell

１９~２３５ ４００~８３０ ５７０

１９~２３５ ４００~８３０ ５７０

２４５ ５２０ ５００

３７ １１５０ ６７０

３７ １７２０ ６７０

２６~３５ ８８３~１２３６ １４５

３５~４０ １０６０~１４１３ １５５

２２~２７ ６３３~８１２ １４５

３０~３３５ ５１５~１２８９ １５５

３０~３６ １１６５~１２８０ １５５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３９

１５６

１５６

０９７

４　绳缆宏观、微观结构与强度机理

绳缆由多股编织或捻制而成,每股又由多根绳纱捻制而成,绳纱再由多根长丝捻制而成.每根长丝

则是由几百上千根纤维单丝 (filaments)组成.纤维单丝是纤维绳缆宏观最基本的组成单元.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纤维单丝的直径在２０~３０μm 之间,一根直径为２８mm 的１２股单层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绳缆有大约

４０００根长丝,由近２×１０６根纤维单丝组成.见图５.

图５　１２股绳缆结构

纤维单丝有着复杂的微观结构,一根单丝约由１５０个大原纤 (macrofibrils)组成,一个大原纤由大

约２５００个微原纤 (microfibrils)组成,每个微原纤再由约１８００个高分子链组成.这样算下来,一根单

丝中的高分子链额数量高达６７５×１０８个.继续往下分,仍然以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为例,其相对分子量在

３５×１０６~７５×１０６,乙烯的分子量为２８,所以一个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分子含有１３×１０５~２７×１０５个

乙烯单体,也就是２６×１０５~５４×１０５个碳原子和５２×１０５~１０８×１０６ 个氢原子.通过X射线衍射方法

发现,高分子链在微原纤中是折叠弯曲的,并且一个高分子链将穿越几个到几十个微原纤中[９].纤维单丝

的微观结构关系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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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纤维单丝的微观结构

类型 组成 结构描述

纤维单丝 １根 　直径多在２０~３０μm 间,圆形和多边形不规则横截面,长度在千米级

大原纤 １根单丝有约１５０个大原纤 　直径０５~２μm,长度未知

微原纤 １个大原纤由约２５００个微原纤组成 　直径２０nm,长度估计１００~１０００nm 间,例如２００~４００nm

高分子链 １个微原纤由约１８００个分子组成
　直径在０１nm 范围内,如果完全延伸,长度在μm 范围.高分子在微原纤中是

折叠的,一个高分子将分布在多个微原纤中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强度为３５GPa,而其分子链理论极限强度可以达到１００GPa,真实强度只

是理论极限强度的百分之几,这是因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外力作用下的失效机理,主要是由于分

子或微原纤的滑动造成的,而不是分子链的断裂.而分子或微原纤之间的结合力是较弱的范德华力,而

非键能较强的C—C共价键,正是由于纤维中存在这些薄弱环节,所以纤维的实际强度比理论极限强度低

很多.见图６、表３.

图６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分子链和乙烯单体

表３　键合类型和理论极限强度

键合类型 举例 理论极限强度范围/GPa

共价键 C C ２０~１００

金属键 Fe Fe ６~３０

氢键 H２O H２O ０８~１２

范德华力 大多数聚合物分子之间 ０２~０４

同时绳缆的强度比原材料纤维的强度又要降低很多,即从原材料到绳缆的强度转化效率大多在

５０％~７５％ 之间,具体由纤维的种类、绳缆结构和制造工艺等决定,从高分子链到纤维再到绳缆的过程

中,尺寸逐步增加,同时过程中引入了缺陷和薄弱环节,最终导致强度再次降低.

５　展　望

高性能纤维绳缆的未来发展取决于高性能纤维材料的发展,碳纳米管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导电性

能、导热性能,拉伸强度可以达到５０GPa,比现有高性能纤维高出了几十倍,为更高强度纤维绳缆的研

发提供了可能[１０].但是碳纳米管纤维是碳纳米管在宏观尺寸上的组合,组装过程中很难避免引入缺陷,
目前宏观尺寸上的碳纳米管纤维的性能远远达不到碳纳米管的理想值,因此,高性能碳纳米管纤维的稳

定制备和性能优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时,通过添加碳纳米管制备复合纤维也可以有效改善现有高性能纤维的综合性能,添加碳纳米管

可以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强度从３５GPa提高到４２GPa.通过碳纳米管的分子链交联,可以有效

提高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耐热性能和蠕变速率,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碳纳米管 (UHMWPE/CNT)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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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纤维在不降低纤维强度的条件下,蠕变速率可降低５０％以上.碳纳米管纤维及其复合纤维将会是未来

高性能纤维绳缆的研究重点.见图７.

图７　碳纳米管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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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伞弹射过程安全性仿真分析

王广兴１,２　何青松１,２　房冠辉１,２　李　健１,２　王立武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摘　要　降落伞的弹射过程是开伞第一个关键动作,其是否顺利关系到回收系统的可靠性.本文采

用CFD耦合六自由度运动方程方法,对伞包 舱盖弹射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以验证弹射过程是否安全.
仿真结果显示在给定初始分离速度２１m/s情况下,伞包 舱盖弹射过程可以安全分离.该结论可为回收系

统设计提供可靠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弹射;初始分离速度;安全性

０　引　言

航天器的回收与着陆是飞行任务的关键环节之一,同时也是整个飞行任务成败的最终标志.降落伞

以其体积小、质量轻,以及稳定性高的优势,一直以来作为气动减速的主要装置[１].在航天器返回过程

中,当回收系统满足回收条件时,控制装置将发出指令,通过弹射方式拉出降落伞伞包,并利用伞包和

航天器之间的相对运动拉出降落伞.降落伞的弹射过程是否顺利,直接关系到回收系统的可靠性.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降落伞弹射拉直过程开展了研究.国外针对降落伞弹射拉直过程的研究起步较早,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Wolf[２]基于拉直过程中伞绳始终保持直线状态的假设,提出了简单连续拉直模型,该模

型仅适合于降落伞拉直方向与气流速度方向一致的情况;考虑到拉直方向与气流方向可能的不一致性,

Purvis[３]将物伞系统处理为由若干个阻尼弹簧相连的集中质量结点,建立了 “LINESAIL”的仿真模型,
初步研究了降落伞的拉直过程及 “绳帆”现象;依托绳索动力学的深入发展,张青斌等[４]在多刚体模型中

引入求解绳段间约束力n阶递推算法,并将其应用于降落伞弹射拉直仿真;余莉等[５]采用有限元方法建立

多质点动力学模型研究了绳帆现象和牵顶伞的作用;宋旭民等[６]建立了三维质量阻尼弹簧模型,研究了绳

帆现象、抽打现象和牵顶伞的作用.Moog[７]建立了一维波动方程,研究了拉直过程中张力传播;曹义华

等[８]考虑到伞绳黏弹性的影响,发展了先拉伞绳法并用于预测拉直力.Wolf等[９]研究了前体尾流对降落

伞 “塌陷”现象的影响;Potvin等[１０]研究了前体尾流对降落伞气动性能的影响.
本文以某型号航天器回收过程中稳定伞的弹射过程为对象,采用 CFD耦合六自由度运动方程方法,

对降落伞弹射过程安全性进行了研究.

１　数值模拟方法

１１　SST湍流模式

SST湍流模式是一个依赖于切换函数F１ 的分区模型:在靠近壁面的边界层内为k ω模型,而在远离

壁面的主流区则切换为k ε模型.该模型克服了k ω 模型对来流湍流度过于敏感以及k ε模型在前缘滞

止点湍动能过大的问题,计算鲁棒性好,在工程中应用十分广泛.其输运方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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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k 为湍动能k的生成项,Dk 为湍动能的破坏项;Pω 为耗散率生成项,Dω 为耗散率破坏项;F１ 为

混合函数.各项具体形式可参考文献.

１２　六自由度运动方程

由刚体动力学可知,刚体运动可以分解为平动和转动,对应的六自由度控制方程为

F＝mdv
dt

M ＝
Əh
Ət＋ω×h

(２)

其中,h 为角动量,ω 为角速度.
该仿真模拟基本计算过程示意图如图１.

图１　计算过程示意图

基本步骤如下所示:

１)在t时刻,刚体的线速度为vt
x,vt

y,vt
z ,角速度为ωt

x,ωt
y,ωt

z ,角动量为ht
x,ht

y,ht
z .

２)以当前的位置和姿态进行CFD计算,得到t＋Δt时刻的流场,并且通过流场信息和施加于刚体的

重力、外加力等计算出t＋Δt时刻的合力Ft＋Δt
x ,Ft＋Δt

y ,Ft＋Δt
z 和合力矩Mt＋Δt

x ,Mt＋Δt
y ,Mt＋Δt

z .

３)利用t＋Δt时刻的受力信息,可得t＋Δt时刻的加速度at＋Δt
x ,at＋Δt

y ,at＋Δt
z ,线速度vt＋Δt

x ,vt＋Δt
y ,

vt＋Δt
x 以及位移δxt＋Δt ,δyt＋Δt ,δzt＋Δt .

４)利用t＋Δt时刻的受力矩信息,可得t＋Δt时刻的角动量ht＋Δt
x ,ht＋Δt

y ,ht＋Δt
z ,角速度ωt＋Δt

x ,

ωt＋Δt
y ,ωt＋Δt

z 以及角度δθt＋Δt
x ,δθt＋Δt

y ,δθt＋Δt
z .

由位移和旋转角动量增量,可以计算出t＋Δt时刻刚体的位置和姿态,返回第一步进行下一时刻的计

算.见图２.

图２　T ＝００s时刻流场

８９５



２　仿真模拟的建立

２１　坐标系定义

本文计算工况如表１所示,其中开伞高度为３４km;开伞马赫数Ma＝１９４为超声速状态;攻角α为

０;弹道倾角β＝２８°.

表１　计算工况

H/km Ma Re/m ρ/(kg/m３) α/(°) β/(°)

３４ １９４ ３８５E５ ０００９８８ ０ ２８

２２　坐标系定义

模拟中采用返回舱体坐标系,x 轴平行于返回舱对称轴,且过返回舱质心;y 轴与x 轴垂直,且气流

攻角位于xy 平面内;z轴垂直xy 平面;坐标原点位于质心位置.

３　仿真结果分析与讨论

图３给出了T ＝００s时刻对称面流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返回舱前体产生了一道强烈的弓形激波,
激波由压力明显升高,马赫数降低;在返回舱底部形成了大范围回流区,此时伞包 舱盖组合体位于回流

区内;在回流区下游形成很长的尾流区,此区域动压逐渐恢复.

图３　T ＝００s时刻对称面压力云图 (上)和马赫数云图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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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给出了T ＝０３１s时刻对称面流场,该时刻为返回舱与伞包 舱盖组合体之间相对距离达到了１０
倍返回舱最大直径,标志着弹射顺利完成.从图中可以看出组合体已经完全离开了返回舱的回流区,但

仍处于尾流区内,尾流与组合体前激波产生了明显的干扰现象.

图４　T ＝０３１s时刻对称面压力云图 (上)和马赫数云图 (下)

图５给出了返回舱在弹射过程中受到的气动力,可以看出返回舱在x 方向受到的气动力呈现出先减

小后增大再减小的变化趋势,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组合体与回流区相互作用引起;y 和z 方向受到的气

动力很小.

图５　返回舱分离过程中所受气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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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舱位移如图６所示,x 向位移为正,表明在气动力作用下返回舱在减速运动;y 向位移是由重力

在y 向分量引起.

图６　返回舱分离过程中位移曲线

组合体弹射过程中受到的气动力如图７所示.初始时刻组合体位于返回舱回流区内,受到一个与来流反

向的气动力;伴随着组合体离开回流区x 向气动力反向,且随着向下游运动受到的气动力呈现出小的波动.

图７　组合体分离过程中所受气动力

组合体位移曲线如图８所示,在初始弹射速度２１m/s情况下,y 与z方向位移较小.

４　结　论

本文采用CFD耦合六自由度运动方程方法对超声速降落伞弹射过程进行了仿真,可得结论如下:

１)以经验公式得到的分离体初始弹射分离速度２１m/s作为初始条件,降落伞弹射拉直可以顺利

完成.

２)在弹射拉直过程初始阶段,分离体处于返回舱底部的回流区,分离体与回流区流动相互作用.分

离体受气动力与自由来流方向相反;返回舱受到气动力随着分离体在回流区内运动而变化.

３)随着分离体运动离开返回舱回流区,分离体受到的作用力反向且逐渐增加;返回舱尾流与分离体

前激波会形成明显的尾流 激波干扰现象.文中给出的仿真实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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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组合体分离过程中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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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返回器着陆冲击地面试验方法研究

隋　毅１,２　唐明章１,２　王永滨１,２　张兴宇１,２　黎光宇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摘　要　我国探月工程三期执行软着陆月球表面后采集月壤样本返回地球的任务,实现我国首次地

外天体取样返回,对于促进我国深空探测的发展与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返回器在返回

地面时需提供着陆缓冲功能,返回器着陆冲击地面验证试验主要验证返回器的着陆冲击性能,积累返回

器结构在着陆冲击过程中加速度响应数据,为返回器结构和器内布局的改进设计和着陆冲击分析模型的

修正提供依据.本文首先从试验概况、试验原理进行论述,而后从返回器速度和姿态、返回器加速度三

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本试验可以较好地再现探月返回器着陆冲击过程,返回器结构在着陆冲击过

程中加速度响应数据可进一步用于返回器结构和器内布局的改进设计.

关键词　探月工程三期;返回器;着陆冲击;试验方法;分离释放

０　引　言

太空探索是人类远古以来的梦想和追求,对太空的认识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开发

和利用太空资源已经并将持续造福于人类社会.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着太空探索活动,如美国太空

探索公司SPACEX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１日,成功发射了载人龙飞船,实现历史上首次商业载人发射任务;

日本 “隼鸟２号”于２０１９年实现在小行星 “龙宫”表面的取样任务;中国也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成功发

射嫦娥５号,进行无人登月、采样返回任务.２０１７年于北京召开的全球航天探索大会更是吸引了来自美

国、俄罗斯、德国、法国等５１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涵盖了月球探测、火星探测和小行星探测等１３
个技术领域.我国国家重大专项嫦娥探月工程三期将执行 “绕、落、回”三步走中的最后一步,即软着

陆月球表面后采集月壤样本返回地球的任务,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取样返回,使我国成为第三个实现

月球取样返回的国家,对于促进我国深空探测的发展与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返回舱的着陆缓冲过程是航天器着陆安全的关键过程,进行着陆缓冲试验,以对实际工作环境下的

返回器缓冲性能、着陆稳定性进行验证和评估至关重要.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着陆缓冲试验,

Fasanella等采用直径１５m、高１５m 的着陆器在砂土上进行冲击分析,并对沉陷深度等进行测量;而

后采用有限元进行数值模拟,并建立室内试验与模拟预测结果的关系.Sareen等针对软土层和硬接触面

(混凝土层)进行了着陆冲击试验,对峰值加速度、缓时间以及不同的初始速度进行评估;而后采用有限

单元法进行模拟,从能量耗散角度进一步分析.以上试验为返回器安全着陆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

NASA着陆试验中分别在两种湿度 (１６６６％和２８７％)的砂土上进行,着陆试验模拟中进行了８种土体

的数值仿真,包括砂土、黏土等不同湿度、硬度的土体材料.

然而不同的着陆材料、返回器结构,均对着陆过程中返回器的动力响应产生显著影响.为服务于我

国航天工程,有必要对我国的返回器结构和着陆土体材料进行针对性的试验研究,验证返回器着陆冲击

性能进行,积累返回器结构在着陆冲击过程中加速度响应数据,对返回器结构和器内布局提出改进设计,

为着陆冲击分析模型的修正提供依据.本文提出一种返回器着陆冲击地面验证试验方法,该试验利用高

塔及四杆复摆装置进行投放,按不同的初始速度和姿态释放返回器,让返回器落在模拟着陆场土壤的着

陆床上,记录返回器结构关键部位的加速度响应,利用高速摄像拍摄记录整个着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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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验床状态

试验床内土体从真实着陆床 (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的土体运输至北京并建造而成,试验床土体的

各项力学特性与真实着陆场相同,级配曲线和基本物理目标性质指标分别如图１和表１所示.在试验床建

立后需针对试验床的整体均匀性和着陆冲击时试验床的地基变形模量进行测试,为此分别进行静力触探

和静载荷试验,试验分布如图２所示.试验床地基分３层填筑,每层填筑后分３块进行静力触探试验,测

试整体地基的均匀性;静力触探试验则在地基制备完成后进行两组静载荷试验,测试试验床的变形模量.
试验结果如图３所示,可以发现试验床东、中、西３侧各测点静力触探锥尖阻力随深度的变化趋势同样具

有一定的相似性,稳定段贯入阻力和最大贯入阻力在目标范围内变动,可以推断试验床地基整体均匀性

好.东、西区变形模量测试结果分别为２０８MPa、２２７MPa.与目标值２３MPa基本接近,变形模量能

够满足着陆冲击试验要求.

图１　试验床土体级配曲线

表１　土的物理性质指标

平均干密度/(g/cm３) 含水量/％ 液限ωl/％ 塑限液限ωp/％ 塑性指数Ip

１５９~１６８ ８％~１０％ －１３ ０ ０

图２　试验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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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试验结果

１２　模型状态

试验模型采用返回器工程样机模型,其基本构型为钟罩侧壁加球冠大底,模型纵向界面最大直径为

１２５０mm,总长为１２３６mm.返回器初样状态理论着陆质量３００kg,返回器结构由防热结构和主承力结

构两部分组成,如图４所示.

图４　返回器结构

１３　试验基本工况

返回器着陆冲击试验基本工况如表２所示.返回器降落伞的吊点在伞舱内主伞接头上.返回器垂直着

陆时,降落伞吊点与返回器质心连线垂直于水平地面,返回器大梁平面与水平面夹角为约３１°,返回器着

陆状态如图５所示.试验目标主要包括以下４点.

a)姿态调节装置能够提供返回器落地时刻偏航角、俯仰角和滚转角的调节.

b)具有摆角的摆杆释放后,应保证返回器着陆时刻的水平速度、垂直速度相对于试验工况要求值的

绝对误差小于０３m/s,且返回器着陆瞬间的三个姿态角相对于试验工况要求值的绝对误差小于３°.为保

护试验件,应保证下摆到铅垂位置为基准的±２°摆角范围之内时,返回器才会被释放.

c)测量返回器各个加速度测点的加速度时域曲线,加速度传感器应能满足采集到在２００Hz频段内

５００g载荷量程的要求.试验中需绘制响应曲线,试验后,必须当场存储测量数据.数据采集器重量应尽

可能轻.

d)试验过程中使用高速摄像记录试验模型运动参数,并通过后期处理获得返回器的运动速度、姿态

角的变化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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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返回器着陆冲击试验基本工况

工况 垂直速度/(m/s) 水平速度/(m/s) 着陆俯仰角/(°) 备注

１ －１３ ０ ３１ 刚性模型

２ －１３ ５ ３１ 刚性模型

３ －１３ １０ ３１ 刚性模型

４ －１３ １０ ３１ 工程样机

图５　返回器着陆状态

２　试验原理及方案

２１　试验原理

试验工况所需的水平速度采用摆锤原理来获得.将试验模型通过摆杆吊挂于高塔塔臂上,利用模型

重量自由向下摆动.当摆杆向下摆到铅垂位置时,释放试验模型,试验模型即做平抛运动.在重力作用

下,试验模型以一定的水平速度和垂直速度着地.试验投放原理如图６所示.

图６　着陆冲击试验投放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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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光电触发方案

根据试验要求,摆杆拉偏释放后,应保证试验模型投放时刻的水平速度的误差在±０３m/s范围内.
为保护试验件,应保证只有在以投放点为基准的±２°范围之内时,试验件才会被释放.试验过程中使用光

电传感器判断模型投放的时机.光电触发装置组成框图如图７所示.

图７　光电触发装置组成框图

K１、K２、K３为３个光电传感器,分别控制３个磁保持继电器J１、J２、J３,继电器J１、J２、J３串联.
试验时当摆杆运行到－２°时切断 K１激光束,继电器J１闭合,摆杆运行到０°时切断 K２激光束,继电器J２
闭合,由于事前将 K３设置为切断激光束断开,故当摆杆没有运行到 K３时,继电器J３一直处于接通状

态,所以当摆杆运行到０°时,J１、J２、J３全部接通,此时光电触发电路闭合,发出光电触发信号;当摆

杆继续运动,经过２°位置时切断 K３激光束,继电器J３断开,光电触发电路断电,如模型没有正常释放,
本次试验将不再释放模型.投放控制装置整体如图８所示.

图８　投放控制装置示意图

２３　投放分离方案

本着试验模型与投放装置分离后在试验模型包络外不留任何多余工装的设计原则,试验模型投放着

陆时确保速度与姿态满足要求.试验方案中选用火工拔销器作为主要分离部件,释放工装配合拔销器使

用达到投放分离的作用.着陆冲击试验解锁机构安装示意图如图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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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器着陆冲击试验解锁机构采用拔销器使返回器和塔架摆臂分离.具体方法是采用拔销器将安装

座和拉杆分离,其中安装座与塔架摆臂连接,拉杆和返回器相连.

图９　连接位置结构示意图

采用仿真软件对解锁机构进行分析,首先对每个零件受力大小进行计算,其次模拟实际加载工况,
对其薄弱环节进行识别.分析过程中对三维模型进行了部分简化,主要体现在简化了不影响分析结果的

结构.另外在计算过程中,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多轮的对比,确保分析的计算结果收敛可控.

图１０　受力分析模型示意图

建立的拉杆及安装座有限元模型,在应力集中部位进行了网格细化.计算中,拉杆在上端孔固定时,
其下端沿－Y 轴加载最大载荷.计算获得其最大应力为９９５MPa.安装座的安装面固定,在接触孔位置

沿－Y 轴加载最大载荷.计算获得其最大应力为９８４MPa,满足材料强度要求,零件具有较高安全裕度.
如图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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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拉杆及安装座有限元模型、应力及变形云图

３　试验结果

３１　试验过程

返回器着陆冲击地面试验共计进行９次,验证了返回器结构的着陆缓冲性能,如图１２所示.通过９
次试验,投放高塔、投放装置运转正常,投放高度和拉偏角度均符合试验要求,测量装置工作正常,获

得了有效数据,充分验证了试验方法的可行性.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返回器工程样机未出现明显损坏情

况,试验实施圆满完成.

图１２　试验实施过程

３２　落地速度和姿态

返回器着陆过程中x,y,z三个方向速度如图１１所示,可知在x 方向 (竖直方向)着陆器速度先做

自由落体运动快速增加,与地面接触后在极端的时间内速度降为０,y 方向上在自由落体阶段变化较小,
与地面接触后迅速降为０m/s.在与地面接触前,返回器的姿态几乎保持不变,而与地面接触后,返回器

会向平衡状态转变.不同工况下返回器着陆时的落地速度和姿态统计结果如图１３、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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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速度和姿态变化

表３　不同工况下返回器着陆时落地速度和姿态统计表

工况
落地瞬时姿态角/(°)

X Y Z
垂直速度/(m/s) 水平速度/(m/s)

１ ３４５００ ６１４６９ ５４９３６ １２９４ ０１８

２ ３０２５７ ６３５９９ ５７３２６ １２７０ ５２１

６ ２８３６２ ６１９８９ ５４０４８ １２８１ １０２８

９ ３０９９５ ５９８５ ５１４２７ １３１５ １０４６

４　结　论

试验中集成应用了光电触发、无线控制、火工分离等技术.试验测量方面也采用了多台高速摄像机

同步触发拍摄,图像多相机三维合成处理,以及多通道力学参数测量技术.试验实施的圆满成功证明试

验方案是合理可行的,此项试验是探月三期返回器的关键试验之一,也是我国首次模拟地外天体返回大

型着陆类试验,为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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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designontheterrestrial
landingbufferofreturn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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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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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hinawillcollectthelunarsoilsamplesaftersoftlandingonthelunarsurfaceandthentake
thembacktotheEarthinthethirdphaseoflunarexplorationThismissionaimstorealizethefirst
samplingreturnofextraterrestrialobjects,whichisofgreatsignificancefor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
deepspaceexplorationandimprovinginternationalinfluenceofChinaWhenthereturncapsuleimpactson
theground,landingbufferprocessplaysanimportantroleTherefore,itisquitenecessarytoperform
terrestriallandingtestofreturncapsule,aimingtoexaminethebufferingcharacteristicofreturncapsule
andrecordtheaccelerationresponse,whichcanhelpmodifytheanalyticalmodelofthelandingprocess
anddesignofthestructureandlayoutofthereturncapsuleInthispaper,thegeneralsituationandtest

principlearepresentedatfirst,andthentheresultsfrom high speedcamera,velocityandattitude
evolutionsofthereturneraswellasthereturneraccelerationare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thetest
methodcanwellreproducethelandingbufferprocessofthelunarlander,andtheaccelerationresponse
dataofthestructureofthelunarlanderduringthelandingimpactprocesscanbefurtherusedtoimprove
thestructureandlayoutofthelunarlander

Keywords　LunarexplorationprojectphaseIII;Returner;Landingimpact;testmethod;Separation
and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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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返回舱着陆缓冲气囊的主动排气控制设计

孙希昀１,２　王立武１,２　王　奇１,２　雷江利１,２　刘靖雷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摘　要　着陆缓冲过程是返回式航天器任务执行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采用气囊缓冲的着陆

方式,具有装置质量小、结构简单、安装包络小和成本较低等优点,在航天器设计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文提出的一种应用于返回舱着陆缓冲气囊的主动排气控制设计,该设计采用以 FPGA 为核心,控制采

集多个方位的过载传感器数据,并根据这些传感数据,建立当前返回舱着陆时气囊缓冲梯度模型,预测

出现过载峰值的分布,控制不同位置的排气装置进行排气,实现能够适用于各种地形地貌条件下的返回

舱气囊缓冲,提高了适应性,并确保返回舱着陆安全.
关键词　气囊缓冲;主动排气;FPGA;缓冲梯度模型

０　引　言

着陆缓冲是航天器着陆安全的核心环节[１],气囊缓冲技术相较其他缓冲技术[２]有装置质量小、结构简

单、安装包络小、成本较低、稳定性好等特点[３４].在航天器着陆回收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苏联Lunar ９/

１３、美国 “火星探路者”、欧洲Beagle ２、Bepi Colombo等航天器均采用了气囊缓冲着陆设计[５７].

传统的排气式气囊缓冲设计,会在航天器下降过程中,释放缓冲气囊;气囊中充满空气,当航天器

着陆时气囊受到压缩,压缩的空气会从排气孔或排气阀门被动的挤压排出,从而吸收航天器着陆冲击能

量,达到缓冲的目的[８１０].这样的排气方法会造成过载曲线三角化,过载峰值高,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造

成航天器着陆瞬间稳定性变差,发生倾倒.

文献 [１１]提出了机械式气囊排气控制机构设计,使用气瓶驱动并控制排气口面积,有效地降低了

过载峰值.但该设计缺点在于驱动结构复杂,对装配精度有较高要求.文献 [１２]建立了气囊排气控制

系统模型,在排气式气囊缓冲主动控制技术方面开展了仿真研究,但未经验证试验,系统排气控制的可

行性未得到验证.

本文提出了一种应用于返回舱着陆缓冲气囊的主动排气控制设计,该设计采用以FPGA 为核心,控

制采集多个方位的过载传感器数据,并根据这些传感数据,建立当前返回舱着陆时气囊缓冲梯度模型,
预测出现过载峰值的分布,控制不同位置的排气装置进行排气,实现能够适用于各种地形地貌条件下的

返回舱气囊缓冲,提高了适应性,并确保返回舱着陆安全.

１　排气控制系统设计

１１　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在返回舱乘主伞下降过程中,释放缓冲气囊,让空气充满,着陆时气囊受到压缩,气囊内空气从排

气孔或排气阀门排出,从而吸收了返回舱着陆冲击能量,达到缓冲的目的.但是,其主要缺点在于展开

后质量较大,而与返回舱组合在一起增高了整舱高度,使稳定性变差,着陆时容易倾倒,被动式的传统

机械式或机构式排气控制方法,容易造成过载曲线三角化,并且结构复杂,因此需要能够有效防止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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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产生弹跳振动及倾倒的主动排气气囊控制.这里需要实时监测返回舱配置安装的多路过载传感器数据,
动态构建或更新当前返回舱着陆时气囊缓冲梯度模型,预测出现过载峰值的分布,并根据过载峰值控制

主动排气策略,实现对多个缓冲气囊的排气差异性分时精确控制,确保控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１２　设计方案

返回舱着陆缓冲气囊的主动排气控制方法是基于缓冲气囊着陆控制系统为平台而实施的,缓冲气囊

着陆控制系统如图１所示.

图１　缓冲气囊着陆控制系统示意图

系统中包括回收控制模块、着陆敏感器模块和着陆缓冲气囊模块.
着陆敏感器模块包括 M 个过载传感器 (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般情况M ≥３),每个过载传感器可

输出X、Y、Z 三个方向的过载感应值 (X、Y、Z 三个方向正交).
着陆缓冲气囊模块包括N 个缓冲气囊 (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N ≥１),每个缓冲气囊上安装有能够

接收排气指令的排气装置,该装置接收到指令后可将气囊中的气体排出.
回收控制模块包括采集着陆敏感器过载信号的 A/D采集电路、控制信号隔离电路、指令输出电路以

及采用FPGA软件实现的传感器数据获取功能模块、数据处理模块、控制输出模块和调度模块.传感器

数据获取功能模块向 A/D采集电路输出控制信号,按时序依次将各个过载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转换为数

字量,并以串行方式分时送给传感器数据获取功能模块,进行数据滤波后送给数据处理模块进行处理;
数据处理模块基于返回舱结构特点建立缓冲气囊着陆控制模型传递函数,并将接收到的各个过载传感器

的感应数据作为激励信号输入模型,并根据模型输出结果送给控制输出功能模块,控制输出功能模块根

据模型计算结果,转化为对应的排气控制信号输出至隔离电路,隔离电路对控制信号进行电平转换形成

控制指令,送给指令输出电路,由指令输出电路输出排气指令给对应气囊的排气装置进行排气;调度模

块以状态机的方式调度管理传感器数据获取功能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和控制输出模块之间的时序配合

关系.

１３　坐标系定义

返回舱本体坐标系 (Ox－XxYxZx ,也称机械坐标系)定义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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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坐标系定义示意图

原点Ox 为返回舱结构大底的理论几何中心;Zx 轴为结构大底法线方向,＋Zx 轴指向返回舱顶盖;

Xx 轴和Yx轴组成平面与结构大底重合,两个轴的指向方面可自行定义;Yx轴与Zx轴和Xx轴构成右手

坐标系.传感器坐标系每个传感器会感应三个方向的过载量,过载量与安装角度相关,传感器坐标系 (Os

－XsYsZs)定义如图２所示,原点Os为传感器安装面位置的几何中心,Xs轴为垂直安装面的法线方向,

＋Xx 轴指向传感器顶部,Ys轴和Zs轴组成平面与安装面重合,两个轴的指向方面可自行定义,三轴构

成右手直角坐标系三轴方向.

１４　气囊缓冲梯度模型构建

进行数据建模时需要将传感器感应的三个方向的过载量映射至返回舱本体坐标系.设某一传感器感

应三个方向的感应值为 sx,sy,sz( ) ,返回舱本体坐标系与某个传感器坐标系间的旋转角度为 (ω,φ,

κ),则返回舱本体坐标系下的过载值与传感器感应过载值存在一个刚体转换关系,可通过公式 (１)进行

转换

SX

SY

SZ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R ω,φ,κ( )

sx

sy

sz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

R(ω,ϕ,κ)＝

r１１ r１２ r１３

r２１ r２２ r２３

r３１ r３２ r３３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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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φ)R２(ω)R１(κ)

＝
cosφ ０ －sinφ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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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０
０ cosω sin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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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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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κ sin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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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 １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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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û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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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φcosκ－sinφsinωsinκ cosφsinκ＋sinφsinωcosκ －sinφcosω

－cosωsinκ cosωcosκ sinω
sinφcosκ＋cosφsinωsinκ sinφsinκ－cosφsinωcosκ cosφcos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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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ê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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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为准确定位需要进行排气控制的气囊,系统设置了若干个气囊控制点Oi xc,yc,zc( ) ,该控制点为

FPGA软件虚拟设置,其控制点位置设置应能反映气囊对返回舱结构具有最大作用力的区域或位置,一般

通过返回舱力学试验或分析后确定,一般设置在各个气囊的排气装置附近或安装中心位置,数量应不少

于气囊的个数N .

控制系统通过获取各个分布在返回舱结构上的过载传感器三个方向感应数据,以此作为激励通过缓

冲气囊着陆控制模型传递函数,对各个气囊控制点的受力情况进行加权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形成对气

囊的排气控制指令序列,对缓冲气囊实施排气,实现返回舱的平稳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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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动排气控制方法

返回舱着陆缓冲气囊的主动排气控制系统,是可适用于各种采用缓冲气囊作为缓冲着陆手段的返回

式航天器,系统在可不进行架构更改的前提下,通过修改FPGA 软件配置参数,支持配置不同数量的过

载传感器,对单一或多个 (可变数量)气囊实施排气控制.相比传统的气囊控制方法,通过实时监视返

回舱的结构受力状态,对配置的气囊实施主动排气,确保了返回舱着陆的安全和稳定.需要建立返回舱

受力分布模型、气囊作用力模型和气囊排气控制模型.
首先建立返回舱受力分布模型:默认返回舱传感器配置数量为 M ,且 M ≥３,传感器标记为

Si xi,yi,zi,ϖi,φi,κi( ) ,１≤i≤M ,其中i为传感器编号,xi,yi,zi 分别为该传感器坐标系原

点Os 相对于机械坐标系OX 的方位坐标,ϖi,φi,κi 分别为返回舱本体坐标系与该传感器坐标系间对应的

旋转角度 (转动相序为３ ２ １).某一传感器Si 的感应值定义为 sx
i ,sy

i
,sz

i( ) ,使用公式朗日拟合,建

立返回舱受力分布模型,如公式 (１)进行坐标转换后为得到本体坐标系下该位置传感器的感应值为

SX
i ,SY

i ,SZ
i( ) ,其中xi 与SX

i 、yi 与SY
i ,zi 与SZ

i 表示方向重合.使用M 个传感器感应值分别对三个

方向进行拉格朗日拟合,建立返回舱受力分布模型,如公式 (３)所示:

Q
→

x,y,z( ) ＝

QM (x)＝∑
M

i＝１
SX

i
x－x２( )  x－xi－１( ) x－xi＋１( )  x－xM( )

xi－x２( )  xi－xi－１( ) xi－xi＋１( )  xi－xM( )

QM (y)＝∑
M

i＝１
SY

i
y－y２( )  y－yi－１( ) y－yi＋１( )  y－yM( )

yi－y２( )  yi－yi－１( ) yi－yi＋１( )  yi－yM( )

QM (z)＝∑
M

i＝１
SZ

i
z－z２( )  z－zi－１( ) z－zi＋１( )  z－zM( )

zi－z２( )  zi－zi－１( ) zi－zi＋１( )  zi－zM( )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３)

利用公式 (３)可以获得结构面上任意位置感应数据Q
→

x,y,z( ) ,这里Q
→

表示了三个方向的受力

情况.
建立 气 囊 作 用 力 模 型: 默 认 返 回 舱 配 置 气 囊 数 量 为 N , 且 N ≥ １, 气 囊 标 记 为

Gj Ex C１ x,y,z( ) ,,Ck x,y,z( )( ) ,１≤j≤N,k≥１,其中j为气囊编号,Ex 为气囊排气状

态,Ck xk,yk,zk( ) 表示为气囊排气控制点,xk,yk,zk 分别为该控制点相对于机械坐标系OX 的坐标,

k为该控制点的编号,针对每个控制点通过公式 (３)计算该控制点的受力情况Q
→

Ck( ) ,k 个控制点组成

的气囊Gj 受力矩阵为:

Q
→

Gj( ) ＝

Qx １( ) Qy １( ) Qz １( )

  

Qx(k) Qy(k) Qz(k)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４)

当k ≥ ３ 时 以 不 改 变 列 序 的 前 提 下,计 算 该 矩 阵 最 大 特 征 值 绝 对 值 的 特 征 向 量 Acontrol
j ＝

acontrol
X ,acontrol

Y ,acontrol
Z[ ] 作为对该气囊Gj 的控制参数.

之后建立气囊排气控制模型:根据当前时刻t的气囊Gj 控制参数,使用公式 (５)计算N个气囊受力

的加权平均值.

ÑGj ＝ acontrol
X (t)－CX ,acontrol

Y (t)－CY,acontrol
Z (t)－

１
n∑

n

i＝１
acontrol

Z t－i(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２α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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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é

ë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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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按照每个气囊的加权平均值绘制受力图,如图３所示,图３是一个四传感器六气囊的缓冲系统受力图

实例.
最后采集并获取传感器数据作为激励,通过计算根据受力控制模型制定控制策略,并对气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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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d

传感器a

传感器c

传感器b

图３　受力示意图

控制.
以图３为例,深色表明该处气囊受到较大的压缩,气囊对结构作用了较大的反作用力,颜色较浅处表

明气囊未受压缩,气囊对结构作用力小.根据受力气囊的分布,制定地囊排气策略:
气囊１排气→１０ms后开启气囊２、３排气→４０ms后开启气囊５、３排气→２０ms后开启气囊４排气.

按照策略要求,控制器按策略时间发出控制指令,控制对应的气囊排气.

３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主动排气气囊的着陆缓冲控制系统FPGA 设计方法,结果表明该应用于航天器

着陆缓冲的FPGA控制系统,能够使航天器在着陆时具备一定的防侧翻和倾覆能力,保证航天器平稳着

陆.该系统首次应用于国内某载人航天器,保证了航天器着陆缓冲的稳定性,并通过了试验验证.
后续需要进一步研究着陆排气控制策略如何适应着陆场不同的地面环境,探索在高可靠性的前提下

最优控制规律的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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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ctiveExhaustControlDesignAppliedto
TheLandingBufferAirbagofARe entry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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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landingbufferingprocessisoneofthemostimportantstepsinthemissionexecutionof
therecoverablespacecraftWiththeadvantagesofsmall mass,simplestructure,smallinstallation
envelopeandlowcost,thelanding methodofairbagbufferhasbeen widelyusedinthedesignof
spacecraftThispaperproposedanappliedtolandingcapsulebufferairbagsactiveexhaustcontroldesign,

thedesignadoptsFPGAasthecore,controlofmultiplebearingoverloadsensordata,andonthebasisof
thesensordatatoestablishthecurrentcapsulelandingairbagbuffergradientmodel,predictoverloadpeak
distribution,control,exhaustdeviceofdifferentlocationofexhaustimplementationcanbeappliedto
variouslandformconditionsofairbagcushioncapsule,improvestheadaptability,andensurethesecurity
ofthe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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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５号探测器微波着陆雷达设计与实现

张爱军　贺亚鹏　牛文博　刘瑞冬

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所

摘　要　我国月球探测任务规划为 “绕、落、回”三步走,其中在 “落”与 “回”的任务中均需要

实现探测器软着陆.GNC (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统需要在着陆过程中实时获取探测器距离月球表面

的距离信息和速度,微波着陆雷达就是为 GNC分系统提高距离和速度信息的雷达,确保着陆的精度和安

全.本文介绍了微波着陆雷达的方案设计、地面试验验证以及在轨工作情况等内容.
关键词　月球探测;微波着陆雷达;连续波;脉冲多普勒

０　引　言

我国探月工程分为 “绕、落、回”三个发展阶段,探月三期工程实现探测器月面软着陆和月球自动

采样返回任务.探月三期工程嫦娥５号探测器由返回器、轨道器、着陆器和上升器组成.着陆上升组合体

GNC子系统负责着陆器和上升器的姿态轨道控制任务,微波着陆雷达 (MicroWaveLandingRadar,

MLA)是 GNC子系统的敏感器之一,在着陆下降段为 GNC子系统提供探测器相对月面的距离信息和速

度信息,确保着陆精度和安全.
本文对微波着陆雷达的系统方案、试验验证和在轨工作情况进行了介绍.

１　方案介绍

微波着陆雷达在主动段、地月转移段、环月段不加电工作,在着陆段开始前加电,开始距离和速度

测量.按照微波着陆雷达５个波束的有效测量范围,着陆器距月面约１５km 高度时,微波着陆雷达的远

距测距波束即可开始提供有效距离信息;着陆器距月面约５km 高度时,微波着陆雷达的３个单独测速波

束可开始提供有效速度信息;着陆器距月面约２km 高度时,姿态发生大角度调整,微波着陆雷达根据

CCU (中央控制单元)指令停止远距离测距波束的工作,切换至近距离测距测速波束工作,可提供有效

测距信息,当斜距小于２５km 时,近距离测距测速波束同时能提供－５m/s~＋４０m/s以内准确的速度

测量信息,３个单独测速波束在姿态调整前后都处于有效测量范围内;近距离测距测速在着陆器距月面距

离约１５m 高度以上时都可提供有效测量信息,３个单独测速波束在着陆器距月面距离约２m 高度以上时

都可提供有效测量信息.着陆过程见图１.
微波着陆雷达主要技术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微波着陆雷达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 技术指标

波束数量 ５

测距作用距离 １６km~１５m

测速作用距离 ６km~２m

速度范围 －１００m/s~３００m/s

最大入射角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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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技术指标

测距精度 max(０４m,０３３％R )

测速精度 max(００５m/s,０３３％V )

图１　着陆过程示意图

微波着陆雷达配置５个波束,波束指向的几何关系如图２所示,其中 R４ (远距离测距波束)在主减

速段初始垂直指向月面,R５ (近距离测距测速波束)在着陆器姿态快速调整后基本垂直指向月面,R４和

R５相互垂直.３个测速波束R１、R２、R３均布在一个半锥角１７°的圆锥上,圆锥轴线和R１在R４与R５构

成的平面内,圆锥轴线与R５夹角为３０°.

图２　微波着陆雷达波束指向示意图

微波着陆雷达设计为微波测距着陆雷达和微波测速着陆雷达,两者相对独立.微波着陆雷达选择 Ka
频段,频率高,易于实现小型化.

微波测速雷达采用简单连续波体制,３个波束共用一个发射机,发射连续波,３个接收天线同时接收

回波信号,通过对回波信号的傅里叶变化得到回波的多普勒频率,进而获得 R１、R２、R３三个方向的速

度信息.由于连续波体制带来隔离度问题,着陆雷达通过提高天线的隔离度以及在视频进行直流对消来

抑制泄露信号,确保测速的作用距离和测速精度.
微波测距雷达采用脉冲多普勒体制,在远距离时采用三角调制线性调频波,远距离时通过正负调频

实现多普勒耦合影响的矫正,近距离时通过方位向多普勒实现近距离速度测量.
微波着陆雷达的测距范围需要覆盖１６km 到１５m,为了保证测距和测速的作用距离和测量精度,将

整个距离划分为多个距离段分段进行测量.微波着陆雷达软件设计分为搜索模式和跟踪模式,在搜索模

式化下,对每个距离段进行检测,当检测到目标时,则将转入跟踪模式,同时根据跟踪模式下的距离测

量值,自适应进行距离段切换.当目标丢失或者在当前距离段未检测到目标,则将对下一个距离段继续

进行搜索测量,直至检测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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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验证

微波着陆雷达的动态范围大,同时是对月球表面的面目标回波进行处理、检测和距离速度求取,无

法在地面利用通用仪器对雷达的全部功能和性能进行测试验证,因此微波着陆雷达采用了半物理仿真验

证试验和外场试验相结合的方法来充分验证雷达的功能和性能.外场试验采用的是近距离的吊车试验和

远距离的机载校飞试验来验证.见图３.

图３　微波着陆雷达软件流程图

微波着陆雷达的半物理仿真验证系统,是根据探测器在着陆月球过程中的着陆轨迹、姿态、月球表

面几何模型、月球表面雷达散射模型,依据微波着陆雷达的工作参数,仿真着陆过程中的雷达回波,然

后将回波数据存放在回波模拟器中.在测试时,回波模拟器根据雷达系统的时钟以及其他系统时序参数,
回放回波数据,微波着陆雷达实时接收回波数据,并进行距离和速度的测量,最后根据回波仿真时的真

实距离和速度值以及实测的距离和速度测量值,完成对测距测速功能验证和精度评估.见图４、图５.

图４　半物理仿真验证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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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半物理仿真验证结果

微波着陆雷达为了验证在近距离、真实环境下的测距和测速的功能和性能,采用吊车将火星探测器

进入舱的模拟舱吊高至３~３０m,同时在每个波束方向安装一台激光测距仪用于对测距精度进行标定和验

证,安装一台 GPS组合惯导用于对测速精度进行验证.微波着陆雷达在吊车试验过程中的距离和速度测

量曲线以及距离和速度测量精度曲线如图６所示.

图６　吊车试验测距精度曲线

微波着陆雷达为了验证在远距离、真实环境下的测距和测速的功能和性能,采用运输机校飞试验,
飞行高度最高可达５０００m,最大飞行速度可达８０m/s,试验地点选择在了甘肃敦煌戈壁滩,选择与月球

表面最为接近的地形地貌进行试验,试验共进行了５个架次的飞行试验,每个架次连续飞行１~２h,用于

考核雷达工作的稳定性以及环境的适应性.
微波着陆雷达天线安装于飞机的机腹,电子设备均安装于飞机机舱内,同时在每个波束方向安装一

台激光测距仪用于对测距精度进行标定和验证,安装一台 GPS组合惯导用于对测速精度进行验证.微波

着陆雷达在校飞试验过程中的距离测量曲线如图７所示,最大限度地验证了雷达的作用距离.通过校飞试

验以及试验结果分析,微波着陆雷达的性能可满足任务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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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校飞试验测距曲线

３　在轨工作性能

嫦娥５号探测器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成功着陆月球正面,微波着陆雷达全程测距和测速数据连续稳

定,距离和速度曲线如图８所示.

图８　在轨测距测速曲线

微波着陆雷达在轨最远测量距离为１７６９４m,最近测量距离为１４６m,覆盖任务书要求的１６km~
１５m.微波着陆雷达在轨测量的最大速度为４２４３m/s,波束向距离大于１２km,覆盖任务书要求的

６km~２m 的距离范围和最大３００m/s的速度范围.在轨性能指标满足任务指标要求.

４　结　论

微波着陆雷达作为 GNC分系统重要的敏感器,在着陆过程中为 GNC分系统提供了着陆器相对于月

面的距离和速度信息,在轨测距和测速数据稳定连续,有力地保障了着陆器着陆的精度和安全.通过地

面的充分试验验证和在轨的良好表现,验证了微波着陆雷达方案的正确性和工作性能,为后续深空探测

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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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降落伞强度试验方法研究

张兴宇　张亚婧　刘兴华　王治国　刘　权　张宏伟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航天器进入火星大气后,为了确保最终安全着陆,通常采用降落伞利用火星大气进行减速,
降落伞在火星上的工作特点与地球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强度是降落伞的关键性能.如何在地球环境下

进行降落伞的强度性能验证,是降落伞研制过程的重点之一.本文研究了火星降落伞的工作特点和国外

火星降落伞的试验情况,结合国内试验能力,论证了运输机/轰炸机和直升机两种试验方案,均能够实现

火星降落伞的强度验证.
关键词　火星;降落伞;强度;空投试验

０　引　言

火星探测器以高速进入火星大气后,首先由探测器本身的阻力特性进行气动减速,随后采用降落伞

装置对探测器进行进一步减速,最后利用反推发动机/气囊等实施末段着陆.在整个探测器进入减速着陆

(EDL)过程的 “恐怖７分钟”内,探测器速度骤降,降落伞承前启后,起到了关键作用,降落伞能否正

常工作,直接影响到探测器能否安全着陆[１].
火星环境条件与地球存在很大的差别,降落伞在火星工作时具有高马赫、低密度、低动压的特征,

属于无限质量开伞范畴.在地球环境下,验证火星降落伞的性能,考核各项指标,一直是火星探测降落

伞研制过程中的重点[２３].
强度是降落伞的关键性能,强度的大小直接表现在降落伞的完整性和破损程度,反映降落伞的承载

能力.试验是降落伞的主要研究手段和途径,试验的重点就是模拟无限质量的开伞条件.

１　火星降落伞特点

１１　火星环境特点

火星约为月球直径的２倍、质量的９倍、表面重力的２５倍,约为地球直径的１/２、质量的１/９、表

面重力的２/５,火星表面积与地球陆地面积接近,表面重力加速度约为３７３m/s２,海拔１０km 高度处的

平均重力加速度为３７１m/s２.火星的大气密度是１０８×１０－２kg/m３,约为地球的１％,火星表面的平均

大气压强小于地球的１％,约７mbar[４５].

１２　国外主要探测火星的活动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人类一直在探索火星,有超过３０个探测器到达火星,它们对火星进行了详

细的考察,并向地球发回了大量数据,NASA发射火星探测器２１次,其中７次成功着陆火星,包括海盗

号、探路者号、机遇号、勇气号、凤凰号、好奇号、毅力号等,探测器均采用刚性气动外形＋降落伞的

减速方案,EDL的主要参数见表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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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火星探测器EDL的主要参数

探测器名称 海盗号 火星探路者号 机遇号 勇气号 凤凰号 好奇号 毅力号

着陆时间 １９７６年 １９７７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２１年

进入速度/(km/s) ４７０ ７２６ ５４０ ５５０ ５６７ ６００ (５９０)

进入质量/kg ９９２ ５８４ ８２７ ８３２ ６００ ２８００ —

气动外形直径/m ３５０５ ２６５０ ２６５０ ２６５０ ２６５０ ４５００ (４５０)

降落伞伞型 盘缝带伞

降落伞直径 １６２０ １２７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１１８０ ２１５０ (２１)

开伞点速度/Ma １１０ １５７ １７７ — １７７ １７０ —

开伞动压/Pa ３５０ ５８５ ７２５ ７５０ ４２０ ７５０ —

１３　典型火星着陆过程

美国海盗号探测器的着陆舱与轨道舱分离后,调整了方向,发动机反推制动离开绕火轨道,在约

２４４km 高度以２５０m/s的速度进入火星大气下降.着陆舱抛掉防热罩后,在高约５７km 时,直径为

１６２m 的降落伞开伞减速,当着陆舱高度到达１４km 时,降落伞脱离,缓冲火箭反推制动,着陆舱速度

由６４７m/s减至２６７m/s,由着陆腿上的缓冲器吸收最后的冲击载荷,并关闭缓冲发动机,实现软

着陆.

１４　火星降落伞工作特点

因为火星的大气特点,探测器高速进入火星大气后,由自身的气动外形减速无法降低至亚音速,火

星降落伞需要在超音速条件下开伞,开伞马赫数约为１７,虽然开伞时速度高,但由于所处的大气密度

低,约为６５×１０－３kg/m３,导致动压小,约为５００Pa.而常规的返回地球的探测器用降落伞,开伞马赫

数一般小于１,大气密度约为０４１３kg/m３,动压一般大于３０００Pa.
由于低密度和低动压,火星降落伞与地球上工作的降落伞有很大差别,开伞过程中回收体的动压变

化量小,属于典型的无限质量开伞[８９].

２　国外主要试验方法

２１　高空气球

美国宇航局在海盗号和低密度超声速减速器 (LDSD)等项目中进行高空气球投放试验,采用气球和

火箭的达到降落伞试验条件.见图１.

图１　高空气球试验系统地面布置图

氦气球在地面放飞,将试验模型升至高空,模型外形、质量与探测器相同.氦气球与模型之间串联

一个降落伞,用于氦气球意外损坏时回收试验模型.整个氦气球、降落伞、吊带和试验模型铺设在跑道

上,用１个专用高台将模型起吊[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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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LDSD试验时,在高空气球内充入６５５７kg氦气,氦气球逐渐升空,随着风向,移至飞行吊

挂在高台下的试验模型上方,高台与试验模型解除约束后,高空气球携带３６００kg的模型升空[１３].
当到达３６６km 高度时,试验模型与高空气球分离,４个起旋固体发动机工作,模型旋转,然后主推

发动机工作,将试验模型推至５４８km 高空,飞行速度增加至马赫数３５,满足高马赫、低密度和低动压

的工作条件时,３个消旋发动机工作,使姿态与正式飞行相似,充气结构、降落伞等产品工作.最终,试

验模型落在预定海面上.见图２.

图２　高空气球试验过程示意图

２２　火箭弹

美国宇航局在海盗号项目中进行火箭弹试验.
火箭弹包含箭头和箭体.降落伞安装在火箭箭头尾部,前端外部有１个可展开气动前锥,由２４条铝

合金杆组成,当完全展开后形成一个直径４５７m、锥角１２０°的气动前锥[１４].
箭体上的发动机工作,使火箭高速飞至高空,起飞６０s后,消旋系统工作,消除由于结构不对称或

者发动机推力偏斜等产生旋转.
在上升段,箭头与箭体分离,为降落伞打开开伞通道.箭头继续惯性运动,在最高点后的再入过程

中,姿态控制系统对箭头的姿态进行调整,气动前锥展开,停止姿态控制,通过气动前锥外形提供的气

动力,使试验模型保持一定姿态飞行,降落伞等产品工作,携箭头下落[１５１６].见图３.

２３　飞机

美国宇航局在机遇号和凤凰号探测器项目中进行低空重载空投试验.
在进行PHX降落伞的研制过程中,进行了３种质量的空投试验.试验采用类似于飞镖,低长细比圆

柱状模型,头部为圆锥形,安装配重,尾部安装４大片尾翼,使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减小开伞时的攻

角[１７].见图４.
试验时,通过１根长６０m 的绳索与飞机相连,直升机在竖直方向上提升模型,使模型脱离地面支

架,避免碰撞模型头部的空速管.在１８００m 高度时,飞机保持悬停,飞行员触发遥控锁释放空投模型,
模型上的计时器工作,模型自由下落,当到达预定时间时,降落伞等产品工作,模型乘降落伞下落,直

至着陆[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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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火箭弹试验过程示意图

图４　空投试验模型吊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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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风洞

美国宇航局在机遇号和好奇号等项目中进行风洞试验.
在研制机遇号降落伞时,NASA使用了埃姆斯 (Ames)的国家全尺寸空气动力试验设备,最大速度

可达５２m/s,截面尺寸为２４４m×３６６m,长度大约４６m.降落伞通过１个球铰机构和拉力传感器安装

在风洞内的支架上.支架位于风洞的中心线上,由风扇使降落伞充气时,伞衣位于试验段内[１９２１].见

图５.

图５　风洞试验示意图

２５　火箭橇＋直升机

美国宇航局在开展低密度超声速减速器 (LDSD)项目时进行了火箭橇与直升机联合试验.
由直升机将包装好的降落伞提升至１２００m,降落伞下悬挂８００m 长的主拉绳,主拉绳下吊挂锁紧

块,锁紧块下面是４００m 长的细拉绳,由地面卷扬机施加张紧力.直升机投放降落伞后,降落伞开伞,
卷扬机牵引细拉绳,引导锁紧块降落在火箭橇上的锁紧装置并锁死,然后火箭橇上的发动机点火,给降

落伞加速,验证全张满条件下的降落伞强度[２６２７].

３　试验方法分析

３１　方案分析

上述几种方法均已由美国宇航局成功实施,验证了火星降落伞的强度,均具有技术可行性.
高空气球试验和火箭弹试验提供的模拟条件更为真实,从产品性能方面验证更全面,同时参试系统

更为复杂,单次成本高,准备周期长.
单从强度验证的角度上,飞机空投试验和风洞试验系统相对简单,飞机空投试验可直观验证降落伞

的动态性能.难点在于开伞条件的控制,风洞试验能及火箭橇与直升机联合试验都够提供比较稳定的试

验载荷,便于观察,风洞试验的难点在于风洞设施的建设,火箭橇与直升机联合试验系统更为复杂.
综合考虑,采用飞机进行空投验证是比较贴近现实的选择.为了模拟无限质量开伞,飞机飞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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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火箭橇与直升机联合试验示意图

无法满足在空气密度足够小的高空进行试验,可以通过增加模型的重量,使开伞过程中模型速度不会发

生明显的变化.

３２　可行性方案

火星降落伞的开伞动压低,为了得到较低的开伞动压,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采用直升机

投放方式,初始投放速度低,利用模型的重力加速达到需要的开伞动压,通过延时开伞控制,在预定的

开伞动压开伞;另一种方法是采用运输机或轰炸机水平投放,通过减速伞减速达到要求的开伞动压,然

后打开试验降落伞.见表２,图７、图８.

表２　可行性试验方案表

项目 运输机或轰炸机方案 直升机方案

方案概况
　通过运输机或轰炸机投放,减速伞对模型减速,减速

伞分离,弹出火星降落伞,火星降落伞充气
　通过直升机投放,延时一定时间后,弹出试验伞,试验伞充气

工作程序

　模型投放;

　弹射引导伞,拉出减速伞;

　减速伞脱离;

　弹射试验伞;

　试验伞脱离,拉出主伞;

　模型乘主伞着陆

　直升机起飞时,引导伞充气展开;

　模型投放;

　引导伞分离;

　弹射伞;

　试验伞分离,拉出主伞.

　模型乘主伞着陆

试验产品

　每架次降落伞包括:主伞１个,减速伞１个,引导伞

１个;

　每架次火工品若干

　每架次降落伞包括:主伞１个,稳定伞１个;

　每架次火工品若干

试验模型
　重量满足试验要求;

　尺寸受飞机弹舱/货舱限制

　重量满足试验要求;

　尺寸无限制

投放方式 　弹舱挂弹夹投放或货舱货架投放 　钢丝绳悬吊投放,火工品解锁投放

试验开

伞动压

　投放后,减速伞能够提供较为稳定的动压,减速伞分

离后,通过控制弹伞延时,调整开伞动压;

　动压偏差因素:气象条件、模型气动参数、模型重量、
减速伞气动参数、开伞时间控制精度

　投放后,引导伞分离,模型下落,空投控制弹伞延时,调整开伞

动压;

　动压偏差因素:气象条件、飞机飞行速度、模型气动参数、模型重

量、开伞时间控制精度

９２６



图７　运输机或轰炸机空投方案示意图

图８　直升机空投方案示意图

４　结　论

火星降落伞的开伞特点为无限质量开伞,国外的试验案例已经证实在地球环境下,验证火星降落伞

的可行性.结合国内现实条件等因素,本文给出了两种经济可行的火星降落伞强度验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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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流参数对充气式返回舱气动特性的影响研究

何青松１,２　王广兴１,２　张　章１,２　王立武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摘　要　气动特性对充气式气动减速器的设计十分重要,本文采用化学非平衡仿真模型对充气式返

回舱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研究了来流压强和速度变化对返回舱气动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场温度

分布受来流压强的影响较小,来流压强和来流速度增加,壁面热流密度和压强增加十分明显,本文的计

算结果与实验测量结果符合较好,能够满足工程设计需求.
关键词　来流参数;充气式返回舱;化学非平衡;数值模拟

０　引　言

航天器返回是航天任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空间活动的日益频繁,航天器返回任务也越来越多.
传统的航天器返回技术主要依靠刚性返回舱来减速,具有质量大、体积大、有效载荷小等特点,难以满

足未来频繁的空间任务需求[１２].充气式返回舱是一种新型的再入飞行器,具有质量轻、可折叠包装、收

拢体积小等优点,受到了各航天大国的关注[３４].
美国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了对充气式返回舱的研究,进行过 AID、IRV 以及 HIAD等项目的研

究,进行过样机研制、超声速风洞实验、空投实验以及亚轨道飞行实验等[５７].以 “火星９６”任务为契

机,欧空局和俄罗斯合作开展了充气式进入减速技术的研究,但 “火星９６”任务在着陆火星过程中失败,
充气式进入减速技术未能得到验证[８].之后,俄罗斯又牵头组织了三次飞行试验,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

和经验[９１１].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东京大学和东京科技学院等合作开展了 MAAC 项目研究,

MAAC项目采用的是单充气环结构,先后开展了高空气球空投试验以及探空火箭等试验[１２１３],通过该项

目的研究,日本在航天器进入减速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我国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也开展充气式进入减速技术的研究,开展了系统概念研究、方案论证以及气

动、轨道、热特性等数值仿真分析,研制了柔性防热材料、原理样机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１４１９].
与传统的刚性结构不同,充气式返回舱在高速气流的冲击下会发生结构变形甚至破坏.因此,充气

式返回舱的结构和防热设计十分重要,而获得准确的气动特性参数是进行充气式返回舱结构和防热设计

的重要前提.本文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日本研制的充气式返回舱实验模型 HWT MAAC进行了研究,
主要考察了来流压强和速度变化对气动特性的影响.

１　计算模型

本文在N S方程的基础上添加组分方程来进行充气式返回舱气动特性的研究,湍流模型采用SST模

型.本文计算中采用的二维轴对称可压缩流动的控制方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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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v 分别为速度在x、y方向的分量;ρ、P、e、T 分别为气体的密度、压强、内能和温度;μ、k、

γ为气体的粘性、热导率和比热比;τ为切应力,Ec为化学能损失;hi、fi、Jix、Jiy 分别为组分i的比焓、
质量分数、x方向的扩散通量和y方向的扩散通量.本文采用Park的五组分化学反应模型,包含的组分有

氮分子 (N２)、氧分子 (O２)、氮原子 (N)、氧原子 (O)和氮氧分子 (NO),包含的化学反应如表１所

示,模型具体参数参见文献 [２０].

表１　化学反应

序号 反应

１ N２＋M ↔ N＋N＋M

２ O２＋M ↔ O＋O＋M

３ NO＋M ↔ N＋O＋M

４ N２＋O↔ NO＋N

５ NO＋O↔ O２＋N

本文以日本研制的充气式返回舱实验模型 HWT MAAC为研究对象,该模型为飞行演示验证试验

中采用的充气式返回舱SMAAC的缩比模型,其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其具体的结构尺寸可参见文献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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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HWT MAAC模型结构示意图

图２给出了本文的计算域及网格划分情况,在流场入口给定来流速度、来流压强和来流温度,出口参

数外推,壁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壁面温度设为３００K,计算网格数为２００×３００.

图２　计算域及网格划分

２　计算结果

文献 [２１]中采用高超声速风洞对充气式返回舱实验模型 HWT MAAC进行了研究.为了验证模型

的可靠性,本文首先将计算结果与文献 [２１]测量得到的壁面热流密度进行比较,比较工况为来流压强

６０Pa,来流温度４５K,来流速度１３４６m/s,比较结果如图３所示,从图中看出本文的计算结果与文献

的实验结果符合较好.

文献 [２２]采用高焓激波风洞对圆柱体迎风面的热流密度和压强进行了测量,实验模型为９０mm 圆

柱体,来流温度６９４K,来流速度４７７６m/s,来流压强为６８７Pa,本文将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了比

较,比较结果如图４所示.从图中看出本文计算得到的压强和热流密度在圆柱前端比实验值略高,但总体

上与实验结果符合均较好.

文献 [２１]中的测量工况来流温度４５K,在充气式返回舱实际飞行中,来流温度远超过此温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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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壁面热流密度与实验结果比较

图４　壁面压强和热流密度与文献结果比较

此本文考察来流压强和来流速度变化对气动特性影响的研究,将来流温度统一设为２５０K,表２列出了本

文的考察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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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计算工况

来流压强/Pa 来流速度/(m/s)

１ ６０ ３０００

２ ３０ ３０００

３ ９０ ３０００

４ ６０ ２０００

５ ６０ ４０００

图５给出了表２中５个工况的温度分布情况,从图中看出气体经激波压缩后温度急剧上升,激波前后

存在较大的温度突变.激波后,随着气体朝返回舱壁面流动,气体温度先上升后下降,在壁面处存在较

大的温度梯度.比较图５ (a)、 (b)和 (c)发现来流压强变化对流场温度分布影响较小,流场温度分布

规律和最高温度相差不大.比较图５ (a)、 (d)和 (e)发现来流速度对流场温度影响较大,来流速度越

大,流场最高温度越大,且激波内的温度梯度越大.工况５的结果中流场温度已经超过６０００K,其实,

充气式返回舱高速再入时流场温度可超过１００００K[２３],流场中伴随着气体复杂的化学反应,而目前大部

分对充气式返回舱再入的仿真都没有考虑空气化学反应的影响[２４２６].飞行器高速再入气动特性的仿真研

究中,空气的化学反应过程是不可忽略的[２７].因此,采用化学非平衡模型对充气式返回舱高速再入气动

特性进行研究更为合理.

图５　流场温度分布 (单位: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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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给出了沿返回舱壁面热流密度分布,从图中看出热流密度在充气环壁面处和舱体壁面处均存在峰

值,在舱体处壁面处热流密度最大.从图中还看出壁面的热流密度随着来流压强和来流速度的增加十分

明显,热流密度的增加对防热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返回舱受到的气动力主要来源于表面压强的作用,
图７给出了返回舱表面的压强分布情况,从图中看出在舱体和蒙皮壁面处,压强分布变化不大,在充气环

处,压强急剧下降.从图中还看出壁面压强随着来流压强和来流速度的增加十分显著,返回舱受到的气

动力显著增加,对结构刚度的要求也更高.

图６　壁面热流密度分布

图７　壁面压强分布

３　结　论

本文采用化学非平衡模型对充气式返回舱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考察了来流压强和来流速度变化对

返回舱气动特性的影响,比较了壁面热流密度和压强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本文采用的化学非平衡仿

真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符合较好,能够满足工程应用的需求;流场温度分布受来流压强的影响较

小,随来流速度的增加,流场最高温度增加明显;来流压强和来流速度增加,壁面热流密度和压强增加

十分明显,返回舱受到更强的气动热和气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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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EffectsofInflowParameteron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ofInflatableReentryDecelerator

HEQing song１,２,WANGGuang xing１,２,ZHANGZhang１,２,WANGLi wu１,２

１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 Electricity;

２LaboratoryofAerospaceEntry,DescentandLandingTechnology,CASC

　　Abstract　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areveryimportantforthedesignofinflatabledeceleratorIn
thispaper,thechemicalnonequilibrium modelisusedtostudythe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
inflatablereentrydecelerator,andtheeffectsofinflowpressureandvelocityonflowcharacteristicsare
investigatedTheresultsshowthattheinflowpressurehaslittleeffectonflowtemperatureWiththe
increaseofinflowpressureandvelocity,theheatfluxandpressurealongthewallriseobviouslyThe
numericalstudiesfitwellwithexperimentalstudy,whichinfersthatthenumericalstudycanmeetthe
needsofengineeringdesign

Keywords　Inflowparameter;Inflatablereentrydecelerator;Chemicalnonequilibrium;Modeling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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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模式行星探测机器人的设计与分析

张程煜　崔广志　刘旭东　张玉翔　陈　涵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摘　要　为进一步提高行星探测领域机器人在不同环境中的移动与交互能力,本文提出了一种多模

式行星探测机器人.首先介绍了多模式行星探测机器人的概念与功能,其次描述了机器人的结构形式与

组成,并对该机器人进行运动学计算,然后设计了探测机器人的三种工作模式:移动模式、自协作模式、
固定操作模式,并规划了机器人在不同模式间的切换过程,最后根据理论分析验证得到机器人在不同模

式下均能平稳运行,证明了该新型机器人的设计具备合理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　行星探测;移动机器人;多模式;模式规划

０　引　言

在地外行星探测与深空探测领域,目前已应用的大多为轮式或轮足式移动机器人.当移动机器人具

有一定操作能力,并能够在移动模式与操作模式两者间切换时,机器人不仅具备优异的移动能力,还能

够通过不同模式的转换执行多种类型的任务,从而更好地适应非结构化地形与更复杂的环境,极大增强

环境交互能力.移动与操作能力融合机器人正成为机器人领域的新的发展方向,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

外学者的关注.
在移动机器人领域,国内外研究机构与学者提出了多种轮式、腿足式、轮腿复合式机器人方案,文

献 [１]提出了一种连杆铰接轮腿式机器人机构,如图１所示,并对其运动学进行解算,研究机器人的构

态变形方式.文献 [２]提出了一种圆周对称形式的六足轮腿式机器人构型,并对其不同移动模式下的步

态进行了研究.目前轮腿式复合机器人方案大多仅具备轮式或腿足式移动功能,操作能力和与复杂环境

的交互能力略显不足.为应对移动机器人环境交互能力不足的问题,AraiT[３]与 DingXilun[４５]提出了融

合移动与操作能力的多支链机器人的构想,前者对该类融合机器人的设计概念与应用前景进行了详细介

绍,后者运用其设计的 NOROS Ⅲ六足机器人,如图２所示,深入研究了机器人腿部支链完成操作功能

的控制方法,进一步证明了机器人可以通过不同支链的切换完成操作与移动功能.

图１　连杆铰接轮腿式机器人

针对多模式机器人运动过程中的动力学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RoySS[６７]提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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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NOROS Ⅲ机器人

六足步行机器人,并完成了机器人动力学建模,基于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到了机器人在移动过程中的支链

载荷分配最优解.文献 [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机器人动力学建模方法,该方法在建模时将机器人拆分为

多个含有串联支链的子模块,对于仅包含串联支链的机器人动力学建模具有普遍适应性.文献 [９]计算

了多种含闭环支链结构的移动机器人动力学模型,分析得到了机器人动力学性能与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
文献 [１０]采用拉格朗日方法构建机器人动力学模型,分析得到了机器人本体高度与腿部关节力矩之间

的关系.文献 [１１]采用试验方法验证了机器人不同步态与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多模式移动机器人的运动学与动力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部分研究学者也致力于

该类的实验研究,但是针对应用于行星探测领域的多模式移动机器人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

可用于行星探测的多模式移动机器人,完成了运动学分析与多种运行模式规划,分析结果证明该新型多

模式行星探测机器人的设计具有可行性.

１　机构设计与运动学分析

１１　机器人构型与功能描述

本文提出了一种应用于行星探测领域的多操作模式移动机器人,如图３所示.该机器人由动平台和６
条支链组成,每条支链包含有３个转动关节与１个主动轮,转动关节与主动轮均可自主驱动.

图３　多模式行星探测机器人模型简图

该机器人同时具备移动与操作能力,能够实现快速移动、搬运等功能,因此可以用于行星探测过程

中的探查取样、物资运输、执行侦察任务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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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运动学分析

如图４所示建立机器人坐标系,基坐标系为Oxyz,动平台坐标系为Opxpypzp ,坐标原点Op 点位

于动平台中心,zp 轴垂直于动平台向上,xp 指向六边形边的中点.六边形动平台边长为２a ,基体侧板宽

度为b.机器人６条支链呈对称布置,支链编号如图４所示.

图４　机器人坐标系与支链分布示意图

对于第i条支链 (i＝１,２,３,４,５,６),可以将其等效为三关节串联机械臂,连杆的长度分别为L１

和L２ ,建立第i条支链D H 坐标系如图４所示,各关节的角度为θi(i＝１,２,３),根据D H 方法建

立机器人支链运动学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D H 参数表

杆件 θi di ai αi/(°)

１ θ１ ０ ０ ９０

２ θ２ －L１ ０ ９０

３ θ３ ０ L２ ０

支链在O０x０y０z０ 坐标系下的位姿变换矩阵可以表示为

０
３T＝０

１T１
２T２

３T (１)

２　机器人模式定义

定义多模式行星探测移动机器人的三种工作模式分别为机器人移动模式、机器人自协作模式和机器

人固定操作模式,具体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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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模式下,机器人采用多足式移动或轮式移动,通过合理的步态规划能够适应不同地形,从而

提高移动效率,机器人移动模式的典型状态如图５所示.

图５　机器人移动模式

在机器人自协作模式下,所有支链可按功能被划分为操作支链与支撑支链,操作支链完成环境交互

与任务执行功能,支撑支链完成机器人的支撑与行走功能,该模式下机器人的典型工作状态如图６所示.

图６　机器人自协作模式

当机器人不需要移动或调整姿态时,可将支撑支链关节固定,并与动平台融合为刚性稳定结构,以

便操作支链更稳定地完成环境交互功能,此时机器人的工作模式成为固定操作模式,典型工作状态如图７
所示.

图７　机器人固定操作模式

３　机器人模式规划

在实际工作中,机器人面对的往往是非结构化地形和连续型任务作业,需要在不同工作模式之间切

换.下面对机器人的模式切换过程进行规划.在此定义六足行走步态为机器人移动模式的基础步态,当

机器人从移动模式变换到其他两种模式或从其他模式变换到移动模式时,均由六足行走步态进行变换.
定义固定操作模式与六足行走步态间的变换过程称为过程A,六足行走步态与自协作模式间的变换过

程称为过程B,固定操作模式与自协作模式间的变换过程称为过程 C,三种模式间的变换关系如图８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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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模式间的变换关系

现以移动模式与自协作模式切换过程为例,具体描述切换过程.如图９所示,当机器人处于六足移动

步态后,首先变换支链到中间状态,然后在中间状态下调整支撑支链,使其稳定支撑,接下来移动操作

支链完成环境交互功能,该过程中支撑支链根据任务需求或力学性能需求调整支撑位置,此时机器人进

入自协作模式,完成了移动模式与自协作模式间的切换,其余两种模式间的切换可类比 A过程.

图９　机器人模式切换过程

４　结　论

为提高机器人的灵活性与环境交互能力,本文提出了一种具备多种模式的行星探测机器人,通过不

同支链的切换,其同时具备操作与移动功能,首先完成了机器人的结构设计与运动学分析;接着定义了

机器人三种工作模式,以及不同模式间的切换过程,通过模式切换过程分析验证了该行星探测机器人创

新方案设计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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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analysisofamulti mode
planetaryexplorationrobot

ZHANGCheng yu,CUIGuang zhi,LIUXu dong,ZHANGYu xiang,CHEN Han
BeijingInstituteofMechanicalEquipment

　　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themaneuverabilityandoperationabilityofrobotsinthefieldofplanet
detectionindifferentenvironments,amulti modeplanetdetectionrobotisproposedFirst,theconcept
andfunctionofthe multi modeplanetarydetectionrobotareintroducedSecond,thestructureand
compositionoftherobotaredescribed,andthekinematicsanalysisoftherobotiscarriedoutThen,

three modesoftherobotaredesigned,andtheswitchingbetweendifferent modesoftherobotis

plannedFinally,accordingtotheoreticalanalysisandverification,therobotcanrunsmoothlyindifferent
modes,whichprovestherationalityandfeasibilityofthenewrobotdesign

Keywords　Planetaryexploration;Mobilerotot;Multi mode;Mode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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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多阶段论证与评估技术研究

闫志强　许　睿　郭胜鹏　江庆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９６９０１部队

摘　要　针对新型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多阶段研制特点,分析了多阶段论证与评估需求,研究了多

阶段指标体系建立方法、关键指标的论证评估方法以及通用模块化仿真分析平台方案.针对不同研制阶

段需求,提出了航程与再入区域范围、制导精度与制导适应性、控制系统单机与综合性能等关键指标的

论证与评估方法.相关结果可以为新型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多阶段指标梳理、评估方法研究、论证评估

手段建设提供技术基础,有效支撑关键技术攻关、集成演示验证、方案论证与工程研制.

关键词　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多阶段论证与评估

０　引　言

以临近空间新型再入飞行器为代表的新型航天产品具有技术先进、系统复杂、研制周期长、研制风

险大等特点,与系统性能相关的技术风险会对产品设计、制造、生产等环节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导致研

制费用增加、性能指标下降、进度延迟甚至项目的失败.针对新型飞行器研制要求,结合阶段性研制目

标和任务使用要求,适时开展分阶段的指标论证与性能评估工作,是确保技术方案合理、技术路线可行

并最终满足研制要求的重要手段.

制导控制系统论证评估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基于产品使用需求和总体技术要求,建立多阶段性能指标

体系,并通过合理的技术手段,对制导控制系统的不同实现方案、技术路线、产品性能等进行定量与定

性的评估,比较方案优劣或提出改进意见,为飞行器总体方案的确定、技术路线的选择,以及最终的综

合评定提供客观的评判依据.制导控制系统的评估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一般包括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和高保真仿真模型、制定符合研制需求的评测算例及指标体系,利用高效的动力学仿真及数据处理平台

开展仿真分析,利用各类试验数据开展综合评估等.

国际上开展较早的控制系统仿真平台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飞行仿真系统、约翰逊空间中心的

实时仿真系统、兰利研究中心的LaSRS＋＋仿真系统、马歇尔航天中心的 MAVERIC仿真系统等.所涉

及的关键内容包括评估需求定位、制导控制技术验证、飞行任务模式定位、蒙特卡洛试验方法、评估指

标体系、计分方法等,可选择多种典型制导控制方法在其仿真平台上进行定量测试评估,并采用量化指

标和自动化计分过程实现客观、高效的评估任务.
针对新型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多阶段论证与评估要求,开展适应新型航天产品研制特点的控制系统性能

论证与评估方法研究,将更好地为关键技术攻关与集成演示验证、立项论证与工程研制提供技术支撑.

１　控制系统多阶段论证与评估需求

１１　新型飞行器指标论证与评估中的难点

新型再入飞行器研制技术难度大,产品研制经历概念预研、关键技术攻关、集成演示验证、立项论

证、工程研制等多个阶段,需对不同阶段、不同状态的产品开展质量监管,并就关键性指标开展论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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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１].因此,需在不同阶段对指标体系、论证深度、评价方法等方面加以区分.目前,在新型再入飞行

器控制系统的研制监管和指标论证评估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难点.
(１)研制方与用户对产品使用性能认识存在偏差

虽然在新型再入飞行器关键技术确立过程中考虑了产品使用要求,但是因技术攻关难度原因,承研

方在研制早期更多地聚焦于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在系统方案整体规划上未充分考虑用户需求,在多方

案选择及攻关过程中,倾向于弱化对使用性能要求的响应.
(２)在指标论证与评估的尺度和深度上把握不足

由于新产品的研制特点,在产品质量监管和评估的尺度与深度上把握不足.在不同阶段应当对论证

评估内容加以区分,关注关键技术分解、可行性分析及其对核心指标的支撑能力,并拓展论证评估手段、
开展评估活动,避免论证不充分、评估手段不具体、指标评估不及时的问题.

(３)长周期、多阶段的研制特点制约了指标论证与评估水平

参与产品预先研究、集成演示验证、工程研制的技术人员可能来自不同领域、不同队伍,指标论证

与评估手段零散或重复,系统性弱,论证与评估水平受技术人员自身能力影响较大,造成论证与评估水

平参差不齐.因此应更系统地研究多阶段论证评估的规律,总结理论方法,建设相应手段,从而更好地

将对此类论证与评估活动加以规范,有效提高专业队伍的论证评估能力.

１２　多阶段论证与评估的需求内涵

针对新型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研制质量监管和指标论证评估的难点与现状,需要研究在多阶段研制

过程中论证、监管与评估的尺度与深度,建立相应的论证与评估手段.多阶段论证与评估的具体需求

包括:

１)多层次、多阶段指标体系的建立.根据关键技术攻关情况、核心指标与使用要求,确立不同阶段

论证评估重点,提出适用于不同阶段的指标体系.

２)知识体系与论证评估手段的完善.构建适用于不同阶段的知识体系,建立适用于新型产品特点的

论证评估理论基础;借助数字仿真、半实物仿真、飞行试验,建立适用于不同阶段的论证与评估手段.

３)多阶段论证与评估方法与应用研究.针对不同研制阶段特点,关注产品使用性能,结合典型任务

剖面与具体实例开展评估应用,获得有效结论,从而对阶段转段和指标闭合分析进行有效支撑.

２　控制系统多阶段指标体系的建立

新型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设计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制导技术

新型再入飞行器剖面约束和任务约束较为复杂,包括力热环境限制[２]、过程参数和终端参数精度要求

等,同时需要克服气动特性和大气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偏差与干扰,通过能量管理控制飞行速度

大小,满足终端结束点的多终端参数要求.
(２)姿控技术

复杂面对称外形带来的气动特性和空气舵舵效的耦合与非线性特性,飞行环境和气动特性不确定性

强[３５],动力学特性的大范围快速变化.
(３)伺服机构和能源

工作时间长,输出力矩和功率大,对安装空间和轻质化具有较高要求.
(４)惯性器件

精度要求高,性能保持期长,应能适应大过载和高温环境.
(５)电气设备

集成度和小型化要求高,热环境、电磁兼容和可靠性设计难度大.

７４６



根据以上特点,可将控制系统关键指标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

１)航程与再入区域范围.

２)制导精度与制导适应性.

３)控制系统单机与综合性能.
在控制系统关键指标的论证与评估过程中,应抓住多阶段论证与评估的关键要素,分析相关数据的

获取及其重要度 (如气动数据、惯性系统参数、制导器件参数等),采用多种指标综合方法评估综合性

能[６].同时,突出多阶段论证的特点,明确各阶段论证目标与论证方法.尤其应注意论证评估的深度应与

当前阶段相匹配,并充分考虑评估对象当前研制特点、技术突破情况、试验数据颗粒度,按照模块化、
多粒度、可拓展、灵活组态的原则,进行数据积累、模型搭建和系统平台的建设.

３　控制系统关键指标多阶段论证与评估方法

３１　航程与再入区域范围

(１)预研阶段

在预研阶段缺乏较为准确的气动数据,主要在概念设计与飞行特性方面开展工作.在控制系统设计

方面,可通过三自由度仿真,从弹道优化、再入走廊适应能力等方面开展分析研究.研究气动参数与再

入飞行距离的关系,对再入航程、区域范围和飞行时间进行估计,用于能力分析和改进设计[７９].
(２)关键技术攻关阶段

根据较为准确的总体参数和气动数据的初步设计结果,开展更为细致的弹道优化和制导适应能力分

析,对飞行器的实际航程能力作出估计,初步回答目标实际可达的问题.通过飞行环境相关因素影响分

析,评估各类环境因素对航程的影响程度.主要成果包括航程能力分析的初步结论,及其偏差因素的影

响量级.
(３)集成演示验证与立项论证阶段

通过地面集成演示验证试验和飞行试验,对关键技术攻关成果、控制系统方案可行性进行验证,并

据此开展关键指标的论证分析工作,为研制立项提供重要参考.在该阶段,系统设计方案逐步收敛,可

以提供更为准确的气动模型,制导控制方案逐步确立,各单机主要性能指标基本固化.可以建立更为准

确的环境条件,开展飞行仿真,充分反映控制系统各个环节对系统整体性能的影响,获得系统综合性能

分析结果,初步具备对航程指标定量评估的能力.
(４)工程研制阶段

在工程研制阶段,关键技术已突破并经过演示验证,控制系统方案不会出现颠覆性问题,整体设计

与综合性能呈现逐步收敛、优化的过程.此时的论证与评估分析应致力于建立更为准确细致的控制系统

模型,通过数字仿真、半实物仿真、飞行试验,对单机、分系统、系统综合各层次的性能进行分析和评

价,对航程/再入范围指标在任务剖面下的实际性能作出综合评价.

３２　制导精度与制导适应性

(１)预研阶段

在该阶段的主要论证评估任务包括:

１)论证确定制导精度与适应性指标要求.分析飞行任务使用场景要求,论证精度与适应性指标要

求.在精度指标论证中,需要根据再入飞行任务需求,提出精度指标要求.在制导适应性指标论证过程

中,需要根据再入点及航区范围要求、临近空间大气环境、再入走廊力热约束、再入制导机理与机动飞

行能力等,提出制导适应性要求.

２)确定影响精度与适应能力的主要因素.根据精度与适应性指标要求论证情况,分析制导方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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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合理性,提取影响指标实现的关键器件和性能参数[１０].在精度指标分配中,涉及的误差因素包括制

导工具误差、制导方法误差、引力扰动、初始定位误差等.针对临近空间长航时惯性导航高度发散和引

力异常问题开展重点分析[１１].

３)确定提高精度实现指标闭合的关键途径.通过分析影响制导精度与适应性实现的关键因素,列出

需突破的核心技术,形成初步制导方案.为提高导航精度,除对惯性导航器件提出精度指标要求外,需

引入卫星导航等外部信息以降低扰动引力与工具误差的影响.在制导适应性方面,需加强多约束制导方

法、不确定条件下姿态控制方法等研究.
(２)关键技术攻关阶段

结合关键技术攻关进展与系统设计方案,进一步分析影响指标实现的关键环节及其对指标实现与方

案闭合的影响程度,同时对核心关键技术是否突破进行初步验证.可能涉及的关键技术包括:惯性器件

指标及惯性导航精度、复合制导精度、机动飞行制导方法与能量管理方法、对不同航程与机动轨迹要求

的适应性、过程约束满足情况、飞行姿控稳定性等.
(３)集成演示验证与立项论证阶段

在该阶段应关注于系统方案的工程可实现性、使用要求的满足性,特别要结合任务使用剖面,关注

实际飞行环境对制导精度与适应性的影响,开展核心与关键指标的闭合性分析.
(４)工程研制阶段

在工程研制阶段,制导方案进一步收敛闭合,需结合使用需求,进一步开展制导方案的细化与优化,
尤其关注使用性能的可达性与使用的灵活性问题.结合大量地面试验与飞行试验结果,开展制导精度与

适应性指标的评估与评定.建立制导工具误差和制导方法误差的概率模型,包括随机数的产生与统计检

验、减少模拟试验方差的方法、保证给定精度下所必需的模拟试验次数的确定、模拟打靶试验数据的统

计分析与处理方法等.
在精度指标评定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通过对飞行试验和地面试验数据的辨识与综合分析,确认制导工具误差系数的天地一致性.

２)对精度影响较大的分系统,其地面试验样本应与飞行试验产品状态一致且批次相同.

３)地面试验样本信息应避免重复使用.

３３　控制系统单机与综合性能

(１)预研阶段

新型再入飞行器空间与重量要求较高,需进行一体化、小型化、轻质化设计,根据典型任务剖面和

指标要求,确定各重要单机的性能指标要求,如控制综合集成度与环境适应性、伺服力矩与工作时间、
电池容量等.

(２)关键技术攻关阶段

关注各关键技术的突破情况,核心指标是否满足使用要求或阶段性攻关要求,评估阶段性指标的满

足情况.
(３)集成演示验证与立项论证阶段

关注各核心指标试验验证情况,结合使用要求,评估任务环境条件下的工程实现水平,研究指标闭

合情况,区分立项前后的指标要求与研制工作,避免产品立项后发生技术路线或研制方案的颠覆性变化.
在试验验证情况方面,关注器件精度试验、环境适应性试验、性能保持期试验等是否满足使用要求,并

结合产品使用流程,进一步规范和约束各个指标项.
(４)工程研制阶段

在工程研制阶段,一方面应加强关键单机核心指标的飞行试验验证情况分析,另一方面应特别关注

与使用要求密切相关的关键指标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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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小结

综合上述多阶段指标论证与评估分析过程,可以初步总结如表１所示.预研阶段主要对系统方案进行

原理性验证;在关键技术攻关阶段,开展相关的技术风险分析,以及关键技术成熟度评价;在集成演示

验证试验阶段,开展相关地面大型试验和飞行试验的规划与过程评价,并在后期重点开展立项条件论证;
在工程研制过程中,则通过多种试验手段对各环节的风险和性能评估作出分析.

表１　关键指标论证与评估多阶段分析成果与工具

指标 阶段 成果 技术基础与分析工具

再入

航程

与区

域

预研阶段 　再入飞行特性与升阻比需求 　再入飞行理论,弹道优化,三自由度仿真平台

关键技术攻关阶段 　航程、再入区域及影响因素 　制导控制策略与方法,相对准确的总体参数与气动数据

集成演示验证与

立项论证阶段

　航程能力论证结果,各偏差因

素的影响量级

　六分量气动数据,六自由度仿真平台,控制系统方案与关键

特性参数

工程研制阶段 　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估结果
　较为详细的系统方案及特性参数,数字与半实物仿真平台、
飞行试验

制导精度

与制导适

应性

预研阶段
　精度与适应性指标要求、主要

影响因素及技术途径
　惯性误差模型、典型任务剖面弹道、各类偏差初步模型

关键技术攻关阶段
　惯性/复合导航精度、制导适

应性初步分析结果
　攻关方案及关键指标实现情况,惯性/复合导航误差模型

集成演示验证与

立项论证阶段

　制导方案有效性分析结果、精
度与适应性指标的闭合性分析

结果

　六自由度闭环仿真平台,地面与飞行试验验证结果,细致的

总体参数、误差模型与制导方案

工程研制阶段
　制导精度与适应性指标的评

估结果

　更为细致的系统模型,地面与飞行试验结果,不同类型试验

样本统计结果

控制系统

单机与综

合性能

预研阶段
　主要单机的指标要求与核心

技术,使用要求
　典型任务剖面和指标要求,主要单机原理性模型

关键技术攻关阶段
　单机与综合性能核心技术突

破情况,主要性能指标满足情况
　细化的飞行剖面要求、单机模型

集成演示验证与

立项论证阶段

　单机与综合性能指标的验证

情况分析

　地面与飞行试验情况,多种单机在回路的控制系统仿真,使
用性能试验考核情况

工程研制阶段
　综合性能指标的飞行试验验

证情况分析

　具有较逼真性能预示能力的单机与综合仿真模型,飞行试

验结果

４　控制系统多阶段仿真建模及评估通用平台设计

４１　仿真建模原则与方法研究

建立新型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仿真分析平台,是论证与评估工作从定性走向定量的重要手段.为有

效支撑多阶段指标论证与评估,需要开展飞行器控制系统多阶段仿真建模与评估通用平台设计,使其具

备更好的通用性、易用性,能够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开展不同颗粒度的仿真分析,以适应不同阶段、不

同层次的论证与评估需求.
针对以上要求,在系统软件设计中,应遵循模块化、独立性、多粒度、可拓展、易组装的原则,搭

建论证与评估工具分析平台.同时,建立包含不同层次、不同颗粒度、不同设置条件的软件模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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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供具体的评估应用.除以上软件基本设计原则之外,还需注意以下问题:

１)尽可能分离系统基本运行环境与仿真对象特性,并将仿真过程与评估过程进行分离,以适应不同

的论证与评估应用场景.

２)将飞行器本体特性模型、环境特性模型与控制系统进行较好地分离,并按照不同颗粒度进行多层

次建模,便于模块的组装与替换.

３)对于控制系统内部的导航、制导与控制算法模块和各类模块进行接口统一与规范,便于不同算法

和单机性能的比对.

４２　通用论证与评估平台功能与结构研究

基于多阶段仿真建模原则,考虑模块化、通用性、运行效率等要求,形成控制系统多阶段仿真建模

方法与平台设计方案.根据论证与评估要求,初步分析新型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论证与评估平台由基础

运行环境子系统、飞行控制仿真子系统、基础论证评估算法子系统、论证评估应用子系统构成.其结构

组成与功能如表２所示.

表２　控制系统多阶段论证与评估系统结构与功能

子系统 模块及功能

基础运行

环境子系统

用户界面与

底层通信

应用流程管理工具

辅助模块

用户图形界面

综合显示

数据交互

图形化管理流程环境

功能模型与算法调度

过程信息与数据管理

评估结果综合管理

数据库

其他计算工具

飞行控制仿

真子系统

基础仿真模块

仿真系统构建模块

动力学模型

伺服机构模型

惯性器件模型

控制算法库

制导算法库

导航算法库

环境模型

气动模型

模型合理性测试与评估

基于飞试的模型校验

基于试验的模型修正

任务数据的读入与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读取与仿真系统构建

算法、参数与模型调度

综合仿真实验系统管理

数据查看与分析

仿真数据统计计算

特征选择和样本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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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子系统 模块及功能

论证评估基础

算法子系统

论证评估算

法库模块

论证评估模块

层次分析法

集成分析评价

模糊评判法

制导精度评估子模块

制导适应性评估模块

姿态控制性能评估模块

论证评估应

用子系统

性能指标体系

与综合分析

关键技术

性能评估

系统方案

论证评估

试验风险

综合分析

任务适应性

论证与评估

性能指标管理

指标关系构建

指标计算和量化分析

指标相关性分析

单项关键技术评估

成熟度因素管理

技术成熟度综合评判

方案参数化分析与评估

基于模型的性能评估

基于仿真与飞行试验数据的综合性能评估

飞行任务试验条件分析

任务参数与数据管理

基于多种弹道数据下的制导控制能力计算

飞行控制仿真子系统是实现控制系统多阶段论证与评估的核心功能模块,遵循飞行器动力学规律,
按照功能独立、模块可替换的原则,沿控制流与数据流向建立各功能模块的接口关系[１２].相关建模分析

软件可根据不同阶段的论证与评估需求,采用不同的建模语言,如 Matlab/simulink、多领域统一建模语

言 Modelic、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软件等.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的控制系统多阶段论证评估指标体系建立方法、论证评估方法与通用分析平台方案,可为

新型再入飞行器控制系统多阶段论证与评估提供参考,对其指标梳理、评估方法与论证手段建设提供技

术基础,相关成果也可为空天往返飞行器等具有新型再入飞行特点的控制系统论证与评估提供借鉴与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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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stageDemonstrationand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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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ccordingtothe multi stage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thenewreentryvehicle
controlsystem,themulti stageDemonstrationandEvaluationrequirementsareanalyzedThemulti
stageindexsystem establishment methods,thekeyindicesdemonstrationandevaluation ways,the

generalmodularsimulationandanalysisplatformschemearemainlystudiedForthediversedevelopment
stagerequirements,thekeyindicesdemonstrationandevaluationmethodsarestudied,suchastherange
andreentry area,the guidance precision and adaptability,thesingle machine and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Therelevantresultscan providetechnicalbasisfortheindexarrangement,evaluation
studies,analysismeansconstructionofthenew reentryvehiclecontrolsystem,andtheycanalso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key technology research,integration demonstration verification,scheme
demonstrationandengineeringdevelopment

Keywords　Reentryvehicle;Controlsystem;Multi stagedemonstrationandevaluation

３５６



相变水冷板的研制及热性能试验研究

张焕冬１　李　鹤２　赵振明１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２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摘　要　采用扩散焊工艺,创新性地研制了一款集相变储能与水冷于一体的相变水冷板产品,该产

品能满足星载某单机内置集成电路实验室连续测试和短时在轨工作储能的双重需求,该结构的应用简化

了星载单机研制过程,避免了集成电路散热热沉的拆装替换过程,能有效提高集成电路的可靠性.同时

搭建了试验台,对相变水冷板进行了热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表明,产品在相变储能工况、水冷工况和自

然冷却三种工况下的性能均优于设计指标要求,同时,也验证了相变材料在吸/放热过程中的恒温性.

关键词　相变水冷板;扩散焊;储热;水冷;相变材料

０　引　言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微电子机械系统 MEMS(MicroElectro MechanicalSystem)技术的进

步,航天领域应用的电子器件及设备也呈现出小型化、轻量化、高集成化和高功率化特点[１~４].相应带来

的热稳定、热失效问题逐步显著.相关试验证实,电子元器件温度每升高２℃,可靠性下降１０％,因此,

电子元器件的散热好坏对可靠性影响甚大[５].

星上电子元器件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热控手段实现散热设计,保证电子元器件在轨飞行过程中,能

够持续散热的需求,但是针对某些特殊使用环境,某些电子元器件只是在轨短时间使用且设置在集成度

非常高的单机内,由于集成度高,且工作时长很短,仅需完成短时间散热需求即可.而这种设置于单机

内的电路板结构还要求在实验室环境下能够满足长期工作的要求,因此,本文研制了一款相变水冷板产

品,该产品能够满足实验室环境下水冷工况持续散热的需求,还能满足在轨飞行环境中短时储热的功能.

１　相变水冷板产品研制

１１　相变水冷板设计输入

外包络尺寸:３５０∗２２０∗１５mm (具体见模型);
散热功率:７６W;
相变储能时长:２０min,测温点温度≤９５℃;
环境温度:２５℃±２℃;
水冷工况:持续工作,测温点温度≤６０℃;
水冷流量要求≤１５g/s;
自然冷却时长:９０℃降至３０℃下,≤９０min.

模型外包络图如图１所示.

１２　相变水冷板方案设计

该产品壳体选用６系铝合金材料研制,通过扩散焊工艺焊接形成内腔,内腔设计有导热筋板结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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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模型外包络图

够满足强化换热的需求,同时,还能起到承压要求,外部凸台结构通过导热垫与电子元器件贴合吸热,
产品的实物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相变水冷板实物图

１３　相变材料选型

目前,固—液相变材料研究与应用最为广泛且成熟,常见的相变材料主要是无机水合盐和有机

物[６~１０].无机水合盐类大多属于中低温相变材料,具有来源广、价格低廉、相变体积变化小、相变潜热

大等优点,但因过冷、相分离和腐蚀的问题,应用到此处不太适合.有机相变材料都是碳基化合物,分

为石蜡和非石蜡类.有机相变材料性能稳定、无过冷相分离等问题,相变过程可逆、无腐蚀问题,本产

品选用石蜡类的相变材料,性能参数如下:
相变点温度:７２℃±２℃;
相变焓值:２２０kJ/kg;
导热系数０２W/ (mK);
密度:０８８g/ml(固)、０８g/ml(液);
比热容:２J/ (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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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验证

２１　试验装置

采用陶瓷加热片模拟电子元器件发热,通过垫导热绝缘垫实现密封作用,同时在热源凸台附近粘贴

测温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水冷板进出口与制冷机相连,制冷机运行过程中,出口水温２５℃,回路内

串联有科氏流量计,用以计量系统流量,如图３、图４所示.

图３　测试系统原理图

图４　测点分布图

２２　试验工况

相变水冷板测试工况主要包括三种:相变储能工况、水冷工况和自然冷却工况.其中,相变储能工

况模拟在轨电子元器件工作的情况下,相变水冷板能否满足电子元器件２０min下的要求;水冷工况是模

拟实验室单机测试工况下,水冷散热是否能够满足电子元器件持续工作的散热需求;自然冷却工况是模

拟装星后,若对单机进行测试,需要多久热量才能靠自然冷却的方式排散出去,用来设置装星后的单机

测试频率.三种工况的测试条件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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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测试工况

实验工况 测试变量条件 测试目标

相变储能工况 初始温度室温散热量７６W 测温点温度≤９５℃时,维持时间≥２０min

水冷工况

初始温度室温散热量７６W
水冷入口温度２５℃

流量１５g/s

持续工作

测温点温度≤６０℃

自然冷却工况
初始测温点温度≥９０℃

自然冷却

所有测温点温度≤３０℃时

自然冷却时间≤９０min

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３１　相变储能工况

相变储能工况下,７６W 热量加载后,所有测温点都从２５ ℃开始升温,当所有测温点有温度到达

９５℃ 时,共用时１６００s,即２６７min,＞２０min,满足设计要求.同时,可以看到Ⅰ区和Ⅲ区主要靠壳

体和相变材料的显热吸热,温度变化曲线的斜率较大,而Ⅱ区主要由相变材料的潜热吸热,温度变化斜

率较小.相变储能工况测点温度变化如图５所示.

图５　相变储能工况测点温度变化

３２　水冷工况

水冷工况下,制冷机流量调整为１４g/s后,所有测温点温度在稳定运行后均≤５２℃,持续运行时间

９０min,满足系统设计要求≤６０℃.水冷工况测点温度变化如图６所示.

３３　自然冷却工况

自然冷却工况下,环境温度２５℃,所有测温点都从９５℃开始降温,当所有测温点有温度到达３０℃
时,共用时４２００s,即７０min＜２０min,满足设计要求.同时,可以看到Ⅰ区和Ⅲ区主要为显热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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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水冷工况测点温度变化

温度变化曲线的斜率较大,Ⅲ区内温度变化曲率在不断变小的原因是产品与环境的温差在不断减小,导

致降温速率越来越慢,而Ⅱ区主要由相变材料的潜热放热,温度变化斜率较小.自然冷却工况测点温度

变化如图７所示.

图７　自然冷却工况测点温度变化

综上三种工况的测试结果,相变水冷板能够满足设计的输入条件,且相变材料在产品吸/放热过程中

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其恒温吸/放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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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通过扩散焊焊接工艺,创新地研制了一款同时满足储热和水冷两种工况使用的相变水冷板产品,通

过测试验证了该产品的性能满足设计指标,该产品在电子元器件散热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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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newphase change& water coolingdevicewasdevelopedbydiffusionweldingtechnology,

whichcanmeettherequirementsbothofcontinuoustestingconditioninlabandshorttimeenergystorage
in orbitconditionTheapplicationofthisstructuresimplifiesthedevelopmentprocessofcomponent,

avoidingthereplacementprocessofheatsink,andcaneffectivelyimprovethereliabilityofcomponentof
intergratedcircuitAtthesametime,atestingapparatuswassetuptoverifythethermalperformanceof
thephase change& water coolingdeviceThetestingresultsshowthattheperformanceoftheproduct
underthreeworkingconditionsofphase change,water coolingandaircoolingconditionisbetterthan
thedesignrequirementsMeanwhile,theconstanttemperatureofthephasechangematerialintheprocess
ofabsorption/releaseofheatisalso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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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充气密封舱关键技术及研究思路

常　洁　黄文宣　从　强　梁东平　许焕宾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简要论述了充气密封舱相对于金属密封舱的技术优势,通过分析国外充气密封舱的技术发

展,结合我国充气密封舱发展现状,提出了折叠展开、可靠密封、长寿命、高效防护等四项关键技术及

研究思路,可为我国载人充气密封舱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充气密封舱;技术优势;关键技术;研究思路

１　引　言

密封舱是人类进行地外活动所必需的资源.无论是近地空间的载人飞行和在轨驻留,还是行星际乃

至恒星际的载人航行,都需要为乘员准备一个可靠的密封环境,以便创造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存放

支持其基本生存条件的物资.充气密封舱主体结构由柔性材料组成,发射时处于折叠状态,在轨充气展

开形成密封舱体.相比传统的刚性密封舱,充气密封舱有如下主要特点.

１)重量轻:为传统金属舱重量的１/３~１/４.

２)发射体积小:舱体直径可压缩,不受目前运载整流罩包络限制.

３)折叠效率高:展开后,体积与折叠状态体积之比可达４以上.

４)展开可靠:舱体展开过程通过气压控制,可控性强,风险小.
国外已经开始了充气密封舱的飞行试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空间站工程[１]、深空探测工程即

将全面铺开,充气密封舱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２４].本文通过对国外充气密封舱技术发展的分析,结合

充气密封舱的使用需求,提炼了四项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并对关键技术研究思路进行了分析.

１１　充气密封舱研究情况

１１１　国外研究情况
美国毕格罗 (Bigelow Aerospace)公司早就本世纪初开始充气密封舱的研制工作,在继承 了

TransHab太空舱项目研究成果后[５],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研制并发射了 “起源Ⅰ号”和 “起源Ⅱ号”两

个试验太空舱[６７],如图１所示.

图１　起源号充气式太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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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无人飞行器主要验证充气结构的折叠压紧,微重力环境下的充压展开、密封等多项关键技术,
两个飞行器也达到了在轨验证的目标,为后续载人任务奠定了基础.随后,毕格罗公司和 NASA 签署了

一份协议,研制与国际空间站直接对接的充气密封舱,直接用于载人飞行任务.２０１６年,毕格罗公司的

可充气式太空舱 (BEAM)搭载龙货运飞船上行,并与国际空间站实现了对接[８],如图２所示.在首次展

开实验时,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尝试后,舱体只展开了数厘米,远未达到完全展开的目标.经技术团队分

析,这是由于充气舱柔性织物材料在长时间压缩后,结构层间的摩擦力增加,导致了舱体未能按预期展

开.几天后再次进行展开实验,采用慢充压的策略,舱体在气压作用下缓慢展开.
在轨充气展开后,航天员打开舱门、进入密封舱内,实现了充气密封舱的载人应用.为了得到充气

密封舱舱内环境,航天员定期进入舱内,对舱内气体环境、辐射剂量等进行监测,以评估充气密封舱载

人应用的安全性[９].

图２　毕格罗充气舱

随着充气式太空舱技术的突破性发展,NASA 还打算将充气式舱体这一共性技术应用到深空探测任

务中.

１１２　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在充气式载人密封舱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航天五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等单

位在开展相关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刚化技术、仿真分析技术、成型技术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研制了不同结

构形式的充气展开结构模型和月球基地模拟件.２０１３年,哈尔滨工业大学与航天五院５０８所联合完成

“充气式重力梯度杆”研制并进行了在轨试验应用[１０],突破薄膜结构控制展开等技术.
浙江大学等高校在平面薄膜和充气薄膜结构的折叠建模和展开动力学仿真方面做了较多工作[１１１２],

对充气薄膜结构进行了详细研究,并采用弹簧质点法开发了展开动力学分析程序,模拟了平面薄膜面阵

和充气展开天线的展开动力学行为.
航天五院总体设计部从２０１４年开展了充气密封舱样机研制工作,先后突破了刚柔连接、柔性结构承

压等关键技术.２０１８年,总体设计部研制了我国首个充气密封舱结构工程样机,完成了地面力学、热等

环境试验和测试工作.

１２　小结

从国外充气密封舱的发展和国内研究情况来看,我国充气密封舱在工程应用之前,还需要针对柔性

结构的特点和载人任务的需求,从充气展开功能入手,结合密封和长寿命要求,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同

时考虑人员居住的安全性,开展高效防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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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充气式密封舱结构关键技术及研究思路

２１　折叠展开技术

(１)基于厚度的折叠设计

现有较为成熟的折叠理论主要针对平面薄膜结构和形状规则的回转体结构,如 Miura Ori法、叶内

折叠法和叶外折叠法等,同时国外在仿生折叠、多边形折叠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对于充气密封舱

而言,由于有柔性防护层的存在,蒙皮厚度一般达十几厘米或数十厘米,经典的折叠理论难以直接应用.
在折叠线附近和多根折叠线交点处,薄膜厚度对折叠性能影响很大,主要思路是在折痕处,断开非

必要的蒙皮,在Z形折叠时不产生局部材料堆积,如图３所示.

图３　Z形折叠

沿着舱体轴向的Z形折叠能压缩舱体轴向长度.利用舱体结构的柔性特点,还可以沿着舱体的径向

对舱体外径进行挤压、折叠[１３],如图４所示.

图４　径向折叠

另外,在折叠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折叠内应力,对蒙皮材料非常不利,因此,还需对折叠后的应

力情况和损伤情况进行分析.
需研究多层薄膜结构的折叠性能,分析折叠损伤机理,确定最优的折叠半径.折叠过程中产生的结

构损伤形式主要有:蒙皮结构在折叠过程中受压一侧可能会发生承压层纤维屈曲现象,甚至是分层破坏,
影响结构承压能力;对于气密层材料,其强度一般较低,处于折叠外层的材料受拉伸,当拉伸应力超过

材料的极限强度时,将出现强度破坏,影响结构的气密性能;折叠时局部形成褶皱损伤.
(２)展开动力学仿真分析

针对长圆柱形构型的密封舱常采用 Z形折叠方式,可采用 ABAQUS等软件对展开过程进行仿真

模拟.
建模时,充气舱蒙皮结构采用薄膜单元.对流体腔进行设置,激活自由度fluidpressure,实现流体

压强和结构壁面之间的耦合,如图５所示.由于薄壳单元在外力作用下会发生较大的位移,且位移对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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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持续时间、施加方式很敏感,为了实现计算过程收敛,仿真分析时采用逆向方式进行模拟.即首

先建立舱体展开到位状态的模型,在折叠折痕处,用气压模拟 “折叠力”对舱体进行分布加载,使舱体

在外力作用下逐步完成折叠,如图６所示.
充气展开是折叠过程的逆过程.

图５　充气密封舱动力学建模

图６　充气密封舱展开动力学分析

上述仿真过程未考虑蒙皮厚度、舱内残余气体、刚性件等参数的影响,在后续研究时,还将结合具

体的工程实际参数,结合试验开展更为精密的仿真分析,研究材料参数、充气速率等参数对展开动力学

特性的影响规律,分析不同折叠应力状态下的展开过程.

２２　低漏率密封技术

随着充气展开密封舱在轨工作时间的大幅度加长,各种空间环境如高低温交变、空间带电粒子辐照

对气密层的老化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刚柔连接部位处气密层受载复杂,因此,随着在轨工作时间的

加长,对充气舱密封设计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该关键技术要进行以下三方面的研究.
(１)气密层材料的配方筛选与密封失效准则研究

进行现有各种配方的全面性能测试,然后进行气密层材料环境试验和性能测试,初步筛选材料,对

筛选合格的密封材料制造典型样件,组装成典型结构,一起进行加速老化试验,通过测试材料试样性能

和典型结构试验件的漏率,建立老化后材料性能参数与漏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制定密封失效准则,以此

作为材料配方的最后筛选指标.
(２)寿命仿真分析研究

建立老化分析模型,根据仿真分析所需最少试验子样及参数测试要求,确定老化试验材料测试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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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制定老化试验大纲,然后根据老化试验数据进行寿命仿真分析,推算寿命期间的性能变化趋势.
(３)密封接口参数优化设计与分析

建立刚柔连接接口分析计算模型,通过调整各种影响漏率的参数组合,计算各种组合情况下密封圈

在预紧状态、初始受载工作状态、寿命末期的老化状态所受应力,根据满足低漏率所对应的密封圈应力

水平和结构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部位的设计参数.为了验证分析计算的正确性,先进行典型结构的试验

与分析对比,再建立密封形式与漏率之间的定性或定量对比关系.

２３　承压层长寿命设计技术

充气密封舱承压层长寿命设计技术流程如图７所示.主要分为承压织带寿命特性研究和充气密封舱寿

命评估两条途径[１４１５],其中织带的蠕变寿命特性是充气舱寿命评估的基础.
织带特性研究主要包括织带极限拉伸强度研究和织带蠕变特性研究.织带极限拉伸强度通过万能拉

力机测得,获取织带极限拉伸强度的均值和方差特性.
织带蠕变研究通过蠕变试验机进行,获取织带的蠕变特性,考虑高低温、真空、辐照等空间环境对

蠕变特性的影响,可通过加速试验减少试验时间.

图７　长寿命设计技术流程

充气舱承压层长寿命设计首先要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充气舱的展开尺寸,然后由薄壁密封舱经典应

力公式计算出织带的受力情况.对于柔性织带,采用单位宽度载荷来描述和评估,将经典公式计算的应

力值转换为织带的单位宽度载荷,如图８所示.
这样就可以通过织带的强度及蠕变寿命特性,来评估承压层的强度和寿命特性.

２４　蒙皮结构防护技术

(１)碎片防护结构设计

１)全柔性防护结构组成

采用全柔性空间碎片防护结构来满足防护指标,并满足可折叠、可展开功能要求,其缓冲屏数和总

间距根据需要可调整,如图９所示.

２)防护结构参数设计

对于柔性防护构型,基于空间碎片防护结构的试验数据、建立全柔性防护结构撞击极限方程来描述

防护结构性能,失效准则为气密层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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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织带受力计算流程

图９　防护层示意图

在仿真分析基础上,研究不同设计参数 (层数、间距、厚度)对防护效果的敏感性,开展防护层结

构优化设计.

３)支撑结构设计

多个缓冲屏之间以及缓冲屏与舱壁之间可以填充聚氨酯泡沫.发射时,压缩缓冲屏间的聚氨酯泡沫,

以缩减防护结构体积,方便折叠;入轨后,解除约束泡沫恢复原始状态,起到支撑缓冲屏、保持防护间

距的作用,如图１０所示.泡沫选用热控泡沫材料,兼具温控和支撑作用.在工程实施中,可以在泡沫中

挖孔,以减重和增加压缩性,但不能影响其膨胀支撑作用.

图１０　压缩和展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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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辐射防护结构设计

充气密封舱辐射防护技术研究途径,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辐射防护技术研究途径

辐射环境主要有原子氧、紫外辐射、高能带电粒子三种.针对原子氧和紫外辐照,多功能蒙皮设计

采用具有优异抗紫外线的防原子氧外用阻燃布.一般通过在纤维布表面刷抗原子氧涂层实现,其在反复

折叠后容易发生破损、裂纹.针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通过改善涂层种类、制备工序 (纤维上浆刷涂层,

再进行编织成布)等手段进行改善.

针对高能带电粒子,充气密封舱多功能蒙皮设计采用具有优异的抗辐照性能的玄武岩纤维/碳化硅纤

维、聚酰亚胺纤维和聚氨酯泡沫.玄武岩纤维/碳化硅纤维、聚酰亚胺纤维和聚氨酯泡沫的抗辐照性能

远,优于铝板的抗辐照能力.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充气密封舱技术发展路线,对充气密封舱折叠、气密、承压、防护等关键技术的技术

研究路线进行了探讨,可为后续我国充气密封舱技术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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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太阳探测器热防护结构研究

刘　峰　黄文宣　马　彬　常　洁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在００５AU 处对太阳近距离成像时,解决长周期、高热流环境下热隔离问题,保证设备正

常工作,成为近日探测关键技术之一.热防护结构以 C/C SiC点阵结构作为隔热屏,表面覆涂高发射、

低吸收耐高温涂层;以高效梯度多层隔热材料为隔热层,采用耐高温非金属螺钉机械连接辅以胶接的方

式组合各部件.本文针对近距离太阳探测器,提出了防热承力一体化热防护结构方案,建立了耦合辐射

导热传热模型,通过传热分析进行验证.

关键词　太阳探测器;热防护结构;隔热屏;隔热层;耐高温涂层

０　引　言

探索太阳磁场起源及能量释放机制,不仅是天文爱好者的梦想,更是国家深空探测战略发展的需要.

长久以来,天文学家一直从远处对太阳进行研究,然而对太阳风加速、太阳磁场分布及演化规律等问题

的理解,都依赖于近日成像观测.美国宇航局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发射帕克号 (ParkerSolarProbe),是

人类航天史上第一个近距离对太阳开展探测的航天器,距离日心最近处小于００５AU,其深入大气层内

部采集太阳风和太阳磁成为第一手样品.欧空局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发射Solarorbiter以研究太阳起源,

配置了大量成像探测有效载荷,但它运行在近日点０２８AU 处的大椭圆轨道上,距离高分辨率还有较大

差距.我国也针对国家后续空间发展战略需要,开展了一系列预先研究.

在００５AU处对太阳近距离成像时,航天器表面将经受约６００kW/m２的热流密度,表面温度预计

１４５０K.与再入过程不同,近日探测器长期经受高热流输入.解决长周期、高热流环境下的热隔离问题,

保证设备正常工作,成为近日探测关键技术之一.
深空探测器对热防护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量化、可重复使用、高可靠性.本文针对近距离太

阳探测器,提出了防热承力一体化热防护结构方案,相比于传统再入航天器热防护结构而言,具有重量

轻、高温承载性能优异等特点.热防护结构以C/C SiC点阵结构作为隔热屏,表面覆涂高发射、低吸收

耐高温涂层;以高效梯度多层隔热材料为隔热层,采用耐高温非金属螺钉机械连接辅以胶接的方式组合

各部件.本文将对热防护结构进行材料选择,开展传热仿真分析验证.

１　设计方案

１１　研究对象

以近距离太阳探测器 (００５AU)的热防护结构为研究对象.按照热流密度６００kW/m２进行仿真模

拟,要求热防护结构厚度不大于７０mm,强度刚度满足要求,背壁温度不大于３５０℃.

１２　热防护结构组成

如图１所示,为热防护结构组成示意图.耐高温涂层以无机硅酸盐掺杂氧化铝为粘结剂,以氧化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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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氧化锌为主要填料,通过喷涂方法在隔热屏表面制备.隔热屏为点阵结构,点阵结构局部起１０×１０×
８mm 凸台,开 M５×０８螺纹孔,用于连接SiC螺钉.隔热层由梯度多层隔热材料组成,通过低发射率

的钼箔进行层层反射,以对外面传入的辐射热流造成热阻,中间的隔热材料根据当地的环境温度,分别

采用氧化铝纤维毡、陶瓷纤维毡和气凝胶.采用SiC螺钉将隔热层机械连接于隔热屏的预留螺纹孔上,辅

助以氧化铝纤维线缝制和固化硅胶胶接.

图１　热防护结构组成示意图

２　材料选型

２１　耐高温涂层

高温涂层由于直接暴露于太阳强辐照之下,其热平衡温度会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其表面温度高

达１４５０K (与涂层特性有关),因此高温涂层选型应首先关注其耐高温特性.平衡温度与ɑ/ε有关,ɑ 为

吸收率,ε为发射率.为了降低平衡温度,涂层ɑ/ε应尽可能低.耐高温涂层的填料以ZnO为基础,通过

掺杂等工艺手段,在ZnO晶格中引入Si、Ti元素,提高ZnO颗粒的抗辐照性能,通过引入富氧的SiO２、

TiO２可以在粒子辐照分解造成ZnO晶体正常格点上氧原子脱离晶格位置,并脱离ZnO颗粒表面时提供氧

原子的氧化剂,维持ZnO的正常晶格结构,从而降低粒子辐照产生的点缺陷型色心浓度.耐高温涂层的

粘结剂选择硅酸盐水玻璃添加SiO２和 Al２O３微粉制备而成.
耐高温涂层的制备工艺如图２所示.对耐高温涂层的主要性能指标进行了测试,结果如表１所示.

图２　耐高温涂层制备流程图

表１　耐高温涂层性能测试值

序号 测试内容 测试结果

１ 耐温特性 ＞１１００℃(保温３０min)

２ 发射率
常温下:０８８~０９２
１１００℃下:０７５

３ 吸收率
常温下:０１~０１５

１１００℃下:０５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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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C/C SiC点阵结构

隔热屏为点阵结构,材料为C/C SiC复合材料,结构的面板厚度１mm,整体厚度１２mm.芯子倾

角４５°,点阵胞元尺寸２０mm×２０mm×１０mm,单个胞元支撑柱直径１５mm.如图３所示为隔热屏制

备流程图.如表２所示为本文使用的C/C SiC复合材料相关热物理性能测试结果.

图３　隔热屏制备流程图

表２　C/C SiC材料性能测试值

材料特性 要求值 实测值

材料密度g/cm３ ＜２０ １８５

抗弯强度 MPa ≥２４０ ２９６

抗拉强度 MPa ≥１８０ １９１

抗压强度 MPa ≥２５０ ３０７

比热容 KJ/(KgK) 实测 １０７８~１８７６

导热系数 W/(mK) 实测 ３６６~５１６

热膨胀系数 ＜３５×１０－６ ２７×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６

辐射系数 ≥０８ ０８６

２３　氧化铝隔热毡

氧化铝纤维毡具有耐高温特性,可用于９００~１２００℃的高温段,本项目采用密度为１６０kg/m３的氧

化铝纤维毡,其在１２００℃下导热系数０１４５W/ (mK).

２４　陶瓷纤维隔热毡

隔热材料是由疏松、轻质多孔材料制成,热辐射在微小气孔中经过反射、散射和吸收被有效降低.陶瓷

纤维隔热毡的耐高温性能较好,使用温度范围在６５０~９００℃.本文使用密度为９６kg/m３的硅酸铝陶瓷纤维

隔热毡作为高温段的间隔层材料,闫长海等[１]给出了其导热系数随温度的测量值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陶瓷纤维隔热毡导热系数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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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气凝胶

气凝胶材料中纳米级孔隙以及连续空间网络结构,使得气凝胶具有优异的绝热性能.气凝胶比陶瓷

纤维隔热毡的导热系数更低,但其耐温性能不如后者,因此用于低温段 (温度小于６５０℃).本文使用密

度为１２０kg/m３的气凝胶作为中低温段的间隔层材料,魏高升等[２]给出了其导热系数随温度的测量值曲

线,如图５所示.

图５　气凝胶导热系数测量值

２６　反射屏

常用的反射屏有两类,一类是低发射率的金属箔,多用于高温情形,如铝箔、铜箔、钼箔、金箔、
钥箔、不锈钢箔等;另一类是表面蒸镀金属层的塑料薄膜,多用于中低温情形,如蒸镀有金或铝的聚酯

薄膜或聚酰亚胺薄膜.
本项目采用耐高温性能较好的钼箔,其表面半球总发射率为０３.

３　传热仿真分析

３１　耦合辐射 导热传热模型

热防护结构传热原理如图６所示.图中qw 为传入高温涂层表面的热流密度,即６００kW/m２;ɑ 是高

温涂层表面吸收率;qf 为高温涂层表面辐射出的热流密度;Tw 为高温涂层表面温度;D 为高温多层材料的

厚度;qn 是由高温涂层表面传入高温多层材料内的净热流密度,可通过式 (１)表示.

图６　热防护结构传热原理图

qn ＝qw －qf ＝qw －σεT４ (１)
多层隔热结构内存在多种形式的传热:多孔隔热材料固体导热、稀薄气体导热、气体在孔隙的自然

对流换热、气孔的辐射换热以及反射屏内的导热.多层隔热结构由反射屏和纤维隔热材料层叠而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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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反射屏的多层隔热材料是最为简单的形式,如图７所示.这种形式已包含了所有的传热形式,所以

对单反射屏多层隔热材料建立一维稳态传热模型,就可以代表多个反射屏的多层隔热材料.

图７　多层隔热材料传热模型

单反射屏多层隔热系统可以看作是由反射屏隔开的１ A、A B、B ２三个独立的隔热系统组成.

１ A、B ２传热方式相同,是由陶瓷纤维隔热毡内的热传导和热辐射组成的.A B之间的传热是高温

合金的热传导.
对于这种联合热传递问题,如果要建立传热模型,还是要从整个系统的能量平衡方程出发.多层隔

热材料的一维能量平衡方程,可用式 (２)表示.

Əqc

Əx ＋
Əqr

Əx ＝０ (２)

式中,qc 为系统内热传导的热流密度;qr 为系统内热辐射的热流密度.金属内没有热辐射,热辐射只在隔

热毡内传递.辐射热流密度qr 在x 方向的导数,可用式 (３)表示.

Əqr

Əx ＝κƏ[４σn２T４(x)－２π∫
１

－１
I(x,μ)dμ] (３)

其中,κɑ为隔热毡辐射吸收系数 (m－１);σ是玻尔兹曼常数,n＝１隔热毡的折射系数,I 为间隔层辐射强

度,辐射立体角中天顶角的余弦.
把傅里叶公式和 (３)代入 (２),可得

Ə
Əx

(kc
ƏT
Əx

)－４κƏσT４(x)＋２πκƏ∫
＋１

－１
I(x,μ)dμ＝０ (４)

其中,κc 为隔热毡热传导系数 [W/ (mK)],它是温度的函数.其中,辐射强度I(x,μ)通过辐射传

递方程 (５)来求解

μ
dI(x,μ)

dx ＋(κƏ＋κs)I(x,μ)＝κƏIb(x)＋
κs

２∫
＋１

－１
I(x,μ)p(μ,μ′)dμ′　 (５)

式中,p(μ,μ′)是相函数,κs 为隔热毡辐射散射系数 (m－１).
对于１ A和B ２两部分,传热控制方程(２)和热辐射控制方程(５)都是适用的,只是边界条件不同.

对于１ A部分,边界条件为

T(x１)＝T１ (６a)

T(xA)＝TA (６b)

I(x１,μ)＝
ε１σT４

π ＋２(１－ε１)∫
０

－１
I(x１,μ)μdμ,０＜μ ＜１ (６c)

I(xA,μ)＝
εrσT４

A

π ＋２(１－εr)∫
１

０
I(xA,μ)μdμ,－１＜μ ＜０ (６d)

对于B ２部分,边界条件为

T(xB)＝TB (７a)

T(x２)＝T２ (７b)

I(xB,μ)＝
εrσT４

B

π ＋２(１－εr)∫
０

－１
I(xB,μ)μdμ,０＜μ ＜１ (７c)

I(x２,μ)＝
ε２σT４

２

π ＋２(１－ε２)∫
１

０
I(x２,μ)μdμ,－１＜μ ＜０ (７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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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之间为金属,没有热辐射,只存在热传导,但其上下表面还存在热辐射和吸收,其边界条件为

qA ＝(２πεr∫
０

－１
I(xA)μdμ)－εrσT４

A,０＜μ ＜１ (８a)

qB ＝εrσT４
B －(２πεr∫

０

－１
I(xB)μdμ),－１＜μ ＜０ (８b)

对于热辐射传递方程的求解,采用离散坐标法,具体见文献[３].

３２　分析结果与讨论

热防护结构各部分主要参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热防护结构各部分主要参数

组成 材料 厚度 mm 主要性能

耐高温涂层 见２１章节 　见表１

点阵结构隔热屏 C/C SiC １２ 　见表２

反射屏 钼箔 ５０μm,共４层 　表面半球总发射率为０３

隔热层１ 氧化铝纤维毡 １０ 　１２００℃下导热系数０１４５W/(mK);密度１６０kg/m３

隔热层２ 陶瓷纤维隔热毡 １０ 　导热系数与温度有关,根据图４拟合;密度９６kg/m３

隔热层３ 气凝胶 １０ 　导热系数与温度有关,根据图５拟合;密度１２０kg/m３

合计 — ４２２ —

采用准一维假设,利用 matlab编写程序进行传热仿真分析.如图８为计算得到的热防护结构温度分

布图.由计算结果可知,在６００kW/m２的热流密度条件下,热防护结构外表面温度１４２５K (１１５２℃)、
内表面温度５３７６K (２６４６℃),满足内壁温度＜３５０℃的要求.热防护结构各组成部分均在其材料的使

用温度范围内,能够满足近距离太阳探测使用需求.

图８　热防护结构温度分布图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近距离太阳探测器,提出了防热承力一体化热防护结构方案,开展了热防护结构的材料筛

选,并建立了耦合辐射 导热传热模型,仿真分析结果表明:

１)结构背壁温度满足设计要求.

２)热防护结构各组成部分均在其材料的使用温度范围内,能够满足近距离太阳探测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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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henthesunisimagedat００５AU,itisfacedwithalongperiodandhighheatflow
environment．Soving this problem has become the key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the
equipmentThethermalprotectionstructureusesC/C SiClatticestructureasheatshield,whic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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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esystem,thenthecoupledradiation heatconductionmodelisestablishedFinally,thedesignis
verifiedbyheattransferanalysis

Keywords　 Solar detector;thermalprotection structure;heatshield;insulation layer;high
temperaturecoatings

４７６



深空探测浮空器发展对我国火星探测的启示

刘　欢　段加林　齐　岳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浮空器探测是一种介于环绕探测与着陆巡视探测之间的探测形式,具有覆盖范围广、机动

灵活、巡视分辨率高的优势,将其应用于火星探测中,不仅可以作为无人探测平台,也可以在载人火星

探测任务中作为观察哨兵或着陆器的通信中继,通过与火星车相互配合增强环境综合感知能力,从而提

升人机系统安全性.本文对苏联、美国等已开展的行星和临近空间浮空器探测项目进展和应用场景等进

行调研,分析了火星浮空器探测需重点解决的关键技术,提出我国火星探测任务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　深空探测;浮空器;火星;金星;临近空间

０　引　言

浮空气球是技术发展最早的低空飞行器[１].由于其实现技术成熟,应用场景广泛,受到各领域的关

注,国外在亚轨道浮空器、平流层浮空器均开展了相关研究,行星气球是一种较早提出的行星探测设计

思路,深空浮空器探测是指针对具有稠密大气的星体利用浮空探测器进行飞行探测.浮空器探测是一种

介于环绕探测与着陆巡视探测之间的探测形式,可以获取大范围高精度观测数据和大气原位数据,具有

覆盖范围广、机动灵活、巡视分辨率高的优势,可以预见行星浮空器在未来的深空探测中将具有重要的

用途.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随着材料、能源、控制等技术的进步,深空探测浮空器的研制具备了更

为坚实的可行性基础,并再次受到航天界的关注,陆续提出了一系列面向火星、金星和土卫六的浮空器

方案研究.继苏联在１９８５年成功发射的 “维加”金星 哈雷彗星探测器 (Venus Halley)中携带了两个

气球探测器,实现对金星大气环境的漂浮探测之后,美国宇航局的航天工程师们也开展了广泛研究,包

括火星、土卫六、金星和木星的行星气球方案、探测气球的设计、制造和测试[２５].中国科学院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开始发展高空气球,于１９８４年建成了我国当时唯一的高空科学气球系统,开展了宇宙射线、高

能天文、红外天文、大气物理、宇宙尘捕获、遥感、空间物理、微重力等科学观测和研究,相关的研究

机构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行星浮空器概念研究[６８].由于临近空间的巨大优势和吸引力,近年来临近空间浮

空器也受到各国研究机构和商业公司的关注,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和试验.

本文对苏联、美国等已开展的行星和临近空间浮空器探测项目进展和应用场景等进行调研和综述,
对深空探测浮空器相关的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火星探测任务的相关启示和建议.

１　国内外深空探测浮空器研究现状

１１　苏联深空探测浮空器研究现状

金星是太阳系中离地球最近的行星,其大小、密度和化学成分与地球相似.专家推测,地球和金星

两颗行星是从原行星盘的同一部分诞生的,但金星的大气成分却和地球截然不同.由于金星大气探测面

临高温、高压以及化学腐蚀等困难,到目前为止,人类尚未对金星中低层大气开展深入的探测研究.由

于气球可以到达温度、压力适中的飞行高度,因此采用浮空气球方式在金星大气层内开展探测,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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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测量大气成分、垂直风、大气闪电等的探测.
苏联１９８５年发射了 Venus Halley探测器,其中搭载了两个完全相同的金星气球探测器 Vega １和

Vega ２.Vega １ 和 Vega ２ 探测器的气球直径为 ３４ 米,探测器重 １８３kg (其中载荷重量为

６２kg).携带的有效载荷包括:温度和压力传感器、垂直风风速仪、散射浊度计、光度计.图１和图２
为 Vega １和 Vega ２在俄罗斯拉沃奇金厂房进行测试和系统组成图.

图１　Vega １浮空器在测试

图２　Vega ２浮空器系统组成

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１日,Vega １金星气球探测器在金星上成功释放.气球探测器工作了４６小时,稳定在

距离金星表面５３km 上,飞行距离达到１０km.在此期间,探测器通过分布在苏联、美国、澳大利亚以及

法国等地共有２０多个射电望远镜完成了４５次遥测通信和２２次定位.Vega ２于几天后重复了 Vega １
的工作,于６月１３日释放了一个同样的探测器,探测器于１５日到达金星,并在和Vega １探测器的同样

高度上释放了气球探测器.探测器工作了４６５小时,在电力耗尽后停止工作[９].

目前,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金星探测计划,这项最新的探测任务被命名为 Venera D,如图３,由一

艘轨道飞船、几个气球、一个登陆器组成.针对不同的飞行高度,气球采用不同的设计,将首次实现对

中低层大气的就位测量.除了主要仪器以外,金星气球还将携带 “微型探针”,按照设想,气球漂浮在金

星的天空中时,微型探针会一个个地被抛下去,以对不同位置进行科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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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Venera D计划

１２　美国深空探测浮空器研究现状

针对深空探测浮空器,NASA开展并制定了一系列研究计划.１９９４年,NASA 提出了 “火星空中平

台”(MAP)任务概念和 “长航时气球飞行器方案” (LDBV),气球直径１８m,悬挂吊舱的系绳长度

２０m,可以携带的吊舱质量为９３kg.在上述方案基础上,１９９５年末,JPL针对 “火星浮空探测/气球系

统” (MABS)研究进行了论证[１０],系统由两部分组成:气球飞行系统 (BFS)和气球充气展开系统

(DIS),其中,气球飞行系统包括气球、附属硬件和吊舱;气球充气展开系统包括气球储存器、展开硬件

/音序器、储罐、气体和控制硬件.

美国NASA的JPL实验室于１９９７年提出金星探测计划,他们准备开发３个氦气超压球,由金星探测

器携带至金星表面５４km 高度上选择三个不同纬度分别发放.每个气球吊挂一个重３４kg的吊篮,其中放

置有４个下投探测仪,每个重２５kg,设计进行地球日３０天至１００天的绕金星长期探测.

JPL实验室的火星汽艇,气球系统 (MSBS)设想是一个大超压气球,它的有效载荷重量为１５~
３０kg,系统将维持连续工作３个月,在此期间能绕火星２５圈左右,覆盖行程超过５０００００km,有效载

荷包括一台超高分辨率成像仪,还有用于天气和大气探测、表面水汽检测和红外谱仪等设备.此外,JPL
实验室还开展了金星和火星探测气球的设计、制造和测试.其研究的 “金星科学浮空器系统”[１１]采用相变

气球,选取氦气或氨气为浮升气体,而水为相变流体,运行的高度范围为０~６０km.
“兰利土卫六飞艇”(LangleyTitanAeroboat)为 NASA太阳系探测路线三大最具优先性的里程碑任

务之一,预计发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左右,目前还未发射,其科学目标是开展土卫六大气环境、碳氢化合物

气象循环、表面地理环境、生命起源与进化等方面的科学数据采集.土卫六探测的大系统方案设计,飞

艇划分为艇体、艇尾、艇舱和推进４个部分以及电源、艇务、飞控、通信、热控和充气６个分系统[１２].

该飞艇设计寿命为４个月,携带光学成像原谱分析、分子探测、太阳探测等科学载荷共２６１kg.艇体为

扁长椭球体软式结构,采用氦气作为浮升气体,能源来自一组回热循环同位素温差发电器电源.在发射

前,飞艇排空艇内气体并将囊体折叠,形成很小的包络尺寸,与储气罐和充气设备一起收纳在防热罩内,

由运载器转运.从地球到土卫六的转运飞艇历时约３３个月,此后运载器进入土卫六轨道,释放飞艇登陆

系统,实现空中充气展开并在５km 高度完成部署.如图４所示.

１３　中国深空探测浮空器的研究现状

中国科学院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发展高空气球,于１９８４年建成了我国当时唯一的高空科学气球

系统,开展了宇宙射线、高能天文、红外天文、大气物理、宇宙尘捕获、遥感、空间物理、微重力等科

学观测和研究.气球体积最大达５万 m３,最大载荷重量２５０kg,气球的滞空时间为３~５h.１９９０年实验

了从我国北方到俄罗斯西南部的长时间气球飞行,飞行时间７２h,飞行距离４０００余km.１９９８年中德合

作进行高空气球微重力试验,在４０km 高度释放的气球落舱采用冷气推进器克服空气阻力,获得１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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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兰利土卫六飞艇”总体构型图

微重力持续时间.２００９年中科院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进行了平流层气球下投探空试验.该气球探测器

采用零压气球,体积１０００m３,携带的吊篮重４５kg.该气球探测器攻克了卫星数据通信改造和吊篮载荷

供电等技术难题,为测量获得平流层气球平漂时所在高度连续的温度、气压和风速风向的数据,提供了

一种新的探测技术手段.近年来,我国相关学者和机构也开展了一系列深空探测浮空器方案和机理研究,

但尚未看到相关的项目推进.

２　临近空间浮空器的发展现状

临近空间是指介于普通航空飞行器最高飞行高度和卫星最低飞行高度之间的空域,属于飞机够不到、

卫星下不来的区域,该空间执行任务,既能节省卫星的费用,又能比一般航空器减少遭受地面敌人攻击

的可能.由于该领域独特的优势,近年来吸引了各国研究机构和商业公司相继开展了相关研究.

２０１９年９月,NASA就利用浮空气球开展了大气中的辐射、生存和生物研究.

德国马斯克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已经发射过两次 “日出号”平流层球载太阳观测站,最新的 “日出３
号”高空气球将于２０２２年发射,携带３种新的科学仪器从平流层观测太阳.

２０２０年,美国和法国科学家联合开展Strateole项目,该项目计划由气球携带仪器设备进入平流层并

环绕世界,详细观察空气和风的特性.此外,美国陆军正在研究开发一种高空气球网络,这种气球将在

平流层飞行,能够在敌方控制的领土上空发射成群的无人飞机,这些气球也可配置为传感器平台,用于

收集情报、监视敌对行动,以及充当通信中继[１３].

临近空间浮空器不得不提的是Alphabet的Loon计划,它于２０１３年推出,Loon计划用一个一个的气

球环绕地球,向网络服务不足的地球人传送互联网接入,虽然该计划由于商业因素终止,但其对浮空探

测技术的发展却做出了巨大贡献,Loon创新性地使用人工智能控制 Loon气球飞行,并保持和创造了在

高空平流程连续飞行３１２天的纪录[１４].

３　深空探测浮空器关键技术分析分析

根据各国已发射和计划发射深空探测浮空器研究情况,深空探测浮空器一般采用超压气球,气球系

统通常包括球体 (包括球瓣、密封条、充气管等)、连接系绳、吊舱等组成.球体主要包括球膜、加强筋

和球上装置.球体是产生升力的部分,需要承受昼夜变化带来的压差变化,要具有较高的强度.通过连

接球顶和球底的高强度延伸性加强筋,使球膜在受到较大的内外压差时形成圆弧状突起.吊舱包括供电、
控制、通信、任务载荷等.

其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包括气球的释放以及充气展开;轻质高强的蒙皮材料技术、持久的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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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飞行轨迹控制技术,以及应用场景设计.
(１)空中展开技术

国际上至今已开展了大量的深空探测浮空器项目研究,均采用了空中充气展开方案.对于空中展开

系统,需要研究展开过程中的结构受力与传递、防撕裂安全展开方式、充气过程中的气体晃动、充气全

程囊体形状预报与调控等问题.
(２)气球超轻高强蒙皮材料

火星上的大气密度很低,约为地球海平面大气密度的６％~７％,空气浮力与空气密度、飞艇体积成

正比,为保证浮空器的浮空和承载性能,火星探测气球材料需要更轻的结构密度.此外,火星昼夜温差

变化大,超压气球利用蒙皮抗压来应对外界温度影响,通过囊体直接承受高压实现持久驻留,对气球材

料和结构设计的要求非常高.若要实现长期驻留,还需保证球体具有非常好的气密性,尽可能降低球体

漏率.
(３)持久能源供应技术

供电可采用太阳能电池＋蓄电池方式,或者采用高效燃料电池.其设计若要实现长期留空,需要有

超常续航的能源供应.参考现有平流层浮空器的设计,通常采用白天通过光伏电池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
部分电能用于平台的正常运行,另外部分电能用于为存储系统充电,通常是充电电池,以便在晚上使用.
而火星表面太阳辐射密度低,需要研制更加高效的太阳电池.

(４)飞行轨迹控制技术

通过Loon项目可以看出,对于气球长时间驻留,球体质量只是影响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气球的飞

行控制和导航.由于浮空器球体大,重量轻,容易受气流影响,如何有效实现飞行控制是深空探测浮空

器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之一.
(５)人机功能设计

人机功能设计是载人火星探测任务所特有的,通过合理的人机功能分配,可以优化系统方案.利用

人的主观能动性,简化飞行控制系统设计,降低研制难度.

４　思考与建议

首先,发展火星浮空探测平台,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也很多,目前我国虽然开展了一系列地球浮空

器的相关研究,但在深空探测领域的研究基础还较为薄弱,需要重点解决气球技术、超轻材料、能源和

控制等关键技术.
其次,临近空间,特别是在３０~４０km 的高度,它的高辐射、低温、低气压还有极端干燥的综合环

境与现在火星的表面有非常的相似性,可以认为是地球上与火星环境最为类似的区域,因此,临近空间

的浮空器探测任务可为火星探测浮空器研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最后,火星浮空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将其应用于火星探测中,不仅可以作为无人探测平台,也

可以在载人火星探测任务中作为观察哨兵或着陆器的通信中继,通过与火星车相互配合,增强环境综合

感知能力,从而提升人机系统效能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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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surrounddetectionandlandingpatroldetection,andhastheadvantagesofwidecoverage,

flexiblemaneuverability,andhighpatrolresolutionItcannotonlybeusedasunmanneddetection,but
alsocanbeusedasacommunicationrelayorobservationsentinelsinmannedMarsexplorationmissionsIt
canenhancetheenvironmentalperceptioncapabilitiescooperatingwiththeMarsrover,therebypromoting
thesafetyofthehuman machinesystemThisresearchinvestigatestheformerSovietUnion,theUnited
Statesandothercountrysprogressandapplicationsofplanetaryandnearbyspaceaeroboatexploration,

analyzesthekeytechnologiesinthe Marsaeroboatdetection,andproposessomesuggestionstoour
countysMarsexploration

Keywords　Deepspaceexploration;aeroboat;Mars;Venus;nearbyspace

０８６



着陆缓冲用铝蜂窝材料高温缓冲性能试验研究

杨佳辉１　王栋梁２　孙　朋３　李　红２　李　龙１　魏　伟３

１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２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３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摘　要　为了研究铝蜂窝材料在火箭着陆缓冲工况下的缓冲性能,对３种强度 (１２MPa、９MPa、

６MPa)的铝蜂窝材料进行了不同环境温度的准静态压缩试验,试验包括常温静压试验及高温静压试验

(将铝蜂窝试件放置在高温环境箱中保温１０min后进行准静态压缩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铝蜂窝强度随

环境温度升高而呈非线性降低;低强度 (９MPa、６MPa)铝蜂窝相比高强度 (１２MPa)铝蜂窝,在相同

温度下强度衰减的幅度更大,且强度衰减的速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而高强度铝蜂窝强度衰减的速度

增大.铝蜂窝作为一种高效的缓冲吸能材料,若能对其做好隔热防护,则在火箭着陆缓冲领域将有比较

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铝蜂窝;着陆缓冲;高温效应;准静态压缩

０　引　言

近些年来,世界主要航天强国逐步加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制,火箭的可重复使用技术作为降低

火箭发射成本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我国也逐渐受到重视.美国SpaceX、BlueOrigin等公司已经成功通过

垂直着陆的方式对火箭进行回收[１],在此同时,各国对垂直着陆缓冲技术进行了持续关注和研究.

铝蜂窝材料作为一种轻量化、比吸能大、变形稳定可控的多孔复合材料[２４],以其优异的缓冲吸能特

性广泛应用于轨道列车被动安全防护[５]、航空航天[６]、舰船等领域[７８].目前,铝蜂窝已成功应用于月球

着陆器等航天器的缓冲装置中[９].火箭与月球着陆器都对重量非常敏感,因此采用铝蜂窝作为火箭缓冲吸

能材料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考虑到火箭腿式缓冲器靠近发动机,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故需对铝蜂窝

材料进行高温环境试验研究,即高温对铝蜂窝材料缓冲性能的影响.

１　常温铝蜂窝缓冲性能试验

１１　试验目的

了解３种强度 (１２MPa、９MPa、６MPa)铝蜂窝材料 (胞元尺寸相同,只有铝箔厚度不同)在常温

(２５℃)下的缓冲力学性能,并进行对比分析.

１２　试验方法

本文的准静态压缩试验均采用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LD２６３０５,并选取稳态压缩速度为５mm/min
进行试验.试验所用的铝蜂窝试件的基体材料为５０５２ H１８铝箔及粘结剂,通过辊轧成型法制备.由于

切制出来的铝蜂窝试件边缘存在不完整的胞元,为了防止不完整胞元对铝蜂窝静压强度产生比较大的影

响,选择边长１００mm 的正方体型蜂窝.具体的试验步骤如下.

１)对３种强度的铝蜂窝试件进行编号,试件规格如表１所示,其编号由３个字符组成 (如Ⅰ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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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２５_１).第一个字母表示强度,Ⅰ代表１２MPa,Ⅱ代表９MPa,Ⅲ代表６MPa (后面分别简称Ⅰ组、

Ⅱ组及Ⅲ组);第二个字母及后面的数字表示温度 (单位℃);第三个数字表示同种规格试件的第n 个试

件;全文中出现的所有试件编号含义与该编号规则相同.

２)对每个铝蜂窝试件进行３mm 预压缩处理以消除峰值,将其置于万能试验机的试验台上进行准静

态压缩至压实.图１为常温准静态压缩试验场景.

图１　常温准静态压缩试验场景

表１　铝蜂窝常温试件规格

序号 试件编号 长×宽×高/mm 质量/kg

１ Ⅰ_T２５_１ １００５×１００３×１００６ ０２１３０

２ Ⅰ_T２５_２ １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００５ ０２１２５

３ Ⅰ_T２５_３ １００５×１００５×９９９ ０２１１５

４ Ⅱ_T２５_１ １０１１×１０１７×１００３ ０１６４０

５ Ⅱ_T２５_２ １００９×１０１７×１０１３ ０１６７０

６ Ⅱ_T２５_３ １００５×１０１７×１０１０ ０１６７５

７ Ⅲ_T２５_１ １００１×１０００×９９５ ０１３６０

８ Ⅲ_T２５_２ 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９９７ ０１３５５

９ Ⅲ_T２５_３ ９９９×１００６×９９５ ０１３６０

　　注:由于铝蜂窝试件不是严格的正方体,故长、宽、高各取三个位置进行测量,并求取平均值,其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１３　铝蜂窝材料常温试验结果分析

本试验在常温下对预压缩处理后的铝蜂窝试件进行压缩至压实,得出３种不同强度铝蜂窝在常温下的

应力 应变曲线,如图３、图４、图５所示.通过分别比较３组曲线可以得到,Ⅰ组及Ⅱ组铝蜂窝应力 应

变曲线比较平稳,而Ⅲ组应力 应变曲线前期波动比较大,后期比较平稳,且强度缓慢增强,整体上,Ⅲ
组铝蜂窝应力 应变曲线一致性比较好,前期波动大是由于压缩过程中铝箔叠缩幅度比较大,而后期强度

小幅增强是由铝箔的厚度不均匀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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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铝蜂窝试件

图３　试件Ⅰ _T２５_１、Ⅰ _ T２５_２、Ⅰ _ T２５_３应力 应变曲线

图４　试件Ⅱ _T２５_１、Ⅱ _ T２５_２、Ⅱ _ T２５_３应力 应变曲线

３８６



图５　试件Ⅲ _T２５_１、Ⅲ _ T２５_２、Ⅲ _ T２５_３应力 应变曲线

铝蜂窝常温静压强度一致性分析如表２所示,最大应力偏差都在５％以内,说明同种规格铝蜂窝强度

的一致性比较好.

表２　铝蜂窝常温静压强度一致性分析

试件分组 平台应力均值σm/MPa 最大应力偏差δm/％

Ⅰ组 １２４３ ３４

Ⅱ组 ９１１ ２６

Ⅲ组 ６０８ １３

　　注:平台应力均值为该组所有铝蜂窝平台应力的平均值;最大应力偏差δm 由公式δm ＝
σmax－σmin

σmax
计算得到,式中σmax 为组内强度最高

的铝蜂窝平台应力,σmin 为组内强度最低的铝蜂窝平台应力.

２　高温对铝蜂窝材料缓冲性能的影响

２１　试验目的

探究３种强度铝蜂窝在不同高温环境(４０℃~６０℃)下的缓冲力学性能,即静压强度随温度的变化,并
进行对比分析.

２２　试验方法

高温准静态试验平台为安装有高低温控制系统的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LD２６３０５.铝蜂窝试件同

常温铝蜂窝力学性能试验.具体试验步骤如下:

１)对铝蜂窝试件依次进行编号,试件规格如表３所示,并在常温下将铝蜂窝试件进行３mm 预压缩

处理.

２)对Ⅰ组、Ⅱ组及Ⅲ组铝蜂窝分别进行４０℃、５０℃及６０℃温度试验,将预压缩处理后的铝蜂窝试件放

置在高温箱内,加热至目标温度,待温度稳定后保温１０min,进行准静态压缩试验,直至压实.图６为高温

准静态压缩试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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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铝蜂窝高温试件规格

序号 试件编号 长×宽×高/mm 质量/kg

１ Ⅰ_T４０_１ １００２×９９７×１００５ ０２１７５

２ Ⅰ_ T５０_１ １００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４ ０２１８５

３ Ⅰ_T６０_１ １０１３×１０１９×９８８ ０２１８０

４ Ⅱ_T４０_１ １００７×１０１６×１０２１ ０１６７０

５ Ⅱ_T５０_１ １００８×１０１５×１０２２ ０１６６５

６ Ⅱ_T６０_１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１０１１ ０１６５０

７ Ⅲ_T４０_１ １００４×１００２×９９８ ０１３４０

８ Ⅲ_T５０_１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１ ０１３４０

９ Ⅲ_T６０_１ １００４×９９８×９９９ ０１３６０

图６　高温准静态压缩试验场景

２３　铝蜂窝材料的高温试验结果分析

本试验分别针对３种强度的铝蜂窝试件,逐级升高温度进行准静态压缩试验,得出在相应温度下的应

力 应变曲线,如图７、图８、图９所示.温度变化对铝蜂窝静压强度的影响如图１０所示.
由试验结果可知,３组铝蜂窝的静压强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对于Ⅰ组铝蜂窝,应力 应变曲线比较

平稳,在４０℃时,铝蜂窝强度几乎不变,而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强度降低的幅度增大,应力波动逐渐变

大;对于Ⅱ组铝蜂窝,应力 应变曲线比较平稳,波动小,随着温度升高,强度的降低幅度越来越小;对

于Ⅲ组铝蜂窝,应力 应变曲线整体上比较平稳,波动比较大,强度随温度的变化与Ⅱ组铝蜂窝相似.
由图１０、图１１及表４可知,Ⅱ组及Ⅲ组铝蜂窝强度的衰减趋势比较一致,其衰减速度都随温度升高

而降低,而Ⅰ组铝蜂窝强度的衰减速度随温度升高而升高.从整体上来看,在相同高温下,铝蜂窝强度

下降的幅度顺序为Ⅲ组＞Ⅱ组＞Ⅰ组,由此可以得出,在胞元尺寸相同,且只有铝箔厚度不同的条件下,
铝蜂窝常温静压强度越低,强度受高温衰减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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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试件Ⅰ _T２５ (常温)~Ⅰ _T６０_１应力 应变曲线

图８　试件Ⅱ _T２５ (常温)~Ⅱ _T６０_１应力 应变曲线

图９　试件Ⅲ _T２５ (常温)~Ⅲ _T６０_１应力 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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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铝蜂窝在不同温度下的强度衰减率

项目 ４０℃ ５０℃ ６０℃

Ⅰ组 δ１/％ －１４ －５６ －１５０

Ⅱ组 δ２/％ －１５８ －２２７ －２７２

Ⅲ组 δ３/％ －１６６ －２５８ －２６５

　　注:δ１、δ２、δ３ 分别表示Ⅰ组、Ⅱ组、Ⅲ组铝蜂窝静压强度在对应温度下的衰减率,由公式δi ＝
σA

σA －σT
(i＝１,２,３)计算得到,其中σA 为

铝蜂窝在常温下的静压强度,σT 为铝蜂窝在对应温度下的静压强度.

图１０　温度变化对铝蜂窝静压强度的影响

图１１　铝蜂窝在不同温度下的强度衰减率

注:强度衰减率δ为铝蜂窝在对应温度的静压强度相对于常温静压强度的衰减率.

３　讨　论

根据上述结果分析,相比常温静压强度,在６０℃时,Ⅰ组铝蜂窝强度衰减１５０％,Ⅱ组铝蜂窝强度

衰减２７２％,Ⅲ组铝蜂窝强度衰减２６５％,其原因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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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蜂窝材料是一种复合材料,由铝箔及粘结剂组成,在高温下,铝箔的屈服强度会相应地下降[１０],
粘结剂作为树脂材料,会发生软化[１１],粘结强度降低,故铝箔与粘结剂的强度耦合导致在高温环境下铝

蜂窝的强度发生衰减,且衰减幅度呈非线性.
从结构上分析,在尺寸规格相同的前提下,Ⅱ组及Ⅲ组铝蜂窝的密度比Ⅰ组铝蜂窝小,假定粘结剂

的密度及重量是一致的,在高温环境下,粘结剂软化程度一致,而Ⅱ组及Ⅲ组铝蜂窝材料的密度更小,
铝箔更薄,宏观上,延展性得到增强,软化的程度更高,接近软化极限更快,故在相同温度下低强度铝

蜂窝强度衰减幅度更大,在４０℃、５０℃时衰减速度快,而在６０℃时衰减速度慢,高强度铝蜂窝则反之.

４　结　论

由铝蜂窝常温及高温试验可知,铝蜂窝材料的静压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呈非线性降低,在铝蜂窝胞元

尺寸相同的情况下 (铝箔厚度不同),同种温度下低强度 (９MPa、６MPa)铝蜂窝强度衰减的幅度比高

强度 (１２MPa)铝蜂窝更大,且温度越高,衰减的速度越慢,而高强度铝蜂窝衰减的速度越快.铝蜂窝

作为高效的缓冲吸能材料,若应用于火箭着陆缓冲技术中,需做好隔热防护,防止温度过高导致缓冲性

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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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ordertostudythebufferingperformanceofaluminumhoneycombatthelanding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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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ingconditionofrocket,thequasi staticcompressionexperimentunderdifferentenvironment
temperatureiscarriedoutforthreekindofaluminumhoneycombwithdifferentstrength,whichincludes
ambientstaticcompressiontestandhigh temperaturestaticcompressiontestThehigh temperature
staticcompressiontestiscarriedoutbycompressingthealuminum honeycombafterbeingplacedin
environmentchamberfor１０ minutesTheresultsshow thatthecompressionstrengthofaluminum
honeycombdecreasesnonlinearlyasthetemperatureincreases,thestrengthoflow strength(９,６MPa)

aluminumhoneycombdecreasesmorethanthatofhigh strength (１２MPa)aluminumhoneycombatthe
sametemperatureandthedecayrateofthestrengthoflow strengthaluminumhoneycombdecreasesas
thetemperatureincreaseswhilethatofhigh strengthaluminum honeycombincreasesAsakindof
efficientbufferandenergyabsorbingmaterial,aluminumhoneycombwillhaveagoodapplicationprospect
inthefieldofrocketlandingbufferifitcanbeinsulatedwell

Keywords　AluminumHoneycomb;LandingBuffer;High TemperatureEffect;Quasi Static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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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承载轻质全碳纤维器间支架的研制

张　玲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本文针对嫦娥五号着陆器与上升器之间的连接需求,参考前期大承载主承力桁架结构设计

经验,在结构重量要求极其严格的情况下,确定了支架构型及其工艺方案.本文还相应描述了支架的分

析及验证,其中对支架碳纤维编织接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支架当前已通过所有验证,并于

２０２０年底完成了飞行试验.

关键词　全碳纤维;支架;编织

０　引　言

本文针对嫦娥５号着陆器与上升器之间的连接需求,参考前期大承载主承力桁架结构设计经验,在结

构重量要求极其严格的情况下,设计了一种全碳纤维支架,此处称为上升器支架.本文确定了支架构型

及其工艺方案,还相应描述了支架的分析及验证.

上升器支架采用三维编织复合材料,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上述理论进行力学性能预测,而针

对结构件的力学分析却很少,本文对接头进行了相应的细观 宏观强度分析预报,在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后,得到了相应分析的指导性原则.

支架当前已通过所有地面验证,并于２０２０年底完成了飞行试验.

１　设计要求

探测器构形按照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器串联构形设计.轨道器在最下端,与长征５号

火箭对接,返回器安装于轨道器上,着陆器安装在轨道器支撑舱结构上端,着陆器顶部通过上升器支架

支撑上升器.探测器系统在发射状态下的构形如图１所示.整器在发射状态下的重量为８２００kg.上升器

作为其支架的支撑载荷,质量为７８０kg.入轨后上升器支架温度范围为－８０℃~＋１０５℃.

图１　发射状态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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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陆上升组合体动力下降过程中,着陆器太阳翼处于半收拢状态,着陆缓冲机构探针展开.着陆

上升组合体构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着陆上升组合体构形 (动力下降段)

２　支架设计

上升器支架安装在着陆器顶板上,安装螺钉穿过顶板与顶板下方的隔板相连.上升器支架由１２根圆

杆 (不打断数量)、４个上接头、４个下接头、４个交叉接头组成,实际呈４个交错的４面体构形,如图３
所示.１２根圆杆为 M４０J碳纤维杆以保证较高的强度刚度,圆杆外径４０mm,壁厚３mm.上接头、交叉

接头、下接头均采用 T７００碳纤维编织材料RTM 成型,此种接头具有轻质、大承载的特点.

图３　上升器支架构形

　
图４　下接头构形

下接头构形如图４所示.
上接头构形如图５所示.
交叉接头构形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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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上接头构形

　　
图６　交叉接头构形

隐藏顶板后支架与隔板的连接构形如图７所示.

图７　隐藏顶板后支架与隔板的实际连接构形

支架与上升器连接的４个接头组通过交叉杆系与下方４个接头固定连接,下方４个接头组与着陆器连

接.并且,支架上下２组接头中的每个接头都能够通过１根立杆和２根斜杆与另外一组的３个接头组成一

个稳定的四面体结构,满足了每个接头承受各向载荷的需求,并且杆件轴线交叉均通过一点而获得桁架

杆系,减小了局部附加弯矩等载荷发生的可能.

支架所有主要构件包括接头、杆件均为碳纤维复合材料,最大减轻了结构重量,构件之间连接完全

采用胶接实现,最大减少了连接构件数量,同种材料的粘接最大限度上减小了热交变载荷带来的热应力,
使构件能够适应更大的温度范围.为解决斜杆平面内交汇连接问题,使用了交叉接头;为防止接头与杆

件提前剥离,以及增加杆件和接头局部强度,所有杆件与接头连接处包裹一定范围和层数的碳布;为尽

量增加胶接面积,提高连接强度以及减小构件尺寸,杆件均采用斜切端面的方法,使杆件与接头处尽可

能地贴近接头连接支杆根部.

支架所有接头采用碳纤维编织RTM 成型接头,利用编织件强度高、抗冲击、各向承载较均衡可设计

的特点,满足了接头处载荷大、工况多的复杂载荷承载需求;利用RTM 成型获得的构件外形尺寸精度高

的特点,满足了支架尺寸装配精度要求高的需求;利用编织件强度对局部制孔不敏感的特点,满足接头

局部安装附件或者留取操作通道的需求.

支架的４个上接头为杯状接头,分别提供了较大的轴向空腔,满足了载荷设备连接分离装置的容纳与

连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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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接头提供了环状钛合金衬垫,保护了碳纤维构件集中承载,提供了承载横向载荷的倒锥孔,
满足了大载荷连接时所需要的平面度及位置度等几何精度需求,满足了金属衬垫可以拆卸置换的需求,
上接头提供空腔以及局部环状衬垫保护情况,如图８所示.

图８　上接头提供空腔以及局部环状衬垫保护情况

３　验证研究

３１　设计分析验证

(１)载荷分析及初步静力分析

上升器与着陆器固连的上升器支架４个上接头通过４个爆炸螺栓连接.正弦振动试验时,上升器横向

最大过载４７g,单点最大轴力为９９kN.发射状态下,上升器支架的最小强度裕度为０５８＞０２５,满

足要求.
(２)整体支架强度分析与试验验证对比研究

模拟上升器支架在外载下的力学响应.把模型导入Patran中,并施加相应的载荷,得到上升器各部

分的应力应变,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结果的正确性.

为了保证模拟结果的正确性,应尽量保证模拟工况和试验工况的相似性.因此,在上升器顶端绘制

了刚性圆盘作为加载工装.图９为试验工装,图１０为模拟工装.

图９　试验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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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模拟工装

由于结构较为复杂,采用四面体单元进行分析,单元尺寸设为１５mm.各零件及其工装之间采用胶

接约束,下接头底部固支.刚性圆盘上方４３９mm 处绘制控制点,于该点施加试验载荷.
为提高计算效率,可先采用简单结构如悬臂梁等,以检验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另外,为避免问题过于复杂,进行以下简化.

１)模拟时,由于各零件采用不同的材料,为每一个零件均建立了一个当地坐标系.有的零件不同部

分可能会有不同材料,并未在一个零件内建立多个坐标系.比如,上接头主管和几个支管编织方向不一

样,在此忽略它们的差别,只为上接头建立一个坐标系.更加细致的分析会在之后的局部结构分析中

进行.

２)试验时,杆件为 M４０J碳纤维杆,主管铺层顺序为: [±４５/０３/±４５/０３/±４５/０３/９０/０３/±４５/０３/

±４５/０３/±４５].斜管铺层顺序为 [±４５/０３/±４５/０３/９０/０３/±４５/０３/±４５],０°为轴向.实际杆件材料用

三维编织材料替代,轴向为材料１方向,周向为２方向,径向为３方向.

３)分析时,未加入密封端安装架及螺钉、螺母、垫圈等.
图１１、图１２、图１３、图１４是工况１鉴定级和工况２验收级的模拟结果云图.

图１１　工况１鉴定级应变云图

从图１１、图１２中可看出工况１鉴定级载荷下,上升器支架最大应变为９６６×１０－３,最大柯西应力为

３６７MPa.

从图１３、图１４中可看出工况２验收级载荷下,上升器支架最大应变为７７８×１０－３,最大柯西应力为

３４６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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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工况１鉴定级柯西应力云图

图１３　工况２验收级应变云图

图１４　工况２验收级柯西应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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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数据具有较高的精确度,误差均在１０％以内,但是某几个点误差达到了２０％甚至３０％,误差

较大的点分别为SL_a４,SL_a２及SG_a２,其中SG_a２为主杆上的点,如图１５所示.由于模拟材料

与试验材料不同,因此存在较大误差.

图１５　测点SG_a２

测点SL_a４及SL_a２如下图１６所示,两测点均位于下接头,且与试验值相差达３５％左右.猜测误

差产生的可能原因如下.

１)试验时,下接头通过螺钉与底盘相连;模拟时,下接头整个底部均被固支,边界条件并不完全

一样.

２)下接头形状较为不规则,应力集中部位,选测点时未能与试验测点完全一致可能会产生较大误差.

３)下接头只有一个当地坐标系,实际上各支管与支管编织方向不同,应采用多个坐标系.

图１６　测点SL_a２

３２　设计试验验证

(１)上升器支架热循环试验

上升器支架完成了热循环试验,如图１７、图１８所示.温度条件要求为上升器底板和上升器支架结构

外表面极限温度:低温区－８６０－４℃,高温区＋１０５＋４０℃,热循环次数６５次.试验得到下列结论:
长征５号火箭着陆器上升器支架具备耐受长征５号火箭着陆器在轨空间环境温度和温度交变的能力,试验

未暴露出上升器支架设计制造过程中的缺陷.

６９６



图１７　试验前整体

图１８　试验后整体

(２)上升器支架静力试验

上升器支架完成了发射段载荷和着陆冲击载荷的鉴定级试验验证.试验数据表明上升器支架可以满

足着陆工况的强度要求;着陆工况超载试验结果表明上升器支架在经历１１倍鉴定级的超载工况试验后,
结构特性完好,顺利通过超载工况试验,上升器支架具备一定的超载能力;试验结果表明上升器支架结

构设计合理,性能满足总体要求.
(３)着陆上升组合体着陆冲击试验

着陆器结构经历了２次着陆冲击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着陆器结构满足试验强度需求.第１次着陆冲击

试验所用着陆面为０°坡的水平着陆面,第２次着陆冲击试验所用着陆面为８°坡的倾斜着陆面,４个足垫落

点处分别铺设尼龙搭扣以模拟∞摩擦系数.
着陆上升组合体结构器成功地完成了着陆冲击试验.上升器支架试验表明着陆上升组合体主结构包

含上升器支架在两次着陆冲击试验过程中未出现异常现象或有害变形;主结构上应变监测点的数据均未

超出许用值;着陆缓冲机构缓冲行程在设计指标范围内;试验后各项测试正常,说明着陆上升组合体结

构器顺利通过了着陆冲击试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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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产品验证

着陆器结构产品从材料到随炉件、组件,再到整器结构,均做到了相应的产品试验验证,完成了上

升器支架结构件的验收级工艺检验试验.通过静力试验以及试验前后的缺陷检测,对长征５号火箭上升器

支架正样产品的制造质量进行检验,验证管件与三维纺织复合材料接头的胶接质量和 RTM 成型质量.静

力试验表明长征５号火箭上升器支架产品制造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１)参加探测器整器力学环境试验

完成了长征５号火箭力学环境试验.探测器试验状态如下:试验件为长征５号火箭探测器正样器,由

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等四个子器组成,试验时器上设备设置为发射状态、贮箱为空箱状态.
探测器空箱状态总质量约为２８００kg (各子器空箱状态质量分别为轨道器１１９０kg、返回器３１０kg、着陆

器９１７kg、上升器３８３kg),质心距器箭对接面高度约为２５００mm.试验结论如下:噪声及准鉴定级振

动试验过程无异常,探测器结构含上升器支架通过了噪声试验考核.

４　结　论

上升器支架在以１０kg的质量对７８０kg的上升器进行了大跨度支撑,解决了大承载轻量化难题;以

全碳纤维结构特性适应了较大的温度变化,克服了热匹配难题;通过三维编织材料强度准则分析以及试

验对比,研究了接头强度理论的合理性,为后续试验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借鉴和参考.上述研究指导了型

号研制,支架当前已通过所有验证,并于２０２０年底完成飞行试验.

DevelopmentOfALargeLoad bearingLightweight
AllCarbonFiberInterVesselSupport

ZHANGLing
BeijingInstituteofSpacecraftSystemEngineering

　　Abstract　AccordingtherequirementsoftheCE ５probe,anall carbonfibercompositetrusswas
discussed,thedesigns,analysisofthetrussweredescribedAfterstrengthtestsofthetruss,testresults
werecomparedwithanalysisresultsundertestload,ValidityofanalysisanddesignareprovedIntheend
of２０２０,thetrusswillbetestedinflightatlastafterCE ５slandingonlunar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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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模型预测控制和凸优化的火箭垂直回收
动力着陆段制导控制一体化方法

杨登峰　闫晓东　王　康

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摘　要　本文针对火箭垂直回收动力着陆段提出一种制导控制一体化模型预测控制方法.本文首先

分析并建立合适的制导控制一体化问题,再将问题转化为模型预测控制形式.针对问题中复杂非线性求

解,本文采用凸优化方法对六自由度模型及约束进行凸化处理,将其转化为二阶锥规划问题.模型预测

控制方法将全局凸优化控制问题转化为有限时域凸优化控制问题,并通过前馈指令使得优化问题成为隐

式的闭环制导控制方法.通过仿真验证,本文提出的采用模型预测控制和凸优化的火箭垂直回收动力着

陆段制导控制一体化方法,能够很好地满足性能指标,有较好的计算快速性和一定的鲁棒性.
关键词　火箭垂直回收;二阶锥规划;模型预测控制;制导控制一体化

０　引　言

火箭垂直回收是火箭重复使用的一种重要方式.一般而言,动力着陆段是垂直回收火箭飞行阶段的

最后一段,需要满足位置、姿态、速度等边界约束实现定点定姿软着陆,满足过程约束以保证火箭安全,
同时还要考虑节省燃料以提高运载能力和应对突发情况[１].可以看出,动力着陆问题具有多约束、非线性

高、轨迹姿态耦合性难以被忽略的特点,传统的再入段或上升段制导控制方法难以直接应用[２].随着计算

制导控制技术的发展,采用最优控制理论解决飞行器制导控制问题,成为一种可行途径[３５].本文针对上

述问题,提出一种采用模型预测控制与凸优化的制导控制一体化方法.
目前在火箭垂直回收动力着陆段的制导控制方法研究中,一部分是基于凸优化等数值优化算法的方

法,一部分是基于间接法或多项式等能够求解解析形式控制指令的方法.Liu、Acikmese等研究了凸优化

在火箭动力着陆的三自由度轨迹规划方面的应用,并取得无损凸化、序列凸化等方法成果[６７].然而,整

段飞行轨迹规划方法存在计算量大、后续制导控制跟踪系统难以匹配协调,以及难以在线动态适应调整

等问题.王劲博等研究了凸优化和模型预测控制在制导方法上的应用[２],解决了轨迹规划无法考虑实际系

统反馈的问题,实现了闭环制导方法,但此方法仍存在忽略姿态轨迹耦合性以及计算时域长带来的计算

量大等问题.韦常柱等研究了多项式制导用于火箭动力着陆段,并通过仿真表明此方法在一些情况下也

是可行的,且不会存在优化方法中的不足[８].但多项式制导无法处理过程约束和性能指标的问题也使得其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考虑火箭动力着陆段的完整六自由度模型和各种约束,以发动机的节流系数和舵偏角作为控制

输入,以位置、姿态、速度、角速度和质量作为状态量,结合凸优化和模型预测控制,研究了火箭垂直

回收动力软着陆段的制导控制一体化方法,以最大限度减小火箭位置姿态耦合的影响,充分发挥火箭的

控制能力[９].针对问题存在难以准确求解和收敛的特性,本文采用凸优化的方法将原始最优控制问题转化

为二阶锥规划问题;采用模型预测控制的方法[１０１１]将全局凸优化问题转化为有限时域凸优化问题,并使

问题转化成具有反馈的闭环制导控制问题.通过仿真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很好地处理火箭动力着

陆段制导控制一体化问题,并具有较好的计算速度和一定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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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火箭垂直回收动力着陆段制导控制一体化问题

１１　动力学和运动学模型

分别在地面坐标系下建立质心动力学和运动学方程,在箭体坐标系下建立姿态动力学和运动学方程,
火箭动力着陆段的六自由度模型方程如下

m (t)＝－αm ‖TB (t)‖２

rI (t)＝vI (t)

vI (t)＝
１
mCB TB(t)＋AB (t)( ) ＋gI

q


B/I (t)＝
１
２Θ(ω B(t))qB/I (t)

JBω B (t)＝M B (t)＋Λ(rcp)AB (t)－ω B (t)×JBω B(t)

TB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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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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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假设发动机推力调节能力一致,忽略摇摆惯性延迟.质心和转动惯量不会随质量减少而变化,
比冲和地球重力加速度均为常值.CI 与CB 之间的转换矩阵,矩阵Λ 和Θ 见文献 [１２],ω 、I和T 分别为

角速度、转动惯量和推力,Ix 、Iy 和Iz 为三个惯性主轴的转动惯量,rT,B 为推力作用点到质心的位置,ε
为推力调节系数,Tmax 为总推力最大值,δφ 、δψ 和δγ 为姿态角控制的等效舵偏角,Rc 是推力作用点与箭体

纵轴的距离,Lc 是推力作用点到火箭头部在纵轴的投影距离,rcp 为火箭压心到重心的距离,ρ 为海平面空

气密度,S 为气动力参考面积,V 为总速度大小,Ca 为气动力系数,在箭体坐标系下其表达式为

Ca ＝diag Ca,x,Ca,y,Ca,z[ ]( ) (２)

４台可调节推力的摇摆发动机呈十字形布局,舵偏角分配方法如下

δγ ＝cos(δ１)＋cos(δ２)＋cos(δ３)＋cos(δ４)

δφ ＝sin(δ２)＋sin(δ４)

δψ ＝sin(δ１)＋sin(δ３)

ì

î

í

ï
ï

ïï

(３)

式中,δ１、δ２、δ３ 和δ４ 分别表示１~４台发动机的摇摆角.

１２　状态和控制约束

火箭在着陆飞行过程中需要满足的过程状态和控制约束如下:

tanγgs ‖H２３rI(t)‖２ ≤e１rI(t)

H２３  e２ e３[ ]

cosφmax ≤１－２q２
２(t)＋q２

３(t)( )

‖ωB(t)‖２ ≤ωmax

０≤ε≤εmax

０≤δi ≤δmax,i＝１,２,３,４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４)

其中,γgs 是火箭着陆安全圆锥空间的圆锥角,ei,i∈ {１,２,３}为单位空间矢量.ηmax 为发动机的最大推

力调节系数,δmax 为发动机的最大摇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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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到火箭垂直回收动力着陆段的原始问题１如下.
问题１:

J１＝max mtf( )[ ] (５)
问题１满足式 (１)至式 (４)的所有约束.

２　凸优化问题建模

通过分析问题１,不难发现其非凸性的来源是非线性动力学方程和舵偏角的分配关系,其他约束均为

线性或者二阶锥形式.针对非线性动力学方程的非凸项,本文采用线性化的方法进行凸化处理,采用等

效转换的方法对舵偏角分配关系的非凸性进行处理.

２１　凸化处理

(１)非线性动力学方程的凸化

为便于处理,定义状态向量x(t)∈ ℝ１４ 和控制向量u(t)∈ ℝ５ 如下:

x(t) m(t)　rT
T(t)　vT

I (t)　qT
B/I (t)　ωT

B (t)[ ] T

u(t) ε(t)　δ１(t)　δ２(t)　δ３(t)　δ４(t)[ ] T{ (６)

将式 (１)用一个非线性函数f 表示,f 包含式 (６)中定义的元素,如下所示:

d
dtx

(t)＝f(x(t),u(t))

－αm ‖TB (t)‖２

vI (t)

１
m(t)CI/B(t)TB (t)＋AB (t)( ) ＋gI

１
２Θ(ω B(t))qB/I (t)

J－１
B M BΛ(rcp)AB(t)－ω B(t)×JBω B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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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为了处理非凸等式 (７)中的非凸项,将式 (７)中右侧的部分用一阶泰勒展开式进行线性化展开.
定义一个参考轨迹,包含x(t)、控制量u(t),则基于参考轨迹的线性化系统如下所示

x(t)＝A(t)x(t)＋B(t)u(t)＋z(t)

A(t)
Əf(x,u)

Əx x－(t),u－(t)

B(t)
Əf(x,u)

Əu x－(t),u－(t)

z(t)f(x－(t),u－(t))－A(t)x－(t)－B(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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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输入量凸化处理

采用等效转换的方法凸化处理舵偏角分配关系中的非凸项

cosδ １－δ,sinδ δ(δ ≤δmax) (９)
为使上式成立,δmax 一般小于１０°.

２２　离散化处理

本文采用均匀离散的方法将轨迹离散为K 个点,记轨迹的终端时刻为tf ,那么在k时刻的时间为

tk 
k

K －１
æ

è
ç

ö

ø
÷tf,k∈ [０,K) (１０)

采用零阶保持的方法离散控制量,即

u(t)＝utk( ) ,∀t∈ [tk,tk＋１) (１１)
定义xk 到xk＋１ 的零输入状态转移矩阵为ΦA tk＋１,tk( ) ,并由下式的线性矩阵常微分方程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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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d
dtΦA t,tk( ) ＝A(t)ΦA t,tk( ) ,ΦA tk,tk( ) ＝I (１２)

由线性系统理论知识可知,在采样点之间的状态量为:

x(t)＝Φt,tk( )xtk( ) ＋∫
tk＋１

tk
Φt,ξ( )zξ( )dξ＋∫

tk＋１

tk
Φt,ξ( )Bξ( )uξ( )dξ (１３)

最终,结合式 (１０)至式 (１３),可以将离散化后的制导控制一体化模型表示如下:

xk＋１＝Akxk ＋Bkuk ＋zk (１４)
式 (１４)中

Ak ΦA tk＋１,tk( )

Bk ＝Ak∫
tk＋１

tk
ΦA tk,τ( )Bdτ

zk ＝Ak∫
tk＋１

tk
ΦA tk,τ( )zτ( )d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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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等时间间隔离散化后的终端和过程约束如下

tanγgs ‖H２３rI (k)‖２ ≤e１rI (k)

cosφmax ≤１－２q２
２(t)＋q２

３(t)( )

‖ωB(t)‖２ ≤ωmax

０≤ε≤１
０≤δi ≤δmax,i＝１,２,３,４

ì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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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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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２３　信赖域约束和松弛处理

由于采用了线性化方法处理非凸项,在求解问题时需要采用序列凸优化算法得到和原问题的等效最

优解[１３].为了避免序列凸优化带来的问题,需要在问题加入信赖域约束,有:

δxT
kδxk ＋δuT

kδuk ≤ηk (１７)

其中,η 表示信赖域,为了动态调整信赖域,定义wη ∈ ℝ＋＋ 为信赖域系数,并将η 加入到目标优化函

数中.
为了避免迭代过程中的 “伪不可行”现象[２],对式 (１４)添加虚拟控制或称松弛变量,则:

xk＋１＝Akxk ＋Bkuk ＋zk ＋vk

‖vk‖２ ≤κk
{ (１８)

νk 为松弛变量,定义ωk ∈ ℝ＋＋ 为松弛变量的调节系数,求解过程中通过调节该权重值使得松弛变量

最终趋于０.

３　基于模型预测控制的制导控制一体化方法

３１　模型预测控制算法

根据模型预测的方法原理,可以设计本文中问题的模型预测方程为

X(k|i＋１)＝AkX(k|i)＋BkU(k|i)＋Z(k|i)＋νk (１９)
其中,p称为控制时域,状态x(k|i＋１)表示在预测时域第i时刻对i＋１时刻的状态预测值.模型预

测控制中的离散化采样步长为Ts ,假设在当前点处系数矩阵为Ak 、Bk 和zk ,则预测点i＋１处的系

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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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１)＝eA(k)Ts

B(k|i＋１)＝∫
Ts

０
eA(k)ttdtB(k)

z(k|i＋１)＝∫
Ts

０
eA(k)ttdtz(k)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２０)

为了便于计算,这里把单次预测时域内的状态和控制量组合为状态X 和控制U
X＝ x０x１x１ xp－１[ ] T

１４p×１

U＝ u０u１u２ up－１[ ] T
３p×１

{ (２１)

则上式 (１９)可以变为:

X＝

I ０ ０  ０
A ０ ０ ０  ０
０ A １ ０  ０
⋮ ⋮ ⋱ ⋱ ⋮

０ ０  A|p－２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X＋

０ ０  ０
０ B ０  ０
⋮ ⋮ ⋱ ⋮

０ ０  B|p－２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U＋

０
z ０

z １

⋮

z|p－２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νk (２２)

结合问题１与其凸优化的需求,在应用模型预测控制时,选取的性能指标需要满足状态误差最小、控

制最省以及所需要的信赖域幅值和虚拟控制最小,所以选取性能指标为:

J２＝min X－X( ) TQ X－X( ) ＋UTRU＋wη‖η‖２＋wκ‖κ‖ ２[ ] (２３)

由于火箭在实际着陆的过程中,剩余飞行时间会逐渐减少,预测时域也会随着剩余飞行时间的改变

而发生改变.所以,本文根据文献 [１４]更新剩余飞行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gTgt４
go －４vTvt２

go －２４rTvtgo －３６rTr＝０ (２４)

至此,经过凸优化和离散化处理后的问题１已经与模型预测控制的方法相结合,并形成了制导控制一

体化凸模型预测控制问题２.
问题２:

J２＝minδT
XQδX ＋UTRU＋wη‖η‖ ２＋wκ‖κ‖２[ ]

X(k|i＋１)＝AkX(k|i)＋BkU(k|i)＋Z(k|i)＋vk

tanγgs ‖H２３rI(k)‖２ ≤e１rI(k)

cosφmax ≤１－２q２
２(t)＋q２

３(t)( )

‖ωB(t)‖２ ≤ωmax

０≤ε≤１
０≤δi ≤δmax,i＝１,２,３,４

δxT
kδxk ＋δuT

kδuk ≤ηk

‖vk‖２ ≤κk

ì

î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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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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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通过分析,问题２从数学形式上是一个典型的二阶锥规划优化问题.模型预测控制则将问题转化为一

个闭环的制导控制方法.

３２　制导控制一体化方法计算流程

下面给出基于模型预测控制和凸优化的火箭垂直回收动力着陆段制导控制一体化方法的求解算法以

及线性化参考轨迹的设置方法:

算法１:

１)将原始问题１处理为问题２,并初始化各项参数.

２)在采样时刻k 处计算系数矩阵.采用凸优化求解器求解问题２,得到采样时刻最优控制序列

uk|１( ) ,uk|２( ) ,,uk|p( ) ,并只取第一个控制量uk|１( ) 作用于原系统,得到实际的控制轨

迹值xk＋１( ) ,并将该实际值作为下一个作用时刻的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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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利用当前速度和位置更新剩余飞行时间tgo .

４)利用k＋１时刻的实际状态xk＋１ 更新参考轨迹,即将xk＋１ 作为下一步线性化参考轨迹中的x０,用

计算的tgo 更新线性化参考轨迹的tf 和N .

５)如果剩余飞行时间小于预测时域,则预测时域修改为剩余飞行时间,否则预测时域不变,返回到

第２步重复计算,直到火箭着陆.
定义α１＝ N －k( )/N,α２＝k/N ,k∈ １,N －１[ ] ,i＝１,,p ,其中,p为滚动时域长度,且p

的取值按照上述算法的第５步进行取值.
设置参考轨迹的状态量x 和控制量u 分别为

xk
i ＝ mk

i,rk
i,vk

i,qk
i,wk

i[ ] T

uk
i ＝ mk

ig/Tmax,０,０,０,０[ ] T

mk
i ＝α１m０＋α２mf,rk

i ＝α１rk

vk
i ＝α１vk ＋α２vN ,qk

i ＝ １,０,０,０[ ] T

wk
i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２６)

算法１的计算过程可以用如图１所示的流程图来表示.

图１　算法流程图

４　仿真校验

火箭仿真参数见表１,模型预测控制参数见表２.初始状态中,vx 、vy 和vz 分别为－４０ m/s,

－４０m/s和８０m/s,x 、y 和z分别为２００m、２００m 和８００m,俯仰和偏航角的初始值分别为２０°和－
２０°,状态参数的终端期望值均为０,给定的飞行时间t０ 为１５s.凸优化中用到的参数wη 和wκ 的值分别

为１０－１和１０－４.过程约束中的空间圆锥角为２０°,最大倾斜角为８９°/s,最大角速率为９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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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火箭参数

参数 值

m０,mf/kg ２４０００,２２０００

P/kN [２００,４２０]

Lc,Rc/m １５５,１７５

δmax/(°) １０

CD １６３

ε [０６,１０]

S/(m２) ７８

Isp/s ２７５

rcp [０,０,６８]

Ix,Iy,Iz/(kgm２) ７∗１０４,５∗１０６,５∗１０６

maz －０１２

Ca diag([１１３,０５０,０])

表２　MPC参数

参数 取值 单位

Q [１　１　１　５　１　１　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T —

R [１　１　１　１　１]T —

p ８ —

T ０１ s

本文所有数值计算采用 C＋＋语言编写,并在 LinuxUbuntu环境下编译及运行.CPU 的频率为

２９GHz,计算过程采用单线程.仿真步长为００１s,优化计算中平均单次模型预测控制的预测时域计算

耗时为３ms.
从图２至图８可以看出火箭以平滑的轨迹成功着陆在预定位置.火箭着陆时的三轴速度均接近于０,

这表明火箭在着陆时实现了软着陆的要求.俯仰角、偏航角接近期望值,说明火箭实现了垂直着陆.火

箭在着陆过程中对滚转角也实现了很好地控制,这进一步提升了火箭着陆过程中的安全性.三轴的转动

角速率均处在安全可控且较小的范围内,这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火箭的结构安全以及提升了控制稳定性.
发动机的节流系数和舵偏角在安全可控范围内,且变化平缓,易于发动机节流的实现.在初始阶段,为

了调节姿态和两个侧向轴的位置和速度,发动机产生摇摆,从而控制火箭调整姿态和位置.调整完成后,
发动机舵偏角较小,这时主要是控制Z 轴减速和位置调节.在即将着陆时,发动机再次产生摇摆,精准

控制火箭进行着陆.

图２　火箭着陆三维轨迹示意图

　　　
图３　位置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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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５　姿态角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６　转动角速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７　发动机节流系数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８　发动机舵偏角随时间变化曲线

在模型预测控制的预测时域不变时,由于本文设置的采样频率较高,故控制器也能控制火箭以较为

平滑的轨迹下降,在后期预测时域发生改变时,控制器匹配了实际飞行时间,仍然能够较好地控制飞行

器着陆到预定位置.在每次采样后,实际状态反馈到控制器后,火箭会及时调整姿态,使得火箭的综合

受力发生改变,从而去调节质心的位置.
下面进行５００次蒙特卡洛打靶仿真.初始状态偏差服从均匀分布,参数见表３.测量偏差服从高斯正

态分布,均值和３σ 值见表４,控制误差为零均值,３σ 值为５％的高斯白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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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初始状态偏差

参数 单位

m/kg [－３０,３０]

x/m [－１０,１０]

y/m [－１０,１０]

z/m [－２０,２０]

vx/(m∗s－１) [－５,５]

vy/(m∗s－１) [－５,５]

vz/(m∗s－１) [－１０,１０]

φ/(°) [－５,５]

ψ/(°) [－５,５]

γ/(°) [－１,１]

ωx/(°∗s－１) [－２,２]

ωy/(°∗s－１) [－２,２]

ωz/(°∗s－１) [－１,１]

表４　状态测量误差

误差 均值 ３σ值

x,y,z ０ １

vx,vy,vz ０ ０５

ωx,ωy,ωz ０ ０１

在５００次打靶中,根据设定的火箭安全着陆的指标要求,有４８２次火箭着陆状态达到了规定的安全指

标,实现了成功着陆,成功着陆的比例达到９６４％,且仍具有提高的空间.
图９至图１２给出了打靶得到的终端位置、速度、姿态角和角速度的误差分布.可以看到,在本文给

出的扰动条件下,本文设计的制导控制方法也能够很好地将火箭着陆时的位置、姿态、速度和角速度控

制到期望值附近,产生的偏差均较小,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达到最终着陆的条件,这也说明了本文方法

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图９　终端位置误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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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终端速度误差分布

图１１　终端姿态角误差分布

　　　
图１２　终端姿态角速度误差分布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火箭垂直回收动力软着陆段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凸优化和模型预测控制的制导控制一体化

方法,通过仿真验证,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本文提出的以在线轨迹优化形式并结合凸优化和模型预测控制的火箭垂直回收动力着陆段制导控

制一体化方法,可以控制火箭安全着陆,并有很高的控制精度.

２)该方法优化了问题处理时的复杂性,具有较好的计算速度,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在线应用潜力.

３)该方法在受到自身的误差和外界干扰时有一定的适应性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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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proposesamodelpredictioncontrolmethodfortheintegratedguidanceand
controloftherecoveryrocketintheverticalpoweredlandingphaseThispaperfirstanalyzesand
establishesasuitableintegratedguidanceandcontrolproblem,andthentransformstheproblemintothe
formofmodelpredictioncontrolThispaperusesconvexoptimizationmethodtodealwiththechalleng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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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表面着陆与地面实验方法综述

李创意　陈丹鹤　张　翔　廖文和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　深空探测成为近些年来航空领域科学探究的热门,小行星探测则是深空探测的重要组成部

分.小行星探测任务中,在目标行星表面着陆并进行采样作为行星探测的主要活动内容,标志了任务的

成败.本文通过对 “冥王号”探测器、“隼鸟２号”探测器、“天问１号”“毅力号”等典型项目的探测器

出发,介绍了不同的着陆方式,并对探测器发射之前在地面可以进行的相关微重力实验方法进行总结,
提出了３种着陆器的设计模型类型,可以初步为未来小行星探测器的着陆研究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探测器;着陆;地面微重力实验

０　引 言

深空探测一直以来都受到世界各国航天机构的重视,而小行星探测是深空探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行星或彗星等天体进行星际着陆和采样返回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小行星是指围绕太

阳运行,其体积和质量比行星和矮行星小,且不易释放出气体和尘埃的天体[１].小行星探测是当今深空探

测的前沿课题之一,可以为太阳系的形成及演化过程提供线索,对研究地球上的生物起源有重要指导意

义[２]:通过采集和分析小行星和彗星样本,揭示彗核的本质,可以利用探测器获得小行星表面矿石样本以

了解太阳系小行星的成因和演化,为揭开生命起源提供线索[３];通过对小行星的深入研究,可以探索小行

星的组成成分以及小行星上存在的可用资源,甚至是地外生命的存在[４].

人类对小行星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歇.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２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发现计划 NEAR探

测器在围绕目标小行星Eros轨道绕飞一年的时间内获,得了目标大小、形状、质量分布、自转速率、磁

场,以及化学成分的分布特性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５];日本 “隼鸟号”小行星探测器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６
日实现软着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利用自主光学导航制导系统成功着陆的小行星探测器[６];欧洲的 ESA
的 “地平线２０００计划” “罗塞塔号”(ROSETTA)探测器于２０１４年１月飞抵彗星,同年１１月,“罗塞

塔号”彗星飞行器释放出 “菲莱”着陆器成功在彗星表面实现着陆[７];２０１８年６月,日本 “隼鸟２号”探

测器成功抵达C型小行星龙宫,成功实现了着陆、采样等科学探究[８].

我国在深空探测方面一直坚持稳步前进的策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中国 “天问１号”火星探测器成

功升空,开启中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任务,将成为第二个让漫游车在火星上成功着陆并运行的国家[９].
“十四五”规划期间,深地深海深空探测将是我国的技术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

对目标小行星探测,一般分为几个步骤:从目标小行星旁飞过,进行近距离的观测;成为目标天体

卫星,进行较为长期的反复观测;在目标小行星表面进行着陆,进行观测、采样等进一步的科学研究[１０].

这其中,小行星探测器在目标星体上的着陆,关系到后期对该星体的采样等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研究,十

分重要.实现小天体表面软着陆对于提高空间探测、采样和就地资源利用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１１].

１　探测器着陆方法

在深空探测中,由于目标天体的体积、形状、是否有大气等诸多因素的不同,探测器的着陆形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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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探测器着陆可有硬着陆、软着陆等方式,在许多情况下,这类航天器的质量和几何特征有严格

要求[１２].

１１　硬着陆方式

当行星探测器着陆时以较大的速度直接冲撞接近目标天体表面,即为硬着陆.采用硬着陆方法的探

测器在着陆时会有较大的动能,通过与目标天体表面进行摩擦、碰撞等形式来消耗掉多余的动能[１３].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欧空局和俄罗斯航天局联合研制的 “ExoMars２０１６”火星探测器采用的就是硬着

陆方式.在探测器着陆过程中虽然经过了降落伞减速、反推力作用装置等方式进行了减速,是探测器仍

以较大的速度直接撞击了火星表面[１４].由于着陆器在设计时针对着陆撞击部位使用了易变形的结构,因

此尽管在着陆时冲击的速度较大,探测器仍成功着陆并传回了拍摄的火星照片.我国发射的嫦娥１号探测

器在完成全部既定目标后,于２００９年３月由地面控制人员引导撞向月球丰富海区域,是一次人为控制的

硬着陆,也是第一次有中国制造的物体降落在月球表面[１５].
由于硬着陆的方式可能会损坏探测器,造成未知的、不可逆转的损伤,现发射的项目会谨慎采用硬

着陆的方式.

１２　软着陆方式

软着陆是相对于硬着陆方式而言的,特指航天探测器经专门减速装置减速后,以一定的、较小的速

度安全着陆在目标行星表面的着陆方式.软着陆的目的是保证航天探测器上的仪器设备完好无损,能够

实现后续的科学探测与实验.由于着陆的目标天体形状、质量、是否有大气等因素的不同,软着陆方式

与特性也需要根据探测任务的不同作出相应的改变.
(１)接触式采样离开

探测器采用接触式采样时,通常在小行星表面着陆时间较短,着陆后立即进行采样工作,且采样完

成后立即返回.

２０１６年９月８日 (美国东部时间)发射的围绕小行星 “贝努”进行着陆采样的 “冥王号”(OSIRIS
Rex)探测器,如图１,该探测器在着陆的过程中,创造性地采用了基于光学导航方法的自然特征跟踪导

航的全新导航定位方案,在降落过程中,探测器不断实时拍摄着陆区附近的照片,用这些照片和已有的

三维地形和影像数据库比对,实时更新自己的位置、速度和计划采样位置,并借助反推力作用装置进行

减速,从而实现在小行星上的着陆,并在着陆后对小行星表面进行５s的采样后立即返回[１６];２０１８年６
月抵达C型小行星 “龙宫”(Ryugu)[１７]的 “隼鸟２号”探测器同样采用了光学导航与接触式分离采样的

方式,实现在小行星 “龙宫”上的软着陆[１８].

图１　OSIRIS Rex着陆采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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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着陆后稳定工作

与接触式采样后立即离开的方式不同,需要对目标小行星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探究则需要探测器着陆

后长时间在小行星表面稳定工作.

２０１８年６月,“隼鸟２号”抵达小行星 “龙宫”时携带着名为 “移动式小行星表面侦察器” (Mobile
AsteroidSurfaceScout,MASCOT)的着陆器,如图２,该着陆器体积很小,为０３mx０３mx０２m,
重量约１０千克.与以往的着陆方式不同,飞行器将 MASCOT朝着计划落点弹射,在小行星 “龙宫”上

空４１m 高处以自由落体方式落到 小 行 星 表 面 上[１９].由 于 没 有 着 陆 腿、反 推 力 装 置 等 缓 冲 机 构,

MASCOT着陆时借助翻滚得以抵消着陆时的冲击.同时,MASCOT中携带了照相机、辐射计、磁力计

和红外光谱仪等仪器对 “龙宫”进行了各种科研探究[２０２１],并在必要时使用它的机械摆动臂实现在小行

星表面的跳跃移动,借此方式访问了３个不同的地点.MASCOT由内置锂电池供电,可以在小行星 “龙
宫”表面进行较长时间的工作.

图２　MASCOT着陆器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发射的天问１号火星探测器,如图３,利用减速降落伞进行辅助实现了软着陆[２２].
“天问１号”着陆时,探测器进入火星大气后打开专用的减速降落伞进行减速,速度降低到预期后抛弃降

落伞,露出着陆平台和火星车.之后反推力装置进行减速,在高度１００m 左右时,速度基本降到零,便

于探测器观察地面,寻找安全、具体的着陆地点.最后依靠着陆腿的缓冲材料吸收着陆时的冲击振动,
保证探测器不发生侧翻.

图３　天问１号探测器

美国于北京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发射的 “毅力号”火星探测车,如图４,采用的着陆方式与 “天问

１号”相近,但也有些许的不同[２３].“毅力号”探测器除了使用减速降落伞以外,还同时结合视觉导航调

整自身位置与姿态,在距离火星表面２１３m 处进行空中吊车,并进行火星车的释放. “毅力号”火星车

着陆时预计速度有０７５m/s,火星车上装有６个着陆腿,兼顾着陆缓冲与着陆后车辆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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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毅力号”组成结构图

从上面列出的探测器项目可以看出,不论是进行小行星的着陆探测,还是进行较大天体的着陆,软

着陆方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应用.软着陆中基于视觉导航进行的反推力减速的方法,越来越得到

了世界各国的认可与广泛的应用.

２　地面着陆实验方法

由于小行星体积过小,其表面引力也十分微小,为了使小行星探测器能够安全平稳地着陆到目标小

行星的表面,需要事先在地面进行相应的微重力实验,来模拟小行星弱引力等情况.地面微重力实验装

置实现模拟主要基于三种原理:①利用配重或者其他外力抵消大部分重力以创造微重力环境,如水浮平

台、吊丝配重及气浮平台试验系统[２４].②利用物体下落的剩余加速度进行微重力模拟.落塔微重力模拟

系统是典型的利用剩余加速度的微重力模拟系统,具有一系列的优点[２５].③利用特定的运动创造微重力

环境,此原理的微重力模拟装置包括失重飞机[２６]、空间机器人、探空火箭等.

基于以上原理,目前在地面进行的微重力实验装置主要有以下几种.

２１　旋转离心式微重力实验装置

旋转离心式微重力实验装置利用物体旋转过程中的离心力来实现小行星及彗星的微重力模拟,微重

力模拟的实质是实验装置能给试验目标提供恒定不变的加速度[２７].

当实验平台以角速度ω匀速旋转时,该原理模型产生了沿半径方向上的微小离心力F,并在F的作用

下产生加速度,当离心力随着半径的增加而变大时,拉力弹簧会平衡增大的力从而抵消,使加速度保持

恒定.如图５.

图５　旋转离心式实验装置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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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水平撞击实验装置

水平撞击实验是将着陆架通过缓冲器的接口水平连接到小车上,小车在实验中的作用相当于着陆器

本体,可以通过小车上的发动机使小车保持稳定加速度.此时,横向的着陆器模型撞击墙面的过程可以

模拟着陆器落地的姿态调整以及着陆时着陆腿等部件的工作情况.由于整个实验系统的摩擦较小,因此

该实验装置有一定的可行性,是一种简单、低成本的实验方法[２８].如图６.

图６　墙面撞击装置模拟图

２３　垂直微重力实验装置

垂直着陆平台利用配重或者其他外力抵消大部分重力以创造微重力环境,形式多样,有水浮平台、
气浮平台、吊丝配重法、落塔实验法等微重力方式创造垂直的着陆平台.

(１)水浮法

水浮平台实验系统通过水的浮力及适当的配重来补偿重力影响,从而实现目标物体的微重力环境模

拟.水浮法的优点为可以实现三维空间的微重力实验,其缺点为容易受水的阻力和紊流的影响,影响了

飞行器的模拟精度,目前主要用于宇航员的培训实验[２８].如美国马里兰大学的 Ranger水浮实验系统、帕

多瓦大学的CISAS水浮实验系统.
(２)气浮法

气浮法主要通过气悬浮的方法在光滑平台上将飞行器平托起来,即托举力与重力抵消来实现微重力

模拟的一种方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的方法之一[２９].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东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都创建了自己的气浮实验系统.
(３)吊丝配重法

吊丝配重实验系统通过滑轮组利用配重物的重量抵消大部分目标物体的重力,以达到使目标物体处

于微重力环境的目的.此方法原理简单易行,且可重复使用,但只能在一维方向模拟微重力,由于摩擦

力及运动惯性的问题,其精度不高.日本、美国以及我国的航天院所、中国科学院等多个研究机构和院

校学者也已经在该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３０].如图７.

图７　微重力吊丝模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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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落塔实验法

落塔法是通过在微重力塔中执行自由落体运动,从而产生微重力实验环境的一种方法.现在的落塔

主要有德国不莱梅ZARM 落塔、日本北海道落塔、美国 NASA马歇尔飞行中心微重力落塔、中国科学院

落塔等实验装置.目前国内最高且获得微重力时间最长的落塔是中国科学院落塔,能够达到１０－５g的微重

力水平,过载量级为１２g[３１].

３　着陆器模型设计

针对以上提到的不同环境条件下着陆器的着陆方式的不同,提出三种着陆器的设计方案简图,如图８
所示.

３１　硬着陆器

图８所示为硬着陆时采用的着陆器设计模型,该着陆器在进入目标天体后,可通过降落伞、反推力装

置等进行初步减速,在到达预设高度后直接撞向目标天体表面实现着陆.壳体撞击部位可使用易变形的

结构、材料,便于吸收着陆时的冲击,同时内部的科研元器件可安置在壳体正中,周围可以填充较多的

缓冲材料用以保护,使得着陆时巨大的冲击不会对元器件造成影响,便于接下来的科学活动顺利进行.

图８　硬着陆器模型图

３２　软着陆器

图９所示为软着陆时采用的设计模型,该着陆器上的发动机可提供下落时必要的动力,用于着陆器在

着陆的过程中朝着目标着陆点移动.在着陆器向目标着陆点移动过程中,结合光学导航、测距等方式不

断调整自身的位置与姿态,同时利用反冲装置进行不断的减速并伸展着陆腿,在距离天体表面较近的距

离可进行自由落体,使着陆器在落地时的速度较小,落地平稳.着陆腿的套筒采用蜂窝铝等缓冲材料,
可以吸收着陆时的震动与冲击,足垫也可避免由于着陆点表面的不平而导致倾斜振动.在着陆瞬间,着

陆器可发射定位锚等装置将自身牢牢地固定在目标天体的表面,防止着陆器发生侧倾等不利情况.

３３　立方星着陆器

图１０所示为立方星着陆器模型,由于立方星着陆器体积较小,成本较低,功能完备,一次着陆活动

可使用多颗立方星着陆器,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立方星着陆器可由环绕目标小行星的飞行器直接弹射

而出,由顶部的发动机提供动力,由导航相机与转向动量轮调整自身姿态与位置向目标地点着陆.着陆

时立方星外部的缓冲垫可较大程度地吸收冲击振动,运动飞轮可以调整自身位置与自身的姿态.立方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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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软着陆器模型图

着陆器可搭载如磁力计、广角摄像机、红外显微镜、辐射计等科学仪器设备用来对小行星进行各种科学

探究,测得的数据可发送至环绕卫星后传送回地球.

图１０　立方星着陆器模型

４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深空探测中热门的行星探测项目介绍,对探测器的着陆方法进行了讨论,总结目

前在行星探测任务中,着陆器在行星表面着陆的主要方式,并对一系列地面进行微重力实验的可行性方

法进行归纳.最后,本文对于硬着陆、软着陆以及基于立方星模型提出了三类着陆器设计结构,通过对

比三类着陆器模型特点,期望能够为小行星探测器的设计与着陆研究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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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eepspaceexplorationhasbecomeahotspotforscientificexplorationintheaviationfield
inrecentyears,andthedetectionofasteroidsisanimportantpartofdeepspaceexplorationInasteroid
explorationmissions,landingonthesurfaceofthetargetplanetandsamplingarethemainactivitiesof

planetaryexploration,markingthesuccessorfailureofthe missionThisarticleintroducesdifferent
landingmethodsbystartingfromthedetectorofthe“OSIRIS Rex”、“Hayabusa２”、“TianwenNo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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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介质对排气式气囊缓冲特性影响研究

李　博　竺梅芳　雷江利　王　飞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研制过程中发展了一套组合式缓冲气囊.本文以新飞船返回舱

为研究对象,通过流体力学和热力学理论推导,建立了含有内囊的组合式气囊缓冲过程动力学模型.之

后通过仿真计算,分析了影响气囊缓冲特性的两项气体固有参数———气体自由度与摩尔质量对气囊缓冲

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气体自由度,摩尔质量对气囊缓冲特性影响更大,气体摩尔质量越小,
气囊排气速度越快,所需排气口面积越小.通过调整气囊的排气口面积,几种常见的气体可作为气囊缓

冲介质实现相近的缓冲效果.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缓冲气囊工程应用气体介质的选择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气体;气囊;动力学;缓冲特性;排气口面积

０　引　言

缓冲气囊是一种传统的无损着陆缓冲设备,常与降落伞配合应用于无人机回收、火星探测器着陆、

载人飞船返回舱回收等方面.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火星探路者号”“猎兔犬２号”“勇气号”和 “机遇号”等

火星探测器均采用了缓冲气囊作为软着陆缓冲装置[１４].近年来,美国在 CEV 载人飞船与Starlines载人

飞船的研制过程中发展了适合这两种飞船的气囊着陆缓冲系统[５７],２０１９年 Starliner飞船返回舱成功实

现返回着陆,缓冲气囊工作良好.我国在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研制过程中发展了一套组合式缓冲气

囊[８],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成功软着陆,实现了返回舱的无损回收.

缓冲气囊分为排气式气囊与不排气气囊,如各火星探测器气囊均采用不排气气囊,而地球表面着陆

用缓冲气囊,诸如无人机气囊,飞船返回舱气囊等均采用排气式缓冲气囊[９].排气式缓冲气囊的工作原理

是利用气囊内气体介质的压缩与释放,控制气囊内外压差,从而向回收载荷提供支持力以起到减速效果.
这一过程中,气囊内气体介质的特性会对缓冲气囊的缓冲效果造成一定影响.

目前关于气体介质与环境压强对气囊缓冲特性影响的相关研究还较少.Esgar和 Morgan以力学平衡

方程和热力学方程为基础,建立了气囊缓冲过程理论分析模型[１０１１].徐诚方分析了可能影响气囊缓冲特

性的气体参数,并通过仿真分析手段研究了气体参数对不排气气囊缓冲特性的影响[１２].

本文以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航天器无损回收中的工程应用需求,通

过流体力学和热力学理论推导,研究了气体介质对缓冲过程中囊内气体状态变化及能量耗散的影响机理,
并通过相应的仿真计算,分析了气体介质对气囊缓冲特性的影响,以及气体介质改变时为降低气囊缓冲

特性所受影响,应采取的排气口面积变化趋势,为缓冲气囊工程应用气体介质的选择提供了一定参考.

１　气囊缓冲动力学模型

排气式气囊缓冲过程以排气口是否开启为界,可视为等熵压缩与排气释能两个阶段.其主要区别是

等熵压缩阶段回收载荷的动能完全转化为了气囊内气体的内能,而排气势能阶段回收载荷的动能除了转

化为气囊内气体的内能之外,还有一部分转化为了排出气体的动能和内能.本文以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

试验船返回舱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气囊缓冲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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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分析计算,将气囊内气体视为压强、温度、密度等气体状态参数均匀分布的理想气体.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采用由６个水平圆柱式气囊组成的缓冲气囊系统对返回舱进行缓冲,每个水平

圆柱式气囊又由排气式外囊与不排气内囊组成,其简化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缓冲气囊系统简化模型

假设返回舱底部为平板且压缩过程中不会内陷到气囊中,同时气囊截面的变形过程为理想的对称变

形模式,则单个气囊横截面的变化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缓冲过程气囊横截面变形示意图

由图２可得缓冲过程中单个外囊体积、与地面接触面积为[１３]

V１＝
πHL
４ ２D－H( ) ;A１＝

LπD－H( )

２
(１)

式中,D 为外囊直径,H 为缓冲过程外囊高度,L 为外囊长度.

单个内囊体积、与地面接触面积 (内囊触地时)为

V２＝
πhl
４ ２d－h( ) ;A２＝

lπd－h( )

２
(２)

式中,d 为内囊直径,h 为缓冲过程内囊高度,l为内囊长度.

１１　等熵压缩阶段

气囊缓冲过程往往耗时极短,一般不超过０２s,因此缓冲过程中气囊内外的热交换极小,可以忽略.

则气囊未排气阶段,其内气体可视为做等熵压缩,其动力学方程可表示为[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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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 为载荷质量,t为缓冲时间,x为气囊高度,u为飞行器速度;p１、p２ 分别为外囊和内囊内压力;p０

为环境压强;g 为当地重力加速度;γ 为气体的绝热系数;下标 “i”表示对应各物理量初始状态值.

１２　排气释能阶段

排气释能阶段缓冲气囊在继续压缩的同时,气囊内被压缩的气体通过排气口向外排出,带走大量的

能量.这一阶段中,回收载荷的动能首先转化为气囊内气体的内能,然后通过排气过程转化为排出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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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能,最后排出气体的动能与内能耗散在大气环境中,从而实现缓冲过程中的能量耗散.
气囊排气过程中,排出气体的流速及单位时间排出气体的流量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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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为排气口阻滞系数,取０７;ma 为外囊内气体质量;Ae 为对应时刻排气口面积;ρe 为排气口气体

密度;ue 为排气口排气速度;qe 为排气口单位时间排出气体的质量;Ti为气囊内初始温度;Rm 为气体状态

常数,单位为J/kgK( ) .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pV＝maRmT ,则由式 (１)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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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２ ＋mg＋p０A＝p１A１＝

maRmT１

V１
A１;h ＜ H

md２x
dt２ ＋mg＋p０A＝p１ A１－A２( ) ＋p２A２＝

maRmT１

V１
A１－A２( ) ＋pi

V２

V２i

æ

è
ç

ö

ø
÷

－γ

A２;h＝H

ü

þ

ý

ï
ïï

ï
ï

(６)

式中,T１ 为外囊内气体温度.

又由理想气体内能Q＝
i
２maRmT ,则有

dT１

dt ＝
dQ１

dt
 ２
imaRm

－
dma

dt
T
ma

＝
dQ１

dt
m＋qe

T
ma

(７)

式中,Q１ 为外囊内气体内能,i为气体自由度,单原子分子i＝３,双原子分子i＝５,三原子及多原子分子

i＝６.

这一 过 程 中 内 能 损 失 －
dQ１

dt
由 以 下 三 部 分 组 成: 囊 内 气 体 对 外 做 功 功 率

－ p１－p０( )A１u ;h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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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射出气体内能 i
２qeRmT１.代入式 (７)整理后可得[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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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式(５)、(６)、(８)即为一个三元微分方程组,采用四阶龙哥库塔法求解这一方程组,即可求出排气过

程中过载等重要变量,求解采用 matlab软件实现.

１３　影响缓冲过程的气体参数分析

由前两节内容可知,影响缓冲过程的气体参数包括气体绝热系数γ 、状态常数Rm 以及气体自由度i.

MRm ＝R (９)
式中,M 为气体摩尔质量,R＝８３１４J/ mol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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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分子运动理论

γ＝
i＋２
i

(１０)

则在气囊缓冲过程中不同气体介质对缓冲特性的影响可归结为气体自由度i与气体摩尔质量M 的不同.

２　仿真分析

２１　不同气体介质的缓冲过程

根据前文建立的气囊缓冲过程动力学模型,本节使用 Matlab进行了不同气体介质的气囊缓冲过程仿

真计算,其中返回舱质量为７０００kg;环境大气压力１０１kPa;初始温度２８８K;外囊直径１３m,长度

１４m,单个外囊排气口面积００６１m２;单个内囊长度０８m,直径０５m.表１列出了仿真工况设置

情况.

表１　仿真分析工况设置表

工况 气体种类 分子自由度 摩尔质量/(g/mol) 初始压力/kPa

１ H２ ５ ２ １０５

２ He ３ ４ １０５

３ NH３ ６ １７ １０５

４ N２ ５ ２８ １０５

５ O２ ５ ３２ １０５

６ Ar ３ ４０ １０５

７ CO２ ６ ４４ １０５

工况１~７的仿真计算结果对比如图３所示.如图３所示,在等熵压缩阶段,影响气囊缓冲特性的气

体介质固有参数只有分子自由度,分子自由度越小,同等压缩程度下气囊内气体压力越大,产生的过载

也随之增大.而在排气释能阶段,气囊缓冲特性主要受气体介质的摩尔质量影响.填充不同气体介质时,

缓冲气囊内气体初始物质的量相同,但在排气释能阶段,由于排气速度、囊内气体压力等的不同,导致

囊内气体物质的量的变化速度不同,气体摩尔质量越大,囊内气体的物质的量减小得越慢,气囊内气体

压力越大,对应的峰值过载越大.当气体摩尔质量过小时 (如氢气、氦气作为缓冲介质时),外囊开始排

气后,内压降低过于迅速,对返回舱的减速效果较差,主要依靠不排气的内囊对返回舱进行着陆缓冲,

导致缓冲过载较大且伴随着较大的反弹速度.

２２　针对不同气体介质的气囊排气口面积优化

在气体介质确定的情况下,气囊内气体物质的量的变化速度可通过改变外囊排气口面积加以控制.

前文所选择的外囊排气口面积主要适用于以氮气作为缓冲介质的情况,通过调整外囊排气口面积,可以

对其他气体作为缓冲介质时的气囊缓冲特性进行优化.对于着陆缓冲过程而言,最重要的两项缓冲特性

是峰值缓冲过载与最大反弹速度.氮气作为缓冲介质时,返回舱的峰值缓冲过载为９g,最大反弹速度为

０７m/s,则以峰值缓冲过载≤９g,且最大反弹速度≤０７m/s作为优化目标,可得出优化后的缓冲过程

仿真结果及外囊排气口面积,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随着气体介质摩尔质量的增大,为使缓冲过程中气囊内气体物质的量保持在一个较为适

宜的范围内,优化后的外囊排气口面积也随之增大.通过调整外囊排气口面积,使用不同气体作为缓冲

介质的缓冲气囊可以达到相近的缓冲效果,缓冲过程中返回舱过载变化曲线及着陆速度变化曲线基本一

致,其中峰值过载最大偏差在０２g以内,峰值反弹速度最大偏差在０１２m/s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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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工况仿真结果对比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理论推导与仿真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不同气体介质对气囊缓冲特性的影响主要通过气体的分子自由度和摩尔质量体现,其中等熵压缩

阶段气囊的缓冲特性由气体介质的分子自由度决定,分子自由度越小,等熵压缩阶段气囊内压力及缓冲

过载增长速度越快;排气释能阶段气囊的缓冲特性受气体分子自由度和摩尔质量的双重影响,气体摩尔

质量对气囊缓冲特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摩尔质量越大,气囊内气体物质的量下降得越快.缓冲过载越小,

但减速效果也随之降低.

２)通过优化气囊排气口面积,采用不同气体介质的缓冲气囊可以达到相近的缓冲效果,气体介质摩

尔质量越小,所适用的气囊排气口面积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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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优化后仿真结果及排气口面积

３)本文仅从理论角度对几种常见气体用作气囊缓冲介质时的缓冲特性进行研究与分析,并未考虑气

体使用过程的安全性、贮存性、经济性等 (如氢气、氨气的安全性与储存性较差).后续工程应用阶段,
在缓冲气囊用气体介质选择时,还应结合气体的安全性、贮存性、经济性等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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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GaseousMediumonCushion
CharacteristicsofAirbag

LIBo,ZHU Mei fang,LEIJiang li,WANGFei
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Electricity

　　Abstract　Ourcountrydevelopedasetofcombinedcushioningairbagsforthetestshipofnewmanned
spacecraftThearticletakesthereturncabinofthenewsapcaecraftasresearchobject,andestablishesa
dynamicmodelofthecushioningprocessofcombinedairbagswithinnerairbagsbasedonthetheoriesof
fluidmechanicsandthermodynamicsThen,throughsimulationcalculation,theinfluenceoftwoinherent

gasparametersthataffecttheairbagcushioningcharacteristics———gasfreedom and molar mass,is
analyzedTheresearchresultsthat,comparedwiththedegreeofgasfreedom,molarmasshasagreater
impactonthecushioningcharacteristicsThesmallerthemolarmassofthegas,thefastertheexhaust
speedoftheairbagandthesmallertheventarearequairedButbyadujustingtheventareaofairbags,

severalcommongasescanbeusedasairbagcushioning mediumtoachievesimilarcushioningeffects．
Researchresultsofthearticlecanprovidereferencesfortheselectionofgas mediuminengineering
applicationsofcushionairbags

Keywords　Gas;Airbag;Dynamics;CushionChracteristics;Vent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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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BSE的载人月面软着陆
发动机功能需求辨识与分析

孙兴亮　梁　鲁　黄克武　郝　平　黄　震　杨　雷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月面软着陆发动机是实现载人月面着陆器软着陆的关键执行单机,为应对着陆的安全、稳

定和低冲击任需求对软着陆发动机的高需求和设计验证的新挑战,在论证阶段引入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odel basedsystemsengineering,MBSE)的数字化正向设计方法,针对载人月面着陆器月面软着陆

任务场景,通过 MBSE中需求模型对载人月面着陆器顶层用例和月面软着陆飞行过程的软着陆发动机功

能需求进行辨识,并利用需求验证仿真模型对软着陆发动机的全面性和合理性进行追溯分析,最终确定

了变推力调节、多次启动、高性能和高安全性等关键功能需求及其可追溯性,正向构建了以满足月面软

着陆任务的发动机需求辨识设计方法、研究方法和成果,为载人月面着陆器系统设计和软着陆发动机需

求确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载人月球探测;月面着陆发动机;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需求辨识

０　引　言

在载人月球探测任务中,载人月面着陆器负责运输航天员和载荷往返月面,着陆发动机是月面着陆

器实现稳定和低冲击着陆的关键执行单机,对着陆器是否成功落月实现载人登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１５].有必要开展载人月面软着陆发动机技术需求分析,为我国载人月面着陆器系统设计和软着陆发动

机研制需求输入奠定基础和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调研国外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成果、着陆发动机任务需求和技术设计特点,以及结合任务过程中

发动机执行效果和最新推进技术发展趋势,本文从载人月面着陆器系统顶层任务需求和月面软着陆具体

飞行过程的功能和性能需求出发,并参考国外载人月球探测发动机相关技术指标,对软着陆发动机技术

需求进行分析和确定,并对关键指标项的具体技术指标要求进行初步仿真分析,初步研究成果对载人月

面着陆器系统和软着陆发动机技术需求具有参考意义.

１　国外载人月面软着陆发动机

１１　美国 “阿波罗”任务月面着陆发动机

美国 “阿波罗”载人登月飞行器系统由载人登月飞船 (包括指令舱、服务舱)和登月舱等组成,着

陆器配置１台月面着陆发动机LMDE (MIRA １０K),发动机参数如表１所示.美国 “阿波罗”飞船登月

舱从月球轨道降落时用LMDE发动机进行减速和制动,直至在月球表面软着陆.发动机推进剂为四氧化

二氮和混肼５０,采用氦气挤压式供应系统,能在１０∶１的范围内调节推力,能双向摇摆±６°,并能多次

启动[６１０].

表１　LMDE发动机参数

参数 数值

推进剂 N２O４/A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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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 数值

最大推力/kN ４６７５

额定工况推力/kN ４３８５

比冲/s ２９８~３０５

混合比 １６

室压/MPa ０７３

推力变比 １０∶１

工作时间 １０００s

入口压力/MPa １４５

喷管面积比 ４７５

高度/m ２２８６

直径/m １５２４

发动机冷却 烧蚀冷却

结构质量/kg １７９

LMDE发动机采用了双可变截面气蚀文氏管流量控制阀与可变截面喷注器机械式连在一起的机构,
当进行推力调节时,调节器根据要求同步减小推进剂流量调节阀和喷注器的流通面积,这样当推进剂流

量减小时,喷注速度也能保持不变.在７０％推力以下,流量调节阀处于汽蚀状态,推进剂喷注器中央是

一个同轴针栓状的双组元喷雾器,氧化剂通过３６个可变截面积孔向外辐射喷出.燃料进入喷注器前分成

两股,主要一股 (额定工况下约占燃料流量的９０％,小推力工况下约占７５％)先用来冷却喷注器内底的

中央部分,然后经喷雾器环形缝隙,形成锥形液膜,与氧化剂射流相撞.其余部分的燃料进入周边３６个

管状喷嘴,喷向燃烧室壁,形成内冷却液膜.当需要推力调节时,通过电动作动器驱动节流阀内的柱塞

和与之机械相连的喷注器套管,柱塞移动,使节流阀的流通面积改变,而针栓套管的移动导致氧化剂和

燃料喷孔面积的改变,从而达到调节推力的目的.由于针栓喷注器的采用,在 LMDE研制和飞行阶段所

有的试验中,从未遇到燃烧不稳定问题.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LMDE发动机针栓式喷注器结构

　　
图２　可调汽蚀文氏管示意图

１２　苏联 “N１ L３”任务月面着陆发动机

苏联登月系统登月舱月面着陆过程由BlockE完成,登月舱采用单舱构型,质量５５６t,高５２m,
最大直径４５m,可承载１名航天员,登月舱参数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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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LK登月舱参数

项目 LK登月舱

构型 单舱

组成 月面着陆装置＋BlockE＋火箭模块＋乘员室

乘员人数 １人

月面工作时间 ３天

质量 ５５６t

高度 ５２m

最大直径 ４５m

登月舱采用推进系统一体方案,采用冗余发动机执行下降和起飞、特形推进剂贮箱、N２O４/UDMH
推进剂组合,泵压式系统,燃气发生器循环,尺寸小、重量轻,能够两次启动,具有两种推力工况 (额
定工况和深度节流工况),并能在额定工况和节流工况附近±９８％小范围变推力调节.主、备发动机互

为冗余,主发动机用于下降,备用发动机用于上升.下降主机故障,采用备机返回,上升备机故障,采

用主机起飞.发动机参数见表３,下降级发动机 RD８５８最大推力２０kN,推力变比６４:１,比冲３１５s,
推力调节工况下比冲２８５s[１１１２].登月舱发动机示意图如图３.

表３　苏联登月舱发动机参数

发动机 RD ８５８ RD ８５９

推进剂 N２O４/UDMH

工况 额定 节流 额定

真空推力kN ２０１ ８４ ２０１

推力调节范围 ±９８％ ±９８％ ±９８％

真空比推力s ３１５ ２８５ ３１２

混合比 ２０３ １６ ２０

推力室压力 MPa ７８４ ３３８ ７８４

工作时间s ５０＋３５０ １００s ４００

结构质量kg ５３ ５７

高度宽度 m １０９、１１

图３　苏联登月舱发动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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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载人月面软着陆发动机需求辨识

２１　月面着陆器主要飞行阶段

本文针对 “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载人月球探测模式,对月面软着陆过程的发动机需求进行分析,月面

着陆器发射入轨后飞行阶段主要有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及交会对接、环月下降及主减速、月

面软着陆和月面上升及交会对接等阶段,本文基于载人月面着陆器月面软着陆过程,开展月面软着陆发

动机关键指标项和技术指标需求分析,同时兼顾月面着陆器月面上升飞行和交会对接等其他飞行过程可

能对发动机的需求,确定月面着陆器对月面软着陆发动机的需求分析.

２２　月面软着陆发动机关键指标项需求分析

利用需求建模分析软件,从实现月面软着陆顶层任务需求,通过功能和性能需求分解,确定月面着

陆发动机关键指标项,并对指标项的需求来源进行追溯验证.
通过载人月面着陆器月面软着陆飞行过程分析,随着月面着陆过程推进剂的不断消耗,着陆器重量

不断降低,为实现飞行过程能量 (推进剂消耗)的优化和最后悬停落月,需要发动机具备变推力调节能

力;为快速响应 GNC控制需求和精确着陆,需要发动机具备快速响应能力;考虑到载人飞行的确保航天

员生命安全的需求,需要发动机具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兼顾月面上升等其他月面着陆器飞行过程,
确定软着陆发动机关键指标项为:

１)发动机推力调节及精度.

２)快速响应特性,尤其是落月时的关机响应.

３)高可靠性和安全性.

４)若兼顾月面上升等飞行过程,需要发动机具备多次启动能力.

５)若兼顾月面上升等飞行过程,为飞行器提供较大速度增量,需要发动机具备高比冲性.

６)若采用多台软着陆发动机,需要控制多台发动机工作同步性.

３　月面软着陆发动机关键技术指标初步分析

３１　推力调节比及精度

(１)推力调节比

载人月面软着陆发动机负责着陆月面下降和着陆过程,为保证着陆制动效率,要求发动机推力与着

陆器重量比 (推重比)不宜过低,为保证最终着陆,要求发动机关机时推力稍小于着陆器重量.参考美

国阿波罗和苏联 “N１ L３”登月着陆器和下降发动机参数,如表４所示.

表４　国外载人登月下降发动机初始推重比参数

载人探月任务 初始总重 初始推力 落月重量 初始推重比

阿波罗计划 １６３t ４６７kN ８t ０２９

“N１ L３”计划 ５５６t ２０１kN — ０３６

本文分析时取着陆器落月时重量为着陆器开始落月重量mi 的一半,着陆器初始推重比取０３,则载

人月面着陆器月面软着陆初始推力为０３mige (ge 为地球重力),发动机落月时推力为０５migl (gl 为月

球重力),则发动机推力调节比为３６.为实现着陆过程中着陆器轨道和姿态的连续控制,需要发动机具

备连续变推力能力,同时为保证落月最后阶段实现着陆器可以不同速度落月,可使发动机落月推重比尽

量小.不同初始推重比和落月推重比下,需要的发动机推力调节比如表５所示,初步分析认为月面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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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推力调节比不宜低于３６,发动机推力调节越高,控制自由度和落月精度会越高.

表５　不同初始和落月推重比下推力调节比

落月时着陆器重量变化 初始推重比 落月推重比
发动机推力

调节比
备注

０５ ０３ １０ ３６ 悬停落月

０５ ０３ ０９ ４０

０５ ０３ ０８ ４５

０５ ０３ ０７ ５１

０５ ０４ ０９ ５３

０５ ０４ ０８ ６０

０５ ０４ ０７ ６９

０５ ０５ ０９ ６７

０５ ０５ ０８ ７５

０５ ０５ ０７ ８５

(２)推力调节精度

月面软着陆发动机推力调节过程中,推力调节精度主要影响整器的姿态控制和整器触月冲击过载.
为实现整器姿态精确控制和低冲击着陆,需要发动机推力调节具有较高精度.

３２　高可靠性和安全性

为完成月面着陆器飞行任务,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航天员安全,作为月面着陆器实现月面软着陆的关

键执行单机,需要月面软着陆发动机具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１４１７],同时参照美国 “星座”计划下降级

CECE发动机可靠性指标０９９９５,月面软着陆发动机应通过仿真分析、试验验证和可靠性积累,达到满

足载人飞行任务的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要求.

３３　高性能

载人月面着陆器为完成近月制动、环月变轨下降、月面下降着陆和月面上升等飞行任务,需要装载

大量推进剂.着陆器配置高性能发动机能有效节省推进剂消耗,从而降低任务发射能力需求,或提供任

务载荷和扩展能力[１８].以采用一甲基肼＋四氧化二氮推进剂组合的２０t级着陆器为例,分析发动机性能

对推进剂消耗的影响,总速度增量设计为５０００m/s,对发动机比冲从２９０s、３００s、３１０s、３２０s和３３０s
进行分析,各比冲下推进消耗如表６所示,从仿真分析看,针对２０t级着陆器,发动机比冲提高１０s,可

节省约２００kg推进剂.
同时需要考虑,月面软着陆发动机在下降过程中需要进行变推力调节,以完成月面软着陆,在发动

机推力调节过程中,发动机会偏离最佳设计工况,燃烧效率和比冲性能会降低,所以不仅要保证月面软

着陆发动机在额定设计状态具有较高的比冲性,在变推力调节过程中也要保持较高的比冲性,以节省推

进剂消耗,提高任务效率.

表６　软着陆发动机比冲对推进剂消耗影响

比冲/s 推进剂消耗/kg 推进剂消耗节省量/kg

２９０ １６５５６８ —

３００ １６３４８８ ２０７９６

３１０ １６１４２９ ４１３８７

３２０ １５９３９３ ６１７４３

３３０ １５７３８３ ８１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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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混合比精确控制

针对采用双组元推进剂的月面软着陆发动机,双组元 (氧化剂和燃料)推进剂经输送系统供给到发

动机进行燃烧,产生出的高温燃气从喷管膨胀加速喷出产生推力.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需要保证氧化

剂和燃料 (即氧燃比)按照设计状态进行燃烧消耗.若发动机工作时氧燃比偏离方案设计值,一是因一

种组元提前消耗完导致推进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致使任务失败,或者需要在设计时推进剂装载量预留一定

富裕度降低飞行任务效益.二是因发动机工作实际氧燃比偏离设计状态导致发动机性能降低影响飞行任

务.同时,月面软着陆发动机需要具备推力调节能力,在发动机推力调节过程中混合比和性能保持是变

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技术指标,也需要控制保持变推力调节过程中混合比精度.

３５　快速响应

为满足月面软着陆过程 GNC精确冲量控制需求,需要发动机具有较好的快速响应特性,包括启动、
关机和推力调节过程的快速响应,以及多机间和多次起动时的响应一致性.

３６　多次启动

月面软着陆发动机的多次启动指标由该发动机在月面着陆器整个飞行任务过程中使用模式确定,若

该发动机只执行月面软着陆过程,则不需要发动机具备多次启动能力;若该发动机还需要执行地月转移

中途修正、近月制动、月轨下降、月面软着陆甚至月面上升等过程轨控任务,则该发动机需要具备多次

启动能力,具体启动次数由飞行模式和任务可靠性设计确定.

３７　多台发动机工作同步性

针对月面着陆器存在的多台软着陆发动机并联冗余动力系统方案,为实现整器易于姿态控制或减少

推进剂消耗,需要多台发动机间具有较好的同步性.基于发动机使用过程分析,采用多台方案时,发动

机同步性关键指标项需求分析,如表７所示.

表７　多台发动机方案发动机关键指标项分析

发动机任务工况 推力一致性 响应同步性

启动过程 √ √

额定推力工作 √ —

推力调节过程 √ √

关机过程 √ √

４　结束语

本文通过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中需求分析,开展了载人月面软着陆和兼顾其他飞行过程的软着陆发

动机功能需求辨识分析,确定了软着陆发动机关键指标项,对关键指标项进行了需求追溯和验证,并初

步计算分析了关键技术指标.分析表明:月面软着陆发动机需要具备变推力能力,以实现任务过程推进

剂最优和月面软着陆设计,同时推力调节过程中需要保持推力精度、混合比和比冲性能,实现为整器控

制提供稳定高效的动力输入,提高软着陆精度和能量利用率;兼顾其他飞行过程或不同动力系统方案,
多次启动能力和多台发动机工作同步性也将作为月面软着陆发动机的关键指标需求项,需要重点开展工

作;载人航天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航天员安全,月面软着陆发动机作为实现航天员最终平稳安全落月的关

键执行单机,从顶层任务需要发动机具有高可靠性,并通过可靠性设计和地面试验进行充分验证,飞行

方案设计上可在落月前对发动机进行工作检验,提高软着陆发动机工作的可靠性.研究成果可作为月面

软着陆发动机技术需求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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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ism,higherperformanceand safety,are determinedAndtheforwardrequirement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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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soft landing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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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知引力的小行星着陆轨迹滑模控制

韩连新１　郁　丰１,２　姚小松３　陆泓霖２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间光电探测与感知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３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摘　要　以小行星软着陆为背景,首先根据任务要求设计燃料次最优标称轨迹.为了面向更加快速

高效的探测任务,本文提出在引力未知的条件下,将小行星引力项当做外部扰动,设计了自适应估计器,
采用自适应律估计未知引力扰动,实现对扰动项在线估计,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滑模变结构鲁棒控制律,
提高了在复杂未知小行星环境下的着陆控制精度.最后采用 Matlab数值仿真,本文设计的控制率能够有

效跟踪设计好的标称轨迹,完成软着陆任务.综上所述,采用估计器的滑模变结构控制律能够应用在引

力未知的微小行星着陆任务中,减小任务周期,降低任务成本.

关键词　小行星软着陆;不规则引力;自适应估计器;滑模控制

０　引　言

当下,对小天体的探测活动已经成为热点.为了补充小天体的数据库,掌握更多的空间资源信息,

对小行星进行表面采样探测是相对比较科学的探测方式,而着陆小天体的表面更是小天体探测任务的最

终目标.截至目前,已有的国际小行星探测任务经历了从近距离飞跃 (如 Glileo、DeepSpace１、和

ChangE ２等任务),到绕飞探测 (如 NEAR和Dawn探测任务),再到目前的小行星附着就位探测和表

面采样返回 (如 Hayabusa、Hayabusa ２和 OSIRIS Rex等)[１].小行星具有体积小、形状不规则、质

量分布不均匀等特点,导致小行星引力场非恒定分布较复杂不规则,同时由于小行星引力较弱,太阳光

压以及其他星体引力等外界扰动,会对其附近的探测器产生较大的扰动[２].为了安全地完成着陆任务,每

次小行星探测任务都会在前期花费大量的任务时对小行星进行绕飞以确立引力场模型,引力场建模精度

决定了以往着陆任务的精度.
目前已有任务采取的引力建模方法分为两步,一是在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后进行绕飞探测,经过

长时间的绕飞探测获得小行星各项数据,将数据传回地球工作站进行人工处理,建立引力场模型,再传

输回探测器进行着陆任务.NASA的 NEAR探测器２０００年２月４日进入Eros绕飞轨道,历经一年的绕

飞,进行多次变轨,获得了引力场信息,并且拍摄了约１６万张影像,为后期的小行星表面地形图绘制及

引力场建模做准备[３].日本的 “隼鸟号” (Hayabusa)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２日与目标小行星２５１４３Itokawa交

会,经历了两个月的信息采集,主要包括引力场建模、地形测绘等工作,而后才进行着陆[４];“隼鸟２号”
(Hayabusa ２)于２０１８年抵达目标小行星,在长达四个月伴飞探测,建立了小行星引力场模型后,才进

行了第一次着陆任务,第二次采样任务由于引力场建模精度的提高,着陆任务的精度也大大地提高了[５].

可见引力场模型的精度对着陆任务的成功与否有着巨大影响.目前常用的两种引力场建模方法,一是将

其视为含有较大摄动的规则引力场,利用无穷级数展开来逼近其摄动项,如球谐系数法;二是利用几何

体逼近小天体的不规则形状,从而获得引力场模型,如多面体法.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球谐系数

法存在发散球域,在靠近小天体时引力项会发散;多面体法虽然建模精确,但计算量大,以目前星载计

算机的能力运算起来十分吃力,很难完成星上计算,且前期对小行星外形测绘所需任务时间也很长[６７].

综上所述引力场建模一项增加了任务时间,消耗了飞行器燃料以及增加了任务预算,为提高任务收益,
亟须设计具有快速性的鲁棒控制方法来保障软着陆任务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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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充分考虑了探测器软着陆小行星过程的环境因素及小行星的本身特性,在无测量误差的假设下

提出一种基于滑模控制律的面向未知引力的小行星着陆控制方案.首先使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设计了燃

料次最优的降落阶段标称轨迹[８],其次设计具有鲁棒性的滑模变结构控制律跟踪设计好的标称轨迹[９],在

设计滑模控制律时将小行星引力当作未知项,与其他如太阳引力、太阳光压等都当作外部扰动,设计自

适应估计器对以上外部扰动上界进行在线估计[１０],最后进行数字仿真,验证本文提出的控制方法能在引

力未知的情况下精准地跟踪标称轨迹,完成小行星软着陆任务.

１　航天器着陆段动力学模型

本文在考虑着陆目标小行星自旋,并假设小行星密度ρ均匀的前提下,在小行星固连坐标系下,建立

小行星着陆探测器的三维着陆动力学模型.
首先,以小行星的质心作为坐标系的原点O 建立其固连坐标系Oxyz ,x、z 轴分别为小行星的最大、

最小惯量轴,且小行星绕z轴自转,y 轴根据右手定则确定.建立惯性坐标系OXYZ ,仍以小行星质心为

原点O ,X 轴与小行星赤道面、黄道面的交线平行且指向春分点,Z 轴是自转轴,Y 轴同样根据右手定则

确定.坐标系Oxyz 、OXYZ 的关系见图１ １.

图１　坐标变换关系图

设 x y z[ ] T 、 X Y Z[ ] T 分别是着陆探测器在固连坐标系和惯性坐标系中的坐标表示.有如下

的变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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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轨道运动学建模

着陆探测器在固连坐标系下的加速度、速度及位置矢量分别是r̈、r、r,设小行星相对惯性系有旋转角

速度ω＝ ０ ０ ω[ ] T .根据力学知识[１１]

aa ＝ar ＋ak ＋ae (２)

式中,aa 为绝对加速度(m/s２);ar 为相对加速度(m/s２),ar＝r̈;ak 为科氏加速度(m/s２),ak＝２ω×r;ae

为牵连加速度(m/s２),ae＝ω ×r＋ω× ω×r( ) ＝ω× ω×r( )

则

r̈＝aa －２ω×r －ω× ω×r( ) (３)

再由绝对加速度aa ＝gr( ) ＋ac ＋ap ,最终可得小行星动力学模型

r ＝v (４)

r̈＝－２ω×r －ω× ω×r( ) ＋g(r)＋ac ＋ap (５)

３３７



式中,r为 着陆探测器位置矢量 (m);v 为着陆探测器速度矢量 (m/s);ω 为小行星旋转角速度 (rad/s);

gr( ) 为小行星重力场 (m/s２),与位置有关;ac 为控制加速度 (m/s２);ap 为摄动加速度 (多体摄动,重

力场误差,太阳光压等)(m/s２).

对大行星而言,一般认为重力加速度为常值,而对于自旋快、质量小、形状特殊的小行星而言,其

重力场极不规则且呈现弱重力场特性.
运动学模型可表示为如下一般性形式

x１＝x２

x２＝f(x１,x２)＋bu＋Δ{ (６)

x１＝[rx,ry,rz ]T;x２＝[rx,ry,rz ]T ＝[vx,vy,vz ]T;

Δ＝[Δx,Δy,Δz ]T;f x１,x２( ) ＝－ak －ae ＝－２ω×r －ω× ω×r( )

u＝

ux

uy

uz

é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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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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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b＝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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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gr( ) ＋ap ,其中gr( ) 为小行星引力加速度,ap 为太空中例如太阳引力、光压等其他扰动项的

复合,由于小行星引力值较小,假设复合扰动变化缓慢,即Δ

＝０.

２　控制器设计及其稳定性证明

２１　控制问题描述

对于上述运动学模型以及下文提出的控制模型进行如下假设.

假设１:探测器软着陆过程的位置和姿态信号可测量,并且连续无误差.
假设２:系统受到的外部扰动是有界的,即|Δ|≤D ,D 为已知正标量.

控制目的是希望航天器能够跟踪期望的运行轨迹标称值完成软着陆,即通过设计控制力满足r→rd ,

v→vd ,rd 为探测器的期望着陆轨迹,vd 为探测器期望下降速度.标称轨迹需要事先进行规划,以满足实

际轨道机动任务中存在的各种约束及需求,如障碍规避、燃料最省、时间最短等.本文采用二次多项式

制导律,规划探测器着陆的标称制导轨道[１２].

２２　控制器设计

第一步:对于位置跟踪,首先定义位置误差

z１＝x１－rd 　 (７)

式中,rd 是期望的位置信号,对上式求导后得

z１＝x１－rd ＝x２－rd (８)

取虚拟稳定控制项为α１＝c１z１ ,其中c１ 为正值.
定义第一个Lyapunov函数

V１＝
１
２z２

１ (９)

对式 (９)求导后得

V


１＝z１z

１＝z１(x２－rd) (１０)

第二步:定义误差z２ 为虚拟控制量

z２＝x２＋c１z１－rd ＝z１＋α１ (１１)

把式 (１１)代入式 (１０)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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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１＝z１z

１＝z１ x２－rd( ) ＝z１z２－c１z２

１ (１２)

对式 (１１)进行求导后得

z２＝x２－r̈d ＋α１ (１３)

则

z１＝x２－zd ＝z２－c１z１ (１４)

第三步:定义切换函数为

σ＝k１z１＋z２(k１ ＞０) (１５)

由于z１＝z２－c１z１ ,则

σ＝k１z１＋z２＝k１z１＋z１＋c１z１＝(k１＋c１)z１＋z１ (１６)

式中,由于k１＋c１ ＞０,显然,如果σ＝０,则z１＝０,z２＝０,V


１ ≤０.为此,需要进行下一步设计.

定义Lyapunov函数

V２＝V１＋
１
２σ

２ (１７)

对V２ 进行求导后得

V


２＝V


１＋σσ＝z１z２－c１z２
１ ＋σσ＝z１z２－c１z２

１ ＋σk１z

１＋z２( )

＝z１z２－c１z２
１ ＋σ(k１(z２－c１z１)＋f(x１,x２)＋bu＋Δ－r̈d ＋α１)

(１８)

由于探测器在小天体附近绕飞的动力学环境非常复杂,不确定性和外界扰动的上界往往不容易获得,

对于小行星引力场的测绘往往需要耗时很久,同时小行星的引力场具有引力弱、分布不规则的特点,因

此我们此处将小行星的微弱引力视为外界扰动项,跳过引力场建模直接靠控制器的鲁棒控制进行降落,

采用自适应更新律,估计不确定性和外界扰动的上界,实现外部扰动在线估计.

第四步:定义估计误差为

Δ ＝Δ－Δ̂ (１９)

式中,Δ̂ 是Δ的估计值,设γ 是正常数,

设计最终的自适应滑模控制律和自适应更新律为

u＝b－１[－k１(z２－c１z１)－f(x１,x２)－Δ̂＋r̈d －α１－h(σ＋βsgn(σ))] (２０)

Δ̂


＝γσ (２１)

式中,h 和β为正常数.

系统跟踪误差在滑模控制律和自适应更新率作用下逐渐稳定收敛于原点.

证明:

定义Lyapunov函数如下

V３＝V２＋
１
２γΔ２ (２２)

将V２ 代入V３ 并求导得到

V


３＝V


２－
１
γΔΔ̂



＝z１z２－c１z２
１ ＋σk１ z２－c１z１＋f x１,x２( ) ＋bu＋Δ－r̈d ＋α１( )[ ] －

１
γΔΔ̂



＝z１z２－c１z２
１ ＋σk１ z２－c１z１＋f x１,x２( ) ＋bu＋Δ－r̈d ＋α１( )[ ] －

１
γΔ Δ̂



－γσ( )

(２３)

将控制律式 (２０)和自适应更新律式 (２１)代入式中,得

V


３＝z１z２－c１z２
１ －hσ－hβσ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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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Q＝
c１＋hk２

１ hk１－
１
２

hk１－
１
２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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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zTQz＝ z１z２[ ]

c１＋k２
１ hk１－

１
２

hk１－
１
２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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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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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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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１z２[ ] T

＝c１z２
１ ＋hk２

１z２
１ ＋２hk１z１z２－z１z２＋hz２

２

＝c１z２
１ －z１z２＋hσ２

公式 (２４)可以重新写为

V


３＝z１z２－c１z２
１ －hσ－hβσ ＝－zTQzT －hβσ ≤０ (２５)

当h、c１、k１ 选取合适的参数值时,Q 可以保证为正定矩阵,则系统李氏稳定.

３　仿真校验

本节通过航天器软着陆Eros４３３小行星最终着陆段的数值仿真,来验证所设计的面向未知引力的小行

星着陆轨迹滑模控制方案的有效性.
航天器的物理参数初始相对位置以及小行星的相关参数见表１.运动学中,小行星引力项计算采用多

面体模型法进行建模运算如图１.

表１　航天器及小行星仿真实验参数

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值

航天器 质量/kg ５５

Eross小行星

GM ４８４２×１０５

角速度ω０/rad ３３１×１０－４

参考半径Re/m １６×１０４

初始状态
相对位置r １７０５０;－１０６０;１０６０[ ]

相对速度v/rad －３;２５;－２５[ ]

末端状态
相对位置r/m １６０００;０;０[ ]

相对速度v/m/s) ０;０;０[ ]

图１　Eros多面体模型法引力加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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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所示为小行星表面各处的引力加速度,由图可见,随着与质心的距离越来越大,引力加速度的值

越来越小.
仿真控制律参数设置为h＝１,k１＝０１,c１＝０３,β＝０００００１.
图２为设计的飞行器控制器产生的控制加速度,全程未达到最大值,且控制加速度变化过程平稳无剧

烈抖动.图３、图４分别为飞行器着陆过程中的速度和位置变化,由图可知,采用本文设计的控制率,飞

行器能够平稳精准地降落在预定的着陆点,最终着陆位置误差基本为零,图５、图６分别为飞行器实际位

置、速度与标称轨迹期望值对比,相对位置误差最大不超过００３m,相对速度误差最大不超过０００６m/

s,图７为多项式拟合的能量次最优标称轨迹 (直线)以及飞行器跟踪轨迹 (星形线).可见本文提出的控

制率在引力未知条件下能够很好地完成对标称轨迹的跟踪,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图２　飞行器控制加速度

图３　飞行器速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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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飞行器位置变化曲线

图５　飞行器速度与标称轨迹期望速度误差

图６　飞行器位置与标称轨迹位置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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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着陆标称轨迹 (直线)与飞行器着陆轨迹 (星形线)

４　结　论

针对小行星探测中引力场建模难度大、周期长的问题,在充分考虑小行星引力微弱不规则且周围环

境扰动大等特点,本文提出将未知引力与其他如太阳引力、太阳光压等都当作外部扰动,通过设计自适

应更新律估计扰动的上界,对扰动实现在线估计.在此基础上设计滑模变结构控制律跟踪标称轨迹.实

验仿真证明,本文提出的基于自适应估计器的滑模变结构控制律能在引力未知的情况下对标称轨迹进行

精准跟踪,完成未知引力小行星软着陆任务.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控制律为小行星探测节约了任务时

间,提高了探测任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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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akingthesoftlandingofasteroidsasthebackground,onthebasisofcompletingthe
modelingofthegravitationalfieldofirregularasteroids,firstlydesignthesub optimalnominaltrajectory
offuelaccordingto missionrequirementsBecausetheasteroidsgravitationalfieldisirregularand
relativelyweak,thispaperproposestotaketheasteroidsgravitationaltermasanexternaldisturbance
undertheconditionofunknowngravitation,designthesliding modevariablestructurerobustcontrol
rate,andaddanadaptiveestimatoronthebasisofitTheadaptivelawestimatestheunknowndisturbance
term,realizestheonlineestimationofthedisturbance,andfinallyusesmatlabnumericalsimulationThe
controlratedesignedinthispapercaneffectivelytrackthedesignednominaltrajectoryandcompletethe
softlandingtaskInsummary,theslidingmodevariablestructurecontrollawusingtheestimatorcanbe
appliedtolandingmissionstotinyplanetswithunknowngravity,reducingthemissionperiodandmiss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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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伞开伞载荷计算方法的研究进展

姜　添　戈嗣诚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降落伞开伞载荷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试验测试法、数值模拟法和经验公式法三种.试验测试

法是完全依赖风洞或者空投试验获取降落伞性能的方法;数值模拟法是使用计算机对物 伞系统进行流固

耦合仿真来模拟降落伞充气展开过程的方法;经验公式法是通过总结空投试验的经验并对力学模型进行

简化,总结出经验公式和经验参数对开伞过程中的重要参数进行预测的方法.本文详细介绍了三种方法

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近况,从工程实际的角度出发总结了每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与不足,根据各自的特点说

明其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情况与作用,最后对降落伞工业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关键词　降落伞;开伞载荷;试验测试法;数值模拟法;经验公式法

０　引　言

降落伞是大气环境中最常用的气动减速装置,其功能是为被减速体提供气动阻力,具有体积小、重

量轻、减速效果好的优点.降落伞的出伞过程需要经历恶劣的载荷环境,其最大开伞载荷一般是稳定下

降阶段载荷的３~１０倍量级,严重情况会达到１００倍量级 (如低空高速开伞).准确计算给定条件下的降

落伞开伞载荷,对合理设计降落伞结构、优化材料选用、选择试验方法、设定试验条件等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返回式卫星的研制成功更是大力促进了我国降落伞工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已

独立研制出多种降落伞装备,如探空火箭回收使用的平面圆伞、返回式卫星使用的大型环帆伞、火星着

陆器使用的盘缝带伞和用于其他功能的大型翼伞等.在降落伞工业蓬勃发展的６０年中,用于伞的研究方

法也随着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多种方向,经过多年发展,目前降落伞工程中的主要分析模型有试验测试法、

数值模拟法和经验公式法,这三种方法在降落伞行业的经典教科书中均有所记录,如王利荣主编的 «降
落伞理论与应用»、EdgarEwing的 «Ring SailParachuteDesign»等.

上述三种方法各有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试验测试法的结果表现十分直观和准确,但其成本高昂,一

般用于产品研制过程中的验证阶段;数值模拟则是通过数学模型在计算机上模拟开伞过程中各目标量的

变化情况,一般作为设计参考,但其需求的计算资源较大;经验公式法是研究较早且沿用至今的工程应

用方法,具有计算速度快、对成熟产品的计算准确度高的特点,局限性在于过分依赖经验参数,普适性

较差.在降落伞工程设计阶段,目前主要采用的仍是经验公式法,数值模拟法和试验测试法主要用于工

程参数的佐证参考以及设计结果的验证.

本文详细介绍了三种降落伞的经典研究方法,总结了每种方法的优缺点及其在工程实践中的使用情

况,对未来降落伞工业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１　试验测试法

试验测试法具有真实、客观、便于观察的优点,一般依赖风洞或空投试验对降落伞的性能进行研究,

通过试验的形式直接获取降落伞开伞载荷的实测数据.降落伞属于一种柔性织物透气体,其充气阶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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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剧烈的结构变形,伞衣内部和外部的流场变化十分复杂,使用试验手段可以直观地反映降落伞的工

作性能,同时试验技术的发展侧面反映出的是测量技术的提升,二维粒子图像测速仪[１]、七孔探针[２]、三

维全息扫描技术[３]、聚合物传感器[４]等多种先进方法均在降落伞的相关试验中获得了应用,而且随着年代

改变,试验内容的关注点也在发生变化,早期试验看重的是被测伞型的基本性能,而近期的试验则更加

关注可以对伞性能产生影响的条件因素,并以此对伞的设计进行参考指导.
试验测试法的应用初期主要是对降落伞的部分开伞特性进行探索,Reichuenau[５]等探究了多种盘 缝

带伞在 “海盗”系列探测器尾流中的气动特性;Lee[６]等使用室内垂直下降试验测量了群伞的开伞性能;

近年来的试验内容则更加关注降落伞的设计与应用,余莉[７]等对低透气性平面圆伞的研究结果对降落伞的

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徐宏[８]等人比较了两种缩比模型伞的有限质量开伞与无限质量开伞的区别.
测量技术的发展与科学研究的探索均是为实际工程应用做好铺垫,通常情况下,工程上降落伞产品

的方案论证阶段可以采用风洞试验的方法,对缩比降落伞进行性能探究,为全尺寸降落伞的初样和正样

设计提供数据支撑;而产品验证阶段则一般采用空投试验方法,在试验过程中对初/正样产品进行数据采

集与分析,了解该伞的性能表现.
虽然试验测试法的结果准确,但是也需要承认一次完备的大型开伞试验需要较长的准备周期和高昂

的试验成本,考虑实际条件与经济因素,在实际的产品研发过程中无法完全依赖试验方法获得最优的设

计参数,试验测试法一般常用于性能验证或者一些科学探索,并不会直接用于产品的工程设计阶段,因

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其他的准备工作,这就需要使用到数值模拟法或经验公式法.

２　数值模拟法

２０世纪末期,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微型计算机的计算性能,计算流体力学 (Computational
FluidDynamics,CFD)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兴起,在降落伞领域中需要面对的多是计算流体力学

(CFD)与多体动力学 (MultibodySystemDynamics,MSD)相结合的耦合模型,使用计算模型求解物—
伞系统流固耦合问题,即为目前主流的应用于降落伞工业的数值模拟法,也是进行降落伞性能研究使用

最广泛的方法.
数值模拟法经过多年发展,已有多位研究学者就该问题提出了很多经典的求解方法,其中最受关注

的是由 Tezduyar等提出的变空间域/稳定时间—空间法 (Deforming Spatial Domain/StabilizedSpace
Time,DSD/SST).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Tezduyar[９]等尝试在可压流及不可压流计算中并行应用有限元方

法,并对三维流动分析中的网格更新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以DSD/SST模型为基础的流固耦合方

法,后 来 Tezduyar 还 领 导 团 队 成 立 了 T AFSM (Team for Advanced Flow Simulation and
Modeling)[１０],专门研究流固耦合问题,该团队已经对 “猎户座”飞船的环帆伞[１１]及引导伞[１２]、日本

“JAXA”降落伞[１３]以及涡轮螺旋桨的气动耦合效应[１４]等进行过流固耦合分析,在流固耦合技术领域具有

较大影响力.
除了DSD/SST方法,学者们还研究了其他处理流固耦合问题的方法,包括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法

(Arbitrary Lagrange Eulerian Method,ALE)[１５]、 浸 入 边 界 法 (Immersed Boundary Methods,

IBM)[１６]、前缘 跟 踪 法 (FrontTracking Method,FTM)[１７]、大 涡 模 拟 法 (LargeEddySimulation,

LES)[１８]以及结合光滑粒子流体力学与有限元分析的方法[１９]等.其中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法凭借其良好的抗

网格畸变能力广受科研人员青睐,Livermore公司更是将 ALE方法集成在商业仿真软件 Ls Dyna中,

Tutt[２０]等使用该软件进行降落伞充气阶段的流固耦合分析并与试验值进行比较,验证了Ls Dyna的应用

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更多的研究学者选择使用 ALE方法或应用成熟软件进行仿真分析:Lingard[２１]等

详细探讨了盘 缝 带伞的尾流影响;贾贺[２２]等对C ９伞的标准三维模型进行了仿真分析并比较了仿真结

果的准确性;Coquet[２３]等分析了无限质量开伞条件下的降落伞阻力变化情况等.
目前工程实践中使用数值模拟法产生的计算结果可以成为相关人员的一种参考数据,同时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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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够精细地反映伞冠内外的流场特性和降落伞充气展开过程中运动学、动力学的细节特征,但以目前

数值模拟的能力,仍需要占用大量的计算资源,消耗较长的计算时间,而相关人员更关注设计过程中降

落伞的开伞动压、开伞速度等设计参数对载荷曲线、最大载荷、速度变化等关键点的影响,数值模拟法

尚无法满足初期工程设计阶段对计算简单、快速、灵活、准确度相对较高的应用需求,为达到上述目的,
需使用经验公式法.

３　经验公式法

经验公式法是在试验测试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研究较早且延用至今的工程应用方法.由于完全

依靠试验方式进行降落伞的性能分析,这往往需要较多的时间与较大的经济成本,在数值模拟法并不发

达的时代,部分学者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并适当地简化模型,对开伞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分别

建立了使用经验公式进行运动学与动力学分析的基础理论.
从理论提出初期到发展至今,伞衣充气阶段所使用的经验公式法主要分成两个理论流派:一是以轴

向动量方程为基础的充气理论,二是以径向运动方程为基础的充气理论.其中,以轴向动量方程为基础

的充气理论又可分为以伞衣的充气时间为自变量的充气时间法和以充气展开过程中的运动距离为自变量

的充气距离法.早在１９２８年,Muller[２４]就首先提出了伞的充气展开概念,认为伞衣内的体积变化率与进

气口流速成正比,该思路奠定了充气时间法的理论基础.随后,Scheubel[２５]与 OHara[２６]等参考 Muller
的研究结果,结合其他空投试验后认为降落伞的充气距离是一个常数,并认识到了附加质量会对降落伞

充气过程造成影响,给出了一种针对简单几何形状伞模型的开伞载荷计算方法.上述研究均是在质量守

恒的基础上计算伞衣内部体积变化率,区别在于 Muller一派使用充气时间作为自变量,而Schenbel及

OHara一派则将体积变化率表示为充气距离的函数.

１９７０年,Heinrich[２７]等建立了以充气时间法为基础的轴向动量方程,并以此计算了 “阿波罗”项目

中回收系统的开伞力.１９７４年,Wolf[２８]建立了轴向—动量方程,该方程能够用于求解物伞系统位置、姿

态及伞衣形状变化,同时需要试验提供附加质量系数、阻力系数、径向扩张系数等经验参数.以 Wolf模

型为基础,Mcvey[２９]、荣伟[３０]、郭叔伟[３１]等对其进行了改进、简化与应用,Wolf模型具有良好的计算精

度,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并被应用于工程设计实践与充气过程研究.
经验公式具有计算速度快、反应灵活,对成熟降落伞和成熟使用条件下的计算精度较高的优势,但

其最大的局限性表现在,公式中部分参数的准确性是建立在特定降落伞和特定使用条件下试验数据的基

础上,扩展到其他使用条件时,参数准确性未经验证,计算结果精度也未经验证,其普适性很难保证.
降落伞开伞载荷研究方法比较见表１.

表１　降落伞开伞载荷研究方法比较

　　　方法特点

研究方法　　　
优势 局限性

试验测试法 　可获取真实工况条件下的降落伞状态数据 　成本高,周期长,不直接用于产品的工程设计阶段

数值模拟法
　可以对任意工况、任意条件进行精细模拟

仿真
　无法满足设计阶段简单、快速、灵活且准确度高的应用需求

经验公式法
　成熟使用条件下计算精度高、速度快,工程

应用广泛
　新工况下参数准确性和计算精度无法验证,普适性较差

４　结　语

文章总结了三种针对降落伞开伞载荷的研究方法,包括试验测试法、数值模拟法和经验公式法,这

三种方法在如今的工程实践中均有应用.通过数值模拟法获取的仿真结果可以精细反映出某降落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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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工况条件下整个开伞过程的多方面特性,这在伞的设计参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验公式

法则是能够快速且较为准确地完成对部分伞型及工况下的开伞过程预判,这在降落伞的初样设计阶段初

期尤为重要,在节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时间的情况下从总体上迅速掌握该工况下伞的动力学与运动学特

点;提到第一种阐述初样制作完成后需进行试验测试,以验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并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和反馈;三种方法相辅相成,各有优劣,应用于工程研发上的不同阶段.
同时,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降落伞的性能需求不断扩展,如新一代载人飞船使用的多级收口

技术群伞系统、火星着陆探测器在超声速低动压条件下使用的大型盘 缝 带伞等,这对工程研发带来了新

的挑战,一方面是需要应用新的伞型和更大面积的降落伞,另一方面则是开伞条件逐步外扩,因此上述

方法仍需结合当下实际情况与研究方向,不断做出改进与迭代,才能使降落伞工业在新航天时代下更加

健壮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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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researchofparachutedeploymentloadincludesthreemain methods:experimental
method,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and empirical formula methodThe experimental method
completelyreliesonwindtunnelorairdroptesttoobtaintheperformanceoftheparachuteThenumerical
simulationmethodisamethodofusingacomputertoperformfluid solidcouplingsimulation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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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攻角下超声速SSDS伞系统气动特性数值研究

姜璐璐１　薛晓鹏１　徐　欣１　贾　贺２　荣　伟２　蒋　伟２　王　奇２

１中南大学航空航天学院;２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２０２０年是 “火星年”,多国于２０２０年发射的火星探测器都陆续迎来了着陆火星阶段.火星

探测的进入—减速—着陆 (EDL)过程涉及许多复杂技术,而降落伞技术是其中最为复杂的一环.来流

攻角对于降落伞能否成功开伞以及稳降阶段的气动特性影响明显.本文针对适合于未来高载荷火星探测

任务的新型火星用降落伞—超声速盘帆伞 (SSDS),分析不同来流攻角对SSDS系统减速性能及稳定性能

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SSDS伞体随攻角的增加,阻力系数增加,周期性能减弱,伞前激波顶点位置逐

渐上移,流场结构的对称性被破坏,下侧激波范围增加.５°攻角下伞前激波平衡位置随时间推移存在后

移,但较其他来流攻角下伞体激波脱体距离较大.针对５°攻角下SSDS不同环内压力分布分析发现,下侧

伞缝１及伞缝２处释压效果较上侧明显,下侧伞缝影响其左侧环压力降低,而上部分释压导致其右侧环压

力减小.１０°~１５°攻角来流下伞前激波位置基本稳定.１５°攻角后,降落伞双体系统与伞体单体模型的伞

内压力及流场结构十分相似,再增加攻角会使双体效应逐渐消失.
关键词　火星大气;超声速降落伞;来流攻角;气动干扰;数值模拟

０　引　言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由文昌发射场点火升空,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进入环火轨

道,取得了 “绕、着、巡”目标第一步———环绕火星的成功,并计划于５~６月择机实施着陆[１].安全着

陆是火星探测任务最艰巨的挑战之一,而降落伞是其中最复杂也最重要的一环.降落伞能否正常开伞及

稳定下降,受攻角影响明显.根据 “海盗号”的飞行数据,进入攻角必须满足不大于１３°,才能保证降落

伞正常充气[２];文献 [３]分析了超声速环境下攻角范围在０°~１０°的带有伞绳的刚性半球体伞形的阻力特

性,由于攻角与伞绳的综合影响,伞内表面的时间平均压力分布在５°攻角时最小,而在１０°攻角时最大,

阻力系数却随着攻角的增加而单调增加,可见攻角对降落伞减速性能有着明显的影响.目前攻角对火星

降落伞的影响研究主要对象为盘缝带伞 (DGB),但 “好奇号”采用的２１５m 直径已经达到了 DGB的尺

寸极限[４],单级的盘缝带伞减速性能已无法满足未来更高级别火星探测的需求.因此,美国在 LDSD项

目中针对未来探测器将使用的超声速降落伞 盘帆伞 (SSDS)开展研究[５６].目前针对SSDS降落伞系统

的研究极少,因此,考虑攻角对于DGB减速及稳定性能存在重要影响,针对不同来流攻角下对SSDS系

统气动特性及流场结构影响机理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１　模型设计

本研究所采用的原始探测器 降落伞系统模型如图１所示,探测器前体模型选择简化 MSL探测器模型

[(图１ (a)],该模型对探测器减速中的热防护及质心稳定存在积极作用.降落伞伞体为 NASA 简化的

LDSD任务中所采用的盘帆伞,取直径为D.经过前期研究发现,盘缝带伞具有更好的稳定性能,半圆伞

则具备较好的阻力性能.SSDS的模型尺寸如表１[７].为了减小探测器尾流与伞前激波复杂的相互干扰的

作用,本章中所采用的系统模型拖拽距离比为１２,器体与伞体直径比为０２.为了忽略伞衣厚度对伞体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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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性能的影响,伞衣厚度h 取伞体半径的１％.计算时模型缩比至１％.

图１　计算模型示意图

表１　本研究所使用的SSDS降落伞尺寸

名义面积/m２ 名义直径/m 伞体直径/m 顶孔面积/m２ 环长度/m 孔隙率

７３０６１７ ３０５ ２２ １９９３ ０６３５ １３６９％

２　计算方法及来流条件

本研究采用与前期研究相同的数值计算方法[８],采用有限体积公式求解可压缩完全气体 N S方程获

得模型周围超声速非定常流场.在空间离散化方面,使用 HLLC (Harten Lax vanLeer Contact)格

式计算二阶无粘通量项[９],同时为了避免计算流场中出现虚假的数值振荡,采用了带有连续限制器框架的

二阶 TVD多项式插值方案.时间推进采用较稳定的隐式backwardEuler格式[１０],为捕捉流场结构瞬态

变化,其时间步长设定为１０４s.针对盘缝带伞进行算法验证,结果表明,盘缝带伞伞体的阻力值与文献

数据 [１１]误差在允许范围内,流场结构与文献相似.说明本研究采用的数值方法是有效的,计算结果

也是具有可靠性的.如表２、图２所示.

表２　数值模拟结果与文献结果对比

数值模拟 验证模型 误差

阻力(N) ２９４１ ２８６０ ２８３％

图２　数值模拟流场结果与文献结果对比 (左为文献结果,右为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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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采用为 MSL探测器完全开伞后稳降阶段初始高度 H０的来流大气环境[１２],通过该值及美国

NASA提供的火星大气参数[１３]计算公式可以得出该高度下的大气参数,如表３所示.通过 Kn数的计算,
该高度下的火星大气仍可被视为连续介质.

表３　本研究所使用的来流环境

H０/m P０/Pa ρ０/(kg/m３) T０/K

８２９３８１ ３３１３６ ０００７４５８ ２３１２８７７

v０(m/s) Kn Ma ReL

４７１４２２４ ４２７０１×１０－５ １９７８ ６６１９４×１０４

３　结果分析

在本研究的前期工作及文献调研中发现[１４１９],在此拖拽距离比条件下,伞体与前体的相互作用在５°
较为复杂,且随着攻角增加而逐渐减弱,最后变为两个单体流场结构.基于此,本研究首先针对０°~１５°
攻角降落伞双体系统进行分析.

图３为不同攻角伞体阻力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发现,攻角α＝０°及５°时,伞体压力存

在明显的波动,而１０°~１５°攻角下阻力系数的波动趋于稳定.这表明,在攻角０°~５°时,伞体与探测器前

体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流场结果周期性变化明显.５°攻角条件下流场变化的周期性较０°攻角时弱,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减弱.

图３　不同攻角阻力变化

降落伞系统的阻力系数随攻角增加而增加,图４为伞体阻力系数随攻角增加的变化,在５°~１０°攻角

间伞体阻力系数变化明显.图５为不同攻角下伞前激波结果.以探测器底部为０点,伞体顶部为１进行无

量纲位置计算.图a为０°攻角下伞前激波的变化规律,由于０°攻角下流场周期性变化较为一致,因此只取

一个周期内激波脱体距离最大最小值进行分析;５°攻角下伞前激波脱体距离最值位置随时间推移逐渐靠

近,因此选择不同的两个周期内伞前激波进行分析;１０°~１５°攻角来流下伞前激波位置基本稳定不动,因

此选取一个位置的伞前激波进行分析.随着攻角的增加,伞前激波顶点位置逐渐上移,上下激波逐渐不

对称,下侧激波范围增加.５°攻角下伞前激波均值位置随时间推移略向后移,但其激波位置较其他攻角条

件下脱体距离更远.
不同攻角下伞内不同点位压力分布变化如图６所示,a~l点分别为伞带 环 伞盘的中点位置,负值为

其下侧伞体的相对位置.P 为点位压强,P∞ 为来流静压.在拖拽距离比为１２的盘帆伞系统内,所有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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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攻角阻力值

图５　不同来流攻角激波位置

来流下下方点位的压强值普遍高于上方点位.０°~５°攻角下上下点位压强存在明显的区别,１０°~１５°攻角

下则较为接近.这说明,α ＝０°和α ＝５°时,流场变化的周期性存在,伞内压强变化幅值较明显,所以伞

内表面的时间平均压强分布未能达到最高;α ＝１０°~１５°时,伞内压强周期性变化幅值较小,所以伞内压

强分布最大,最高点出现在伞盘上方.在有攻角来流下,－k及－e点的压强处均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而k
及e点压强无明显变化,f及l点压强下降,说明下侧伞缝１及伞缝２处释压效果明显,下部分影响的为其

左侧环,而上部分释压导致其右侧环压强减小.０°攻角下这些点位压强值无明显变化,在所取周期内伞体

内压强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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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攻角下伞体内各点位压强

４　结　论

通过针对不同来流攻角及不同大气环境下的盘帆伞系统气动特性及流场结构发现,降落伞的阻力性

能随攻角的增加而增高,周期性能减弱.随着攻角的增加,伞前激波顶点位置逐渐上移,上下激波逐渐

不对称,下侧激波范围增加.５°攻角下伞前激波均值位置随时间推移略向后移,但其激波位置较其他攻角

条件下脱体距离更远.１０°~１５°攻角来流下伞前激波位置基本稳定.１５°攻角后,降落伞双体系统与伞体

单体模型的伞内压力及流场结构十分相似,再增加攻角会使双体效应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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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studyon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
SSDSparachutesystematdifferentanglesofattack
JIANGLu lu１,XUEXiao peng１,XUXin１,JIA He２,RONG Wei２,JIANG Wei２,WANGQi２

１School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CentralSouthUniversity;

２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 Electricity

　　Abstract　Theyear２０２０isthe“Marsyear”,andmanycountrieslaunchedMarsprobelastyearare
expectedtolandon MarsthisyearTheEntry、Descent、Landing(EDL)processforMarsexploration
involvesanumberofcomplextechnologies,andthesupersonicparachuteisthemostcomplexoneThe
freestreamAngleofattack(AOA)hasobviousinfluenceonthedeploymentofcanopyandthe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oftheparachuteinthestablelandingstageForthisstudy,future Marsparachute
supersonicdisksailparachute(SSDS)hasbeenstudied,andanalysistheinfluenceofdragandstabilityof
SSDSsystematdifferentfreestream AOATheresultsshowthat,withtheincreaseofAOA,thedrag
coefficientofcanopyincreases,whiletheperiodicchangeoftheflowfielddecreases,andvertexpositions
ofcanopyshockgraduallymoveupThesymmetryofflowfieldisbrokenAt５AOA,thebalanceposition
ofthecanopyshockmovesbackwardwiththepassageoftime,butthestand offdistanceofcanopyshock
isstilllargerthanthatatotherfreestreamAOAAccordingtotheanalysisofthepressuredistributionin
differentSSDSringsat５AOA,theexhausteffectattheundersideofgap１and２ismoreobviousthanthat
attheuppersideTheundersideofgapaffectsthepressurereductionoftheringonitleft,whiletheupper
sideresultsintherightoneThecanopyshockisbasicallystableunderthehigherfreestreamAOAWhen
thefreestreamAOAishigherthan１５,theflowfieldand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ofthecanopyofthe
two bodysystemisverysimilartothatinthemodelonlyincludecanopy,andtheinteractionbetween
capsuleandSSDScanopywouldgraduallydisappearwhenthefreestreamAOAisfurtherincreased

Keywords　Martianatmosphere;supersonicparachute;freestream AOA;aerodynamicinteraction;

numerical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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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M 纵向轨迹智能在线规划技术研究

侯　铮　李　俊　佘智勇　刘超逸

北京空天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针对传统的飞行器终端区域能量管理 (TAEM)方案中存在的轨迹适应性差、制导精度低

且不适用于减速板故障的情况,提出了一种 TAEM 纵向轨迹的智能在线规划策略.首先,根据飞行器的

约束条件设计了由一个中间参数定义的纵向轨迹;其次,提出了一种预测校正的 TAEM 轨迹在线规划的

策略,以速度偏差为反馈,在线多次迭代纵向轨迹的中间参数实现对速度的控制;最后,利用 RBF神经

网络泛化能力强、学习收敛速度快和精度高的优点,设计了一种在线气动参数的智能辨识方案.结合上

述轨迹在线规划算法,实现了强不确定性和减速板故障条件下对飞行器高度和速度的综合管理,增强了

轨迹的鲁棒性和自适应性.使用PD制导律进行仿真,结果表明了在线智能轨迹规划算法的可行性、强自

适应性和快速性.
关键词　终端区域能量管理;智能在线轨迹规划;预测 校正;RBF神经网络;减速板故障

０　引　言

终端区域能量管理 (TAEM)段作为衔接再入段和水平着陆段的交接段,其目的是使无动力的飞行

器在不同的初始条件下始终满足着陆的能量要求,是保证飞行器无动力安全着陆的关键技术之一[１].终端

区域能量管理段的轨迹设计和制导系统设计面临着无动力下滑控制能力有限、初始的状态参数不确定性

范围大、飞行过程中约束条件较多以及宽速域范围内气动特性和控制特性变化较大等问题[２３].因此合理

的轨迹设计和制导系统设计,是保证飞行器精准安全地到达着陆窗口的关键.
传统飞行器终端区域能量管理方案是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标称能量剖面进行跟踪,这种跟踪离线标称

剖面的标称制导法在早期飞行器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这种离线策略始终存在一些局限性[４５].随着飞行

器机载计算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未来飞行器对安全性、自主性、适应性的更高要求,飞行器的自主决

策、在线轨迹生成以及在线智能感知技术成为近些年新的研究热点,TAEM 段的轨迹设计也由离线的轨

迹设计方法过渡到在线的轨迹设计方法[６７].针对 TAEM 段在线轨迹设计方案,国内外学者做了许多工

作,提出了许多实时可调的在线轨迹规划方案.潘彦鹏等[８]设计了一种 “直接进入柱面可变”能量管理模

式,根据能量状态在线调整航向校准圆半径,但这种方法未考虑模型拉偏,调节能力有限.樊朋飞等[９]通

过离线计算的方式预先获得动压剖面参数、倾侧角和能量高度变化的关系并存为三维数表,在线进行分

段查表和在线估计航程修正系数对轨迹进行在线调整,但是存在轨迹末端调整能力不足的问题,会出现

航迹倾角的较大散布.MuLin xia等[１０]通过构建一个地面航程的预测器,进行在线航向校准圆的参数,

并以减速板进行速度控制以克服建模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但这种方案对于减速板故障或无减速板构型的

飞行器并不适用.
针对 TAEM 段存在的问题及现有的在线轨迹规划方案中存在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快速参数迭代

的 TAEM 段智能在线轨迹规划方案.首先,通过分析纵向轨迹的中间设计参数对于末端状态的影响,将

轨迹规划问题转化成参数寻优问题.采用了预测 校正的方法,以速度偏差为反馈在线迭代纵向轨迹的中

间参数,实现对速度的跟踪控制.为了提升飞行器的制导精度,克服模型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设计了一

种智能在线气动参数的辨识方案.利用神经网络的强大泛化能力在线感知出飞行器气动建模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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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辨识出的气动修正因子用于在线轨迹规划算法中,设计了一种 TAEM 的纵向轨迹智能在线规划算法.
本文设计的算法考虑了初始状态及飞行器模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及减速板故障的情况[１１],飞行器

仍可以根据能量偏差状态在线多次规划纵向轨迹.能够通过调整迎角实现高度的跟踪,迭代调节轨迹设

计参数对速度进行控制,实现了对高度和速度的综合管理.该方法克服了传统 TAEM 轨迹规划算法无法

适应较大偏差和突发情况、减速板控制能力不足以及在线计算速度较慢的问题,增强了轨迹的鲁棒性、
自适应性和制导精度.

１　飞行器建模

忽略地球自转的飞行器无动力下滑的纵向运动学方程如下所示

mdV
dt＝－D(α)－mgsinγ

－mVdγ
dt＝－L(α)＋mgcosγ

dH
dt ＝Vsinγ

ds
dt＝－Vcosγ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１)

式中,状态量V、γ、H、s分别为飞行器的速度、航迹倾角、高度和待飞距离;控制量α 为迎角;m、g
为飞行器质量和当地重力加速度.其中L、D 为飞行器的升力和阻力,不考虑减速板时,两者均可描述成

迎角和马赫数的函数,即

L＝f１(α,Ma)

D＝f２(α,Ma){ (２)

TAEM 段的任务主要为了耗散飞行器的能量,飞行器的能量包括动能和势能,即下式

E＝
１
２mV２＋mgH (３)

飞行器单位重量的能量为

EoW ＝
V２

２g＋H (４)

对上式求导并联立式 (１),可以得到

dE
ds＝－

CDqSref

mgcosγ
(５)

式中,CD、q、Sref 分别为阻力系数、动压和参考面积.

２　TAEM段纵向轨迹在线规划算法

２１　TAEM段纵向轨迹设计

为了追求更快的轨迹在线规划速度以及更高的制导精度,本文将上述对时间的飞行器运动学模型转

化为对待飞距离的微分方程[１２],如下式

dV
ds＝

D
mVcosγ＋

gtanγ
mV

dγ
ds＝

g
V２ －

L
mV２cosγ

dH
ds ＝－tanγ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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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知,只要设计好高度剖面,得到相应待飞航程下的轨迹倾角,即可由上式计算得到相应待

飞航程下的迎角指令.为了更好地进行在线调节,本文考虑将高度设计为待飞航程的两个４次多项式.

H ＝
a０ ＋a１s＋a２s２＋a３s３＋a４s４　(H ≥ Hm)

b０ ＋b１s＋b２s２＋b３s３＋b４s４　(H ＜ Hm){ (７)

已知起始点和终点的待飞距离s０、高度 H０、轨迹倾角γ０,通过设计轨迹中间参数的待飞距离sm 、

高度 Hm 、轨迹倾角γm 以及轨迹倾角变化率dγ
dsm

,即可求出上述多项式的全部系数.

由高度剖面可知飞行器的弹道倾角满足 (仅用第一个多项式为例)

tanγ＝－
dH
ds ＝－(a１＋a２s＋a３s２) (８)

对上式求导,并联立飞行器动力学方程 (１),可以得到飞行器沿高度剖面飞行时的升力系数满足

C∗
L ＝

(２a２＋６a３s)V２cos３γ＋gcosγ
qSrefcosμ/m

(９)

根据气动力函数可以反向求出标称迎角αref .

此时,各个时刻的制导指令αref 已知,通过合理地设计制导律,然后以待飞距离为自变量进行积分,
即可得到终端时刻飞行器的能量状态.

本章的核心在于通过合适地调节高度剖面的中间参数,使得飞行器的速度、高度和轨迹倾角等状态

满足终端约束条件,以轨迹鲁棒性为优化指标,选择出最优的纵向剖面的中间参数.

２２　TAEM段纵向轨迹在线规划算法

通过设计不同的高度剖面的中间参数,分析其对终端状态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设计参数Hm 对飞行

器的纵向轨迹影响较大.为了保证飞行器 TAEM 段纵向轨迹在线规划的实时性,本文选择中间设计参数

Hm 作为在线轨迹规划时的迭代参数.接下来分析中间参数 Hm 对于终端能量状态的影响.选取飞行器初

始状态为初始高度２９km,初始速度１６５６m/s,初始待飞距离２９２Km;中间设计参数sm ＝７３km ,

γm ＝６８°,dγ
dsm

＝－１e４°.终端速度与 Hm 之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终端速度与中间参数 Hm 之间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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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终端速度随着中间设计参数 Hm 是单调变化的.由此,本文的 TAEM 段纵向轨迹在线

规划的思路是基于预测校正的思想,即通过在线感知自身真实能量与标称能量的偏差,以此偏差作为反

馈对纵向轨迹的中间参数在线校正[１３１４].在线轨迹规划算法的流程是:首先以当前时刻为基准,预测 T
时刻后飞行器的状态,将此状态作为纵向轨迹设计的初始状态,利用上述轨迹规划算法,在线迭代出新

轨迹的纵向中间设计参数,使得终端能量满足约束条件,迭代时间小于 T;然后当飞行器达到预测状态

时,将新轨迹的制导指令和标称高度等信息传给飞行器的制导回路,使飞行器跟踪新轨迹飞行.TAEM
段纵向轨迹在线规划算法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TAEM 段纵向轨迹在线规划算法流程图

３　基于RBF神经网络气动参数辨识的纵向轨迹在线规划算法

３１　在线智能气动参数辨识

由式 (１)可知,TAEM 段的能量耗散主要和飞行器所受的阻力相关,而 TAEM 段高度的精准跟踪

则跟飞行器所受的升力相关.但是进行离线轨迹设计时,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存在着很大的建模不确定

性.这种不确定性往往难以靠轨迹自身的鲁棒性去克服,许多文献中也将其作为一个小量去考虑.然而,
本文考虑了减速板故障的情况,这种模型不确定性会给上述的轨迹在线规划算法增加难度.为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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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轨迹设计的鲁棒性,减少在线轨迹规划次数,减轻制导回路压力,本文设计了一种增长型结构学习

算法 (FL)的RBF神经网络去逼近飞行器的气动模型[１５１６].该在线智能气动参数辨识方案主要考虑以下

三个问题.
(１)训练数据采集

基于上述飞行器纵向气动模型和仿真数据,确定迎角和速度的范围,在此范围内进行遍历,利用气

动插值得到相应的升力系数cl和阻力系数cd .以迎角α和马赫数Ma 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以气动力系

数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出,对神经网络的权值进行训练.
(２)神经网络结构

RBF神经网络又叫做径向基神经网络,是单隐含层的、径向基函数作为非线性激活函数的神经网络.
径向基函数以输入量X 与中心点XP 之间的距离作为自变量,然后经过高斯函数后传递给下一层网络.这

种RBF神经网络能够对非线性输入输出映射进行局部逼近,其中心点类似于插值函数的基函数,有着更

加符合真实气动模型、结构简单、学习收敛速度快等优点.神经网络的输入X 与输出F(X)之间的关系

如下式

F(X)＝∑
p

p＝１
ωpφGauss(‖X －XP‖) (１０)

式中,p 为隐含层的节点数,φGauss 为高斯函数.
为了尽可能地简化神经网络结构,便于在线的气动参数快速修正,本文考虑采用两个 RBF神经网络

分别对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进行拟合.RBF神经网络由于只有一个隐含层,因此隐含层的节点数是设计

该网络的关键.理论上,当隐含层的节点数足够多时,可以无限逼近任意的非线性函数,但考虑到节点

数过多时在线计算量太大,因此需要在节点数和准确度之间做出权衡.本文利用增长型结构学习算法的

思想,根据网络的输出误差与候选神经元之间的相关系数来逐一增加隐含层的节点数,从而找到节点数

尽可能少且准确度高的RBF网络结构参数[１７].如图３给出了拟合升力系数cl的 RBF神经网络节点数与

预测精度之间的关系.

图３　RBF神经网络节点数与预测精度关系图

由上图可知,隐含层节点数在３０之后,随着节点数的增加,均方误差减小得很慢,但是网络结构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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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复杂.为了兼顾预测精度以及在线修正速度,本文的隐含层节点数选择为３０个.
(３)RBF神经网络的在线修正

TAEM 段飞行时,以前段飞行数据作为 RBF神经网络的输入,在线修正 RBF的权值,修正时利用

迁移学习的思想,能够实现在线快速对飞行器真实气动模型进行拟合.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选取某段

飞行数据,将数据归一化后加入００１的白噪声作为 RBF的输入,RBF神经网络能够快速收敛,２０００个

采样点的均方误差为０１９０８.在线辨识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RBF神经网络在线辨识结果

３２　TAEM纵向轨迹智能在线规划

基于上述在线气动参数智能辨识算法,利用辨识得到的气动系数cl、cd与离线设计的气动系数cl∗ 、

cd∗ 的偏差,即可得到气动偏差修正因子,定义气动系数修正因子

kl＝
cl
cl∗

,kd＝
cd
cd∗

(１１)

将气动系数修正因子传递给在线轨迹规划回路,即可根据更加真实的气动模型调整 TAEM 段的轨迹

中间设计参数,使设计的轨迹与真实飞行轨迹更加吻合.
引入RBF神经网络在线气动参数修正的 TAEM 段在线轨迹规划流程如图５所示.

RBF神经网络的引入,一方面使得迭代计算的中间设计参数更加准确,使设计的轨迹和飞行器真实

飞行轨迹更加吻合,大大地减少了在线轨迹规划次数;另一方面使得预测状态和 T时刻后飞行器真实状

态之间的偏差更小,切换制导律时可以更加平滑地切换,增加飞行器的安全性.经过仿真验证,飞行过

程中,进行一次在线轨迹规划的时间为２~３s,满足在线轨迹规划的实时性要求.

４　仿真校验

为验证上述 TAEM 段的轨迹在线规划算法的可行性和鲁棒性,考虑不使用减速板的情况,本文设计

了纵向的PD制导律

αcmd＝αref＋kp∗(H －Href)＋kd∗
dH
dt －

dH
dtref

æ

è
ç

ö

ø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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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TAEM 段纵向轨迹智能在线规划算法流程图

利用上述制导律对规划的轨迹进行跟踪仿真.仿真时,设置最大轨迹在线重构次数不超过２次,整个

飞行过程中不使用减速板.通过迎角进行高度跟踪,速度跟踪通过轨迹的在线规划进行实现.分别考虑

对标称状态进行初始高度、初始速度、初始轨迹倾角、初始待飞距离、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拉偏,参数

拉偏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TAEM参数拉偏表

轨迹序号 高度/km 速度/(ms－１) 轨迹倾角/(°) 待飞距离/km 升力系数 阻力系数

１(标称) ２９ １６５６ ０ ２９２８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３１ １６５６ ０ ２９２８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２７ １６５６ ０ ２９２８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４ ２９ １８５６ ０ ２９２８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５ ２９ １４５６ ０ ２９２８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６ ２９ １６５６ ３ ２９２８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７ ２９ １６５６ －３ ２９２８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８ ２９ １６５６ ０ ３１２８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９ ２９ １６５６ ０ ２７２８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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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轨迹序号 高度/km 速度/(ms－１) 轨迹倾角/(°) 待飞距离/km 升力系数 阻力系数

１０ ２９ １６５６ ０ ２９２８９７ ８０％ １２０％

１１ ２９ １６５６ ０ ２９２８９７ １２０％ ８０％

如图６给出了升力系数拉偏－２０％,阻力系数拉偏＋２０％的初始条件下,飞行器进行两次轨迹在线规

划的高度剖面.

图６　TAEM 轨迹智能在线两次规划示意图

基于上述１１条轨迹分别进行仿真校验,仿真结果如图７、图８、图９、图１０所示.

图７　TAEM 轨迹智能在线规划高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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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TAEM 轨迹智能在线规划速度剖面

图９　TAEM 轨迹智能在线规划轨迹倾角剖面

５　结　论

对于飞行器的 TAEM 段,存在着初始条件散布大、宽速域范围内气动特性变化较大以及减速板存在

卡死风险的问题,本文设计了一种纵向轨迹的智能在线规划算法,利用 RBF神经网络在线智能感知气动

参数的偏差,使用修正过的气动模型进行在线参数化轨迹的快速生成,通过迎角跟踪高度,调节轨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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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TAEM 轨迹智能在线规划迎角剖面

数实现对速度的控制,实现了强不确定性和减速板故障条件下的 TAEM 段能量的综合管理.仿真结果验

证了算法的快速性、有效性与自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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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AEMLongitudinalTrajectory
IntelligentOn linePlanningTechnology

HOUZheng,LIJun,SHEZhi yong,LIUChao yi
BeijingInstituteofAerospaceTechnology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 ofpoortrajectoryadaptability,lowguidanceaccuracyandnot
suitablefortheairbrakefailurecaseinthetraditionalterminalareaenergy management (TAEM)

algorithm,anintelligentonlineplanningstrategyforTAEMlongitudinaltrajectoryisproposedFirstly,

thelongitudinaltrajectorydefinedbyanintermediateparameterisdesignedaccordingtotheconstraintsof
theaircraft;Secondly,astrategyofTAEMtrajectoryon lineplanningisproposed,whichusestheidea
ofpredictor correctorandtakesthevelocitydeviationasthefeedbacktoiteratetheintermediate

parameteroflongitudinaltrajectory onlineFinally,ascheme ofon lineaerodynamic parameter
intelligentidentificationisdesignedbyusingtheadvantagesofRBFneuralnetwork,suchasstrong
generalizationability,fastlearningconvergencespeedand highaccuracyCombined withtheabove
trajectoryonlineplanningalgorithm,thecomprehensive managementofaircraftheightandspeedis
realizedundertheconditionofstronguncertaintyandairbrakefailure,andtherobustnessandadaptability
ofthetrajectoryareenhancedUnderthePDguidancelaw,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efeasibility,

rapidity,andstrongadaptabilityofonlineintelligenttrajectoryplanningalgorithm
Keywords　Terminalareaenergy management;Intelligentonlinetrajectoryplanning;Predictor

corrector;RBFneuralnetwork;Airbrake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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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树脂基碳化型烧蚀材料发展

王　志１　刘　莉１,２　岳振江１

１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２北京理工大学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教育重点实验室

摘　要　随着对深空探测任务的需求,对烧蚀材料在防热和轻质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综

述了国内外有机树脂基烧蚀材料典型代表,描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区别、适用环境及应用案例;对烧

蚀材料的防热机理及数值模拟做了总结,描述了不同烧蚀材料防热的共同性,阐明了各种数值模拟方法

的优缺点.最后总结了烧蚀材料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烧蚀材料;防热机理;数值分析

０　引　言

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例如航天器在进入大气层时经

常面临高焓、高压、高热流的情况[１],这对航天器的材料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保护材料在飞行过程中仍能

保持正常工作,需要在航天器外面加一层热防护复合材料[２].

热防护复合材料根据烧蚀机理的不同,可分为烧蚀材料和非烧蚀材料[１,３５],非烧蚀材料可重复使用;

烧蚀材料通过材料发生化学反应,热解吸热达到防护的目的,因此不可重复使用,主要应用在飞行环境

不是十分恶劣的情况中[５].

烧蚀材料又根据烧蚀现象的不同分为三类:熔化型烧蚀、升华性烧蚀和碳化型烧蚀[６].熔化型烧蚀材

料是含有石英、玻璃等成分的硅基复合材料;升华性烧蚀材料以碳碳复合材料为主;碳化型烧蚀材料通

常以树脂基材料为基体、以碳纤维为增强材料.碳化型烧蚀材料是我国烧蚀材料的重点.

烧蚀材料根据密度的不同,可分为标准密度材料和低密度烧蚀材料[５７].标准密度材料主要应用于高

温、高焓、高速离子冲刷等极其恶劣的环境;而低密度烧蚀材料应用于短时高气流密度、高焓及驻点压

力低的飞行环境.标准密度热防护材料一般应用于弹道导弹再入弹头,例如 “丘比特”[８];对飞船返回舱

的研究发现,质量引射效应是防热的主要机制,在这个研究基础上,低密度烧蚀材料被提出,而且随着

对飞行器轻质化的要求,低密度烧蚀材料越来越成为烧蚀材料的重点.

１　典型树脂基烧蚀材料发展

美国 “双子星座”使用密度为０８７g/cm３、DC ３２５,由于采用了二氧化碳和空心玻璃微球[９ １０],使

得材料具有很好的隔热性能,且质量较轻,导热系数低.与石棉酚醛烧蚀材料相比,其密度降低,这也

是第一次使用低密度烧蚀材料,标志着低密度烧蚀材料在飞船返回舱使用的可行性.
典型的烧蚀材料有 AVCOAT,以酚醛 环氧树脂为基体、以玻璃纤维为增强体,填充短切石英纤维、

空心酚醛微球在基体中.密度在０５５g/cm３ 左右[１１１３],抗烧蚀和高温性能都很好,被成功应用在 “阿波

罗”号.AVCOAT系列材料是发展最为成熟、典型的低密度烧蚀材料.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SLA材料被提出,采用酚醛蜂窝为基体,玻璃纤维增强,填充短切石英纤维、软

木、空心玻璃微珠等作为填充相[１４１５].蜂窝结构在 AVCOAT的基础上进行研制,AVCOAT防热材料采

用的是普通六边形蜂窝结构,SLA防热材料增大蜂窝结构,采用FlexCore结构使其变形能力增大,且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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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AVCOAT密度的一半,约为０２５６g/cm３.SLA被成功应用于 Viking系列火星探测器大底[１６],之

后又发展了SLA ５６１V,是最可靠的背风面防热材料.PhenCarb也采用同样的蜂窝结构,密度在０３２~
０５８g/cm３[１７],制作工艺与SLA不同,表面形成的碳层能抵御热流,且保持结构外形.SRAM 防热材料

采用和PhenCarb同样的成型工艺,将树脂基和增强体注入到 FlexCore蜂窝中,密度要低于 PhenCarb,

SRAM ２０材料与PhenCarb材料相似,都会在材料表面形成一层坚硬的碳层以抵御热流的冲刷.有研究

显示,SRAM 材料在不同热流密度下,烧蚀后退现象不同,当热流密度较低时,后退现象不明显;当热

流密度较大时,有明显后退现象.

BLA由波音公司研制,具有密度低、低导热系数、高强度、抵抗剥蚀等能力[１８].SIRCA是由多孔硅

树脂浸渍陶瓷三维纤维预制体构成[１９],SIRCA成功用于 NASAX ３４.
为降低热防护材料的结构重量,提高飞行器有效载荷,新型轻质陶瓷烧蚀体被研究,PICA 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也是防护材料最常用的材料.PICA由多孔酚醛浸渍碳纤维预制体 (FiberForm)构成的碳/酚

醛烧蚀材料.PICA的密度在０２２４~０３２１g/cm２,被应用于 “星辰号”返回舱[２０],改进的PICA X被

应用于 “天龙号”防热大底.
我国神舟号系列飞船主要应用有 H８８、H９６两种材料,H８８密度与 AVCOAT ５０２６相近,主要应

用于背风面;H９６密度高于 H８８,密度约为０７１g/cm３,位于飞船的防热大底和高热流区域[２１２２].

２　烧蚀防热机理

防热复合材料的防热机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是传热、传质、化学反应及材料物性参数耦合的

过程,且不同的防热材料由于基体和强化材料的不同,材料热容吸热不同、发生的化学反应不同,防热

机理不尽相同[２３].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对不同的防热材料,烧蚀过程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在工作过

程中都伴随有能量的损失,且出现分层现象,分别为原始材料层、热解层及炭化层.
原始材料层,即在这一层内由于温度没有达到热解温度,故只发生材料热容吸热和热传导.
热解层,即在这一层内温度在热解开始温度以上,材料发生热解生成热解气体 (混合气体)和多孔

碳,导致这层中有热解反应吸热,热解气体向外流动发生热解气体热容吸热,材料热容吸热和热传导,
而且在热解气体流动过程中,热解气体可能与多孔碳发生反应,发生热解气体二次裂解,使得能量实现

固体和气体之间的转化.随着反应的不断进行,热解层的内外边界发生移动 (内边界温度为热解开始温

度,外边界温度为热解结束温度).
炭化层,即这一层是热解反应结束后残留的多孔炭,温度达到热解结束温度以上,在这一层内有热

解层流出的热解气体,可能与多孔炭层反应发生二次裂解,故这层的吸热机理包括热解气体流经炭层的

热容吸热、热解气体二次裂解吸热、材料热容吸热和热传导.
在炭化层外面是烧蚀层,即材料表面,在一层不仅有吸热也有散热,包括气动热 (对流加热和辐射

加热);溢出的热解气体流经激波层时,与激波层中气体的反应;从炭层溢出的热解气体和燃烧产物进入

激波层,从而改变激波层内气体的流动,且炭层向外界辐射大量热,当温度过高时可能发生炭直接升华

为气体注入到激波层,改变激波层中的各组分浓度等.
根据上述烧蚀机理,有两种模型描述材料变化规律,即热解面模型和热解层模型.热解面模型假设

热解只发生在热解面上,考虑炭化层和原始材料层两层热响应特性,热解气体质量流率由能量平衡关系

式确定.目前国内有大量基于热解面模型计算热响应的,如李鸿权利用热解面模型计算了碳 酚醛的热响

应及烧蚀层发生的炭纤维氧化等.热解层模型考虑炭化层、热解层、原始材料层三层内部热响应特性,
在材料内部由傅里叶定律建立导热微分方程,该模型与热解面模型相比更接近真实情况,但热物性参数

的变化和移动边界的影响使得计算较为困难.

３　数值模拟技术发展

对热防护材料性能的研究最准确的方法是进行地面试验,常用的地面试验方法包括石英灯加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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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烧蚀、电弧驻点烧蚀、氧乙炔烧蚀以及高温燃气等[２４],但地面试验常常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比如试

验成本昂贵,而且地面试验也不能完全模拟飞行器在空中的真实飞行状态,因此数值模拟是研究热防护

材料不可缺少的手段,不仅可以利用已有的理论知识和数值手段与地面试验进行配合,而且数值模拟技

术成本较低,方法简单.随着计算机水平的发展,利用数值模拟研究材料性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Moyer和Rinda建立的最初的烧蚀程序 “CMA”(CharringMaterialAblation)[２５],

NASA对其整理研究形成了一整套分析程序库,CMA程序利用能量守恒方程和质量守恒方程,采用阿伦

乌尼斯方程模型描述变化规律,烧蚀表面能平衡,解决了热解材料内部响应问题.CMA被广泛应用于烧

蚀材料性能的研究,后期发展的一系列改进程序绝大多数是建立在 CMA 的基础上.CMA 曾是 “阿波罗

号”“火星探路者”的热响应计算程序.但CMA 只能解决一维传热问题,这对热解材料在垂直表面方向

温度梯度远远大于其他方向时求解精度可以达到要求,但对别的情况会有较大的误差;CMA程序对空间

步长和时间步长都有较高的要求,需要用户借助别的手段判断收敛性;CMA 也不能实时计算导热系数、
密度等随温度变化,需要借用别的程序.

由于CMA程序不能满足研究人员对热防护材料性能研究的要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NASA 工作者开

发了 “FIAT”(FullyImplicitAblation&ThermalResponseProgram)[２６],FIAT程序与CMA程序相比,

其最大的优势是增加计算的稳定性,因此能够解决更广泛的问题.FIAT在 “星辰”“火星微探针”“火星

２００１”的热响应计算和尺寸设计中应用,FIAT是分析和配置空间工艺隔热板有效的计算工具.
进入２１世纪后,为开发炭化材料热响应和形状变化模拟程序,TITAN 程序被 Chen和 Milos开

发[２７].TITAN程序用来模拟二维或轴对称下的传热,控制方程包括能量守恒和三分量分解模型,表面能

平衡条件使用移动网格解决,以计算表面凹陷引起形状变化,但没有考虑热解气体的影响.随着二维程

序的实现,三维热响应和烧蚀模拟程序也被Chen开发[２８],实现了对高超声速再入飞行器炭化材料烧蚀和

形状变化的预测,该程序控制方程包括能量守恒、三分量分解模型和表面能平衡,同样利用动网格模拟

表面后退.该系统能够预测三维结构的表面后退、形状变化、深度热解和内部热响应.

Hsiao和Chung利用热平衡法、瞬时积分法及隐式有限差分法进行计算[２９３０],首先利用热平衡法模

拟了材料的二维传热响应,后利用三种方法计算了烧蚀后退距离和速度的研究,结果表明热平衡法和瞬

时积分法对确定烧蚀后退距离和速度的计算优于有限差分法.之后 Dec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计算一维烧

蚀问题[３１],将结果与采用有限差分的FIAT结果进行对比,表明有限元法更适用于复杂几何体和多边界

条件问题.
事实上,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对热防护材料性能的评估需要进行多学科耦合分析,飞行器以高超

声速飞行时,气动热通过壁面将热传入结构,壁面温度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边界层气体的流动,同时结

构温度的改变,导致材料发生热变形产生热应力,这就导致流 热 固问题耦合在一起,使问题的复杂程度

大大提高,传统的解决方法通常是将多物理场分割成独立场进行计算,显然这种方法虽然将问题简化了,
但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计算精度.将气动 烧蚀 结构耦合的数值模拟也是研究重点.

Miller开发了一种流体 热 结构相互作用的松耦合时间推进程序[３２],该方案通过解算器之间传递边

界信息,以时间精确的方式将单个的流体 热 结构解算器耦合在一起,利用时间尺度差异,通过多循环

体,允许不同解算器之间使用不同时间步长.EVTitov提出一种将流动求解器弱耦合到材料热响应模

型求解方法[３３],该程序考虑热解反应,当热解材料离开材料时会带走一部分热量,达到冷却的效果;此

程序还考虑了冷却模型,对解决气体热解及扩散问题比较精确.
利用热解层或热解面模型描述传热特性,常用的方法是利用有限差分法,但利用有限差分法在热物

性参数 (密度、导热系数、比热)梯度较小出计算结果可以满足精度要求,而在真实情况下存在热物性

参数变化激烈的位置,针对这个问题,姜贵庆建立分层模型,对每层基于有限元能量平衡出发,生成了

一组确定离散点温度方程,该方法对热解层温度的求解具有更高的精度[３４].王安龄通过对高硅氧 酚醛炭

化材料热响应过程进行模拟发现,除烧蚀后退距离对烧蚀材料外形及温度有关外,热解膨胀和线膨胀对

温度分布和外形也有很大的影响[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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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质量烧蚀率和线烧蚀率来表征防热材料抗烧蚀性能,较早模拟烧蚀后退是将靠近材料表面的

节点保持移动,而材料内部的节点不动,当表面节点靠近内部节点时消除表面节点[３６];另一种模拟是利

用Landau变换,将变换后的坐标控制在０~１之间,Bahramian和 Kokabi为模拟热降解行为,利用移动

边界求解方程,其中移动边界利用Landau变换进行固定,建立了描述材料高温特性数学模型,得到温度

分布及烧蚀后退距离,与实验结果对比效果较好[２５].Blacwell和 Hogan将 Landau变换和有限元法结合

应用于一维热响应计算,但以上这些确定烧蚀后退的方法只局限于一维问题,对于多维问题,Blacwell利

用Landau变换建立 “spines”概念,将内部节点约束为沿着 “spines”移动[３７ ３８],这种方法效率较高,

但只适用于结构化网格,对不规则形状不适用;Hogan提出一种用非结构化移动网格求解二维轴对称烧

蚀问题,将材料看成线性弹性固体,内部网格随着表面的移动而移动,消除其他方法对结构网格的要求,
而且也可将其延伸至三维问题,从而解决了不规则形状烧蚀后退问题[３９].Martin提出一种将 LeMANS
(计算流体代码)耦合到一维材料热响应隐式求解器中,利用动网格求解烧蚀后退,阐明了耦合和动网格

对计算收敛性和时间的影响[４０ ４１].

曹树声利用有限元法对热响应问题进行计算[４１],表明有限元对移动边界问题的处理更加方便,且使

用范围更广.刘骁提出一种利用有限元法计算三维烧蚀响应程序,对移动边界采用弹簧松弛法模拟求解,
对温度场的求解考虑了热解气体在炭化层内的流动和热交换,结果表明该方法对烧蚀后退的求解具有可

靠性[４２].热解气体对炭化层的影响,张涛做了研究,采用热解面模型,视热解气体为热载荷,表明热解

气体在炭化层中的流动成二维,而且热解气体对炭化层内温度有明显影响.杨德军采用虚拟失效、重新

构建网格部件手段模拟烧蚀后退,建立了烧蚀后退下的瞬态温度场有限元模型[４３],结果表明烧蚀后退距

离与温度升高速率及表面热流有关,随着时间的移动,进入材料内部的热流密度达到平衡,使得烧蚀后

退率成线性变化.李雅娣采用 “杀死”单元的方法模拟烧蚀后退,达到了烧蚀后退距离的定量描述,但

该方法无法模拟中间过程[４４].

４　结　论

热防护材料的发展是关系深空探测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而热防护材料最具发展潜力的是有机树脂

基烧蚀材料.本文对有机树脂基烧蚀材料的发展和数值求解做了总结.

１)传统考虑材料烧蚀的热响应分析方法大都采用较高程度的均匀化假设,基于实验数据建立计算模

型,应加强在烧蚀过程中对材料局部微结构特性以及局部非平衡效应的建模研究,进一步阐明烧蚀过程

中的传热传质机理,增加数值预示精度,指导新型材料的研发与应用.

２)发展防热 结构 体化材料,使材料的防热性能与材料的结构性能相互联系.烧蚀材料在高温条件

下,经常使材料表面发生氧化的化学反应,故使材料的热稳定性良好,在飞行过程中至关重要,可减少

目前材料中的热应力,从而减轻材料质量,降低成本.

３)在飞行器设计的各个阶段,所需的烧蚀防热系统热响应分析精度与效率不同,目前各类高精度数

值计算方法快速发展,由于其引入的简化假设不尽相同,其计算效率与适用范围具有很大差异.因此需

要建立客观、统一的评价标准对其进行严谨、有效的评价,增强其指导工程实践的价值.

参 考 文 献

[１]　王潇敏树脂基热防护材料烧蚀传热机理及参数分析 [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１８．

[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军事训练教材编辑工作委员会高超声速气动热和热防护 [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 孟松鹤,杜善义,韩杰才 热防护系统及材料的研究进展 [C]．复合材料基础、创新、高效:第十四届全国复合材料学术会

议,２００６．

[４] SGaoReviewonablativematerials[J]．NewChemicalMaterials,２００９．

[５] 程海明,洪长青,张幸红低密度烧蚀材料研究进展 [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５０ (５):１ １１．

６６７



[６] 田野陶瓷填料改性PICA复合材料的研制及性能表征 [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９．

[７] 薛华飞,姚秀荣,程海明热防护用轻质烧蚀材料现状与发展 [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１．

[８] 何东晓先进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的应用综述 [J]．高科技纤维与应用,２００６ (２):９ １１＋９．

[９] H AZook,REFlaherty,DJKesslerMeteoroidimpactsontheGeminiwindows[J]．Planetary& SpaceScience,１９７０,１８ (７):

９５３,IN１ ６,IN６．

[１０] Sutton,W GeorgeTheInitialDevelopmentofAblation HeatProtection,An HistoricalPerspective [J]．JournalofSpacecraft &

Rockets,２０１５,１９ (１):３ １１．

[１１] EPBartlett,LW Anderson,D MCurryAnEvaluationofAblationMechanismsfortheApolloHeatShieldMaterial[J]．Journalof

Spacecraft& Rockets,１９６９,８ (５):４６３ ９．

[１２] LTartaglione,JMazzolaApollocompositeablatormaterialusedonSpaceShuttle[C]２３rdStructures,StructuralDynamicsand

MaterialsConference,１９８２．

[１３] CSzalai,RBeck,M Gasch,etalThermalProtectionSystem AerothermalScreeningTestsintheHYMETSFacility [C]．Aiaa

ThermophysicsConference,２０１１．

[１４] B Laub,Y K Chen,JDecDevelopmentofa High Fidelity Thermal/Ablation Response ModelforSLA ５６１V [C]．Aiaa

ThermophysicsConference,２００９．

[１５] STRAUSSLESuperlightablativesystemsforMarslanderthermalprotection[J]．JournalofSpacecraft& Rockets,２０１５,４ (１０):

１３０４ ９．

[１６] DPrabhu,DSaundersOn HeatshieldShapesforMarsEntryCapsules[C]．AiaaAerospaceSciences MeetingIncludingtheNew

HorizonsForum & AerospaceExposition,２０１２．

[１７] ASKeys,JLHall,DOh,etalOverviewofaProposedFlightValidationofAerocaptureSystemTechnologyforPlanetaryMissions

[C]．４２ndAIAA/ASME/SAE/ASEEJointPropulsionConference& Exhibit,２００６．

[１８] AOBarney,CAnton,JCrumpler,etalLowdensityablatorcomposition[M]．US２００３．

[１９] Kelly,E,Parmenter,Karl,Shuman,Frederick,Milstein,Christine,E,SzalaiCompressiveResponseofLightweightCeramic

Ablators:SiliconeImpregnatedReusableCeramicAblator[J]．JournalofSpacecraftandRockets,２００２,３９ (２):２９０ ．

[２０] H Tran,CJohnson,D Rasky,etalPhenolicImpregnated Carbon Ablators (PICA)forDiscoveryclass missions [C]．３１st

ThermophysicsConference,１９９６．

[２１] 董彦芝神舟飞船防热大底结构设计 [J]．航天器工程,２００２ (４):３４ ７．

[２２] 吴国庭神舟飞船防热结构的研制 [J]．航天器工程,２００４ (３):１４ ９．

[２３] 李玮洁变密度炭化复合材料的热防护模型及其数值模拟 [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７．

[２４] 张运法低密度碳/酚醛复合材料高温响应数值模拟分析 [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

[２５] CBMoyer,RARindalAnanalysisofthecoupledchemicallyreactingboundarylayerandcharringablatorPart２—Finitedifference

solutionforthein depthresponseofcharringmaterialsconsideringsurfacechemicalandenergybalances[J]．１９６８．

[２６] YK Chen,FS MilosAblationandThermalResponseProgramforSpacecraftHeatshieldAnalysis [J]．JournalofSpacecraft &

Rockets,１９９９,３６ (３):４７５ ８３．

[２７] YKChen,FS MilosTwo DimensionalImplicitThermalResponseandAblationProgramforCharring Materials[J]．Journalof

Spacecraft& Rockets,２０１２,３８ (４):４７３ ８１．

[２８] Y K Chen,F MilosThree DimensionalAblationand ThermalResponseSimulationSystem [C]．３８th AIAA Thermophysics

Conference,２００５．

[２９] BtfChung,JSHsiaoHeattransferwithablationinafiniteslabsubjectedtotimevariantheatfluxes[J]．AIAAJournal,１９８２,１

(１):１４５ ５０．

[３０] JS Hsiao,BtfChungA heatbalanceintegralapproachfortwo dimensionalheattransferinsolidswithablation [J]．AIAA,

AerospaceSciencesMeeting,１９８４．

[３１] JADec,RDBraun,BLambAblativeThermalResponseAnalysisUsingtheFiniteElementMethod[C]．４７thAIAA Aerospace

SciencesMeetingincludingTheNewHorizonsForumandAerospaceExposition,２００９．

[３２] BMiller,ARCrowell,JJMcnamaraLooselyCoupledTime MarchingofFluid Thermal StructuralInteractions[C]．５４thAIAA/

ASME/ASCE/AHS/ASCStructures,StructuralDynamics,andMaterialsConference,２０１３．

[３３] EV Titov,R Kumar,D A LevinInDepthAnalysisofAVCOAT TPSResponsetoaReentryFlow [J]．AmericanInstituteof

Physics,２０１１．

[３４] 姜贵庆有加质和化学反应热传导的积分计算 [J]．宇航学报,１９８０,(１):５５ ６４．

[３５] 王安龄,桂业伟,贺立新炭化烧蚀材料热解膨胀和线膨胀对内部温度场影响研究 [J]．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０４,２５ (４):６３１ ３．

[３６] Borgan,JJ．A NUMERICAL METHOD OF SOLUTION FOR HEAT CONDUCTION IN COMPOSITE SLABS WITH A

７６７



RECEDINGSURFACEPaper３ofGENERALRESEARCHINFLIGHTSCIENCES,JANUARY１９５９ JANUARY１９６０VOLUME

IFLUID MECHANICSPART１[J]．１９６０,

[３７] M Hogge,PGerrekensOne dimensionalfiniteelementanalysisofthermalablationwithpyrolysis[J]．ComputerMethodsinApplied

Mechanics& Engineering,１９８２,３３ (１ ３):６０９ ３４．
[３８] DRLynch,KONeillContinuouslydeformingfiniteelementsforthesolutionofparabolicproblems,withandwithoutphasechange

[J]．InternationalJournalforNumericalMethodsinEngineering,２０１０,１７ (１):８１ ９６．
[３９] R ,E ,Hogan,etalApplicationofmovinggridcontrolvolumefiniteelement methodtoablationproblems [J]．Journalof

Thermophysics& HeatTransfer,１９９６,１０ (２):３１２ ３１９．
[４０] A Martin,IDBoydImplicitImplementationofMaterialResponseandMovingMeshesforHypersonicRe entryAblation[C]．Aiaa

AerospaceSciencesMeeting& Exhibit,２００９．
[４１] 曹树声,姜贵庆有热解的轴对称烧蚀体传热有限元计算 [J]．空气动力学学报,１９９１,９ (２):２１８ ２２５
[４２] 刘骁,国义军,刘伟碳化材料三维烧蚀热响应有限元计算研究 [J]．宇航学报,２０１６,３７ (９):１１５０ ６．
[４３] 杨德军,李旭东C/C复合材料的热化学烧蚀和温度场耦合分析 [J]．复合材料学报,２０１３,３０ (２):２１３ ９．
[４４] 李雅娣,张钢锤,吴平炭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层板连续激光烧蚀数值计算 [J]．固体火箭技术,２００８,３１ (３):２６２ ５

Developmentoforganicresin based
carbonizedablationmaterials

WANGZhi１,LIULi１,２,YUEZhen jiang１

１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

２KeyLaboratoryofAircraftDynamicsandControlEducation,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

　　Abstract　Withthedemandfordeepspaceexplorationmissions,higherrequirementsa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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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式堆叠圆环锥结构膨胀展开过程分析

卫剑征１　张　涛２　姜明希１　柴　煜１　谭惠丰１

１哈尔滨工业大学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２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本文针对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提出了动力学逆向折叠建模方法,建立了不同截面直径

的堆叠圆环锥减速器结构模型,并采用控制体积法对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进行了充气展开过程仿真,
表明该减速器结构满足一定的刚性要求,在接缝处无明显的应力集中,最后进行了折叠展开试验.用试

验的方式验证其能短时间内完全展开且具有一定的结构稳定性.
关键词　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动力学逆向折叠建模;控制体积法;充气展开仿真;折叠展开

试验

０　引　言

随着载人航天事业和行星探索任务的不断发展,再入返回运载工具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针对降

低返回系统重量以增加有效载荷的日益需求,一种新型充气式再入减速器成为国际上研究的热点.它具

有易折叠包装、重量轻、展开阻力面积大,能短时间内完全展开且具有一定的结构稳定性等明显优点,

为航天员应急返回、深空探测以及有效载荷的回收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途径[１２].充气式柔性增阻结构为

有效载荷提供气动阻力时,柔性增阻结构在气动力的作用下产生形变,这使结构气动外形发生变化,形

成气柔耦合效应[３].因此对堆叠圆环结构抵抗外载变形的能力即结构稳定性是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我们注意到,文献[４５]针对单充气环薄膜型减速器再入时的气动特性,对其外围流场进行了仿真分

析,对比分析了充气式减速器不同锥角及阻力面形状对气动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减速器所受的气动

阻力与其锥角有明显关系,且具有非线性特点,当减速器锥角保持不变时,其阻力面的形状对气动阻力

也有一定影响,且减速器再入过程中的阻力面形状可以改变其压力分布.赵晓舜等[６]基于分割映射技术得

到分割展平面;其次通过矩阵变换将分割展平面转换为连续的几何折叠模型;MarraffaL[７]等采用初始应

力修正了建模过程中的模型误差,降低了充气过程中的应力集中和网格畸变问题.本文将针对气囊式堆

叠圆环锥减速器提出动力学逆向折叠建模方法,建立不同截面直径的堆叠圆环锥减速器结构模型,并采

用控制体积法对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进行充气展开过程仿真及样机试验等工作.

１　折叠建模

把封闭连通的柔性囊体离散为一个封闭的控制体积域,如图１所示.在这里,我们对充气控制体积模

型进行假定:在每个时刻腔内是等压的;气体的流动为准静态过程,即忽略气体惯性;充气过程为绝热

过程.其数学描述为:在时间t－Δt内腔内的内能是已知的,t时刻的内能E(t)可近似表示为

E(t)＝E(t－Δt)＋cpm
(t)ΔtTin (１)

式中,cp 是比定压热容,Δt是时间步长,Tin 是充入气体的温度,m (t)是充入气体质量流变化率.囊体内

气体质量密度ρ(t)由质量流的变化率可近似为

ρ(t)＝[m(t－Δt)＋m (t)Δt]/V(t－Δt) (２)

这里V(t－Δt)是在t－Δt时刻囊体的体积.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压强p(t)可由下式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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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薄膜材料囊体的充气展开模型

p(t)＝(k－１)ρ(t)E(t)
m(t) (３)

k是比定压热容与比定容热容的比值,即比热比.在t时刻柔性充气囊体结构的运动方程为

[M]{D̈}＋[C]{D
 }＋[K]{D}＝{Rext} (４)

这里,[M],[C],[K]是根据当前构形计算的整体质量、阻尼和刚度矩阵.Rext{ } 是包括压强在内

的外部载荷矢量;{D̈},{D
 },{D}是在t时刻当前构形的加速度、速度和位移.式 (４)的有限差分形式

可表示为

１
Δt２

[M]＋
１

２Δt
[C]é

ë
êê

ù

û
úú {D ＝{Rext－[K]{D ＋

１
２Δt

[C]{D ＋
１
Δt２

[M](２{D －{D) (５)

通过充气控制体积法,能够进行充气展开过程姿态动力学仿真分析,进行充气展开构形变化仿真,
姿态展开过程如下所示.

二维气囊式气动力减速器折叠建模是基于三维完全展开后的有限元模型逆行求解之后建立的.原充

气展开气动力减速器几何参数为第５个充气环的横截面半径５３９１１mm (图２所示),总节点数为１０１９６
个,单元总数为９１１６个.采用上下两个刚性墙模型板将三维的充气强压扁,近似为二维模型,织物材料

厚度为０６mm.气动力减速器的材料参数为密度０９１３g/cm３,弹性模量为１７２GPa,泊松比为０３５.

气动力减速器的有限元模型采用四节点的四边形单元进行网格划分,并控制折叠收拢过程的自接触问题.
建立了气动力减速器的有限元模型.数值模拟的基本假定:(１)模拟的空间环境温度为３００K,环境压力

为１０kPa.(２)不计气动力减速器气囊折叠处的损伤;不考虑气囊折叠初始应力;气囊在初始折叠状态不

记局部褶皱.(３)气囊材料简化为各向同性的线弹性无弯矩薄膜材料,单元类型为薄膜单元. (４)每个

充气膨胀展开过程时刻,气囊内的每个独立气室位置的压力是相等的.

图２　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充气展开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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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堆叠圆环锥减速器折叠有限元模型

２　充气展开过程仿真分析

２１　充气展开过程构型变化

气囊的折叠展开过程在气囊式堆叠圆环减速器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其充气展开过程是减速器主动展

开的重要阶段,本文以压扁的二维折叠气囊的充气展开过程进行分析.边界条件是气囊式堆叠圆环减速

器与头锥刚性连接接触小环的外表面在X、Y、Z 方向固定,充气速率是恒定的.为了控制展开过程在３
０００ms内展开,反映展开的主要动力学特征,本项目先试选取的充气速率为５g/s.展开过程如组图４所

示.从气囊的充气展开构形变化过程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折叠方式能够顺利展开,并能够实现堆叠圆环减

速器展开到位.

图４　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充气展开构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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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应力变化云图

本文以压扁的二维折叠的气囊充气展开过程进行分析.因为边界条件是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与

头锥刚性连接接触小环的外表面在X、Y、Z 方向固定,所以头锥处与刚性约束处出现了应力集中.在整

个充气展开过程中,沿展开方向是自由的所以应力比较均匀.结果表明,采用环形跑道形横截面气囊的

充气展开过程在接缝处无明显应力集中问题.如图５所示.

图５　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展开过程中 Mises应力

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结构折叠方式:首先将气囊式气动力减速器堆叠圆环折叠成八角星形状,
然后将每个角按顺时针的方向进行旋转,使其围绕在内部载荷中,折叠情况如图６所示.

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在展开时速度为４Ma,为保证系统的稳定性,需要减速器在短时间内迅速

展开并具有一定的刚度,以防止外界来流使充气结构产生大变形和局部振动.先对大环充气和小环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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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原理样机收拢模型

均会使充气结构局部刚度变差,增加了结构的不稳定性.因此本课题中,选取对所有充气环进行同时充

气的方案,使充气结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展开,同时使结构刚度达到最大,以提高结构的稳定性.
充气展开过程与折叠过程相逆,先由折叠状态展开为八角星形状,然后将各个折叠角逐渐展开,最

终展开为充满气体的状态.展开过程如图７所示.

图７　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原理样机充气展开过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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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本文利用动力学逆向折叠建模方法,对堆叠圆环锥减速器结构建立了模型.采用控制体积法对该模

型进行充气展开过程仿真后,发现该结构在接缝处无明显的应力集中,进而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刚度特性.
对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原理样机进行的充气展开试验,证明了该结构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展开,
同时结构刚度达到最大.

图８　气囊式堆叠圆环锥减速器原理样机展开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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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压气球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刘世毅　李　博　廖　航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平流层高空气球作为一种介于天空与太空之间、造价低廉、组织飞行方便、试验周期短的

飞行器平台,逐步成为科学观测和空间实验的一种有效运载工具.能够长时间航行的超压气球在科学实

验、通信、对地观测等应用领域具有很大优势,应用范围更广,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成为当前浮空领

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对当前国内外超压气球的应用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对各类项目的应用需求以及超

压气球的研制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对比了超压气球应用场景及其技术特点,为超压气球平台的设计和

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平流层;高空气球;超压气球;应用;技术特点;发展前景

０　引　言

临近空间独特的资源优势使之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平流层高空气球作为一种介于天空与太空之间、

造价低廉、组织飞行方便、试验周期短的飞行器平台,逐步成为科学观测和空间实验的一种有效运载工

具.NASA在高空气球应用方面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在南极地区实施的长航时气球

(LDB,LongDurationBalloon)计划[１],利用零压气球开展了大量天体物理、宇宙科学、大气和地球科

学研究,推动美国的气球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然而零压气球飞行需要借助极昼和环流,受纬度和季

节限制,特别是在夜晚由于太阳辐射消失导致浮升气体降温,体积收缩,必须扔掉压舱物以恢复飞行高

度,因此难以实现更长时间的飞行.１９９７年,NASA 提出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超长航时气球

(ULDB,UltraLongDurationBalloon)计划[２],利用超压气球延长飞行时间,并把活动范围扩展到温带

地区.超压气球是能够承受一定压差的封闭气球,白天太阳辐射使球内气体升温膨胀,压力由球体结构

承受;日落后球内压力降低时体积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可以实现长时间浮空飞行[３].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２m 直径的小型超压气球在边界层探测、全球范围内定高的水平探测以及平流

层的探测试验方面应用非常广泛[４] (见图１).ULDB计划采用新的设计方法,拓展了超压气球在中纬度、

高海拔、大载重的长期飞行应用[５６].能够长时间航行的超压气球在科学实验、通信、对地观测等应用领

域具有很大优势,应用范围更广,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成为当前浮空领域的研究热点.

图１　边界层探测小型超压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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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当前国内外超压气球的应用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对各类项目的应用需求以及超压气球的研

制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对比了超压气球应用场景及其技术特点,为超压气球平台的设计和应用提供

参考.

１　主要超压气球项目

１１　ULDB计划

ULDB计划是 NASA发起的科学气球项目中的一项,致力于开发大型超压气球在科学研究中的深入

应用.其目标是应用能力堪比卫星的大型超压气球,支撑１T 科学载荷,飞行高度３３５km,浮升变化

１５２４m,持续飞行１００天的长航时科学实验[７].经过不断尝试,在解决了超大型超压气球的多项技术难

题后,放飞计划顺利实施.２００９年,该项目创造了２０００００m３超压气球在南极定高飞行５４天的纪录;

２０１５年,５３２２００m３超压气球搭载２T多载荷飞行了３２天[８９];２０１６年,在新西兰又成功放飞５３２２００m３

超压气球,携带１２５T的康普顿光谱成像仪 (COSI),在３３５km 高度飞行了４６天[１０].见表１.

表１　ULDB计划气球放飞时间表

飞行代号 放飞时间 放飞地点
气球规

格/MCF

气球体

积/m３

放飞高

度/km
载荷重量/kg 飞行航时 飞行目标

５４０NT ２００５０２０４ FtSumner ６２ １７６０００ ３０５ ３４９ ２h４３min 超压球试验验证

５５５NT ２００６０６１２ Kiruna,Sweden ６２ １７６０００ ３０５ ４３６ ８h５０min 超压球试验验证

５８６NT ２００８０６２２ FtSumner ２ ~５６８００ ３０５ ２９５ ４h７min 超压球试验验证

５９１NT ２００８１２２８ Antarctica ７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０５ ６８０ ５４d１h２９min 超压球试验验证

６１６NT ２０１１０１０９ Antarctica １４ ~４２２４００ ３３５ ~１８００ ２２d 超压球试验验证

６３１NT ２０１２０８１４ Sweden １８８ ~５３２０００ ３３５ ~２２７０ １h４５min 超压球试验验证

６６２NT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NewZealand １８８ ~５３２２００ ~３４ ~２２７０ ３２d５h５１min 超压球试验验证

６６９NT ２０１６０５１６ NewZealand １８８ ~５３２２００ ３３５ ２２６８ ４６d２０h１９min COSI成像仪

６７９NT ２０１７０４２４ NewZealand １８８ ５３２１５２ ３３５ ２４９５ １２d４h３４min 极端宇宙空间天文台

图２　ULDB超压气球地面加压试验

ULDB超压气球是由聚乙烯薄膜和高强度轻质加强筋组成的南瓜型气球[１１].其制造技术继承了零压

气球的成熟经验,加强筋的制造却需要开发新的生产、加工和质量检测技术,形成许多专利.通过材料

研究和试验验证掌握了超压气球材料的关键性能,摸索了材料性能极限,通过设计计算获得了飞行中的

容许载荷极限,从而完成整个气球结构以及关键部位的校核,以评估应力和载荷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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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项目至今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 ULDB项目仍然代表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大型超压气球技

术,在超压气球研制和高空科学实验方面取得大量成果.

１２　Strateole ２计划

Strateole ２是由欧空局支持的一个法国 美国联合科学实验项目[１２],利用气球携带仪器设备进入平

流层并环绕地球在热带地区飞行,目的是详细观察空气和风的特性,研究热带对流层顶层 (TTL)和平

流层下部的气候过程,并对比风神卫星的观测数据,通过卫星传回地面.Strateole ２项目计划在２０１９年

至２０２４年期间分３次分别发射近５０个长时间超压气球[１３].第一次技术试验活动始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于

２０２０年２月结束,由法国空间研究中心 (CNES)研制的８个超压气球队列组成.在８个气球中,最短的

４０天完成了环球航行,最长的飞行时间达到９９天,但飞行轨迹显示它被困于太平洋中部上空几天,一直

在打圈,应该是遇上了热带低层平流层风场的周期性东西向振荡,因此造成不断转向和逆方向飞行.如

图３所示.

图３　Strateole ２气球平台结构示意图

该项目使用CNES研制的SPB正球形超压气球,之前被CNES用于多个项目.该超压球直径有１１m
和１３m 两种尺寸,由塑料制成.可携带４０~５０kg的设备,飞行高度在１８~２０km,计划可以持续飞行２
个月到３个月.气球没有飞行系统,它们的飞行轨迹完全取决于风,但也可以执行诸如从系统中释放气体

或抛压舱物等动作,以减轻气球重量,并在需要时使气球飞得更高一点.该项目超压气球提高了故障安

全设计标准,减少了由大气环境辐射所导致的暂时性信号中段,并在载荷重量方面进行了优化.

１３　ProjectLoon项目

ProjectLoon计划是由谷歌X实验室发起的研究项目[１４],目标是建立一个运行在平流层的网络,向

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可与４G媲美的互联网速度,填补网络覆盖的空白;也可以在自然灾害后提供通信服

务,迅速恢复网络通信.该项目始于２０１１年,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正式对外公布,不断创造着气球高空

飞行的纪录:２０１９年该气球从波多黎各上空出发在平流层度过了２２３天,在南美洲进行了１４０天的飞行

算法测试;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又连续停留３１２天,在南半球环游地球１０个月.很遗憾,由于一直没能找到能

够营利的商业模式,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该项目被宣布搁浅.

Loon气球由RavenAerostar公司设计制作,采用具有副气囊的南瓜型超压气球[１５],气球在地面完全

充气状态直径约１５m,高度约９m,由７６μm 厚的聚酯薄膜制成,超压量可以达到８００Pa.如图４所示.

Loon气球通过向副气囊充气或者排气的方式改变气球的浮力,从而使气球上升或者下降,可以实现

１７km 范围的高度调节.通过调节气球高度,可以让其进入不同风层,以达到控制气球以期望的方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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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Loon气球平台结构示意图

速度运动的目的.它利用先进的算法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气象数据,计算出如何驾驭气流.
气球设计的飞行高度约为海拔２０km,处于平流层的底部,高度调节可循环使用空气,从而能够实现气球

的长期浮空飞行.

１４　Stratollite平台

２０１７年,私人企业 Worldview公司开发的标准化Stratollite气球平台面世.公司的目标是提供平流

层发放服务,以低廉的成本提供类似卫星任务的对地观测能力.从平流层高度来看,气球携带的各类有

效载荷或仪器可以连续地收集地表相同部分的数据,类似于高轨道中的静止卫星[１６].这种长航时平流层

飞行器,能够在最有利于遥感通信的区域内驻留.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１日,Stratollite气球完成了１６天的飞行

任务,意味着永久驻空和具有导航控制的平流层飞行器向规模化商业运营和产品化生产迈出了关键性一

步.如图５所示.

图５　Stratollite气球飞行状态

Stratollite标准超压气球的结构较为独特,初级气球由定制的高性能聚乙烯薄膜混合材料制作,次级

球体串联在初级气球下方,允许气球在平流层大幅变化高度,借助风向完成导航和区域驻留的功能[１７].

Stratollite气球对平流层有独特的认识,控制气球以８字形的模式飞行、上下浮动,从而保持相对静止的

状态.这种高度控制技术使其能够利用平流层风向引导Stratollite气球徘徊在期望的高度范围[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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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Thunderhead气球

Thunderhead超压气球是由RavenAerostar公司自主开发的系列产品,旨在为长期平流层任务提供

可供操纵的多用途平台,具有导航和在相关地区进行持续飞行的能力,气球可以单独飞行或者协同飞行,
以支持各种需求,包括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作为卫星通信的替代方案或对地面、海洋和环境目标进

行调查.２０２０年８月,Thunderhead气球完成了在两个目标区域内高空驻留５９天的飞行,行程近１３９２３
海里.如图６所示.

图６　Thunderhead超压气球放飞

谷歌的Loon超压气球也是 RavenAerostar公司制造的,所以 Thunderhead气球跟 Loon气球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气球的体积也不大,共有两种标准型号,如表２所列.

表２　Thunderhead超压气球型号

型号规格 体积/m３ 飞行高度/km 载荷重量/kg

Thunderhead２００SPB １８１２３ １５２~１８３ ５６７

Thunderhead４００SPB １１３２６７ ２２８~２８ ５６７

Thunderhead系统的核心是一个南瓜型的超压模型,由聚乙烯材料制成.主气囊使用氦气充气,一旦

达到漂浮高度就会膨胀加压,变成南瓜形状.主气囊内部有一个更小的气球,称为副气囊,是操纵系统

的核心.空气通过一个特制的泵进入副气囊,使气球改变重量,从而可以上升或者下降.虽然不能直接

控制航向或速度,但这些高度变化允许气球利用不同高度的不同风型进行导航.气球的顶部还装有一个

用于放气的阀门.

Thunderhead系统吊舱的上部是一个隔热舱,里面装有航空电子设备和操控系统:ADS B输出转发

器为附近飞机和空中交通管制员提供定位;基于射频的视距 (LOS)通信系统和基于铱星的超视距

(BLOS)通信系统用于控制和指挥有效载荷;GPS辅助惯性导航系统用于实时定位.

２　技术特点

２１　长航时

续航时间是超压气球的一大优势,谷歌创造了Loon气球在平流层高空连续停留３１２天的续航纪录.

RavenAerostar公司也宣布它的 Thunderhead气球系统已经能够在高空停留５９天.法国CNES公司制造

的小型超压气球早在多年前就已经能够在平流层连续飞行２００天.对于较小型的超压气球来说,球体质

量、氦气泄漏已经不是长时间续航的最主要问题,而是自主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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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NASA大型超压气球飞行１００天的目标仍未实现,这应该与超压气球的制造工艺密切相关.大型

气球的加工难度更大,NASA依次研制了４m、８５m、２７m 和３０m 直径的超压气球[１９].超压气球的大

小和复杂度都在不断增加,用这种递进的方法通过一次只改变一个或两个关键变量来摸索设计改进空间,
同时完善生产、维修、加固和制造工艺技术.专业的自动化直热式热合机和缺陷检测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它不仅提高了生产制造效率,也能够自动检测膜片上最小的漏洞和缺陷,奠定了南瓜型超压气球的应用

基础.

２２　定点驻空

超压气球在空中作业时,被要求停留在固定的位置,以便更好地获取数据或传输信息.如果被风吹

偏了航道,需要返回驻点.WorldView 和RavenAerostar公司都能通过分析风况、调整适当的来流水平

使气球达到指定位置附近.但是谷歌的ProjectLoon项目将定点驻空控制算法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谷歌在 «自然»上介绍了Loon气球利用深度强化学习训练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决策的

研究[２０],这些决策包括采取哪些行动来保持气球的位置不变.被训练的人工智能控制器能够根据风的历

史记录、预报、局地风观测和其他因素 (如氦气损失和电池疲劳),决定是否要移动气球.深度强化学习

在现实世界的可预测性较差[２１].Loon气球利用一种数据增强算法 (StationSeeker技术)成功地实现自主

导航,一旦被吹偏航道,能比传统控制器控制的气球更快地回到驻点,同时使用更少的能量.该增强算

法的最佳表现相当于每２４小时内的返回时间平均减少３５小时,从而成功地将人工智能强化学习方法应

用到了超压气球与环境的实时交互之中,拓宽了其在现实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２３　网络互联及通信

气球可以作为平流层的基站,用来组成一个大的通信网络.Loon项目的设想即是利用气球构建成本

更低、更方便的互联网络[２２],每个气球服务的地面直径约为８０km,形成网络式互联,从而填补网络覆

盖的空白.另外,该项目也能够迅速恢复由于地震、海啸、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信息网络瘫痪.
如果仅仅是用一个气球来做通信中继也许并不困难,Loon项目的技术难点就在于协调控制数量众多

的气球同时在空中飞行,而且气球覆盖的区域恰恰又是那些需要互联网的地方.Loon团队可以通过任何

地方的任何一台电脑访问基于互联网的控制系统.目前Loon气球还依靠地面任务控制中心的专业人员进

行人工控制,根据风力的属性,将气球控制在±５°纬度范围内运动,但最终成熟的Loon网络可以完全依

赖软件自动控制[２３].

气球从地面站获取数据后,还需要连接多个气球组成的数据链将信号传输到它该去的地方.由于气

球与地面站距离上万公里,所以气球与气球之间的链接是气球网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地面数据信号的

传输通常利用铺设的光纤,而在气球之间的传输方法是使用激光.利用分别安装在两个气球平台上的激

光器互相锁定并传输数据[２４].

３　应用前景

３１　应用能力比较

平流层气球平台的飞行高度比卫星低,利用不同高度的风进行导航,对感兴趣的区域可以进行连续

数天、数周和数月的观测或通信服务.这种持续的能力打破了以往与卫星和其他飞行器有关的所有障碍,
因此平流层超压气球提供了分辨率、精度、成本的理想组合,可对关键目标进行持续观察.

应用平流层气球平台有几个优势:对于面向地面的应用,飞行器更接近地球,为观察战略地理提供

了极好的分辨率和精确度,同时提供了无天气限制的持续覆盖;对于面向空间的应用,飞行到２０km 以

上的高度可以消除大气的闪烁,在IR波段提供大于９９％的透光率,并且允许接收紫外线和高能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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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用途与超压气球的载重能力和长航时能力密切相关,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实现无限期驻空任务,
还有许多关键技术亟待突破.对现有超压气球的能力进行统计如表３所列.

表３　超压气球平台能力比较

超压气球项目 体积/m３ 飞行高度/km 载荷重量/kg 最长航时 高度控制系统 目标用途

ULDB计划 ５６８００~５３２０００ ３４ ２９５~２２７０ ４６d 无 长时间空间科学观测及实验

CNESSPB ~１１５０ １８~２０ ~５０ ９９d 无 平流层气流及地面环境监测

ProjectLoon ~１１５０ ~２０ ~１５ ３１２d 有 网络通信及应急通信

Stratollite ~２２００ ２０~２５ ~１００ １６d 有
利用可见光/红外雷达载

荷跟踪地面移动物体

Thunderhead １１３２６７ ２２８~２８ ５６７ ５９d 有 标准平台,根据任务需求提供服务

３２　商业应用项目

Loon项目在退出之前已经通过了多次实际应用的考核.２０１７年,飓风玛丽亚摧毁了波多黎各的地面

通信基础设施,Loon公司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 T Mobile合作,为波多黎各提供了几个月的紧急通信

服务.２０１９年５月,秘鲁亚马逊地区发生８０级地震,Loon公司与西班牙电信 (Telefonica)合作,为

该地区提供通信服务.２０２０年７月,Loon在肯尼亚提供首个商业互联网服务,利用约３５个气球向肯尼

亚 Telkom 用户提供４GLTE 服务,覆盖该国西部和中部地区约５００００km２的区域,包括其首都内罗毕.
今年年初,RavenAerostar公司宣布与移动组网技术供应商Persistent合作,使用Persistent公司的

微波中继移动自组网络 (MANET)建立平流层通信和传感器节点星座,并将在战场上使用.Persistent
的地面自动跟踪天线系统与两个 Thunderhead超压气球系统连接,通过搭载两个气球上的轻量化 MPU５
战术联网设备,将微波中继移动自组网的覆盖范围扩展至２００英里.利用多个平流层气球系统,用户除了

获得高吞吐量外,还能够获得远程网络能力.

３３　未来应用方向

有效且自主飞行的超压气球将为探测地球和其他行星的大气层提供一系列商业和科学应用.World
View和RavenAerostar公司都在寻求机会,将科学家使用的仪器设备运输到２０km 的高空进行实验.如

果能做到让一个气球在特定位置停留数月,就可以进行长期的环境监测,例如检测城市上空的空气质量、
受高温影响的森林和冻土融化地区的碳通量等,甚至包括监测动物迁徙路线和非法越境的货物与偷渡人员.

Loon气球的各项技术已经具备了实用价值,气球在平流层中飞行数百天的强化学习自主导航和从平

流层连接到地面的通信设备的新方法,能够建立一个连接车辆并提供覆盖面广泛的网络跟踪系统,为物

流业务建立全球供应链体系.而 WorldView公司则考虑使用地图和监测数据跟踪海上和陆地运输,为需

要改善物流的企业和市政当局提供数据驱动的应用程序.
美国陆军未来军事作战场景中也展示了平流层高空气球的应用,飞行高度从７０００~２００００m 不等.

将超压气球用作情报、监视、侦察 (ISR)和通信平台,作为更大的 MDSS (多维度传感器系统)网络的

一部分,从而填补传统的地面平台、空中平台和天基系统之间的空白.按照美国陆军的想法,长期驻空

气球平台比卫星和飞机便宜,并且不像飞机那样脆弱,即使部分破损,也能够继续飞行.它们的飞行高

度足够高,甚至可以部分替代低轨道 (LEO)卫星的作用.携带电子情报 (ELINT)和通信情报

(COMINT)设备,以及合成孔径SAR雷达 (带有移动目标指示 MTI功能),甚至直接释放集群无人机、
游荡弹药来攻击地面目标,向地面部署无人地面探测器 (UGS).

３４　经济性

再强的新技术也要符合商业利益.谷歌公司的ProjectLoon项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宣布,他们已经

做了全部的努力,但都无法将Loon变成商业上可行的业务.ProjectLoon项目为多个公共通信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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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公司会一直向尚未联网的大众提供免费服务.无法降低成本、找不到合适

的利润增长点,也就无法继续做下去.

WorldView和RavenAerostar两个商业公司正在改变这种现状.私人企业入场让科研成本迅速降

低,也已经能将有效载荷迅速而低成本地送到１６~３０km 以上的平流层.Stratollite气球承诺能够在大范

围内实现持续的、近乎实时的、高分辨率的遥感观测平台,并能够比 NASA 更快速地将气球发射到平流

层.WorldView对外宣称,用它的气球执行任务成本将会降低:相比于 NASA２００~３００万美元的气球

任务成本,它仅需要几十万美元.但是 NASA使用的是大型超压气球,体积高达５０００００m３,能够漂浮

在高空５０多天,有效载荷高达２２７０kg;而 WorldView 的气球体积仅为２２０００m３,有效载荷只有

１００kg,最长飞行记录也只有１６天.按单位成本来计算,使用 NASA 气球平台运送载荷可能更加便宜,
因此成本、价格、技术和实现目标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另一方面,气球制造商中唯一的上市公司 RavenAerostar在去年实现了１５％的年同比收入增长,
该公司旗下的 Thunderhead系统在 OEM 渠道增长的推动下,应用技术的净销售额比上一年增长了２２％.
这也表明气球项目仍然具有商业运作的空间,能够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增长.

４　结束语

超压气球应用领域的拓展促进了平流层技术的进步,为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新的选择.
我国在超压气球的应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０日,由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研制的

超压气球在内蒙古首飞取得圆满成功.光电院超压气球体积约７０００m３,设计升限２５km,载重能力约

１５０kg.球体构型采用 “南瓜型”带加强筋的设计方案,为中科院先导专项 “临近空间科学试验系统”提

供了有效尝试.今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也在开展小型超压气球自主研发项目的

实施.
这些项目都以研发为背景,还远未达到商业应用和产业化生产的程度,但在研制初期也需要开展应

用前景的分析,做好战略布局,突破关键技术,使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科技生产力,为军民结合技术的

推广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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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tatusanddevelopmentprospect
ofsuper pressureballoon

LIUShi yi,LIBo,LIAO Hang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Stratospherichighaltitudeballoon,asanaircraftplatformbetweentheskyandspace,has
becomeaneffectivecarrierforscientificobservationandspaceexperimentThelong termnavigationof
thesuper pressure balloon has great advantagesin scientific experiments,communication,earth
observationandotherapplicationfieldsIthasawiderrangeofapplicationsandmorepracticalvalue,and
hasbecomearesearchhotspotinthefieldoffloatingInthispaper,thecurrentapplicationofsuper
pressureballoonathomeandabroadhasbeenwidelyinvestigated,theapplicationrequirementsofvarious

projectsandthedevelopmentofsuper pressureballoonhavebeensortedout,andtheapplication
scenariosandtechnicalcharacteristicsofsuper pressureballoonhavebeenanalyzedandcompared,soas
toprovidereferenceforthedesignandapplicationofsuper pressureballoonplatform

Keywords　Stratospheric;Highaltitudeballoon;Super pressureballoon;Application;Technical
characte ristics;Development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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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面探测器垂直上升垂直下降制导方法

王　禄　湛康意　甘庆忠　张宇星　陈海朋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摘　要　月面垂直上升及垂直着陆制导技术是垂直上升垂直着陆探测方式的关键技术,针对月面探

测器工作特点,设计了满足飞行要求的弹道飞行方案,并开展线性二次型制导、基于多项式的无悬停动

力下降制导以及缓速下降制导等制导方案设计.针对多项式制导适应能力范围小的情况,开展基于凸优

化的无悬停下降制导方案设计.仿真结果表明,提出的制导算法合理可行,着陆位置、速度以及姿态满

足需求,实现了关键技术验证.
关键词　月面;垂直上升;垂直着陆;制导

０　引　言

随着探月活动的不断深入,大规模月面探测势在必行.现有月球车等探测手段探测范围有限,容易

受到地形等因素的制约.而垂直上升及垂直着陆 (VTVL)的月面机动方式能够适应月球表面环境复杂,

大大增加月面探测范围.月面 VTVL控制技术是垂直上升及垂直着陆探测方式的关键技术,针对基于

VTVL月面机动方式,开展弹道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为月面大范围机动提供技术支撑.
垂直着陆任务对终端以及路径约束具有较高的约束.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登月舱的着陆制导方案

采用了多项式制导方法[１],这种算法根据目标位置、速度和加速度以及当前位置和速度,将制导加速度拟

合成关于剩余飞行时间的多项式函数.我国嫦娥３号[２]着陆器采用改进多项式制导算法,成功地实现了月

面垂直软着陆.文献 [３ ４]针对火星进入面临的大气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制导方法.
近年来,基于凸优化的在线制导方法得到了快速发展.文献 [５ ８]将凸优化制导方法应用于火星动

力软着陆轨迹规划问题,通过将非凸问题无损凸化,利用内点法在线求解最优轨迹.Liu[９１３]等提出了序

列凸化方法,并对无损凸化可用范围进行了扩展,将其应用于高超声速滑翔探测器再入、空间交会对接

以及火箭垂直返回等问题.Mao[１４１５]等则对序列凸化算法的收敛性进行了理论证明.

相比于火箭返回以及火星着陆面临复杂大气环境干扰,对于月面着陆制导方案具有借鉴意义.

１　弹道飞行方案

１１　飞行过程

为了验证着陆技术,设计了如图１所示的飞行方案.各飞行阶段主要为:垂直起飞段、动力转弯段、

自由飞行段、动力减速段、缓速下降段以及开环制导段.
各飞行段介绍如下.
垂直起飞段:探测器位于起飞区,垂直起飞,俯仰程序角保持９０°.
动力转弯段:按照制导方案进行俯仰调姿,获得向前上方的飞行速度,达到一定的飞行高度和飞行

距离.
自由飞行段:按照动力转弯段结束时的飞行高度、速度及速度方向,开始滑行,同时进行俯仰调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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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减速段:进行制动减速,选址避障,通过闭环制导,满足终端速度、位置和姿态要求.
缓速下降段:发动机推力抵消重力,保证缓速下降至着陆点上方.
开环制导段:避免尾流影响,发动机推力逐步减小,并进行加速度关机判断.

图１　飞行剖面图

１２　运动学模型

在发射坐标系下建立三维空间内运动学模型

r(t)＝v(t)

v
(t)＝g＋T(t)/m(t)

m

＝－α‖T(t)‖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

式中,g 为引力加速度矢量,T(t)为当前时刻的推力矢量,α＝１/(Ispg０),Isp 为发动机比冲.

２　制导方案设计

２１　垂直起飞

为了减少地效影响,使探测器尽快脱离地面,起飞５s内采用固定大推力起飞的开环控制方式.

２２　动力转弯

为了给自由滑行创造速度以及高度条件,动力转弯段制导目标需要严格的速度和位置约束.为了满

足目标条件,设计了以控制加速度消耗最小为性能指标,以终点条件以及初始条件为约束的线性二次型

制导方案.

利用极小值原理求解最优问题的协态方程和控制方程可得最优控制量为

ac ＝
６rf －r( )

T２
go

－
４v＋２vf

Tgo
＋g (２)

２３　自由滑行

在该段改用固定小推力,利用重力作用进行转弯,在一定高度上达到速度大小以及速度方向要求.

２４　动力减速

动力减速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着陆区成像并进行选址避障,同时控制终端状态相对月面速度接近于

０m/s,姿态垂直向上.因此接近段制导必须能够满足制导目标的位置、速度、姿态以及初始高度和速度

等多项约束.为了能够满足上述诸多约束条件,采用４次多项式制导律[１]

ac ＝
１２rf －r( )

T２
go

－
６(v＋vf)

Tgo
＋af ＋g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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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缓速下降

为了保证着陆时的速度约束以及姿态约束,缓速下降段要求以在６m 高度设定的速度进行匀速垂直下

降,同时消除水平方向的速度,保持水平位置,直到下降到离地面２米的高度切换到开环制导.考虑到导航

误差以及燃料消耗以及着陆的速度要求,选择下降速度为０３m/s.
高度方向控制方案如下

ac ＝KV v－vc( ) ＋∑KI v－vc( ) ＋KD －a( ) (４)

水平方向控制方案如下

ac ＝KR r－rc( ) ＋KV v－vc( ) ＋∑KI r－rc( ) (５)

２６　开环制导

在接近地面时,地效作用随距离地面高度的减小近似线性增大,缓速下降的制导方式会使得飞行出

现上下震荡的现象.同时气流带来的乱流也产生较大的干扰力矩,对速度控制以及姿态控制产生影响,
为了保证着陆时的姿态稳定以及着陆速度控制,在高度方向采用开环控制.设定高度通道目标加速度,
根据下降速度以及切段高度,设置加速度的变化值,将此加速度的指令作为开环输入指令,确保飞行能

够稳定着陆.在下降过程中继续消除水平方向的速度、位置、加速度,保持着陆器水平位置,加速度测

量值大于预设门限关闭发动机.

ayc ＝a０＋kt (６)

２７　凸优化制导

多项式制导存在局限性,面对自由滑行结束后偏差散布大的情况,会出现不合理的规划结果.相比

于多项式制导,基于凸优化的在线制导方法在入口条件严苛的条件下,能够满足相关约束条件以及消耗

的燃料最少的要求[５８].
燃料最优动力下降制导问题可以表述如下:
目标函数

minJ＝－m(tf) (７)
约束条件

r(t)＝v(t)

v
(t)＝g＋T(t)/m(t)

m ＝－α‖T(t)‖
０＜mdry ≤m(tf)

０＜Tmin ≤ ‖T(t)‖ ≤Tmax

n̂TT(t)≥ ‖T(t)‖cosθT,max

‖ [rx(t),rz(t)]T‖tan－１θgs ≤ry(t)

T


min ≤
d‖T(t)‖

dt ≤T


max

‖v(t)‖ ≤vc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８)

终点和初值条件

r(０)＝r０,v(０)＝v０,m０(０)＝m０

r(tf)＝０,v(tf)＝０
T(tf)＝[０　Tyf ≠０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９)

根据当前时刻的导航信息以及质量作为初状态,将着陆目标作为末状态.速度上限约束、最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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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下滑斜率约束、推力边界约束、推力方向约束作为约束条件.对模型进行无损凸化以及离散化可

以转换为标准的二阶锥规划模型.确定飞行时间、着陆目标以及格点数,求解二阶锥规划模型能够得到

满足燃料最省的优化轨迹.

３　仿真校验

仿真条件:发动机最大推力５００N,比冲２０８s,探测器质量１８０kg,月面重力加速度１６３m/s２,最

大飞行高度３２０m,终点位置为 (３７８,０,０)m,着陆速度在１m/s以内.
对制导方案进行仿真验证,动力减速制导方案采用多项式制导和凸优化制导两种不同的制导方式,

并对仿真结果进行校验.

３１　多项式制导方案

仿真结果如图２、图３、图４、图５所示.

图２　飞行轨迹

　　　　
图３　位置

图４　飞行速度

　　　　　
图５　质量

全弹道仿真表明制导方案成功实现动力转弯、滑行、动力下降、避障以及缓速下降各段飞行,实现

了弹道飞行的制导目标.飞行结果如下.
终点速度 (－００８,－０９５,０)m/s,终点位置 (３７８２３,０,０)m,终点俯仰角８９８４°.飞行结

束后末质量为１６５４６kg,燃料消耗１４５４kg.

３２　凸优化制导方案

仿真结果如图６、图７、图８、图９所示.

８８７



图６　飞行轨迹

　　　
图７　位置

图８　飞行速度

　　　　
图９　质量

将避障段制导方案改为凸优化制导.终点速度 (－０１,－０９,０)m/s,终点位置 (３７８２３,０,０)m,

终点俯仰角９０２３°.飞行结束后末质量为１６５８６kg,燃料消耗１４１４kg,燃料消耗相对于多项式制导方

案节省了０４kg.

４　结　论

设计了月球垂直起降的飞行弹道以及各飞行阶段所需的制导方案.进行了全弹道仿真,验证了各阶

段制导律的有效性,仿真结果表明设计的制导方案能够实现既定目标,满足指标要求.在下降段采用了

多项式与凸优化两种不同的制导方案,通过仿真对比发现凸优化相对于多项式制导能够在消耗更少燃料

的情况下满足终端条件约束.

参 考 文 献

[１]　Klumpp,AApollolunardescentguidance [J]．Automatica,１９７４,１０ (２):１３３ １４６．

[２] 张洪华,梁俊,黄翔宇,等嫦娥三号自主避障软着陆控制技术 [J]．中国科学:技术科学,２０１４,４４ (６):５５９ ５６８．

[３] 龚有敏,郭延宁,马广富,等火星大气进入段抗饱和固定时间阻力加速度跟踪制导律设计 [J]．飞控与探测,２０２０,３ (４):

５４ ６３．

９８７



[４] 李翔,朱东方,胥彪,等火星大气进入滑模自抗扰制导方法 [J]．飞控与探测,２０１９,２ (４):４１ ４９．
[５] AcikmeseB,CarsonJM,BlackmoreLLosslessConvexificationofNonconvexControlBoundandPointingConstraintsoftheSoft

LandingOptimalControlProblem [J]．IEEETransactionsonControlSystemsTechnology,２０１３,２１ (６):２１０４ ２１１３．
[６] AcikmeseB,PloenSRConvexProgrammingApproachtoPoweredDescentGuidanceforMarsLanding [J]．JournalofGuidance

Control& Dynamics,２００７,３０ (５):１３５３ １３６６．
[７] LarsBlackmore,BehetAikmee,DanielPScharfMinimum LandingErrorPowered DescentGuidancefor MarsLanding Using

ConvexOptimization[J]．JournalofGuidance,Control,andDynamics,２０１０,３３ (４):１１６１ １１７１．
[８] BAçikmese,BlackmoreLLosslessconvexificationofaclassofoptimalcontrolproblemswithnon convexcontrolconstraints [J]．

AutomaticaAJournalofIfacthe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AutomaticControl,２０１１,４７:３４１ ３４７．
[９] Sagliano, MarcoPseudospectralConvex Optimizationfor Powered Descentand Landing [J]．Journalof Guidance Control &

Dynamics,２０１７:１ １５．
[１０] LiuX,LuPSolvingNonconvexOptimalControlProblemsbyConvexOptimization [J]．JournalofGuidanceControl& Dynamics,

２０１４,３７ (３):７５０ ７６５．
[１１] LiuX,LuP,PanBSurveyofconvexoptimizationforaerospaceapplications [J]．Astrodynamics,２０１７,１ (１):２３ ４０．
[１２] LiuXFuel OptimalRocketLandingwithAerodynamicControls [J]．JournalofGuidanceControl& Dynamics,２０１８:１ １３．
[１３] SzmukM,AcikmeseB,BerningA WSuccessiveConvexificationforFuel OptimalPoweredLandingwithAerodynamicDragand

Non ConvexConstraints [C]．AIAAGuidance,Navigation,andControlConference２０１６．
[１４] MaoY,SzmukM,AcikmeseBSuccessiveConvexificationofNon ConvexOptimalControlProblemsandItsConvergenceProperties

[J]．２０１６．
[１５] MaoY,DueriD,Szmuk M,etalSuccessiveConvexificationofNon Convex OptimalControlProblemswithStateConstraints

[J]．２０１７

GuidanceofVerticalTakeoffandVertical
LandingforLunarDetector

WANGLu,ZHANKang yi,GANQing zhong,ZHANGYu xing,CHEN Hai peng
ShanghaiAerospaceControlTechnologyInstitute

　　Abstract　Theguidanceschemeofverticaltakeoffverticallandingisthekeytechnologyofvertical
takeoffverticallandingdetectionTheballisticflightschemeforflightrequirementsisdesignedaccording
totheworkingcharacteristicsofthelunardetectorThelinearquadraticguidance,polynomialguidance
slowdescentguidanceisdesignedaccordingtotheflighttrajectoryThenon hoveringguidancescheme
basedon convex optimizationis designed according totheinsufficientadaptability of polynomial

guidanceThesimulationresultsshowsthattheguidancealgorithmisreasonableandfeasible,thelanding
position,speedandattitudemeettherequirements

Keywords　Lunarsurface;VerticalTakeoff;VerticalLanding;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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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轻质化快速拆卸型防热塞设计

张少丹１　朱红民１　姚庆睿１　丁国元１　刘小艳２

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２．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摘　要　本文设计了一种适用于飞行器部段连接槽的防热塞,该防热塞具有轻质化、可快速安装和

反复拆卸的优点,具备良好的热防护性能,并能在连接槽内可靠紧固安装.该防热塞能够做成系列化产

品,适应多种尺寸的部段对接连接槽,推广到多种型号飞行器应用,有效提升飞行器的部段快速对接能

力,改善结构性能.
关键词　防热塞;连接槽;快速拆卸;轻质

０　引　言

部段对接螺栓连接槽是飞行器上一种常见的结构,该结构便于部段对接时,操作人员从飞行器外部

进行螺纹拧紧操作.该结构在飞行器外壁形成较大的凹陷,使飞行器飞行过程中局部气动加热显著上升,

对飞行热环境以及飞行器结构带来不利影响.因此,需对连接槽处安装防热塞进行封堵防热,目前常用

的封堵形式有两种,一种为通过螺钉将连接槽堵塞连接到飞行器结构上,该形式需要在飞行器结构上打

孔,并安装托板螺母,降低了飞行器结构强度,增加了结构的复杂性,降低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生产成

本;另一种常用的封堵形式为通过特制的胶将连接槽堵塞粘贴到连接槽内,该形式不需在飞行器结构上

打孔,但该形式粘接后堵塞分解极为困难,不利于反复拆卸.因此,亟须一种结构简单、质量轻、不增

加飞行器结构的复杂性且便于拆卸的连接槽防热塞,对飞行器连接槽进行有效热防护,并且能够在飞行

器上可靠紧固地进行安装.
本文设计的防热塞充分利用飞行器已有的壳体结构,能够在飞行器部段对接后在连接槽内可靠安装

并实现反复拆卸,满足多次部段对接及分解需求,在飞行器飞行过程中对连接槽起到有效的热防护作用,
改善飞行器的热环境.该防热塞可做成系列化产品,适应多种尺寸的部段对接连接槽,推广到多种型号

飞行器应用,有效提升飞行器的部段快速对接能力,改善飞行器的结构性能.

１　防热塞结构设计

１１　结构形式

本文设计了一种轻质化快速拆卸型的防热塞,防热塞整体镶嵌在飞行器的部段连接槽内,对部段连

接槽进行可靠的防热密封保护[１].该防热塞以６１０７A 耐高温橡胶为基材,该橡胶为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

所研制的硅橡胶密封材料,该材料具有突出的耐热和耐寒性能,长期使用温度为－６０℃~２５０℃,短期

使用可以超过３００℃,可以耐瞬间超过３０００℃的高温烧蚀[２].防热塞外形与飞行器连接槽内结构相匹

配,通过模具挤压成型,为安装圆孔梯形豁口结构,如图１所示.
防热塞外形与飞行器连接槽内结构相匹配,整体结构在ϕ２０mm 通孔相应部分开设 V 形豁口,整体

外形通过挤压的模具保证.防热塞ϕ２０mm 通孔开设 V形豁口.防热塞尺寸L、S、M、D可根据连接槽

的具体长、宽、高以及部段对接螺栓轴线距离连接槽底端的距离而设计.为便于拆卸,将防热塞橡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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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预埋 M６工艺螺母,在防热塞成型过程前,通过螺栓工装将螺母固定在模具的指定位置,挤压成型后该

螺母内嵌于橡胶内.防热塞表面形成的孔径较小,气动热较难进入到防热塞内部.

图１　连接槽堵塞结构形式

该防热塞采用橡胶材质内嵌螺母的形式,重量较轻,不超过４５g,对飞行器重量产生很小的影响.
防热塞实物产品如图２所示.

图２　连接槽堵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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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防热塞安装及拆卸操作方式

安装时,防热塞豁口处对正直径为φ２０mm 的金属圆柱 (部段连接螺母圆柱段),通过挤压变形,使

防热塞圆孔套装在金属圆柱外部,将防热塞直接插入部段连接槽中,如图３所示.拆卸时,将适应内嵌螺

母螺纹的普通工装螺栓拧入防热塞内嵌的螺母内,将工装螺栓伸入防热塞螺纹孔中,与内嵌螺母拧紧,
通过人力向外轻拉工装螺栓,工装螺栓即可带动防热塞整体轻松从连接槽内取出,实现快速拆卸防热塞

具有免螺钉安装的特点,提升了操作的简便性.

图３　防热塞安装示意图

连接槽堵塞安装前、后的飞行器外表面状态如图４所示,连接槽堵塞安装后,塞子的圆孔紧抱对接螺

母的柱段,安装可靠,飞行器表面齐平,无明显凹陷,气动环境良好.

图４　防热塞安装前后飞行器表面状态

２　试验考核

为了验证该防热塞的防热性能以及是否能够满足飞行器的振动和冲击环境,对该型防热塞进行了电

弧风洞试验[３]以及振动试验.

２１　电弧风洞试验考核

根据某型飞行器的飞行热环境,对该防热塞开展电弧风洞试验,该飞行器的飞行热环境极为恶劣.
连接槽堵塞试验件的基材和防热层厚度、堵塞安装槽尺寸以及堵塞安装要求如图５所示.

试验件表面形态如图６所示,试验后防热塞表面出现轻微烧蚀,烧蚀厚度小于０２mm.防热材料表

面出现炭化,少量烧蚀,无整体剥落、开裂等其他问题,试验结束后连接槽堵塞未突出试验件表面.
测得试验件温度曲线如图７所示,试验表明,试验件温升曲线光滑无突变.背温最高温升为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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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试验件结构

图６　试验件表面形态

考虑４５℃初温,则背面最高温度为５８℃,可满足壳体材料使用要求.因此,该防热塞通过了该试验考

核,证明了其能够对连接槽进行有效的热防护.

图７　试验件温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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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振动试验考核

振动试验考核包括运输环境及飞行振动和冲击环境,试验情况如图８所示.试验后,防热塞安装可

靠,未出现松动或从连接槽中脱出,证明防热塞能够适应飞行器飞行及地面经历的力学环境.

图８　力学振动试验情况

经地面振动环境和飞行热环境考核,表明该连接槽堵塞能够对飞行器连接槽起到良好的热防护作用,
并且在运输等地面环境以及飞行过程中能够可靠安装,不产生松动,满足使用要求.

３　结　论

设计了一种适用于飞行器部段连接槽的防热塞,该防热塞具有轻质化、可快速安装和反复拆卸的优

点,具备良好的热防护性能,并能在连接槽内可靠紧固安装.该防热塞能够做成系列化产品,适应多种

尺寸的部段对接连接槽,推广到多种型号飞行器应用,有效提升飞行器的部段快速对接能力,改善结构

性能.
该防热塞已经在某型号飞行器的多个部段连接槽取得应用,获得了总装厂及用户的一致认可.某型

号飞行器安装该型防热塞后,部段对接及分解所需的时间缩短了３０％以上,安装过程中缩短了安装螺钉

或者调配胶料的时间,拆卸过程中缩短了拆卸螺钉或者强力拆除胶料的时间.防热塞重量相对于原防热

塞降低了１０％,且飞行器上结构不需要开孔,充分利用了有效结构,飞行器的刚度较好.
该防热塞可通过调整部分尺寸,适应不同尺寸的连接槽,计划将其制成系列化产品,并建立相关标

准,推广到多种飞行器型号使用,优化飞行器产品结构,有效降低拆装连接槽堵塞时间,提升飞行器部

段的快速对接能力,从而提升飞行器的实战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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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充气舱结构在空间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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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柔性充气舱体是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一种新型可适应空间环境的结构机构,它一

般具有折叠效率高、发射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发射、发射成本低等优点,可用于构建未来空间站、月

球基地等.本文结合柔性舱系统需求,梳理了柔性舱在居住舱、气闸舱、月球基地等多方面的经典空间

应用,介绍了柔性充气舱的研究进展,探讨了柔性舱体折叠、材料防护、刚化、密封等关键技术及其潜

在的应用.最后介绍了本单位在空间柔性展开系统领域的研制研究情况以及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柔性充气舱结构;空间应用;关键技术

０　引　言

空间柔性充气舱结构是可被折叠的,并在需要时以气体作为动力源,具有质量轻、发射体积小、折

叠效率高、功能集成度高、空间防护能力强、工程实施方便和发射成本低等优点,可在轨充气展开为更

大体积的空间舱体,空间柔性充气舱是未来空间站扩展舱、月球居住舱、行星居留舱、火星基地的发展

方向[１].

实际上由于总体布局、包络尺寸、火箭发射等诸多瓶颈因素的限制,刚性密封舱愈加难以满足未来

航天器的任务和功能需求,开展空间柔性充气舱研究是解决当前较低发射能与快速增长的航天任务之间

的最佳途径之一.

１　空间柔性舱结构发展现状

柔性舱体结构在航天领域应用广泛,本文主要从居住舱、气闸舱及其月球基地的应用进行分类.利

用柔性织物材料和里部压力创建柔性舱体,可替代传统结构舱体.柔性织物紧凑收拢利于发射和扩大空

间,显著节省发射成本,独特结构和灵活设计可用于各种空间探测,柔性舱体在空间的应用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１１　空间充气式气闸舱结构

气闸舱是航天员在太空行走时进出太空的 “门户”,有两个作用,一是在打开舱门时防止舱体内的气

体泄漏,二是在航天员出舱前对大气压力进行调节[２].

气闸舱最早应用于１９６５年,是苏联研制的用于 “上升２号” (Voskhod２Volga)飞船.气闸舱根据

不同的体积和舱门形状将设计分为整体式、单腔式和双腔式,其中双腔式气闸舱使用了 “设备锁”和

“乘员锁”以最小化地占用空间,分离了电子设备和硬件,提供舱门失效的足够冗余.因此,双腔式气闸

舱一直是被推荐使用的,但由于体积质量的限制,不可能发射超过运载火箭整流罩包络尺寸的金属舱体.
使用充气结构作为 “乘员锁”将能够节省一部分体积空间.充气式气闸舱采用高强纤维,里部气体压力

提供了一个足够刚度的通道来代替传统的金属和复合材料结构[３].

上升２号飞船的气闸舱舱口安装了１２m 金属环,双层织物气闸舱折叠长度为０７５m,展开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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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m.柔性气闸舱由４０个气栅组成,每组３个独立的气栅构成刚性结构,气栅由氧气罐进行充气加压,
充气压力为４０kPa.上升２号首次使用充气式气闸舱记录历史性的首次太空行走[４].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上升２号载人飞船充气式气闸舱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Goodyear航天公司建造了 D ２１ Goodyear气闸舱[５],气闸舱充气展开后长为

１６５m,宽为１５２m,展开后体积为２２１m３.气闸舱气囊由尼龙/泡沫/铝薄膜层、塔斯纶纱层、纤维

织物结构层、防护 MMOD (微流星体和轨道碎片)的聚氨酯泡沫层和热防护层组成.进行地面试验证明

结构性能和低温性能,并验证材料的防热和防火性能.如图２所示.

图２　D ２１ Goodyear气闸舱测试模型

１９６５年由 Whittaker公司研制 Whittaker充气气闸舱[６７],气囊由厚层乙烯层、织物丝状约束层、

MMOD聚酯泡沫和控温的外热涂层组成,并对里部气密性和折叠效率进行了试验评估.如图３所示.

２００１年 NASA研制 Advanced充气气闸舱 (AIA),采用了 TransHab[８]制造工艺,可承载两名航天

员,气囊主要分为尼龙气囊、Vectran约束层、Nextel层、MLI隔热毡层和Beat布外层.AIA 气闸舱可

实现重复折叠,图４为试验测试模型.

２０１１年JSC和JPL共同建造了Dual Chamber混合充气气闸舱 (DCIS)[９],气囊由３个有织物隧道

隔开的金属舱壁组成,具有折叠和移动双室气闸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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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Whittaker气闸舱

图４　AIA模型构型及其测试模型

２０１４年美国 NASALaRC设计了柔性气闸舱 (MASH)[１０１３],气闸舱舱口为柔性织物,采用非轴对

称形状,为了减少织物上的负荷,叶状圆形区域设计了经络线,承受低环应力,气闸舱由尼龙气囊聚氨

酯涂层、Vectran织物和绳索约束层组成,可承载两名航天员.如图６所示.

２０１６年Lightweight充气式气闸舱 (LISA),一体化线性舱门[１４],气囊是由尼龙气囊聚氨酯涂层、

Kevlar织物和 Vectran绳组成,对气闸舱密封结构进行测试试验.如图７所示.

２０１７年 NASAJSC中心研发轻型外充气式气闸舱 (LEIA)[１５],设计重点为里部的充气结构,里部结

构包括充气式桁架 (Kevlar织物)和可直立桁架 (碳纤维管).进行了微重力模拟移动性试验,研制了柔

性充气扶手,并完成了充气桁架结构的爆破试验.如图８所示.
从１９６５年苏联 “上升号”气闸舱到２０１７年JSC中心的LEIA,图９总结了大部分气闸舱的关键参数,

展现气闸舱在充气后舱内绝对压力与舱体体积曲线,气闸舱不同的功能需求而里部压力不同,体积不同

承载能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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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DCIS气闸舱

图６　预测试装置中密封气闸　

图７　LISA气闸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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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LEIA里部充气结构

图９　气闸舱参数

１２　柔性居住舱结构

１９６０年,Goodyear航天公司提出环面载人航天实验室概念[１６].该模型由助推器送入轨道,装载可展

开太阳翼.整个实验室可围绕中心轴旋转,柔性环面由三层尼龙织物构成,由丁基橡胶粘合在一起,并

建立了测试模型,测试表明织物层折叠状态只占膨胀后体积的２％.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环面载人航天实验室测试模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NASA启动 “转移居住舱”(TransHab)[１７],TransHab由充气气囊和中央刚性芯

柱组成.TransHab气囊主要分为五层:内衬层、密封气囊层、约束层、微流星和空间碎片 (MMOD)

１０８



防护层、热防护层,充气气囊可抵抗复杂的空间环境.其中 NASA 居住舱的结构设计和窗口在专利[１８２１]

中详细介绍.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TransHab充气式太空舱

２００６年,美国Bigelow航天公司研制发射起源I号 (Genesis １).起源I号里部压力为５１７kPa,采

用被动热控,平均温度２６℃.沿用 “转移居住舱”设计,验证了充气式柔性舱在空间领域的应用实用性.
次年,发射起源Ⅱ号[２２]里部压力６９６~７２４kPa,起源Ⅱ号安装反作用飞轮以及精确测量系统,采用多

个充气罐增加可靠性,更精细地控制气体,并验证了材料、结构、刚柔连接、耐压试验等多项技术,为

后续美国Bigelow航天公司继承相应的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起源I号充气式太空舱

２００９年NASA研制具有金属刚性中心的新型TransHab结构[２３],囊体通过两端环形曲面连接到两端

舱盖.该模型进行了损伤容限测试,图１３为舱体试验测试.

图１３　新型 TransHab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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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研制了 X Hab充气居住舱[２４].该充气式气囊包括辐射保护层和保温层,
主体部分包括窗户、舱门、外囊及其可膨胀桁架结构.由５６根织物梁组成,相互连接成三角形保持架.
所有的梁在膨胀时处于弯曲状态,可减轻因膨胀而产生的问题.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X Hab充气居住单元

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日,Bigelow航天公司 “比奇洛充气式活动太空舱” (BEAM)[２５],BEAM 由充气罐充

气展开,柔性舱气囊由五层防护结构组成,可防热、紫外线辐射、空间碎片、原子氧等复杂的空间环境.

BEAM 继承了 TransHab的关键技术,实现了首次充气式太空舱在轨展开,验证了在轨状态下充气展开

及在轨操作,充分验证空间防辐射和空间碎片等相关性能.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BEAM 在轨成功展开

Bigelow航天公司计划于２０２０年发射B３３０[１４].B３３０容积可达３３０m３,完全展开后,舱壁厚度可达

０４６m,能有效抵御复杂的空间环境.同时BA２１００[２６] (又称 “奥林巴斯”)计划将用SLS发射,展开

后体积约２２５０m３,目前BA２１００还处于研发状态.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　BA２１００结构构想图

表１对国外居住舱型号及其参数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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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柔性充气居住舱参数总结

时间 型号 折叠尺寸/m 展开尺寸/m 体积/m３

１９６０ 环面载人航天实验室 无 Φ７３２ 无

１９９８ TransHab Φ３３５×１０９７ Φ８２３×１０９７ ３００

２００６ 起源I号 Φ１６×４４ Φ２５４ ８８

２００７ 起源Ⅱ号 Φ１６ Φ２５４×４４ １１５

２００９ 新型 TransHab结构 无 Φ２８×３８ 无

２０１０ X Hab 无 Φ５ ６０

２０１６ BEAM Φ２３６×２１６ Φ３２３×４０１ １６

计划２０２０ B３３０ 无 Φ６７×１３７ ３３０

研发中 BA２１００ 无 Φ１２６×１７８ ２２５０

１３　柔性舱在月球基地上的应用

２００７年,美国ILCDover公司为月球临时居所研制了一种双舱结构的立式充气式月球舱,直径为

３６５m 多层织物充气式结构,使用柔性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自愈合材料和辐射防护材料等新兴技术.如

图１７所示.

图１７　立式圆柱形充气式月球舱

美国ILCDover公司与 NASA的Langley研究中心合作设计并制备了采用形状记忆聚合物复合材料

的充气可展开月球居住站[２７],由此实现了结构的可折叠和充气热展开,同时模拟空间失重环境下的展开

验证实验.如图１８所示.

图１８　月球居住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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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翰逊航天中心设计了一种扁圆形充气式月球基地,有两个充气式月球基地单元和一个能源供

应系统.并且２０１１年设计了月球表面系统全尺寸充气舱体模型[２８],模型采用中央金属结构和充气气囊组

合的舱体.如图１９、图２０所示.

图１９　扁圆形充气式月球基地

图２０　月球表面系统充气舱体模型

其中也有月球基地的构想,如充气式大圆筒居住舱支持结构,由里部地板、拱形支架和外部结构组

成.居住舱的舱壁为多层不透气的气囊和涂有防热涂料的高强度材料制成的.如图２１所示.

通过对柔性舱结构设计和应用总结得出:柔性充气舱主要用于居住舱、气闸舱及其月球基地的应用;

多数柔性舱为回转体构型,柔性舱舱门大多为刚性舱门,大多柔性舱内装配刚性折叠/展开装置,同步驱

动折叠展开;柔性舱气囊由多层不同材料组成,材料属性不同,功能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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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充气式大圆筒居住舱

２　柔性充气舱结构的关键技术

２１　材料防护技术

柔性舱的防护结构需满足防冲击、隔热、防热、防辐射、防原子氧和阻气等多功能防护需求.减小

微流星和空间碎片的撞击破坏,常用的防护结构为 Whipple结构、填充式 Whipple防护结构、多层撞击

防护结构、混合多层撞击防护结构[２９３２],经过多次 HVI (超高速撞击)试验表明,多层撞击防护结构优

于 Whipple防护结构[３３].如图２２所示.

图２２　不同防护结构图

柔性舱体的热防护一般采用柔性热防护系统 (FTPS),传统的柔性热防护系统有气囊材料层、MLI
隔热层和耐高温涂层.隔热柔性材料一般选取柔性陶瓷材料隔热毡,隔热结构可承受温度最高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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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３４],使用高性能复合材料可增加耐热、绝热性能,进而提升防热效率.如图２３所示.

图２３　柔性热防护系统结构

２２　刚化技术

为了在轨长期运行,在微流星、轨道碎片撞击下保持形状不变,补充气体不能维持长久,充气展开

结构需要考虑刚化问题,机械结构一般不需要.充气结构刚化方法主要有热化、热塑、紫外线照射、薄

壁铝和发泡膨胀等[３５].其中几种刚化技术的优缺点对比见表２所示.

表２　几种刚化技术的优缺点对比

刚化技术 优点 缺点

铝/聚合物薄膜成型刚化技术
　成型刚化不需要能量;刚化速度快;可预测;贮
藏寿命长;真空中释放气体少

　易形成褶皱和针眼孔洞;载荷承受能力有限

热成型固化技术 　设计灵活;强度高;可靠性高 　储存期短;刚化需能量高;成型过程不可逆

紫外线辐射成型刚化技术 　结构设计灵活;系统消耗能量低
　刚化过程难以控制,易导致不均匀刚化和结构的形状

畸变;刚化不可逆;机械性能有限

热塑性/形状记忆

成型刚化技术

　热膨胀系数接近零;刚化过程可逆;贮藏寿命

长;结构性能和可设计性好

　展开时需要部分加热软化;在强度、硬度和热稳定性等

方面能力受限

２３　折叠展开技术

折叠收拢展开主要指产品在自然状态下通过排气、折叠、加压、封包等技术手段使其体积大幅度减

小,包装后产品可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并能装入规定的容腔内,折叠包装要求排气简捷、折叠方便、
包装密度大,折叠应该尽量避免引起材料的损伤,并保证展开的可靠性.展开由很多变量决定,折叠方

式、温度效应、部件材料、充气特征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展开的动力学过程.
现阶段常见的折叠方式为 Z 型折叠、卷曲折叠及喷出式折叠,以及仿生折叠和多边形折叠方

式[３６３９]等.

２４　密封技术

柔性充气舱密封技术是保证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气囊充气后防止气囊承受较大张力或应力,可

使用 O形环、垫片或粘合型密封件.NASA 设计中约束层接口是通过使用单独的 U 形夹/滚轮组件将约

束带连接到隔板上,大型滚子防止气囊褶皱,织带可在连接点周围拉伸和旋转,同时在载荷下保持刚性

连接,并使用多重密封以提高可靠性.

２５　试验验证技术

柔性充气舱结构最终的使用环境为真空、失重、温度交变的空间环境.因此,柔性结构在地面进行

的充气展开、固化等试验与外太空环境下同等试验的相似关系,需通过详细的分析与一定量的试验进行

验证.
对于大型的柔性充气舱结构,在地面状态下,还必须考虑如何消除重力对展开过程的影响,否则其

地面功能验证将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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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本单位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在充气气闸舱方面,国内只是在相关技术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正在研发用于

飞船舱内应急的柔性充气气闸防护舱,用于在飞船舱体失压情况下,航天员移动到里面进行应急防护.
该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缩比原理样机的研制.如图２４所示.

图２４　飞船充气气闸舱样机示意图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在承担 “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期间,对空间柔性充气舱关键技术方面进行了

大量研究,相继掌握了充气可展开密封舱的设计、工艺方法、地面试验测试技术.２０１８年与五院总体部

合作加工了空间充气舱的原理样机;顺利完成了充气展开密封舱结构水压试验,对充气结构承载、密封

等功能的综合考核.如图２５所示.

图２５　柔性充气舱样机与试验示意图

４　结束语

从充气气闸舱到居住舱再到月球基地,柔性舱体具有折叠效率高、发射体积小、重量轻的优势,将

打破传统刚性金属太空舱的垄断地位,在未来会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随着人类深空的不断探索,对长期

有人驻留、短期出舱活动、星际转移的大尺寸密封舱体的需求迫切,集工作、起居、饮食、锻炼、娱乐、
私人空间于一体的多功能大型太空舱成为一种趋势.本文阐述了柔性充气舱体在空间中的应用,并结合

本单位的研制研究情况以及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为该技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路,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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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气动外形优化方法研究

郭　斌１,２　张敏捷１　吴文瑞１　田　政１　侯砚泽１

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载人航天总体部;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综合的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气动外形优化设计方法:基于Isight的方法,结

合使用内伏牛顿理论的气动力工程估算和基于弹道的热流估算结果,根据工程需要确定了相关优化目标,

进而确定不同优化外形,同时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工程估算结果和优化目标结果进行了验证.应用该

套方法可以用于进行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气动外形的初步优化设计.

关键词　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气动外形;优化设计

０　引　言

在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设计过程中,通过对其执行的任务需求分析,具备执行近地和深空探测任务

的能力.因此,要求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需要具备以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的能力.当其以第二宇宙速

度再入地球大气,会遇到与近地轨道返回再入更严峻的气动力/热环境.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关乎任务的成

败,因此,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气动设计是总体方案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梳理了天地往返运输飞

行器设计思路,结合总体关注目标,利用工程估算＋多目标优化设计的方法探讨了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

优化外形设计方法,并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整个过程结果加以复核复算,已验证优化方法的可行性.

１　国外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气动外形简介

MPCV主要用于运送乘员到达国际空间站以及地球轨道以远的太空区域,具备支持月球、近地小行

星和火星探测能力.飞行器由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其返回舱的气动布局经过了四轮设计,尝试了不同

的倒锥角和最大直径截面直径尺寸,最终的第四轮外形基本为 Apollo返回舱外形的放大外形,如图１
所示.

图１　MPCV返回舱气动外形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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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NASA于２００９年提出的商业乘员发展 (CommercialCrewDevelopment,CCDev)计划,目前

共有SpaceX公司的 “龙”飞船、波音公司的CST １００飞船、内华达山脉公司的 “追梦者”３种载人飞

行器获得支持.这３艘飞船均以执行近地轨道空间站任务.其中 “龙”飞船和CST １００返回舱均为钝头

体外形,只有 “追梦者”为升力体外形.如图２所示.

图２　商业乘员发展计划中的三艘飞船气动外形

俄罗斯的PPTS飞船由返回舱和推进舱两部分组成,其中返回舱外形依然采用了传统的钝头体外形.
如图３所示.

图３　PPTS返回舱气动外形

综上,国外在研５种新一代载人飞船中,有４种采用了钝头体外形,其中主要原因是其再入时的可靠

性、安全性更高且实现的技术难度较低.因此,钝头体将是气动外形的主流技术发展方向[１３],本文也主

要基于钝头体外形开展气动外形优化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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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气动外形选形思路

图４给出了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的设计思路,主要分为样本空间计算和优化气动外形两部分.其中主

要利用气动力、热和弹道工程估算的方法建立样本空间,之后利用Isight进行单目标和多目标优化,进而

确定优选外形.

图４　气动外形选形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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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气动外形优化方法

气动外形分析是一个复杂而耗时的过程,而优化往往是成千上万次迭代的过程,直接使用气动外形

分析来做优化将非常耗时.可以采用通过在设计空间中选取样本点并分析,以样本分析数据建立近似模

型,然后用近似模型来做优化的方法.国内应用内伏牛顿理论及定常势流格林函数法计算飞行器气动性

能,并且通过遗传算法优化设计了新外形的气动布局[４８].本文主要基于Isight的方法,结合基于内伏牛

顿理论的气动力工程估算和基于弹道的热流估算结果,根据工程需要确定了相关优化目标,进而确定不

同优化外形.

３１　样本空间选取原则

样本点选取采用最优拉丁超立方 (OptimalLatinHypercube)试验设计方法.该方法对所有的因子

取相同水平均匀分布,组合各个水平来指定点数,保证每个水平都被包含一次,通过优化拉丁超立方矩

阵,使得采样点在设计空间均匀分布.随机拉丁超立方方法和最优拉丁超立方方法如图５所示意.

图５　拉丁超立方试验设计实例

３２　气动力工程估算

(１)工程估算方法介绍

在气动力计算中,为了快速完成计算字样的气动力计算,初步确定采用基于内伏牛顿理论的工程估

算方法代替原有的数值模拟.
为方便计算,将返回舱分为三个区域:

Ⅰ区:大头球冠区 (０~x１);

Ⅱ区:肩部圆倒角区 (x１~x３);

Ⅲ区:倒锥角区 (x３~x４)如图６所示.

图６　返回舱工程估算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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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区域内几何参数、特征点参数、母线方程等.
迎风面元压力系数

Cp ＝Cp０cos２η(cosη＞０) (１)
背风阴影区压力系数

Cp ＝０(cosη≤０) (２)

式中,η为面元外法向n
→

与自由流速V
→

∞ 的夹角.

cosη＝(V∞ n)/V∞ ＝cosαcosθ＋sinαsinθcosφ (３)

α 是攻角,θ 是面元法向与体轴的夹角,φ 为子午角.

Cp０ 为驻点压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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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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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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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tanτdxdφ (５)

法向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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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cosφdxdφ (６)

俯仰力矩系数

Cm０＝－
２

Smdmax∫
l

０∫
π

０
Cp(x＋rtanτ)rcosφdxdφ (７)

(２)典型算例验证对比

为了验证工程估算的真实性,本文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其计算结果进行了检验.利用ICEM 完成了

三维建模,并使用 Fastran进行求解.由于要考察单稳态配平特性,因此计算工况要覆盖返回舱０°~
－１８０°区域.所以在进行网格建模时采用三套网格,分别计算－１５°~－６５°、－７０°~－１２５°和－１３０°~
－１８０°.计算时物面等温壁Tw ＝５T∞ ,大气模型采用１９７６美国标准模型.图７给出了数值计算网格模

型和部分工况的云图显示.

图７　小攻角附近网格及２５°攻角压力云图

图８给出了大攻角附近网格及９０°攻角压力云图,图９给出了计算出的工程估算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在升阻比和俯仰力矩曲线基本相同,在大攻角 (９０°~１８０°)情况下差距相对较大,
但基本趋势相同,可以利用工程估算结果开展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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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大攻角附近网格及９０°攻角压力云图

图９　工程估算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３３　弹道及热流工程估算

(１)弹道计算模型

再入返回过程中的高度、速度、当地水平速度倾角等弹道参数是气动力、热分析与设计的直接输入,
因此在开展气动外形优化设计过程中,必须融合弹道计算以实现设计结果的定量评估.以下阐述了在气

动外形优化设计中采用的弹道计算模型,主要包括弹道计算动力学模型和制导算法两方面.
再入动力学方程可以建立在半速度坐标系下,形式如下

r ＝Vsinγ

θ

＝
Vcosγsinψ

rcosϕ

ϕ

＝
Vcosγcosψ

r

V

＝－D－

sinγ
r２ ＋Ω２rcosϕ sinγcosϕ－cosγsinϕcosψ( )

Vγ

＝Lcosσ＋ V２－

１
r

æ

è
ç

ö

ø
÷
cosγ
r ＋２ΩVcosϕsinψ＋Ω２rcosϕ cosγcosϕ＋sinγcosψsinϕ( )

Vψ

＝
Lsinσ
cosγ ＋

V２cosγsinψtanϕ
r －２ΩV tanγcosψcosϕ－sinϕ( ) ＋

Ω２rsinψsinϕcos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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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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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为飞行器地心距;V 为飞行器相对大气的速度 (不考虑风的影响);θ 为飞行器经度;ϕ 为飞行器地

心纬度;γ 为再入倾角;ψ 为再入航向角;L 为飞行器升力;D 为飞行器阻力;Ω 为地球自转速度;σ 为倾

侧角.
在获取气动力系数之后,针对给定的倾侧角指令曲线,便可进行弹道计算.对于返回舱再入返回而

言,倾侧角指令由舱载 GNC计算机根据制导策略而实时生成.制导策略可以分为标称制导和预测校正制

导两类,近地轨道再入返回采用标称制导方式,针对深空探测返回 (例如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则采

用预测校正制导方式.
标称制导指在 GNC计算机中预先装订标准轨道参数,当返回舱进入大气层后,由于受初始条件误

差、大气密度的变化以及气动力特性偏差等因素的影响而偏离标准轨道时,制导系统根据导航测量的轨

道参数与标准轨道参数间的偏差产生制导信号,调整航天器的姿态角,从而改变升力方向,实现返回舱

与标准轨道间的偏差控制.
与标称制导相比,预测校正制导并不预先计算标准轨道,而是根据实时导航解算的落点偏差直接生

成满足落点精度要求的制导指令,以确保返回预定落点,其本质上是即时生成一条标准弹道并予以精确

跟踪.预测校正制导在再入返回全程中,不断根据导航解算的位置、速度和姿态而进行制导指令生成,
具有较大的灵活度,适用于深空探测这类落点精度要求高、再入过程偏差大的再入返回任务.

(２)热流工程估算模型

返回舱高速再入过程中的气动加热程度多以驻点位置的热流密度加以描述,驻点热流工程算法有诸

多计算公式,其中较常用的驻点公式有Fay Riddell公式、Kemp Riddell公式、修正 Kemp Riddell公

式、Lees公式和修正 Lees公式等.对返回舱而言,多采用 Kemp Riddell公式或修正 Kemp Riddell
公式.

Kemp Riddell公式由Fay Riddell驻点热流公式发展而来,Fay Riddell公式根据轴对称体高速边

界层基本方程,利用相似求解给出.Kemp Riddell公式通过对实际卫星再入大气层轨道进行大量计算,
并用来流条件和几何参数来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得到与Fay Riddell公式相差不超过５％的计算公式,
进一步,通过Rose stark的激波管实验结果分析,获得了精度更高的修正 Kemp Riddell公式.

本文再入返回中的热流工程估算采用成熟的修正 Kemp Riddell公式,如下:

qws ＝
１１０３１１７

Rn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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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ö

ø
÷

１
２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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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è
ç

ö

ø
÷

３１５

(９)

其中,Rn 为驻点曲率半径,v∞ 为再入速度,ρ∞ 为再入返回过程中不同速度v∞ 对应的大气密度,ρ０＝
１２２５kg/m３,vc ＝７９２５m/s.

４　气动外形优化

４１　建立近似模型

(１)优化目标选择

优化目标最终选择升阻比 (cl/cd)、有效容积率和最大热流作为多目标优化条件.３种条件定位及来

源如下.
升阻比通过气动力工程估算后,以２５°作为配平攻角时的升阻比作为样本选取;
有效容积率为气动力工程估算后,确定该外形可实现单稳态配平的最低质心位置做一垂直于返回舱

轴线的平面,平面以下 (靠近大底区域)为有效容积,如图１０所示,有效容积率即为有效容积占整个返

回舱体积的比率.
最大热流通过弹道及热流工程估算算法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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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返回舱有效容积

(２)样本数据汇总

表１给出了样本数据汇总结果.选择大底球冠半径 (Rn)、肩部倒角半径 (R)、倒锥角 (θ)作为多目

标优化输入,将升阻比 (cl/cd)、容积率和最大热流作为多目标优化输出,后续将根据该样本数据进行优

化选择.

表１　样本数据汇总

输入条件 输出条件

Rn R θ cl/cd 容积率 热流

１ ０１０４ ４５ ３１ ０４１３３ ０４１５４ １７９０

２ ０１１６ ５ １９８ ０４１０７ ０４６９７ １７０１

３ ０１４６ ２７５ ２０６ ０３６４ ０４９０２ ２３７４

４ ００９８ ４ １７４ ０４０１６ ０４７７２ １９１０

５ ０１３４ ４８７５ ２６２ ０４０７６ ０４５５１ １７２８

６ ００８６ ４３７５ ２３８ ０４１６８ ０４５５６ １８１５

７ ０１７６ ４７５ ２３ ０３９３９ ０４７４７ １７６９

８ ０１５２ ３５ １５ ０３７２ ０４９５４ ２０７５

９ ００９２ ３２５ ２２２ ０３９５４ ０４７１８ ２１３８

１０ ０１５８ ４６２５ １６６ ０３８９２ ０４８５６ １７８８

１１ ０１８８ ３６２５ ２４６ ０３７８９ ０４７８２ ２０４７

１２ ０１１ ２８７５ １５８ ０３６７４ ０４９４９ ２３０４

１３ ０１４ ３８７５ ２１４ ０３９５２ ０４７６４ １８４０

１４ ０１２２ ２６２５ ２７ ０３６５ ０４７２３ ２４３２

１５ ０２ ４１２５ １８２ ０３７６５ ０４９０９ １９１６

１６ ０１８２ ２５ ２５４ ０３４５ ０４８７６ ２５２５

１７ ０１７ ４２５ ２９４ ０３９１８ ０４５２１ １８７４

１８ ０１９４ ３ １９ ０３５９７ ０４９６０ ２２７６

１９ ０１２８ ３７５ ２７８ ０３９７６ ０４３３５ １９８４

２０ ００８ ３３７５ ２８６ ０４０２４ ０４４１５ ２０８８

２１ ０１６４ ３１２５ ３０２ ０３７４７ ０４５７６ ２２１２

利用表１中的数据采用响应面法 (ResponseSurface)建立了气动分析的近似模型,各项系数如表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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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气动分析的响应面近似模型系数

系数 升阻比rCL/CD 容积率 热流

常数项 －０１２３５６ ０８０３７２７５４５ ６４０７４８４６６

Rn －０３９９２７ －３２７７２１１６３３ －１０７５９９９７８２

R ０２２５４３８ －００６０９３６５７９ －１４２７５３７５２７

Θ ００２２２４６ －０００１４３７４９４ －１６６５５８４２５５

Rn２ ２０７３８６１ ２００６０５５０２１ －１０８９４７０２８６

R２ －００４６６５ ０００５５８１１６１ ２００４１３３４５

θ２ －００００８５ －３０５E－０５ ６６６１６１００９

Rn ×R －００２８２７ ００６４０００２０２ ４４１２９１３６９７

Rn ×θ －０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４８００６６６ ３１３６２４５２３７

R×θ ４７０E－０５ －００００２２７７６７ －０１６０２３７３

Rn３ －５２７３０８ －４４６４４１００３７ ５９８５０１９３９１

R３ ０００３３８２ ００００１２３２５１ －８８８０８６５７９

θ３ １０７E－０５ －１１３E－０６ －００８７８４０３６９

４２　近似模型校核

为确定近似模型是否可以正确反映原问题,采用另外计算的两组数据对近似模型进行复核.首先用

两组数据分别进行仿真分析和用上小节中得到的近似函数计算,然后对结果进行对比,对比如表３所示.

表３　近似模型复核

倒锥角θ ２０ ２５

球冠半径R ４７５ ３

肩部倒角半径r１ ０１５ ０１

升阻比rCL/CD

仿真值 ０３９９９ ０３８６３

近似值 ０３９９３ ０３８６

偏差 ０１５％ ００７８％

容积率

仿真值 ０４７８８ ０４６９２

近似值 ０４８０９ ０４６９２

偏差 ０４４％ ０％

热流密度

仿真值 １７６９ ２１５３

近似值 １７３３ ２２３８

偏差 ２０８％ ３８０％

由表中的对比可见,近似模型计算结果与仿真分析计算结果基本吻合,说明近似模型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可用于进一步优化计算.

４３　基于近似模型的气动外形优化

设计变量的取值范围在第１节定义的取值范围内取值.
(１)单目标优化

分别以升阻比 (cl/cd)最大化、容积率最大化、热流最小化为目标除设计变量上下界外不加约束条

件,选择序列二次规划算法 NLPQL,优化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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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单目标优化时的优化结果

优化目标
优化结果

倒锥角θ 球冠半径R 肩部倒角半径r１ 升阻比rCL/CD 容积率 热流

升阻比最大化 ３１ ５ ００８ ０４２６１ ０４１６９ １７３５

容积率最大化 １５ ２５ ００８ ０３５４１ ０５２１３ ２５７１

热流最小化 ２０９０ ５ ０１２２９ ０４０８２ ０４７３２ １７０１

(２)双目标优化

以容积率最大化和热流最小化为目标,约束升阻比大于０３６,选择多目标优化算法NSGA Ⅱ,设置

容积率和热流的比例因子分别为０５和１７００,使得两个目标数值在同一水平上,迭代求解后,优化结果

如表５所示.升阻比、容积率、热流的临界的可行解迭代过程如图１１所示,迭代过程的散点图如图１２所

示,其中外部边缘浅色的点为帕累托前沿,右上角浅色的点为不可行解.

表５　双目标优化时的优化结果

优化目标
优化结果

倒锥角θ 球冠半径R 肩部倒角半径r１ 升阻比rCL/CD 容积率 热流

升阻比最大化 １９０４ ５０００ ０１６３５ ０３９４１ ０４９２３ １７２６

图１１　优化目标和约束迭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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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两个优化目标的散点图 (外部边缘浅色的点为帕累托前沿)

５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综合的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气动外形优化设计方法:从Isight多目标优化角度出发,
结合基于内伏牛顿理论的气动力工程估算和基于弹道的热流估算结果,分别开展了单目标优化和多目标

优化.结果表明在优化过程中采用帕累托方法可以得到一系列满足要求的优化解,更能反映多目标优化

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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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储能电路原理的控制器瞬间断电特性研究

刘海烨１　刘靖雷２　邓　黎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摘　要　针对航天器系统一次电源供电母线掉电再上电的问题,本文介绍了控制器的储能电路原理,
详细介绍了控制器掉电不彻底以及电压缓慢爬升、导致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电压阈值 V２和能正常重启的

电压阈值 V３、控制器供电电压瞬断再恢复、V２与 V３电压下导致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和正常重启的时间

阈值五种工况及控制器在五种工况下的电特性.通过试验结果与以往数据分析对比,发现本控制器正常

重启的电压阈值、电压由２８V 迅速降为１４V,再迅速恢复为２８V 的时间阈值等重要性能指标得到了提

升,使航天器一次电源供电母线掉电再上电情况的适应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关键词　 航天器;掉电再上电;储能电路;控制器

０　引　言

随着国际、国内空间探索技术活动发展的高潮,作为载人航天探索活动重要支撑的回收与着陆技术

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１].航天器回收着陆技术是航天技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空间技术发展必不可

少的关键技术之一[２４].航天器回收着陆系统中使用了较多的控制器,控制器用于接收不同的外部信号,
根据航天器的不同返回状态发送回收控制执行信号至不同外部装置,实现航天器的减速或着陆装置的功

能,最终航天器安全、可靠、平稳着陆.控制器的可靠性关乎整个航天器回收任务的成败.
航天器在返回过程中的环境比较复杂,会经历比较严重的振动和冲击,使电路本身容易造成瞬间断

电,使CPU复位、逻辑错乱、程序跑飞等,为解决此类问题,对控制器会设计热备份储能电路或续流电

路.以往基于储能电路控制器的最低工作电压为１５V,正常重启电压阈值为１３V,瞬断时间１００ms可以

正常工作不重启,瞬断４００ms可以重启后正常工作.但当电压降低至１４V、时间保持２００ms以上时,
产品不能正常重启,以致不能正常工作.为提高控制器在航天器系统一次供电母线掉电再上电的适应能

力,对本控制器电参数进行调整,设计了更加优化的储能电路.
本文介绍了控制器的储能电路原理设计,并针对该电路特性,设计了五种试验工况,得出了每种工

况下控制器的电特性.

１　总体设计

１１　功能需求

考虑航天器系统上供电母线电压异常掉电再上电情况下,会存在因供电电流不足、电压上升缓慢、
断电时间短暂、断电不彻底等原因导致FPGA加载不成功、内存不能清除、CPU 不能重启等设备无法彻

底复位的情况,待供电电源恢复后,控制器能否自动恢复正常.根据上述功能需求,设计了基于储能电

路的控制器.

１２　储能电路设计

为提高控制器可靠性,采用了三模冗余设计,三块CPU 分别由三个电源转换电路供电.系统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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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的一次电源电压范围为２５~３１V,控制器的二次电源需要５V.每个CPU 电路单独设置了储能电

路,三块CPU板互不影响.储能电路原理图如图１所示,U 为每个CPU 板的二次电源.当系统提供给

控制器一次电源后,控制器开始加电,三个电源转换电路分别产生５V 电源 U,随后电容开始充电,储

存能量,当一次电源掉电后,电容开始放电,直到CPU板的数字电路不能工作为止.
储能电路的电容充电数学模型为

Vout＝U １－e－
t
RC( ) (１)

式中,Vout 为电容端某一时刻电压,t为充电时间.
电容完全充电需要的时间为３~５个时间常数τ,时间常数τ＝RC .
电容所能存储的电场能量 W (以焦耳为单位,用 “J”标记)与电容两端的电压 V、电容容量C

有关[５７].

W ＝
QV
２ ＝

V２C
２

(２)

图１　储能电路原理图

２　试验验证与分析

２１　试验状态

测试系统试验电路由可编程控制电源、示波器、示波器探头、测试电缆以及控制器组成.可编程控

制电源 (简 称 程 控 电 源)型 号 为 ６７００B４００WATT,为 测 试 系 统 提 供 电 源.示 波 器 为 安 捷 伦 公 司

DOS９２５４C,示波器探头为泰克公司P６１３９B,两者为测试系统采集信号.测试系统使用示波器的３个通

道,采集控制器的５个信号,其中蓝色波形为程控电源,为控制器提供电压,黄色波形为控制器输出信号

１,绿色波形为信号２、信号３、信号４,输出信号低电平有效,指令发送时序见表１.

表１　采样指令时序表

指令名称 指令时序

控制器加电电压 ０s

信号１ ２s

信号２ ２０s

信号３ ２３s

信号４ ２４s

２２　试验工况

(１)模拟控制器掉电不彻底以及电压缓慢爬升试验

航天器系统一次供电母线电源电压为２５~３１V,程控电源模拟系统电源,将程控电源进行编程,初

始电压设置为控制器额定工作电压２８V,限流值１A,速降至５V (控制器最小系统的工作电压),以５V
开始、１V 为步长,逐渐上升至设备恢复正常工作状态或电压升至２５V (航天器系统一次供电母线电源

最小电压),每 V档分别保持２００ms.试验各进行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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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电压２８V速降至５V,从５V逐渐上升至１４V,控制器工作电流一直异常,电压速降后

的指令都不发送,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２８V 速降至５V,从５V 逐渐上升至１５V,控制器正常重启,
指令发送正常,此电压定义为V１,波形图见图２,控制器在系统一次供电母线电源电压为１５V时,即可

正常工作.

图２　V１ 为１５V波形图

(２)导致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和能正常重启的电压阈值试验

将程控电源设置为控制器额定工作电压２８V,限流值１A,以１V 为步长 (每 V 步长维持２００ms)
逐渐下降至设备工作异常为止 (定义为 V２).并从该电压开始,迅速恢复至２８V,检查控制器工作状态;
工作异常,则继续以１V下降,并每下降１V迅速恢复至２８V,检查控制器工作状态,直到测出控制器

正常重启的电压值 (定义为V３).试验各进行２次.
试验结果:

１)电压从２８V逐渐降至１４V,控制器工作电流异常,指令发送异常,只有信号１发送成功,波形

图见图３.

图３　V２ 为１４V波形图

２)电压从２８V逐渐降至１４V,又迅速恢复至２８V,控制器未重启,恢复正常,指令发送正常,波

形图见图４.从此图中可见信号１~信号４按照表１的时序正常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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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V２ 电压１４V迅速恢复至２８V

３)电压从２８V逐渐降至９V,又迅速恢复至２８V,控制器正常重启,指令发送正常,波形图见图

５.从图中可以看出信号１由于控制器重启发送了２次,控制器重启后信号１~信号４按照表１的时序正常

发出.
试验结果表明,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电压阈值V２ 为１４V,电压１４V迅速恢复至２８V,控制器未

重启,恢复正常;可以正常重启的电压阈值V３ 为９V.

图５　V３ 电压９V迅速恢复至２８V

(３)模拟控制器供电瞬断再恢复试验

将程控电源设置为控制器额定工作电压２８V,限流值为１A;瞬断后恢复至２８V,瞬断时间分别为

２０ms、５０ms、１２０ms、１s.试验各进行３次.
试验结果:

１)瞬断时间２０ms:控制器指令发送正常,未重启,波形图见图６.

２)瞬断时间５０ms、１２０ms、１s:控制器正常重启,指令发送正常,瞬断时间１s,波形图见图７.
试验结果表明:瞬断时间２０ms,控制器工作正常,未重启;瞬断时间５０ms、１２０ms、１s时,控制

器重启后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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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瞬断时间２０ms波形图

图７　瞬断时间１s波形图

(４)V２ 电压下导致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和正常重启的时间阈值试验

将程控电源设置为控制器额定工作电压２８V,限流值１A;电压迅速降为V２＝１４V,保持时间t后

又迅速恢复至２８V,保持时间t分别设置为５ms、２０ms、５０ms、１００ms、２００ms、５００ms、１s、２s、

５s.试验各进行２次.
试验结果:

V２ 保持时间５ms、２０ms、５０ms、１００ms、２００ms、５００ms、１s、２s、５s:控制器没有重启,可

以保持正常工作,V２ 保持时间５s,波形图见图８.电压速降至１４V时,控制器的DC/DC还能正常工作,
控制器中使用二次电源的元器件都能正常工作,使用一次电源的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在１４V 保持

内,如果控制器正在发送指令,会影响控制器当前指令的输出,但电压恢复后,不影响控制器后续指令

输出,波形图见图９,从图中可见信号２~信号４只出来２个信号.
(５)V３ 电压下能导致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和正常重启的时间阈值试验

将程控电源设置为控制器额定工作电压２８V,限流值１A;电压迅速降为V３＝９V,保持时间t后又

迅速恢复至２８V,保持时间t分别设置为５ms、２０ms、５０ms、１００ms、２００ms、３００ms、４００ms、

５００ms.试验各进行２次.
试验结果:

１)V３ 保持时间５ms、２０ms、５０ms、１００ms、２００ms:控制器指令发送正常,没有重启,V３ 保持时

间２００ms,波形图见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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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V２ 保持时间５s波形图

图９　V２ 保持时间５s波形图 (保持时间内的指令未发出)

图１０　V３ 保持时间２００ms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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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V３ 保持时间３００ms、４００ms:控制器重启,但指令发送异常.

３)V３ 保持时间５００ms:控制器正常重启,指令发送正常,波形图见图１１.

图１１　V３ 保持时间５００ms波形图

试验结果表明:控制器额定工作电压２８V降为电压９V后保持时间２００ms及以下可以正常工作,控

制器不会重启;保持时间在３００~４００ms时,控制器会重启,工作不正常;保持时间在５００ms及以上时,
控制器会重启,但工作正常.

２３　试验结果

控制器五种试验工况的试验结果如表２、表３、表４.

表２　电压阈值测试记录表

工况 V１ V２V３

第１次测试 １５V １４V ９V

第２次测试 １５V １４V ９V

表３　瞬断工况测试记录表

工况 瞬断２０ms 瞬断５０ms 瞬断１２０ms 瞬断１s

第１次测试 工作正常,未重启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第２次测试 工作正常,未重启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第３次测试 工作正常,未重启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表４　时间阈值测试记录表

瞬断时间
V２＝１４V V３＝９V

第１次 第２次 第１次 第２次

５ms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２０ms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１００ms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２００ms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３００ms — — 工作异常,未正常重启 工作异常,未正常重启

４００ms — — 工作异常,未正常重启 工作异常,未正常重启

５００ms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产品重启,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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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瞬断时间
V２＝１４V V３＝９V

第１次 第２次 第１次 第２次

１s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 —

２s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 —

５s 工作正常,未重启 工作正常,未重启 — —

经过多种工况试验验证控制器可以满足航天器一次电源母线最低１５V 电压可以正常工作;电压由

２８V 迅速降为１４V,并维持５s以内迅速升至２８V时,控制器不重启,可正常工作;控制器能正常重启

的电压阈值为９V,电压由２８V迅速降为９V,并维持２００ms以内迅速升至２８V时,控制器未重启,正

常工作;维持３００~４００ms时,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重启;维持５００ms时,控制器重启后正

常工作;２８V瞬断２０ms,控制器正常工作,未重启;瞬断５０ms、１２０ms、１s时,控制器重启后正常

工作.
通过试验验证,控制器能正常重启的电压阈值提高为９V,降低了控制器对一次电源母线电压值的要

求.电压由２８V迅速降为１４V,再迅速恢复为２８V的时间阈值较以往的控制器相比大大提升.不足之

处为控制器电压瞬断不重启可以正常工作的时间阈值变短,由１２０ms变为５０ms,后续可以对控制器的

电路参数进行调整后再进行试验验证.
测试系统可以通过编程断电时间精度调整为１ms,电压升降幅度可以调整为１V,方便快捷地模拟了

航天器系统一次电源母线电压瞬间掉电再上电特性,丰富了试验工况,较好地验证了控制器储能电路的

特性.

３　总　结

本文结合航天器系统一次电源母线电压瞬间掉电再上电情况,设计了基于储能电路原理的控制器.
介绍了储能电路设计原理,试验验证工况,并得出了试验结果.通过试验验证,基于储能电路原理的控

制器可以满足航天器系统一次电源母线最低电压１５V 可以正常工作,控制器能正常重启的电压阈值为

９V,较以往的控制器相比,电压阈值与时间阈值均有所提高.本控制器成功应用于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

船飞行任务,并获得了圆满成功,为后续的控制器电源供电模块优化设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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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transientpoweroff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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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oftheprimarypowersupplybusbarofthespacecraftsystemlosing
powerandrechargingpower,thispaperintroducestheprincipleofcontrollersenergystoragecircuitIt
introducesindetailthefiveoperatingconditionsandtheelectricalcharacteristicsofthecontrollerbasedon
theprincipleofcontrollersenergystoragecircuitunderthefiveoperatingconditionsThefiveconditions
includeincompletepowerlossofthecontrollerandslowvoltagerise,resultinginthecontrollercannt
worknormallyvoltagethresholdV２andnormalrestartvoltagethresholdV３,transientpowersupply
voltageofthecontrollerisinterruptedandresumed,andtimethresholdthatcausesthecontrollertofailto
worknormallyandrestartnormallyunderV２andV３voltagesBycomparingthetestresultswiththe

previousdataanalysis,itisfoundthatthevoltagethresholdofthecontroller,thetimethresholdofthe
controllerfrom２８Vto１４Vandthento２８V,andotherimportantperformanceindicatorsareimproved,

andtheadaptabilitytothesituationofthespacecraftsprimarypoweroffandonisgreatlyimproved
Keywords　spacecraft;losingpowerandrecharging;powerenergystoragecircuit;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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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隔腔式浮空气球制造工艺研究

王　垒　白明艳　沙治英　袁亚伟　白　雪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以某种隔腔式浮空气球为研究对象,对该种浮空气球的加工工艺进行系统性的论述.
在这一加工过程中选定超薄轻质的 TAT ４５材料为产品的主要材料,按照规定的尺寸裁剪试件制作试验

样本并对其进行力学性能分析;提出采用中心辐射法布置裁剪线并对球体材料设计裁片工装;阐述隔腔

式浮空气球球体材料的拼接热合焊接工艺类型;探讨了隔腔式浮空气球制造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及其控制

方法.
关键词　隔腔式浮空气球;热合焊接;制造工艺

０　引　言

浮空器在航空、航天及军事应用中普遍用的是系留气球,称浮空气球[１].目前针对浮空气球的生产制

造展开了诸多研究,通常的浮空气球制造技术包括裁剪、拼接、气密技术等[２６].成形工艺一般包括热

合、胶接和缝合,其中热合是浮空气球囊体成形的主要的工艺方法,但对隔腔式浮空气球具体的加工工

艺研究还缺乏系统性的论述.
浮空气球从设计、加工到制作完成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包括材料力学性能试验以得到力学分析

所需的材料参数,隔腔薄膜和球面曲面展开得到各裁片的平面几何尺寸,浮空气球成型之后进行的抗风

力学分析、温度变形分析等以保证结构在各种载荷作用下能够稳定等工作及其试验均与加工息息相关,
因此关于浮空气球的加工工艺[７]方面的研究不能忽视.如图１所示.

图１　隔腔式浮空气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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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性能试验

一种隔腔式浮空气球的隔腔薄膜与球面均采用一种高强度、低密度、高抗撕裂性、低透氦率及低蠕

变性的 TAT ４５材料,裁片之间的拼接采用热合形式拼接.对于 TAT ４５材料需要进行单轴拉伸试验,
对于拼接材料也需要通过结合部位拉伸试验测试热合强度.

１１　取样方法

机织物复合材料通常都是呈固定幅宽的整卷成品,为保证式样具有代表性,避开褶皱和疵点,应按

照图２进行取样,式样剪取时,应保证式样的长度边缘与相应方向的纱线平行,式样两侧不能有纱线纤维

的散失.

图２　取样示意图

１２　式样尺寸

对于规定尺寸的试验,以恒定伸长速率,沿试样长度方向拉伸至断裂,记录并计算抗拉强度和断裂

伸长率.试验从一个检测批样品剪取两组试验,一组为经向试样,另一组为纬向试样.试样为长条状,
如图３所示,采用切割条样法准备试样.每块试样要求有效宽度为５０±０５mm、有效长度为３００±
２mm.取总长度为８５０±５mm,距端部２７５mm 处为缠绕式加持线.

图３　试验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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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试验方法

１)环境温度为２５℃±３℃,相对湿度为５５％±４％.

２)开试验机,调整记录装置的起点 (０点).

３)将试验机夹具机头间隔距离长度调整为３００±２mm,在夹具中央夹上试样,使其纵向中心线通过

夹持面的中心线,以保证拉力中心线通过试样的中心线.

４)夹紧试样,试样应在全部幅面上被握紧.采用预张力夹持,设定膜材试样的预张力值为１０N.

５)开启试验机,试验中的恒定伸长速率为１５０mm/min,拉伸试样至断裂.记录最大力值和断裂伸

长量.

１４　试验结果

试验仪器:英斯特朗拉力试验机;试样间隔距离:３００mm;试样宽度:５０mm;试样厚度:０１８
mm;试验速度:１５０mm/min;温湿度:２４℃,５２％.试验数据如表１、表２.

表１　TAT ４５材料经向拉伸试验数据

序号 断裂力/N 断裂伸长/mm 断裂位置 数据有效性 抗拉强度/MPa

１ ２３１３ ２２７７ 正常 有效 ２５５５

２ ２５４２ ２５６３ 正常 有效 ２８１８

３ ２６３６ ２６８１ 正常 有效 ２９１２

４ ２５９０ ２６５５ 正常 有效 ２８６１

５ ２５５５ ２５６６ 正常 有效 ２８２３

６ ２４３７ ２４１１ 正常 有效 ２６９２

均值 ２５１２１ ２５２２５ ２７７７

表２　TAT ４５材料纬向拉伸试验数据

序号 断裂力/N 断裂伸长/mm 断裂位置 数据有效性 抗拉强度/MPa

１ ２３３３ ２１１１ 正常 有效 ２５７７

２ ２４９４ ２４９６ 正常 有效 ２７５５

３ ２６８５ ２４０７ 正常 有效 ２９６６

４ ２３９０ ２５５５ 正常 有效 ２９４０

５ ２５５５ ２３６６ 正常 有效 ２８２３

６ ２５３７ ２４１１ 正常 有效 ２８０３

均值 ２４９９ ２３９１ ２８１０

其中,根据试验规范要求,辨别断裂位置以上及数据的有效性如上表,本体材料试件结果具有一定

的离散性,经纬向抗拉强度值最低为２５５５MPa.

１５　热合工艺件试验与效果评价

为了验证浮空气球热合质量,对 TAT ４５材料热合样件进行拉力试验,在气球的热合加工过程中,
存在一种热合形式为 TAT ４５与 TAT ４５之间的热合搭接,如图４所示,两层 TAT ４５材料直接热

合;试验仪器仍选用英斯特朗拉力试验机,试验环境与试验方法均与上述本体材料力学性能试验一致,
记录热合焊接后的试件最大力值和抗拉强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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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两层 TAT ４５热合示意图

表３　热合搭接试验数据

序号 试验件宽度/mm 断裂力/N 断裂位置 数据有效性 抗拉强度/MPa

１ ５０ ２４１４９ 正常 有效 ２６６７

２ ５０ ２２７７９ 正常 有效 ２５１６

３ ５０ ２３３５５ 正常 有效 ２５８０

４ ５０ ２５０４２ 正常 有效 ２７６６

５ ５０ ２２９３３ 正常 有效 ２５３３

６ ５０ ２３６０３ 正常 有效 ２６０７

平均值 ２３６４３ ２６１１

浮空气球材料的热合搭接样件抗拉强度取２５MPa,略低于本体材料综上所述.说明热合搭接形式可

靠有效,即搭接部位的强度满足隔腔式浮空气球的制造要求.

２　裁片制作

浮空气球球型曲面可延母线剪开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平面;隔腔薄膜为正高斯不可展开曲面,不能像

圆柱面圆锥面这类零高斯率的曲面沿着母线剪开形成一个平面,这给加工制造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进行

裁剪工序的加工还需要将曲面裁片展开分析,通过计算求解得到裁片平面的下料形状,提高这种近似性

有利于控制制造误差并提高曲面的制造精度.

２１　曲面展开分析

为使浮空气球的材料受力均匀,裁片应对称并且沿对称轴顺着材料经线布置裁剪划线下料,因此选

用中心辐射式裁剪方法,能够保证材料受力均匀.采用中心辐射式布置裁剪线,各个裁片都相同,且裁

片本身也是对称的,只需要做一个曲面展开和剪裁设计,加工工艺简单,在这里引用一种弹簧———质点

方法求解球体囊瓣裁片的下料形状.
将曲面上的节点视为等效质点,等效质点形成的三角膜单元的刚度等效为三边的弹簧;选取任意平

面作为曲面 “弹簧—质点系统”的投射面,此时弹簧因为投射过程中质点间距离变化受到压缩或者拉伸,
自身产生应力,其中单元面应力等效为弹簧应力有

T＝{T１T２T３}T＝VBTσ＝VBTDBδ＝Kδ
式中,V 为三角形单元的体积;B 为几何协调矩阵;D 为材料弹性矩阵;σ为应力向量;δ为等效弹簧伸长向

量.整个系统用拉格朗日运动方程表述并运用欧拉公式进行求解,通过多次迭代结算更新坐标、质量和

各弹簧应力直至弹簧拉伸或压缩变形小于给定安全值.则整个系统自身应力完全释放而质点不再运动,
此时的位置为曲面展开平面的质点位置.当划分的单元足够多时,单元面积之和理论上是一致的.

中心辐射式裁剪线布置得到的裁片,展开后的平面形状如图５所示.

２２　裁剪工艺流程

针对隔腔式浮空气球,具体的裁剪工艺流程如下.

１)隔腔薄膜扇形裁片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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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心辐射式裁片展开示意图

２)隔腔薄膜中心圆形划线.

３)隔腔薄膜扇形裁片裁剪.

４)球形面橄榄形裁片划线.

５)球形面橄榄形裁片裁剪.

６)球形面中心圆形裁片划线.

７)球形面中心圆形裁片裁剪.
隔腔薄膜、球形面裁剪设计图与模具如图６、图７所示.

图６　隔腔薄膜裁剪模具

图７　球面裁剪模具

３　成型拼接的施工工艺

球体材料的成型拼接是隔腔式浮空气球加工的关键工序[７],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直接影响产品的加

工质量及后续使用寿命,根据球体结构部件的不同,安排不同的拼接工艺设备,实施合理的拼接工艺过

程并设计合理的拼接工艺结构.

３１　拼接工艺

隔腔式浮空气球的拼接方式以热合焊接为主.热合焊接主要分为接触式热合焊接和非接触式焊接.
大多数热合焊接都是应用接触式焊接,常见的非接触式热合焊接就是超声波熔焊封合.

(１)板式热合焊接

板式热合焊接是一种最普通的方法,如８图所示,是将加热到一定温度的加热板在叠合的球体材料上

使其粘合.板式热合焊接结构及原理简单,封合速度快,但不适合热收缩性遇热易分解的薄膜.
(２)热辊式热合焊接

如图９所示,通过加热辊轮使叠合薄膜从两辊轮间通过而热合焊接,其优势可连续热合焊接.对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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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板式热合焊接

１—加热板;２—封缝;３—薄膜;４—防粘材料;５—工作台

层塑料薄膜来说,会因热变形使封合处外观明显受影响.

图９　热辊加压热合

１—加热辊轮;２—薄膜;３—密封部位

(３)带式热合焊接

带式热合焊接是将叠合的两层材料夹在一对回转的金属带之间,从两侧加热和冷却.即使是容易热

变形的薄膜也能连续热合.如图１０.

图１０　带式热合

１—热合带;２—薄膜;３—基布;４—加热部件;５—冷却部位

(４)脉冲热合焊接

先由压板１连同镍铬合金扁电热丝２,压紧薄膜３,在工作台５的耐热橡胶垫４上,再通过瞬时的脉

冲电流进行加热,接着用冷空气或者冷却水强制封缝冷却,最后打开压板完成封合.此法适用于易热变

形、易受热分解的薄膜,所得封缝质量比较稳定.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脉冲加热合

１—压板;２—镍铬合金;３—薄膜;４—耐热橡胶;５—工作台;６—支撑架;７—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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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关键技术

隔腔式浮空气球的成型拼接,尤其是囊瓣之间拼接的成功、可靠,一方面在于操作工艺参数的设置

和工艺方法,另一方面在于全面考虑成型拼接过程可能出现的细节问题的应对措施等关键技术,具体

如下.
考虑到减小隔腔薄膜与球体囊瓣的加工误差,需要保证热合焊接的裁片在模具上的定位准确,才能

保证拼缝热合焊接不产生褶皱.由于裁剪的加工误差不能完全避免,裁片边与理论分析得到的形状始终

存在随机误差,热合焊接隔腔薄膜、球体囊瓣裁片的先后顺序不应沿着一个方向顺序进行,这样随机误

差会积累到最后一个拼接缝并形成非常大的积累误差.为使加工误差平均分配到各个热合焊缝,首先焊

接采用两两裁片拼缝焊接,再次插空完成剩余拼缝热合焊接.

３３　成型保压检测

为了验证该种隔腔式浮空气球整体热合焊接拼接质量[８],需要在地面对其进行保压试验检测.地面保

压初始压力参数:２００Pa;试验温度:室温;试验介质:空气;保压时间:４h.受室内温度变化影响,
试验在２６小时,气球的内压力达到峰值２０４７Pa,在整个试验周期内气体的渗透率不超过２０L/atm 超

过达到峰值[８],满足工作要求.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保压试验压力曲线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某种隔腔式浮空气球,进行了材料的力学试验,球体织物覆膜材料经纬两向弹性模量差别

不大,球面材料的热合焊接拼接缝强度大于球面本体材料的抗拉强度,从加工工艺的难易程度考虑,优

先选用中心辐射式裁片作为球体囊瓣及隔腔薄膜的拼接裁片;详细阐述了目前常用的浮空气球成型施工

工艺的热合焊接类型以及关键技术,为这类隔腔式浮空气球加工制造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同时希望

本文能成为引玉之砖,共同为提高我国的浮空气球制造水平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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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空间飞行器起落架下位锁动态仿真分析

方纪收１,２　黄　伟１,２　朱　谦１,２　蒋万松１,２　冯　蕊１,２　刘　欢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２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器无损着陆技术核心专业实验室

摘　要　首先介绍自折式撑杆下位锁机构组成与运动分析,接下来采用 Adams和 AMESim 软件联合

仿真方法对某临近空间飞行器起落架下位锁解锁过程进行动态性能分析,得到其解锁位移、解锁时间等

性能参数,并在模型基础上分析了机械及液压因素对锁定性能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锁定弹簧是影响

解锁时间和解锁力的主要因素,不同的着陆缓冲环境需要选取不同弹簧系数的锁定弹簧,各因素对锁定

机构的影响很大,严重的导致解锁不成功,起落架无法收起.锁定机构构型及仿真结果可对后续临近空

间飞行器起落架锁定机构设计优化、可靠性评估和维修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自折式撑杆下位锁;动态性能;临近空间飞行器;起落架

０　引　言

随着飞行区域拓展到临近空间,具备可重复使用特点的高超声速临近空间飞行器是目前世界各国的

研究重点之一[１].在起飞爬升和进场着陆阶段,需要起落架能够成功解锁收起和展开锁定,这就对起落架

下位锁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另为适应临近空间飞行器起落架收放空间小、设计集成度高、轻量化和高可靠性等特点,某型临近

空间飞行器采用自折式撑杆锁作为前起落架下位锁,该锁型已成功应用于运８、轰６等型号[２],折叠后结

构所占空间小、结构紧凑,很好地满足设计要求,但该锁型撑杆折叠角度大、运动几何特殊,对开锁作

动筒有能够具备随动行程的特殊要求,同时在开锁过程中,作动筒先缩短后伸长,因此对该型锁定机构

需要进行动态性能分析以确保锁定机构能够满足开锁和锁定动作要求.

文献[３５]运用分岔理论研究锁机构性能,分析了锁定机构部分构件对锁性能的影响,提出了优化解锁

力的一些结论,但计算复杂,不够直观.文献[６７]运用 CATIA 及 ANSYS对锁定机构进行运动学分析及

强度分析.文献[８９]借助 Adams进行运动仿真分析,并以开锁性能要求工况为输入进行锁作动筒性能分

析.ZhangJ[１０]基于LMSVirtualLab/Motion和 AMESim 软件,分别建立了不同制动方式下的起落架

紧急解锁系统和电驱动系统的动力学模型,实现联合仿真,对作动筒的各项性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证

明了该联合仿真方法的可靠性.以上研究从各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对起落架锁定机构进行了分析,但

更多的是分析静力学及运动学性能,没有对锁定机构的动力学行为进行分析.
本文建立了包括起落架收放机构、锁定机构及液压系统的前起落架收放系统动力学完整仿真模型,

采用联合仿真的方法充分分析锁定机构的动力学性能,并基于仿真模型分析了机械及液压因素对锁定机

构的影响,所得结果可对起落架下位锁设计及维修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自折式撑杆下位锁工作原理

１１　锁定机构功能及约束

撑杆下位锁的功能是将起落架缓冲支柱放下到位后锁定在展开位置,为缓冲器承受飞机重力静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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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时冲击载荷提供稳定的侧向支撑.起落架放下时锁定下位锁,起落架收起前解开下位锁.
考虑到收放系统收纳空间狭小的约束,前起落架下位锁采用自折式撑杆下位锁,安装在如图１所示的

撑杆机构的对折部位,不需要另外支出锁杆.结构组成如图１所示,主要由下撑杆、拨杆、长摇臂、短摇

臂、上撑杆、止动面、锁弹簧、锁作动筒组成,止动面提供支撑,下位锁作动筒提供开锁动力,所有轴

处均有装有轴套承受转动摩擦 (示意图中未标出).

１２　锁定机构运动分析

下位锁原理如图２ (a)所示,由下撑杆 (AB)、上撑杆 (CAF)、长摇臂 (BD)、短摇臂 (CD)组成

的四连杆机构作为锁定主体,拨杆 (CE)和短摇臂通过曲轴 (C点)和固定钉固连为一体.如图２(a),
当长摇臂和短摇臂运动至同一直线上时 (即长摇臂过曲轴时),曲轴为死点.

发挥锁定作用时,下位锁作动筒为最大伸长行程,通过下位锁的结构极限保证下撑杆不能逆时针转

动;上下撑杆止动面贴合,上撑杆、下撑杆之间呈反向折弯角１７８°,保证下撑杆不能顺时针转动,上下

撑杆保持展开状态,使缓冲器处于放下到位的锁定状态.
解锁时,下位锁作动筒在液压脉冲作用下收短,使得拨杆 短摇臂顺时针转动,带动长摇臂经过０８

mm 挠度摆过曲轴 (C点),四连杆机构解锁,此时下撑杆能够逆时针转动,如图２(b)所示.然后下撑

杆在收放作动筒作用下继续逆时针转动,实现上下撑杆弯折,缓冲器收起,示意图如图２(c)所示,此时

拨杆 短摇臂继续顺时针转动,下位锁开锁作动筒被动收短.直至长摇臂摆至上下撑杆主轴 (A点),下位

锁开锁作动筒被压缩至最短长度,如图２(d)所示.之后下撑杆继续逆时针转动,拨杆 短摇臂开始逆时

针转动,下位锁开锁作动筒开始伸长,直至缓冲器收起到位,上下撑杆实现最大弯折程度,如图２(e)
所示.

图１　自折式撑杆下位锁结构组成

１—下撑杆;２—拨杆;３—长摇臂;４—短摇臂;５—上撑杆;６—止动面;７—锁弹簧;８—锁作动筒

由上述分析可知,解锁时下位锁开锁作动筒需要先主动缩短,完成解锁后由收放作动筒提供下撑杆

的弯折动力,下位锁开锁作动筒开始被动受压收短,直至长摇臂摆到上下撑杆主轴时最短,之后下位锁

开锁作动筒开始随动伸长,最终完成上、下撑杆夹角由反向折弯１７８°弯折至锐角１５°实现缓冲器收起到

位,因此下位锁开锁作动筒是带随动回程的液压作动筒.
所以锁定机构开始解锁阶段不受收放机构影响能自我机动,而影响锁定机构运动的构件有锁作动筒

和锁弹簧,下面分析这两个构件在解锁过程的动力学行为.

２　下位锁及收放机构联合仿真建模

锁定机构是包含机、电、液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因此本文在 Adams中搭建三维样机模型,在

AMESim 中建立起落架收放液压系统模型,通过联合仿真接口实现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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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下位锁运动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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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起落架收放及锁定机构动力学模型

基于 Adams动力学仿真平台,保证结构惯性质量的前提下,简化起落架联动部件模型,添加相应的

运动副约束,施加气动力、摩擦力、惯性力等载荷,进而建立起收放及锁定机构的动力学模型,如图３
所示.

图３　起落架动力学样机

２２　收放液压系统模型

液压系统模型可分为三大模块:定量泵及蓄能器等元件组成的驱动模块,联合仿真模块及控制信号

组成的联合仿真控制模块,作动筒及节流孔组成的执行模块.在 AMESim 中建立了收放液压系统模型如

图４所示,主要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液压元件参数

液压元件 参数

电机 ５０００r/min

定量泵 ５０００r/min,２８０mL/r

蓄能器 ００５６L,１０５MPa

溢流阀 １１５MPa

背压阀 １MPa

节流孔１ ０３mm

节流孔２ ０４２mm

收放作动筒外内径及位移 D ＝３５mm,d ＝１７５mm,L ＝０１２５m

在收放过程中,液压系统的工作过程为:首先是收起运动,锁控制信号控制锁换向阀切换到右位,
锁换向阀PA通道和BT通道开启,节流孔控制流量来控制活塞运动速度,锁作动筒有杆腔压力大于无杆

腔压力,锁活塞杆收缩,完成解锁动作.收放控制信号也控制收放换向阀切换到右位,开启PA 通道和

BT通道,收放作动筒活塞杆收缩,起落架收起;放下过程中,锁换向阀处于中位,锁作动筒活塞的位移

随收放机构运动而运动,收放换向阀切换到右位,开启PB通道和 AT通道,收放作动筒活塞杆伸出,逐

渐放下到位,最后到位后锁定机构在锁定弹簧的作用下锁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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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液压系统仿真模型

１—油箱;２—电机;３—泵;４—单向阀;５—过滤器;６—蓄能器;７—安全阀;８—背压阀;９—收放控制信号;

１０—收放换向阀;１１—液压油;１２—节流孔１号;１３—节流孔２号;１４—收放作动筒;１５—锁控制信号;

１６—锁换向阀;１７—节流孔３号;１８—节流孔４号;１９—锁作动筒

３　锁定作动构件的影响

３１　锁作动筒

作为唯一能够发挥解锁作用的构件,锁作动筒重要性不言而喻.锁定机构各元件参数设定值如表１所

示,设定解锁时间不超过０５s,０５s后锁作动筒卸荷,锁定机构随收放机构运动.

联合仿真结果如图５所示,实线代表锁作动筒位移,虚线代表收放作动筒位移,从图中可知,锁定机

构在０２s完成解锁,此时收放作动筒开始收起.而锁作动筒的位移变化为先收缩,在２s左右收缩到极

限位置后,开始随收放作动筒伸长,直至收起结束.可以看出,仿真结果与机构运动分析一致,校验了

仿真模型的准确性.

３２　锁弹簧

YinY等人[１１]分析关键参数对锁定机构的影响表明,弹簧参数不会影响临界解锁偏心角,但会影响

临界解锁力.

锁弹簧在解锁时受到压缩产生阻碍解锁的弹力,又需要弹簧能有一定的力来保持锁接头和滑轮接触,

因此弹簧需要具有合适的弹性系数,过大则需要很大的解锁力,过小则不能很好地锁定,因此需要对不

同弹性系数进行仿真,分析不同弹性系数的弹簧对锁定机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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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锁定机构位移

本文所研究的起落架锁弹簧弹性系数在设计时为１７N/mm,以其为对照进行仿真,以解锁时间为指

标,具体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a)中,实线１为收放作动筒在安装弹簧系数为１７N/mm 弹簧的锁定机构的收起位移,实线２、

虚线、点划线依次代表无弹簧、标准１７N/mm 弹簧、５０N/mm 弹簧的解锁过程中锁作动筒的位移.

图６　不同弹性系数的锁弹簧

从图中可以看出,无弹簧时解锁最快,弹簧弹性系数越大,解锁时间越久;但弹性系数越大,如图６
(b)中所示,则解锁所需要的解锁力越大,意味着保持锁定状态愈好.因此,具体物理样机装配时根据

需要进行选择,如果在着陆滑跑阶段地面环境恶劣,冲击载荷大,则选择弹性系数大的弹簧,反之选择

较小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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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液压因素对锁定性能的影响

起落架收放过程中出现故障现象为解锁时失败或解锁时间过长,解锁后起落架收放过程缓慢,起落

架收放时间延长.从起落架液压系统换向阀下游管路分析引起这些故障现象的原因包括:起落架收放作

动筒的泄漏、锁作动筒泄漏、起落架选择阀故障及选择阀下游管路或其他辅助元件的故障.从液压源部

分分析,引起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液压泵的泄漏,导致系统供压及流量不足;液压油受到污染,液

压油滤在长期工作中发生堵塞,使得单位时间内通过油滤的流量减少;油箱油量不足,没有足够的流量

供给到系统中去[１２].
因此,本文在联合仿真模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节流孔堵塞、液压缸泄漏及液压油含气这三个液压因

素对锁定性能的影响.

４１　节流孔

节流孔作为一条油路中最窄的元件,极容易卡纳杂质,使得孔径减少甚至堵塞,因此分析油路中所

能允许的最小节流孔径来作为维修检查标准十分重要.以原理样机设计阶段采用孔径０４mm 的节流孔为

对照,对比０１５/０３/０６mm 孔径下锁定机构的性能.仿真结果如图７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当节流

孔径减小到０１５mm 时锁作动筒位移恒定,机构无法解锁;当节流孔径大于０３mm,则锁作动筒正常

解锁,区别在于孔径越大,解锁速度越快.即孔径越大,解锁时间越小,而孔径越小,则时间越长甚至

无法解锁.

图７　不同孔径下的锁作动筒位移

因此,起落架收放液压系统在安装使用及维护时应注意清理油液中混入的杂质,避免管路中各元件

尤其是节流孔径的堵塞.

４２　液压缸泄漏

液压缸的密封故障导致油液泄漏是液压系统中最常见的问题[１３].以标准工况下无泄漏的状态为对照,

分别设置泄漏系数为００５/L (minbar)－１、０１/L (minbar)－１的液压缸 (作动筒)进行仿真对

比分析,仿真结果如图８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泄漏量在００５/L (minbar)－１时,轻微的泄漏对

锁作动筒的解锁性能影响不大,但当泄漏量增大至０１L/min/bar后,锁作动筒将无法实现解锁,起落架

无法收起.
因此,在液压缸的安装使用及维护时,要对密封元件及关键密封位置定时检查,及时更换损坏的密

封元件.

４３　液压油含气

液压油的含气量会引起液压油可压缩性的改变,在相同压力下液压油的压缩性不同会导致油液中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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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泄漏下的锁作动筒位移

力响应速度不同,使得执行元件运动速度不均匀,产生爬行乃至振动现象[１４],从而影响锁定机构的性能.
通过对比分析含气量分别为０１％、０３％、０５％、０７％的液压系统,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标准

收放过程中油液含气量为０１％,此时解锁到位,在含气量增大时,系统解锁速度逐渐减慢,当增大到

０７％时,甚至会出现解锁不成功的问题,因此在使用维护时,应及时排除管路中油液混入的空气.

图９　不同含气量下的锁作动筒位移

５　结　论

为满足某临近空间飞行器起落架收放空间狭小的约束条件,采用自折式撑杆锁定机构实现前起落架

的锁定及解锁.本文通过对该锁定机构的组成及工作原理的分析,利用 Adams和 AMESim 软件建立起落

架收放系统的完整动力学模型,仿真起落架正常收放过程.在满足收放指标的基础上,研究机械及液压

因素对锁定机构解锁性能的影响,有以下结论:

１)本文所分析的锁定机构能够满足正常锁定及解锁要求.

２)锁弹簧通过影响解锁力来影响锁定机构解锁性能,弹簧弹性系数越大,所需解锁时间越长,解锁

力越大,同时意味着维持锁定状态越好,更适应恶劣的着陆环境.

３)该型起落架节流孔堵塞致使孔径减小到０１５mm 及以下、油液含气量达到０７％以上、液压缸泄

漏量超过０１/L (minbar)－１等问题出现时,系统将无法解锁,锁定机构性能达不到要求,因此在维

修检查时,应及时排除油液杂质及空气,定期更换密封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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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articleintroducesthecompositionand motionanalysisoftheself foldingstrut
downlock,thenadoptsamethodofAdamsandAMESimsoftwareco simulationtoanalyzethedynamic

performanceoftheunlockingprocessofaNear SpaceVehiclelandinggearsdownlock,andtheunlocking
displacement,unlockingtimeandotherperformanceparametersareobtainedBasedonthemodel,the
influenceofmechanicalandhydrulicfactorsonthelockingperformanceisanalyzedThesimulationresults
showthatthelockingspringisthe mainfactoerthataffectstheunlockingtimeandtheunlocking
forceDifferentlandingbufferenvironmentsrequiretheselectionofalockingspringthatdoesnotallowthe
springrateVariousfactorshaveagreatinfluenceonthelockingmechanism,whichseriouslyleadsto
unsuccessfulunlockingandlandinggearcannotberetractedTheconfigurationofthelockingmechanism
andthesimulationresultscanprovideacertainreferenceforthedesignoptimization,reliabilityevaluation
andmaintenanceofthelandinggearretractingandlockingmechanismoftheadjacentspac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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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概念轨道发射系统运载系数的评估

万　利

毛猴空间快递工作室

摘　要　SAAOPL[１]是一种具有实现发射场与轨道之间低成本、高可靠和短周期双向交通前景的新

概念轨道发射系统.本文以人类曾经使用过的航空航天飞行器作为参照,结合弹道模拟,对这一系统辅

助单级入轨方案的运载系数进行了初步的评估,发现这一系统单级入轨的有翼飞行器在全回收复用、直

接返回发射场的情形下,飞行器自身的理论运载系数可以达到３７７％,高于在Starlinkv１０发射任务中,

采用一级回收复用、海上船降的Falcon９v１２的２７６％,接近于一次性使用的Falcon９v１２的理论运载

系数３９９％.
关键词　可重复使用发射系统;空射飞行器;辅助单级入轨;高度提升的水平起飞水平降落

０　引　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工业生产大致经历了摆脱对肌肉力量的依赖开始使用机器等制造方式、摆

脱对燃烧的依赖开始使用电力等能源,以及摆脱对大脑的依赖开始使用电位等各种物理状态高效地储存

和处理信息,即三次基础性的飞跃.不同于对近地空间空旷的直观认知,地球轨道拥有与地表难以获得

的长期稳定的微重力、超高真空和位置等环境资源.如果能将这些资源规模开发并应用于工业生产中,

将会使得工业生产活动摆脱地表的重力、大气和高度等环境依赖或限制,从二维地表的 ‘面空间’扩展

到宇宙三维的 ‘体空间’,从而进入到第四次基础性的飞跃.

２０世纪阿波罗登月前后,人类逐步认知到地球轨道空间稳定的微重力、超高真空和位置等环境资源

对于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潜在价值[２６],以及未来对人类文明伴随产业升级走出自己的摇篮,成为一个

空间文明的意义,但对地球轨道环境资源的规模开发和应用,需要投入使用的穿行于地表和地球轨道之

间的交通工具,能够像车辆、船舶和飞机一样廉价、快捷而且可靠.半个世纪以来,主要航天大国投入

了大量资源用于地面与轨道之间物资流动和人员流动的交通方案的研发,但是受限于客观物理规律、技

术发展水平和思维管理模式,至今为止,仍未达成目标.其中以美国为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航天飞机[７]

和９０年代以X ３３[８]为代表的可重复使用发射系统的开发力,都未能实现在上行段相比较于一次性使用

的运载火箭,大幅地降低运输成本、缩短发射周期和提升可靠性.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技术的进步

和新思维管理模式的引入,航天工业的生态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使得解决地面和轨道之间的交通

瓶颈,进而规模化开发地球轨道环境资源,促进产业发展的第四次基础性升级,再度显露出曙光.

本文所评估的发射系统[１]是基于现今技术水平,借鉴空中发射 (AirLaunch)概念所设计的一种新的

地面发射场与地球轨道之间的双向物资流动和人员流动的交通解决方案.不同于航天飞机和 X ３３所采

用垂直起飞水平降落的回收复用路线,该方案采用高度提升后的水平起飞水平降落 (Elevated HTHL)
的复用路线,避免高速有翼飞行器在大气稠密和气象活动活跃区域飞行所带来的气动压力、阻力、热负

载和振动,降低飞行器的结构质量和弹道系数,进而降低飞行器高速再入过程中的热负载和峰值温度,

提升效率并且规避哥伦比亚号事故[９]中的系统风险.该方案亦不同于正在研发中的Starship[１０],方案设计

在追求全复用的同时,着眼于减少发动机数量和启动次数、缩短发动机工作时间、改善发动机外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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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及兼容发动机在关键时段的故障,以降低复用过程中的维护工作量和缩短任务周期,提升系统整

体的可靠性.

１　发射系统和弹道模拟

１１　系统组成

采用辅助单极入轨 (Assisted SSTO)方案的 SAAOPL 轨道发射系统,主要由超高空发射平台

(StratosphericLaunchPlatform,SLP)和平流层高空发射 的 有 翼 飞 行 器 (Stratospheric Launched
Shuttle,SLS)两部分所组成[１],外加地面辅助设施.系统设计中,只有超高空发射的有翼飞行器SLS
(如图１所示)单体加速高速飞经大气层,规避了航天飞机设计中,并联组合体加速高速飞经大气层时各

个单体之间相对复杂的受力传导和气流影响,导致局部出现问题后相互影响放大的风险 (挑战者号事

故[１１]固体推进器燃气泄漏烧穿外置燃料箱的液氢箱,哥伦比亚号事故[９]外置燃料箱的保温材料脱落后撞

击轨道器隔热层).有翼飞行器自身主要采用低温火箭发动机提供推力,并不涉及新概念发动机的研制,
这不同于X ３３[８]需要 AerospikeEngine的配套,或是Skylon[１２]需要研制SABRE新概念双模式发动机.
有翼飞行器在发射平台的辅助下,可以实现从平台升空开始飞行轨迹绕地球一周,大约４个小时直接返回

发射场着陆回收[１].

图１　有翼飞行器 (SLS)示意图

１２　弹道模拟

用于弹道计算[１３１４]的有翼飞行器SLS的模型,采用单台２００t级液氢液氧低温火箭发动机SSME的

相关参数[１５]作为发动机模型,气动模型则参考航天飞机轨道器相关从低速到轨道速度区间的气动

参数[１６].

如表１上升段的飞行时序所示,有翼飞行器从赤道上空２２３km 的高度以初始速度０、初始全重

２２０t,从超高空浮空器平台发射,在限制最大加速度为３倍重力加速度 (３g )的情况下,最终３２３t的

总质量进入３００８km 高的圆形轨道.主动上升段飞行弹道的最低点为１８８km,这不仅全程规避了大气

最稠密的部分,同时避免了飞行器高速飞经气象活动活跃的对流层和剪切风多发的区域[１７].飞行器在３g
加速度限制下发动机的工作时长,约为航天飞机轨道器主发动机SSME工作时长的８０％,发动机推力变

化的区间为SSME的４２６％到１０９％,发动机全程工作的环境气压为海平面标准气压１０％以下的高空,
且没有起飞阶段因地面声波反射所带来的振动.

表１　单级入轨的SLS在上升段的飞行时序

时间/s 速度/(m/s) 质量/t 高度/km

０ ０ ２２０ ２２３

最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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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s 速度/(m/s) 质量/t 高度/km

５５３ ４２８９ １９１６ １８８

３g 加速度限制

２７７４ ３７０７７ ７７５ ６９０

主发动机关机

４０６１ ７３７７１ ３３０ １１４４

轨道插入

１８４３９ ７１４１９ ３３０ ３００８

７２４０３ ３２３ ３００８

２　干重和运载系数评估

２１　干重评估

因在作者知识范围内,之前并未存在过与新发射系统的有翼飞行器 (SLS)采用类似飞行包线且特点

一致的航空航天飞行器,本文选取了SR ７１A[１８１９]、航天飞机的轨道器Orbiter[７,１６]和DeltaⅣ Medium＋
(５,４)的芯一级[２０]三种不同的飞行器作为参照,来综合评估在已经存在的技术条件之下,有翼飞行器采

用在弹道模拟中所选择的尺寸、气动外形和发动机模型,所能达到的最小干重.
如表２各飞行器的参数对比所示,相比较于航天飞机轨道器,新系统中的有翼飞行器并无密封加压驾

驶舱,发动机总质量和总推力均只有三分之一,质心位于发动机的推力矢量方向且与发动机临近,这不

同于航天飞机在加速时其质心远离轨道器发动机且在轨道器机体之外.同时,有翼飞行器在飞行中所经

历的最大动压 (qmax),约为航天飞机飞行最大动压的６４１％.有翼飞行器的这些特点,可以使其比航天

飞机轨道器省去大量结构上的干重.

表２　航空航天飞行器参数对比

单位 SLS SR ７１A Orbiter DeltaⅣ Booster

长度 m ３５ ３２７ ３７２ ４０８

翼展 m １８ １６９ ２３８

机体宽度 m ６２ ６９ ５１

载人驾驶舱 无 有 有 无

主发动机总质量 t ３４ ~５４ １０２ ６７５

发动机与质心 临近 较远 较远

质心与推力矢量 共线 非共线 机体外共线 不完全共线

主发动机总推力 kN ２２７９ ３０２５ ６８３７ ８５５６

滑跑起飞质量 t ６３５

滑跑降落质量 t ~３０ １０４３３

qmax kPa ２２１３ ＞３２８４ ３４５

再入段弹道系数 t/m２ ００９５ ０４３５

机腹中部峰值温度 ℃ ＜４２４ ５２１ ７６０

空重 t ２４ ２５６ ７８７ ２６４

　　注:表格中空白点为研究对象无此特征或数据缺失.

有翼飞行器及所携带下行载荷再入大气层的总质量约为３０t,气动参数与航天飞机轨道器接近,弹道

系数约为航天飞机轨道器的２２％.航天飞机轨道器机腹中部位置的峰值温度约为７６０℃[２１],依此作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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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２２],有翼飞行器机腹在再入过程中的峰值温度的上限约为４２４℃,低于SR ７１A高速飞行时机腹中

部的温度[１９].这意味着,有翼飞行器在采用局部的热防护和一定的主动防护措施之外,本体使用类似

SR ７１A 制造用的金属材料,就可以满足飞行器返回再入过程中的热防护要求,这可以降低热防护相关

的维护工作量,缩短发射任务周期,提高发射任务频率,省去航天飞机轨道器外表面厚实、笨重而且脆

弱的隔热层,从根本上规避哥伦比亚号事故中的系统风险[９].

通过上文的计算,有翼飞行器有着更接近于SR ７１A的热环境,从一定意义更适合以SR ７１A的结

构干重作为参照 (如表２所示)评估其干重.相比较于SR ７１A,用于弹道计算的有翼飞行器的模型尺

寸更大,但无驾驶舱,起落架只用考虑低重低速着陆的状况,机体结构可以更为简单.有翼飞行器的发

动机推力大于SR ７１A,但是其质心位于发动机推力的矢量方向且与发动机临近,发动机的质量也比

SR ７１A 低约２t.考虑到有翼飞行器飞行的最大动压,仅为SR ７１A 飞行所能承受最大动压的下限

３２８４kPa[１８]的６７％.因此,有翼飞行器模型,如果以现有的技术水平予以实现,其干重可能会接近

２４t.
有翼飞行器结构上接近于低温液体火箭的一级外加机翼和简易着陆系统,这可以使用 Delta Ⅳ

Medium＋ (５,４)芯一级[２０]的相关参数进一步参照.如表２所示,DeltaⅣbooster的长度大于有翼飞行

器,发动机质量多３３５t,结构所承受的总推力为有翼飞行器 (SLS)的４倍 (考虑芯一级外四个固体助

推器的推力),发动机与质心距离远且并不完全位于发动机推力的矢量方向上 (考虑外部固体助推器),
有翼飞行器接近２４t的干重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存在实现的可能.

２２　运载系数的计算

如果以上述２４t作为有翼飞行器 (SLS)的干重,计算其运载系数,在不考虑离轨的燃料消耗的情况

下,２２０t总质量的有翼飞行器可以送入３００８km×３００８km 轨道的载荷总质量为８３t,运载系数为

３７７％,高于在 Starlinkv１０ 发 射 任 务 中,采 用 一 级 回 收 复 用、海 上 船 降 的 Falcon９v１２ 的

２７６％[２３,２４],接近于一次性使用的Falcon９v１２的理论运载系数３９９％[２３].

３　速度增量损耗的分析

不同于一般以亚声速飞机发射火箭为代表的空中发射 (AirLaunch)系统,本文研究的新发射系统其

发射平台 (SLP)所提供的速度接近为零.如上文评估,有翼飞行器 (SLS)在单级入轨和全复用的情况

下,依然可以实现接近于一次性火箭的运载效率,考虑到有翼飞行器的初始速度接近为零,所以本文对

系统速度增量delta v 的损耗Δvloss ,即采用火箭发动机推进的飞行器所获得实际速度增量Δvreal相比于

将发动机真空比冲和考虑载荷质量后的干质比代入齐奥尔科夫斯基方程所计算的理想方程速度增量Δvideal

之间的差值,进行了对比分析.

Δvloss＝Δvideal－Δvreal

＝Δvsteering＋Δvaerodynamic＋Δvgravity＋Δvthrust

(１)

如式 (１)所示,速度增量的损耗Δvloss ,主要由因存在推力与速度矢量方向不一致 Δvsteering 、气动

阻力Δvaerodynamic 、重力 Δvgravity 和环境气压对发动机的影响 Δvthrust 所带来的速度增量损耗四项之和所

构成.
如表３所示,Falcon９v１２在Iridium Next１发射任务中[２５],以海平面推重比１２５,不进行发动机

变推力的情况下,一级关机时的delta v的损耗Δvloss约为１８４７km/s.在有翼飞行器的弹道模拟中,飞

行到达同样高度的delta v 的损耗仅为０９４３km/s.有翼飞行器以只有前者６８８％的海平面推重比,通

过超高空平台和有翼飞行器结合,速度增量损耗的减少达到了三个马赫数.即使考虑到数据可能的误差,
相对于一次性使用火箭,速度增量损耗的显著降低,也部分解释了SAAOPL系统中完全回收复用的采用

单级入轨的有翼飞行器,其运载效率能够比拟一次性使用的多级火箭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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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速度增量损耗的比较

起飞 关机

质量/t 高度/km
海平面/
推重比

质量/t qmax/kPa 高度/km
速度/
(km/s)

方程速度/
(km/s)

Δv损耗/
(km/s)

Falcon９
FT 一级

５５７６５ ０ １２５ １６１１２ ３０６２ ６７５ １９４ ３７８７ １８４７

SLS ２２０ ２２３ ０８６ ７９１ ２２１３ ６７５ ３５９ ４５３７ ０９４３

４　结　论

空中发射因现今主要采用亚声速飞机作为平台所带来限制、复杂度和干重的增加,以及有限的运载

能力提升,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并不是很有前景的发展方向[２６],但经本文的模拟分析可以发现,在同样采

用空中发射的SAAOPL系统中,通过使用低速超高空发射平台发射有翼飞行器,飞行器可以拥有更低的

弹道系数,进而降低飞行器以轨道速度再入过程中的单位面积热负载和峰值温度,降低相应的热防护系

统的干重,使之更便于维护且更可靠.同时,超高空发射平台发射使得有翼飞行器发动机的数量和启动

次数可以更少、工作时间更短、外部工作环境也更为优异,也给飞行器的快速重复使用带来便捷.尽管

增加机翼带来干重的增加,平台也并不提供初始速度增量,但是两者结合可以显著降低飞行器爬升和加

速过程中因存在推力与速度矢量方向不一致、重力、空气阻力和环境气压对发动机的影响所带来的速度

增量的损失,使得飞行器在自身从轨道全回收复用、携带下行载荷直接返回发射场的情形下,依然可以

达到与一次性使用的多级火箭接近的上行载荷运载效率.新发射系统的这一系列特征,为实现发射场和

轨道之间低成本、高可靠和短任务周期的物流和人员流动,进而规模化开发地球轨道环境资源,促进产

业发展的基础性升级,给出了理论上具备可行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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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CoefficientofaReusableLaunchSystem
WANLi

MonkeySpaceExpressStudio

　　Abstract　SAAOPL[１]isanovellaunchsystemthatownsthepromisingtorealizelowcost,high
reliability,andshortmissioncyclelaunch site to orbittwo waytransportationThispaperhas
employedthepastandpresentaerospacesystemsasthereferenceandcombinedtrajectorysimulationto
investigatethenew launchsystemspayloadefficiencyAstheinvestigationillustrates,thepayload
coefficientofthenewfullyreusableandlaunch site landingSSTOvehiclereaches３７７％,whichis
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epartiallyreusableandsea landingFalcon９v１２ (２７６％)intheStarlink
v１０launchmissionandapproachestheexpendableFalcon９v１２(３９９％)

Keywords　Reusablelaunchvehicle;Airlaunch;Assisted SSTO;Elevated HT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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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机构技术发展研究

刘观日１　张宏剑１　于　兵１　李元恒１,２

１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２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摘　要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人类获得低成本、常态化进入空间能力的重要途径,而火箭机构技

术是保证其可重复使用性能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介绍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所使用的主要机构技术,并

对气动机构、着陆缓冲机构及锁定/分离/作动机构的原理、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之后又论述了重复

运载火箭机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对典型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机构进行了说明.最后,本文对重复

使用运载火箭机构技术的难点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并给出结论.

关键词　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气动机构;着陆缓冲机构;锁定/分离/作动机构

０　引　言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当今航天运载器发展的一个新的热点方向,因为其可重复利用的特点,使航

天发射成本大大降低.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成功开始,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开始

了其研究进程.但由于航天飞机存在发射成本高、维修周期长的问题,使其最终被淘汰.近年来,运载

火箭的可重复使用技术成为各国航天的重点研究对象[１].２０１５年至今,美国私人航天企业蓝色起源

(BlueOrigin)公司和太空探索 (SpaceX)公司先后发射 NewShepard火箭和Falcon９火箭且均成功实现

了对火箭一子级的可控垂直回收和重复使用[２],这也为部分重复使用运载器的发展揭示了一条可行的前进

道路.
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包括: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技术;再入导航、制导与控制技术;回收机构

设计技术;热防护技术等[３].重复使用火箭的结构设计较常规一次性使用运载火箭增加了气动控制机构和

着陆缓冲机构这两类回收机构来实现火箭的可控返回和垂直软着陆.气动控制机构用于火箭再入过程中

对火箭的俯仰、滚转和偏航进行控制,将火箭的轨迹和姿态控制在设计范围内,并兼具一定的减速效果.
着陆缓冲机构是为了降低火箭着陆时的冲击和过载,保护箭体结构并对火箭提供支撑.除了气动控制机

构和着陆缓冲机构这两大类机构之外,还需要对锁定/分离/作动机构进行研究,在气动控制机构/着陆缓

冲机构的折叠展开过程、运动过程中均需要锁定/分离/作动机构提供约束边界、动力源、阻尼力等.由

此可见,可重复运载器的机构设计将对火箭回收着陆过程的姿态控制、稳定性等产生重要作用.

１　重复使用运载器机构基本类型

１１　气动机构

气动控制机构是提高箭体稳定性和实现箭体姿态控制的有效途径,在重复使用火箭再入返回过程中,

可以利用气动控制机构操纵面产生空气动力形成控制力和力矩[４],对火箭的轨迹和姿态进行控制.重复使

用火箭上使用的气动控制机构主要有单面翼空气舵、扰流板、减速板、扩张裙、扇形翼和栅格舵等.各

类气动控制机构都已经在实践中验证了其实用性,主要特点和性能对比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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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气动控制机构方案对比

特点 单面翼 扰流板/减速板 扩张裙 扇形翼 栅格舵

结构复杂度 结构成熟、简单 结构成熟、简单 结构复杂 结构复杂程度中等 结构复杂程度中等

外形尺寸 较大 大 较小 中等 小

减速能力 弱 强 强 弱 强

提高箭体稳定性的能力 中等 中等 强 中等 强

对轨迹和姿态的控制能力 中等 弱 弱 弱 强

其中,扩张裙、扇形翼和减速板能够有效提高箭体稳定性并起到一定减速作用,但无法实现对箭体

姿态的有效控制;扰流板和单面翼空气舵能够为箭体提供机动能力,但体积和重量较大.
栅格舵的特点使其适合在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上应用:１)栅格舵展向长度较小且便于折叠,折叠后可

以紧贴箭体并利用气动力产生的主动力矩展开;２)栅格舵的翼弦很短,压心在很宽的马赫数和攻角范围

内得以保持稳定,铰链力矩小,作为舵面时伺服机构功率需求小、传动机构质量小;３)在较大攻角和马

赫数范围内均具有较好的升力特性,尤其是较高马赫数时升力显著高于展长相同的单面翼,且其阻力系

数高这一缺点在运载火箭再入过程中反而可以调节箭体压心来提高飞行稳定性,并起到一定的减速作

用[５];４)强度高,刚度高.栅格舵的最大气动载荷作用面与结构的最大刚度面重合且结构有效高度较大,

所以结构重量较轻.
气动机构所需研究的动力学问题主要包括:气动控制面从收拢到展开状态的展开动力学问题以及气

动控制面在传动机构和伺服系统作用下产生偏转的含间隙机构动力学及动力学耦合问题.展开过程需要

利用展开阻尼器降低展开到位时的角速度和冲击,目前国内外对航天展开阻尼器的研究多用于太阳能帆

板和空间折展天线等机构.空气舵面需在作动器驱动下按控制系统发出的指令进行作动以改变舵偏角从

而改变气动力,而承担此过程传动作用的传动机构是典型的含间隙机构,在运动副间隙对机构动力学特

性的影响[６７]研究方面,大量理论和实验研究主要针对一些简单机构,对含间隙传动机构传动精度和反应

迟滞方面的针对性研究较少.由惯性负载、气动负载、摩擦、间隙等因素引起的运动传递过程幅值放大/
衰减和相位滞后问题会严重干扰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１２　着陆缓冲机构

为实现运载火箭重复使用,火箭返回着陆必须采取软着陆形式,以降低着陆过程中较大冲击对箭体

结构及发动机等零部件的损坏.常见软着陆方式有降落伞着陆、缓冲气囊着陆、缓冲机构着陆及以上几

种组合.常用软着陆支撑有气囊式和着陆支腿式两类.缓冲气囊吸能效果好但着陆后反弹次数多、姿态

不易控制,适合于着陆速度大、自身体积小、对着陆姿态没有严格要求的情况,不适用于运载火箭回收.
着陆缓冲机构可以通过内部缓冲器来吸收能量,着陆姿态稳定且可以避免着陆后的反弹,适合着陆

速度小但自身体积较大且对着陆姿态有严格要求的情况,运载火箭回收即属于此类情况.着陆缓冲机构

技术需满足的使用要求包括:１)由于火箭发射时空间限制和飞行时气动外形的要求,着陆缓冲机构应具

备收拢与展开的功能;２)火箭着陆时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着陆缓冲机构应能够吸收着陆过程中的碰撞能

量,减小火箭箭体所受冲击和过载;３)着陆过程中火箭不仅有竖直方向速度,还存在水平方向速度与箭

体倾角,因此着陆缓冲机构还需保证着陆过程中箭体的稳定;４)由于着陆过程中需利用发动机反推制

动,着陆缓冲机构设计还需考虑其工作时的热环境.
着陆缓冲机构不仅能减缓运载火箭返回着陆冲击过载,还能提高运载火箭着陆支撑整体稳定性.着

陆支撑机构主要有倒三角形式和悬臂形式两种构型,如图１所示.倒三角架式结构的受力情况比较简单,
适用于集中载荷作用的情况,着陆腿张开的角度比较大,不利于承受较大垂向力,对着陆地形的适应能

力较差,因此,倒三角结构适合小质量的火箭的回收着陆.悬臂式着陆腿的结构相对复杂,着陆腿重量

轻,缓冲可靠性高,悬臂式着陆机构使着陆器的重心下降,具有更好的着陆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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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着陆支架的构型

着陆机构支柱内安装的缓冲器形式多种多样,依据缓冲原理的不同,主要有铝蜂窝缓冲器、机械式

缓冲器、液压式缓冲器、磁流变液缓冲器等.

１)铝蜂窝缓冲器.着陆腿支柱内填充有铝蜂窝材料,依靠铝蜂窝受压后的塑性变形缓冲冲击能量.
铝蜂窝缓冲器具有强度高、质量小、变形量大、耐热性能好、抗腐蚀性强、工作可靠性高的优点,其缺

点是阻尼是一个未知变化的量,缓冲力不确定且不容易被控制,压缩后不能够恢复变形.迄今为止,大

多数腿式着陆机构都采用了铝蜂窝材料.

２)机械式缓冲器.机械式缓冲器具有如下优点:结构简单,对环境温度等因素的适应性好.JooLee
等研究设计了一种弹簧 齿轮缓冲器,这种缓冲器具有可以抵抗高强度的冲击、压缩变形能够修复、可以

多次使用的特点.

３)液压式缓冲器.液压式缓冲器依靠液压油通过细小孔隙产生阻尼来吸收和耗散碰撞产生的巨大能

量.液压缓冲器的优点是阻尼性能好、缓冲过程平稳可靠、不易反弹、工作效率高、可以长时间多次使

用.着陆后,着陆机构可以通过缓冲器的变形恢复重新调整火箭的姿态.但若采用液压缓冲器,需要做

好液压油的密封和温度控制工作.

４)磁流变液缓冲器.这种缓冲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控制电磁场的变化来改变磁流变液的粘度,从而

改变缓冲器的阻尼系数,以达到理想的缓冲效果.磁流变液缓冲器具有压缩变形可以恢复、工作安全可

靠、缓冲力可控性强等优点.由于这种缓冲器的体积小、重量轻,在航空航天领域中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１３　锁定/分离/作动机构

除了气动控制机构和着陆缓冲机构这两大类机构之外,还需要对锁定/分离/作动机构进行研究,在

气动控制机构/着陆缓冲机构的折叠展开过程、运动过程中均需要锁定/分离/作动机构提供约束边界、动

力源、阻尼力等.例如,在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再入返回过程中,气动控制机构中的折叠气动面在展开前

需要可靠锁定并在需要展开时可靠解锁.锁定分离机构按照动力源可以分为火工和非火工装置.
传统运载火箭均采用火工分离系统实现各部段之间的连接与分离.火工分离系统中使用了大量的火

工品及火工分离装置,由于火工药剂的固有特点,导致火工分离系统无法满足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分

离需求.主要体现在:a)由于火工药剂一次性使用的特点,导致火工品及火工分离装置无法重复使用;

b)由于火工药剂能量密度集中,导致火工分离装置工作产生的分离冲击很高,且容易产生高速运动的碎

片,分离火箭还会产生严重的烧蚀问题等,这些问题造成被分离的火箭部段结构受损严重,不能满足重

复使用的要求.
近几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电驱动分离装置采用电机、电磁铁或记忆合金作为驱动 (触发)元件,实

现分离装置的连接与解锁.具有低冲击、可检可测、可重复使用的优势.但由于用于分离装置的电机、
电磁铁和记忆合金的能量密度小,不能提供较高的作动力,目前电驱动分离装置仅用于实现连接解锁功

能,主要用于有效载荷分离,不能用于提供分离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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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展的冷气分离系统采用高压冷气作为分离系统的驱动能源,不仅具有电驱动分离装置具备

的低冲击、可检可测、可重复使用的优点,而且由于冷气驱动源可提供的能量密度更高,不仅能够驱动

分离装置解锁,也能够为分离提供较大分离冲量,能够满足连接、解锁和分离功能.因此可以满足可重

复使用运载火箭对分离系统提出的新要求.

２　重复使用运载器机构研究现状

２１　栅格舵机构研究现状

栅格舵[８]是在有限翼展上由很多翼元组成的升力系统,主要分为框架式和蜂窝式,蜂窝式又分为正置

和斜置两种.目前得到最广泛应用的是栅格壁与边框成４５°角的蜂窝式栅格舵.
美国SpaceX公司研制的 “猎鹰９”是世界上首个将栅格舵用于一子级回收和再入姿态控制的运载火

箭,其实物图如图２所示.“猎鹰９”火箭级间段上的四片栅格舵在起飞时折叠紧贴箭体表面,再入时展

开并能够在液压伺服机构和传动机构的作用下转动,产生气动力控制滚转、俯仰和偏航,以实现火箭在

回收平台上的精确降落.

图２　猎鹰９火箭的栅格舵

国内对栅格舵的研究也比较早.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搭载了栅格舵系统的CZ ２CY３７火箭成功完成

了中国首次火箭子级残骸落区精确控制,使用的是铸造工艺的钛合金栅格舵[９].

图３　CZ ２CY３７火箭的铸造钛合金栅格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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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二号F火箭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上专门配备了保障航天员安全的故障检测

处理系统和逃逸系统[１０].逃逸飞行器是一个无控飞行器,根据逃逸飞行器气动特性,为了保证飞行器在

整个逃逸飞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姿态,在逃逸飞行器底部四周设置了４块稳定栅格翼,如图４所示.该栅格

翼在火箭正常飞行状态下收靠在整流罩周围,一旦逃逸,４块栅格翼与整流罩的连接爆炸螺栓起爆解锁,
栅格翼在弹簧推杆、气动力及过载惯性力的作用下迅速展开.

图４　长征二号F火箭逃逸系统上的栅格翼

２２　着陆缓冲机构研究现状

国外已具备重复使用火箭垂直返回着陆缓冲机构相关技术.第一个实现软着陆的腿式着陆器是勘测

者１号月球探测器.勘测者１号着陆器由薄壁铝管组成三角形框架基体,如图５所示,框架上提供了软着

陆机构的安装位置和接口.勘测者１号着陆机构由３个均布的着陆腿组成,着陆腿采用 “倒三角”的结

构.每个着陆腿包含主支柱、两个辅助支柱及足垫,其中主支柱含有缓冲器.发射时,着陆腿向上收拢;
入轨后,着陆腿上的锁紧机构释放,着陆腿展开,着陆腿完全展开后着陆足垫距三角架中心的距离为

４３m.着陆过程中,主支柱受压变短,依靠液压缓冲器吸收能量实现缓冲着陆,液压缓冲器还具有弹性

恢复功能,能够再次伸长到期望的长度,使探测器获得期望的姿态.

图５　勘测者１号月球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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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n９火箭一子级携带着陆腿,在级间分离后着陆腿展开实现火箭的软着陆.该着陆腿为４腿倒三

角式构型,由碳纤维制成,２５英尺 (约７６２m)高,图６为其着陆腿实物图.

图６　Falcon９火箭的着陆腿

国内对于软着陆腿式着陆器的研究起步较晚,哈尔滨工业大学宇航空间机构及控制中心目前已研制

出了微小型星球着陆器[１１]和四腿大型着陆器样机.微小型星球着陆器为三腿式倒三角构型,具有３个主

着陆腿和６个辅助着陆腿,着陆腿内部均装有弹簧、金属橡胶或铝蜂窝等缓冲材料,为不可展开收拢的固

定式结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了月球着陆器的相关技术研究.陈金宝等[１２]采用非线性有限元方法建

立了探测器软着陆的动力学模型,研究了探测器中心体变形、月壤变形和探测器着陆腿压缩、弯曲变形

对着陆性能的影响.岳帅等[１３]针对临近空间载人舱着陆过程,提出了一种双腔式油气组合缓冲机构,并

开展了系列动力学建模与试验研究.

长征八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采用垂直着陆关键技术,并利用集束式回收方案,即助推器和芯一级不

分离一并回收,为长征火箭的重复使用进行关键技术的演示验证[１４].该火箭选择采用４套对称分布的倒

三角式着陆腿设计,每个着陆支腿由一根主腿和两个副腿组成.

２３　冷气分离系统机构研究现状

随着SpaceX等商业火箭公司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发展,冷气分离系统已完成了多次飞行试验,具有

很高的成熟度.国外以SpaceX公司的Falcon９/FalconH 为代表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已成功实现了除

有效载荷分离以外,其余所有运载火箭分离面的分离冷气化,完全实现了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Falcon９
全箭共４处分离,按分离时序包括:一二级级间分离、整流罩分离、回收缓冲机构展开、有效载荷分离.

除有效载荷分离不由SpaceX负责外,其余分离面均采用冷气分离系统.另外,FalconH 还增加了助推

分离.
上述所有分离面均采用高压氦气源驱动的冷分离机构实现连接与解锁.分离面的分离机构均由两个

功能模块组成,一部分功能模块称为 MechanicalLatch (机械门闩),用于实现连接和解锁功能,另一部

分功能模块称为PneumaticPusher (气动推杆),用于实现推冲 (导向)功能.箭体上的气动推杆和解锁

装置局部结构如图７和图８所示.

当接收到分离指令时,首先由冗余的高压氦气源驱动多个位于同一个分离面内的机械门闩,实现分

离面解锁.然后由高压氦气源驱动一个或多个气动推杆,为被分离部段提供分离推力,并提供分离导向,

实现分离和导向功能.其中,一二级级间分离还采用了冗余的气动推杆,实现冗余分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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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气动推杆局部结构

图８　解锁装置局部结构

由于不同分离面对冷气分离系统的性能要求不同,导致连接解锁机构和推冲导向机构的具体设计方

案和结构尺寸存在一定差异,同时分离系统的气源规模、气路网络布局也有所不同.但SpaceX针对这几

个分离面采用了模块化和组合化的设计思想,使各个分离系统设计方案基本相同,组成分离系统的各个

功能模块的基本功能和结构形式也大致相同.在实现可重复使用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分离可靠性,
并能够降低研制成本、提高研制效率.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完成了冷气解锁装置和冷气推冲装置原理样机设计和原理性试验,如图９和

图１０所示.验证了冷气解锁装置和冷气推冲装置的工作原理和功能实现,获得了冷气解锁装置和冷气推

冲装置的基本性能.

３　重复使用运载器机构发展前景展望

智能材料技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智能材料结构的概念逐步得到重视.所谓智能材料结构,是

指从仿生的角度考虑将具有仿生功能的材料融合于基体材料中,使形成的构件具有所期望的智能功能.
实现智能材料结构概念需要将驱动元件、传感元件及控制器等集成在结构中,使之具有某些特定功能.

将智能材料结构的概念结合到气动控制机构中[１５],可使气动控制面的形状根据飞行任务的变化自适应地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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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冷气解锁装置样机

图１０　冷气推冲装置样机

这方面的研究与未来可能在重复使用火箭上的应用,着眼于两个问题:首先,飞行器应选择什么样

的变形策略才能获得最大的性能收益的问题,即变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针对希望达成的目的选择合适

的方法与策略才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然后,变气动外形的支撑技术与实现手段,即实现变外形所需

要的相应技术,具体包括变体飞行器的变形结构设计、新型驱动器设计等.例如,柔性结构/机构,依靠

自身的柔性实现结构的变形需要,通过在结构中布置诸如压电材料、形状记忆合金等可以作为驱动器的

智能材料结构,赋予材料变形能力等[１６].
主动式机构控制技术:像栅格舵这样的伺服执行机构,作动器根据控制指令进行直线运动,然后中

间的连杆机构将直线运动传递转化为舵轴的转动,从而控制多面进行摆动.然而传统栅格舵式传动机构

仅单向执行控制系统命令,由于伺服机构、传动机构自身内部结构存在多个含间隙运动副,会对控制系

统命令在舵体最终动作执行上产生较大的累积偏差,不仅影响控制命令在舵体转动动作时间上的延迟,
还会对整体动作执行精度产生偏差.以往舵体传动机构多采取减小运动副配合间隙,选用高精轴承等方

法,降低传动机构所引入的影响.运动副间隙与轴承游隙都已采用微米级.伺服机构与传动机构运动副

间隙影响精确动力学建模,且舵体飞行过程还需考虑气动弹性问题.航空领域随着主动控制技术发展,
结构机构设计已逐步从被动式结构机构设计转变为主动式设计[１７].

通过传感器实时敏感执行机构对控制指令的响应情况,将动作执行信号作为控制系统的输入,能够

起到对执行机构间隙非线性、时滞诱发失稳、颤振引起的结构载荷等不确定扰动的主动控制,从而避免

因机构振颤引起箭体的弹晃,影响姿态控制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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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动力学分析技术:气动控制机构、着陆缓冲机构中的相关零件刚度都较大,相关机构系统动力

学研究主要关注各刚性零件的整体运动与零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比于飞行过载下刚性零件自身动力学

过程,零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显著影响机构中各零件的动力学行为以及整个机构系统的动力学特性.
各零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行为主要为含摩擦接触与含摩擦碰撞,这是引起机构系统非光滑动力学特征

的主要因素.诸如法向接触、碰撞与切向摩擦等强非线性动力学因素在机构工作过程中极易引起结构振

动和变形,而且这些因素难以进行控制.国内外已有由于上述原因导致航天机构失稳、精度不够而造成

任务失败的大量事例[１８１９].
对于机构系统非光滑动力学研究,首先需要确定如何建立系统的非光滑动力学模型,其中建立处理

含摩擦接触、碰撞的有效模型是非光滑机构系统动力学建模的关键.机构系统含摩擦接触、碰撞从力学

本质上是一种非定常、变边界的高度非线性动力学过程[２０].研究者采用了多类摩擦力模型刻画接触、碰

撞过程中接触点处切向力与法向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将摩擦力描述为相对速度的函数的静态摩擦模

型和将摩擦力描述为相对速度和位移的函数的动态摩擦模型[２１].对接触碰撞过程中物体间的法向作用,
碰撞力建模主要有瞬态冲击模型、连接接触碰撞力模型、冲量动量法和有限元方法.

机构能源多元化发展:以往运载火箭机构多采用火工品能源、弹簧类机械式能源或运载火箭动力系

统的燃料压力能源.火工装置具有能量密度高、作用速度快、结构紧凑、组成简单、重量和体积小等优

点.但也存在相关产品只能一次性使用,难以重复使用及性能不可检不可测,安全性差,对使用维护管

理环境要求高等问题.工作时对相关结构、仪器、设备的冲击大.火药燃烧或爆炸时还会产生有害气体.
随着机构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运载火箭发展需求,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机构能源也逐步从单一化向多

元化发展.
气驱机构是利用高压气体提供的压力差做功作为能源来完成机构功能的实现.机构气源可自带气瓶

通过单独管路提供,也可以采取运载火箭增压输送系统以分流的形式提供.气驱机构除基于气体能源执

行机构产品外,涉及的气瓶、管路与阀门等相关产品都有良好的研发基础.同时,以往基于火药燃烧或

爆炸产生瞬时高压气体能源做功的火工装置相关机械产品研制基础也为气驱能源新机构研发奠定了基础.
气驱能源能解决火工能源不可检不可测、安全性低的问题,又能在火箭飞行过程中为机构提供较大的能

源支撑,且能源稳定可靠.
近年来,电驱组合式机构技术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电机是提供机构运动所需能源的一种主要驱

动装置,但由于运载火箭所携带电池限制,单纯依靠电机提供的能源往往难以满足运载火箭机构所需.
运载火箭电驱机构往往采用电机与其他机构方案组合式的设计形式.电机在其他工业领域属于较成熟的

批产定型产品,但由于运载火箭机构的高可靠性、低重量以及火箭飞行环境等特殊要求,电驱机构选用

时需对电机产品的性能特点进行充分的掌握验证,一般还需结合运载火箭机构的特殊要求,进行专用产

品设计或对现有产品进行适应性修改.如有刷直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的优缺点分析与适应

性选用.同时针对机构能源所需特点以及所选电机性能限制,对应还需开展匹配性传动类机构装置设计.
如最为典型的齿轮传动装置,通过多种或多个齿轮组合形成传动装置实现超过电机直接输出的力矩负载,
以提供较高的减速比[２０].

４　结　论

本文对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机构技术发展进行了综述.面向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特点,本文着重分析

了气动机构、着陆缓冲机构以及锁定分离机构等的性能及研究现状.未来运载火箭的发展趋势中,重复

使用必定是一个研究热点,而更加智能化、可靠性更高的机构技术也必将为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发展

提供机遇和挑战.

参 考 文 献

[１]　冯韶伟,马忠辉,吴义田,栾宇,王月国外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关键技术综述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１４ (０５):８２ ８６．

５６８



[２] 司马光猎鹰 ９火箭第一级首次成功回收 [J]．国际太空,２０１６ (１)．
[３] 冯韶伟,马忠辉,吴义田,等国外运载火箭重复使用关键技术综述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１４ (５):８２ ８６．
[４] 余旭东,等导弹现代结构设计 [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 AntoineDespeyroux,Jean PierreHickey,RobertDesaulnier,etcNumericalAnalysisofStaticandDynamicPerformancesofGrid

FinControlledMissiles [J]．JournalofSpacecraftandRockets,２０１５ (４)．
[６] 阎绍泽航天器中含间隙机构非线性动力学问题及其研究进展 [J]．动力学与控制学报,２００４,２ (２):４８ ５２．
[７] 王庚祥,刘宏昭多体系统动力学中关节效应模型的研究进展力学学报,２０１５,４７ (１):３１ ５０．
[８] 黎汉华,石玉红栅格翼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０８ (６)．
[９] 王辰,张宏剑,闫伟,等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栅格舵选型设计与工艺方案研究 [J]．深空探测学报,２０２１,８ (１):４９ ５９．
[１０] 张智CZ ２F火箭逃逸系统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０４ (０１):２０ ２７．
[１１] 邓宗全,王少纯,胡明,高海波,邱雪松微小型航天着陆器技术初探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０３ (０２):１ ６．
[１２] 陈金宝,聂宏,赵金才,柏合民,博伟月球探测器软着陆缓冲机构着陆性能分析 [J]．宇航学报,２００８ (０６):１７２９ １７３２．
[１３] 岳帅,聂宏,张明,魏小辉,甘盛勇临近空间载人舱着陆动力学及影响因素分析 [J]．宇航学报,３９３ (２０１８):２６４ ２７４．
[１４] 宋征宇,吴义田,徐珊姝,陈晓飞,肖耘 长征八号:长征火箭系列商业化与智慧化的先行者 [J]．深空探测学报 (中英文),

２０２１,８ (０１):３ １６＋１ ２．
[１５] LiDC．Areviewofmodellingandanalysisofmorphingwings [J]．ProgressinAerospaceSciences,２０１８,１００:４６ ６２．
[１６] SridharKota,RussellOsborn,GregoryErvin,DraganMaric,PeterFlick,DonaldPaulMissionadaptivecompliantwing design,

fabricationandflighttestMorphing Vehicles,number RTO MP AVT １６８ １８in NATO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２００９．
[１７] 胡海岩,赵永辉,黄锐飞机结构气动弹性分析与控制研究 [J]．力学学报,２０１６,４８ (１):１ ２７．
[１８] 阎绍泽航天器中含间隙机构非线性动力学问题及其研究进展 [J]．动力学与控制学报２００４,２ (２):４８ ５２．
[１９] 李刚,阎绍泽,王伟方,等太阳电池阵中的机构故障分析 [J]．机械设计,２０１９,２７ (增刊):１９２ １９４,１７９．
[２０] GalatisG,GuoJ,BuursinkJDevelopmentofasolararraydrivemechanismformicro satelliteplatforms [J]．ActaAstronautica,

２０１７,１３９:４０７ ４１８

ResearchonTechnologyDevelopmentof
ReusableLaunchVehicleMechanism
LIUGuan ri１,ZHANGHong jian１,YUBing１,LIYuan heng１,２

１BeijingInstituteofAstronauticalSystemEngineering;

２SchoolofMechatronicsEngineering,HarbinInstituteofTechnology

　　Abstract　 Reusablelaunchvehiclesareanimportant wayfor mankindtoobtainlow cost,

normalizedaccesstospace,androcketmechanismtechnologyisanimportantmeanstoensureitsreusable

performanceThisarticlefirstintroducesthemain mechanismtechnologyusedbythereusablelaunch
vehicle,andgivesadetaileddescriptionoftheprinciplesandcharacteristicsofthepneumaticmechanism,

landingbuffer mechanism,andlocking/separating/actuating mechanismAfterwards,itdiscussesthe
domesticandforeignresearchstatusofrepeatedlaunchvehicle mechanisms,andexplainsthetypical
mechanismsofrepeateduseoflaunchvehiclesFinally,thisarticlelooksforwardtothedifficultiesand
developmentprospectsofrepeateduseoflaunchvehiclemechanismtechnology,andgivesconclusions

Keywords　Reusablelaunchvehicle;Pneumaticmechanism;Landingbuffermechanism;Locking/

detaching/actuatingmechanism

６６８



无控弹飞行弹道精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晓濛　何　鹏　孙福合　王　宇　王燕宾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无控弹弹道精度低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影响无控弹弹道精度的扰动因素,建立了无控

弹弹道六自由度刚体运动数学模型,并对扰动因素对弹道精度的影响程度进行了仿真计算.研究结果表

明:对于无控弹弹道,引起射程改变的主要因素有弹架分离扰动产生的发射俯仰角偏差、质量偏差及发

动机总冲偏差;引起弹道侧偏的主要因素有弹架分离扰动产生的发射方位角偏差、发动机推力偏心、气

动外形不对称性以及斜风,其中推力偏心和斜风对弹道精度影响较大.因此,将无控弹发射俯仰角和方

位角偏差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在生产过程中控制产品加工与装配精度,并在发射前对方位角进行风偏修

正,可以有效提高无控弹弹道精度.研究结果可作为无控弹弹道的理论分析依据,也可为工程实际中解

决弹道精度问题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无控弹;弹道精度;扰动因素

０　引　言

无控弹是指导弹的飞行没有预先装入的程序控制飞行,整个飞行弹道上无探测、识别、控制和导引

能力,与有控弹相比在飞行过程中自主性差、易受干扰.现代导弹防御系统多采用有控弹对目标进行打

击,其具有精度高的优点,但无控弹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其具有成本低、组成简单、机动性高等优点,
比如无控火箭弹与无控靶弹在现代军事中都具有广泛的运用.

火箭弹主要用于杀伤、压制敌有生力量、破坏工事、攻击集群装甲目标及武器装备等[１].在空空导弹

研制中,无控火箭弹可作为一种过渡状态,用于评估火箭发动机在飞行条件下的稳定性、安全性,并初

步了解导弹的气动特性、弹架分离安全等情况[２].针对精密制导导弹对敌实施精确打击时可能遭敌反导武

器系统拦截的情况,使用远程无控火箭诱饵弹,可以掩护导弹进行精确打击.靶弹是防空武器系统在研

制、定型、批抽检、鉴定以及部队实战化训练中,考核防空武器系统作战效能和部队实战能力的一种常

用靶标[３],高性能靶弹系统已经成为试验鉴定部门考核防空武器系统不可或缺的装备.靶弹模拟威胁目标

的真实程度,直接影响防空武器系统试验与评价的可信度,进而影响武器装备最终的作战效能[４].
由于无控弹弹道没有控制能力,在发射和飞行过程中干扰因素对于无控弹的弹道精度具有很大的影

响[５],本文建立数学计算模型,分析各扰动因素对无控弹弹道精度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为在实际工程

中提高无控弹弹道精度提供有效依据.

１　弹道分析数学模型

无控弹在空中自由运动时作为刚体有六个自由度,将作用在弹上的所有力和力矩的表达式代入刚体

运动一般方程,可得到运动方程的具体形式[６].
弹箭质心运动的动力学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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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箭质心运动的运动学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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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箭绕质心转动的动力学方程组

dωξ

dt ＝
１
Jξ

Mξ

dωη

dt ＝
１
Jη

Mη －
Jξ

Jη
ωξωζ ＋ω２

ζtanφ２＋
Jη －Jξ

Jη

(βDη
γ̈－βDζ

γ２)

dωζ

dt ＝
１
Jη

Mζ ＋
Jξ

Jζ
ωξωη －ωηωζtanφ２＋

Jζ －Jξ

Jζ

(βDζ
γ̈－βDη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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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弹箭绕质心转动的运动学方程组

dφa

dt ＝
ωζ

cosφ２

dφ２

dt ＝－ωη

dγ
dt＝ωξ －ωζtan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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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将弹轴坐标系中的量转换到速度坐标系中,需用到以下几何关系式

sinδ２＝cosψ２sinφ２－sinψ２cosφ２cosφa －θa( )

sinδ１＝cosφ２sinφa －θa( )/cosδ２

sinβ＝sinψ２sinφa －θa( )/cosδ２

ì

î

í

ï
ï

ïï

(５)

方程组中包含１５个方程,共有１５个变量,当已知弹的结构参数、气动力参数、发射条件、气象条

件、起始条件,就可积分求得弹的运动规律以及任意时刻的弹道特性,本文采用龙格 库塔法编制程序对

方程组进行求解.

２　弹道精度扰动因素

对于无控弹,影响弹道精度的因素有很多,分析无控弹发射和飞行全过程,可以将这些扰动因素划

分为弹架分离扰动和飞行过程扰动,弹道精度扰动因素树图如图１所示.弹架分离扰动是指无控弹与发射

架在分离时刻所受到的扰动影响,主要包括:滑块与导轨的配合精度、前后滑块 (中心点)连线与弹体

几何轴线偏斜程度、推重比、发射架导轨角度调节精度.飞行过程扰动是指在无控弹离架之后飞行过程

中所受到的扰动影响,主要包括质量偏差、发动机总冲偏差、推力偏心、气动外形不对称、斜风.
现以某型号无控非旋转弹为例,通过理论分析及仿真计算对这些扰动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具体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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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弹道精度扰动因素树图

３　弹架分离扰动

作为无控弹,弹架分离瞬间的姿态直接影响到后续飞行轨道偏离情况.弹架分离过程中,无控弹速

度较低,气动型面对姿态影响可忽略,该过程主要通过导轨与弹的滑块配合,在发动机推力的推动下摩

擦滑动,限制弹体滑轨姿态定向移动.发动机点火冲击、点火线扯断干扰、推力偏心等所有可能导致弹

体在架上左右、上下偏斜的影响均在滑轨对滑块的限制之内.弹架分离扰动会影响无控弹的初始发射俯

仰角和方位角,进而影响弹道的精度.

３１　滑块与导轨的配合精度

某无控弹在发射架上采用定向、卧式、长滑轨发射,倒 “T”型结构的前、后滑块与发射架导轨配合

装配.由于滑块与滑轨左右、上下之间存在间隙,会导致滑块沿滑轨运动时,滑块相对于滑轨偏斜,即

两者不平行,则弹轴与弹滑动方向不平行,弹体斜身离轨,使弹体偏离轨道.

滑块偏角示意图如图２所示,最大偏角计算公式如下

α＝arcsin
d２

d２
１ ＋L２

－arccos L
d２

１ ＋L２
(６)

图２　滑块高低、左右偏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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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前后滑块连线与弹体几何轴线偏斜程度

若无控弹几何轴线与前后滑块 (中心点)连线不平行,则弹轴与弹滑动方向不平行,无控弹斜身离

轨,可能导致更大的推力偏心,无控弹偏离轨道.
某无控弹滑块位于发动机燃烧室壳体上,与发动机燃烧室壳体整体加工成型,前、后滑块结构尺寸

一致.根据要求,滑块中心点连线与发动机壳体理想轴线的左右极限偏心为００１°,滑块中心点连线与发

动机壳体理想轴线的上下极限偏心为００１°;根据壳体外壳体圆度要求,壳体轴线与理想轴线的极限偏心

为００５°,综上,滑块中心点连线与发动机壳体轴线的偏心程度为上述两者之和００６°.

３３　推重比

推重比过低,无控弹离轨会出现弹低头现象,导致偏离轨道.某无控弹推重比相对偏小,但通过动

力学仿真以及飞行试验,可知其离轨速度很大,无明显弹道下沉与偏斜,因此认为此无控弹的推重比对

弹架分离精度影响小.

３４　发射架精度

发射架结构刚度与导轨角度的精度会导致弹体滑轨过程逐渐偏离轨道.发射架精度主要包括发射俯

仰角与方位角精度,同时发射架刚度要高,防止弹架分离过程中发射架振动使弹体分离时偏出轨道[７].

３５　发射角偏差对弹道精度影响的理论计算

无控弹通常采用最佳射角等手段最大可能地满足弹道特性要求[８],弹架分离扰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无控弹初始发射角的精度,利用数学模型计算发射俯仰角向上或向下偏差０５°时和方位角向左或向右偏

差０５°时对无控弹弹道的影响程度,理论计算结果见表１,弹道曲线如图３和图４所示.

图３　俯仰角偏差理论计算结果

　
图４　方位角偏差理论计算结果

表１　发射角度偏差对无控弹落点影响计算结果

项目 拉偏数值/(°) 落点射程影响量/m 落点侧偏偏差/m

初始俯仰角
＋０５ ＋４４ ０

－０５ －４６ ０

初始方位角
＋０５ ０ ＋５６

－０５ ０ －５６

　　注:俯仰角“＋”表示方向向上,“－”表示方向向下;方位角“＋”表示方向向左,“－”表示方向向右.

４　飞行过程扰动

无控弹离轨后,随着发动机推力的持续,无控弹进入主动段飞行,无控弹速度逐渐增大,气动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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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持续显著,随后发动机工作结束,弹体进入被动段飞行直至落地.在此过程中,无控弹的质量偏差、
发动机总冲偏差、推力偏心、气动外形不对称以及斜风都会对弹道精度产生影响.

４１　质量偏差

在同一批无控弹中每发产品之间会有一定的质量偏差,质量偏大导致无控弹在飞行过程中射程偏近、
射高偏低,质量偏小则相反.利用数学模型计算无控弹满载质量偏大或偏小１kg时对无控弹弹道的影响

程度,计算结果表明:质量增大１kg时落点偏近７９m;质量减小１kg时落点偏远７８m.弹道曲线如图５
所示.

４２　总冲偏差

每发产品发动机的性能也会存在偏差,比如装药量、药柱的燃速等,这些因素会影响发动机总冲和

平均推力的大小,利用数学模型计算无控弹发动机总冲偏大或偏小１％时对无控弹弹道的影响,计算结果

表明:总冲增大１％时落点偏远８９m;总冲减小１％时落点偏近９６m.弹道曲线如图６所示.

图５　质量偏差理论计算结果

　
图６　总冲偏差理论计算结果

４３　推力偏心

发动机推力与弹轴不同轴,过弹体质心产生旋转力矩,导致在飞行过程中弹体姿态旋转,进而导致

无控弹偏离轨道[９].利用数学模型计算当推力偏心为６′时对无控弹弹道的影响,计算结果见表２、图７和

图８.

图７　推力偏心 (左右方向)对弹道影响的理论计算结果

　
图８　推力偏心 (上下方向)对弹道影响的理论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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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推力偏心对无控弹落点影响计算结果

项目 拉偏数值 拉偏方向 落点射程影响量/m 落点侧偏偏差/m

推力偏心 ６′

０° －２６９ ＋２２９

９０° －７７ ０

１８０° －２６９ －２２９

２７０° ＋９２ ０

　　注:０°、１８０°为弹体左右方向;９０°、２７０°为上下方向.

４４　气动外形不对称性

对于无控非旋转弹,气动外形布局设计讲究圆周对称,气动外形的不对称性会引起弹低速旋转,导

致偏航.但在实际的生产中难以使弹体达到完全轴对称,一方面,由于滑块、装配孔、点火线等外部特

征结构的必要存在,弹体全身段外形不可能完全达到圆周对称;另一方面,由于加工公差、装配公差的

客观存在,弹体也会出现非圆周对称情况,例如弹翼高度不同、弹翼圆周分布不均,外部螺钉突出或下

沉,舱段间轴线不一致等.

理论上,可以通过仿真计算,将非圆周对称的影响反应到理论气动计算参数 (升力、压心、静稳定、

旋转矩等)中,随后用于外弹道计算,计算出无控弹的偏航.但是由于弹体气动外形复杂,引起不对称

性的可能因素有很多,而且得到的结果可信度无法验证,故不对此进行定量分析.

４５　斜风

无控弹飞行过程中,斜风会改变弹体气动力和力矩,产生附加攻角和侧滑角,导致弹道出现偏差.

水平风引起的附加攻角和附加侧滑角按照下式计算[１０]

Δαω ＝－arctan ωcosAsinθ
v－ωcosAcosθ

(７)

Δβω ＝arctanωsinA
v

(８)

式中:Δαω 和Δβω 分别为风干扰引起的附加攻角和附加侧滑角;θ为弹道倾角;ω为风速;v为飞行器速度;

A 为风速方向与射面的夹角.

假设无控弹在飞行全程受到顺风或逆风的影响,通过理论计算可知受１０m/s顺风影响时射程增大

７５m,受１０m/s逆风影响时射程减小６８m.假设受到横风影响,在不同风速下的侧偏影响程度见表３,

可见受１０m/s横风影响时侧偏为２９２m.斜风对射程影响较小,对弹道的侧偏影响较大.

表３　无控弹弹道受横风影响侧偏

横风风速/(m/s)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落点侧偏/m ２９ ５９ ８８ １１７ １４６ １７５ ２０５ ２３４ ２６３ ２９２

５　结　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仿真计算,研究了各扰动因素对无控弹弹道精度的影响,结果表明:１)对于无

控弹弹道,引起射程偏差的主要因素有弹架分离扰动产生的发射俯仰角偏差、质量偏差及发动机总冲偏

差;２)引起弹道侧偏的主要因素有弹架分离扰动产生的发射方位角偏差、发动机推力偏心、气动外形不

对称性以及斜风的影响;３)考虑在工程实际中扰动因素的控制范围,发动机推力偏心和横风对弹道侧偏

影响较大.因此将无控弹的发射俯仰角和方位角偏差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在生产过程中控制产品加工与

装配精度,并在发射前对方位角进行风偏修正,可以有效提高无控弹弹道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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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FactorsAffectingtrajectory
accuracyofuncontrolledrocket

LIUXiao meng,HEPeng,SUNFu he,WANGYu,WANGYan bin
ShanghaiSpacePropulsion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

　　Abstract　 Forthelowaccuracyofthetrajectoryoftheuncontrolledrocket,thispapergivesan
analysisoffactorsaffectingtrajectoryaccuracyA mathematicalmodelwithsixdegree of freedomrigid
kinematicequationsisestablishedThen,theinfluenceofdisturbancefactorsontrajectoryaccuracyis
simulatedTheresearchresultofthepaperillustratesthatmainfactorsinfluencetherangeerrorinclude
deviationsoflaunchpitchangle,whichcausedbyseparationofrocketandlauncher,massdeviationand
totalimpulsedeviationMainfactorsinfluencethetrajectorysideslipincludedeviationsoflaunchazimuth,

thrustmisalignment,thebodysasymmetryandskewwindAmongthemthrustmisalignmentandskew
windhavegreatinfluenceontrajectoryaccuracyWhendeviationsoflaunchpitchangleandlaunchazimuth
iscontrolledinasmallrange,inproductionprocessaccuracyiscontrolledwell,andlaunchazimuthis
correctedaccordingtotheskew wind,trajectoryaccuracy ofuncontrolledrocketcan beimproved
effectivelyTheresultcanbeusedastheoreticalbasisforanalysisofuncontrolledtrajectoryItcanalso

providesomereferenceforsolvingtheproblemoftrajectoryaccuracyinengineeringpractice
Keywords　 Uncontrolledrocket;Trajectoryaccuracy;Disturbance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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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无人值守加注及发射技术验证
试验系统设计

赵春宇　张连万　岳　婷　丁建春　吕宝西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为验证无人值守加注及发射技术全流程设计的有效性及中止发射、紧急关机工况下无人值

守流程自动处置的合理性,提高运载火箭发射场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根据发射场总体要求,设计并建设

了无人值守加注及发射技术演示验证试验系统.试验结果表明,该系统验证了加注及发射技术、连接器

０s脱落技术、自动对接技术、自主监测及故障处理等技术,系统安全、可行,为下一阶段工程应用提供

了有力支撑.
关键词　无人值守;加注发射;连接器;试验系统

０　引　言

新一代运载火箭多采用液氢、液氧等低温推进剂,火箭发射前在发射场参与加注、状态监测、电缆

及管路撤收的参试人员较多,风险性较大[１].国外很多国家均发生过火箭加注后在塔架爆炸而导致人员伤

亡的灾难性事故,损失惨痛.２０１６年猎鹰９号火箭加注后发生爆炸,由于其采用了无人值守技术,无一

人伤亡[２３].近年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开展运载火箭射前无人值守技术研究,以提高火箭的自动

化发射水平,从本质上提高火箭发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对于我国航天发射技术的能力提升具有重要

意义.
为验证运载火箭无人值守发射全流程的有效性及中止发射、紧急关机工况下无人值守处置的合理性,

考核无人值守发射关键技术,开展了试验系统设计.

１　试验系统组成及原理

１１　系统组成

无人值守加注及发射试验系统由模拟贮箱、发射支持系统、状态监测及处置系统、液氮供给系统、
地面供气系统、控制/监控系统、牵引系统等组成,包括４０m３ 液氮贮罐、２台３m３ 氮气贮罐、模拟贮

箱、简易脐带塔、０s连接器、自动连接器、供液系统、供气系统及吊车等.

１２　系统原理

根据试验需求,系统设置２路液氮路和７路常温氮气路:０s连接器和自动连接器的２路液氮由４０
m３ 液氮贮罐通过液氮管路供给,模拟火箭加注过程;３路５MPa气路由２台３m３ 高压氮气贮罐供给,用

于０s连接器、加注阀入口端面的气封吹除;１路１０~２３MPa的气路由试验区高压氮气瓶供给,为自动

连接器工作用气;３路０５MPa气路由５MPa二次减压后供给,为０s连接器检漏、驱动气缸工作用气.
试验原理图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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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无人值守加注及发射技术验证试验原理图

２　试验系统设计

２１　发射支持系统

发射支持系统包括０s脱落组合连接器、自动连接器、防风拉杆,是发射场实现射前无人值守技术的

关键产品,也是本次无人值守全流程演示验证试验的重要部件.

０s脱落组合连接器位于火箭的中部,与脐带塔摆杆连接,在火箭点火起飞后脱落,具有主动解锁、
被动解锁和强制解锁三种解锁能力,以适应火箭发射前不同的情况[４].本次试验根据箭上解锁策略,首先

通过远程驱动工作气缸进行主动解锁,若主动解锁失败,通过拉紧连接器上的钢绳进行被动解锁实现正

常脱落;当正常脱落失效时,最终强制解锁,确保可靠分离.试验设计简易脐带塔,０s连接器脱落后,
地面接口与位于模拟贮箱的箭上接口分离,简易脐带塔对脱落后的连接器运动轨迹进行限制,发挥箭上

脐带塔的作用.
自动连接器位于火箭的底部,固定在摆杆上与加注阀对接,通过图像识别、位移传感器等多信息源

的数据进行组合,通过控制系统完成对接装置的高精度跟踪运动控制,最终完成连接器的对接锁紧[５９].
防风拉杆位于发射台上,与火箭底部的火箭支点连接,用于火箭的牵制锁紧.防风拉杆为锁销式防

风装置,发射前接收解锁信号,远程控制电机启闭,锁销杆退出,与火箭支点脱离.当火箭遇到故障中

止发射时,接收锁紧信号,再次控制电机启闭,锁销杆伸出,插入火箭支点并持续提供压紧力[１０１１].

２２　模拟贮箱

模拟贮箱为模拟箭上贮箱,简化设计为长方体框架结构,０s连接器、与自动连接器对接的箭上加注

阀和火箭支点分别固定在其左侧面中部、右侧面中部和底面.贮箱设计四个导向支腿,通过螺栓与地面

连接固定,在贮箱提升过程中形成导向作用,避免贮箱出现严重偏斜.模拟贮箱结构示意图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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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模拟贮箱三维结构图

２３　自主监测及故障处理系统

通过无线自组网技术构建前端设备自主监测无线传感网络,在试验中实现推进剂气体浓度、环境温

度、环境湿度、管路压力以及现场图像等参数的无线数据实时采集、图形化显示及在线自主监测.

通过自主故障检测与在线故障处理技术应用,在全流程试验中止发射和紧急关机两种工况下,进行

多种故障的诊断定位,指导现场故障处理工作的开展,以达到由人工值守向无人值守转换的目的[１２].

２４　液氮供给系统

为考核低温环境下连接器的工作性能,自动连接器和０s强制脱落连接器均需要提供１路液氮.液氮

输送管路为DN３２,压力不大于０５MPa,连接器出口通过软管将液氮直接排放至室外.为减少漏热损

失,管路表面进行软包绝热处理.

２５　地面供气系统

试验场地具有低温泵、汽化器等氮气增压系统,可产生３０MPa、６m３ 氮气源,供配气系统设置７路

氮气,分别为１路１０~２３MPa的高压路、３路５MPa的中压路和３路０５MPa的低压路,为气封、气

密、吹除用气,以实现两个连接器的正常工作.此外,在５MPa和０５MPa氮气路各设置１路压力传感

器地面接口,用于压力的无线测量.

２６　控制、监控系统

自动连接器具有控制系统,具备独立控制、自动对接能力,除此之外,系统设置５路电磁阀在测控中心

进行远程控制.自动连接器和０s连接器正前方各设置一台高速摄像,对连接器与模拟贮箱的对接和分离过

程进行多媒体记录.此外,在试验现场设置２处移动摄像头,在测控中心对整个试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

２７　牵引系统

火箭的起飞过程由吊车提升模拟贮箱来实现,试验大厅的吊车承载５t,经估算模拟贮箱总重量和分

离时产生的合力大约２t,满足载重要求.模拟贮箱的总高约３m,提升高度不大于０５m,吊车的高度大

于７m,满足提升模拟贮箱时的高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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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关键部位结构设计与仿真分析

３１　模拟贮箱０s连接器安装部位设计

试验时０s连接器脱落时产生１０kN力,力的方向垂直于０s对接板向外.建立连接器脱落时模拟贮

箱局部分析模型,并对该部位进行强度分析,仿真后的应力云图和位移云图见图３.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连接器脱落瞬间,１０kN的分离力对模拟贮箱局部产生的应力均在７５MPa以下,小于许用应力１１７MPa
(安全系数取２);最大位移为１１７mm,发生在０s对接板中部,为弹性变形.以上结果表明,０s对接板

结构设计满足强度要求.

图３　０s连接器固定部位仿真结果

３２　模拟贮箱自动连接器安装部位设计

３２１　结构设计
模拟贮箱右侧分别为固定板、法兰、导向伞固定板和加注阀.导向伞固定板上安装导向伞和吹除气

帘,在结构和功能上实现与自动连接器的对接和加注阀的气封吹除.固定板焊接在模拟贮箱右侧,加注

阀和固定板通过法兰连接.根据自动连接器的对接要求,导向伞和加注阀的轴线处于同一水平线,且导

向伞端面与加注阀入口法兰端面处于同一平面.自动连接器安装部位结构分解图见图４.

图４　自动连接器部位结构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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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强度校核
自动连接器与加注阀对接时产生２０００N指向箭体的作用力,对固定板进行了强度校核,结果如图５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对接的瞬间在固定板底部中间位置产生０６６mm 的弹性变形,对接完毕后弹性

变形消失,对对接平面的平面度无影响,不影响对接后的密封效果.以上结果表明,固定板的结构设计

满足强度要求.

图５　加注阀固定板强度仿真结果

３３　模拟贮箱地面连接设计

３３１　结构设计
模拟贮箱自身结构、连接器对接和分离时对其产生的外力均为非对称状态,为了防止模拟起飞过程

中发生偏移,在四个支腿处均增加导向筒,提高试验安全性.

３３２　高度核算
模拟火箭起飞时,０s连接器随着模拟贮箱的提升而升高,达到一定高度后钢绳拉直、连接器中的球

锁被拉断而脱落成功.钢绳长度示意图如图６所示,脱落瞬间钢绳被拉直后的长度为２５３０mm,计算此

时提升的高度为３８８mm,支腿导向长度为６００mm,满足导向筒内完成０s连接器脱落的安全性设计

要求.

图６　钢绳长度示意图

３３３　导向筒根部加强筋强度校核
由于在提升过程中０s连接器脱落,分离载荷对导向筒有一定的侧向力.
首先对导向筒进行受力计算,以模拟贮箱上的吊点为近似固定点建立数学模型,模拟贮箱所受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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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力Fmg 、分离力Fs 及导向筒横向力Fz ,受力关系如图７所示.

图７　受力示意图

则

Fmg ×lmg ＝Fs ×ls ＋Fz ×lz

式中　lmg ———模拟贮箱重力相对支点距离,单位为 mm;

ls ———分离力相对支点距离,单位为 mm;

lz ———导向筒高点相对支点距离,单位为 mm.
可得单个支腿螺栓组受外载荷横向力F′

z ＝Fz/４＝１１５０３N.
根据单个支腿螺栓组受外载荷横向力,建立导向筒分析模型,对导向筒横向力与加强筋方向一致及

呈４５°夹角两种工况进行受力分析并进行仿真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分离瞬间

１０kN的分离力对导向筒加强筋产生的应力均在１０５MPa以下,最大位移为０３６mm,发生在导向筒上

端面.结果表明,导向筒结构设计满足强度要求,横向力与加强筋方向一致时结构受力较好,可以按此

方向安装固定.

表１　导向筒强度校核结果

工况 横向力与加强筋方向一致 横向力与加强筋方向呈４５°角

最大应力/MPa ９２６３６ １０４１０５

最大应力位置 加强筋上端与导向筒的焊接点 导向筒根部

最大位移/mm ０３６３ ０３６４

最大位移位置 导向筒上端面 导向筒上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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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试验流程与结果验证

４１　试验流程设计

正式试验时,打开液氮路阀门,４０m３ 加注贮罐分别向两个连接器供给液氮,进行排放预冷.模拟火

箭发射准备阶段,自动连接器供气自动脱落,防风拉杆控制解锁;模拟火箭起飞过程,吊车提升模拟贮

箱,达到一定高度后０s连接器供气脱落,或通过钢绳被动脱落,脱落后模拟贮箱落回地面,防风拉杆自

动锁紧.
试验全流程包括火箭正常发射、中止发射、紧急关机等工况,自动连接器将在整个试验流程中执行

二次对接及二次脱落,防风拉杆完成再次解锁和再次锁紧.同时,根据试验整体策划开展无线测量、推

进剂泄漏监测、故障诊断的技术验证.

４２　结果验证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模拟贮箱等关键部位结构未发生破坏,预冷、吹除等功能设置合理,介质用量

满足使用要求,连接器和加注阀吹除效果良好,０s连接器、自动连接器和防风拉杆等关键产品动作正常.
试验验证了无人值守技术总体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对关键指标和关键产品进行了考核,系统设计

合理,达到了预期目标.

５　结束语

无人值守加注及发射技术在航天发射领域至关重要,在 “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下,提高火箭发射

的安全性已迫在眉睫,是中国航天持续努力的方向.本文对无人值守加注及发射技术验证进行试验系统

设计,并验证了低温工况下自动对接连接器、０s组合连接器、牵制解锁机构等关键产品的性能,以及中

止发射、紧急关机工况下无人值守故障处置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后续发射场运载火箭无人值守的

工程应用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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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TestSystemforUnattendedLaunch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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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reliabilityandsafetyoflaunchvehicleinlaunchsite,theunattended
launchvehicleloadingandlaunchingtechnologydemonstrationtestsystemisdesignedandbuiltItisused
toverifytheoverallprocessdesigneffectivenessandtheautodispositionreasonablenessaboutsus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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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thenext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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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新型可重复使用阿穆尔号运载火箭

周　媛１　王　晔２

１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２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摘　要　阿穆尔号火箭是俄罗斯在重复使用火箭领域的一项重大动作,目的是打造一种在技术上有

继承和突破,在发射市场上富有竞争力的新型火箭.该型火箭属中型两级火箭,一级可重复使用１０次.

关键词　俄罗斯;中型;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阿穆尔

０　引　言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俄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罗戈津通过共青团真理电台宣布现在俄罗斯已经转入新

型火箭研制阶段,并预告了新型运载火箭将在２０２２―２０３０年首飞的消息,包括２０２２年的机翼 SV重复

使用演示验证,２０２３年的安加拉 А５М 和联盟 ５及２０２６―２０２７年的安加拉 А５В和阿穆尔,以及２０３０
年的叶尼塞重型.

当前俄罗斯打造的新型运载火箭型谱覆盖从轻型到重型的各型火箭,目前已知的包括轻型:联盟

２１b号和安加拉 １２;中型:联盟 ２号和联盟 ５号 (未来的联盟 ６号),阿穆尔可重复使用火箭;大

型:质子 M 号和安加拉 A５系列;重型:叶尼塞号和顿河号.阿穆尔重复使用火箭构想于２０２０提出,

已经启动草案设计阶段工作,中标方为萨马拉进步航天中心.

１　前期的预先研究

早在阿穆尔推出的前几年,俄国家航天集团已对水平返回方案进行了研究,开展了重复使用高超声

速带翼段预研项目,项目代号为机翼 SV (见图１),为轻型带翼重复使用火箭,长约６ m,直径约

０８m,用于将质量达６００kg的有效载荷送入太阳同步轨道,凭借发射价格低和部署运营效率高的优势将

会拥有广阔的潜在市场.

图１　机翼 SV重复使用火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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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层面讲,机翼 SV项目更多带有探索的性质,主要目的是展示研制重复使用返回式带翼段的

可行性,为此项技术在新型重复使用中型火箭上的应用打基础,验证研制不同运载能力的轻型火箭通用

模型系列的技术成熟度.
机翼 SV的工作方案 (见图２)是火箭一子级在５９~６６km 高度分离,利用航空发动机返回发射区,

在常规跑道着陆.返回段的主体结构是大翼展的转动直角机翼和经典尾翼.机翼 SV 利用双工况液氧

LNG低温发动机进行高速飞行,该种发动机可较好匹配重复使用火箭,因为飞行后不需要长时间维护,
该发动机命名为涡旋,是世界上首个采用混合涡轮电动泵组件的发动机,已于２０２０年开始研制.演示阶

段使用一台这种发动机,全尺寸实物上则会捆绑８台.一子级返回时利用的 МГТД １５０航空发动机 (燃
气涡轮发动机)采用３D打印工艺技术.

图２　机翼 SV工作方案

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的初步设计中,根据中央气动流体研究所、中央机械研究院和赫鲁尼切夫科研生产

中心在重复使用火箭方面的工作经验,开展了飞行缩比模型的数字仿真工作,提出了关键的结构布局方

案,确定了火箭发动机的最优类型和性能,明确了技术任务书,目前正在以中央机械研究院为基础,开

展重复使用火箭设计中心的成立工作.

２０２０年４月开始相应飞行试验缩比演示验证,计划在２０２３年年初开始飞行试验,试验过后会做出研

制真正火箭的决定.火箭飞行试验中,飞行模型为原型机的１/３,预计飞行速度达６ (马赫数),计划从卡

布斯宁靶场向里海方向发射.二子级分离后与所携带的卫星一道继续飞行,而带翼重复使用一子级利用

航空发动机返回发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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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阿穆尔号火箭项目的启动

２０２０年,俄国家航天集团提出 LNG＋重复使用项目———阿穆尔中型火箭系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５日,

俄国家航天集团与进步中心签订了名为 «在东方发射场建立阿穆尔中型LNG火箭系统的草案设计»国家

合同,合同的投标价为４０７亿卢布 (约合５４０万美元).至此,阿穆尔重复使用火箭研发工作正式展开.

３　阿穆尔号火箭的技术方案和性能 (见表１)

阿穆尔号火箭为二级非捆绑火箭,有一子级重复使用和一子级一次性使用两种构型.起飞质量约

３６０t,高为５５m,直径为４１m,发动机推力为１００~１１０t.一二级主发动机预计使用结构统一、只在

局部做适应性改进的发动机,采用液氧、LNG作为推进剂.一子级安装５台RD ０１６９А发动机,二子级

装配１台RD ０１６９V.阿穆尔号火箭结构上会尝试采用先进技术和材料,包括二子级深度节流,头部整

流罩增大,贮箱采用复合材料,使用新型合金等.

表１　阿穆尔号火箭的性能指标

参数 一子级重复使用 一子级一次性使用

火箭系统的发射质量/t ３５９４ ２９６１

级数 ２ ２

火箭长度/m ４８８ ４５５

火箭直径/m ４１１ ４１１

推进剂

氧化剂 液氧 液氧

燃料 LNG LNG

干舱段质量/t

一子级 ２５４ １５６

二子级 ５５ ５５

推进剂工作余量

一子级 ２２０(其中１３t用于返回) １８４

二子级 ７７ ７７

发动机

一子级 ５台 RD ０１６９A ４台 RD ０１６９A

二子级 １台 RD ０１６９V １台 RD ０１６９V

一子级地面推力/tf ５×１００ ４×１００

二子级真空推力 ９５ ９５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拜科努尔发射场 １２ １０７

东方发射场 １２５ １１

预计阿穆尔系统在２０２５―２０２６年开展飞行试验,分阶段替换联盟 ２号火箭.相比联盟 ２号火箭,
阿穆尔号的运载能力增大、装配简单,部件数量至少比前者少一半,阿穆尔号的零件数量约２０００个,联

盟 ２号是４５００个,这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可靠性.还有一项提高可靠性的举措是,一子级采用集成热冗

余技术,创新点是当一台发动机出故障时,其他发动机开始自动加大马力,达到持续正常飞行的目的.
凭借配套部件数量下降和热冗余功能,阿穆尔号火箭的可靠性应该能够达到０９９,而今天世界上大多数

火箭的可靠性为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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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先进的LNG发动机

阿穆尔中型火箭系列的新型LNG发动机采用RD ０１６９,样机的使用次数可能不少于１０次,在采取

有效措施的情形下有可能增至２５次、５０次,因此远远比液氧煤油发动机更经济便宜.RD ０１６９的研制

单位是化学自动化设计局,研制工作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化学自动化设计局在 LNG发动机领域具有一定的

研发经验,有着真正的技术储备,如RD ０１４６等.

RD ０１６９A 型发动机有双回路低温燃气涡轮通道,有 ２ 个涡轮.正常情况下,燃烧室压力为

１７５kgf/cm２,发动机采用液氧补燃方案.因涡轮再生气路上不存在燃烧物,进而完全避免了炭黑生成

问题.

LNG发动机以高效和价格低著称,具有效率高、比冲大、点火消耗小的特点.与传统发动机相比,

沿燃料和氧化剂两个通道点燃,能够百分之百地利用推进剂,更加有效.俄航天集团期待的效果是采用

LNG发动机可以使发射价格变低,使火箭的制造和应用变简单.利用 LNG 作为燃料是航天领域的一个

世界性发展趋势.LNG有易获得且储存简单的特点,更重要的一点是,LNG在俄罗斯储存丰富,可以无

限开采,价格不贵,因此,俄罗斯在LNG发动机研发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阿穆尔系列加注的推进剂无须建设贮罐,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标准天然气加工系统供应

即可,这大大方便了火箭的应用.该天然气系统位于距东方发射场约４５km 的自由城.

３２　 一子级重复使用

阿穆尔号火箭一子级的重复使用顺序 (见图３)是,首先利用动态着陆系统下降到着陆区,通过中央

发动机的多次点火实现软着陆,利用类似于联盟号飞船应急救援系统和猎鹰９号一子级上的４个栅格舵实

现下降控制;一子级返回技术工位进行技术检查,之后准备重复发射.一子级着陆系统应该包括着陆场

地、起重设备、中和与清洁设备.该系统一年保证的发射次数应该不少于１５次.着陆系统应该保证一子

级的安全着陆、增压输送系统的中和、检测、清洁、封存和转运.

图３　阿穆尔号火箭一子级着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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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试验第一阶段计划完成的一子级飞行不少于１０次.此时验证飞行试验的使用次数,以及一子级

的回收选择方案.未来一子级的最大使用次数可达５０次.目前俄罗斯国内比较倾向的是一种飞机式返回

方案,机翼伸出并实现水平着陆.这一方案蕴涵的技术点较多,俄罗斯在开展贝加尔项目时研究了这一

方案,积累了一些经验.
阿穆尔重复使用火箭的一子级着陆场地会有几个,预计建在东方发射场和鄂霍次克海沿岸.

４　结束语

阿穆尔火箭是俄罗斯在重复使用火箭方向的又一大动作,这主要是俄罗斯出于自身航天工业的发展

规划,结合暴风雪号、贝加尔、机翼等项目的经验及LNG天然资源推出的一个项目,目的是健全新型火

箭型谱,打造一个在技术上有继承和突破,在发射服务市场富有竞争力的新型火箭.
采用LNG发动机的阿穆尔重复使用火箭的发射价格区间可能是２２００万~３５００万美金,并且发射价

格会根据发射服务市场的世界趋势进行计算.据专家预测,阿穆尔项目的顺利实施,能够快速收回运载

火箭的制造成本.发射后一子级着陆的重复使用提供了将资金节省约１０％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经过１０
次发射火箭有可能完全收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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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用运载火箭结构设计安全系数的优化途径

黄　诚　常　鑫　朱利军　蔡凯旋

中南大学轻合金研究院

摘　要　为探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设计要求背景下结构设计安全系数的选取原则和确定方法,

本文对国内外关于运载火箭结构设计中安全系数的研究、确定方法等相关内容开展了综述,阐述了安全

系数的不同定义及确定方法;针对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结构设计、试验验证等,提出了安全系数选取方

案中一些关键的理论基础,结果将为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结构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结构设计;安全系数;可靠度分析

０　引　言

运载火箭技术已从解决 “如何进入空间”转到 “如何低成本进入空间”,如何降低航天发射费用是整

个航天工业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１].航天运载器的部分回收、重复使用能够显著降低单发成本,猎鹰９
号火箭单次发射成本约６０００万美元,重复利用一级火箭,可以节省２０％的成本,使每次发射的利润率提

升５０％[２].

运载火箭的重复使用主要有两种途径:基于传统火箭构型,子级具备回收功能的回收 重复使用运载

火箭;升力体式整体可重复使用空天往返运载器.各国对两种类型的航天器结构设计都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在回收 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方面,主要的回收方法有伞降回收[３]、垂直回收[４]和带翼飞回[５]三种.升

力体式空天往返运载器主要以航天飞机构型为代表.目前,我国的重复使用航天器以基于传统火箭构型

的子级回收方案为主[１].

回收 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三种回收方式的典型回收过程示意图见图１.对于伞降回收方式,回收子级

主要需加装降落伞及缓冲气囊系统;对于垂直回收方式,返回过程中贮箱需保留部分推进剂,以实现发

动机点火减速,此外还要加装姿态控制系统和着陆支撑机构等,一些着陆支撑方式典型方案见图２.对于

带翼飞回式的回收方式,主要需设计整体的气动方案,包括翼面、舵面等.

回收 重复使用的目的带来了新的设计要求和设计挑战,一方面是结构因上述新增加的系统,可能会

带来１０％~４０％的重量增加,这部分额外的发射重量增加了结构的载荷.此外,返回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需要承受冲击载荷,以及由于伞降、着陆支撑等带来的侧向力,如果存在超出发射阶段载荷的工况或新

工况,则需要做针对性的结构设计.
目前的航天运载器结构设计主要以设计―分析―制造样件―试验验证―设计迭代更新这一过程实现,

在设计中基于安全系数等,来覆盖设计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一般地,随着安全系数的提高,结构可靠性

将随之提高,但是结构重量会增加,从而降低航天器总体性能和运载能力.反之,在相同设计水平条件

下,随着安全系数的降低,结构无用质量减少,但是结构可靠性将降低,甚至在使用条件下发生结构破

坏.因此,合适的安全系数选取方法及设计理论对于航天器结构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限制我

国航天器设计水平的关键技术之一.安全系数的确定,决定了设计出的结构是否在安全裕度和质量冗余

间找到了合理的平衡,对运载火箭的安全性、经济性至关重要.目前文献中针对运载火箭安全系数的研

究相对较少,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针对可回收重用的运载火箭的安全系数的特点,综述了国内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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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典型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回收方式过程路线图[１６]

图２　着陆支撑方式典型方案[４]

关研究的情况,总结了安全系数的确定方法,根据有限的资料,对可回收重用的运载火箭安全系数选择

给出了针对性的讨论.

１　安全系数的定义

因为系统工程的不确定性因素来源多,表征难.为达到应用目标并确保应用目标下结构的安全性,
在研制目标确定时往往比应用目标严苛,留有裕度.安全系数实际上是一类描述研制目标与应用目标间

比值的统称.对于结构设计而言,一般定义为结构设计载荷与最大使用载荷间的比值.根据结构需要满

足的使用载荷 (使用条件下航天器承受的载荷)条件,在此基础上考虑安全系数,目的是为了保证设计

充分性.考虑材料性能散差、载荷计算偏差、结构零部件的制造工艺水平和稳定性等因素,确保结构安

全使用.按照目的,可分为为了分析评估所使用的设计安全系数,为了试验验证所采取的试验安全系

数[７]等.
基于上述定义的安全系数不包括屈曲折减因子和载荷不确定性因子等,仅是为了确保结构在预期工

况下不会超过材料的允许应力.但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方便起见,有时会将能合并的不确定性因素合并

考虑.从广义上来说,安全系数需要实现对未考虑的不确定性、损伤容限、分析和制造误差等进行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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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安全系数的确定方法

确定安全系数一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８].

a)结构的安全性和重要性要求.如果结构破坏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或将引起灾难事故,需要采用相

对高的安全系数.

b)结构的工作时限.对工作时间长的结构需采用相对高的安全系数.

c)载荷确定的准确性.载荷确定较为准确的结构,可适当减小安全系数.

d)计算方法的精确性.计算准确的情况下可适当降低安全系数.

e)结构静不定的冗余程度.对多次静不定结构可采用降低的安全系数.

f)具备相似结构的承载能力的实验数据.可适当降低安全系数.

g)结构对加工制造所形成缺陷的敏感性.如大直径光筒壳对缺陷极敏感,需提升安全系数.

h)加工方法和工艺水平.一些加工方法存在缺陷倾向性,例如对铸造零件一般采用高于冲压零件的

安全系数.对于工艺规程严格和质量控制好的结构,可适当降低安全系数.
一些安全系数的确定方法如下.
(１)经验确定法

顾名思义,经验确定法基于设计人员的经验设置安全系数.这样的确定方法缺乏理论支撑,往往会

造成过分冗余的结构.但在测试数据不足、分析工具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采用经验确定.
(２)基于设计原则的确定性选取法

基于设计原则的确定性选取法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基于强屈比确定安全系数,一般是考虑到结构使用

载荷下应保证材料不屈服,而极限载荷下需要材料不破坏.不考虑几何非线性等对应力分布的影响,则

屈服极限与强度极限比例关系决定了结构的安全裕度.如果在极限载荷下以屈服极限设计结构,就代表

赋予了结构等于强屈比的安全系数.这样的安全系数确定方法操作方便,适用性也较强,因此应用最为

广泛.
(３)试验迭代确定法

基于试验迭代确定安全系数,是采用大量材料、组件和一定量的构件试验,获得结构的极限承载特

性,从而评估结构的安全系数.完全靠试验获得安全系数成本较高,实际应用中一般与其他方法结合,
以确定安全系数的合理范围.

(４)可靠度分析确定法

可靠度分析确定方法是基于载荷概率密度函数与强度概率密度函数 (见图３)之差,计算失效概率函

数,确定基于可靠度指标的安全系数.以文献 [９ １０]中提出的一种安全系数设计流程为例,见图４,
可靠性安全系数的确定需要先假定结构载荷和强度的分布,然后基于目标置信水平和载荷、强度变差系

数确定可靠性安全系数.变差系数[１１]定义为标准偏差与均值间的比例关系,用来表示相对分散程度.

图３　结构载荷和强度的概率密度函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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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可靠性安全系数确定方法举例[９１０]

３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结构安全系数选取关键问题

３１　结构设计流程

目前结构设计的一般流程如下.

１)确定设计载荷.作用于箭体结构的外载荷有内/外压、轴向力、弯矩和剪力及温度.结构设计一

般选择不同时间中上述载荷最不利的几种工况作为主要设计工况,其他工况作为校核使用.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载荷工况组合更多,可能存在多种最不利工况.

２)材料选择和性能确定.箭体结构如贮箱选择材料首先考虑与推进剂的相容性.根据材料力学性能

(主要是刚度、强度)和可制造性、经济性等综合选定材料,并开展材料的力学性能 (强度极限、屈服极

限、弹性模量及延伸率)及物理性能 (密度及线膨胀系数等)试验确定[６].在结构设计中按相应标准或可

靠度指标取材料许用值并作为确定性的输入使用.
针对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需要额外评估材料的疲劳性能以及损伤容限.尤其对于焊接区域等缺陷多

发的局部,可以借鉴航空中的损伤零扩展原则,确定焊接允许的初始工艺缺陷以及该缺陷下的许用强度.

３)初始构型确定.基于薄膜理论和理论公式,对壁厚、加筋类型、加筋间隔和参数等进行确定,以

确定结构的初始构型.

４)校核与优化.基于有限元模拟,开展强度和稳定性校核与优化设计,一般来说,会在此时考虑对

应力结果乘以强度校核安全系数,对稳定性结果乘以折减因子,以评估结构的安全性.

５)鉴定试验和验收试验.对与实际结构相似的原型结构开展试验,使用最大使用应力或载荷乘以鉴

定试验系数,使用设计载荷乘以验收试验系数,分别开展鉴定试验和验收试验.并在原型飞行验收试验

后开展检验和功能评估[１２].
采用上述流程开展结构设计,工作流程清晰,不确定性因素在每个流程内部被消化输出为确定性的

指标,简单易操作.但各流程间没有不确定性的传递过程,也无法全盘考虑,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设计冗

余.更重要的是,在优化设计中,产生设计的寻优方向是某一确定性指标,鲁棒性不强,在实际结构包

含制造工艺、载荷偏差等带来的扰动时,反而可能更偏于危险,因此构建自顶而下的安全系数选取方法

极为重要.随着新材料和新工艺不断更新,以及材料基因工程[１３]、高通量分析[１４]和高保真度分析方法、

工具[１５１６]的快速发展,安全系数的选取确定可借助的先进理论与方法越来越多.

３２　结构安全系数确定的若干关键问题

(１)材料、制造工艺数据库是安全系数选取的重要支撑

不管采用哪一种安全系数的确定方法,材料的数据库都是必要的输入.针对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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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材料数据库需要包括材料力学和物理性能的数据.
对于金属材料,其从铸锭到锻造开坯、轧制 (旋压)、铣削、辊弯 (蠕变时效)等成形典型网格加筋

壁板的过程中,材料的性能是与工艺历程相关的.制造残余应力、材料各向异性等特性,使得表现出来

的材料表观性能存在一定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是由其合金成分、微观结构、组织演化过程等共同决定的.
因此,为了更准确地确定安全系数,不只是宏观测试数据,工艺历程―材料组织演化―性能的映射关系

数据库建立也极为重要,可以为不确定性的消减提供依据.
(２)考虑制造工艺因素的先验设计方法是安全系数确定的有效方法

随着对制造工艺力学研究的深入,对于制造结果的预示可以为设计提供关于结构性能、几何偏差等

的先验知识.基于这些知识开展设计,即所谓先验设计方法 (见图５),可以预知制造后形、性状态,产

生针对性的高稳健性结构,并且可以控制结构变差系数对设计的影响.例如,研究者提出的多级网格加

筋结构,可以将结构整体失稳模式抑制为局部失稳模式,即失稳局部化,进而显著提升了筒壳抵抗初始

典型制造几何缺陷 (凹坑等)的能力[１７].

图５　先验设计方法与经验设计方法的对比

(３)多学科联合的可靠度分析是安全系数选取的未来方向

安全系数的选择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不确定性的覆盖.在设计中的不确定性,其中一些是无法准确预

知的.而对于能够准确量化的不确定性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可以帮助设计人员从安全系数中将可确定的

部分剥离出来.例如,目前对于一些设计简单 (例如是静定的),而且对各种关键的载荷条件进行了透彻

的分析,有很高的置信度的结构,其安全系数中就可以不再考虑分析误差和载荷的偏差.随着研究逐渐

深入,未来,基于材料、制造、结构设计、优化与可靠度理论、实验科学等的多学科联合,开展基于失

效概率的可靠度分析,自上而下地合理分配结构设计风险,将实现安全系数更为合理的选择,以及设计

出更为鲁棒的高稳健结构 (见图６).

图６　多学科联合的可靠度分析确定结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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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目前关于运载火箭安全系数的研究极少,尽管安全系数本身是一个工程问题,但其背后的科学意义

与相应的基础理论支撑,对结构设计中平衡安全性能和经济性极为关键.本文针对前期研究工作,梳理

了安全系数确定的方法以及相关内容,提出了以考虑材料加工/构件制造工艺不确定因素的先验设计方法

为核心的可重用运载火箭结构设计安全系数的优化研究途径.从经验性的、基于确定性方法的安全系数

选取,过渡到理性的、基于可靠度方法的安全系数选取,以适应于当今材料、制造工艺快速更新迭代的

背景,对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结构轻量化和可靠性设计极为重要,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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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ofDesignSafetyFactorforReusable
LaunchVehicleStructure: AReview

HUANGCheng,CHANGXin,ZHULi jun,CAIKai xuan
LightAlloyResearchInstitute,CentralSouthUniversity

　　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selectionprincipleanddeterminationmethodofdesignsafetyfactors
forthestructureofreusablelaunchvehicles,wereviewtherelatedresearchofthedetermination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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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safetyfactorinthe design ofthestructureathomeand abroadThe differentdefinitionsand
determination methods of safety factors are summarizedConsidering the structural design and
experimentalverificationofreusablelaunchvehicles,thekeytheoreticalfoundationofthesafetyfactor
selectionisproposedTheresultswillprovideanimportantreferenceforthedesignofstructureinreusable
launchvehicles

Keywords　 Reusablelaunchvehicles;Designofstructure;Safetyfactor;Reliability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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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回收火箭可伸缩着陆腿展开的动力学仿真分析

胡鹏翔　徐珊姝　张津泽　张宏剑　王　檑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可伸缩着陆腿是实现运载火箭垂直回收的有效途径.相比于着陆过程,火箭着陆腿展开过

程涉及的动力学问题更值得给予特别关注.根据多体动力学方法建立可伸缩着陆腿的虚拟样机模型,针

对展开过程开展仿真分析,研究了支腿结构柔性、腿节滑移摩擦力、气动罩阻力及过载等因素对展开时

长和展开到位角速度两个关键展开特性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结构柔性对展开特性影响可忽略,过载

对展开特性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气动罩气动力和腿节摩擦力.相关研究结果可为用于火箭垂直回收的可

伸缩式着陆腿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垂直回收火箭;可伸缩着陆腿;展开;多体动力学;仿真

０　引　言

着陆缓冲机构是垂直起降运载火箭研制的关键技术之一[１３].蓝色起源公司的 NewShepard火箭和太

空探索公司的Falcon９火箭目前均已通过着陆缓冲机构实现了箭体子级的垂直软着陆及回收模块的再次

图１　Falcon９火箭着陆腿

发射,开启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制的新纪元.NewShepard火箭

采用的是平行四边形式可折叠着陆腿,而Falcon火箭研制的是倒三

脚架式可伸缩着陆腿,详见图１.比较而言,后者的着陆稳定性优于

前者,尤其是在１条腿以一定的侧向速度单独先触地的情况下.

Falcon火箭在陆上及海上的多次成功垂直回收,也展示了倒三角架

式可伸缩着陆腿的强大适应性.
用于运载火箭垂直回收的可伸缩着陆腿机构的工作原理见图２.

通常在回收子级的尾段安装４组相同的被动展开式着陆腿.在展开

指令发出前,锁定装置将收拢状态的着陆腿牢牢固定于预定位置;
解锁指令发出后,各组着陆腿主要在轴向过载作用下展开,可伸缩

主腿的各腿节向外滑动,视加速度产生的势能转换为着陆腿展开的

动能.直至展开完全到位时刻,主腿各腿节被锁定,各组着陆腿机

构变为倒三脚架结构,为后续着陆做好准备.展开到位锁定时刻,
着陆腿相对箭体的运动速度将因冲击而骤降为零,必将产生展开冲

击载荷作用于支腿和箭体连接部位.
垂直回收火箭着陆腿设计主要面临展开和着陆两个动态工况.目前,国内外已发表的学术文献中涉

及火箭着陆腿展开及着陆动力学的研究十分少见[４５].火箭着陆腿着陆过程涉及的动力学问题与月球探测

器着陆没有本质区别,主要焦点在于设计吸能材料/装置来耗散冲击能量以实现软着陆.针对月球探测器

着陆冲击的文献比较多[６１３].
垂直回收火箭可伸缩着陆腿展开过程的关注焦点有两个:１)支腿能否正常展开? 主要解答垂直回收

箭体在什么条件下 (过载、垂向速度、高度等)发出解锁展开指令,以确保支腿展开的可靠性;２)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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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用于运载火箭垂直回收的可伸缩着陆腿的工作原理

冲击载荷能否承受? 主要关注展开到位锁定时刻支腿及箭体结构能否承受相应的冲击载荷.火箭着陆腿

展开与月球探测器支腿展开存在本质区别,后者的支腿仅展开一个很小的角度,收拢只是为了在起飞发

射阶段保持与火箭整流罩之间的安全间隙[１４].而且,月球探测器支腿展开是在轨阶段完成的,处于失重

状态 (视加速度为零).
我国在火箭垂直回收方面起步较晚,尚未付诸飞行任务开展工程实施.为了给工程研制提供参考,

本文基于多体动力学方法建立垂直回收火箭可伸缩着陆腿的虚拟样机模型,并对展开动态过程开展动力

学仿真分析.定性上分析,着陆腿展开过程与支腿的结构柔性 (尤其是细长辅腿)、腿节相对滑移摩擦

力、气动罩气动力及过载等因素有关.支腿能否展开到位可用展开到位所用时长来表征,而展开冲击可

用展开到位时刻支腿角速度来衡量.通过研究支腿柔性、腿节滑动摩擦力、气动罩气动力、过载等对展

开时长和展开到位角速度的影响规律,可为垂直回收火箭可伸缩着陆腿展开方案的设计提供参考.

１　可伸缩着陆腿机构的多体动力学建模

根据研究目标,可建立单组着陆腿相对箭体展开的多体动力学模型,如图３所示,包含箭体,１条多

节主腿,２条辅腿,１个气动罩以及１个触垫.展开过程中,气动罩随辅腿同步运动,引起作用于辅腿上

的分布式气动力;同时,辅腿相对比较细长,因此可根据有限梁段方法[１５１６]将辅腿建模为柔性体.主腿

各腿节主要承受轴向力,且主腿直径明显大于辅腿,各腿节长度相对较短,因此可将主腿各腿节建模为

刚体.触垫和箭体主要体现质量效应,均建模为刚体.

图３　单组着陆腿展开的多体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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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每个刚体质心在全局系OXYZ 下的位置向量为ri ,其本体系相对全局系的Euler四元数为λi ,则

该刚体的广义坐标向量qi 可表示为

qi＝[rT
i ,λT

i ]T (i＝１,２,,nb) (１)

式中,nb 为刚体数量,且ri＝[xi,yi,zi]T ,λi＝[λ０
i,λ１

i,λ２
i,λ３

i]T .xi,yi,zi 为刚体i质心的笛卡

儿坐标.Euler四元数满足恒等式

λT
iλi－１＝０ (２)

根据第一类拉氏方程,可伸缩着陆腿展开的多体动力学方程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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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着陆腿系统总动能;q为系统广义坐标向量;Q 为广义力 (含过载惯性力,气动罩气动力,腿节

滑移摩擦力,腿节锁定碰撞力及有限段梁力等);C 为系统约束方程 (含平动滑移副、铰链转动副,约束

方程总数为nc );Λ 为对应的拉氏乘子向量.具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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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刚体的动能可写为

Ti＝
１
２qT

iMiq

i (５)

式中,刚体i的质量矩阵Mi 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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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i 为刚体质量;I３ 为３×３的单位矩阵;Ji 为刚体在其本体坐标系下的惯量矩阵;系数矩阵Gi 表达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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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腿机构的多体动力学方程 (３)最终可写为

Miq̈i＋M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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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１,２,,nc 为系统约束方程编号.
支腿气动罩在展开过程中所受气动阻力Fd 垂直于气动罩表面,气动阻力Fd 的计算公式如下

Fd ＝Cd ×S×
１
２ρV

２
f (９)

式中,Cd 为气动阻力系数;S 为气动罩迎风面积 (投影面积);ρ为大气密度;Vf 为垂直于气动罩方向的来

流线速度.若箭体无下落速度,Vf 为旋转展开引起的线速度;若箭体有下落速度,Vf 为旋转展开引起的

线速度与下落速度在垂直气动罩方向上的分量之和.
支腿气动罩所受气动阻力系数的计算结果见表１.由于气动罩不同位置处线速度不一致,可将气动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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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若干个区域分别计算气动阻力,如图４所示.

表１　支腿气动罩气动阻力系数

来流速度Vf/(ms－１) 气动系数Cd

０~７ １５

９ ０４５

１５ ０６

２０ ０６５

３０ ０７５

４０　 １２

图４　着陆腿气动罩气动力的分区

着陆腿各体所受的过载惯性力始终沿OY 轴负方向,大小等于重力与过载系数nx 之积.有限段梁力

包含６个分量,由弹性力和阻尼力两部分组成.其中,弹性力项根据铁摩辛克短粗梁模型确定,阻尼力根

据瑞利阻尼给出.腿节滑移摩擦力为动摩擦系数与腿节间正压力之积.各腿节展开到位时刻因锁定而发

生碰撞,碰撞力可按赫兹接触模型给定.

２　着陆腿展开的仿真分析

式 (８)所示多体系统的动力学控制方程为 “微分 代数”方程组 (DifferentialAlgebraicEquations,

DAE),采用向后差分格式 (BackwardDifferentialFormulation,BDF)可将其离散为非线性代数方程组,

再利用牛顿 拉普森迭代法 (Newton RaphsonIterationMethod)可实现隐式积分求解.

根据Falcon火箭着陆腿的基本参数 (箭体直径３６６m),可构建多节伸缩主腿,其展开态长度约为

９m;每条辅腿长度约为８m.假设主腿和辅腿的材料为钢,进而可对单组着陆腿展开过程开展动力学仿

真分析.为便于对比分析,定义着陆腿展开的标准工况如下:轴向过载系数nx 为１０;箭体垂向速度Vy
r

为０;大气密度取标准值,ρ＝１２９kg/m３.

２１　结构柔性对展开的影响

针对着陆腿展开标准工况,分别建立含柔性辅腿和刚性辅腿的着陆腿多体系统模型,并开展动力学

仿真对比,可研究结构柔性对展开的影响.

着陆腿展开的典型动态过程如图５所示.在过载引起的垂向惯性力作用下,主腿各腿节被逐渐拉出,
着陆腿整体呈加速展开趋势.

结构柔性对主腿展开角度和角速度的影响见图６~图９.柔性模型展开过程中,辅腿中部的变形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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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可伸缩着陆腿展开动态过程

见图１０.结构柔性对展开特性的影响详见表２.分析可知:结构柔性对展开到位角速度的影响可以忽略,
对展开时长的影响较小 (约为１３６％);展开过程中辅腿中部挠度最大仅为５５４mm,挠度峰值时刻发生

在中间两次腿节锁定之时,分别为２９８s和３５４７s,详见图１０.

图６　结构柔性对主腿展开角度的影响 (全局)

图７　结构柔性对主腿展开角度的影响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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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结构柔性对主腿展开角速度的影响 (全局)

图９　结构柔性对主腿展开角速度的影响 (局部)

图１０　展开过程中辅腿中部的横向变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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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结构柔性对展开过程的影响

项目 刚性模型 柔性模型 相对偏差/(％)

展开时长/s ３８８４ ３９３７ １３６

展开到位角速度/[(°)/s] ６９１５ ６９１６ ００１

２２　腿节滑移摩擦力对展开的影响

从着陆腿展开特征来看,垂向惯性力产生的势能在展开过程中逐渐转化为着陆腿的动能,使得展开

角速度逐步增大,直至展开到位时刻.通过调节主腿腿节间滑移摩擦力可对展开时长和展开到位角速度

进行综合设计,使得在展开到位冲击可承受的情况下尽可能缩短展开时间.
针对着陆腿展开标准工况,对腿节间摩擦力额定设计值Ffr ,偏差上限值１２５Ffr ,以及偏差下限

值０８Ffr 三种状态开展展开仿真,得到主腿展开角度及角速度的对比,见图１１和图１２.

图１１　腿节摩擦力对主腿展开角度的影响

图１２　腿节摩擦力对主腿展开角速度的影响

对比可知,腿节间摩擦力大小对展开时长和展开到位角速度的影响规律相反.摩擦力越大,展开时

长越大,而展开到位角速度越小,反之亦然.相比于腿节间摩擦力额定设计值,－２０％~＋２５％范围的

摩擦力偏差对展开时长的影响为－３９４％~＋６０２％,而其对展开到位角速度的影响为－５８３％~
＋４１２％,详见表３.仿真结果表明,合理调节腿节间摩擦力是着陆腿展开工况设计的一个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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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腿节摩擦力对展开过程的影响

项目 额定值Ffr 上限值１２５Ffr 下限值０８Ffr 相对偏差/(％)

展开时长/(s) ３８８４ ４１１８ ３７３１ －３９４~＋６０２

展开到位角速度/[(°)/s] ６９１５ ６５１２ ７２ －５８３~＋４１２

２３　气动罩气动力对展开的影响

气动罩气动力与气动系数、动压头、气动罩面积等因素有关,其中动压头又与展开高度和箭体速度

有关.对于具体型号的着陆腿而言,气动系数及气动罩面积均为确定参数.为了简化讨论,大气密度可

统一取为标准值.气动力对展开的影响可通过在标准展开工况基础上改变箭体垂向速度Vy
r 进行仿真对比

而予以评估.
气动罩气动阻力对展开时长和展开到位角速度的影响规律相反,详见图１３~图１６.气动阻力越大,

展开时长越大,而展开到位角速度越小,反之亦然.相比着陆腿展开标准工况 (垂向静止),箭体下降速

度为３０m/s时,展开时长将增大４８４％,展开到位角速度将减小１４９６％.实际上,气动罩气动阻力对

系统的影响比重取决于着陆腿系统的质量和惯量.相同构型方案下,将着陆腿更改为轻质材料,将使得

气动力的影响增大.

图１３　气动罩气动力对主腿展开角度的影响 (全局)

图１４　气动罩气动力对主腿展开角度的影响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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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气动罩气动力对主腿角速度的影响 (全局)

图１６　气动罩气动力对主腿角速度的影响 (局部)

２４　过载对展开的影响

最后,可通过多体仿真研究过载对展开过程的影响.在返回弹道的不同时刻发出着陆腿展开指令,
显然对展开可靠性而言具有较大影响.失重状态下,着陆腿将无法展开.针对着陆腿展开标准工况,将

过载系数nx 分别设置为１１,０８,０６三个值,通过展开仿真结果对比,可分析过载对展开角度和角速

度的影响,详见图１７和图１８.
不同轴向过载下的仿真结果表明:轴向过载系数nx 越小,则展开时长越大,展开到位最大角速度越

小.相比展开标准工况,过载系数nx 为０６时,展开时长增大７０２６％,展开到位最大角速度则减小

５２２０％.仿真结果表明,通过选取返回弹道适当时刻发出解锁指令,可大幅降低展开到位角速度,从而

有效控制展开冲击载荷,同时可确保着陆腿展开时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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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轴向过载nx 对主腿展开角度的影响

图１８　轴向过载nx 对主腿展开角速度的影响

３　结　论

倒三脚架式可伸缩着陆腿是实现运载火箭垂直回收的有效技术途径.相比于着陆过程,火箭着陆腿

展开过程涉及的动力学问题更值得特别关注,国内外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献十分少见.为了给着陆腿研制

和设计提供参考,本文采用多体动力学方法对类Falcon火箭的可伸缩着陆腿展开过程开展了动力学仿真

分析,通过研究比对支腿结构柔性、腿节滑移摩擦力、气动罩气动力及过载对展开时长和展开到位角速

度的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１)着陆腿展开过程中,作为系统中刚度最小构件的副腿 (长度约８m)的最大挠度仅为５５４mm,
结构柔性对展开时长和展开到位角速度的影响分别为１３６％和００１％,表明结构柔性对展开过程的影响

可以忽略.

２)腿节间滑移摩擦力阻碍展开的效果比较明显.对比滑移摩擦力额定值Ffr,[０８Ffr ~１２５Ffr]
的摩擦力偏差范围对展开时长的影响为－３９４％~＋６０２％,对展开到位角速度的影响为－５８３％~＋
４１２％,表明通过调节腿节滑移摩擦力可实现对展开工况的优化设计.

３)气动罩气动阻力也具有阻碍展开的作用,其影响大小取决于展开时刻箭体的垂向下降速度及着陆

腿的质量特性.支腿展开时长通常小于１０s,在展开过程中可以认为大气密度保持不变.本文的多体仿真

算例表明,相比于箭体垂向静止的情况,当支腿在箭体下降速度为３０m/s时展开,展开时长将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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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４％,展开到位角速度将减小１４９６％.

４)作为被动式着陆腿展开的能量源,箭体轴向过载对展开过程的影响最大.相比于过载系数nx 为

１０的情况,nx 为０６时,展开时长将增大７０２６％ (达６６１３s),而展开到位角速度可降低５２２０％.仿

真表明,选取着陆腿展开的适当过载,可大幅降低展开到位角速度及展开冲击载荷,同时可将着陆腿展

开时长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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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imulationandAnalysisoftheDeploying
ProcessofTelescopicLandingLegsfor

Vertically recoveredRockets
HUPeng xiang,XUShan shu,ZHANGJin ze,ZHANGHong jian,WANGLei

BeijingInstituteofAstronauticalSystemEngineering

　　Abstract　Telescopiclandinglegsareeffectiveapproachestorealizeverticalrecoveryforlaunch
vehiclesComparedtolandingprocess,thedeployingprocessoflandinglegsforvertically recovered
rocketsinvolvesdynamicproblemswhichareworthytobegivenmorespecialfocusesBasedonmulti
bodydynamics,thevirtualprototypemodeloftelescopiclandinglegsiscreatedandsimulatedfo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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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ingprocessTheinfluencesofstructuralflexibility,slidingfrictionbetweenlegsections,aerodynamicforce
ofthefairing,andoverloadfactoronthetwokeyindexesfordeployingcharacteristics,iedurationand
finalangularvelocityofdeploying,areinvestigatedintensivelyNumericalresultsshowthateffectsof
landinglegflexibilityareneglectable,overloadfactorhasthemaximumimpactsonthedeployingprocess,

whileaerodynamicforceofthefairingandlegsectionfrictioncanexertrelativelysmallereffectsRelated
researchingresultsgiveninthepaperarehopedtoservetheengineeringdevelopmentoflandinglegsfor
vertically recoveredrockets

Keywords　Vertically recoveredrockets;Telescopiclandinglegs;Deployingprocess;Multi body
dynamics;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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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数字孪生体的数据驱动模型构建方法研究

李星辰１　田　野２　宋天莉１　许　睿１　张若凡３

１火箭军研究院;２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３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

摘　要　模型是数字孪生的核心技术.本文针对现有飞行器物理模型求解耗时长和硬件耗费高,无

法满足数字孪生体对信息实时反馈的需求,提出基于数据驱动建模的思想和构建高效飞行器数字孪生体

模型的方法.首先,采用合适的实验设计方法,譬如拉丁超立方法,设计合理的数值实验和物理实验;
其次,建立包含高精度数值解集和物理实验数据的半实物扩增数据源;最 终,采 用 运 行 数 据 修 正 的

Kriging方法构建代理模型,得到的代理模型可以实现飞行器实时监测数据的快速响应.基于该模型的数

字孪生体可以应用于卫星和导弹系统的优化设计、虚拟工况实验、状态监控和故障预测等领域.

关键词　数字孪生;飞行器;数据驱动建模;代理模型

０　引　言

数字孪生概念是２００３年 Grieves教授于密歇根大学提出的,其定义为包含了实体对象、虚拟对象以

及两者间连接的三维数字模型[１２].随着物联网、微电子传感器和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融合[３],美

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AFRL)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合作提出了面向飞行器的数字孪生体技

术,并将其定义为高度集成的多物理场、多时空尺度和多概率的仿真模型,并且能够利用物理模型、实

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等综合信息反映实体状态及演变趋势[４].该研究主要用于美国战机发动机的故障预测,

可以精准监控每台发动机的运行状态,在发生故障前进行维修保养,确定具体大修时间间隔,提升作战

效率.
随后数字孪生的概念逐渐引起关注,并在构建模型、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和交互协作等方面不断得到

发展和完善,各个工业企业也相继投入进行相关技术的开发.通用电气通过云服务平台Predix、大数据和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对发动机的实时监测检查和预测性维护;NASA 开发了飞行器全套数字样

机——— “铁鸟”,用于在飞行过程中的虚拟测试[５];达索公司建立了基于数字孪生的平台,通过用户反馈

的信息不断在数字平台中优化产品模型,并最终用于物理实体的生产制造[６].纵观历年发展,数字孪生技

术随着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odel BasedSystemEngineering,MBSE)、可靠性评估模型、计算机辅

助技术 (CAX)等子技术的深入研究与应用,整体从初期的国防领域逐步向汽车、医疗和船舶[７１１]等民用

市场普及,前景十分广阔.
数字孪生的本质是模型与数据,应用场景贯穿了工业产品设计、制造和服役三大阶段.其中设计和

制造阶段均是一定程度上可控的人工环境,而服役阶段往往是随机变化的温度影响、化学作用、电磁干

扰和力学载荷等叠加的复杂环境,环境因素与材料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和开放性耦合关系.这就对服

役期间工业产品的可靠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尤其是国防领域运用的飞行器需要满足全天候、多域、复

杂电磁环境的作战需求,其所面临的复杂服役环境下的可靠性问题亟待解决.数字孪生因其可以通过模

型 实物交互反馈提供实时的状态评估、故障预测,必将成为我国航空航天工业的战略要地.

在美国,NASA将数字孪生技术用于飞行器等复杂系统的故障预测及检测维护[２];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全

球最大武器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数字孪生列为未来国防与航天领域技术之巅;美国空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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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实验室使用数字孪生技术将高精度飞机物理模型与影响飞行的结构偏差结合,进行飞机结构寿命预

测[１２],如图１所示;甚至F３５战斗机的设计与虚拟测试也已经采用了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设计与生产

的无缝衔接,通过降低工程迭代次数来提高研发效率[１３].面对种种挑战,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研发方式

必须进行突破性转变:结合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战略,加快数字孪生技术的探索与应用.

图１　AFRL和 NASA设计的飞机发动机数字孪生体模型示意图

为了解决数字孪生技术中,模型的准确性和实时交互特性的难点,基于数据驱动的建模技术必不可

少,同时在航天器结构中的应用面临严峻挑战:运行期实时监测数据与模型的交互响应需要达到毫秒级

别.现阶段建模方法主要依赖于微分、偏微分方程的解析解或数值解,以及基于真实数据样本库的机器

学习.前者的求解会消耗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后者往往由于飞行器运维成本高昂而数据量有限.本文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运用代理模型的理念,即通过科学的物理 虚拟实验设计获取高置信度的扩增数据样

本空间,进一步对数据样本进行训练与测试,在充分迭代后获取可以描述飞行器各个输入输出变量之间

关系的数学近似函数,最终为实时飞行器可靠性评估提供有力保障.基于上述思路,探索数字孪生在飞

行器结构建模中的关键问题和技术,为未来数字孪生的应用和推广奠定理论和方法基础.

１　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实时响应的高精度模型是飞行器结构数字孪生体的核心技术,本文旨在引入数据驱动建模的思想,

首先建立高精度仿真解集数据和实测数据融合的高置信度扩增数据源;其次,通过梳理样本空间内各个

变量对输出的影响获得可快速求解的数学近似函数,构建代理模型;最终,代理模型替代传统微分方程

组模型进行飞行器可靠性评估,获取健康状态、维护预警和寿命预测等关键结构信息.

１１　物理 虚拟实验设计

代理模型的精度建立在高质量的样本数据基础之上,因此科学合理地获取数据源,在保证精度的同

时减少样本数量对提高模型运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飞行器数值计算耗时巨大而飞行器实验成本高

昂,所以用于构建数字孪生的代理模型数据样本采取半实物扩增数据源,即由大量预先计算得到的数值

解数据和少量实测实验数据共同组成.具体物理 虚拟实验设计以统计学和概率论为依据,确定数据采集

方法、采样数量和采样空间,同时控制过程中的随机误差,高效合理地组织实验点在样本空间的分布.

实验设计一般需要考虑三个因素:

１)敏感因子的个数,或称为影响因素、设计维度等;

２)因子取值水平,即每个因子的具体取值范围、大小等;

３)响应,即实验设计中样本点对应的输出量;

工业中常用的实验设计方法有:正交实验设计、均匀实验设计、全析因实验设计和拉丁超立方实验

设计.全析因设计可以实现任意因子在任意取值水平下的关联分析,但当因子个数和因子取值水平较多

７０９



图２　飞行器数字孪生体建模示意图

时,实验次数会指数级增加;均匀设计因为采样不具代表性和信息量较少,仅适用于关系形式简单的样

本空间;拉丁超立方设计方法具有非常好的空间填充能力,较正交设计而言,可以用同样的数据量研究

更多的数据组合[１４].它是由 MDMckay提出[１５],其思想为:样本空间设有m 个敏感因子,每个因子有

n 个水平,将每个敏感因子分为n 个设计区间,则整体空间被分成mn 个子区域.
由于拉丁超立方设计速度快、分布均匀,且具有代表性,能够描述较多信息,适合高维敏感因子采

样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在飞行器数字孪生体构建过程中采用拉丁超立方法设计数值实验和实体物理实验

方案较为稳健.

１２　半实物扩增数据源

为了兼顾精度、效率和成本,训练代理模型的数据源由数值实验的解集数据和实测数据组成.其中

解集数据的来源算法分为三类.
第一,传统数值算法,譬如有限差分法、有限元法和有限体积法等,其本质为对求解域做网格离散,

然后采用对应的算法求解.其优点是基于严格的质量、能量和动量守恒方程,以及物性方程、化学反应

等建立模型,解释性强且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国内外研究较为成熟,且已发展出对应的商业软件,譬

如解决流体传热计算的Fluent、CFX,解决固体力学的 Abaqus、Adams,解决电磁问题的 CST、HFSS
等.其缺点也十分明显,首先是机理模型往往需要大量参数,否则模型精度会显著降低;其次,对于复

杂的飞行器结构,其求解往往耗费大量时间和硬件资源.
第二,新型数值算法,相较于求解效率较低和内存开销较大的传统数值算法,研究人员从前处理优

化、数学处理和并行加速等三方面对传统数值算法不断进行完善.首先是前处理优化,由于长期以来

CAD和CAE独立运行导致仿真人员在前处理阶段消耗４０％~８０％的时间[１６１７],PVéron、曹秉万等人通

过建立中间模型实现CAD/CAE的集成[１８１９];其次,通过引入新的数学处理方法实现解耦、降阶甚至降

维来提高计算效率,譬如通过本征正交分解 (ProperOrthogonalDecomposition,POD)降维流体微分方

程[２０２１],或者将快速多极法引入气动噪声计算,大大减少了计算量和存储量[２２];最终,随着GPU在通用

计算领域的发展,其大规模数据处理及并行计算能力优于CPU,国内外在CUDA架构下对边界元、快速

多极算法和移动粒子半隐式法等 GPU并行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相较于传统的CPU,计算效率提升高达

５~３０倍[２３２４].

第三,神经网络算法,鄂维南院士在２０１７年讨论了微分方程与深度学习之间的关系[２５],同期物理内

嵌神经网络 (PhysicsInformedNeuralNetwork,PINN)和物理内嵌深度学习 (PhysicsInformed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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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PIDL)相继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本质是采用数据驱动的方法获取偏微分方程的解[２６２８].虽然

神经网络算法刚刚兴起,其适用范围和精度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完成训练的模型可以快速求解不同边

界条件下的偏微分方程,其响应能力可以满足数字孪生体对反馈速度的需求.
数值实验解集数据的精度取决于算法和实施过程.后者需要明确并统一的准则:

１)各个模型的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及坐标系的统一;

２)各个模型的假设条件及适用范围;

３)物理量单位制的统一;

４)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包含材料参数的等效方法,几何简化约定等;

５)定解条件,即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的统一定义,使役环境如何等效得到定解条件;

６)求解器误差设置及参数使用;

７)明确考察结果及其敏感性分析方法;

８)建立规范的结果测试验证方法和评价准则.

上述准则的实施决定了数值仿真实验执行层面的可靠性,是解集数据能否成为代理模型数据源的关

键所在.
目前飞行器传感器实测数据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分布式直接测量法,另一种是外部观测间

接测量法.分布式直接测量法是我们常见的分布在飞行器各个关键节点的传感器对飞行器节点状态进行

采集,利用温度传感器、应力应变传感器、电压电流传感器等,监控各个载荷和结构的运行状况.这种

测量方法在地面实验中可以大量布点测量,在飞行时也能够保持一定的传感器进行测量,是数据获得的

主要方式.该方法具有测量准确、数据量较小和延续性高的特点,但是,由于采集点的限制,无法做到

全局采集、数据结构较为单一.而外部观测间接测量法是一种在地面实验常用的方法,该方法主要依靠

外部传感器,如红外相机、高速相机、声学传感器等,对飞行器整体状态数据进行采集.该方法具有测

量全面、数据量大和可视化程度高的特点,但是,由于设备限制往往只能在地面实验中应用,无法在服

役中进行测试.
而为了保证半实物扩增数据源的准确可靠,两种测量方法必须在设计、制造中全面接入,这就需要

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融合.例如温度数据,在地面实验中使用分布式温度传感器和红外相机同时采集,
数据驱动的模型要同时处理温度传感器一维数据和红外相机图像数据.多源异构数据输入对模型构建是

一个较大的挑战,在实践过程中需要结合数据特点,进行相应的数据前处理.

１３　代理模型构建

无论是数值实验解算,还是海量运行数据处理,即使在计算机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其计算资源的

巨大需求仍然难以承受.为解决这一问题,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引入代理模型.
构建代理模型的方法主要有:多项式响应面、径向基函数 (RBF)、Kriging方法和支持向量机等.其

中多项式响应面方法构造简单且运行速度快,但其精度仅适用于变量较少和非线性程度较低的问题;径

向基函数方法稳定性、灵活性和运行效率较高,但对样本数量依赖性较高;支持向量机方法应用广泛且

适合复杂非线性问题,但其求解效率较低.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目前显然不存在单一的代理模型可以

对所有问题都有很好的逼近效果.主流方法中,Kriging方法不仅在解决非线性问题时有较高的精度,而

且在各项同性/异性问题上仍有稳定表现.它可以基于未知函数的少量样本点,预估未知函数整体的分布

趋势及函数值.
基于 Kriging代理模型的建立流程包含以下基本步骤.

１)数据源分析:数据源中的样本点精度是代理模型可靠性的基石;

２)代理模型建立:需要全面仔细地选择代理模型的初始参数;

３)加点迭代策略:耦合强、非线性的问题需要加入新的样本数据对模型进行迭代修正;

４)模型修正:根据具体问题特性和历史拟合性能,对基础 Kriging方法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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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航空航天领域,Kriging代理模型具有较好的应用基础,未来可以根据实际运行数据,采用

合适的加点策略,兼顾代理模型的全局精度和求解效率,不断扩增数据源,并进一步通过开发新的系统

性方法,提高 Kriging代理模型的预测精度.

２　应用与未来展望

在飞行器数字孪生体的基础上,可以将飞行器设计研发阶段、生产制造阶段和全生命周期阶段的海

量数据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双向同步传输,实现实时人机交互、数据分析、健康评估、故障预警及指

令执行等功能.

２１　在卫星系统的应用

卫星作为高成本复杂航天产品的代表,其设计、制造和在轨服役一直存在研制周期长、状态监测和

维修维护困难等问题.随着数字孪生技术的引入,研究人员可以全方位地对卫星进行可靠性分析和优化.
设计阶段,可以在满足强度和刚度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减小整体重量;在有限体积

内通过合理布局安装尽可能多的星载设备;进行虚拟实验,考虑入轨后由于温度循环交变引起的热疲劳

问题等.
在轨服役阶段,在姿态控制方面,数字孪生体可以借助陀螺仪、太阳敏感器和磁强计等姿态敏感器

件反馈的运行数据,实时更新卫星态势,降低姿态偏差,再通过执行器件实现高精度的姿态控制.在可

靠性评估方面,数字孪生体可以对传入的空间环境数据、卫星监测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快速准确地评

估卫星健康状态,进一步减少卫星非计划中断时间.甚至孪生体可以分析各项历史数据的变化趋势,采

用深度学习或者支持向量机进行趋势分析,将卫星内部响应数据和空间环境数据进行贝叶斯融合处理,
得到更高置信度的故障风险评估,协助相关人员制定维护方案.

２２　在导弹系统的应用

导弹系统作为一种系统集成度高、运行环境复杂、储存状态长的高科技武器系统,对自身状态监控、
运行可靠性、存储稳定性都有较高的要求.在导弹系统中引入数字孪生技术,研究人员可以在设计中减

少实验周期,在储存运输中监控导弹寿命,在使用前进行全面的故障预测,并在运行时监控飞行状态及

时更新指令.
设计阶段,由于导弹的武器系统实验需要对各种工作状况下进行模拟,且每次实验都要耗费大量资

金和人力,所以可以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进行模拟实验.在关键工况物理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对多种复

杂工况进行虚拟孪生体实验,能够有效地节约实验经费,并缩短研制周期.
在储存运输阶段,由于导弹武器系统生产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储存运输阶段,在该阶段需要对其进

行全生命周期检测,此时数字孪生系统可以实时模拟导弹状态,在使用前进行全面的故障预测,给出合

理的运行建议.
在发射和飞行阶段,导弹在运行过程中需要进行多个状态的机动和突防,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数字

孪生体进行实时模拟,可以有效地确定飞行状态,以便指挥方及时改变策略,发出合适的指令.
飞行器数字孪生体在模型初步完善后有两大发展方向:第一,孪生规模从单元级向系统级进化,譬

如从单一卫星的状态评估向卫星网络的状态评估;第二,服务终端完善,深入完善数据传输和协议接口

等功能,进一步将孪生体运行过程中的各类数据、算法和评估结果进行封装,从而提高人机交互性,实

现方便快捷的按需使用.

３　结　论

本文针对飞行器结构数字孪生体的核心建模技术展开论述,提出了基于数据驱动模型理念的模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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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方法.结合航空航天工业的特点,给出可以实时响应的代理模型建立步骤:首先,采用拉丁超立方法

进行物理 虚拟实验设计;其次,通过大量高精度虚拟实验补充物理实验数据较少的缺陷,同时通过物理

实验和运行数据提高数据样本的置信度,并形成可靠的半实物扩增数据源;最终,采用修正的 Kriging方

法构建代理模型,并通过实际运行数据对其进行训练迭代.上述建模方法能够在卫星系统的设计阶段和

服役阶段产生巨大作用,可以使用孪生体完成卫星设计优化虚拟实验、在轨状态监控和故障预测诊断;
同样该方法可以应用于导弹系统,进行实战工况模拟、储运期效能评估和故障预测等.随着数字孪生技

术的深入发展,将显著提高研制效率,并从整体上降低飞行器全生命周期成本,使我国航空航天的竞争

力再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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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三维轨迹
规划方法研究

刘晓鹏　王永圣　任志伟　郭　健　佘文学

北京空天技术研究所

摘　要　组合动力运载器是未来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两级入轨运载器技术

难度相对较低,具备快速形成使用能力的潜力,是现阶段重点发展对象和研究热点.组合动力运载器一

级上升段是执行入轨任务成败的关键,其飞行轨迹一般为三维轨迹,高度非线性,且约束较多,是组合

动力运载器轨迹规划的难点之一.本文针对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将上升段三维轨迹拆解为铅垂

面内运动和水平面内运动,以满足始末约束及油耗最省为目标,提出了一种三维轨迹规划方法,并基于

所提出的方法完成了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典型方案及任务下的上升段三维轨迹规划,具有较高的计算

效率.
关键词　组合动力运载器;三维轨迹规划;能量法

０　引　言

组合动力运载器是采用吸气式组合动力、升力式构型,能够在稠密大气层、临近空间、轨道空间自

由往返飞行的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具有水平起降、快速响应、按需发射、自由进出空间、多次重复

使用的特征,将突破传统航天器和航空器局限,实现在大气层和空间自由穿梭飞行,是降低航天运输成

本、提高安全可靠性、快速进出空间的理想工具,是未来主流的发展方向.组合动力运载器按照入轨级

数可分为两级入轨运载器和单级入轨运载器.其中,两级入轨运载器一子级采用吸气式组合动力、二子

级采用火箭动力,技术难度相对较低,具备快速形成使用能力的潜力,是现阶段重点发展对象和研究热

点[１２].本文组合动力运载器特指两级入轨组合动力运载器.
组合动力运载器上升段以分离点为间隔分为一级上升段与二级上升段.一级上升段采用吸气式动力,

具备较为灵活的横向机动能力;二级上升段采用火箭动力,基本不具备横向机动能力.因此,二级上升

段通常考虑为在目标轨道面对应的铅垂面内做二维飞行,不做横向机动,则一级上升段飞行的主要任务

是将二级送入目标轨道面,并为二级上升段飞行提供初始的速度和高度.在这一任务要求下,一级上升

段一方面需要满足起飞机场的位置和方向约束,另一方面需要兼顾分离点的速度、高度和方向约束.基

于上述分析,一级上升段飞行轨迹通常为三维轨迹,且约束较多,是执行入轨任务成败的关键[３].
针对一级上升段飞行轨迹规划问题,现有方法多是采用配点法、伪谱法等方法对轨迹进行离散化处

理后,基于序列二次规划、遗传算法等数学优化算法对轨迹进行规划[４１１].然而,这些方法通常存在对初

始参数设置较为敏感、收敛缓慢等局限性[１２].对于更为复杂的三维轨迹,这一局限性更为突出,为实际

使用带来了困难.
对此,本文针对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以满足始末约束及油耗最省为目标,提出一种三维轨

迹规划方法,并基于所提出的方法完成了组合动力运载器典型方案及任务下的上升段三维轨迹规划,具

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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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上升段三维轨迹规划思路

将组合动力一级上升段三维轨迹拆解为铅垂面内运动和水平面内运动,对铅垂面内轨迹和水平面内

轨迹进行分开设计.首先,以油耗最省为目标,在铅垂面内进行二维轨迹规划,使其满足分离点速度和

高度约束;之后在此基础上,以油耗最省为目标,在铅垂面内的马赫数 高度曲线上寻找最优状态点,进

行水平面内等速等高巡航和转弯,使其满足起飞位置、方向以及目标轨道面方向约束;最后,对铅垂面

内和水平面内轨迹进行坐标转换以及合并处理,最终得到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三维轨迹.基于上

述思路,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轨迹规划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轨迹规划流程

２　铅垂面内轨迹规划方法

２１　基本概念的定义

(１)能量高度

飞行器任一状态下的总能量E 为该状态下的位能和动能之和,即

E＝mgh＋
１
２mV２ (１)

将能量转换为势能,定义能量高度 He 如下

He ＝
E
mg＝h＋

V２

２g
(２)

(２)能量转换效率

定义飞机单位剩余功率Ps 为单位重量下飞机动力装置的推进功率与飞行阻力的消耗功率之差,即

Ps ＝
V(T－D)

mg ＝
dEs

dt ＝
dh
dt＋

V
g

dV
dt＝

dHe

dt
(３)

由上式可以看出能量转换效率即为能量高度随时间的变化率.
定义能量转换效率ηs 为飞机消耗单位燃料量所获得的单位能量的增量,即

ηs ＝
dHe

dWf
＝

Ps

mf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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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f 为发动机耗油率,能量转换效率ηs 表征将燃料的内能转换为飞机机动能量的效率.由上式定义

可知,在相同的机动能量消耗下,能量转换效率越高,相应的燃料消耗越少.

２２　基于能量最优准则的爬升策略

从能量的角度进行分析,在相同的机动能量消耗下,能量转换效率越高,相应的燃料消耗越少[１３].
能量高度由 He１ 改变为 He２ 的耗油量Wf１－２ 通过下式可获得,即

Wf１－２＝∫
He１

He２

１
ηs

dHe (５)

可见,如果在每一个能量高度上ηs 为最大值,则改变能量高度的耗油量为最低.
每一个能量高度上的ηs 最大值可通过作图法获得,即:在高度 马赫数图上,将能量高度 He 等值线

与ηs 等值线叠加在一起,图中ηs 等值线与He 等值线的切点正好满足该能量高度上的ηs 最大值要求,这

些切点的连线就是燃料最省爬升轨迹,如图２所示.

图２　典型飞机燃料最省爬升轨迹

与常规飞行器不同,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多采用吸气与火箭相结合的动力形式,耗油率除与飞行速

度、飞行高度相关外,还与火箭流量相关.即在给定高度、马赫数状态下,火箭流量不同,能量转换效

率ηs 也不同.因此,在基于能量作图法分析验证飞机燃料消耗最省爬升轨迹时,需求解每个高度、马赫

数状态点下的最大能量转换效率ηsmax 及相应的火箭流量,由此绘制ηsmax 等值线.

２３　爬升段轨迹计算方法

组合体在法向与切向上的受力为

∑Fy ＝Tsinα＋L－Wcosθ

∑Fy ＝Tcosα－D－Wsinθ
(６)

在进行组合体爬升轨迹的计算中,做出以下基本假设:

１)飞行器攻角α通常很小,假设攻角近似为α≈０;

２)认为爬升角θ较小,其余弦值近似为cosθ≈１;

３)假设法向过载为n ＝１,即法向加速度为０.
基于上述假设,能量转换效率计算推导如下,法向受力方程可写为

ΣFy ＝W －L＝０
升力系数计算为

CL ＝
W
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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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极曲线,拟合得到阻力系数与升力系数之间的关系,可计算阻力系数为

CD ＝K１C２
L ＋K２CL ＋CD０ (７)

则根据能量转换效率的定义即可进行计算

ηs ＝
V(T－qSCD)

Wmf

(８)

组合体爬升轨迹计算步骤如下:

１)设置能量高度间隔,在马赫数 高度图中绘制不同能量高度对应的等高线 He ,则对于每条等高线

即有一组 Ma,H( ) 点集.

２)对于每一条能量高度等高线,计算上面各点 (Mai,Hi)在不同的火箭流量mhij 条件下对应的能

量转换效率ηs .

３)最大能量转换效率ηs,max 所对应的点即为所求切点,将其作为该能量高度下的轨迹点,记录该点

对应的马赫数、高度、火箭流量及单位剩余功率Ps .

４)按照耗油量计算公式可计算出该能量高度上的最少燃油质量消耗,根据该能量高度上的燃油质量

消耗对飞行器质量进行迭代,将其作为下一能量高度计算中的质量值.

５)对单位剩余功率在能量高度上进行积分可得到两能量高度之间的飞行时间,据此可对飞行时间进

行迭代

t１－２＝∫
He１

He２

１
Ps

dHe (９)

６)连接每一能量高度下的轨迹点即可得到燃料最省爬升轨迹以及沿轨迹的火箭开启策略.
采用上述方法得到的轨迹终点位于目标点对应的能量高度等值线上,但并不一定位于目标点,需要

单独计算由规划轨迹终点到目标点的轨迹.该段轨迹采用沿能量高度等值线的爬升策略,总能量不变,
动能与势能相互转化,发动机推力只需克服阻力所做的负功,即在假设 (１)的条件下推力等于阻力.

３　水平面内轨迹规划方法

水平面内采用等高等速的飞行策略,由起飞方向调整至目标轨道方向,包括巡航段和转弯两个飞行

阶段.在不考虑飞行区域可达性的情况下,爬升段飞行轨迹在水平面内的投影示意如图３所示.

图３　爬升段飞行轨迹在水平面内的投影示意图

由图中可以看出,爬升段飞行轨迹在水平面内的投影满足下面几何关系

d１＋d２＋Rtan(Δψ/２)＝L (１０)
式中,d１为飞行器由起飞点在铅垂面内爬升至巡航/转弯点对应的航程,d２为水平面内巡航距离,R 为水平

面内转弯半径,计算如下

R＝
V２

gnz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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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水平面内轨迹规划问题可转化为:已知航迹角偏转角度Δψ 和距离L ,根据铅垂面内二维轨迹规划

得到的Ma H 曲线,选择线上一点 (Ma０,H０)以及法向过载nz 进行水平面内巡航和转弯,在满足上

述几何约束的基础上,使得油耗最少.
围绕上述问题,针对巡航段和转弯段分别定义单位巡航质量和单位转弯质量两项指标,并给出水平

面内飞行总耗油量的计算方法.
(１)单位巡航质量

单位巡航质量定义为巡航过程中飞行单位距离消耗的燃料质量

Id ＝
m
d ＝

m

v
(１２)

式中,d 为飞行距离,m 为这一过程中的燃料消耗量.由比冲定义式,秒耗量可表示为

m ＝
P

Ispg
(１３)

由巡航过程受力分析,可得到推力为

P＝D＝
W
K

(１４)

式中,K 为升阻比.将上面两式代入单位巡航质量表达式

IR ＝
m

vIspK
(１５)

(２)单位转弯质量

单位转弯质量定义为转弯过程中转过单位角度消耗的燃料质量

Iψ ＝
m
Δψ

＝
m

ψ
 (１６)

式中,Δψ 为转弯角度,m 为这一过程中的燃料消耗量,m 为燃料秒耗量,ψ
 为航迹角变化率.由转弯过程

受力分析,可得到推力为

P＝D＝
W

Kcosγv
(１７)

式中,K 为升阻比,γv 为滚转角,表示为

γv ＝arctannz (１８)
则根据比冲定义式可计算得到燃料秒耗量.转弯过程中航迹角变化率计算如下

ψ
 ＝－

gnz

V
(１９)

将上面两式代入单位转弯质量定义式可得到

Iψ ＝
mV

gnzIspKcosγv
(２０)

(３)总耗油量

基于上述两项指标以及几何关系式,可计算巡航段与转弯的总耗油量为

M ＝Idd２＋IψΔψ (２１)
则水平面内的轨迹规划问题最终转换为优化问题

min　M(Ma,H,nz)

s．t．　d１＋d２＋Rtan(Δψ/２)＝L
(Ma,H)∈ {foptim(xy)(Ma,H)＝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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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典型任务上升段三维轨迹规划

４１　典型任务场景设定

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采用火箭基组合循环 (RBCC)组合动力形式,分离点状态为 Ma８/３４km.组

合动力运载器一级的星下轨迹以机场起飞点为地面坐标系原点,起飞状态点为 Ma０５/２００m,方向为x
轴正方向,目标轨道面与x 轴夹角 Δψ 为９０°,目标轨道面和x 轴的交点与起飞点之间的距离L 为

３００km.

４２　铅垂面内轨迹规划结果

基于能量最优准则对铅垂面内轨迹进行规划,考虑发动机工作动压约束

０kPa≤q≤８０kPa
基于能量最优准则的飞行轨迹规划结果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整个爬升过程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可

近似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等高加速、等动压爬升、动压调整段.飞行时间为４３１s,耗油系数为０５,航

程可达５１３km.

图４　基于能量最优准则的爬升段飞行轨迹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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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水平面内轨迹规划结果

根据铅垂面内二维轨迹规划得到的高度 马赫数曲线 (见图４),对水平面内巡航与转弯飞行阶段轨迹

进行规划,考虑法向过载约束.

－２５≤nz ≤２５
计算得到水平面内最优飞行点为Ma５２８、２１８５km,相应的转弯段法向过载nz 为２４９.水平面内

巡航与转弯阶段的飞行轨迹如图５所示,极短暂巡航 (巡航段距离为１９３m)后进入转弯阶段,转弯半径

为１００２６km.水平面内巡航与转弯阶段耗油系数为００４４５,总时间为１０１s.

图５　水平面内轨迹计算结果

４４　上升段三维轨迹

对铅垂面内和水平面内轨迹进行坐标转换及合并处理,最终得到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三维轨

迹,如图６所示,剩余质量比为０４５５５,总时间为５３２s.

图６　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三维轨迹 ９１９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上升段,提出了一种三维轨迹规划方法.将上升段三维轨迹拆解为铅

垂面内运动和水平面内运动,以油耗最省及满足约束为目标,分别对铅垂面内轨迹和水平面内轨迹进行

二维轨迹设计,最终对铅垂面内和水平面内轨迹进行坐标转换以及合并处理,得到组合动力运载器一级

上升段三维轨迹.基于所提出的方法,针对组合动力运载器典型方案,在典型任务场景下进行了轨迹规

划,给出了一级上升段三维轨迹,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参 考 文 献

[１]　闫娟空天一体化装备发展分析 [J]．国防科技工业,２０１０,(０７):４６ ４８

[２] 彭小波组合动力飞行器技术发展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１６ (５):１ ６

[３] 龚春林,韩璐RBCC可重复使用运载器上升段轨迹优化设计 [J]．固体火箭技术,２０１２,３:２９０ ２９５

[４] YLZhang,KJChen,LHLiu,etalEntryTrajectoryPlanningBasedonThree dimensionalAccelerationProfileGuidance[J]．

AerospaceScienceandTechnology,２０１５,４８:１３１ １３９．

[５] 许东欢,徐桂甲,叶塞仙,等基于伪谱法的空天飞行器上升段非线性闭环最优制导算法 [J]．战术导弹技术,２０１７ (４):５７ ６５

[６] GargD,PattersonM A,FrancolinC,etalDirectTrajectoryOptimizationandCostateEstimationofFinite horizonandInfinite

horizonOptimalControlProblemsUsingaRadauPseudospectralMethod[J]．ComputationalOptimizationandApplications,２０１１,４９

(２):３３５ ３５８．

[７] ForoozandehZ,ShamsiM,AzhmyakovV,etalAmodifiedpseudospectralmethodforsolvingtrajectoryoptimizationproblemswith

singulararc[J]．MathematicalMethodsintheAppliedSciences,２０１６４０:１７８３ １７９３．

[８] 孙佩华,刘燕斌,陈柏屹基于预置动压的高超声速飞行器上升段轨迹设计 [J]．飞行力学,２０１７,５:５７ ６１

[９] 马广富,佘智勇基于改进型伴随方法的高超声速飞行器上升段轨迹优化 [J]．固体火箭技术,２０１１,３:２７３ ２７６

[１０] SongJ,SuaH QTheascenttrajectoryoptimizationoftwo stage to orbitaerospaceplanebasedonpseudospectralmethod[J]

ProcediaEngineering,２０１５,９９:１０４４ １０４８．

[１１] YangSB,CuiT,HaoXY,etalTrajectoryoptimizationforaramjet poweredvehicleinascentphaseviatheGausspseudospectral

method[J]．AerospaceScienceandTechnology,２０１７,６７:８８ ９５．

[１２] 张鼎逆,刘毅基于混合粒子群法的 RLV上升段轨迹优化 [J]．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１:５４ ５９

[１３] MattinglyJD,HeiserW H,PrattDTAircraftEngineDesign[M]．AmericanInstituteofAeronauticeandAstronautices,２００２

Three dimensionalascenttrajectorydesign
forthefirststageascentofcombinedpowervehicle

LIUXiao Peng,WANGYong sheng,RENZhi wei,GUOJian,SHE Wen xue
BeijingAerospace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

　　Abstract　 Combinedpowervehicleisoneoftheimportantdevelopmentdirectionsofreusablespace
transportationsysteminthefutureAtpresent,two stagevehicleistheresearchhotspotastheresultof
itslesstechnicaldifficultyandthepotentialtoquicklyformtheuseabilityThefirststageascentofthe
combinedpowervehicleisthekeytothesuccessofthemissionTheflighttrajectoryisgenerallythree
dimensional,highlynonlinearandhasmanyconstraints,whichisadifficultproblemintrajectorydesign
ofthecombinedpowervehicleInthispaper,athree dimensionaltrajectorydesignmethodis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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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eascentofthefirststageofthecombinedpowerlaunchvehicleThethree dimensionaltrajectoryof
theascentisdividedintoverticalmotionandhorizontalmotionwiththeaimatsatisfyingtheinitialand
finalconstraintsandsavingthefuelconsumptionBasedontheproposed method,three dimensional
ascenttrajectoryisdesignedforthefirststageascentofcombinedpowervehicleundertypicalschemeand
task,wherethecomputationalefficiencyisimproved

Keywords　 Combinedpowervehicle;Three dimensionalascenttrajectorydesign;Energ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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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姿控喷管布局及控制重分配方法

杜昊昱１　范瑞祥２　张普卓１

１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２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摘　要　针对航天器发动机反作用控制系统 (RCS)可能出现的一个或多个喷管故障,本文提出一种

新型可重构姿控喷管布局及其控制重分配方法.该布局在继承了某型火箭氢氧末级俯仰、偏航通道解耦

控制的基础上,将周向的滚动姿控喷管设计成最小系统,使其具有姿控喷管数量少、故障适应性强、正

常工况下推进剂消耗少的优点.同时,本文将传统的控制重分配方法进行改进,使重构后的控制系统精

度与原系统保持一致.最后,通过数字仿真试验将该构型与国内外典型构型的控制效果进行对比,验证

了该布局及重分配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姿控喷管;控制重构;最小系统

０　引　言

反作用力控制系统 (Reactioncontrolsystem,RCS)通过对外喷射工质获得作用于航天器上的反作

用力矩,被广泛应用于火箭末级无动力滑行段姿态控制.为完成火箭上面级三轴姿态控制,需要若干姿

控喷管协调工作.受火箭结构空间限制,以及贮箱压力的要求,姿控喷管数量不能太多.同时,由于航

天发射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或战略价值,其设计要求具有故障适应能力,必须是故障下可重构的[１].
当姿控喷管数量一定时,不同的布局方式 (姿控喷管的位置、方向)将直接导致不同的控制品质、推进

剂消耗量、有效力矩以及容错能力.姿控喷管布局设计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的指标,根据航天器本身特点

及任务需求进行优化.文献 [２]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以控制效率为优化目标,得出了８个姿控喷管情况

下的最优布局.文献 [３]研究了姿控喷管布局和系统冗余度之间的关系.文献 [４]考察了国内外主流

的１４种姿控喷管布局方案,分析了不同的姿控喷管构型下控制系统的静态和动态响应、推进剂消耗量、
跟踪误差、平均脉冲带宽、容错能力,结果表明,我国某型火箭氢氧末级和美国半人马座 (CentaurT)
构型具有最佳的综合性能.

本文综合某型火箭氢氧末级和半人马座姿控喷管布局的优点,提出一种新的姿控喷管布局.该布局

在正常工况下可实现近似三通道解耦控制,具有某型火箭氢氧末级低推进剂消耗的特点;在故障模式下,
可以通过在线控制重构提升系统故障适应能力,其故障适应能力与半人马座相当.

本文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火箭上面级姿态动力学.第二部分对两种代表性的布局方案进行简要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姿控喷管新型布局方案.第三部分论述本文的控制重分配方法,第四部分开展针

对新构型的数字仿真,验证新构型的优越性.

１　上面级姿态动力学

根据欧拉方程,火箭上面级的转动可以描述为如下方程

∑ΔM ＝
dH
dt B＋ω ×H (１)

得到如下的转动动力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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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ω ＋ω ×Jω ＝τ (２)
其中,

ω ＝(p,q,r)T :惯性空间下角速度;

τ＝(τ１,τ２,τ３)T :外力矩;

J :上面级相对于质心的惯量积.

２　一种新型姿控喷管布局方案

２１　两种典型构型介绍及特性分析

在引入新布局方案之前,先对文献 [４]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姿控喷管布局做简要分析.首先,对半

人马座构型展开分析,并对指令分配逻辑和最小冗余构型进行简要的说明.半人马构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半人马座上面级结构及姿控喷管布局示意图

由图可见,半人马座通过８个姿控喷管的合理调用,响应俯仰、偏航、滚转３个通道的控制指令.５
号和６号喷管产生正俯仰力矩、３号和４号喷管产生正偏航力矩,１、３、５、７号喷管产生正滚动力矩.

定义喷管控制矩阵E :对于给定的喷管布局,喷管控制矩阵表征喷管操纵性能的度量.
半人马座火箭所有喷管推力均为７０N,控制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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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姿控喷管在飞行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推进剂耗尽、单机故障等问题,从而导致该喷管失去控制能力.
这就要求姿控喷管布局是故障下可重构的.由此,我们引入最小系统 (MinimumSystem)和最小冗余构

型 (MinimumRedundantConfigurations)的概念.设需要完成的任务具有D 个自由度,要求系统具有R
级冗余能力,姿控喷管数量为J ,其中R 级冗余能力指系统能够承受任意R 个姿控喷管故障,则:

１)当J＝D＋１时,通过合理的构型设计,系统能够实现D 自由度任务,但没有冗余能力,称该构

型为最小系统.文献 [５]给出了一种三自由度最小系统的典型构型及其控制方案.

２)为完成D 自由度,R 级冗余的任务,则姿控喷管数量需要满足J ≥D＋１＋２R ,当等式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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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该构型为最小冗余构型.
考察半人马座火箭姿控喷管数J＝８,冗余度R＝１,已经非常接近最小冗余构型所要求的J＝６的极

限.事实上,对于３自由度姿态控制系统,冗余度R＝１情况下,出于结构和控制的考虑,目前主流航天

器都不少于８喷管.相似的情况也体现在Fregat、BlockDM、TerraSAR X的任务飞行器上.
下面考察某型火箭氢氧末级姿控喷管布局.

图２　某型火箭氢氧末级结构及姿控喷管布局示意图

由图２可见,某型火箭氢氧末级通过１２个姿控喷管 (９、１０、１１、１２为沉底发动机,不参与姿态控

制)进行配合,响应俯仰、偏航、滚转３个通道的控制指令.３号和１５号喷管产生正俯仰力矩、４号和

１６号喷管产生正偏航力矩,６、８号喷管产生正滚动力矩.该构型在俯仰、偏航方向上具有R＝２的冗余

度,但滚动方向上由于只有两个喷管产生单方向力矩,故该构型的三自由度姿态控制系统冗余度仍为R＝
１.将俯仰、偏航方向的控制喷管推力合并,即将１３、１４、１５、１６号喷管计入１、２、３、４号喷管,则１、

２、３、４号喷管推力为１１０N,５、６、７、８号喷管推力为４０N,得到该构型喷管控制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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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对比半人马座构型,可以看出,两者具有相同的冗余度,半人马座的喷管数量更少,结构更简单;

但半人马座布局对滚动运动的力臂为上面级半径的１/ ２ ,某型火箭氢氧末级的滚动运动力臂为上面级半

径,半人马座滚动控制推进剂消耗量较某型火箭氢氧末级大;另外,半人马座构型中的姿态喷管在滚动

控制的同时,参与俯仰或偏航通道的姿态控制,造成了控制耦合,推进剂消耗量也会因为耦合而增加.

虽然,两种构型的冗余度相同,但是半人马座包含了一个最小系统 (由１、４、５、８号喷管或２、３、６、７
号喷管组成),而某型火箭氢氧末级并不包含最小系统,半人马座的故障适应能力强于某型火箭氢氧末级

构型.

２２　姿控喷管新构型及特性分析

综合以上两种构型,本文提出一种具有冗余度R＝１、推进剂消耗少、姿控喷管数量少、故障适应性

强的新型姿控喷管布局.新布局如图３所示.

如图３所示,该方案继承了某型火箭氢氧末级俯仰、偏航通道的解耦布局方式,将滚动喷管５、６、

７、８沿周向斜４５°分布,姿控喷管总数目J＝８,三通道完全解耦,冗余度R＝１.与半人马座构型相比,

该方案具有控制完全解耦、推进剂消耗少、控制精度高的优点;与某型火箭氢氧末级相比,新型布局的

滚动通道５、６、７、８喷管组成了一个最小系统,即当俯仰、偏航通道的１、２、３、４号姿控喷管全部故障

时,系统依然可以正常工作,而某型火箭氢氧末级不具备此种适应能力,因此新构型的故障适应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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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姿控喷管新布局方案及构型包含的最小系统

具体而言,新构型的５、８喷管可以重构出正俯仰力矩,５、６喷管可以重构出正偏航力矩,５、７喷管产生

正滚动力矩,负向力矩与之类似.即在该类故障模式下,新构型仍然具有完整的三通道控制能力.
新构型１、２、３、４号喷管推力为１１０N,５、６、７、８号喷管推力为４０N,控制矩阵为

E＝
１
２

－１ ０ １ ０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 １ ０ －１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 ０ ０ ０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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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ê

ù

û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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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控制重分配方法

为了提升航天器安全性,近年来涌现了诸多 RCS系统的容错控制方法[６７]及故障后的控制重分配方

法[８１０]以解决系统可能面临的故障风险.由于目前工程实用的RCS系统通常采用PWPF控制方法[１１],通

过控制重分配方法应对一个或多个喷管故障在工程上更具有可行性.本文研究一种基于PWPF方法的故

障模式下控制重分配方法,使其控制精度较高,同时在线计算量小,易于工程实现.
本文采用的控制系统首先将三通道角偏差信号经过滤波网络,与给定的分配矩阵相乘,将组合后的

通道角偏差信号分配给对应喷管,经过PWPF控制环节产生各个喷管的开关信号.
通常而言,喷管采取开/关控制,其控制系统中含有一阶滤波器及一个带有死区和磁滞的施密特触发

器.以某喷管为例,其控制指令计算方法如式 (６)所示,控制特性如图４所示.将该喷管控制指令用

Kφ 表示.当控制指令为＋１时,表示有正向控制力矩需求,当控制指令为－１时,表示有负向控制力矩

需求,当控制指令为０时,表示喷管不启动.

Kφ ＝

－１,A ≤Δφ＋aΔφ


－１,mA ≤Δφ＋aΔφ
 ≤A,Δφ

 ＜０

０,mA ≤Δφ＋aΔφ
 ＜A,Δφ

 ≥０

０,－mA ＜Δφ＋aΔφ
 ≤mA

０,－A ＜Δφ＋aΔφ
 ≤mA,Δφ

 ≤０

＋１,－A ＜Δφ＋aΔφ
 ≤mA,Δφ

 ＞０

＋１,Δφ＋aΔφ
 ≤－A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６)

式中,m 为回环系数;A 为控制门限;a 为动态增益;Δφ 为角偏差信号;Δφ
 为角速度信号.

当发生喷管故障时,需要对分配矩阵进行重新设计,即控制重分配.本文设计一种重分配方法,可

以解决喷管故障情况下的重分配问题.首先,当故障诊断系统检测出任意喷管故障时,喷管控制矩阵中

相对应的列应当置零,表示此喷管失效,对其施加信号不再对操纵性能产生作用.举例而言,以新构型

的公式 (５)为例,假设其１号喷管故障,则将控制矩阵第１列置零,相应的控制矩阵变为

E＝
１
２

０ ０ １ ０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 １ ０ －１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 ０ ０ ０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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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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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PWPF控制环节示意图

下面引入伪逆矩阵E＋＝ET EET( ) －１ :对于给定的喷管布局,该矩阵表征３通道控制指令对各个喷管

的预分配系数,如式 (８)所示.

注意到,此时E＋ 矩阵并不是理想的０,１型的分配矩阵,还不应作为最终的分配矩阵,否则将会对

控制精度造成影响.将E＋ 的非零列进行归一化:

１)若该元素为正,且该元素是该列最大值,则置为１,否则置为零;

２)若该元素为负,且该元素是该列最小值,则置为－１.

若该列全为零,则不做处理.由此得到的矩阵,记为E∗ ,作为故障后控制重分配矩阵,如式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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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其物理意义表明,当原本提供俯仰方向负力矩的１号喷管故障后,控制系统在该方向上重构出６、７
号喷管共同工作,其余通道分配方式不变.这与理想的故障重构模式相符合,证明了该方法的合理性.

其他可重构的故障情况都有类似的结果.

４　数字仿真实验

为验证本文构型的性能,分别将新构型与某型火箭氢氧末级、半人马座火箭使用相同的控制参数,

进行仿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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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首先,在无故障模式下,对三种构型的控制效果进行对比,仿真结果见图５.

图５　无故障模式下三构型控制效果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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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无故障模式下三构型控制效果比对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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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某型火箭氢氧末级推进剂消耗量去量纲化为１,半人马座推进剂消耗量为１２００２,新构型推

进剂消耗量为１０９１１.由图可知,在正常模式下,三种构型的姿态控制精度基本相同,姿态角偏差在

±２５°以内.某型火箭氢氧末级构型和新构型的推进剂消耗量基本相同,半人马座推进剂消耗量较大.
对图中姿态角偏差曲线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构型和某型火箭氢氧末级的控制效果非常接近,推进

剂消耗量也基本一致,而半人马座构型的控制效果与两者有较大区别,主要体现在滚动通道上.半人马

座构型的滚转角偏差较小,始终保持在０°附近,且切换较为频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喷管的控制耦

合.下面对该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首先列出半人马座与新构型的重分配矩阵,分别记作E∗
１ 、E∗

２ ,可以

得到式 (１０).式 (１０)中,从上到下的８行代表１~８号喷管,第１、２、３列代表俯仰、偏航、滚动通道

信号.可以看出,新构型基本呈现出三通道解耦的特性:１、３号喷管仅响应俯仰通道信号,２、４号喷管

只响应偏航通道信号.５~８喷管主要响应滚动通道信号,只有在俯仰、偏航通道偏差很大的情况下,可

以配合１~４号喷管进行俯仰、偏航通道控制,提升大偏差情况下的响应快速性.由图５ (e)可以看出,
滚动通道角偏差信号在接近PWPF门限时产生控制指令,控制次数少,滚动通道角偏差呈现出近似等幅

振荡的效果.考察半人马构型的重分配矩阵,各个喷管都同时响应滚动通道和俯仰或偏航中一个通道的

指令.当俯仰、偏航通道偏差角在门限附近时,滚动通道小的偏差信号就会引起相应喷管开启,造成了

滚动角偏差信号在０°附近频繁切换的现象,导致燃料消耗量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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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单一喷管故障 (常闭)情况下,对三种构型的控制效果进行对比.假设通过故障诊断系统,喷

管故障能够立即被检测,控制系统通过重构,实时得到新的指令混合矩阵重新分配三通道指令.以５号喷

管故障为例,对三种构型进行仿真试验,结果如图６所示.
其中,某型火箭氢氧末级推进剂消耗量去量纲化为１１２９４,半人马推进剂消耗量为１３０５１,新构型

推进剂消耗量为１１６１９.三种构型的姿态控制精度基本相同,姿态角偏差在±２６°以内.某型火箭氢氧

末级与新构型推进剂消耗量基本相同,半人马座推进剂消耗量较大.单台喷管故障情况下,推进剂消耗

量较正常模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３)在４台喷管故障 (常闭)情况下,对三种构型的控制效果进行对比.假设通过故障诊断系统,喷

管故障能够立即被检测,控制系统通过重构,实时得到新的指令混合矩阵重新分配三通道指令.对某型

火箭氢氧末级构型、新构型假设１、２、３、４号喷管故障,对半人马构型假设２、３、６、７号喷管故障,进

行仿真试验,结果如图７所示.
其中,某型火箭氢氧末级构型姿态呈发散态势,该构型在该故障模式下不能跟踪程序角指令,说明

该构型不能适应该故障模式,推进剂消耗量指标不再考量.新构型和半人马座在相应故障模式下都能够

稳定跟踪程序角指令,姿态角偏差不超过±５°.半人马推进剂消耗量去量纲化为１６３９５,新构型推进剂

消耗量为２５７６９.新构型在该故障模式下,推进剂消耗量较大的原因是,构成最小系统的５、６、７、８喷

管推力与俯仰、偏航方向呈４５°角,这两个通道上的控制效率降低为与该通道方向平行时的１/ ２ 倍,而

俯仰、偏航通道的转动惯量远大于滚动通道,所以俯仰、偏航通道的姿态控制构成了推进剂消耗的主要

部分.对比发现,新构型推进剂消耗量是半人马座的１５７１７倍,接近 ２ 倍,该现象与控制效率分析相

符合.虽然在该类极端故障情况下,新构型推进剂消耗量大于半人马座,但考虑到该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极小,航天器基本工作在正常状态或单一喷管故障情况,可以认为,新构型推进剂消耗量小于半人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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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单喷管故障模式下三构型控制效果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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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单喷管故障模式下三构型控制效果比对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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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四喷管故障模式下三构型控制效果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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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四喷管故障模式下三构型控制效果比对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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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通过对比仿真表明,新构型继承了某型火箭氢氧末级推进剂消耗量小的优点,同时兼具半人

马座优良的故障适应能力,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火箭上面级姿控喷管的新布局及其控制重分配方法,通过与其他典型构型比对,说明

了该构型故障模式下适应能力强,且推进剂消耗量小.本文设计的仿真实验说明了该构型具有良好的综

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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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toCentaurTupperstageThepseudo inversemethodusedforreallocation,isadjustedinthis

paper,tokeepthecontrolaccuracyafteractuatorfailuresThevalidityofthisworkischeckedthrough
computersimulations

Keywords　Reactionthruster;reconfigurablecontrol;minimum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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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发射到大气再入的全过程轨迹优化设计

和星吉１,２　左小玉１　李庆龙３　徐　明１

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理工学院;

３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为实现可重复使用轨道飞行器从发射到再入返回的全任务流程轨迹优化设计,本文提出了

一种利用代理模型实现的全过程轨迹优化设计方法.本文分别针对空中发射弹道优化、空间轨道机动规

划、离轨制动策略设计、再入返回轨迹计算等给出了各阶段的建模、求解和优化方法.为克服阶段最优

无法保证全任务流程最优以及全过程模型过于复杂难以求解的问题,本文采用代理模型对由上述四个阶

段组合成的全过程轨迹进行了整体优化设计,并在优化迭代过程中利用傅里叶级数对空中发射阶段进行

了拟合与近似.最后,本文给出了仿真校验算例,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本文提出的方法

降低了全过程轨迹优化的计算难度,提高了优化迭代的效率.
关键词　全过程轨迹优化设计;代理模型;空中发射;空间机动;离轨制动;大气再入

０　引　言

以美国X ３７B飞行器为代表的可重复使用轨道飞行器由于其具有可在空间长时间驻留、快速响应、

空间攻防对抗等能力和优势[１],引起了各航天大国的极大关注.自航天飞机退役后,此类飞行器成为了用

于执行空间站补给、在轨维护等空间任务的最佳备选方案之一[２].然而,由于此类航天器的全任务流程包

括发射、空间机动、离轨制动和大气内升力再入等,阶段间的耦合关系复杂,其全任务流程的整体优化

是典型的非线性多目标优化问题.对此问题,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涉及上述各阶段的轨迹优化设计,例如,

Pescetelli等人利用混合随机确定性算法实现了对单级入轨飞行器的上升段弹道优化[３],Yokoyama等人

采用修正 GA算法求解航天飞机再入轨迹问题[４],Jorris等人则给出了一种基于高斯伪谱优化的高超声速

滑翔飞行器最优弹道生成方法[５]等.然而,此类研究大都聚焦全流程的独立阶段,依据经验对各阶段单独

提出优化指标,未能实现对全流程任务的整体优化.
由于粒子群算法、遗传算法等启发式算法具有不依赖于系统梯度信息、不易陷入局部极小值、适

用的问题范围广等特性[６],少数学者将其运用到了全任务流程轨迹优化设计中.例如,Lin等人提出了

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两层迭代优化策略,以解决全程轨迹优化问题.然而,全任务流程的动力学模型

复杂,直接采用原始动力学模型进行优化往往会导致优化迭代效率低、计算时间长、对计算机性能要

求高等问题与不足.为克服类似缺陷,代理模型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了应用.代理模型的基本思想是

通过设计合适的试验,获得一系列样本点,建立原始模型输入 输出间的映射关系;代理模型建立后,

输出响应可以通过代理模型直接计算求得,避免重新计算原始复杂模型[７].代理模型的加入,降低了

计算难度,提高了优化迭代的效率.Kanazaki等人利用代理模型对三元翼型进行了多目标设计[８],杨

晓骞基于代理模型提出了一种高超声速最优再入轨迹混合近似方法[９],Zuo等人则利用代理模型解决

了卫星星座重构问题[１０].

为实现可重复使用轨道飞行器的全任务流程轨迹整体优化设计并克服原始模型过于复杂影响迭代效

率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代理模型实现的全过程轨迹优化设计方法.本文首先对空中发射弹道求

解、空间轨道机动规划、离轨制动策略设计、再入返回轨迹计算等任务阶段分别提出了优化求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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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利用代理模型对由上述四个阶段组合成的全过程任务轨迹进行整体优化设计,并给出了仿真校验算

例,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１　各阶段动力学模型与求解

如图１所示,可再入式航天器从发射到再入的全过程轨迹可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空中发射、空间

机动和再入返回,其中再入返回段又可分为进入大气前按轨道理论飞行的离轨制动段和进入大气后的大

气再入段.本文中的全过程空间任务可描述为:航天器 (SpaceVehicle,SV)经空中发射的方式送入既

定轨道;通过必要的空间机动实现与空间目标飞行器 (SpaceTarget,ST)的交会;交会完成一定时间

后,SV实施离轨制动抵达大气边缘进行再入,最终抵达预定的地面目标.

图１　全任务轨迹示意图

１１　空中发射动力学模型与求解

空中发射段以Pegasus空射火箭为参考[１１].火箭由飞机运送至指定地点、高度和速度进行投放,发

射后将SV运送至预定轨道.火箭的运动在发射惯性坐标系下描述

mar ＝P＋A＋mg－mae －mac (１)
式中,ar为火箭质心加速度;P 为推力矢量;A 为气动力;ae为牵连加速度;ac为科氏加速度;g 为重力

加速度.式 (１)按分量展开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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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lb 为弹体坐标系到发射坐标系的状态转移矩阵;Lba 是气流坐标系到弹体坐标系的状态转移矩阵.
气动力A 可在气流坐标系下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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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αCl－α (３)

式中,ρ 为气体密度;v 为火箭空速;Cl 和Cd分别为升力和阻力系数;S 为火箭的气动面积;α 为功角.
攻角α 是时间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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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t)＝

α１

５t
, t≤５

α１, ５＜t≤t１

(t－t１)k１＋α１,t１ ＜t≤t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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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１end、t２end 和t３start 分别为一级关机、二级关机和三级开机时刻,此外,火箭的俯仰程序角满足

φt( ) ＝

θt( ) ＋αt( ) ＋ωzt, t＜t１end

φ(t１end)－φ


１(t－t１end), t１end ≤t＜t２end

φt２end( ) ＋φt３start( ) －φt２end( )

th
t,t２end ≤t＜t３start

φt３start( ) －φ


２t－t２end( ) , t３start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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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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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ï

(５)

式中,ts 为载荷分离时刻;th 是二级关机后三级开机前的滑行时间.式 (５)中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和参数计

算方法可见于参考文献 [１２].
本文中,空射段的弹道优化目标是使得入轨载荷质量最大.该问题中的设计变量共１０个:１)发射方

位角AL ;２)大攻角爬升段的最大攻角α１;３)最大攻角飞行时间t１２ ;４)保持升力飞行攻角α２;５)保

持升力飞行时间t２３ ,按照攻角α２ 最佳升阻比飞行;６)滑行时间th ;７)真空第一段俯仰程序角变化率

φ


１;８)三级点火初始俯仰角φt３start( ) ;９)真空第二段俯仰程序角变化率φ


２,通过多段线性俯仰角控制

策略,可以有效控制火箭弹道倾角,正确切入目标轨道;１０)有效载荷质量mp (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总重

随时间变化,加速度也是时变的,为了求解最大有效载荷,有效载荷质量也作为设计变量进行优化).
本文采用了同时包含遗传算法、起作用有效集法和内点法的分级优化流程对空中发射问题进行求解.

分级优化流程如图２所示,通过遗传算法全局寻优,筛选优化问题初始设计变量,继而利用起作用集法和

内点法获取初始优化变量的局部区域内的最优解,最终得到满足飞行过程约束和入轨条件的有效载荷最

大的弹道.具体优化计算方法流程可见于参考文献 [１３],在此不再赘述.

图２　空中发射分级优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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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空间机动交会动力学模型与求解

空间机动段的主要机动是SV与ST的交会机动,该交会机动采用J２动力学模型下的修正霍曼转移机

动.J２动力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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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μ
x
r５

(１－
５z２

r２
)

y
 ＝－μ

y
r３ －

３
２J２R２

Eμ
y
r５

(１－
５z２

r２
)

z ＝－μ
z
r３ －

３
２J２R２

Eμ
z
r５

(３－
５z２

r２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６)

式中,r为航天器到地心的距离;μ 是地球引力常数,RE 是地球赤道半径.假设SV和ST的初始状态分别

为 (rSVi,vSVi )和 (rSTi,vSTi ),霍曼转移时间为Ttr .通过数值积分式 (６)可获得转移结束时的ST
状态 (rSTf,vSTf ).分别将 (rSVi,vSVi )和 (rSTf,vSTf )作为初状态和终状态,应用二体中心引力模

型下的经典霍曼转移理论,可得到经典霍曼转移的第一次脉冲

ΔviTB ＝ ２μr２

r１(r１＋r２)－ μ
r１

æ

è
ç

ö

ø
÷

vSPi

‖vSPi‖
(７)

第二次脉冲

Δvf ＝vSTf －vSPf (８)
相应的转移时间

TtrTB ＝π
(r１＋r２)３

８μ
(９)

以及交会提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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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æ

è
ç

ö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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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二体模型下得到的第一次脉冲ΔviTB 和转移时间TtrTB 作为初值并设置转移终点约束

‖rSPf －rSTf‖ ＜εdis (１１)
使用内点法对ΔviTB 和TtrTB 在J２模型下进行修正,可得到J２动力学模型下的修正霍曼转移第一次机

动Δvi 和转移时间Ttr ,将结果代入式 (８)和式 (１０)可得相应的实际第二次脉冲和实际转移提前角.

１３　离轨制动动力学模型与求解

在SV进行大气再入前需要进行一次离轨制动,由运行的近地轨道进入到连接近地轨道和地球大气边

界的过渡轨道.离轨制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确定开始制动的时刻和制动脉冲矢量.相比调整轨道面

的机动,轨道面内的机动消耗的推进剂更少,因此,当离轨前SV所运行的初始轨道 (下称工作轨道)平

面通过预定的大气边缘再入点时实施离轨机动是合理的.如图３所示,为了确定再入制动的时刻,需对

SC工作轨道的星下点在J２模型下进行预报.假设再入点的经纬度为 φreT,λreT( ) ,相应的容许误差为

δφ,δλ ,则再入区域的范围为

(φ,λ)|φreT －δφ ＜φ ＜φreT ＋δφ,λreT －δλ ＜λ ＜λreT ＋δλ{ } (１２)
当预报得到的工作轨道星下点轨迹经过再入区域时星下点预报停止.将再入区域内距离再入点最近

的星下点选作虚拟再入点,并将其作为过渡轨道的终点对离轨制动问题进行求解,用于确定离轨点和离

轨制动脉冲矢量.
为了在二体中心引力模型下寻找离轨点的初值,假设离轨脉冲沿轨道切向.如图４所示,γdo１ 和γdo２

分别是制动点和再入点处的飞行路径角 (其中,γdo２ 也被视为再入角),rdo１ 和rdo２ 分别为离轨点和再入点

的位置矢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切向脉冲假设下,γdo１＝０.根据文献 [１４]可得切向离轨脉冲为

ΔVdeAny ＝ μ
rdo１

 １－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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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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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矢量形式为ΔVdeAny＝－
v－

do１

v－
do１

ΔVdeAny ,其中v－
do１ 是制动点处制动前的速度矢量.从离轨点到再入点

的中心角θdo２Any 满足条件

cosθdo２Any ＝ rT
do１rdo２( )/rdo１rdo２( ) (１４)

从离轨点到再入点所经历的时间为

TdeAny ＝
θdo２Any

μ/r３
do１

(１５)

通常,再入角γdo２很小,因此在切向脉冲假设下,过渡轨道可视为类霍曼转移,从而估计出转移时间

TdeAny .通过求解式 (１３)~ (１５),可获得离轨制动的近似解析解.

图３　再入点搜索策略示意图

图４　制动离轨过渡轨道示意图

获得近似解析解后,在J２动力学模型下利用SQP算法对制动脉冲ΔVdeAny 进行修正,获得J２模型下

满足各项约束的制动脉冲ΔVde .此项修正主要流程为:以制动点处制动后的状态为初值对J２动力学模型

[即式 (６)]进行数值积分,当SV 的高度满足再入点高度约束时积分停止,获得过渡轨道;利用SQP
算法对制动脉冲进行修正,使得过渡轨道终点满足下述约束:

１)过渡轨道终点经纬度 (φre,λre)位于再入区域的范围内 [即满足式 (１２)];

２)制动脉冲大小不超过SV所能提供的最大脉冲;

３)再入角满足再入角约束γdo２ ;

４)过渡轨道终点满足再入点高度约束 (根据数值积分过渡轨道终止条件,此项约束自然满足).
至此,通过修正,完成了J２模型下基于近似解析解的离轨制动策略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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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大气再入动力学模型与求解

大气再入阶段的主要约束为:

１)热流率约束

通常选择驻点热流率Q


来表征气动加热严重性,并近似满足

Q

＝kQ ρV３ ≤Q


max (１６)

式中,ρ 为大气密度;V 为无量纲航迹速度;kQ 为与飞行器构型和表面材料有关的常数,本文中取kQ ＝
１７４１５×１０－４UV３.

２)气动过载约束

对于机体较长以大攻角再入的升力飞行器而言,在简化条件下可仅考虑法向过载nN

nN ＝ Lcosα＋Dsinα ≤nNmax (１７)

３)动压约束

在再入末段时需要考虑动压的上限

q＝
１
２ρ

(V×UV)２ ≤qmax (１８)

４)倾斜角约束

σ ＜σmax (１９)
通常,攻角是马赫数的函数,本文中将攻角剖面取为

α＝
π/４－０２６１５(Ma－１３５)２, ３≤Ma ≤１３５
π/４, Ma ＞１３５{ (２０)

假设再入轨迹终点和预设目标的经纬度分别为 (λref,φref)和 (λreT,φreT),二者间的误差为sf ,该

误差越小越好,因此再入阶段的优化目标可设为

minJ＝min{－cossf}＝min－[sinφreTsinφref ＋cosφreTcosφrefcos(λreT －λref)]}{ (２１)

再入阶段的初始状态为离轨制动阶段的终点状态,即

Xre０＝[rre０,λre０,φre０,Vre０,χre０,γre０]T (２２)
再入阶段的终点约束为

Xre０＝[rref,λref,φref,Vref,χref,γref]T (２３)
对于上述升力飞行器再入问题的求解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本文选择牛顿法和黄金分割法对再入阶段

轨迹进行求解.

２　代理模型实现全过程轨迹优化

至此,从空中发射到大气再入的各阶段动力学模型和求解方法均已建立.但是,对于各阶段进行前

后连接后的全过程轨迹设计而言,各阶段的最优并不能够保证全过程的最优.因此,需对全过程轨迹进

行整体优化,实现从部分最优到整体最优、从模块最优到系统最优的转变.通常,对于空间任务人们感

兴趣的是总任务耗时、燃料消耗和载荷重量,即优化目标可设为

Jentitle＝minTtotal,{ ΔVtotal,－Mload} (２４)

式中,Ttotal 为总任务耗时;ΔVtotal 为总速度脉冲消耗;Mload 为入轨载荷质量.这是一个多约束多目标优化

问题.本章将采用代理模型对该问题进行求解.

２１　全过程优化模型

本章所使用的轨道六要素为:半长轴a 、偏心率e、倾角i、升交点赤经Ω 、近地点幅角ω 以及纬

度幅角u .假设ST的初始轨道根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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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T０＝[aT０,eT０,iT０,ΩT０,ωT０,uT０]
相应的历元时刻为teT０ .
如图５所示,SV被发射进入一个停泊轨道,之后从该停泊轨道出发实施与ST的交会机动.由于异

面变轨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燃料,因此将SV的停泊轨道 (发射的目标轨道)平面选择为ST的轨道面,即

发射段目标轨道的 (e,i,Ω )与ST一致,由此,发射段需要确定SV停泊轨道的高度HP０ .在具体计

算过程中需首先指定发射日期,之后在J２模型下对ST进行轨道预报至当日０时并将此时的轨道平面作

为发射段目标轨道平面对发射进行求解.在轨完成任务后,SV开始选择合适的时间tdsp 进行再入返回操

作.如图６所示,SV与ST分离后先进行一次变轨机动,进入一条高度 Hdp 的离轨准备轨道,此次变轨

采用类似１２节中提到的修正霍曼转移策略,在此不再赘述.之后,SV相继进行离轨制动和大气再入.

图５　发射和空间机动段示意图

图６　离轨准备轨道示意图

综上所述,全过程优化问题可描述为:给定ST的初始状态SopT０ 和发射日期,寻找合适的发射目标

轨道高度 HP０ 、离轨准备轨道高度 Hdp 、开始向准备轨道转移的时间tdsp ,使得指标式 (２４)最优.本

文采用基于代理模型的优化方法对该多目标优化问题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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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发射段的简化

由于发射段约束强、求解速度慢,为了提高全过程寻优的迭代效率,本文采用８阶傅里叶级数对发射

段进行拟合.发射段的目标轨道平面是发射段的约束,即 (e,i,Ω )三个参数已经确定;此外,本文

涉及的主要是近圆轨道,近地点幅角ω 对最终的结果影响很小,在简化过程中可不予考虑.因此,如图７
所示,需要拟合入轨载荷Mload 、入轨点的纬度幅角u 以及发射当日零时至入轨所经历的时间t这三个参

数与发射段目标轨道高度h 间的关系

fi(h)i∈(t,u,M)＝a０＋a１cos(hw)＋b１sin(hw)＋a２cos(２hw)＋b２sin(２hw)＋
a３cos(３hw)＋b３sin(３hw)＋a４cos(４hw)＋b４sin(４hw)＋
a５cos(５hw)＋b５sin(５hw)＋a６cos(６hw)＋b６sin(６hw)＋
a７cos(７hw)＋b７sin(７hw)＋a８cos(８hw)＋b８sin(８hw)

(２５)

式中,a０ ~a８、b１ ~b８ 以及w 是通过拟合确定的系数.

３　仿真校验

设优化变量范围为

Hp０ ⊆ [５００,９００]km
Hdp ⊆ [２００,５００]km

tdsp ⊆ [１,２４]h

ì

î

í

ï
ï

ïï

(２６)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零时ST的初始状态为SopT０＝[７３７１km,１×１０－６ ,４８°,１２０°,４５°,１５９°],发

射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再入点经纬度为 ３０°,０°( ) ,再入点容许误差为δφ ＝δλ ＝５°,其余约束如

表１所示.发射段傅里叶级数拟合曲线如图７所示,各系数见表２.

图７　傅里叶级数拟合空中发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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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仿真校验算例约束

约束项 约束 约束项 约束

发射点经纬度 (１１０,１８) 目标点经纬度 (１１０°,３５°)

发射点高度 １１８８７２m 最大热流率 ７９４４２５W/m２

投放速度 ０８２Ma 最大气动过载 ２５g

再入点高度 １２０km 最大倾斜角 ９０°

再入角 －１３° 最大动压 １４３６４N/m２

最大制动脉冲 ５００m/s — —

表２　仿真校验算例发射段傅里叶拟合系数

系数 ft(h) fu(h) fM (h)

w ００１３９４ ００１４０７ ００１３２２

a０ ３１７３×１０４ ３６４６ ２７０４

a１ －４３３５ －００２１４ ３０４５

a２ ９９９３ ００３１６ －９１８２

a３ １５８８ －０００３２６６ －０１４３１

a４ ２０５７ ０００７２９１ －４

a５ ４１８３ ００１２４３ ３８４

a６ －０３９４７ －０００４４９６ １７２２

a７ １２２４ ０００７４６１ －５０６

a８ １２７２ ０００１３８３ ０１０６１

b１ －２６９７ －００７７２６ ６４４５

b２ －６４５２ －０００５２９ ２９２８

b３ ７０２７ ００００７３５４ １１４４

b４ －４９５２ －００１３０１ ７７９２

b５ ９３６４ ０００４８９８ ０８３０９

b６ ７８６７ ０００１７３６ ８８１２

b７ －９９９１ －０００２９９５ １５１８

b８ １５１１ ０００６８５９ －１３９９

利用代理模型进行优化得到的Pareto前沿如图８所示.选择其中一点,取其对应的变量值代入完整

的全过程动力学模型 (发射段未经拟合的模型)进行求解,得到的结果如表３所示.结果显示,优化得

到的虚拟前沿与真实模型给出的输出相差不大,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表３　仿真校验算例结果比较

类别 结果

变量 HP０/km Hdp/km tdsp/h

— ７４０４ ３１７５ １１３

前沿 Ttotal/h ΔVtotal/(m∙s－１) Mload/kg

— ６１０ １０１６２ ２２９３

原模型 Ttotal/h ΔVtotal/(m∙s－１) Mload/kg

— ６２５ ９５７７ ２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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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代理模型给出的优化前沿

４　结　论

为实现可重复使用轨道飞行器的全任务流程轨迹整体优化设计并克服原始模型过于复杂影响迭代效

率的问题,本文给出了一种覆盖空中发射上升弹道优化、空间交会机动规划、离轨制动规划、再入返回

轨迹求解的飞行器全任务流程整体轨迹优化设计方法.

对于全任务流程的各个阶段,本文采用分级优化流程对空中发射问题进行了求解、采用J２模型下的

修正霍曼转移方式实现了空间交会机动、采用星下点轨迹预报与解析近似结合的方式实现了飞行器的离

轨制动规划、采用黄金分割法对大气再入进行了求解.为克服各阶段最优不一定是全任务流程最优的不

足以及提高优化迭代效率,本文采用了基于代理模型的优化算法,选取全任务耗时、全任务燃料消耗、

发射入轨载荷等参数最优为目标,对飞行器全任务流程进行了整体优化.为提高全流程优化的迭代效率

和发射段的连续性,本文还在优化过程中利用傅里叶级数对发射段进行了拟合.

最后,本文给出了仿真校验算例.结果表明算法给出优化前沿与原系统的输出相差不大,实现了对

飞行器全任务流程整体轨迹优化设计这一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求解,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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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航天应急机动发射任务的指挥决策流程设计研究

李　超１　吴　枫２　方　晖１　刘　昕１　杨成骁３

１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２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３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摘　要　通过引入航天应急机动发射的创新概念,分析了世界主要航天国家在类似领域的发展现状,

针对我国航天应急机动发射力量的建设需求,首先对比了航天应急机动发射和常规航天发射的区别,进

而根据其特点设计了一种面向航天应急机动发射任务的指挥决策流程.该流程通过设计任务分析、任务

筹划、行动规划和计划仿真推演四个环节,达到了以任务为中心,支持跨层级、跨地域开展作业,灵活

支撑各部位协同遂行指挥决策航天应急机动发射任务的目的.最后提出了针对我国航天应急机动发射指

挥决策系统建设的建议,为后期开展相关建设工作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航天应急机动发射;指挥决策流程;任务分析;任务筹划;行动规划;计划仿真推演

０　引　言

航天应急机动发射是军事航天领域的一个创新概念,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重要的军事价值,成为

世界各航天大国当前和未来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航天应急机动发射是指在执行具有某种外界对抗条件下

的航天任务时,为满足一定时限要求、发射条件,规避侦察和打击等而采取的机动发射,重在强调测试

发射时间短、指挥操作保障简单、发射方式灵活、发射系统生存能力高[１].运载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

快速集成、机动、测试与发射,当有效载荷入轨后能马上执行预定任务,而不需经过长时间的在轨

调整[２４].

１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航天应急机动发射与美国提出的快速响应空间 (OperationallyResponsiveSpace,ORS)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和构建思路,两者均已成为当今航天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美国、俄罗斯等国

家均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根据射前准备状态的不同,目前可以满足１~２小时、１２~２４小时、２４~４８小

时和２~７天等不同级别的快速发射需求[１].

１１　美国

为增强美军战时快速发射空间信息系统的能力,美国空军１９９９年提出作战响应空间运载计划,用于

满足按需发射的任务需求.２００１年进一步提出了快速响应空间ORS的概念,２００７年组建了快速响应空间

办公室,专门负责快速响应空间技术开发和演示验证,先后开发了米诺陶、金牛座等快速响应火箭,以

及战术星、立方体卫星、ORS卫星等快速响应卫星,可为战场指挥官提供敏捷信息服务,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空间控制、信息支援、补网发射等军事需求[１].ORS计划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和发展三个

阶段,目前处于第三阶段.

美国 ORS的目标是寻求一种可快速、灵活地进入空间、使用空间、保持空间优势的战术响应能力与

解决方案,通过优化航天产业结构,制定通用化的生产标准与规范,整合生产力,使航天产品普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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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继承性、高通用性、可重用、重构性与可扩展性,从 “及时响应”“任务响应”“基础响应”３个级别提

高航天产品从生产到发射、部署,再到战术应用的各环节的时效性与应变能力.[５７]

１２　俄罗斯

俄罗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快速响应运载器上,以期能够获得空间快速响应发射的能力.苏联解

体前后,根据美苏两国的削减弹道导弹条约,苏联许多型号的导弹退出战斗值班序列,一些火箭设计部

门将这些导弹改装成小型火箭.借助弹道导弹的应用经验,这些小型火箭都具有快速响应能力,主要包

括:“呼啸”“第聂伯”和 “创始”火箭[７].

１３　其他国家

英国国家航天中心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启动 “微卫星合作应用计划”(MOSAIC),３年内投资达２１００万

美元,包括 “战术光学卫星”(作为一种低成本演示器)和 “灾害监视卫星星座” (比地球观测卫星提供

更快的重访时间)等项目.
德国研制的快速响应空间小卫星群由５颗 “快眼”(RapidEye)卫星组成.通过５星星座,能实现快

速传输数据、连续成像和短重访周期.该系统一天内可观测地球任何一个地方,５天内可覆盖北美和欧洲

的整个农业区.
日本于２０１３年成功首发了新型小型固体火箭 “艾普斯龙”,这成为日本进入国际快速响应舞台的重要

一步.低成本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采用大量IT技术,发射前的检查工作可由人工智能自动完成,
组装过程也仅需２人工作７天即可完成.卫星方面,日本提出了支持可在轨展开的航天器模块化结构设计

概念PETSAT,即一颗卫星由几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小型功能板组成,通过可靠的连接机构,根据不同任

务需求,以即插即用的方式组合,装成一颗功能完备且入轨后展开具有较大天线、太阳帆板或较大结构

杆的卫星.[７]

通过总览世界主要国家在类似航天应急机动发射领域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航天发射力量是太空

博弈的基础条件,特别是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可按需快速地抢占先机达到发射目的,已成为了国际战略

竞争新的制高点.因此,我国当下该如何加快现有航天发射力量的转型,如何加速应急机动发射体系的

建设,也成为新形势下航天发射力量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８].首先,便要先了解航天应急机动发射和

常规航天发射具体有哪些主要区别.

２　航天应急机动发射和常规航天发射的区别

与平时航天发射任务相对明确的时间、空间约束不同,航天应急机动发射的陆基、空基、海基发射

显著拓展了任务的空间维度,装备长储管理、多任务连续实施也大幅延展了任务的时间维度,对抗条件

下的指挥通信和反侦察、反干扰又明显丰富了任务的信息维度[１].
航天应急机动发射主要是发生在对时限要求很强的特殊环境下,以较低成本完成任务的发射类型.

它可以根据需求,快速匹配、装检和测试在同一部位集中储备的小型化、通用标准化星箭装备.而发射

任务一般存在多发齐射的情况,因此每枚火箭会形成该任务下的一个发射子任务且并行开展.航天应急

机动发射为了可以快速实施有效动作至相关部位,指挥模式将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方式.同时为了具有较

高的生存能力,实时的情报态势和关键数据信息是必要的.在任务组织实施的过程当中,基于上述信息

开展灵活多变的行动样式,其中包括发射方式的确定、发射窗口的选择和机动路径的规划等.最后完成

任务效果的评估过程也相对简化,仅对航天器入轨精度等重要指标信息进行评价即可.
综上所述,航天应急机动发射和常规航天发射的主要区别要素总结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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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区别要素汇总表

　　要素

类型　　　

时限

要求
发射成本

装备

特点

任务

形式

指挥

模式
生存能力

情报

态势

监测

数据

行动

样式

任务

评估

应急机动

发射
快速响应 较低

小型化通用

标准化集中化

多子任

务并行
扁平化 较强 时效性强

关键

数据
灵活多变 快评为主

常规

发射

准备期

较长
较高

针对性设计

分散化
单一任务 程序化 较弱 时效性弱

全要素

数据监测
较为单一

评估体系

复杂

３　航天应急机动发射指挥决策流程设计

３１　指挥决策流程设计概述

在执行应急机动发射任务组织实施前,具备一套相对完备的指挥决策流程,对于执行效率、发射效

果及战局影响等方面均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相当于应急机动发射任务中的 “大脑”,可快速分析当前能力

现状、指导发射任务走向、合理编排规划并行任务以及提早发现冲突规避问题等.
应急机动发射指挥决策主要用于开展任务分析、任务筹划、行动控制和计划仿真推演,为形成规范

化应急机动发射任务指令、发射方案、发射计划提供支撑,并对计划进行可行性评估.通常情况下,任

务分析、任务筹划、行动规划和计划仿真推演四项关键环节以顺序串行方式流转运行,特殊情况时,计

划仿真推演环节产生的筹划冲突等事项,会重新反馈给任务分析环节,进而形成闭环迭代.具体设计说

明如下.

３２　任务分析设计

任务分析环节主要是针对航天器类型、技术参数及入轨要求,目标区域和响应时限要求等应急机动

发射需求,依据应急机动发射部队当前状态 (包括人员状态、装备状态、保障状态等)、情报态势等信

息,开展应急机动发射任务满足度分析、任务优先级分析等,完成发射任务统筹,分析确定应急机动发

射子任务.任务分析环节流程设计如图１所示.

图１　任务分析环节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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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设计如下:
第一步:接收各方发射需求,主要包含发射时间,发射目的,航天器数量、重量、尺寸、类型,轨

道高度,轨道类型等信息,同时引入相关的情报态势信息形成发射任务清单,并按需求类型和紧迫程度

等要素进行编组排序;
第二步:根据发射任务清单,逐一开展任务满足度分析,结合星箭匹配性、运载器运载能力、部队

当前状态等信息,形成基于单枚运载器的发射子任务清单和任务满足度分析结论;
第三步:根据任务满足度分析结论,确认是否受领任务,若未受领任务,给出建议降级发射或取消

任务等反馈结果;若受领任务,则进行发射子任务的优先级分析;
第四步:综合发射子任务中完成时限要求和重要程度等约束信息,开展编组排序工作并将形成的发

射子任务清单发送给任务筹划环节.

３３　任务筹划设计

综合发射子任务要求、运载能力情况以及发射部队当前状态等,开展拣选筹划、弹道规划、任务编

组和方案评估等流程,确定应急机动发射执行部队、运载器型号等,为制定应急机动发射方案提供支撑.
任务筹划环节流程设计如图２所示.

图２　任务筹划环节流程设计

具体流程设计如下:

第一步:接收由任务分析环节输出的发射子任务清单,并根据完成时限、重要程度以及优先等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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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各发射子任务并行筹划的拣选工作;

第二步:根据拣选结果,结合运载器在不同发射区域、不同轨道高度、不同入轨点等条件下的运载

能力、发射点位射向范围和航天器技术参数等信息,开展发射弹道规划,同时需考虑敌方卫星过顶、天

基测控资源及航落区安全等情况,最终得到弹道规划结果;

第三步:根据弹道规划结果,选择确定可用的预设发射点位、发射弹道、运载器型号、执行部队和

保障资源等,完成发射任务编组;

第四步:根据编组结果,生成发射方案制定要素并制定发射方案.为做到指挥决策的完备性,可再

循环第二和第三步几次,最终会得到多套待评估的发射方案;

第五步:结合先验数据和方案评估指标体系 (包括时间优先、成本优先、可靠性优先、安全性优先

等)信息,进行发射方案评估打分,得分最高的作为正式的发射方案,并进入行动规划环节,剩余方案

将作为临机预案进行管理保存.

３４　行动规划设计

根据应急机动发射方案,结合发射能力等约束条件,开展飞行诸元准备与生成、天基测控筹划、星

箭装检筹划、机动筹划、通信保障筹划等,确定精确弹道、飞行诸元、时间窗口、天基测控需求、星箭

装检方案、机动规划方案、通信保障需求等,为制定应急机动发射计划提供支撑.行动规划环节流程设

计如图３所示.

图３　行动规划环节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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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设计如下:
第一步:将确定的发射方案传送至发射执行部队;
第二步:根据发射方案和发射子任务详情,结合情报态势信息、最低发射条件和星箭技术参数等,

开展发射波次规划,制定单波次的具体行动计划和空间安全预警情况以及相邻两个发射波次之间的时间

间隔,同时形成整体的布势图用作分析调整依据;
第三步:根据发射波次规划结果,开展飞行诸元准备与生成,通过迭代取优的方法,确定并行发射

子任务中运载器最终的发射窗口、发射射向、飞行诸元、精确弹道、偏差弹道、残骸落点等信息;

第四步:根据飞行诸元准备与生成结果,结合天基测控设备资源、航天器入轨要求等条件,开展天

基测控筹划,向相关部队提出测控需求,并接收其返回的天基测控资源调配计划和临机预案;
第五步:根据最终确定的发射波次规划结果,结合工装测试厂房、工位、人员、测试装备、保障装

备等可用资源情况,开展星箭装检筹划,科学合理地安排每一发射波次的星箭装检工艺流程.

第六步:根据情报态势信息、测绘地理数据、气象水文数据、空间目标数据、敌方卫星过顶分析计

算结果、执行单元机动性能、机动起点与终点等信息,开展机动筹划,确定执行单元的行动样式、机动

路线、机动时间、临机措施建议等机动计划信息;

第七步:根据得到的机动计划,结合可用的通信保障资源情况,开展通信保障筹划,向相关部队提

出通信保障需求,并接收其返回的通信保障计划和临机预案;
第八步:整合最终确定的所有发射计划拟制要素,形成应急机动发射计划并发送至计划仿真推演环

节,快速形成可行性结论或排查出冲突项.

３５　计划仿真推演设计

基于应急机动发射平台、战术规则等推演模型,开展应急机动发射计划仿真推演,形成应急机动发

射任务可行性分析等结论,发现应急机动发射计划中可能出现的时间、空间、能力、接口和资源等方面

冲突和潜在缺陷,为完善应急机动发射计划提供支撑.计划仿真推演环节流程设计如图４所示.
具体流程设计如下:

第一步:接收由行动规划环节推送来的应急机动发射计划;
第二步:根据行动规划结果检测是否存在多子任务齐射的情况:若不存在直接反馈无齐射碰撞隐患

结论,若存在,则进入以下步骤:

１)进行齐射仿真想定,生成齐射仿真想定脚本;

２)结合齐射碰撞分析算法,进行齐射仿真推演;

３)将仿真推演过程同步到三维显控端进行显示;

４)得出齐射推演数据和分析结论.

第三步:基于情报态势、仿真环境信息、装备模型、行动模型和环境模型,拟制仿真想定,生成仿

真想定脚本;
第四步:根据仿真想定脚本,进行仿真推演,推演过程覆盖从星箭装捡至星箭分离的全过程;

第五步:仿真推演过程可同步到三维显控端进行展示,并可生成仿真数据与仿真结果;
第六步,根据上述结果进行仿真评估,得到应急机动发射计划仿真推演可行性分析结论;
第七步,若计划可行,就将该计划传送至相关部位,作为本任务组织实施的指挥依据,同时将最终

确定的飞行诸元装订文件等信息传送至执行单元指控部位,并在完成飞行诸元校核后,通过装订飞行诸

元,待命执行任务.若发现冲突项或缺陷,直接返回任务分析环节并重复进行全流程的局部调整直至发

射计划推演结果可行.
根据应急机动发射任务的特点,通过设计以上指挥决策流程中的四个环节,实现了可集中统筹现有

资源,高效准确地完成从需求受理到发射计划可行性验证的全过程,做到了环环相扣互为支撑,并行开

展协同遂行,为指导应急机动发射任务的组织实施,提供了可靠依据和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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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计划仿真推演环节流程设计

４　关于我国航天应急机动发射指挥决策系统建设的几点建议

当前我国航天应急机动发射领域仍处在起步研究阶段,其中指挥决策系统的发展也并不完备.基于

面向应急机动发射任务的指挥决策流程,建议逐步重点开展如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１)练在平时,日积月累.加强日常模拟应用场景训练,基于场景进行用例测算、仿真推演以及记录

分析数据等过程.并且该系统是由多个有关部位协同工作才得以实现其效用的,因此各部位的相关人员

需要熟悉整套流程,特别是隶属于自己那部分的业务范畴,明确与自己有关的相关部位、输入输出和关

键节点等,以指挥决策流程为框架,数据结果为支撑形成发射预案计划库,这样会极大程度上提高应急

时刻的指挥决策效率,真正意义上实现快速响应的目的[２,９].

２)借鉴经验,统筹资源.航天应急机动发射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虽然领域尚新,但仍可借鉴某些

导弹机动发射的成熟经验,特别是在指挥决策方面,一些设计理念和典型技术都是可以加快我国在该领

域前进步伐的有效 “推力”.同时统筹整合现有的基础设施、人员和装备等资源力量,加强军民融合力

度,避免重复建设增加成本,耗时耗力.应做到省时高效,即需即用,能用好用[１０１２].

３)追踪前沿,完善系统.时刻追踪国际航天强国在类似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动态,同时根据我国切实

现状取其精华,不断完善精简体系流程,提升性能,降低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提升交互显控界面的友好

性和直观性[１３].

４)着眼未来,智能先行.智能化指挥决策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使得某些流程可以更加快速合

理地得到最优结果,甚至能够做到 “一键指挥决策”的功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因人为因素所带来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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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隐患并节省了时间.但即便如此,也需要相关人员 “人在回路”把握系统的运行工作状态.我国也需

加大对空间智能领域人才的投入,提早布局专项研究[１４１５].

５　结束语

航天应急机动发射是航天发射领域的重要内容和新的研究发展方向.在面对未来空间威胁和快响支

援等方面,这种具有灵活多变、快速高效、低成本、生存能力强等优势和特点的按需发射,必将成为提

升我国航天发射能力的有效手段.其中通过对指挥决策流程的设计与研究,可以有效地加深对需求任务

的理解,快速分析现有的能力情况,合理分配发射任务的相关资源,提早发现冲突隐患规避问题,为任

务的组织实施提供指挥依据,提升任务完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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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yintroducingtheinnovativeconceptofspaceemergencymaneuverlaunch(SEML),the
developmentstatusofthemajorspacecountriesintheworldinsimilarfieldsisanalyzedInviewofthe
constructionrequirementsofChineseSEMLforce,thedifferencesbetweenSEMLandconventionalspace
launcharefirstlycomparedThenaccordingtoitscharacteristics,acommanddecisionprocess(CDP)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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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and missionsimulationdeduction,theprocessachievesthepurposeoftakingthetaskasthe
center,supportingcross levelandcross regionaloperations,andflexiblysupportingvariouspartsto
carryoutcommanddecisionofthemissionincoordinationFinally,somesuggestionsfortheconstruction
ofCDPsysteminChineseSEMLfiledareputforwar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laterconstructionwork

Keywords　 Spaceemergency maneuverlaunch;Command decision process;Mi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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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统型测发控指挥模式优化研究

任月慧　张宏德　彭　越　刘　洋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现役运载火箭测发控系统设备复杂、规模庞大、操作人员多、维护费用高等问题,已无法

满足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快速测发的需求.本文提出统型测发控系统指挥模式优化研究,已达到有效整

合测发控设备、优化测试发射流程、简化发射场操作的目的.通过测发控软件统一平台研制、测发数据

处理一体化设计为后续火箭一人一键测试发射奠定基础.进而提高了运载火箭的测试效率和节省了测试

费用,是解决运载火箭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一种技术途径.
关键词　统型测发控;指挥模式

０　引　言

当前我院研制的CZ ２C系列、CZ ３A系列、CZ ２F、CZ ５系列、CZ ７系列运载火箭,由于各

系统分开独立研制配套,导致系统的设备复杂、规模庞大,参与岗位人员多,使用维护成本高,数据判

读、射前监测仍要人工确认,设备定制化程度高[１].
随着运载火箭对测发控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缩减系统规模、优化流程、快速测发等技术改进更加

迫切[２].统型测发控系统研制就是将各分系统独立的地面设备和软件进行资源整合,提升产品的通用化程

度,简化地面设备规模[３];以自动化流程为主,取消测试发射手动状态转换;后端基于计算机网络测发控

软件一体化设计,实现测发数据应用一体化,以及基于流程全自动化后续逐步实现一键测发控;同步将

总检查和发射流程中的三级指挥模式优化为两级指挥,精简靶场测试发射人员岗位.最终实现提升信息

应用效率,实现地面测发控设备集成化、测试流程一体化、信息一体化设计[４].
本文主要论述统型测发控系统如何实现火箭测试发射指挥操作优化.

１　火箭统型测发指挥模式论述

１１　原测发控系统指挥控制模式

原测发控系统指挥控制中参与人员包括:火箭指挥、各系统指挥、各系统后端操作手、各系统前端

操作手、各系统箭上操作手.
以火箭某系统为例 (见图１),系统指挥接收火箭指挥关键节点口令,下达控制系统各项操作指令,

完成后向火箭指挥回令.后端除系统指挥外还包括主控软件操作手、发控台操作手.

１２　统型测发控系统指挥控制模式

统型测发控系统按照测发控流程一体化、数据一体化设计方案实现,总检查和发射流程中后端各系

统操作软件统一优化为指挥控制软件,因此发射大厅操作手可以优化为一人,最终可实现后端一人一机

测试与发射[５].
为保证运载火箭一人一机测发控模式实现的可靠性,可采用两步走方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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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原测发控指挥控制模式 (以某分系统为例)

第一阶段:

１)靶场测试发射流程中有口令交互的设计人员与现在保持不变,包括:火箭指挥、指挥控制软件操

作手、各系统指挥、各系统前端操作手、各系统箭上操作手;

２)后端操作手优化为一人作为指挥控制软件操作手,根据火箭指挥口令完成指挥控制软件操作;

３)总检查和发射流程中,火箭指挥下达口令给指挥控制软件操作手及各系统指挥,指挥控制软件操

作手完成原后端所有软件及硬件操作并回令;

４)各系统指挥向前端及箭上操作手下达操作口令,同时根据数据浏览微机读取状态信息并确认,向

火箭指挥汇报系统工作状态;

５)火箭指挥根据指挥控制软件操作手和各系统指挥回令进入下一步工作.
第二阶段:

１)靶场测试发射流程中有口令交互的设计人员在现有基础上取消各分系统指挥,各系统指挥与系统

或单机负责人采取远控或近控模式一同担任火箭发射支持人员,在正常测试发射流程中无口令交互;

２)靶场测试发射人员包括:火箭指挥、指挥控制软件操作手、前端操作手、箭上操作手;

３)火箭指挥下达口令给指挥控制软件操作手及前端操作手和箭上操作手,各操作手完成动作后回令;

４)火箭指挥根据指挥控制软件操作手回令和数据浏览微机状态信息结果进入下一步工作.
统型测发控指挥模式详见图２.

２　统型测发控发射场大厅预示

靶场统型后测发控系统前后端设备按照动力/测量、控制/利用独立分布.在总检查和发射过程中,
后端大厅仅有指挥控制软件操作手,其余人员均通过数据浏览终端完成火箭测试发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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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统型测发控指挥控制模式

图３　统型测发控后端发控大厅位置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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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统型测发控模式实现路线

３１　取消后端PLC

统型测发控系统设计中,为减少靶场操作人员,简化测试发射流程,因此方案将现有各系统后端

PLC测控组合、发射控制台操作面板等在测试发射过程中设置手动操作按钮的设备取消,简化手动操作

环节.原后端测控大厅PLC测控组合、发射控制台操作面板等的功能通过新研后端测控微机虚拟化指控

与显示实现[６].新研系统中前端CPCI、PXI等测发控设备与后端指挥控制微机通信并完成测发控流程指

令的控制与执行;与全箭数据浏览微机通信完成全箭数据一体化显示、诊断、存储及事后判读.

３２　计算机资源统一平台化

统型测发控系统将原各分系统测发控所配套的服务器、工作站、计算机等通用设备的实际需求通过

平台化技术进行整合,减少测发控后端单机种类和数量,进而提高全系统的整体可靠性与可维护性,并

降低单机配套规模、成本、空间需求,实现各分系统所属的计算资源 (如服务器)、存储资源 (如硬盘)、

网络资源 (如网卡)的整合[７].

３３　手动应急控制设备优化

手动应急控制设备独立于测发控网络,原各系统均有手动应急按钮,通过控制系统配套的应急光端

机完成前后端应急控制.由于测发控手动应急指令均为流程中关键指令,在发射流程中分系统没有自主

操作权限,因此统型测发控研制中,为优化后端设备,减少操作人员,将各系统应急控制设备一体化设

计,即后端应急操作设备优化为一个手动应急控制盒.各分系统独立测试时的应急控制采取系统冗余措

施可实现.

４　统型测发控软件系统实现路线

统型测发控系统软件由两部分组成,即地面集成化指挥控制软件系统和数据处理与应用软件系统,

用于完成火箭测试发射流程指挥控制、数据实时监测、存储、故障诊断、事后判读等功能.采用统一平

台设计,部署在虚拟化云平台上.各型号使用同一个软件,登录时通过选择相应的型号,加载不同配置

文件即可[８９].

指挥控制软件系统完成火箭各系统的测试流程指挥控制、地面设备运行监测控制、箭上单机设备运

行监测控制.火箭指挥下达的测试发射进程指令通过该软件送至前端设备执行,从而实现由火箭指挥一

人完成全箭测试进程的集中统一控制[１０].与此同时,若出现异常情况,该软件系统具备根据实际需求,

通过软件配置实现单点控制或将分系统指挥控制权限下放,从而将分系统的测试控制流程独立,待故障

排查解决后再重新进入主流程.

数据处理与应用软件系统主要包括综合数据处理、通信服务、实时监测软件、数据判读和故障诊断

等功能,实现全箭遥测、地测数据的处理.通信服务软件接收各系统发送的火箭测试数据,并将火箭测

试数据转发至C３I系统及远程测发网络系统,接收C３I发送的数据并将数据上网;数据存储软件接收来自

测量检测站数据源码、综合数据处理后的物理量数据、各系统指令及数据信息及C３I系统发送的数据,并

将数据保存至数据文件;数据判读软件完成火箭测试数据、C３I数据的判读及自动生成报告;实时监测软

件完成所有测试数据的实时监测;数据挑路软件将遥测数据源码中图像源码以及液位源码挑选截取后发

送至图像解码软件和液位处理软件;故障诊断软件接收火箭测试数据以及 C３I系统数据进行实时故障诊

断,并将诊断结果发送至实时监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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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统型测发控系统可支持多型运载火箭共用相同的总装车间测试工位和靶场发射工位,可优化测发流

程、提高测试效率、简化使用维护、降低保障难度,可提升现役液体运载火箭测试发射能力,同时也为

运载火箭测试发控系统装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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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maintenanceforthetestlaunchcontrolsystemofthelaunchvehicleinservicecurrently,itis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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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动力运载器在载人探火任务中的应用分析

李　扬　张　烽　高朝辉　杨　毅　汪小卫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发展中心

摘　要　核动力运载器是未来具备革命性能力的航天运输方式.相比传统化学动力运载器,核动力

运载器利用核裂变反应放出热量,加热液氢工质,其比冲可达传统火箭动力的两倍以上.同时,核反应

堆工作寿命较长,一般可达数年,在寿命期内可以提供加热推进工质的足够热能,大大拓展了应用范围.

核动力运载器在执行载人火星探测任务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可以有效缩小地球出发规模、减小地火转移

时间.

关键词　核动力运载器;载人探火;核热推进

０　引　言

核动力运载器可用于运载火箭上面级、大型载人和货物运输地月转移级、大型深空探测地球轨道出

发级,作为火星探测转移飞行器的主动力,用于行星资源开发等空间飞行任务,将大大提升和改善运载

器的性能和能力,降低推进剂质量及发射质量,显著降低任务规模和发射次数.

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美国、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都开展了核动力运载火箭技术

的研究,其中美国和俄罗斯进行了核运载器技术的实际样机研制和地面试验研究.美国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
年代开展 “漫游者”/ “涅尔瓦”计划时,采取大规模开展反应堆和发动机整机试验的技术途径来发展核

热推进发动机技术,共建造和试验了２０余台试验反应堆,完成了６台发动机和推进系统的地面台架试验.

通过大规模的反应堆和发动机试验来发现和解决核热推进发动机的关键技术问题.这一领域的技术发展

很快,应用前景主要集中在火星取样返回、载人探火、行星资源开发等深空探测任务中采用核动力的相

关技术领域.

进入２１世纪,美国和俄罗斯持续进行核动力火箭相关技术研究,包括核裂变、核聚变火箭技术以及

大功率、大推力核电推进技术,美国启动了 “核低温推进级”计划,更加专注于基础技术的研发,从核

热推进发动机任务模式和能力需求、反应堆堆芯燃料元件技术、发动机设计分析和数值仿真、地面试验

演示验证,以及可持续的核热推进技术发展战略等方面出发,提出了以在２０２３年进行核热推进发动机飞

行试验为目标的核热推进发动机基础技术和系统技术发展路线.

总之,国外核动力运载器研发具有 “动力试验先行、单项技术攻关、基础试验研发”的发展特点,

早期通过大规模试验来发现和解决核热推进发动机的关键技术问题,冷战后更加注重反应堆等单项技术

研发和基础性研究,进入本世纪后采取可持续的技术发展战略,提出了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开展核热推进飞

行试验的目标.

１　核动力运载器技术优势

核动力应用于空间推进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是航天运输领域未来的颠覆性发展方向.核动力通过

利用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可以获得更大的性能提升.核反应堆的热功率很大,能够使核热火箭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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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产生与化学火箭发动机相当的推力;其比冲只受限于反应堆堆芯结构材料的使用温度,具有高比冲、
大推力、长工作寿命等特点.核热火箭发动机系统的工质只是被反应堆加热,不参与能量的产生,因此

只需要一种工质即可.由于核运载器具有比冲高、使用单一推进剂的优势,在执行相同任务时可以极大

降低推进剂的加注量.核热推进相对于化学推进两倍以上的比冲可以使运载能力成倍提升;或者在相同

载荷、推进剂质量的情况下将运输时间缩短一半以上.
表１对比了化学推进和核推进在相同末级规模时,更高比冲的核推进模式可以带来载荷质量的大幅提

升.核热推进技术应用于航天运载器,将大大提升和改善运载器的性能和能力,显著降低任务规模和发

射次数,实现大规模进入空间和执行深空探测任务的目标.核热推进技术是载人深空探测等大规模深空

探测任务的理想动力.

表１　６０t级有效载荷地火往返转移任务不同动力比较

分类 动力类型 运输规模估计 单程飞行时间 技术成熟度 优势

化学推进
液氧甲烷 ９００~１１００t １８０d ６~７

液氢液氧 ５００~７００t １８０d ７
技术成熟

核推进

(裂变)

核电 ２００~３００t ２~４y ３~４

核热 ３００~４００t １８０d ３
规模小

２　任务适应性分析

载人火星探测是航天大国争相研究的热点问题.１９６０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个无人火星探测器,如

今各国相继展开载人火星探测任务,人类对火星的探索从未停止.美国政府已正式宣布２１世纪３０年代开

展载人探火任务,俄、欧也提出在２１世纪３０年代开展载人火星探测任务,SpaceX 公司正在持续开展

“超重 星舰”技术试验验证.航天运输系统是载人火星探测任务规划和模式选择的基础,其技术水平对载

人火星探测任务的风险、复杂度和成本具有重要影响.
核热推进的脉冲式推进系统的比冲远低于核电推进的连续式推进系统,导致核热脉冲式推进系统的

推进剂消耗较高,但由于核热推进运载器的比冲高达９００s,使得相应的推进剂消耗量处于可接受的范围

内;脉冲式推进的优势则在于其星际航行时间普遍比连续式推进的星际航行时间短,这正是载人任务迫

切需要的特性,因此核热推进运载器满足载人火星探测的载人任务需求.任务模式如图１所示.

根据计算,最近的一次火星大冲将发生在２０３３年,因此,将本任务设定为２０３３年.在载人火星探测

任务的整个过程中,经历了地球表面上升段、出航段、火星再入着陆段、火星表面探测段、火星表面上

升段、返航段等主要飞行段.探测火星任务各段所需速度增量和时间见表２.从地球近地轨道到火星所需

总的速度增量为２４７５km/s,总时间为９００天左右.

表２　载人火星探测任务各阶段所需速度增量 (２０３３年)

任务段 任务过程 所需速度增量/(km/s) 所需时间/d

地球表面上升段
从地面到２００km 近地轨道 ９３ ０２

２００km 近地轨道交会/组装 ０１ ３

出航段
从２００km 近地轨道出发 ３８ —

到达２００km 环火轨道 １８ ２４０

火星再入着陆段
２００km 环火轨道分离 ００５

再入着陆火星 ＜４

火星表面探测段 火星探测 — ５００

火星表面上升段
火星表面上升至２００km 环火轨道 ~４

２００km 环火轨道交会/组装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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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任务段 任务过程 所需速度增量/(km/s) 所需时间/d

返航段 从２００km 环火轨道返回近地轨道 ３８ １６０

合计 ２６９５ ９００

图１　核动力运载器载人探火任务模式图

３　核动力运载器方案设想

核推进空间运载系统方案构成如下,主要包括载人、载货核动力运载器,初期一次性使用,未来可

以拓展到重复使用.载人、载货核动力运载器采用核热推进方案,通过３个１００kN 核热发动机完成脉冲

机动.针对不同构型,需要２~３枚重型火箭运送核推进级以及液氢贮箱,一枚重型火箭或新一代火箭运

送有效载荷.

载货型核动力运载器由一级核热推进级、一个液氢贮箱以及有效载荷构成,其中核热推进级由３台

１００kN核热发动机作为主动力,有效载荷主要为火星着陆与上升探测器.

载人型核动力运载器主要由一级核热推进级、两个可抛液氢贮箱以及有效载荷构成,其中核热推进

级由３台１００kN核热发动机作为主动力,有效载荷主要为载人飞船和居住生活舱.核热推进系统主要用

于在地球和火星影响球内的出发和减速任务,地火转移段使用基于核电小推力推进系统,持续加速飞行,

缩短飞行任务时间,扩大飞行窗口.

４　关键技术

核动力运载器是未来人类进行载人深空探测,开展大规模空间资源开发所必需的运载工具,但是也

带来了一系列技术问题,包括核动力运载器总体设计优化技术、高可靠小型化可控核堆设计与试验技术、

大跨度低传热结构机构设计技术等关键技术.
(１)核动力运载器总体设计优化技术

核动力运载器将对传统化学推进运载器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带来重要挑战.核动力运载器不同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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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空间飞行器,没有成熟的动力系统型谱选型,没有常规的运载器构型参考.对于核运载器缺

少系统性的背景方案论证基础,需要针对其所特有的反应堆、散热器、辐射防护等结构总体布局,以及

总体、动力、反应堆的多约束耦合联合设计等技术开展总体设计与仿真优化工作.
(２)高比冲大功率密度核反应堆设计与试验技术

核动力的应用方式是核运载器研制中的重点问题,核动力发动机与传统化学发动机的构造明显不同,
燃烧室换成了高能量的核反应堆.由于核动力燃料元件的形状比较复杂,堆芯内的温度范围变化比较大,
对核反应堆超高温换热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工程技术能力与核热推进发动机的需求还存在显著的技术

差距,需要开展高比冲大功率密度核反应堆设计与试验技术研究.
(３)大跨度低传热结构机构设计技术

核运载器桁架结构为长细比较大的半圆柱面桁架,其上悬挂大质量液氢贮箱,具有大跨度、悬挂大

质量、截面不封闭等特点,核运载器桁架结构频率较低.核运载器结构设计需要同时实现轻质化、高频

率和低传热,带来了结构优化设计和多学科优化设计的新问题,需综合应用结构拓扑优化、结构参数优

化、多种材料联合应用等设计手段开展研究.
(４)核动力运载器辐射防护设计技术

核反应堆涉及辐射屏蔽及核安全问题,尤其针对载人的高安全性要求,需要确保电气系统、人员所

在的仪器舱、乘员舱等舱段处于安全状态.由于核反应堆运行时会产生中子和伽马射线,需要采取合理

可行的辐射防护措施,结合核动力运载器的具体应用任务模式开展电气抗辐射设计、舱内外防护设计、
人员重点防护等辐射防护设计.

(５)大温差强换热氢热流固耦合仿真技术

核动力运载器是采用氢工质在核堆进行热交换,低温贮存的液氢在短时间内需要经历大温差强换热

过程,其中的液氢增压输送以及换热做功是关键问题,需要开展热流耦合仿真技术,确保液氢流量、热

量与回路阻力的匹配和参数平衡优化设计,保证动力系统高效可靠运行.
(６)大挠性变结构动力学与控制技术

核动力运载器结构包含可抛贮箱以及可伸缩桁架,具有大挠性、变结构、质量特性不确定的特点,
在其姿态机动过程会激发桁架以及相关舱体的挠性振动,产生的干扰力矩将严重影响运载器本体运动,
进而降低姿态控制精度和稳定度.在控制系统设计阶段还面临转动惯量不确定、挠性模态不确定、姿态

及振动测量不确定等诸多挑战,需开展大挠性变结构动力学与控制技术研究.

５　小　结

核动力运载器技术优势显著,发展前景广阔,是未来具备革命性能力的航天运输方式,适合于执行

载人火星探测等大规模的轨道转移任务.核动力运载器技术的工程应用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必要

尽快开展核动力运载器的前期技术研究,满足我国未来载人火星探测和大型星际货物运输等任务的发展

需求,同时,为我国大规模探索空间、利用空间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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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reactorisuptoseveralyears,whichgreatlywidensitsapplicationsHence,nuclearpropulsion
launchvehiclehasclearadvantagesforhumanMarsexplorationmissions,duetothereductionof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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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发射运载火箭轨迹总体参数一体化优化设计研究

张雪梅　吴胜宝　孔令超　童科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发展部

摘　要　为充分利用电磁轨道在发射运载火箭时提供的能量,提出了电磁发射运载火箭的总体参数/
飞行轨迹一体化优化设计问题,建立了相应数学模型,确定了一体化优化设计目标函数及优化设计变量,
运用基于外环Levenberg Marquardt算法和内环牛顿迭代法的双环迭代优化算法实现了电磁发射运载火

箭总体参数/飞行轨迹一体化优化设计,在使用电磁发射火箭将给定质量的载荷送入预定轨道任务中,仿

真结果显示电磁轨道提供的初始动能需求降低了１７５％,充分表明了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电磁轨道;运载火箭;一体化优化;Levenberg Marquardt算法

０　引　言

采用电磁发射运载火箭是利用电磁力 (能)加速运载火箭,为运载火箭提供起飞初速,从而有效增

加火箭的运载能力,是一种潜在的运载火箭发射方式.卫星等有效载荷入轨需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能

量需求巨大,单独依靠电磁发射方式较难实现,采用 “电磁＋火箭”复合发射方式较为合适.当前,

NASA 针对 “电磁＋火箭”复合发射方式,正在开展工程应用前期论证,已看到初步应用前景[１].
在 “电磁＋火箭”复合发射方式中,电磁发射运载火箭系统包括运载火箭子系统和电磁发射轨道子

系统两大部分.助推发射能量是电磁发射轨道子系统的关键性能指标之一,影响着电磁发射轨道子系统

的技术可行性,与运载火箭起飞质量、起飞速度息息相关.在保证运载能力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设计电

磁发射运载火箭总体参数、飞行轨迹和发射参数[２],降低运载火箭起飞质量或起飞速度,进而降低助推发

射能量,有助于降低电磁发射轨道子系统的技术难度,对于加速电磁发射技术在运载火箭发射领域的应

用具有重要意义.
飞行轨迹总体参数一体化优化设计是提升运载器总体性能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火箭方案论证阶段

的一项重要工作.相关学者基于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文献 [３]针对多级固体运载火箭轨迹/总

体参数一体化优化设计问题,采用自适应遗传算法和序列二次规划相结合的序贯混合优化算法;文献

[４]针对重型运载火箭轨迹/总体参数一体化优化设计问题,采用遗传算法与改进牛顿迭代法组合优化算

法;文献 [５]针对近地轨道运载火箭轨迹/总体参数一体化优化设计问题,采用单纯形与拟牛顿迭代组

合优化算法;文献 [６ ９]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文针对电磁发射运载火箭系统,以助推发射能量为优化目标,开展了电磁发射运载火箭轨迹总体

参数一体化优化设计技术研究,优化设计中保证火箭运载能力不变.此外,不同以往文献 [３ ９]的研究

对象,本文除运载火箭总体参数、飞行轨迹外,结合电磁发射系统的特点,将起飞速度、起飞分离倾角

等发射参数一并纳入优化.在优化方法上,本文选取外环 Levenberg Marquardt算法和内环牛顿迭代法

相结合的双环迭代优化算法实现一体化优化.外环Levenberg Marquardt方法能有效处理冗余参数问题,
较好地解决约束上下限的问题,内环牛顿迭代法将等式约束转化为方程组求解问题,这样的双环优化算

法能确保在全局寻优的同时,尽可能提高运算效率和运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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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电磁发射运载火箭轨迹总体参数一体化优化问题

１１　优化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为了充分利用电磁轨道提供的能量,本文所选择的优化目标函数是使给定运载能力下的所需起飞动

能E０ 最小化,可表示为

J＝min(E０) (１)
其中

E０＝
１
２m０v２

０

式中,m０ 为起飞质量;v０ 为起飞速度.
根据工程实际经验,本文选择了以下指标作为总体性能约束条件:

１)火箭起飞推重比N０∶１２５≤N０ ≤１４;

２)最大过载系数nmax∶nmax ≤１０.

１２　轨迹优化设计方法

本文所研究的运载火箭为三级固体火箭,轨道类型为近地轨道 (LEO),轨道高度在２００~４００km 之

间,因此LEO发射轨道采用直接入轨方式,运载火箭从发射点起持续工作,直到把有效载荷送到 LEO
轨道的入轨点.运载火箭在进行方案设计时,通常给定如下轨道要求:远地点高度ha 、近地点高度hp 、

轨道倾角i０ 和入轨点真近点角fp 等,在进行轨道设计计算时,上述要求通常转化为四个终端等式约

束[１０],LEO轨道的入轨条件为

hk ＝rk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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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k ＝arccos a(１－e２)
rk

２－
rk

a
æ

è
ç

ö

ø
÷

－１

ik ＝i０

ü

þ

ý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２)

式中,hk 为高度;vk 为绝对速度;θk 为当地弹道倾角;ik 为轨道倾角,rk＝a(１－e２)/[１＋ecos(fp)];轨

道长半轴a＝R＋
１
２

(ha ＋hp);轨道偏心率e＝(ha －hp)/(２a);R 为地球半径;地球引力参数μ＝

３９８６０１２×１０５km３/s２.
运载火箭的飞行性能如运载能力、箭体强度、气动加热等都与俯仰角程序和推力程序所确定的轨道

形状有关,总体参数优化求解中必须结合轨道要求进行轨迹优化.在运载火箭的初步设计阶段,通常认

为推力程序是固定的,轨迹优化的程序变量是各级俯仰角.根据运载火箭飞行段的特点,飞行程序的选

择通常将其分为大气层飞行段与真空飞行段两部分进行[１０].
电磁发射运载火箭一级在稠密大气层中飞行,其任务是爬高和加速,采用一级飞行段全程零攻角的

飞行程序方案.运载器二级以后基本在稠密大气层外飞行,气动载荷对弹道已没有特殊要求,运载火箭

在真空段的俯仰角选择可以完全从提高运载火箭性能出发 (如最大运载能力和最大入轨速度等).文献

[１１]给出了简化弹道方程下的真空段俯仰角的一般形式,本文在对真空段俯仰角程序优化时,采用了飞

行器轨迹优化常用的直接优化处理方法———多重参数化法,即俯仰角程序.

φcx(t)采用如下离散化形式

φcx(t)＝φcxi＋φ

cxi(t－ti)　ti ≤t≤ti＋１ (３)

i＝１,２,n ,当i＝１时,φcxi 为大气段结束的俯仰角,φ

cxi 为真空飞行第i段线性俯仰角程序段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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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真空段φcx(t)由φ

cxi 决定,对给定的有效载荷,火箭真空段轨迹优化问题转化为真空工作火箭子

级俯仰角斜率φ

cxi 及末级发动机工作时间n 个参数优化问题.运载火箭轨迹优化设计要满足入轨点轨道倾

角的约束,这一轨道约束通常需要调整发射方位角来满足,因此本文选择发射方位角A０ 作为一个轨道设

计变量.
综上所述,运载火箭轨迹优化问题已经转化为n＋１个参数优化问题,轨迹优化的终端条件由式 (２)

决定.

１３　一体化优化设计变量的确定

设计变量是求解过程中选定的基本参数.选取设计变量时,应该选取与目标函数有直接或者间接联

系的、对目标函数影响较大的变量作为设计变量[３].对于电磁发射运载火箭系统,影响系统运载能力的因

素既包括运载火箭的总体参数、飞行轨迹,如运载火箭各子级质量、发动机比冲、飞行程序角等,也包

括电磁助推发射参数,如管道出口速度、起飞分离倾角、起飞高度.本文根据实际要求,选择了各个模

块的加注量mtj (j＝１,２,,m,m 为运载火箭模块数)、管道出口速度v０、起飞分离倾角γ０ 为总体设

计变量,轨道设计参数已在前面给出.最后,本文所选择的轨迹/总体参数一体化优化设计的变量为:

mtj,v０,γ０,A０,φ

cxi 和末级工作时间tstage .

１４　优化设计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包括运载火箭质量计算模型、发动机性能计算模型、气动力计算模型、飞行程序控制模型

和弹道计算模型.详细计算模型参见文献 [５].

２　优化算法的选择

２１　双环迭代优化算法

基于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将运载火箭轨迹/总体参数一体化优化问题转化为一个带有不等式约束和等

式约束的多参数优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规划问题,理论上各种非线性规划算法均适用该问题的

求解,考虑最优控制变量和总体设计变量的耦合,单一优化策略对该问题的求解的收敛性很差,本文根

据所求解问题的特性,采用外环Levenberg Marquardt (缩写为L M)算法、内环牛顿迭代的双环迭代

优化算法对优化问题求解.对每一个给定起飞动能值,按图１流程进行轨迹总体一体化优化计算,之后按

照一定步长逐步减小起飞动能数值,直到达到其最小值.

图１　算法流程图

８６９



２２　Levenberg Marquardt(L M)算法

L M 算法是介于牛顿法与梯度下降法之间的一种非线性优化方法,对于过参数化问题不敏感,能有

效处理冗余参数问题,使代价函数陷入局部极小值的机会大大减小,这些特性使得该算法在非线性优化

问题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能较好地在解决约束上下限的问题[１２].

L M 算法原理[１３]如下.

考虑函数关系y＝f(m),m 是待估参数集合.给定一个初始解mk ,则令εk ＝‖y－y
^

‖ ＝‖y－
f(mk)‖ ,mk＋１＝mk＋vk ,f(mk＋vk)＝f(mk)＋Jkvk ,其中,Jk 为函数在mk 点的Jacobi矩阵.目标

是寻找合适的mk＋１ 使εk＋１＝‖y－f(mk＋１)‖＝‖Jkvk －εk‖＝εmin .
令Bk ＝JT

kJk ＋θkE (E 为单位矩阵),则 (vk)LM ＝(JT
kJk ＋θkE)－１JT

kεk ,所得的vk 结果形式为二阶

偏导数矩阵,即 Hessian矩阵,Hessian矩阵是一个二阶偏导数矩阵,通常用于判断一个点是局部极大

点,局部极小点,还是鞍点,其中θk 是一个标量,作用是使 Hessian矩阵更接近实际.当θk 很小时,步

长的计算类似于 Newton法,当θk 很大时,步长的计算类似于梯度下降法.在 L M 算法中,迭代目标

是寻找合适的θk ,θkE 称为阻尼项.

L M 法计算步骤[１３]如下:

１)初始化k＝０,θ０＝００１,取初始点m０,终止控制常数ε,计算ε０＝‖y－f(m０)‖ ;

２)计算Jk ,则 (vk)LM ＝(JT
kJk ＋θkE)－１JT

kεk ;

３)当εk＋１ ＜εk 时,令mk＋１＝mk＋vk ,此时,若 ‖vk‖＜ε,则停止迭代,输出结果;否则取a＝５

(也可以是其他大于１的整数),令θk＋１＝
θk

a
,k＝k＋１,返回步骤２);

４)当εk＋１ ≥εk ,令θk＋１＝θka ,k＝k＋１,返回步骤２).

２３　牛顿迭代法

运载火箭弹道优化问题是一个带有等式约束的多参数优化问题,针对圆轨道的需求,本文给出了四

个终端等式约束,牛顿迭代法求解等式约束问题具有收敛精度高的优点.本文将等式约束优化问题转化

为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问题,并采用牛顿迭代法进行求解,牛顿迭代法算法原理[１０]如下:
设问题是下列非线性方程组

F１(x１,x２,,xn)＝y１



Fn(x１,x２,,xn)＝yn

ì

î

í

ï
ï

ïï

(４)

式中,x１,x２,,xn 为未知参数,F１,F２,,Fn 为函数关系,y１,y２,,yn 相当于入轨条件,为

给定值.牛顿迭代法可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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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表示迭代次数,i＝１,２,.
矩阵M 为雅可比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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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中各元素用数值微分方法计算,当满足

y１－F１(x(i)
１ ,x(i)

２ ,x(i)
n )＜ε１

y２－F２(x(i)
１ ,x(i)

２ ,x(i)
n )＜ε２



yn －Fn(x(i)
１ ,x(i)

２ ,x(i)
n )＜εn

(７)

时,迭代终止,ε１,ε２,,εn 为给定的允许误差.

３　优化算例与分析

应用本文提出的外环Levenberg Marquardt算法、内环牛顿迭代优化算法,研究三级固体构型电磁

发射运载火箭的一体化优化设计问题.飞行任务要求将１３６kg有效载荷送入轨道倾角为２８５°的２００km
近地圆轨道,优化计算前,假设火箭以速度４５０m/s,倾角４５°离开电磁轨道.

首先在给定每一级的比冲和结构系数的前提下,初步确定火箭的总体参数,在忽略引力和阻力作用

的假设下,利用文献 [１５]给出的方法来确定满足运载能力要求时所需三级火箭的最小质量,经迭代计

算,得到如表１所示结果.

表１　电磁发射运载火箭总体参数计算结果

项目 数值 数值

一子级加注量/kg ７６６８３ ７２２７２

二子级加注量/kg １１３９８ ９５６９

三子级加注量/kg １４９１ ２１７８

有效载荷质量/kg １３６ １３６

火箭起飞质量/kg １０５０３ ９８７４４

轨道出口速度/(m/s) ４５０ ４２１６

轨道出口角度/(°) ４５ ４７

火箭初始动能/GJ １０６３４３ ０８７７５９

以表１中第２列的各变量数值作为部分优化参数的初值,应用外环 Levenberg Marquardt算法、内

环牛顿迭代的双环迭代优化算法对优化问题求解,数值试验表明,本文所设计的组合算法有良好的性能,
算法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和计算精度,所得结果如表１第３列所示.

优化结果表明,总体参数优化结合轨迹优化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由电磁轨道提供的初始动能,与初始

总体参数相比,减少了一、二级推进剂加注量,增加了三级加注量,火箭的总质量及轨道出口速度均有

下降,达到同样运载能力时,对电磁轨道提供的初始动能需求降低了１７５％,同时相应的终端等式约束

和过程不等式约束均得到很好满足.图２给出了飞行高度h 、速度V 、程序角φcx 、轴向过载Nx 随时间

t变化曲线,各参数变化曲线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４　结　论

在电磁发射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中,电磁轨道的长度决定火箭发射时的瞬时动能,为一定质量的火

箭发射提供初速度,为有效利用电磁轨道,需要对总体参数与轨迹开展一体化优化设计.本文从工程实

际要求出发,提出了火箭轨迹/总体参数一体化优化设计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采用参数化方法处理轨

迹优化问题,建立了一体化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针对具体问题的求解提出了一种双环优化算法.从计

算结果来看,所建立的一体化优化设计模型是合理的,提出的双环优化算法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电磁轨道

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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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运载器飞行参数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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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星间相对定位的三星时差定位误差分析

曾　巍　何泓毅　王秋红　高　硕　安金坤　孙协昌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卫星应用总体部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星间相对定位和卫星绝对定位两种方式对三星时差定位误差的影响,验证了星

间相对定位的方式对目标定位的改善效果.仿真和分析了在卫星高度、星座构型、时差测量误差因素条

件下星间相对定位对定位改善效果的影响关系,发现时差测量误差的影响较大.分析结果为工程实现提

供了设计参考.
关键词　三星时差;星间相对定位;误差分析

０　引　言

天基电子侦察具备全天时、全天候、全球监视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１２].三星时差无源定位

作为一种重要天基电子侦察手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关注[３５].

三星时差定位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目标与卫星的相对位置、轨道高度、星座构型,以及卫星的定位

误差和时差的测量误差[６８].三星时差定位所使用的卫星位置分为两种.一是卫星绝对定位,即三颗卫星

采用导航系统直接定位.二是星间相对定位,即主星采用导航系统直接定位,副星是在主星导航直接点

位的基础上再利用副星与主星的相对定位获取定位.文献 [６]分析采用星间相对定位的三星时差定位误

差.文献 [７]分析了在单一条件下星间相对定位误差对定位的影响.目前未见基于星间相对定位对三星

时差定位的改善效果的研究.并且随着星间相对定位精度的不断提高,为进一步提升三星时差定位精度

提供了技术支撑[９].

本文建立了星间相对定位和卫星绝对定位的两种方式的误差模型,验证了星间相对定位对三星时差

定位的改善效果,仿真分析了在卫星轨道高度、卫星星间构型、时差测量误差的条件下,采用星间相对

定位方式对三星时差的定位精度的提升效果.

１　星间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的定位误差模型

三星时差定位系统对目标的定位需要输入三颗卫星的位置和时差测量结果.卫星的绝对定位位置分

别为卫星１(x１,y１,z１)、卫星２(x２,y２,z２)、卫星３(x３,y３,z３),目标位置T 为 (x,y,z).按

照星间相对定位的方式,卫星１为主星,卫星２和卫星３为副星,即副星１(x１＋Δx１２,y１＋Δy１２,z１ ＋
Δz１２)和 副 星 ２(x１ ＋ Δx１３,y１ ＋ Δy１３,z１ ＋ Δz１３).其 中,S１２ ＝ Δx１２ Δy１２ Δz１２[ ] 和 S１３ ＝
Δx１３ Δy１３ Δz１３[ ] .卫星１分别与卫星２和卫星３对目标信号的时差测量为Δt１２ 和Δt１３.

卫星 绝 对 定 位 的 定 位 误 差 为 dX ＝ [dx dy dz]T .星 间 相 对 定 位 的 定 位 误 差 为 dX′ ＝
[dx′ dy′ dz′]T .卫星绝对定位误差为dSi ＝[dxi dyi dzi]T,i＝１,２,３.星间相对定位误差为

dS１２＝ dΔx１２( ) dΔy１２( ) dΔz１２( )[ ] 和 S１３ ＝ Δx１３ Δy１３ Δz１３[ ] .时 差 测 量 误 差 为 dΔt１２( ) 、

dΔt１３( ) .按照文献 [１０]的三星时差定位误差分析方法,推导出目标在 (x,y,z)的基于卫星绝对定

位和星间相对定位的误差分析模型,分别如式 (１)和式 (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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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 ＝C－１ cdT＋H１dS１＋H２dS２＋H３dS３( ) (１)

dX′＝C－１ cdT＋CdS１＋H２dS１２＋H３dS１３( ) (２)

gsi＝
s－si

x－xi( ) ２＋ y－yi( ) ２＋ z－zi( ) ２
,且S＝s,x,y,z;Si＝xi,yi,zi.

H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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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dΔt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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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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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时差的测量误差分为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系统误差可通过标校手段进行消除[１１].因此,本文

主要针对卫星定位误差和时差测量误差的随机误差影响.假设各卫星位置误差之间互不相关,与时差测

量不相关,并且卫星位置误差各元素之间及各卫星位置误差之间互不相关.同时三星时差定位的各项误

差因素相互独立,其各项误差的协方差数学期望值为０.其中,时差测量误差的方差为

E[d２(Δt１２)]＝σ２
Δt１２ 和E[d２(Δt１３)]＝σ２

Δt１３

时差测量协方差矩阵为

RT ＝c２E[dTdTT]＝c２

σ２
Δt１２ ０ ０

０ σ２
Δt１３ ０

０ ０ σ２
Δt１４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卫星的绝对位置测量误差以及星间相对定位误差在x,y,z 三个方向相等,其方差分别为σ２
si ,σ２

x１i

(i＝２,３).
卫星的绝对定位位置误差协方差矩阵为

Rsi＝E[dsidsT
i ]＝

σ２
si/３ ０ ０

０ σ２
si/３ ０

０ ０ σ２
si/３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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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
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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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
ú

其中,i＝１,２,３.
星间相对定位位置误差协方差矩阵为

Rsi＝E[ds１idsT
１i]＝

σ２
s１i/３ ０ ０

０ σ２
s１i/３ ０

０ ０ σ２
s１i/３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其中,i＝２,３.
采用卫星绝对定位位置的误差协方差矩阵为

PdX ＝E[dXdXT]＝C－１(RT ＋H１Rs１HT
１ ＋H２Rs２HT

２ ＋H３Rs３HT
３)(C－１)T .

采用星间相对定位位置的误差为

PdX′＝E[dXdX′T]＝Rs１＋C－１ RT ＋H２Rs１２HT
２ ＋H３Rs１３HT

３( ) (C－１)T

两种方式的定位误差 GDOP分别为 trace(PdX)和 trace(P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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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采用不同卫星定位位置的三星时差定位误差协方差矩阵,虽然星间相对定位的定位误差模型消

除了卫星１的定位误差系数,但很难直观判断出在多维度误差和卫星构型的影响下,星间相对定位是否具

有改善三星时差的定位精度的效果,需要进一步仿真验证.

２　改善效果验证

针对采用星间相对定位与采用卫星绝对定位的定位改善效果验证,分别通过理论误差模型和蒙特卡

罗方法进行仿真和验证.蒙特卡罗仿真中所有测量误差按照正态分布设置,每个目标位置统计２００个样本

的均方根误差.假设卫星按照正三角型布局,星间距为６０km,轨道高度为１０００km,卫星的绝对定位误

差为５０m (１σ),星间相对定位误差为２０m (１σ),时差测量误差为８０ns (１σ).不失一般性,假设卫

星在直角坐标系的＋Z 方向,在地球球面上的定位误差均投影至XOY 平面.经仿真,理论模型和蒙特卡

罗的仿真结果分别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卫星绝对位置和星间相对定位的定位误差

不难发现,图１中 (b)图和 (d)图中３km 的等高线与图１中的 (a)图和 (c)图相比,其范围明

显向外扩大了.因此,星间相对定位对总体的定位误差具有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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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析仿真

为进一步分析采用星间相对定位对三星时差定位总体效果的改善,设置改善因子k,用于分析在卫

星轨道、星座构型、以及时差测量误差因素影响下的改善效果.
改善因子定义为在星下点一定半径范围内,星间相对定位的定位改善量占卫星绝对定位的定位误差

的百分比,即

k＝
GDOP绝对 －GDOP相对

GDOP绝对
×１００％

为全面评价改善效果,将从定位误差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三个方面进行仿真.

３１　卫星轨道的影响

沿用图１的仿真场景,并修改卫星轨道高度和星间相对定位误差.计算星下点２０００km 范围内的定

位误差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统计改善因子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卫星轨道高度的改善因子图

在图２的比较结果中,轨道高度从５００~１５００km 的变化过程中对改善因子影响很小,只是星间相对

定位误差变化的情况下,改善因子变化较大.

３２　星座构型的影响

星座构型主要涉及星间距和星座构型.在仿真场景基础上,修改星间距和星座构型夹角.计算星下

点２０００km 范围内的定位误差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星间距对改善因子的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
在图３的比较结果中,星间距从４０~１６０km 的变化过程对改善因子几乎无影响,只有星间相对定位

误差对改善因子影响较大.
星座构型夹角对改善因子的影响结果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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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星间距的改善因子

图４　基于星座构型夹角的改善因子

在图４的比较结果中,星座构型的夹角从１０°~１５０°的变化过程对改善因子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被

“压缩”在一定范围内的.并且星间相对定位误差越好,星座构型的夹角对误差改善因子的影响波动范围

越小.

３３　时差测量误差的影响

沿用图１中的仿真场景,并修改时差测量误差和星间相对定位误差.计算星下点２０００km 范围内的

定位误差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统计结果如图５所示.

在图５的比较结果中,当星间相对误差较小时,时差测量误差越小,改善因子的放大效益越好.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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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于时差测量误差的改善因子

间相对定位误差较大时,时差测量误差对改善因子的增益几乎不变.

４　结束语

通过仿真结果分析,即使在星间相对定位误差与卫星绝对定位误差相等的情况下,三星时差定位误

差平均值有接近２０％的精度提升,验证了星间相对定位方式对定位的改善效果.对影响星间相对定位对

定位改善效果的因素分析,卫星轨道高度和星间距不是主要影响因素,星座构型的夹角也只是在一定范

围内波动影响.在星间相对误差较小时,时差测量误差越小,对定位精度改善的效果越好.换言之,三

星时差系统的星间相对定位精度较小时,提升时差测量误差可以获得 “额外”的定位增益效果.

在三星时差定位系统的工程实现中,要根据三星时差定位的精度需求,综合考虑时差测量的技术水平以

及星间相对定位误差相对于卫星绝对定位误差的提升程度,决定是否使用星间链路完成星间相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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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相机在航天领域的前景展望

肖　昆１　陈　益１　张义超１　解永锋１　曹梦磊１　王国辉２

１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２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摘　要　事件相机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相机的新型传感器,其每个像元按事件异步触发.触发事件为

照射在像元的光强的变化,如果增量或减量高于某个阈值,则输出事件.相比于传统相机,事件相机具

有高时间分辨率、低延迟、高动态范围、低传输带宽与低功耗等优点.本文首先介绍事件相机的基本原

理,而后分析其优缺点,最后展望事件相机在航天领域潜在的应用.
关键词　事件相机;航天;异步触发;高时间分辨率;高动态范围;低传输带宽

０　引　言

事件相机是近十年来在学术界流行起来的一种新型传感器,它是异步传感器,与传统相机相比,其

在获取视觉信息的方式上发生了转变.事件相机并不是所有像元按时间同步触发,而是每个像元按事件

异步触发.触发事件为照射在像元的光强的变化,如果增量或减量高于某个阈值,则输出事件.它们的

优点是:很高的时间分辨率 (微秒级)和较低的延迟 (亚毫秒级),很高的动态范围 (１２０dB对比传统相

机的６０dB),低功耗以及在运动目标占比成像面积较少时的低通信带宽.因此在高速和高动态范围的场

合,事件相机具有很大的潜力.
尽管事件相机从２００８年才开始商用[１],但近些年有关事件相机的大量学术研究以及三星[２]和普诺飞

思 (Prophesee)① 等公司声称的近期大规模生产计划都展现了其潜在的未来前景.但是,由于事件相机

的工作方式与传统相机巨大的差异,其异步测量的特点导致了需要有全新的范式来处理事件相机输出的

数据,进而建立与经典计算机视觉相连的桥梁.
目前,事件相机已被众多领域的学者们研究,如目标跟踪[３４],监视[５],目标/姿势识别[６８],深度估

计[９１０],结构光３D扫描[１１],光流估计[１２１３],高动态范围图像重建[１４１６],运动分割[１７１９]以及同时定位与

建图[２０２２].而在航天领域,公开的研究并不多.文献 [２３]初步探索了事件相机在空间态势感知的应用,
他们为事件相机加装了天文望远镜,进行巡天观测,对LEO 和 GEO 的航天器进行观测,结果表明其在

白天和夜间都可以进行有效观测,论文还对事件相机未来在轨应用进行了展望.文献 [２４ ２５]初步探索

了事件相机用于星敏感器的算法,并开源了数据集.文献 [２４]将事件流以定时触发的方式转为了同步

的事件图像,使用传统计算机视觉的星图识别与视觉里程计算法估计自身的位姿;文献 [２５]则通过使

用多分辨率霍夫变换,使得算法可以异步处理事件流,计算效率更高,更符合事件相机的特点.
在工业界正在探索事件相机落地的阶段,航天界也有必要及时跟进探索其应用场景,本文将抛砖引

玉,通过分析事件相机的优缺点,结合航天领域的特点,对其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１　事件相机的基本原理

传统相机通过外部时钟按照特定的采样频率 (如３０Hz)获取整张图像,事件相机与之不同,其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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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元异步地且独立地根据亮度 (以光强对数描述)的变化输出信号.这种信号的数据流速是不断变化的,
被称作 “事件”,每个事件代表了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像素感受到的亮度变化达到了一个阈值,如图１所

示.这种编码方式源自生物视觉通路的脉冲性质的启发.

图１　单像素事件生成示意图[１]

每个像素发出事件时,会记忆当前的亮度,并连续地监控亮度的变化.当变化值超过一个阈值,相

机发出一个事件,事件包含了像素坐标x、y、时间t以及变化的极性 (＋１代表亮度增加,－１代表亮度

减少).
令L(x,t)logI(x,t)为像素的对数强度,当某个像素x  (x,y)T 的变化达到了一个阈值C

(比如１０％~１５％的相对变化量),事件相机输出事件ek  (xk,tk,sk):

ΔL(xk,tk)L(xk,tk)－L(xk,tk －Δtk)＝skC
式中　tk ———事件的时间戳;

Δtk———xk 位置上的上一个事件到这个事件经历的时间;

sk ∈ ＋１,－１{ } ———事件的极性 (也就是强度变化的正负);

C ———对比灵敏度,是一个关键的参数,如果设置的过小,则会产生大量的噪声.
事件沿着时间轴不断流动,形成了时空分布,如图２所示.这种形式与传统的图像截然不同,因此需

要特别的处理方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一个时间窗口内的事件直接叠加在一张图像上,形成事件帧,如

图３所示.更复杂的处理方式包括考虑事件发生时刻的时间表面图 (TimeSurfaceMap,简称 TS图,如

图４所示),以及考虑运动补偿的事件图像 (如图５所示)等等.

图２　时空分布的事件,黑色为＋１事件,灰色为－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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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事件帧

图４　时间表面图[２６],为了可视化效果使用彩色,实际使用时为单通道灰度图

图５　运动补偿后的事件图像,其对比度比事件帧更高,边缘更锐利[２７]

２　事件相机的优缺点

本节将介绍事件相机的优缺点,表１列举了常见的事件相机的参数,供读者参考.

２１　优点

高时间分辨率:在模拟电路中监测亮度的变化速度很快,只需要微秒量级即可完成.外部在１MHz
的时钟调控下产生数字信号,从而事件相机的时间分辨率可达到微秒级.如此高的时间分辨率使得即使

观测高速运动物体 (或者自身高速运动),一般也不会模糊.
低延迟:由于每个像素独立工作,不需要等待其他像素同步曝光,因此事件的产生与传输速度很快,

延迟为亚毫秒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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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动态范围:由于事件相机像素独立工作,不需要全局一致的曝光,因此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场景内

动态范围 (１２０dB左右),而普通的工业相机通常只能达到６０dB,因此事件相机在明暗变化很大的场景

下仍然能有效捕捉信息,不会发生过曝或曝光不足的情况.
低带宽:由于只有变化的光强才会触发事件,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大面积的像素是没有输出的,从而

节省了大量的通信带宽.换言之,传输的事件流都是有用的信息.在航天领域,很多场合观测目标只占

视场的很少一部分,其余部分都是太空,使用事件相机则不会输出太空的图像,大大节省了带宽.
低功耗:标准相机用于像素读取的模数转换器占用较多功耗,而事件相机不需要转换器,因此只需

要００１W 级功耗.当需要采用高达几百kHz的频率时,高速相机需要比事件相机更多的功耗,这种高速

相机通常还需要大量外部功耗用于照明.

２２　缺点

事件相机除了具有显著的优点外,目前在应用上也存在一些缺点.
噪声大:由于传感器的结构,事件相机对由瞬时噪声和半导体PN结泄漏电流产生的背景活动噪声比

较敏感.光线不足或灵敏度较高时,背景活动会增加,这时噪声会比较多.文献 [２９ ３０]研究了事件相

机的降噪,同时各大厂商都在优化工艺减少噪声.
像元尺寸大:目前使用的事件相机的像元尺寸比传统相机偏大,表１所示的事件相机的像元尺寸大多

在１０μm 以上,而传统工业相机像元大概在２~４μm.大的像元尺寸也导致在体积一定的情况下,事件

相机的分辨率比较小,而在相同分辨率的情况下成本比较高.
填充比小:填充比是指像元有效接受光子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目前事件相机厂商通过微透镜把

光束聚拢到有效区域导致事件相机填充比较小,因此有大量像元区域是无效的.背照式技术 (BSI)也在

逐渐引入到事件相机中.
价格高:由于事件相机的商业订单较少,因此其售价都比较高.以国内的芯伦科技和瑞士的

iniVation这两家公司为例,前者的Celex V 的价格大约为人民币１５０００元,而后者的 DAVIS３４６价格

在５０００欧元左右.但未来随着事件相机逐步商业化,其价格会不断地降低.
缺乏色彩信息:事件相机输出的是二值极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来自边缘的运动,相比于传统相机,

丢失了色彩信息.图６展示了基于双目事件相机的三维重建后的深度图[３１],其只能完成对物体轮廓的

重建.

图６　基于双目事件相机的三维重建[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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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航天领域应用前景

事件相机在航天领域有两大核心优势:时间分辨率高和动态范围高,前者表明事件相机适合观测高

速运动目标,后者表明事件相机能够在恶劣光照环境下工作.下面将列举三个事件相机的潜在应用场景.

３１　对高速自旋非合作目标的近距离测量

在轨服务是近些年的航天热点领域之一,而对非合作目标的测量则是在轨服务的前提.当前,国内

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开展了非合作目标的运动测量研究[３２３８],但相关研究主要针对慢旋目标,在国内已

经公开的非合作目标运动测量中,自旋速度最快的为６０°/s[３８].俄罗斯的地面观测站在半个多世纪的观察

中,发现了许多高速旋转的失效卫星[３９],如图７所示.
目前对非合作目标的位姿估计与三维重建,通常采用相机或激光雷达这两类传感器,这两类传感器

的采样频率有限,难以对高速自旋目标进行测量.而事件相机则有望解决此类问题.在已有的非合作目

标的测量算法中,很多算法都利用了卫星的特征结构,如太阳能帆板的矩形特征和对接环的圆形特征[４０].
基于传统相机的视觉算法,需要通过特定的算法事先提取边缘,而由于事件相机的原理,其获得的事件

大部分来自边缘,因此不需要额外的提取,从而降低了算法复杂度.图８展示了传统相机与事件相机对旋

转的卫星模型成像的对比.

图７　１９８７ ２００４SSO失控卫星的自转周期[３９]

(a)传统相机 (b)事件相机

图８　传统相机与事件相机对旋转的卫星模型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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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对高速运动目标的远距离测量

随着 “星链”等大规模星座的部署,空间变得越来越拥挤,空间碎片对飞行器安全的影响将越来越

严重.空间中物体的相对运动速度很高,传统相机成像可能会产生运动模糊,而事件相机则可以弥补传

统相机这一缺点.利用事件相机进行远距离测量的核心是设计合适的光学镜头,加大目标视场的进光量,
避免因光强过低导致无法触发事件.事件相机的部署可以是天基的,也可以是地基的,图９所示为基于事

件相机的天文望远镜,可对空间目标进行观测[２３].

图９　基于事件相机的天文望远镜[２３]

此外,由于远距离测量时相机的视场角有限,运动目标可能很快飞出视场,因此可以采用多目拼接

的策略以增强对目标的跟踪能力.

３３　对逆光目标的测量

传统相机对逆光目标的观测存在很大缺陷,同步的曝光导致总有一部分区域成像质量差,或是过暗

或是过亮.而事件相机高动态范围的特性可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４　结　论

相比于传统相机,事件相机具有高时间分辨率、低延迟、高动态范围、低传输带宽与低功耗等优点,

但同时,也具有噪声大、成本高、缺乏色彩信息等缺点.在航天领域,事件相机适合于对高速目标和恶

劣光照条件下目标的观测.需要指出,事件相机是传统相机的补充,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相机,未来事件

相机必将与传统相机、激光雷达、惯性器件等一起,构成多传感器融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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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ofEventCamerasintheAerospac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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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ventcameraisanewtypeofsensorthatisdifferentfromtraditionalcamerasEachpixelis
triggeredasynchronouslybyeventThetriggereventisthechangeofthelightintensityirradiatedonthe

pixelIftheincrementordecrementishigherthanacertainthreshold,theeventisoutputComparedwith
traditionalcameras,eventcamerashavetheadvantagesofhightemporalresolution,lowlatency,low
bandwidth,low energyconsumption,andhighdynamicrangeThispaperfirstintroducesthebasic

principlesoftheeventcamera,thenanalyzesits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andfinallylooksforward
tothepotentialapplicationsoftheeventcameraintheaerospac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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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通道原理在图像去雾技术上的应用

梁　建　罗武斌　许　辉　唐浩浩

６３６１５部队

摘　要　光学设备的跟踪测量除了受天光地影限制外,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当地的天气条件.一旦出

现多云、沙尘和雾霾等天气,会造成光学设备成像质量严重退化,因此研究图像去雾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本文首先对暗通道技术进行概述,然后提出一种基于暗通道理论的去雾算法,最后选取了实景图像和试

验图像进行实验,提出了图像评价标准.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去雾算法在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上

都有较好的表现,可以应用于后续的目标识别等任务.
关键词　暗通道;图像去雾;图像评价

０　引　言

０１　暗通道技术概述

暗通道的概念最先由何恺明等人于２００９年在CVPR会议上首次提出,作者通过对大量户外无雾图像

的观察分析后发现,在大多数不覆盖天空的局部区域,一些像素 (称为暗像素)通常在至少一种颜色

(RGB)通道中具有非常低的亮度,其值接近于零,这个理论就是暗通道理论[１].其暗通道可以用式 (１)
表示

Jdark(x)＝ min
y∈Ω(x)

{ min
c∈{R,G,B}

[Jc(y)]} (１)

式中　Jdark(x)———位置x 处的像素的暗通道;

Ω(x)———以像素x 处为中心的一个滤波窗口.
由式 (１)可知,求取暗通道图像的过程为:首先对图像中的每个像素求 RGB三个颜色通道的最小

值,然后存入一幅和原始图像大小相同的灰度图中,之后再对该灰度图进行最小值滤波,滤波的半径由

窗口大小决定.基于暗通道的概念,通过观察来看如果J 是室外无雾图像,那么除了天空区域J 的暗通

道的强度很低并且趋近于零

Jdark(x)＝ min
y∈Ω(x)

{ min
c∈{R,G,B}

[Jc(y)]}→０ (２)

０２　基于暗通道理论的去雾算法

为求得去雾后的图像,我们建立大气散射模型[２],得到下式

I(x)＝J(x)t(x)＋A[１－t(x)] (３)
式中　I(x)———设备得到的有雾图像;

J(x)———期望得到的无雾图像;

t(x)———传播介质的透射率;

A ———大气光值.
式中t(x)和A 为未知变量.由上式可知,如果要获取清晰的无雾图像,需借助先验知识求得这两个

未知量,这就是暗通道理论去雾算法的基础.暗通道理论去雾算法流程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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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暗通道理论的去雾算法流程

计算透射率.假定大气光值A 已知,对于任意一个颜色通道c∈ {R,G,B},则式 (４)定成立

Ic(x)＝Jc(x)t(x)＋Ac(１－t(x)) (４)
对式 (４)等号两边同时除以Ac ,得

Ic(x)
Ac ＝t(x)J

c(x)
Ac ＋１－t(x) (５)

在窗口 Ω(x)中估算透射率,对上式两边分别计算其暗通道,得

min
y∈Ω(x)

min
c

Jc(y)
Ac

é

ë
êê

ù

û
úú＝t(x)min

y∈Ω(x)
min

c

Jc(y)
Ac

é

ë
êê

ù

û
úú＋１－t(x) (６)

根据暗通道理论,Jdark →０,由式 (２)和式 (６)可得

t(x)＝１－min
c

min
y∈Ω(x)

Ic(y)
Ac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７)

在实际去雾中,如果在计算时将全部的雾气去除,图像会显得失真,因为即使晴朗的天空也会存在

一定的悬浮颗粒,因此在式 (７)中引入调节系数ω(０＜ω ＜１),通常取ω ＝０９５

t(x)＝１－ωmin
c

min
y∈Ω(x)

Ic(y)
Ac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８)

大气光值A 的选取方法为:先在暗通道图中选出图中前０１％的像素值最大的像素点,选取这些像素

点对应到目标处理的有雾图像中,把这些像素值最高的像素点作为全局大气光值A 的估计值.

１　实验过程与结果分析

１１　实景图像实验

实验平台计算机搭载 AMDFX８８００处理器,８G内存,运行６４位 win８系统,MATLAB２０１３a软件

进行去雾算法处理.
第一组实验图像,选择一幅雾天中的楼层图像.选取的楼层图像如图２所示;基于去雾算法得到的处

理后的图像效果如图３所示:提取暗通道后效果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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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第一组楼层图像

　　
图３　第一组楼层图像去雾效果

图４　第一组楼层图像的暗通道图像

第二组实验图像,选择一幅雾天中的人物图像.选取的人物图像如图５所示;基于去雾算法得到的处

理后的图像效果如图６所示:提取暗通道后效果如图７所示.

图５　第二组人物图像

　　
图６　第二组人物图像去雾效果

第三组实验图像,选择一幅雾天中的天安门图像.选取的天安门图像如图８所示;基于去雾算法得到

的处理后的图像效果如图９所示:提取暗通道后效果如图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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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第二组人物图像的暗通道图像

图８　第三组天安门图像

　　
图９　第三组天安门图像去雾效果

图１０　第三组天安门图像的暗通道图像

１２　试验图像实验

第四组实验图像,选择一幅受云层影响的单目标图像.选取的单目标图像如图１１所示;基于去雾算

法得到的处理后的图像效果如图１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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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第四组单目标图像

　　　　　
图１２　第四组单目标图像去雾效果

第五组实验图像,选择一幅受云层影响的双目标图像.选取的双目标图像如图１３所示;基于去雾算

法得到的处理后的图像效果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３　第五组双目标图像

　　　　　
图１４　第五组双目标图像去雾效果

１３　图像评价

(１)主观评价

去雾效果的主观评价通过观察者对去雾图像的视觉感知来完成[３].
实景图像实验选取了三幅雾天中的图像,经过去雾以后,场景细节明显,层次感强,颜色自然,整

体去雾效果较好.
试验图像实验选取了两幅受云层影响的图像,经过去雾以后,目标对比度增强,辨识度更高,整体

去雾效果较好.
(２)客观评价

PSNR (PeakSignaltoNoiseRatio),即峰值信噪比,是一种评价图像的客观标准.PSNR 高于

４０dB,说明图像质量极好;PSNR在３０~４０dB,通常表示图像质量是好的 (即失真可以察觉但可以接

受);PSNR在２０~３０dB,说明图像质量差;PSNR低于２０dB,图像不可接受.表达式见式 (９)

PSNR＝１０lg１０
MAX２

I

MSE
æ

è
ç

ö

ø
÷＝２０lG

MAXI

MSE
æ

è
ç

ö

ø
÷

MSE＝
１
mn∑

m－１

i＝０
∑
n－１

j＝０
‖I(i,j)－J(i,j)‖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９)

式中　MSE (MeanSquaredError)———两幅图像的均方误差;

MAXI ———图像的灰度级,一般等于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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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组图像去雾实验的客观评价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去雾实验的客观评价结果

标准

序号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PSNR/dB ３５１２５４ ３３５９８７ ４１２０２３ ３１９１４０ ３３３０７３

图像质量 好 好 极好 好 好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基于暗通道原理的去雾算法,得到的去雾图像质量虽有部分失

真,但整体质量效果满足要求,图像质量都在 “好”的范围,有效提升了目标的感知程度,对于雾天中

不同的实景图像和受云层影响的目标图像都能表现出较高的可靠性和鲁棒性.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去

雾算法在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上都可以满足要求,为后续提升目标识别能力打下基础.

２　结　论

本文通过暗通道理论的分析,提出了基于暗通道原理的图像去雾算法,选择了三组实景图像和两组

试验图像对算法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去雾算法对于不同情况的图像,都能达到良好的去

雾效果,在图像的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上也有较不错的表现,可以作为后续试验目标识别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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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geoftheDarkChannelTheory
onImageHazeRemoval

LIANGJian,LUO Wu bin,XuHui,TANGHao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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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measurementofopticalequipmentisexceptrestrictedwithillumination,andtoagreat
extentisrestricted with weatherOnceappearscloudy,sandanddust,hazeweather,willcausethe

gualityofopticalequipmentimagegettingbad,soitis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tostudytheimage
hazeremovalFirstlythisarticleoutlinesdarkchanneltheory,secondly,animagehazeremovalalgorithm
basedondarkchanneltheoryisproposedFinally,therealityimageandtesttaskimageistested,the
evaluationofimageisproposedTheexperimentalresultshowsthattheproposedimagehazeremoval
algorithmhasgoodperformanceinthesubjectiveevaluationandobjectiveevaluation,whichcanbeapplied
totargetrecogni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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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行人定位模块中的SINS_GPS_
磁力计组合导航算法

刘锦源　侯旭阳　徐　浩　张浩然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

摘　要　基于一种装备于行人足底的微机电定位模块,针对行人室内定位时 GPS信号弱且精度变差

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捷联惯性导航系统 (SIN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和磁力计的定位算

法.该算法结合了零速识别与修正算法,SINS与 GPS、磁力计组合导航,共同组成了联邦卡尔曼滤波系

统,对室内外行人的位置、速度和姿态误差进行了估计和补偿.并通过试验表明,使用该定位算法的足

底定位模块能提升室内和室外的定位精度,定位误差小于行程的１２％,同时具有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

强的优点.
关键词　行人导航;零速修正;联邦卡尔曼滤波;组合导航

０　引言

行人导航系统 (PedestrianNavigationSystem,PNS)可用于提供行人实时的速度信息和位置信息,

而针对行人在不同场景的定位,选用的测量方式和定位算法也不同[１].室外卫星信号良好的地区可以使用

GPS定位,而行人处于峡谷、室内等卫星信号微弱的区域则可以采用基于惯性测量单元 (Inertial
MeasurementUnit,IMU)的自主导航方式[２３].IMU可以提供连续自主且稳定的导航信息,随高集成、

微型化的微机电系统 (Micro Electro MecharicalSystem,MEMS)越来越成熟,使得IMU 可以适用

于装备于行人脚部进行导航[４].

基于SINS解算的行人导航,其误差随时间呈抛物线形式漂移,采用零速修正 (Zero velocity
Update,ZUPT)算法可以对误差进行修正,减小误差的发散速度[５].传统的纯惯性行人导航算法是利用

零速时刻进行状态误差估计和修正,即根据单脚安装的 MEMS传感器输出进行一个步态周期内的SINS
解算,并通过对脚部着地时刻进行步态检测,认为脚掌在着地时刻的速度和角速度为零,利用卡尔曼滤

波反馈校正算法进行零速修正[６].在零速区间停止惯性导航,并修正传感器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惯

性导航的累积误差.但 MEMS中的微陀螺受限于成本和体积,精度较低,不能对航向角进行有效观测,

且其他状态变量估计精度不高,误差补偿不充分,进而导致纯惯性导航误差随时间呈抛物线增长[７].这种

情况下,仍需其他导航工具的辅助来实现各种环境下行人的精确定位.
文献 [８]提出了SINS与GPS紧组合的行人导航算法,根据室内外GPS接收机检测到可见星的数目

选择采用不同的导航方法,环境适应性强,但存在航向角误差的估计值会随时间发散的问题[８].天津大学

的学者研究了一种基于惯性和磁测量自适应融合的行人导航系统航向漂移抑制方法[９],通过人体运动分类

器辅助的自适应融合模块,对不同运动状态使用多种航向漂移校正方法,但存在模型复杂计算量大和对

MEMS处理器要求极高的问题.意大利的学者最近提出了 GNSS、无线定位 (UWB)与INS松耦合的室

内外无缝行人定位技术[１０],３D测量精度最高可达３５cm,但由于 UWB的脉冲功率衰减较快、覆盖面小,

行人在基站稀少的野外难以接收到信号.
为了实现行人在室内外多种场景都能精确自主导航的目标,本文提出了基于 MEMS定位模块的

SINS_GPS_ 磁力计的联邦滤波算法,通过组建三个子滤波器并进行融合,使得全局滤波精度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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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抗干扰能力增强、容错性能提高.并给出了该滤波过程的步骤和模型设计,采用试验来验证该导航

定位算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１　行人导航系统介绍

１１　定位MEMS模块

定位核心部分定位 MEMS模块内部集成了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和磁力计,兼具与外界通信的

功能,长４cm 宽３cm,具有尺寸小、重量轻、精度高的特点.使用时该模块应安装在鞋垫下方,一般配

合搭配了特殊定制鞋垫的靴子使用.图１为定位 MEMS模块.

图１　定位 MEMS模块

１２　算法结构

使用该模块进行精确的行人定位的算法结构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初始对准和捷联解算,再接着进行

零速判断和零速修正,最后是基于联邦卡尔曼滤波的组合导航.导航算法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导航算法结构图

２　SINS_GPS_ 磁力计组合算法

本节详细介绍SINS_GPS_ 磁力计组合算法中的零速检测算法和联邦卡尔曼滤波系统的算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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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零速检测算法

零速检测算法是进行零速修正的前提,行人的运动过程可以描述为脚触地、静止和离地３个阶段的周

期运动[１１].
而行人的脚在触地后静止的时间段内,理论上速度和角速度均为零,此时进行误差滤波和补偿是效

果最优的.而零速检测是进行零速修正的前提.本文根据陀螺仪和加计的输出来判断某时刻行人是否进

入零速状态:
在k时刻采集某段时间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三轴输出ak 和ωk ,如果某个时间窗口的判定值小于阈

值,则可认定此时行人处于零速状态,即满足d１(k)＜r１ 且d２(k)＜r２,r１ 和r２ 为定值.
其中d１(k０)和d２(k０)表示为当前K０ 时刻前L 个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输出的采样点的方差.如式 (１)

和式 (２)所示

d１(k)＝varak－L,ak－L＋１,,ak{ } (１)

d２(k)＝vargk－L,gk－L＋１,,gk{ } 　 (２)
而不同运动状态下,行人的零速状态阈值r１ 和r２ 的值选取并不相同.行人运动状态可分为行走、跑

步、上下楼梯三个状态,通过采集陀螺仪和加计输出,进行移动窗口平滑,并提取特征向量组成测试集,
通过神经网络对测试集进行分类[１２].本文主要探讨行人在行走过程中的定位与导航,r１ 和r２ 的值均设

为０２.

２２　联邦滤波系统设计

联邦卡尔曼滤波分两级对数据进行分层处理,需要一个参考系统和其他子传感器作为输入信息.参

考系统既给主滤波器提供参考信息,其数据又作为各子滤波器的观测量的部分信息.相应的子传感器的

数据只传递给对应的子滤波器作为观测值的组成.

２２１　联邦卡尔曼滤波步骤
联邦卡尔曼滤波的算法步骤可表示如下[１３]:

１)将子滤波器与主滤波器的初始协方差阵Pi,０ 与状态噪声阵Qi,０ 设置为组合导航系统初始值的β－１
i

倍,下标i表示第i个子滤波器.

Pi,０＝β－１
i Pg,０

Qi,０＝β－１
i Qg,０

{ (３)

式中　βi ———小于１不为零的正数,且满足 ∑
n

i＝１
βi＝１的条件.

２)对子、主滤波器的状态变量及均方差进一步预测:

X̂i,kk－１＝Fi,k,k－１X̂i,k－１

Pi,kk－１＝Fi,kk－１Pi,k－１FT
i,kk－１＋Gi,kk－１Qi,k－１GT

i,kk－１
{ (４)

３)对各个子滤波器进行量测更新,并对主滤波器的状态变量进行更新:

Ki,k ＝Pi,kk－１HT
i,k (Hi,kPi,kk－１HT

i,k ＋Ri,k)－１

X̂i,k ＝X̂i,kk－１＋Ki,k (Zi,k －Hi,kX̂i,kk－１)－１

Pi,k ＝(I－Ki,kHi,k)Pi,kk－１ (I－Ki,kHi,k)T ＋Ki,kRi,kKT
i,k

X̂m,k ＝X̂m,kk－１

Pm,k ＝Pm,kk－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５)

４)将子、主滤波器估计出的状态信息和协方差阵进行融合,成为新的全局状态估计信息:

P－１
p,k ＝P－１

１,k ＋＋P－１
n,k

X̂p,k ＝Pp,k P－１
n,kk－１X̂n,kk－１＋∑

n

i＝１
P－１

i,kX̂i,k[ ]

ì

î

í

ï
ï

ï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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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最后一步用β－１
i 系数重置子滤波器与主滤波器:

X̂i,k ＝X̂p,k

Pi,k ＝β－１
i Pp,k

Qi,k ＝β－１
i Qp,k

ì

î

í

ï
ï

ï
ï

(７)

２２２　　联邦卡尔曼滤波器结构
接下来介绍本文介绍的联邦卡尔曼滤波器的组成,以下推导都基于导航系 (n 系),其定义为东北天

坐标系.组合定位系统联邦卡尔曼滤波器的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联邦卡尔曼滤波器结构

如图３所示,该联邦滤波器包括三个子滤波器,分别为零速修正滤波器、SINS/GPS滤波器和SINS/
磁力计滤波器,三个子滤波器内部结构的详细介绍如下.

(１)零速修正子滤波器

零速修正子滤波器使用脚部处于静止时,捷联解算出的线速度与角速度作为量测对定位误差进行滤

波,并将估计出的误差反馈到导航系统中,以此来抑制误差的累计.零速时间内线速度与角速度都为零,
此时观测量精确度最高[１４].

根据SINS的速度误差模型可知:

δvn ＝δfn ＋fn ×ϕ－ ２ωn
ie ＋ωn

en( ) ×δvn (８)
式中　δvn ———速度误差;

δfn ———加计的比力误差.
零速校正子滤波器的模型如式 (９)所示,本文提出一种１５维的状态变量,分别为速度误差δv ,位

置误差δp ,姿态误差δα ,陀螺漂移ε和加计零偏 Ñ:

X̂k,k－１＝Ak,k－１X̂k－１＋Gk,k－１Wk－１

Zk ＝HXk ＋Vk
{ (９)

Xk１ ＝ δv１×３,δp１×３,δα１×３,ε１×３,Ñ１×３[ ] T (１０)
式 (９)中W 和V 阵均视为不相关白噪声阵,状态转移矩阵如下所示

Ak,k－１＝

I３×３ ０３×３ fn
kΔt ０３×３ Cn

b,kΔt
I３×３Δt I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I３×３ －Cn
b,kΔt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I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I３×３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１１)

式中　fn
k ———k时刻导航系下加速度计比力输出;

Cn
b,k ———k时刻的姿态阵.

零速校正的量测量Zk１
为速度误差Zv 和角速度误差Zω 组成,表示如下:

Zk１ ＝
Zv

Z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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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Zv ＝δvn ＝

vE

vN

vU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Zω ＝δω＝

ωibx

ωiby

ωibz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根据量测量的设置,量测矩阵如下所示:

H１＝
０３×３ I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I３×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３)

量测噪声设为均值为０３的白噪声.
(２)SINS/GPS子滤波器

其状态方程选取为速度误差、位置误差 (经度L 、纬度λ、高度h)和姿态误差 (俯仰ϕ 、横滚γ 、
航向φ ),量测选取为导航系n 系下SINS和 GPS的位置之差,并对该系统所在位置进行修正.

Xk２ ＝ δvE,δvN,δvU,δL,δλ,δh,δϕ,δγ,δφ[ ] T (１４)

Zk２ ＝ pn－INS －pn－GPS[ ] ＝

LINS －LGPS

λINS －λGPS

hINS －hGPS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５)

H２＝ ０３×３ I３×３ ０３×３[ ] (１６)
(３)SINS/磁力计子滤波器

该子滤波器是利用磁力计和SINS提供的航向角信息之差作为量测量,对该系统的航向角φ 进行修

正.状态变量和式 (１４)相同.

Zk３ ＝ φSINS－φB[ ] (１７)

H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 ０ １[ ] (１８)
(４)修正

根据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进行卡尔曼滤波得到k 时刻的速度误差δvk 、位置误差δpk 和航向角误差

δφk ,并补偿回捷联解算环节.

p′
k ＝pk －δpk (１９)

φ

k ＝φk －δφk (２０)

v′
k ＝vk －δvk (２１)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自研的单兵导航模块并安装到鞋底进行行人导航实验.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SINS_ GPS_
磁力计使用联邦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组合的定位算法的有效性,采用纯惯性和零速校正算法解算出的位置

信息作为对照.位置误差值Δp 是指某时刻解算出的位置和设定的真实位置之间的距离,其定义为

Δp＝ (pe －pe０)２＋(pn －pn０)２ (２２)
式中　pe,pn ———解算出的位置坐标;

pe０,pn０ ———实际位置坐标.
实验在室内和室外分别进行,实验者需穿上安装好定位模块的靴子按照规划路径步行行进.

３１　室内实验验证

室内实验的规划路径全程４０m 长,包括一条直线路段和重复椭圆路段,其距离和方向由高精度的激

光测距仪测得.以起始点的坐标记为 (０,０),实验者按照室内规划路径从起点步行到终点,如图４所示,
圆圈为起点,多角形标记处为终点.

统计行人运动全程的位置误差,并对两种导航算法的平均值和方差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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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室内设定轨迹

图５　室内两种算法轨迹对比

由图５可以看出,在 GPS信号较微弱的室内,经过组合导航算法处理得到的轨迹,要比纯惯性算法

计算出的轨迹更加接近于真实的路径,且根据表１的对比可得,采用组合导航算法后,相对误差由

２５７％减小到了１２４％,定位精度提高了一倍以上,说明了采用SINS_ GPS_ 磁力计组合算法在室内进

行行人导航的有效性.

表１　室内轨迹位置误差对比

轨迹 全程距离/m 均值/m 标准差/m 最大值/m 相对误差/％

SINS零速校正 ４４３０ １１４ ０８６ ２３７ ２５７

SINS_ GPS_ 磁力计 ３８９７ ０４８ ０３５ １０３ １２４％

３２　室外实验验证

如图６和图７所示,室外实验的规划路径为４００m×１５０m 的矩形路径,实验者绕着该矩形行走两圈

后回到原地,全程约１１００m.起始点为圆圈所在位置,四角星为纯惯性算法轨迹的终点,五角星为组合

算法轨迹的终点.

２００１



图６　室外设定轨迹

室外纯惯性和组合导航分别解算出的位置信息如图７所示.

图７　室外两种算法轨迹对比

由图７可以看出,在室外 GPS信号强、定位性好的情况下,SINS_ GPS_ 磁力计算法处理得到的轨

迹,要比纯惯性算法计算出的轨迹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矩形路径,且根据表２的对比可得,采用SINS_

GPS_ 磁力计组合导航的方法,在室外同样可以提升定位精度,位置相对行程的误差约为１１０４％,相比

于传统的纯惯性算法的相对误差提升了一倍以上.

表２　室外轨迹位置误差对比

轨迹 全程距离/m 均值/m 标准差/m 最大值/m 相对误差/％

SINS零速校正 １１８２４ ３７０６ ３５９２ ８３２１ ３１３

SINS_ GPS_ 磁力计 １１３０７ １１７９ １０５３ ２４４８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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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传统的纯惯性行人导航算法存在误差补偿不完全,导致定位误差不断累积,而 GPS在室内会偶尔失

效的问题,本文基于本单位自研的 MEMS定位模块提出了一种SINS/GPS/磁力计的融合导航算法.该算

法通过基于SINS的零速校正对速度误差进行补偿,通过SINS与 GPS组合滤波对位置误差进行补偿,最

后通过SINS与磁力计组合对航向角误差进行补偿.该算法充分发挥了惯导和 GPS的优势,其可以利用

卫导的高精度弥补惯导的误差发散问题,又可以用惯导的短时高频输出弥补 GPS实时性差和室内信号弱

的问题,最后又利用磁力计实现行人运动时航向角的精确测量.通过设计行人携带 MEMS模块的室内外

行走实验,将本文提出算法的导航结果与传统纯惯性导航结果进行对比,通过分析数据表明,利用该算

法可以有效的提高室内外行人导航的位置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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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NS_GPS_ MagnetometerIntegratedNavigation
AlgorithminonePedestrianPositioningModule

LIUJin yuan,HOUXu yang,XU Hao,ZHANGHao ran
BeijingAerospaceControlInstrumentResearchInstitute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ofweakGPSsignalandpooraccuracyduringindoorPedestrian
navigation,aintegratednavigationalgorithmofSINS/GPS/magnetometerisproposedbythispaper,this
algorithmisbasedonamicro electromechanicalsystem (MEMS)positioningmoduleequippedonthe
solesofpedestrians,andcombinesthezero speedcorrectionalgorithm,SINS/GPS/magnet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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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navigationtoformafederatedKalmanfiltersystem,whichestimatesandcompensatesthe

position,speedandattitudeerrorsofindoorandoutdoorpedestriansExperimentsshowthatusingthis

positioningalgorithmcanimprovetheaccuracyofindoorandoutdoorpositioningbypositioningmodule,

andthepositioningerrorvalueislessthan１２％ofthestrokeAlso,thisalgorithmhastheadvantagesof
highreliabilityandgreatanti interferenceability

Keywords　Pedestriannavigationsystem (PNS);Zero speedcorrection;FederatedKalmanfilter;

Integrated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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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复用布拉格光栅波导延时单元的光串并转换方法

敖晨歌　王士锋　杨　诚　薛　宁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光分组交换 (OPS)网络是一种能够提供分组交换功能的光信息交换系统.其高容量、高利

用率、高透明度的特点使得光分组交换具有良好的使用前景.但是,光纤的信息传输能力和节点的电信

号处理能力之间存在着不平衡,针对光分组交换能力受到电子设备处理速率限制的问题,使用全光串并

转换 (OSPC)方法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由于光缓存的特殊性,尤其是串并转换所需要的时延操作依

赖高精度的无源光器件,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全光串并转换方案,设计了带有布拉格反射光栅的延时波

导,简化了 OSPC结构,通过双向输入复用该延时单元,实现光信号的时域分解与对齐.
关键词　光分组交换;全光串并转换;延迟波导;波导光栅

１　技术背景

１１　光分组交换

OPS的概念类似于电分组交换,光信息分组由标签和数据载荷组成,进入路由节点后,数据载荷保

持为光信号进入光缓存,标签上的地址源和目的地等信息则由路由器识别,随后将数据负载与标签重新

组装并在特定端口发送,由获得路径信息的选路器控制发送到目的地.通信网络可以分割并发送单个大

数据分组,不需要频繁地创建新连接.只需在多个节点之间形成一个存储和转发的过程.这种机制会导

致实时性差、丢包和数据重复等问题.但具有设计简单、资源利用率高等优点.
光分组交换要在输入的数据负载于光缓存中待命时,及时对标签部分进行复杂的光电转换和电逻辑

处理,如图１所示.相比传统的将全部光域信息转换至电信号进行解析转发,光分组交换提高了对路由标

签信息的识别效率,但要面临光信息传输速率和电子设备处理能力限制之间的冲突.

图１　光分组交换转发处理流程

相比延时待发的光信号数据负载,电路对标签处理的速度存在电子瓶颈.就目前光缓存及电信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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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术的现状看来,光电信号间处理能力的不兼容成为光分组交换的短板,使得光分组交换的优势难以

发挥,因此,全光串并转换被研究并引入以解决这一问题[１].

１２　全光串并转换

串并转换 (SPC)是电路领域的一项成熟技术,图２ (a)所示的传统光分组串并转换处理结构中,高

速信号串行输入对进行光电器件的响应能力和信号处理电路要求较高,而且其工作的精度也得不到保证,
造成信息处理滞后甚至结果异常.全光串并转换是将串并转换逻辑移至光域进行,不再依赖电路的处理

能力,而是将高速的串行光信号转换为并行的低速光信号,降低后续光电转换和信号处理电路的压力,
是解决光分组交换中无法突破电子设备处理速率限制的一种有效方法,如图２ (b)所示.

图２　两类串并转换在光标签处理中的应用

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于光串并转换的高效率,提高了信号处理的速度和可靠性.该类 OSPC实现形式、
结构多样,某种基本结构[２]仅使用分路器和传输路径差来形成并行输出.此外还有许多改进方案,如波长

转换后采用波分复用器/解复用器 (WDM/DWDM)的结构[３].使用 Mach Zehnder干涉仪对差分相移

键控 (DPSK)调制信号进行 OSPC操作的方案[４],或是具有表面反射切换镜的SPC[５].作为光串并转换

技术的支撑,光缓冲器、波长转换和光开关等相关技术也受到了重视.本文提出了一种使用基于半导体

光放大器交叉相位调制 (XPM)作为波长转换手段,搭配双向工作的带有布拉格反射光栅延迟波导的全

光串并转换方法.

２　设计及功能

图３为一种波长转换后采用波分复用器/解复用器结构的 OSPC,使用单一光源通过高非线性光纤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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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展宽,通过波分复用器滤得所需要的８个载波波长,使用SOA (半导体光放大器)的交叉增益调制特

性将输入的串行信号逻辑值赋予载波.为了使调制载波与串行信号间隔一致,且在并行输出端同时输出,
该结构需要两组延迟线.

图３　一类基于波长转换及时延线的 OSPC结构

本文提出的一种OSPC结构如图４所示,双向使用的延时波导单元简化了结构.延时波导单元由周期

性排列的光栅组成,通过两个光环行器与其他部件连接.当特定的载波进入延迟波导单元时,不同波长

的载波被相应的光栅反射,传输路径差产生特定的时延２Δτ(２Δτ对应串行光信号的码元间隔).

图４　通过双向使用延时波导单元优化结构的 OSPC

在半导体光放大器中,载波由输入的高速串行光信号调制,调制方法基于交叉相位调制,输出为以

载波波长传输的携带输入信号逻辑的光信号.在下一级的传输中,不同载波波长的光信号从另一端经光

环行器输入延迟波导单元,因为波导上布拉格光栅排布的特性,不同的载波在经过反射后总光程一致,
最终在输出端经波分解复用器处同时并行输出.

３　原理实现

３１　延时波导单元

通过合理在光纤上排布布拉格光栅,可以得到如图５[６]具有分离不同波长光信号传输延时能力的的延

时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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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一种用光纤光栅实现时延控制的结构

相比光纤,光波导拥有更高精度,更小的尺寸,更适用于板级、器件内部的光传输功能集成.光刻

刻蚀精度的提高和光波导壁光滑工艺的发展不但强化了这一无源器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而且能够在光

波导上刻蚀高精度的布拉格反射光栅[７].通过以下公式设计特定的波导长度.

τ＝
Lneff

C
(１)

式中　τ———预期传播时延;

L ———波导物理长度;

neff ———波导的有效折射率;

C ———光速.
波导布拉格光栅本质是形成波导模式有效折射率的周期性变化,对不同波长呈现出一种反射窗口的

特性.一支λB 波长光信号输入布拉格光栅,有以下相关公式[８].

依据菲涅耳公式,有效折射率差Δn的介质界面折射率为 Δn
２neff

,两次反射的光栅提供的耦合系数к和

带宽为

к＝２ Δn
２n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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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Δ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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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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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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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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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３)

式中　Δλ———３dB反射响应处的带宽;

ng ———光栅的群折射率;

L ———光栅长度.
本文关注布拉格光栅的反射窗口曲线,不对布拉格光栅更高阶的反射和延时特性进行深入研究.

３２　基于SOA的波长转换

本文提出的全光串并转换使用基于半导体光放大器SOA 交叉相位调制,与其相似的还有交叉增益

调制[９].
交叉增益调制基于受激辐射的原理,在恒定注入电流下,放大器获得的持续载流子浓度是固定的.

当多个光信号进入增益时,原放大信号不能达到与原放大信号相同的增益效果.如果将原始增益幅度定

义为信号 “１”,则调整后的衰减幅度为信号 “０”.与最大增益相比,其波形呈现出一种反转码.图６ (a)
为SOA针对λcw 波长进行的增益放大,图６ (b)中,输入同样在SOA增益带宽内的λp波长光,由于增

益所用载流子数量不变,两个波长都获得了相比原来单波长放大时更小的增益效果.对于λcw 波长的光

信号,λp 波长光对增益的抢占导致其出现了类似 “０”“１”的逻辑变化.
交叉相位调制的原理是光信号直接或间接引起传输通道中折射率的变化,多个不同波长的光在高度

非线性器件中传播时,由于克尔效应,在波脉冲之间产生相位变化[１０].例如,半导体放大器中,有源区

载流子浓度由输入光调制,载流子的变化引起折射率变化,从而导致透射光的相位变化.原始光信号在

频域中变宽,产生蓝移和红移波长.利用交叉相位调制产生的不对称光谱展宽并进行如图７中的蓝移滤

波,可以实现波长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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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交叉增益调制原理示意图

图７　交叉相位调制原理示意图

４　设计与仿真测试

４１　波导特性

如图８所示,波导截面设计为条形,高２２０nm,宽５００nm.硅芯被制作在二氧化硅上,由空气覆

盖.有效折射率neff约为１９４.可用１２５ps的传播和反射精度完成对４０Gbit/s串行传输速率光信号码元

间隔的匹配.波导的排布设计为弯曲叠放形式,设计参数见表１.

图８　波导截面设计与传输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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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波导尺寸设计

设计参数 参数值 单位

波导总长度 １１１２１５６ μm

排布长度 １５８２ μm

排布宽度 ８４ μm

波导间隔 １２ μm

弯曲半径 ６ μm

尺寸占用 １３２８８８ μm２

４２　光栅特性

为了产生１∶８的SPC处理,设计了８个宽度调制的变迹光栅来反射相应的载波波长,每个光栅的长

度为１４００μm,这些光栅是基于波导制作,所以具有与波导相同的截面设计,宽度调制为２nm.
图９中显示了由仿真得到的８个不同光栅组成的透射窗口.理想情况下,每个具有强峰的窗口之间没

有重叠,以确保中心反射波长可以被有效反射.

图９　光栅透射窗口

４３　系统模型仿真

选取图１０中的 Optisystem 高非线性光纤的交叉相位调制模型,视为SOA进行波长转换的响应.

图１０　交叉相位调制波长转换系统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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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为对延时单元仿真提取得到的损耗,该损耗为单一载波经过两次延时单元输入和反射过程的总损

耗,将其作为仿真非理想条件,加入系统模型仿真.将载波波长设置为１５５４~１６１０nm 范围内间隔为

０２nm 的扫描值,１５４５nm 波长作为串行输入调制信号,进行速率为４０Gbit/s的波长转换仿真.选取

１５６０nm、１５６３５nm、１５６７nm、１５７０５nm、１５７４nm、１５７７５nm、１５８１nm、１５８４５nm 作为采

样波长点,通过仿真系统内置的误码率测试仪判断单一载波信息在波长转换及插入损耗的影响下的正

确性.

表２　延时单元损耗

特征参数 数值 单位

单位传输损耗 －０２５ dB/cm

总传输损耗 －０４ dB

光栅散射损耗 －０３ dB/grating

总散射损耗 －４２ dB

弯曲损耗 －００５ dB/turn

总弯曲损耗 －０７ dB

总损耗 －５５ dB

图１１中展示了无饱和光功率因素下,光接收机灵敏度为－３dBm 时,不同载波波长与调制后信号误

码率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该仿真结果中,极低的误码率仅为概率统计上的误码率水平,这部分极低误

码率的运行状态可视为无误码运行状态,并非真实存在误码.仿真结果显示所选择载波波段均处于１０－１２

的无误码率水平,其仿真模型功能实现可行.仿真系统的模型同样显示,为实现有效的SOA波长转换功

能,输入光信号与载波光信号要达到相当高的功率水平,实现有一定的难度,且模型中的延时单元损耗

较高.但是随着半导体光器件材料与光无源器件工艺的发展推进,基于如高克尔效应器件或高响应量子

点SOA[１１]的波长转换技术会弥补当前的短板,更好的发挥延时单元在光串并转换中的优势.

图１１　调制载波波长与误码率关系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由延迟波导和布拉格反射器组成的延时单元,以及搭配该延迟单元组成的光串并转

换系统.该延时单元可以提供一个通道的光程差,用于光串并转换中的时域分离和对准,该功能可以用

于８个不同的载波处理.该延迟单元为双向传输及反射使用的形式,通过累计光程一致的物理特性,可降

低设计和排布的复杂性和尺寸.为支持光串并转换系统的搭建以测试延时单元,在模拟器上对采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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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波导单元和基于交叉相位调制 (XPM)的波长转换器的１∶８OSPC模型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所提

出的延迟波导单元的设计具有可行性,具有减少高速 OSPC设计及生产成本、空间尺寸,优化性能及可

靠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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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SerialＧtoＧParallelConvertor
MethodwithBidirectionalWaveguide Based

BraggReflectorsOpticalDelayUnit
AOChen ge,WANGShi feng,YANGCheng,XUENing

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Opticalpacketswitching(OPS)networkisakindofopticalinformationsystem whichcan

providepacketswitchingserviceTheadvantagesofhighbandwidthutilizationandhightransparencypush
opticalpacketswitchingforwardtoprospectofextendedapplicationHowever,thecapabilitygapbetween
opticalfibertransmissionandelectronicsignalprocessingbecomecriticalOpticalserial toparallel
convertor(OSPC)isaneffectivemethodwhenopticalpacketswitchingisunabletobreaktheelectronic
devicelimitDuetotheparticularityofopticalbuffer,OSPCrelyonthehighprecisionoptical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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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sAnewmethodofOSPCwithdesignedwaveguide basedbragggratingisproposedOptical
signaltimedomainseparationandalignmentareprocessedbybidirectionalrepeatedusing,simplifying
structureandreducecomponentsize

Keywords　Opticalpacketswitching (OPS);OpticalSerial to Parallelconvertor (OSPC);Delay
Waveguide;Waveguide based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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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场设备的红外辐射特性标定响应度外推方法研究

罗建强　阳吉斌　蔺东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６３６１５部队

摘　要　为了提升外场光测设备红外辐射特性测量数据的精度分析,从红外辐射测量系统标定设备

及进行辐射标定所采用的方法入手,分析建立短波/中波红外测量系统标定模型及处理方法,分析系统响

应度线性特点.通过对辐射标定响应度线性关系的全面分析,在外场条件下辐射标定无法获取有效标定

数据时,提出响应度外推方式获取辐射特性测量系统全组态全域温度范围辐射响应关系定量,为实现全

波段全域温度范围目标辐射特性测量提供方法支撑.
关键词　红外辐射特性标定;测量系统响应度关系;全组态全域温度范围线性外推

０　引言

红外辐射测量系统的任务是空中目标探测及其红外辐射特性测量,主要测量目标的温度和辐射特性,
包括目标辐射亮度和辐射温度的空间分布以及宽波段内的总辐射强度等特性.

红外辐射测量系统的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实验室辐射定标、目标辐射测量、目标数据反演处理等几个

阶段,系统的工作原理如图１所示.
为了提高辐射测量性能,红外辐射测量系统通常要进行辐射标定,以便图像处理中进行辐射校正,

提高测量系统的应用能力.如果红外相机在各方面都能达到理想状态,则提供一个完全均匀的面光源时,
它的像面上将产生具有同样均匀的像面照度,光学系统即便处于离焦状态也不破坏其像面照度的均匀性.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就要求对红外相机进行辐射标定,通过测试对红外相机输入、输出关系进行标

定,提高其辐射测量性能.因此,系统进行测量之前,需要对红外测量系统进行辐射标定.

图１　红外辐射测量系统的工作原理

１　辐射标定原理与方法

１１　红外辐射测量原理

如图２所示,在大气环境下,红外测量系统对目标进行辐射测量时,目标辐射在到达红外测量系统探

测器的传输过程中受到大气的衰减,同时大气辐射也叠加到目标辐射上一同到达探测器.因而,大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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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目标辐射测量模型如下:

DNt＝α[τaLt＋La]＋DN０ (１)
式中　DNt ———红外测量系统的输出值 (无量纲,一般以灰度级表示);

α———红外测量系统的辐亮度响应度 [量纲为１/ (Wm－２sr－１];

Lt ———目标辐亮度 (量纲为 Wm－２sr－１);

τa,La ———目标与红外测量系统之间的大气透过率和程辐射;

DN０ ———由散射的环境背景辐射、红外测量系统自身热辐射以及红外探测器暗电流等引起的偏置

(无量纲,以灰度级表示).
由式 (１)可反演得到目标辐亮度:

Lt＝
DNt－DN０

α －La
æ

è
ç

ö

ø
÷/τa (２)

由式 (２)可知,要获得目标辐射特性,首先需要对红外测量系统进行辐射定标,确定测量系统的辐

射响应度和偏置.另外,在目标测量期间还需获得目标和测量系统之间的大气透过率和程辐射数据,以

便对目标辐射进行大气修正.最后,根据红外测量系统辐射响应度和大气透过率等参数,从目标测量数

据反演得到目标辐亮度、辐射强度等特性.

图２　大气环境下红外测量系统对目标测量的示意图

１２　基于某型光学测量系统的红外辐射特性标定

某型光学测量系统的红外辐射特性标定方案采用外标定和内标定相结合的方式.外标定部分由外置

面源黑体 (常温~２００℃)、支撑机构 (具有位置调整、锁紧功能)等设备组成,用于标定红外特性测量

系统在常温~２００℃范围内的辐射响应特性.内标定部分由高温腔型黑体 (５０~１２００℃)、切换反射镜、
准直镜组成,用于对不包括主次镜在内的红外特性测量系统的辐射响应特性进行标定.当切换反射镜移

入红外特性测量系统光路时,高温腔型黑体的辐射通过准直镜引入红外特性测量系统后成像光学系统,
实现系统内标定.当切换反射镜移出系统光路时,红外特性测量系统切换到工作状态.

内、外定标数据处理方法如下:首先,在５０~２００℃的温度重合段,利用内定标和外定标数据计算得

到主次镜的透过率和辐射常数;然后,利用主次镜透过率和辐射常数对５０~１２００℃的内定标数据进行修

正,获得对应于红外特性测量系统入瞳前的辐射输入和探测器输出的定标数据,从而实现红外特性测量

系统的全口径、全动态范围辐射定标.

１２１　外定标数学模型
外定标数学模型如下:

DN＝αwLbb ＋DN０,w (３)
式中　DN———光学测量系统的输出值;

Lbb ———面源黑体在光学测量系统工作波段内的辐亮度;

αw ———整个光学测量系统的辐亮度响应度;

DN０,w ———由系统自身热辐射、散射背景辐射以及红外探测器暗电流等引起的偏置,称为外定标

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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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源黑体辐亮度Lbb 根据以下的黑体辐射普朗克公式计算得到:

Lbb ＝
ε
π∫

λ２

λ１

C１λ－５ (e
C２
λT －１)－１ (４)

式中　λ１ ~λ２ ———光学测量系统工作波段;

ε———黑体发射率;

T ———黑体温度 (开氏温度);

C１、C２ ———第一辐射常数、第二辐射常数,C１ ＝ (３７４１５±００００３)×１０８ (Wm－２μm４),

C２ ＝ (１４３８７９±００００１９)×１０４ (μmK).
定标时,通过改变面源黑体工作温度T ,获得不同的黑体辐亮度Lbb,i 和对应的系统输出DNi ,从而

根据式 (３)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光学测量系统的辐亮度响应度αw 和偏置DN０,w .
红外系统辐亮度响应度αw 和辐照度响应度γw 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γw ＝αw/Ωd (５)
式中　Ωd ———光学测量系统的单元探测器立体视场角.

１２２　内定标数学模型
内定标数学模型如下:

DN＝αnLbb ＋DN０,n (６)
式中　DN———光学测量系统的输出值;

Lbb ———腔型黑体在光学测量系统工作波段内的辐亮度,可通过黑体辐射普朗克公式计算得到;

αn ———不包括主次镜及其支撑结构在内的光学测量后成像系统的辐亮度响应度;

DN０,n ———由不包括主次镜及其支撑在内的光学测量系统自身热辐射、散射背景辐射以及红外探测

器暗电流等引起的偏置,称为内定标偏置.
定标时,通过改变腔型黑体工作温度T ,获得不同的黑体辐亮度Lbb,i 和对应的系统输出DNi ,从而

根据式 (６)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光学测量后成像系统的辐亮度响应度αn 和偏置DN０,n .

１２３　内外定标修正原理
由于内定标黑体所处的位置不是整个红外特性测量系统的光学入瞳,定标光路中不包括系统的主次

镜,所以不能直接使用内定标数据作为整个红外特性测量系统的标定数据,需要使用外定标数据对内定

标数据进行修正,具体方法如下:

１)在５０~２００℃温度范围内分别对红外特性测量系统进行外定标和内定标,得到该温度范围的外定

标数据和内定标数据,获得系统的外定标辐亮度响应度αw 和偏置DN０,w 以及内定标辐亮度响应度αn 和偏

置DN０,n ;

２)利用所获得的αw 、DN０,w 和αn、DN０,n ,计算红外特性测量系统主次镜的透过率和辐射常数;

３)利用系统主次镜透过率和辐射常数对５０~１２００℃温度范围的内定标数据进行外推修正,以获取

对应于红外特性测量系统入瞳前的全口径、全动态范围的辐射标定数据.

１２４　内外定标修正模型
内外定标修正数学模型如下.内定标时,不包括主次镜在内的红外特性测量系统后成像系统的辐射

响应输出模型为

DN＝αnLbb ＋DN０,n (７)
外定标时,不包括主次镜在内的 GF－１６０４后成像系统的辐射响应输出模型为

DN＝αn(τmLbb ＋Lm)＋DN０,n (８)
式中　τm ———主次镜的总透过率;

Lm ———主次镜的总辐射.
即外定标时,对于不包括主次镜在内的后成像系统而言,其输入辐射是经过主次镜衰减的黑体辐射

和主次镜自身辐射之和.
对式 (８)整理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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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αnτm)Lbb ＋(αnLm ＋DN０,n) (９)

式 (３)和 (９)是外定标的两种数学表达方式,意义相同.因此,对比式 (３)和 (９),可得红外系

统主次镜的透过率和辐射常数分别为

τm ＝
αw

αn
(１０)

Lm ＝
DN０,w －DN０,n

αn
(１１)

得到主次镜透过率τm 和辐射常数Lm 后,就可以对内定标数据进行外推修正.修正时,保持系统输出

图像值DN不变,将内定标黑体的输入辐射Lbb,n 转换成对应于红外特性测量系统入瞳前的输入辐射

Lbb,w ,转换数学模型如下

Lbb,w ＝
Lbb,n －Lm

τm
(１２)

然后,利用修正后的定标数据 (Lbb,w,DN),计算整个红外特性测量系统的全口径、全动态范围辐

亮度响应度αQ 和偏置DN０,Q .

但是由于黑体温度范围有限及靶场标定条件限制,并不能覆盖全域温度范围和全部积分时间,这就

造成部分测量组态无法有效标定,只能通过外推方式获取其响应度线性关系.下面就响应度各组态下线

性关系进行外推分析.

２　外场光学测量系统红外辐射特性标定的外推方法分析

通过对光学测量系统进行内外辐射特性标定,获取到部分组态下的响应度,通过已获取的响应度,

首先进行响应度外推,再进行偏置外推,以实现各种组态的标定响应度关系确定.下面就以光学测量系

统在外场进行中波红外辐射特性标定实测数据为例,进行标定曲线外推分析.

２１　红外辐射特性响应度外推方法

通过内外定标流程,获取到定标图像,由标定处理软件对有效图像分析,得到全透组态下的辐射特

性标定响应度线性关系.通过全透组态下的响应度关系式可计算得出图像灰度值与辐亮度之间的对应关

系,如表１所示.通过辐亮度与灰度对应关系,可画出１ms、１５ms、２ms、２５ms、３ms积分时间下

全透滤光片的辐亮度与灰度的响应度线性曲线关系,如图３所示.

表１　图像灰度值与辐亮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辐亮度 １ms对应灰度 １５ms对应灰度 ２ms对应灰度 ２５ms对应灰度 ３ms对应灰度

－１ ２１４２８ ２３３０７ ２６０７６ ２９５７９ ３２６６６

０ ３０９５９ ３７２２７ ４３８３ ５０６９６ ５７１５

１ ４０４９ ５１１４７ ６１５８４ ７１８１３ ８１６３４

２ ５００２１ ６５０６７ ７９３３８ ９２９３ １０６１１８

３ ５９５５２ ７８９８７ ９７０９２ １１４０４７ １３０６０２

４ ６９０８３ ９２９０７ １１４８４６ １３５１６４ １５５０８６

５ ７８６１４ １０６８２７ １３２６０ １５６２８１ １７９５７

６ ８８１４５ １２０７４７ １５０３５４ １７７３９８ ２０４０５４

７ ９７６７６ １３４６６７ １６８１０８ １９８５１５ ２２８５３８

８ １０７２０７ １４８５８７ １８５８６２ ２１９６３２ ２５３０２２

９ １１６７３８ １６２５０７ ２０３６１６ ２４０７４９ ２７７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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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辐亮度 １ms对应灰度 １５ms对应灰度 ２ms对应灰度 ２５ms对应灰度 ３ms对应灰度

１０ １２６２６９ １７６４２７ ２２１３７ ２６１８６６ ３０１９９

１１ １３５８０ １９０３４７ ２３９１２４ ２８２９８３ ３２６４７４

图３　辐射定标得到的响应度线性关系

从图３我们可以看出,１ms、１５ms、２ms、２５ms、３ms五个积分时间在全透滤光片时响应度线

性表现出交汇特征,最终交汇在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同积分时间所对应的灰度值是一致的,由此根据不

同积分时间下一一对应的响应度值 (如表２所示)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如图４所示响应度拟合线性关

系式.

表２　积分时间与响应度对应关系

积分时间/ms 响应度

１ ９５３１

１５ １３９２

２ １７７５４

２５ ２１１１７

３ ２４４８４

图４　不同积分时间与对应响应度拟合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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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曲线拟合所获取公式 (１３)逐一推算出４ms、６ms、７ms的响应度值,如表３

y＝０７４２x＋２５２ (１３)
式中　x ———积分时间;

y ———响应度值.

表３　外推获取的高积分时间响应度

积分时间/ms 响应度

４ ３２２０

６ ４７０４

７ ５４４６

通过上述方法外推可以得到辐射特性标定过程中由于条件所限未能获取到积分时间所对应的响应度

值,下一步分析响应偏置的外推方法.

２２　红外辐射特性响应偏置外推方法

表４给出了中波红外测量分系统在第一档衰减片下、不同积分时间的辐射定标结果.
辐射特性标定响应度公式如式 (１４)所示,其中 K 为响应度值,B 为偏置值,通过标定图像处理,

获取到１ms、１５ms、２ms、２５ms四个积分时间在全透衰减片状态下的K、B 值

G＝KL＋B (１４)

K１ ＝６２２,B１ ＝３５５８
K２ ＝９０９,B２ ＝４３３７
K３ ＝１２６３,B３ ＝４９８３
K４ ＝１５０５,B４ ＝５７６７

利用以上 ４ 种积分时间下的响应度和偏置 (K、B ),来拟合 ４ 条直线的交点 (L０、G０ )为

(－２４,２０７７),如图５所示.
将式 (１４)改为

B ＝ －L０K ＋G０＝２４K ＋２０７７ (１５)
因此,在知道某一积分时间下的K 值时,可根据式 (１５)推出相应的偏置值B .

表４　第一档衰减片下、不同积分时间的辐射定标结果

积分时间/ms 辐亮度/灰度 响应度 偏置

１ １９５０/４７６６ ２７０１/５２４７ ４２６０/６１８２ ６４８０/７５７８ ６２１８ ３５５８

１５ １１５２/５３１４ １９５０/６１５８ ２７０１/６８４３ ４２６０/８１５９ ９０９ ４３３７

２ １１５２/６４１０ １９５０/７４９６ ２７０１/８３６４ １２６３ ４９８３

２５ １１５２/７４６５ １９５０/８７６６ ２７０１/９７９４ １５０５ ５７６７

２３　光学测量系统红外辐射特性标定响应度的外推实践

表５给出了测量系统的几次中波红外分系统辐射定标结果,即实际定标的响应度.表６是根据积分时

间与响应度之间的线性关系外推的高积分时间下响应度.表７给出了根据式 (１５)由４ms、６ms、７ms
下的外推响应度得到的外推偏置值.由表７可知,在６ms、７ms时,中波红外测量分系统的偏置就已经

超过线性响应区上限１００００,验证了实际辐射特性标定过程无法获取该组态下响应度关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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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波红外测量分系统在不同积分时间下的辐射定标曲线

表５　中波红外测量分系统在第一档衰减片下的辐射定标结果

衰减片
积分时间/

ms

响应度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１ (全透)

１ ６５８５ ６４８１ ５４９３ ６１０２ ６１８３

１５ ９４１９ ９１０６ ８４２６ ９１１９ ９１９７ ９０８７

２ １１９５５ １１６７３ １０９９１ １２６６８ １２１４６ １１７８１

２５ １４６９０ １４２７９ １３８０１ １５０９２ １６６１６ １５８５１

３　 １７３７５ １６８７５ １６５５０ １８７７０ ２２９１５ ２０９０３

表６　中波红外测量分系统在第一档衰减片下的辐射响应度外推结果

衰减片
积分时间/

ms

响应度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１ (全透)

４ ２２７４５ ２２０６７ ２２０４８ ２４８７４ ２７４９１ ２７２４３

６ ３３４８５ ３２４５１ ３３０４４ ３７３９７ ４２３２９ ４１７２４

７ ３８８５５ ３７６４３ ３８５４２ ４３６５９ ４９７４８ ４８９６５

表７　４ms、６ms、７ms下的外推偏置

衰减片
积分时间/

ms

偏置推导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１ (全透)

４ ７５３５ ７３７３ ７３６８ ８０４６ ８６７４ ８６１５

６ １０１１３ ９８６５ １０００７ １１０５２ １２２３５ １２０９０

７ １１４０２ １１１１１ １１３２７ １２５５５ １４０１６ １３８２８

３　结　论

综上所述,为实现外场条件下对多探测器多波段红外辐射特性测量设备的标定,可使用高精度大面

源黑体覆盖系统光学入瞳的外定标法和中高温小面源黑体内定标法相结合的模式,并辅助外推方法应用,
以满足覆盖全部测量组态的要求,实现对红外辐射特性测量设备的全组态标定,较为精确地建立测量系

统响应输出与辐射输入的定量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并以中波为例,分析了辐射特性标定过程中无法标

定组态响应度的推导方法,给出了外场光学测量设备在现有条件下对偏置的计算方法.定标无法覆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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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组态的是由定标设备和外场环境的各种不确定性所决定的,以上方法只是较粗略的计算推导,后续还

需要进一步进行试验分析,以获取更为精准的推导方法和技术,从而满足高精度的辐射特征分析应用,
有效提高数据分析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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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导航四旋翼无人机自主精确降落系统

康立鹏

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试验中心

摘　要　为了实现无人机自主精确降落,自主设计了一个视觉导航四旋翼无人机分三级高度识别定

位自主降落系统.首先,根据直升机停机坪特征设计了一个适用于视觉导航的四旋翼无人机降落标识物

并提出了包括阈值检测、霍夫圆检测和 AprilTags标签识别的目标识别组合算法;然后,根据组合算法

实质提出了降落标识物三级高度识别定位方案;最后,结合计算机视觉模块、自主降落控制模块、四旋

翼无人机平台三者组合控制,实现了无人机自主精确降落.实验结果表明,视觉导航四旋翼无人机目标

识别自主精确降落系统,在降落准确性与实时性方面都要优于 GPS导航四旋翼无人机自主降落系统.在

实际工程应用中,当 GPS信号强度弱或降落精度要求较高时,无人机自主精确降落控制可以采用此系统

辅助导航.
关键词　视觉导航;四旋翼飞行器;目标识别;自主降落

０　引　言

在九年前上映的科幻电影 «普罗米修斯»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无人机的场景:一辆无人车顶部搭载

一架炫酷的无人机到达山脚下的一个洞口,无人机自动起飞通过视觉导航进入黑暗的洞穴中,完成指定

任务后顺利返回至无人车上方并自主降落.随后,在没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下,无人车搭载无人机自动返

航.虽然此场景只是发生在科幻电影中,但随着自动驾驶[１]、激光雷达[２]、视觉导航[３]、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４]、惯性导航系统 (InertialNavigationSystem,INS)[５]等无人车和无

人机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无人机技术主要涉及模式识别、机器视觉、电子电路、人工智能、飞行控制理论等学科[６].无人机的

飞行控制可以通过传统导航或视觉导航的方式实现.传统导航方法分为:INS导航、GPS导航和INS/

GPS组合导航[７].相对而言,传统导航方式成熟可靠,但视觉导航在智能化方向往往更具优势.视觉导

航的优点是成本低、精度高、自主性强且抗电磁干扰.近年来,随着制造业科技水平的提升与人工智能

领域的快速发展,与机器视觉相关的算法理论也发展迅速,特别是目标识别与跟踪方向.与此同时,四

旋翼无人机可以完成灵活转动、垂直起降、自稳悬停和巡航飞行等动作,进一步增加了视觉导航的精确

性与稳定性.

地面标识物对于视觉导航四旋翼无人机目标识别与自主降落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国内外

设计研究无人机降落标识物领域基本可以分为３个方向:直升机标准停机坪方向、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AR)方向、自主设计方向.直升机停机坪作为直升机、垂直起降战斗机的主要活动场所,对于

其起降场地、设备、标识有着严格的标准.直升机标准停机坪包含的主要特征有 H 模型、圆形和鲜明的

背景颜色.增强现实[８]技术可以将虚拟信息与现实场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降落标识物自主设计一方面是

为了满足某些特定场景下定位识别精度,另一方面自主设计具有创新性思维.例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李宇[９１０]等人设计出一种由６个圆形组成且中间有白点的标识物,如图１ (a)所示,采用基于仿射不变

矩和支持向量机 (SupportVectorMachine,SVM)的方法识别提取标识物中的特征,进而输入SVM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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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模型来识别６个圆形位置特征.由于其算法较复杂,实际计算需要高性能处理器作辅助支撑.国防科学

技术大学的金绍港[１１]等人提出了一种嵌套标识物的合作目标,如图１ (b)所示.在 AprilTags算法运行

过程中分两级高度识别定位,逐级提高四旋翼无人机的降落准确度.

图１　自主设计的标识物

因此,视觉导航四旋翼无人机目标识别自主精确降落依然是国内外热点研究问题.同时,相比 GPS
导航,视觉导航四旋翼无人机更能提高自主降落精度.本文采用开源、经济、易操作的自主设计模式,
就如何提高视觉导航四旋翼无人机自主降落的精确性展开应用研究,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与现实

意义.

１　系统总体设计

本文设计 的 视 觉 导 航 四 旋 翼 无 人 机 自 主 精 确 降 落 系 统 模 型 主 要 包 括 四 部 分:视 觉 导 航 模 块

(OpenMV)、自主降落控制模块 (STM３２控制器)、四旋翼无人机平台 (大疆 F５５０)、自主设计的标识

物.本系统四部分之间的信息传递与功能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自主精确降落系统总体设计

２　降落标识物的设计

对于小型旋翼无人机标识物的设计,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因此,能够满足自身要求的标识

物就是最好的标识物.标识物的设计,一方面可以参考国内外无人机降落标识物研究现状,一方面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符合自身要求的标识物,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无人机自主精确降落.本文结合 AprilTags
标识物能够准确快速识别的优点以及大疆推出的精灵系列无人机停机坪,自主设计了适用于本文视觉导

航无人机自主精确降落的标识物.标识物外形美观简约,绿色突出且包含三个不同直径的同心圆,同时

中心嵌套了一个 AprilTags标签,如图３所示.
标识物选择通体绿色,是因为地面大面积绿色标识不常见,可以排除地面无关标识对背景环境的干

扰.在计算机视觉算法中,阈值检测算法成熟且识别定位效果稳定.标识物选择圆形,是因为霍夫圆检

测算法识别定位稳定快速且运算量较小.同时圆形无确定方向,无需考虑无人机降落后机头朝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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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自主设计标识物组合过程

标识物选择中心嵌套 AprilTags标签,是因为视觉导航模块识别定位增强现实 (AR)标识物中 April
Tags标签 (Tag３６h１１家族ID＝０的 Tag标签)的效果最好,同时考虑到无人机降落到一定高度后,

AprilTags标签逐渐清晰,可以防止图像模糊或目标丢失的现象发生.其中,不同高度下降落标识物拍摄

效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不同高度拍摄效果图

３　降落标识物三级高度识别定位方案

设计好标识物后,本文还需要一个能够准确识别定位标识物的方案.由于 GPS自主返航精确性受

GPS定位精度和信号强度影响较大,无法实现精准降落于直径５５０mm 的标识物上方.因此方案基于的

现实场景是无人机执行完某特定任务后,通过 GPS自主返航至起飞原点附近.
根据本文标识物特征信息并结合实际降落场景,确定了标识物三级高度定位识别方案:在距地面

２m＜h ＜３m 高度时,采用阈值检测算法识别定位绿色特征,实现一级定位;在距地面２m＜h ＜３m
高度时,采用霍夫圆检测算法识别定位圆形特征,实现二级定位;在距地面h ＜１m 高度时,采用 April
Tags标签识别算法识别定位 AprilTags标签并最终稳定降落于标识物上方.标识物三级高度识别定位方

案示意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标识物三级高度定位识别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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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降落标识物定位识别组合算法

降落标识物定位识别组合算法由阈值检测算法、霍夫圆检测算法、AprilTags标签识别算法共同组

成,各算法之间根据距地面高度的不同进行切换.

４１　阈值检测算法

根据方案设计,一级识别高度为２９m.此时,系统调用阈值检测算法.由于标识物的主要颜色为绿

色,因此本文采用单颜色识别方法.颜色识别原理采用的是基于数理统计的Blobs算法[１２].其中,Blobs
列表遍历是指通过数学运算对图像内的每一个像素点颜色空间进行扫描,找出其中符合目标阈值的像素

并生成列表,从而确定目标色块的像素个数、数量、位置坐标、旋转角度等姿态信息.阈值检测算法首

先对全幅图像进行Blobs列表遍历,找到目标色块.然后通过Blobs列表可调用参数中的x (被标记区域

左上角的x坐标)、y(被标记区域左上角的y坐标)、w (被标记区域的像素宽度)、h(被标记区域的像素高

度),确定标识物的目标区域.接着将扫描区域适当扩大并重新定义扫描区域,从而将扫描区域缩小到目

标区域周围.如果在新的扫描区域内找不到目标色块,则重新进行全幅图像Blobs列表遍历.如果能连续

稳定识别到目标色块,扫描区域也会随着识别区域动态移动.阈值检测算法流程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阈值检测算法流程图

降落标识物阈值检测算法识别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识别定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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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霍夫圆检测算法

在２~３m 高度时,通过自主控制降落模块的协助调节,标识物定位坐标已经粗略位于视觉导航模块

ROI窗口中心.此时,自主控制降落模块控制无人机下降至距地面高度１９m 处.此时,系统内部程序

切换至霍夫圆检测算法.原霍夫圆检测算法存在输出帧率过低问题,导致飞行控制存在时延,因此需要

对算法进行改进.在原霍夫圆检测算法中,所识别图像为彩色图,并没有进行图像预处理,导致运算量

大,帧率降低明显.因此考虑在不影响图像圆形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图像预处理尽可能降低图像数据量,

从而提高输出帧率.经过研究比较,本文决定采用图像灰度化、图像去噪和阈值分割的步骤进行图像预

处理.图像灰度化本文采用的是加权平均法,根据重要性和其他指标,使用不同的权重对这三个分量进

行加权.由于人眼对绿色最敏感而对蓝色最弱,因此通常根据以下公式对三个 RGB分量进行加权可以得

到更合理的灰度图像,表达式为

Gray(ij)＝０２９９×R(i,j)＋０５７８×G(i,j)＋０１２３B(i,j) (１)

式中　Gray(ij)———处理后图像中 (i,j)的灰度值;

R(i,j)、G(i,j)、B(i,j)———彩色图像中的红色、绿色、蓝色数字分量层的灰度值.

在采集和传输过程中,图像会受到各种噪声的干扰,这会降低图像质量.为了抑制噪声并改善图像

质量,应使图像尽量平滑.本文图像去躁采用灰度图像平滑处理的高斯滤波技术.高斯滤波器是根据高

斯函数的形状来选择权值的线性平滑滤波器[１３].无论在空间域还是频率域都是十分有效的滤波器,一维

零均值高斯函数表达式为

φ(x)＝
１
２πσ

e－
x２

２σ２ (２)

式中　φ(x)———高斯函数值的集合;

σ———高斯函数的标准差.

阈值分割可以进一步降低图像数据量.阈值分割的方法对目标与背景有明显差别的图像效果明显,

本文标识物突出,地面环境未知,背景相对复杂,因此采用自适应阈值法,其中大律法是目前自适应阈

值法中关注度最高的方法,即

u＝w０u０＋w１u１

Tmax＝w０ u０－u( ) ＋w１ u１－u( ) ２{ (３)

式中　u ———图像总平均值灰度;

w０———目标比率;

w１———背景比率;

u０———目标的灰度平均值;

u１———背景灰度平均值;

Tmax ———最佳阈值,当二值化阈值t在０~２５５之间变化时,w０、w１、u０、u１ 的数值随之变化,当

Tmax数值最大时,Tmax为最佳阈值.此时目标图像与背景图像之间的灰度值差异最大,图

像分割效果最明显.

最佳阈值确定后,将差分图像二值化,即

g x,y( ) ＝
１,f(x,y)＜Tmax

０,f x,y( ) ≥Tmax
{ (４)

式中　g x,y( ) ———像素f x,y( ) 处的灰度值;

Tmax ———最佳阈值.

通过式 (３)和式 (４)即可将一幅图像中的所有像素值划分为０和１,从而实现图像阈值分割.最

后,将通过预处理改进后的图像进行霍夫圆检测,结果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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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识别定位结果

４３　AprilTags标签识别算法

在１~２m 高度时,通过自主控制降落模块的协助调节,标识物定位坐标已经位于视觉导航模块 ROI
窗口中心.此时,自主控制降落模块通过超声波测距控制无人机下降至距地面高度０９m,系统内部程序

切换至 AprilTags标签识别算法.

AprilTags标签用来编码的数据有效载荷很小,同时在光照条件有干扰或部分遮挡的条件下都有很好

的鲁棒性,均可以输出精确地定位信息.AprilTags标签识别算法识别定位已经非常高效.完全满足本文

标识物识别快速准确的要求,因此只需要在系统程序里调用并设置相关参数即可.AprilTags标签识别算

法可以输出 Tag标签的四角坐标、长宽、ID、中心坐标和３D空间中位姿信息等.本文主要研究无人机如

何自主精准降落,因此,只需要 Tag标签的ID和中心坐标信息.
在现实场景中,标识物背景可能会存在无关标识的干扰,从而影响目标识别的准确性.根据标识物

的特征,本文设置了包含绿色圆形垃圾桶、胶布、书籍、苹果等无关标识的地面环境.不同高度下的目

标识别结果,如图９所示.同时,本文所采用的目标识别组合算法对满足绿色阈值、圆形或 AprilTags
标签等函数设置参数相同的相关标识不能做到有效区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图９　无关标识识别结果

５　自主降落控制程序设计

自主降落控制模块程序设计所基于的前提条件是:四旋翼无人机通过 GPS导航模式已位于标识物附

近区域.同时,飞手可随时通过遥控器切换到手动控制模式,防止因程序错误或意外状况出现炸机或伤

人事件.根据标识物三级高度识别定位方案,定位坐标有 (x,y )、 (０,０)和系统超时三种输出结果:
当定位坐标为 (x,y )时,系统认为无人机已位于标识物正上方,则进行相对位置调节并控制无人机移

动降落;当定位坐标为 (０,０)时,则系统认为无人机未在标识物上方,输出控制指令控制无人机进行

类似圆形飞行;当执行定位坐标为 (x,y )的程序过程中出现定位坐标为 (０,０)且超时现象,则系统

认为无人机识别到的降落标识物为错误.自主控制降落模块程序设计流程图,如图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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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程序设计流程图

６　实验结果

四旋翼无人机自主降落过程可分为 GPS自主返航阶段和视觉导航自主降落阶段.四旋翼无人机从标

识物上起飞并执行完某特定任务后,GPS自主返航至降落标识物附近时,自动切换至视觉导航自主精确

降落模式.其中自主精确降落过程,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自主精确降落过程

在视觉导航自主精确降落试验中,以四旋翼无人机中心与标识物中心水平距离作为降落误差统计标

准,共进行了１０次视觉导航自主降落试验和１０次 GPS自主返航降落试验,２０次试验的降落误差统计,
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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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降落误差统计表

序号 视觉导航自主降落误差/m GPS自主返航降落误差/m

１ ０２５ １２５

２ ０３６ １３６

３ ０２７ ２２４

４ ００８ ３０５

５ ０３３ ２８６

６ ０４４ ２４７

７ ０２８ １９６

８ ００５ １３６

９ ００９ ２７９

１０ ０３１ ２８１

平均值 ０２４６ ２３７

本实验所用标识物直径为０５５m,所用四旋翼无人机轴距为０５m.通过横向对比可知,视觉导航

自主降落提高了无人机自主降落的精度,实现了四旋翼无人机基于视觉导航的目标识别自主精确降落.

７　结　论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设计的视觉导航四旋翼无人机目标识别自主精确降落系统,在降落准确性与

实时性方面都要优于 GPS导航四旋翼无人机自主降落系统.基本满足四旋翼无人机自主降落系统稳定性

高、抗干扰能力强、降落精度高等要求.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当 GPS信号强度弱或降落精度要求较高时,
无人机自主精确降落控制可以采用此系统辅助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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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PrecisionLandingSystemof
VisionGuidedQuadrotorUAV

KANGLi peng
DefensetechnologyresearchandtestcenterofAerospaceScienceandEngineering

　　Abstract　InordertorealizetheautonomousandaccuratelandingofUAV,avisualnavigationfour
rotor UAV autonomouslandingsystem withthreelevelsofheightrecognition and positioningis
designedFirstly,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thehelipad,alandingmarkerforquadrotorUAVis
designed,whichissuitableforvisualnavigation Then,accordingtotheessenceofthecombination
algorithm,athree Rlevelheightrecognitionandpositioningschemeoflanding markersisproposed;

finally,combinedwiththecombinationcontrolofcomputervisionmodule,autonomouslandingcontrol
moduleandquadrotorUAVplatform,theUAVcanlandautonomouslyandaccuratelyTheexperimental
resultsshowthatthevisionnavigationfourrotorUAVtargetrecognitionautonomousprecisionlanding
systemissuperiortotheGPSnavigationfourrotorUAVautonomouslandingsystemintermsoflanding
accuracyandreal RtimeperformanceInpracticalengineeringapplication,whentheGPSsignalstrength
isweakorthelandingaccuracyishigh,theUAVautonomouspreciselandingcontrolcanusethissystem
toassistnavigation

Keywords　VisionNavigation;QuadrotorAircraft;TargetRecognition;Autonomous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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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空间碎片撞击感知定位的光幕测量系统

曾　鸿１　王小驹２　李衍璋１　苏振华１　王帅涛２

１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２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摘　要　为实现对空间碎片撞击航天器表面的位置和时间进行高精度的非接触式测量,文章提出了

一种创新型的光幕测量系统.该系统利用线阵激光探测器对穿过激光光幕的碎片阴影进行成像,利用多

目视觉定位的原理,通过对多个布局于不同位置的激光探测器采集到的碎片阴影图像信息,获得高精度

的碎片撞击位置及时间数据.在２m×２m 的范围内,对厘米级碎片撞击航天器表面可实现毫米级位置测

量精度,以及微秒级的撞击时刻测量精度.该系统具有精度高、探测面积大、功耗小、结构简单、抗杂

光干扰能力强、支持多次撞击测量等突出特点,是航天器空间碎片撞击感知测量的一种优选方案.
关键词　空间碎片;激光光幕;撞击位置测量;撞击时间测量

空间碎片是威胁人类航天器的主要因素.随着人类空间活动的日益频繁,空间碎片数量日益增多.
由于空间碎片的速度极高,与航天器发生碰撞将导致航天器结构损伤甚至失效.对于较大尺寸的空间碎

片,可在碎片碰撞早期预警的支持下,利用航天器主动变轨来避免碰撞.当碎片尺寸分布在１~１０mm 区

间时,航天器被击穿风险较高,外露结构表面被撞击将形成坑甚至穿孔损伤;随着碎片尺寸的进一步增

大,撞击甚至导致航天器发生解体、灾难性失效等严重后果[１].小尺寸空间碎片由于尺寸小,在当前的技

术水平下探测困难,难以实现早期预警,只能采用被动防护手段.碎片尺寸级别不同对航天器的危害程

度和应对方法也不同,其分级后的尺寸范围、对航天器的危害及监测手段如表１所示[２].

表１　不同尺寸的空间碎片[２]

分级 空间碎片尺寸范围/cm 危害 探测手段

大空间碎片 １０~１０４ 航天器功能失效或彻底损坏 地基监测网

危险空间碎片 ０１~１０ 穿透密封舱壁;损坏航天飞机货舱 难以全面、有效的监测

小空间碎片 １０μm 穿透辐射器、航天服、航天飞机舷窗;损坏光学元件 天基监测、分析回收航天器表面撞击信息

如表１所示,对小空间碎片 (危险空间碎片)撞击航天器事件进行及时地精确感知与定位,是空间碎

片撞击研究、航天器在轨撞击应急处置,乃至未来航天器应对小尺度碎片撞击、主动防护与在轨维修等

课题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对航天器飞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航天器对空间碎片撞击感知主要是应用各类接触式测量方法,如声发射传感器测量、电

阻丝网测量等.但接触式测量存在重复测量次数较少的缺陷.在地面轻武器打靶试验中,由于非接触式

测量方法可有效防止射弹对测量系统的毁伤,是国内外对高速弹丸进行打靶测量的首选测量手段.目前

较为常用的非接触式测量手段有线圈靶、天幕靶、光幕靶、声靶等[３４].其中光幕测量靶由于操作简便、
精度高、稳定性好、抗环境光干扰等优势,在地面靶场得到广泛应用.

面向尺寸为１cm 量级,面向速度为１~２km/s的低速空间碎片,借鉴地面光幕测量靶的思路,设计

开发了用于空间碎片撞击感知和定位的激光光幕测量系统.该系统采用高频脉冲激光和反射式光幕系统

架构,完成碎片撞击位置和时间的高精度感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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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光幕测量系统的架构设计

１１　设计目标

用于空间碎片撞击航天器表面的光幕测量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光幕测量面,并在２m×２m 的航天

器表面范围内实现对高速穿越的厘米级小目标进行撞击位置和时间的测量.
该系统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系统探测场覆盖２m×２m 的范围;

２)针对被测目标体积小、交会速度快的特点,系统需可靠实现对目标的检测;

３)满足对速度不大于２１km/s的空间碎片撞击航天器表面实现高精度撞击位置测量以及撞击时间

测量,撞击位置测量精度优于１cm,撞击时间精度优于１０μs;

４)系统的探测定位装置相对于碎片的迎击面积足够小,并且有足够的裕度设计,能够满足多次碎片

撞击测量要求.

１２　系统架构设计

光幕测量系统由４台位于航天器表面的探测定位装置、围绕在碎片撞击感知区域边缘的反光组件、位

于航天器舱内的信号处理单机以及内部若干连接电缆组成.４台探测定位装置在航天器表面的布局如图１
所示.

图１　４台探测定位装置在航天器表面的布局

激光光幕测量系统的组成如图２所示.
位于航天器表面探测区域四角的探测定位装置采用激光发射与接收组件一体化设计.每台探测定位

装置包含一个脉冲激光发射系统和一个线列成像接收系统.工作时,４台探测定位装置安装于靶面的４个

直角端,分别辐射形成一个探测场为９２°×０３°的完整覆盖整个探测区域的薄扇面激光光幕.４台探测定

位装置同时工作时形成４个覆盖整个探测区域的扇形光幕.工作时,图１所示的Ⅰ~Ⅳ象限探测定位装置

按设计频率轮流发射,每一时刻只有唯一一台探测定位装置工作,从而确保各台探测定位装置之间互相

不受干扰.目标穿越光幕时,探测定位装置获取目标测角信息,由信号决策处理组件处理后得到最终的

目标撞击测量信息.
由于被测目标为弱小目标,目标反射面过小,若用传统的激光探测方式 (即直接检测目标表面反射

回波),则接收光学系统需要很大的入瞳直径,光学系统设计组成复杂,体积、质量较大,系统效能较

低.本文系统创新性地采用了 “激光原返路径,目标阴影成像”的目标成像检测方式.即在感知区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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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光幕测量系统组成

缘内测敷设光学逆反射膜,形成远高于目标反射强度的强反射背景,当目标穿越光幕时,将在强反射背

景的相应区域形成遮挡,使进入成像接收系统产生光通量变化,在高亮的背景成像中形成阴影区域.通

过检测产生光通量变化的对应方位,即可实现对目标的检测和撞击方位的测量.图３为光学逆反射材料结

构与逆反射原理的示意.逆反射膜表层的纳米级玻璃微珠可将激光光源发射的激光以一定的观察角反射

至与光源相距较近的探测器,从而使光源与探测器一体化设计成为可能.

图３　光学逆反射材料结构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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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用８０８nm 波长激光,在工程上具有良好的继承性和成熟度,同时在空间应用时结合光学系统

的可见光滤波设计,可有效避免阳光入射探测装置造成的杂光干扰.
系统采用双目定位原理实现碎片撞击位置的精确感知———在探测区域两个相邻直角端设置的探测定

位装置都可独立生成激光光幕,实现对穿越光幕的目标的探测和方位角测量,继而利用三角函数计算得

到目标所处位置.同时利用目标穿越光幕采集到图像的高精度时间信息可精确获取碎片撞击的时间信息.
考虑到探测定位装置安装于航天器表面,存在受目标击伤或击毁的风险,为提高系统工作可靠性和生存

力,采用在探测区域４个直角端均安装一套探测定位装置的技术方案,实现探测定位装置的冗余备份,提

高系统生存能力,并有利于探测定位精度和时间精度的进一步提升.

２　测量原理与精度分析

２１　撞击位置检测原理及精度分析

利用双目视觉原理对碎片撞击位置进行测量.测量定位原理如图４所示.利用相邻的两探测定位装置

确定的目标方位角信息,通过三角函数关系解算撞击位置坐标.任一探测定位装置在９０°的探测视场范围

对目标及背景进行线列成像处理,探测器各像元对应探测区域覆盖的成像范围各不相同且唯一,通过对

目标穿越光幕时探测器相应像元上成像阴影的解算,可实现对目标撞击方位角的测量,综合相邻两组探

测定位装置测得的方位角信息即可解算目标撞击坐标.

图４　光幕双目视觉测量定位原理

如图４所示,撞击点在相邻两组探测装置中均可测得其相对于测量零点的方位角,通过信号决策处理

组件对其进行组合,得到用于解算坐标的位置夹角 (δ、β),两组探测装置间距为L. 通过三角函数关系

计算即可得到撞击点坐标,计算公式如下

x＝
Ltanβ

tanδ＋tanβ

y＝
Ltanδtanβ
tanδ＋tanβ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在２m×２m 的探测区域内,４台探测定位装置两两组合可得出多组撞击位置方位角信息,综合利用

多组信息将双目定位扩展为多目定位,可极大的提高对目标的定位测量精度.通过仿真计算,当探测定

位装置采用２５６元线列探测,即探测器的角度分辨率达到０３５°时,使用四目定位法在理想的情况下即可

满足目标定位精度１cm 的要求.考虑到装调误差对探测精度的影响,以及技术要求对单机和整机的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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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要求,分系统设计的探测定位装置使用１０２４元的探测器实现,使单机角度分辨率＜０１°.
探测定位装置安装位置的旋转及位移均会造成一定的测角误差,当二者对测角误差的影响趋势相同

时,将达到最大测角误差.假定探测定位装置的位置装调误差为０３mm,最大旋转角度误差为０１°,则

等效最大测角误差为０１２４３°.将最大测角误差与探测定位装置自身的角度分辨率叠加后,得到受误差影

响的角度分辨率,即 “有效角分辨率”,将其代入四目定位算法进行仿真,得到定位坐标精度分布如图５
所示,整个探测区域范围内,X、Y 坐标最差定位精度为７０mm.

图５　撞击位置测量误差仿真结果

２２　撞击位置检测软件优化

如图５所示,在碎片穿过光幕感知区域时,目标会在线列探测器的多个像元成像,使得撞击位置的成

像范围在探测区域平面上的投影为近似不规则四边形的区域.为尽可能减小撞击位置的探测误差,需要

对该投影的形心———即撞击位置的几何中心进行提取.本系统软件采用亚像元形心提取法获取撞击位置

的形心数据.

形心提取模块的步骤分为交叉投影、形心计算两步.软件利用交叉投影提取的目标区域信息和原始

图像中目标的图像对目标进行形心计算,提取其亚像元精度位置坐标.

交叉投影的操作方式是在图像的X 方向和Y 方向进行像素投影,投影为一维矩阵,通过区域标记,

可进而计算图像的边缘坐标.如图６所示.

首先对目标的灰度值求面积的矩,然后在该区域内作面积平均,若第i行j列像元的坐标为 (xi,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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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二次交叉投影示意

灰度值为G (xi,yj ),目标的形心表达公式为

x＝
∑
i２

i＝i１
∑
j２

j＝j１

xiG(xi,yj)

∑
i２

i＝i１
∑
j２

j＝j１

G(xi,yj)
(２)

y＝
∑
i２

i＝i１
∑
j２

j＝j１

yiG(xi,yj)

∑
i２

i＝i１
∑
j２

j＝j１

G(xi,yj)
(３)

得到目标形心后,根据非线性像元位置校正参数可确定目标形心所在的水平角度值.之后利用公式

(１)求取撞击位置的准确坐标.

２３　撞击时刻检测原理及精度分析

系统中的探测定位装置的激光发射组件采用高频脉冲激光.当单台探测定位装置的激光发射频率为

１０５kHz时,即可满足系统对１~２１km/s目标交会相对速度的适应要求.单套探测定位装置实际设计激

光发射频率设计不低于１５０kHz,４台探测定位装置轮流工作、共同作用,在探测区域内形成最高频率不

低于６００kHz的高频光幕.
光幕测量系统将任意一台探测定位装置首次确认接收到目标回波的时刻作为撞击时间.在不考虑计

时精度等测时误差的理想情况下,可实现１６７μs的撞击时间检测精度.
在实际系统中,探测定位装置的装调误差会导致光幕轴心不完全平行于探测区域平面,产生绕俯仰

方向和方位方向的转动角度.将光场绕探测定位装置俯仰向的装调角度误差定义为α, 绕探测定位装置方

位向的装调角度误差定义为β. 实际装调误差引起的角度误差α、β均不超过０１°.经仿真在上述误差影

响下,碎片撞击时刻的测量精度优于１０μs,如图７所示.

图７　撞击时间测量误差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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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数据分析

对实际的系统进行外场打靶试验,验证系统对高速小目标的探测定位能力.该试验主要目的是验证

光幕测量系统对不同速度的碎片,利用不同数量的探测定位装置,以不同工作频率进行撞击位置测量的

精度.试验数据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试验数据统计

序号
碎片直

径/mm

碎片速

度/ (m/s)

探测定位

装置数量

探测定位装置

工作频率 (单台)/Hz

试验

次数
最大误差/mm 最小误差/mm 平均误差/mm

１ １２７ ８３７ ４ １５０ ３ ６９ ０２ ２３

２ １２７ １６７４ ４ ７５ ７ ４４ ０２ ２４

３ １２７ １６７４ ３ ７５ ３ ４１ ０２ １７

４ １２７ １６７４ ２ ７５ ４ ４４ ０１ １６

在试验同时对撞击时间的测量值进行了统计,根据目标速度与飞行距离的关系计算飞行时间作为基

准时间.与实际测量的撞击时间进行比对,撞击时间测量误差平均值小于５μs.
通过试验,验证了系统对碎片撞击位置测量精度在２m×２m 范围内可达７mm 以内,撞击时间的测

量精度优于５μs.同时证明系统在全部４台探测定位装置中１台或２台损坏情况下,对碎片撞击位置和撞

击时间的测量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精度.

４　结束语

１)基于高频脉冲激光的空间碎片撞击感知定位系统,可有效对高速空间碎片撞击航天器表面的撞击

位置、撞击时间进行高精度测量;

２)该系统采用基于纳米玻璃微珠反射材料的原返阴影成像手段,采用双目视觉成像原理对碎片穿越

光幕的阴影进行探测成像,计算得到撞击位置和时间,具有体积小、功耗小、探测精度高、抗毁伤冗余

度高等突出特点;

３)该系统可在大面积具有较好平面度的航天器表面部署,用于碎片撞击感知测量,但探测器视场内

不能有其他异物遮挡;

４)对于多碎片极短时间内连续撞击场景,需要根据连续撞击发生时间优化高频激光脉冲的发射频

率,并对数据处理软件进行优化;

５)该系统可作为航天飞行器对空间碎片撞击感知与探测定位的优选非接触式测量方案,与接触式测

量装置相互补充,对碎片撞击进行可靠感知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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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DebrisImpactSensingand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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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ninnovativelaserscreenmeasurementsystemwasproposedtorealizethehigh precision
non contactmeasurementofthepositionandtimeofspacedebrisimpactingthespacecraftsurfaceThe
lineararraylaserdetectorswereusedtoimagethedebrisshadowpassingthroughthelaserscreen,andthe

principleofmulti eyevisionpositioningwasusedtoobtainhigh precisiondebrisimpactpositionand
timedatathroughthedebrisshadowimageinformationcollectedbymultiplelaserdetectorsarrangedin
differentpositionsIntherangeof２m × ２m,theposition measurementaccuracyofcentimeter level
debrisimpactingthespacecraftsurfacecanbe millimeter level,andtheimpacttime measurement
accuracyofmicrosecond levelcanbeachievedThesystemhastheoutstandingcharacteristicsofhigh

precision,largedetectionarea,low powerconsumption,simplestructure,stronganti straylight
interferenceabilityandsupportingmultipleimpactmeasurement,andisanoptimalschemeforthespace
debrisimpactperceptionmeasurementofspacecraft

Keywords　SpaceDebris;LaserScreen;MeasurementoftheImpactingPosition;Measurementof
theImpacting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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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通用架构与构件设计

郑方舟　张海翔　廖胜男　王绍杰

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

摘　要　面对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功能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日益增长问题,采用通用架构与构件设计

能有效提升软件研制效率与软件产品质量.本文基于软件定义技术在需求分析和设计阶段的具体内容,

采用领域驱动设计方法,提出一种开放式、通用化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功能软件架构与构件的设计方案,

精准指导雷达系统软件业务领域划分、架构及模型设计.该设计有益于提高软件设计效率,降低维护成

本,对雷达系统软件工程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　雷达系统软件;软件定义技术;领域驱动设计;抗干扰架构与构件

０　引　言

随着雷达工作需求的多样化,传统软硬件一体化的研发方式已无法满足更灵活的功能扩展需求,无

法做到大规模的技术复用,由于软硬件的紧耦合导致系统的升级维护困难.“软件定义设备”是未来装备

研制智能化发展的核心技术原则,软件定义技术是通过特殊的软硬件架构设计,实现将控制层面从底层

硬件抽象出来,并由软件统一完成对硬件管理和调度的技术.因雷达设备的特殊性,软件定义技术在雷

达设备上的应用仍存在如下技术需求及挑战:

１)因作用目标及使用需求的不同致使雷达设备型号众多,不同型号采用的硬件平台及编程方式均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针对软件定义技术的应用需要解决硬件平台的通用化、模型化抽象管理;

２)雷达软件系统规模的进一步复杂化导致软件的研制规模及复杂度急剧增大.因此在新型技术及功

能的研制及普及方面,有必要寻求一种面向大规模、高难度软件快速开发及维护的研发方式;

３)雷达属于一种技术密集型的高端精密装备,在软件定义技术下,软件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将决定

设备的整体运行质量.

随着雷达对抗技术的发展,雷达电子干扰的侦察能力、干扰式样、干扰效能和综合干扰应用等快速

发展,新干扰技术和新型干扰装备大量列装给雷达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在复杂电子干扰环境下的雷

达有效抗干扰探测能力与技术已成为雷达应用能力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雷达系统软件作为

系统重要部分,在抗干扰功能设计中承担了以软件为主体的抗干扰策略的实现,是抗干扰手段高效实施

的前提保证.设计与构建开放式、通用化雷达软件体系架构与构件,是实现雷达软件定义技术的重要前

提与关键.

１　　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需求分析与设计

１１　　需求分析

根据领域驱动设计方法,通用软件的需求分析的核心是分析通用性需求和可变性需求.通用性需求

是指所有型号雷达系统软件共同的需求;可变性需求是指不同型号雷达系统软件中部分需求描述不同,

０４０１



但这些需求可以通过预先定义设计的可复用构件组合实现,可变性需求又分为内部可变性和外部可变性

需求,内部可变性需求可以对用户需方不可见,由开发人员针对功能、性能选择满足要求的内部可变性

需求;外部可变性需求对用户需方可见,可根据任务要求通过配置选择特定的外部可变性需求;特异性需

求是面向各个型号雷达系统软件的特定任务需求,在设计过程中无需为特异性需求建立构件;通用软件

需求分析过程主要是获取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功能的通用性需求和可变性需求的过程,同时要建立可变

性模型.依据雷达系统设计方案与雷达系统软件设计经验,对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功能在需求分析阶段

进行功能点分析,需求分析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需求分析示意图

由用户需方和软件设计方对所有需求进行评定,依据软件共有需求与优先级划分,调度控制与干扰

数据处理部分需求具有通用性特点,可归类为通用性需求.对不同需求流程关系与逻辑关系进行分析,
归纳抽象出可变性需求与可变性需求内部可变实例点,可变性需求要素分析过程如表１所示.

表１　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可变性需求分析过程

要素分析 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需求分析过程

变化内容
　干扰信息处理包括:干扰识 别、

干扰源处理、干扰特征处理

　抗干扰措施包括:主瓣、旁瓣干扰抑

制、波形控制、系统级抗干扰措施

　效果评估包括:对抗效能评估、干扰特

征数据库

变化原因 　干扰信息处理设计方案 　抗干扰措施设计方案 　干扰对抗效果评估设计方案

变化范围 　至少包括一种干扰识别方法
　至少包括一种抗干扰措施模型算法与

调度控制
　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干扰效果评估功能

变化主体
　用户需方根据设计方案选择干扰

信息处理方法

　用户需方可根据设计方案选择抗干扰

措施
　用户需方可根据设计方案选择

从分析过程确定雷达系统软件中３个可变点需求:干扰信息处理、抗干扰措施调度、干扰对抗评估.
其中干扰信息处理对应的可变点实例包括:干扰识别,干扰源判别定位,干扰源跟踪控制与数据处理、
干扰特征处理等;抗干扰措施调度对应的可变点实例包括:主瓣干扰抑制控制,旁瓣干扰抑制控制,系

统级抗干扰措施.干扰对抗评估对应的可变点实例为:干扰对抗效能评估,干扰样式数据库.通过变化

模型的图形化描述对干扰信息处理、抗干扰措施调度控制、干扰对抗评估三个外部可变性需求进行建模,
如图２所示.

进一步分析可变需求实例,例如其中主瓣干扰抑制控制需要确定干扰门限统计算法,干扰源跟踪需

要滤波算法,因此干扰门限统计算法与滤波算法被识别为新的内部可变性子需求,不同的子需求有各自

的可变点实例.但用户需方可以不关心软件当前具体采用干扰门限统计算法或滤波算法中的可变点实例.
同时,干扰门限统计算法这个内部可变点与主瓣干扰抑制形成了可变点实例之间的需要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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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外部可变性需求的变化模型和用例图的映射关系

１２　设计过程

设计过程的核心内容是根据需求分析阶段的通用性和可变性分析结果,设计通用软件功能架构,划

分独立构件,制定设计规则,确定各部件之间的接口约束规范.依据需求分析和设计过程的通用性和可

变性分析结果,软件架构设计应包括通用性需求和可变性需求,实现需求构件的控制逻辑和调用关系.
可变性需求构件向用户提供用于配置外部需求的外部接口,用户需方根据提供需要选择具体的构件组合.
内部可变性需求构件在满足外部需求功能、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同样具有可选择性和替换性.

抗干扰措施调度构件通过与干扰识别接口传递识别结果,选择具体的抗干扰措施构件实例进行控制

信息与调度策略的生成.干扰识别接口区分干扰类型样式及特征,符合接口设计的通用性约束,具有支

持增加新干扰类型样式、适应新构件的扩展性.具体抗干扰措施划分为独立子构件,抗干扰措施子构件

包括模型算法,调度与控制信息生成功能.在抗干扰措施调度构件设计中通常需要响应系统人工干预或

自适应调度的需求,设计增加自适应措施配置调度构件,满足快速效率开发的研制需要.抗干扰措施子

构件根据不同干扰样式具有可选择性与可替换性,产生控制、调度策略信息,在控制信息生成构件综合

处理后作为整体构件的输出.

２　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运行模型

２１　架构设计

抗干扰功能与雷达系统工作流程紧密相关,雷达系统软件工作流程功能主要包含如下环节:回波信息

解析与处理、雷达工作状态配置、资源调度、控制信息生成、数据存储及传输、雷达数据处理.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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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作为雷达系统软件组成部分而言,其处理过程具有相似性.领域驱动设计是一种指导开展软件架构

设计与模型设计的方法,其架构设计的核心是领域层.在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功能设计中,同样可以将

干扰信息处理,干扰特征提取与效能评估等核心域,在领域层形成对应领域模型.根据软件可重构、系

统功能构件化的设计要求,结合软件工程研制设计经验设计抗干扰功能开放式架构.在雷达控制周期内

由外部干扰信息、控制信息进行数据驱动,干扰信息处理、抗干扰措施调度、干扰评估功能模块完成抗

干扰工作过程.模块间逻辑关系,模块内部包含子功能模块情况如图３所示.

图３　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架构示意图

在上述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构件组成实例化运行模型,创建一个典型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功能架构

的运行模型,说明抗干扰通用架构与可变性模型之间的映射关系.

图４　架构运行流程实例

其中信息交互构件接收雷达系统软件调度周期抗干扰相关信息,形成通用控制周期调度信息输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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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构件;信息交互构件接收调度控制构件输出信息,根据雷达系统设计方案可包括控制信息、干扰

识别结果信息、干扰源跟踪数据.调度控制构件是根据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核心功能抽象出来的调度构

件,受信息交互构件数据驱动完成抗干扰构件的调度.

２２　构件设计

在设计雷达软件构件时,构件划分应遵循 “高内聚、低耦合”的原则,接口改造是否容易是衡量软

件可移植性的标志之一.构件接口采用数据耦合的方式,通过传递数据参数实现构件之间的信息交互.
构件间只传递数据,不直接控制另一构件,尽可能不访问公共数据结构和外部变量.架构设计中通过封

装实现具体的通用性需求功能,对用户隐藏了内部具体实现,一个通用性需求构件通过一个或多个接口

与其他构件交互,请求接口定义了在特定环境下其他构件需为本构件提供的操作.
以调度控制构件设计为例说明通用型需求构件设计过程.根据需求分析结果,典型的调度控制构件

包括干扰信息处理、抗干扰措施控制与对抗评估处理.雷达系统软件中通用型需求构件控制运行过程通

常为按照可变性需求构件的属性和依赖关系,依次实现从 “开始”到 “结束”的状态转移控制,调度控

制构件受数据驱动,运行状态与雷达系统软件周期一致.调度控制构件设计以雷达工作过程为背景,以

适应干扰样式为原则,并辅以一定的人工干预措施,有效配置各种抗干扰措施.调度控制构件设计通过

将软件功能分解封装插件化,支撑系统搭建开放式抗干扰模型,同时能适应不同雷达系统工作逻辑、与

不同分系统之间的接口,进而实施功能参数化、配置参数化.除了控制周期任务调度构件以外,架构中

的通用性需求构件或支撑层构件满足一定的通用性,为规模较小、功能较为简单的独立构件,不随具体

的任务要求变化.
可选择构件内部可变性需求由开发人员根据的功能、性能等要求,选择相应提供的具体的内部可变

性需求构件,该设计形成外部可变需求构件与内部可变需求构件的内部约束关系.各个可变点实例应当

按照控制周期任务调度构件设计中定义的接口要求进行配置,形成可变性需求的配置参数.当需求增加

其他可变点实例时,实例化具体的可变性需求构件可在不改变调度控制构件的前提下,增加新的独立的

可变性需求构件.

３　结　论

本文阐述了基于领域驱动设计的雷达系统软件抗干扰软件架构与构件设计,介绍了需求分析、设计

阶段的设计方法.举例分析说明通用性、可变性需求构件的设计方法.通用架构与构件设计在雷达系统

软件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软件研制效率,降低研制成本,降低设计人员影响造成的各种缺陷,提升软件

产品质量与可维护性,具有一定的工程实用价值.软件定义技术符合基于模型系统工程设计雷达系统这

一发展趋势,同样也是开放式、软件化雷达系统设计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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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晶体PMN PT的光学性能研究

赫崇君１,２　高慧芳１,３　邓晨光１　李自强４　路元刚１

１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空间光电探测与感知实验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

２山东大学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３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５５研究所;

４江苏省埃迪机电设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　弛豫铁电单晶 (１ x)Pb (Mg１/３Nb２/３)O３ xPbTiO３ (PMN xPT)具有优异的介电、

压电和机电耦合性能,已经被广泛地研究和应用.目前人们对PMN xPT单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相

和准同型相界附近,这些组分的单晶具有微畴结构,对光的散射比较严重.四方相 PMN xPT (x≥
０３５)晶体具有较好的综合光学性能,尤其是四方相的PMN ０３５PT单晶,它的光学透过率高,电光系

数大.利用最小偏向角法,精确地测量了四方相PMN ０３５PT单晶的折射率.采用紫外/可见/近红外分

光光度计测量晶体的光学透过性能,确定了PMN ０３５PT单晶的紫外吸收边和晶体的透射光谱区域.四

方相PMN ０３５PT 单 晶 沿 ＜００１＞ 方 向 极 化 后,光 学 透 过 率 得 到 很 大 的 提 高.计 算 得 到 了 PMN
０３５PT单晶的禁带宽度.测得 PMN ０３５PT 单晶在 He Ne激光０６３３mm 波长和 Ar＋ 离子激光

０５１４mm 波长下的有效电光系数.这些研究将促进新型电光器件的研制.
关键词　PMN PT;折射率;透光率;电光晶体

０　引　言

光控相控阵雷达则是新一代激光雷达技术的发展方向,它应用了光学相控阵 (OPA)技术[１].光学

相控阵列多采用电光材料,利用电光晶体的一次或二次电光效应进行驱动.２０１３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项目

计划局采用的二维光学相控阵技术用于激光雷达和其他国防用途.相较于电光晶体,国外多采用的液晶

材料的响应时间比电光晶体要长得多,抗损伤阈值低,很难应用到需要高功率的远距离探测的空间应用

中[２].国内对于基于电光材料的光学相控阵器件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２００７年,中国科学院上海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了基PLZT电光陶瓷材料的光学相控阵高速光束扫描器,在５８０V电压下,实现

２３５mrad的光束偏转[３].随后北京大学利用锆钛酸铅 (PZT)铁电薄膜材料的两维和一维非规则排列进

行了光学相控阵初步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前,应用最广泛的电光材料是透明铁电陶瓷,其中,以铁电陶瓷锆钛酸镧铅 (PLZT)的研究和使

用最为广泛.福建师范大学的郑志强教授[４]、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何夕云教授[５]、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张景

文教授[６]研究了该陶瓷,利用其电光效应,已经制备出了光闸、光阀和多色电控滤色器等器件.赝二元固

溶体系Pb (Mg１/３Nb２/３)O３－PbTiO３ (PMN PT)透明陶瓷为一种新型的电光材料.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的李国荣研究员[７８]、苏州大学的黄彦林教授[９]、青岛大学的卢朝靖教授[１０]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曹文

武、杨彬教授[１１]制备了PMN PT透明陶瓷,其半波电压和介电损耗都明显小于PLZT透明铁电陶瓷.

浙江大学的章献民教授[１２]、中国地质大学徐建梅教授利用该陶瓷研制出了多种电光器件[１３].

PMN PT单晶由于消除了晶界,光学质量更加优异[１４１５].通过研究其光学性质,得知准同型相界偏

四方相一侧的PMN PT单晶具有非常优异的光学性能.尤其是四方相PMN ０３５PT单晶,它的光学透

过率很高,性能稳定,电光系数大.为了开展四方相PMN PT单晶的应用研究,本文系统地表征了其光

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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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晶体的光学性质

１１　折射率色散

PMN ０３５PT单晶属于四方相晶系,４mm 点群,为单轴晶体,具有两个主折射率.实验中利用精

密的 GI ４M 分光计,以汞灯和氘气灯为光源,采用最小偏向角法测量晶体的折射率.在可见光区内,汞

灯的特征谱线为３６５nm、４０４７nm、４３５８nm、５４６１nm 和５７８nm,氘气灯的特征谱线为４８６nm 和

６５６１nm.实验中采用了其中五条较强的谱线,折射率的数值在表１中给出.折射率no和ne随波长变化

关系由图１给出.与其他 ABO３型钙钛矿结构化合物一样,PMN ０３５PT单晶具有较大的折射率和明显

的色散现象,它的折射率随着波长的增大迅速地减小.折射率的色散行为本质是由材料的能带结构决定

的.ABO３型钙钛矿结构化合物中具有相似的BO６氧八面体结构,使得它们晶体能带结构也相似[１６].

表１　室温下PMN ０３５PT单晶的折射率

波长/nm no ne

４３５８ ２８０５ ２７９５

４８６０ ２７２８ ２７１６

５４６１ ２６６６ ２６５３

５７７０ ２６４３ ２６３０

６５６１ ２５９９ ２５８５

由测得的折射率色散曲线,可以计算描述PMN ０３５PT单晶折射率色散典型塞尔迈耶尔方程

n２
i ＝Ai＋

Bi

λ２－Ci
－Di×λ２ (１)

式中　Ai、Bi、Ci、Di ———常数;

λ———以微米为单位的波长[１７];

i———o或e.
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可以计算出no 和ne 的塞尔迈耶尔参数Ai、Bi、Ci 和Di ,结果见公式 (２).

图１　PMN ０３５PT单晶的折射率色散曲线,曲线为塞尔迈耶尔方程 (１)的拟合结果

PMN ０３５PT单晶折射率色散的塞尔迈耶尔方程为

n２
o ＝５９９８＋

０２８３８
λ２－００３６９＋００８２５×λ２ (２a)

n２
e ＝６０３５＋

０２５８２
λ２－００４５５－００５３４×λ２ (２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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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程 (２),可以计算出PMN ０３５PT单晶在透光区内其他波长下的折射率.例如,在 He Ne
激光０６３３μm 的波长下,可以计算得到no ＝２６１０,ne ＝２５９３;在 Ar离子激光０５１４μm 的波长下,

no ＝２６９５,ne ＝２６８３.

１２　透光谱和带隙

采用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测量了２００~２５００nm 波长范围内PMN ０３５PT单晶的透光

谱,晶体的厚度为０６mm,测量结果如图２所示.在可见光范围内,极化前后晶体都是透光的.在

４５０nm以下,晶体透光率开始减小.在４００nm 波长,晶体变为全吸收,这里就是晶体的紫外吸收边的位

置.在可见光及近红外的光波范围内,晶体具有很好的透光性,而且透光率没有明显的变化.PMN
０３５PT单晶的透光性质与大多数氧八面体钙钛矿结构晶体相类似[１８].

影响PMN ０３５PT单晶光学透过率的主要因素是表面对光线的反射和材料内部微结构对光线的散

射.入射光垂直进入样品时,由菲涅耳公式可知,晶体薄片前后两个抛光面的反射损耗可以近似地表示

为R＝(n－１)２/(n２＋１),其中n表示单晶的折射率.利用前文中得到的色散方程 (２),可以计算不同波

长下PMN ０３５PT单晶的折射率,从而得到R 的结果.如图２所示,晶体的反射损耗大于３０％.从图２
中还可以看到,极化后样品的透过性能要明显优于未极化样品.这是因为,和极化后的单晶相比,未极

化的PMN ０３５PT单晶中存在着更多的畴壁和纳米微区,它们对入射光形成散射和反射,影响了入射光

的透过率.四方相PMN ０３５PT单晶本身具有宏畴结构,自发极化沿着＜００１＞方向.沿此方向极化时,
铁电畴在极化电场的作用下很容易发生偏转,成核长大,使四方相PMN ０３５PT单晶的畴结构接近于单

畴态,从而大大减小了畴壁和单晶内极性微区对入射光的散射和反射,提高了光学透过率.

图２　未极化和极化后＜００１＞取向PMN ０３５PT单晶的透光谱

由于PMN PT单晶的折射率很大,所以入射光垂直通过样品时,单晶表面的反射率R 比较大.在

考虑R 的情况下,吸收系数为

α＝
１
tln

(１－R)
T

(３)

PMN ０３５PT单晶带隙与吸收系数的关系可以通过陶尔公式来计算[１４７]

(ahν)２＝B(hν－Eg) (４)
式中　hν———入射光能量;

B ———常量;

Eg ———带隙能量.
可以把αhν的平方对入射光光子的能量作图,如图３所示.在高吸收区,αhν的平方近似为一直线,

把它延长与横坐标相交,所得的截距即为Eg 的结果为３０７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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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PMN ０３５PT单晶的 (αhν)２与hν的关系

１３　电光系数

通过单光束椭圆偏光法,可以测量PMN PT单晶的有效电光系数[１９２０].PMN PT单晶具有非常优

异的压电性能,由于压电效应的影响,测量电光系数的电场 E３会导致沿光线传播方向样品厚度发生变

化,有

Δl１＝d３１E３l１ (５)
式中　l１ ———沿光线传播方向的样品厚度;

d３１ ———压电常量.
由此可得由于电光效应造成的实际光程变化为Δnil１＋(ni－１)Δl１.因此,测量过程中的实际相

位延迟Γ 为

Γ＝
２π
λΔ(nl１)＝

２π
λ

[Δnil１＋(ni－１)Δl１] (６)

如果用γ∗
１３、γ∗

３３ 和γ∗
c 来表示未经矫正的表观电光系数,用γ１３、γ３３ 和γc 表示经过矫正了压电效应之

后的实际电光系数.根据式 (５)和 (６)可得两者之间的关系为

γ３３＝γ∗
３３－

２(ne －１)
n３

e
d３１,γ１３＝γ∗

３３－
２(no －１)

n３
o

d３１ (７)

再由有效电光系数表达式γc＝γ３３－γ１３n３
o/n３

e 可得单晶实际的有效电光系数γc 和表观电光系数γ∗
c 的

关系为

γc ＝γ∗
c －

２(ne －no)
n２

e
d３１ (８)

这样,在已知材料的折射率no 和ne 的情况下,只要测量出材料的压电常量d３１ 值,就可以算出其实

际电光系数值.
实验中采用了常用的 Ar＋ 离子激光作为光源,激光波长为５１４５nm,实验中直接测量得到的有效电

光系数为表观电光系数,即γ∗
c ＝９４pm/V.通过谐振 反谐振法测量得到d３１ ＝－１５２pC/N,通过 (８)

式可计算出实际电光系数γc ＝９３９pm/V.同样,可以测量出PMN ０３５PT单晶在 He Ne激光器的

６３２８nm 的波长下的电光系数为８１pm/V.

２　结　论

四方相PMN ０３５PT单晶的折射率具有明显的频率色散现象,随波长的减小折射率迅速增大.给出

了PMN ０３５PT单晶折射率色散方程.沿着自发极化＜００１＞方向极化,PMN ０３５PT单晶光学透过

率得到很大提高,紫外吸收边在４００nm 左右.通过研究光学透过谱,给出PMN ０３５PT单晶的禁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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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３０７eV.PMN ０３５PT单晶在０６３３μm 波长下,有效电光系数γc ~８１pm/V;在０５１４μm 波

长下,γc ~９４pm/V.弛豫铁电单晶有望应用于激光调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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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PropertiesofElectro opticPMN PTCrystal
HEChong jun１,２,GAO Hui fang１,３,DENGChen guang１,LIZi qiang４,LUYuan gang１

１KeyLaboratoryofSpacePhotoelectricDetectionandPerceptioninMinistryofIndustryand
InformationTechnology,CollegeofAstronautics,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２StateKeyLaboratoryofCrystalMaterials,ShandongUniversity;

３The５５thResearchInstituteofCETC;

４JiangsuAidiElectromechanicalEquipmentIndustryCo,Ltd

　　Abstract　Relaxorferroelectric(１－x )Pb (Mg１/３Nb２/３)O３ －xPbTiO３ (PMN－xPT)single
crystals have excellent dielectric,piezoelectric and electromechanical propertiesThey have been
investigatedandused widelyThusfar,researcheshavebeen mainlyfocusedoncompositionsinthe
rhombohedralphasenearthemorphotropicphaseboundary (MPB)Inthesecrystals,therearemany
ferroelectricmicro domainswhichcauseseriouslightscatteringYettetragonalPMN xPT (x ≥０３５)

crystalspossessbettercomprehensiveopticalpropertiesEspeciallyforPMN ０３５PTsinglecrystal,the
transmittanceishighandtheelectro opticcoefficientislargeTherefractiveindicesoftetragonalPMN
０３５PT single crystal were measured accurately by the minimum deviation methodThe optical
transmissionpropertieswereinvestigatedbyaUV Visible NIRspectrometer,theultravioletabsorbing
edgeandtransmittancespectrumofPMN ０３５PTweredeterminedPolingalong＜００１＞ direction,the
transmittanceofPMN ０３５PT singlecrystal wasenhanced dramaticallyEffectiveelectro optic
coefficientof PMN ０３５PT single crystalatthe wavelength of ０６３３mm and ０５１４mm was
measuredTheseresultscouldpromotedevelopmentofnovelelectro opticdevices

Keywords　PMN PT;refractiveindex;transmittance;electro opticc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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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飞秒激光梳改进CDGPS的亚毫米级相对导航

王静吉１,２　刘春阳１

１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

摘　要　针对仅使用载波相位差分 GPS (CDGPS)进行卫星编队相对导航时精度有限、可靠性与连

续性较低等问题,提出了利用飞秒激光梳高精度的绝对距离测量信息提高 CDGPS相对导航精度的亚毫米

级相对导航方法.采用扩展卡尔曼滤波 (EKF)算法,使用本文提出的高精度相对运动方程作为滤波器

的状态方程,实现亚毫米级的星间相对导航的同时,能在由于共视 GPS卫星不足、编队任务中实施机动

等因素造成无法获取观测量的情况下,仅依靠高精度的状态方程进行位置推算也能实现高精度的相对导

航,有效地增强了相对导航的精度和可靠性.利用模拟器产生的 GPS数据进行了仿真,结果表明,利用

飞秒激光梳的测距信息与CDGPS量测信息融合的相对导航方案,相对导航的３DRMS为０４３３６３mm,
相比仅使用CDGPS进行相对导航时的精度提高了两个数量级.同时,当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致使无法获得

量测数据时,仅依靠状态方程进行位置递推依然能够在较长一段内实现高精度的相对导航.
关键词　载波相位差分 GPS;飞秒激光梳;卫星编队;高精度状态方程;亚毫米级相对导航

０　引　言

卫星编队的高精度星间相对导航是实现编队构型控制与其他任务的前提与基础.现阶段卫星编队的

相对导航方法[１]主要包括无线电测量、光学相机测量、激光测量、射频测量、红外测量、差分 GPS测量

等.由于差分 GPS方法技术成熟,测量设备体积小质量轻,并且能够同时提供高精度的位置和速度数据,
因此差分 GPS方法广泛使用于近地轨道卫星编队的任务中.然而,单纯使用载波相位差分 GPS技术进行

卫星编队的相对导航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编队卫星在共视 GPS卫星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无法

获取观测量,进而导致导航系统失效.第二,利用差分 GPS进行相对导航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整周模

糊度的求解.而现阶段由于整周模糊度的求解精度有限,导致利用差分 GPS进行相对导航时的导航精度

最高只能达到厘米级.虽然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整周模糊度求解方法[２４]相比于传统的 LAMBDA 方

法[５]精度有所提高,但其算法复杂度也明显提高,不利于星载计算机自主实现,因此单纯从算法上提高整

周模糊度的求解精度在实际工程应用上有很大的局限性.表１为差分 GPS在航天任务中的典型应用[６９],
可以看出不断苛刻的航天任务对相对导航精度的要求呈跨越式提升.因此,提升相对导航精度对于实现

高精度的编队任务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表１　差分GPS在航天任务中的典型应用

发射年份/任务名称 量测机构 相对导航精度

２００２/GRACE 差分 GPS
径向与法相:２cm

切向:４cm

２００７/TerraSAR X
２０１０/TanDEM X

差分 GPS cm 级

２０１０/PRISMA 差分 GPS＋射频测量 １cm

２０１４/CanX ４,CanX ５ 差分 GPS ＜１０cm

本文在双差分 GPS量测数据中加入飞秒激光梳的高精度距离测量数据,结合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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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现亚 mm 级的相对导航.同时,本文利用相对摄动的方法推导出了一个适用于同轨串行编队的高精

度相对运动方程,将其作为滤波器的状态方程即使在量测数据丢失的情况下也能在一段时间内实现厘米

级的高精度相对导航,有效解决了由于无法共视足够多的 GPS卫星而导致量测数据丢失引起的导航发散

以及导航的连续性等问题.本文以主从模式构成同轨串行编队的卫星为研究对象,每颗卫星上均装有

GPS接收机与飞秒激光发射接收装置,用于获得实时的 GPS观测量和高精度的星间距离观测量.先利用

GPS的伪距差分模型进行两星的绝对定位,获得主星的位置作为参考点,然后利用载波相位差分 GPS信

息和飞秒激光梳的高精度绝对距离测量信息构成测量更新矢量,结合扩展卡尔曼滤波 (EKF)算法和状

态方程解算出从星B在主星 A轨道坐标系下的相对位置数据.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１节主要介绍相对导航算法所用到的 GPS量测模型和飞秒激光梳模型;第２节

采用相对摄动的方法推导出了一个高精度相对运动方程,可以用作滤波算的状态方程;第３节介绍了滤波

算法;第４节利用 GPS模拟器产生的数据和飞秒激光梳数据对本文提出的相对导航方法进行仿真,验证

本文所得结论的正确性;第５节对全文进行总结.

１　相对导航的量测模型

１１　GPS量测模型

图１为利用 GPS进行定位的示意图,主星 A 与从星B构成同轨串行编队,两颗卫星上均装有双频

GPS接收机,用于接受 GPS卫星发出的信号.主星 A、从星B与第i个GPS卫星之间的载波相位量测方

程分别为

图１　GPS定位示意图

Φi
A ＝

１
λ

[ρi
A ＋c(δtA －δti)]＋Ni

A ＋εi
A (１)

Φi
B＝

１
λ

[ρi
B＋c(δtB－δti)]＋Ni

B＋εi
B (２)

式中,Φi
A 、Φi

B 分别为主星 A、从星B与第i个 GPS卫星的相位距离,λ为载波波长,ρi
A 、ρi

B 分别为主星

A、从星B与第i个 GPS卫星的几何距离,c为光速,δtA 、δtB 、δti 分别为主 A、从星B及第i个GPS卫

星的钟差,Ni
A 、Ni

B 分别为主星 A、从星B的整周模糊度,εi
A 、εi

B 分别为主星 A、从星B的接收机噪声.
式 (１)和式 (２)作一次差分得主星 A和从星B同时接收第i个 GPS卫星的信号时的单差分量测方

程为

ÑΦi
AB＝Φi

B－Φi
A

＝
１
λ

[(ρi
B－ρi

A)＋c(δtB－δtA)＋λ(Ni
B－Ni

A)＋λ(εi
B－εi

A)]

＝
１
λ

(Ñρi
AB＋cÑδtAB)＋ ÑNi

AB＋ Ñεi
AB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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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Ñ为单差算子.同理可以得到主星 A和从星B同时接收第j 个 GPS卫星的信号时的单差分量测方

程为

ÑΦj
AB＝

１
λ

(Ñρj
AB＋cÑδtAB)＋ ÑNj

AB＋ Ñεj
AB (４)

将式 (３)和式 (４)再做一次差分可以消除接收机钟差的影响,于是可以得到如下的双差载波相位

量测方程

ΔÑΦij
AB＝ÑΦj

AB－ ÑΦi
AB

＝
１
λ

(Ñρj
AB－ Ñρi

AB)＋(ÑNj
AB－ ÑNi

AB)＋(Ñεj
AB－ Ñεi

AB)

＝
１
λΔÑρij

AB＋ΔÑNij
AB＋ΔÑε

(５)

式中,ΔÑ为双差算子,ΔÑε两次差分后的残差,ΔÑNij
AB 为整周模糊度,可以由LAMBDA方法求得.同

理可以求出伪距双差分方程为

ΔÑPij
AB＝ΔÑρij

AB＋ΔÑεP (６)

式中,ΔÑεP 为伪距双差噪声.

１２　飞秒激光梳量测模型

本小节将在１１小节双差分 GPS量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飞秒激光梳的量测信息.飞秒激光频率梳

(简称飞秒激光梳)由锁模激光器[１０]产生,具有极窄脉冲、超宽频谱、高峰值能量和高稳定性[１１]等特点,
适用于大尺度高精度的绝对测距,理论上可以实现微米级别的绝对距离测量.卫星编队的星间距离测量

采用合成波长干涉法[１２],量测模型[１３]如下

LAB＝ρAB＋κρ


AB＋wL (７)

式中,LAB 为飞秒激光梳测得的星间距离,ρAB 为两星的实际距离,ρ


AB 为两星的相对速度,wL 为飞秒激光

梳的量测噪声.两星在编队飞行的过程中,二者的飞行速度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二者的飞行速度之差,
即相对速度会引起距离量测信息的延迟,进而影响测距精度,因此引入比例系数κ来修正这一误差.根据

文献 [１３]的仿真结果,κ一般可以取为５１５×１０－３.

于是观测矢量由载波相位双差分观测量ZGPS 和飞秒激光梳观测量ZLaser 组成,则有

Z＝
ZGPS

ZLaser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ΔÑP１１
AB　ΔÑP１２

AB　　ΔÑP１m
AB

ΔÑΦ１１
AB　ΔÑΦ１２

AB　　ΔÑΦ１m
AB

LAB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８)

式中,１,,m 为主星 A和从星B可共视的第１到第m 颗 GPS卫星.

２　相对导航的状态方程

近距离卫星编队任务中的相对导航通常采用C W 方程作为卡尔曼滤波的状态方程进行位置估计.但

由于C W 方程忽略了所有摄动的影响,其本身精度十分有限.当编队卫星由于共视 GPS卫星不足、编

队任务中实施机动等因素造成无法获取观测量时,仅依靠C W 方程作为状态方程进行位置推算,３０min
后误差就能达到米级.影响近地轨道近距离编队卫星相对运动的主要因素为J２ 项摄动,本文在C W 方

程的基础上加入了J２ 项相对摄动,得到了一组形式简单且精度远高于C W 方程的相对运动方程,适合

用作高精度同轨串行编队任务相对导航的状态方程,即使在量测信息丢失的情况下,仅利用该方程进行

轨道递推也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高精度的相对导航数据,防止导航算法发散引起导航系统完全失效.为

了推导该相对运动方程,先建立主星的LVLH (Local VerticalLocal HorizontalFrame)坐标系如图２
所示.

９５０１



记主星为s,从星为c,定义主星s的轨道坐标系Os－xyz如下:原点Os位于主卫星的质心并随其运

动,x 轴取主星的矢径方向,由地心指向s,z轴指向主星s轨道面的正法线方向,y 轴由右手法则确定.

图２　主星的LVLH 坐标系

J２ 项摄动在LVLH 坐标系下的加速度分量为

fx ＝－k(１－３sin２isin２u)

fy ＝－ksin２isin２u

fz ＝－ksin２isinu

ì

î

í

ï
ï

ïï

(９)

式中,k＝(３/２)J２μR２
e/r４,J２ 是地球扁率摄动二阶带谐项系数,μ 为地球引力常数,Re为地球半径,r、i、

u 分别为主星的地心距、轨道倾角和纬度幅角.

式 (９)中的fx ,fy ,fz 分别对r,i,u 求偏微分得

Δfx ＝k ４(１－３sin２isin２u)
r Δr＋３sin２isin２uΔi＋３sin２isin２uΔué

ë
êê

ù

û
úú

Δfy ＝k ４sin２isin２u
r Δr－sin２isin２uΔi－２sin２icos２uΔué

ë
êê

ù

û
úú

Δfz ＝k ４sin２isinu
r Δr－２cos２isinuΔi－sin２icosuΔué

ë
êê

ù

û
úú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０)

式中,Δfx 、Δfy 、Δfz 分别为主星与从星所受到的J２ 摄动之差,即两星所受的相对摄动.Δr、Δi、Δu分

别为从星相对于主星的地心距之差、轨道倾角之差和纬度幅角之差.

两星串行编队的条件下,两星的轨道根数仅在纬度幅角上有差异,因此 Δr＝Δi＝０,于是式 (１０)

可简化为

Δfx ＝３ksin２isin２uΔu
Δfy ＝－２ksin２icos２uΔu
Δfz ＝－ksin２icosuΔu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１)

取初始时刻为主星位于升交点处的时刻,则主星的纬度幅角为

u(t)＝nt (１２)

式中,n＝ μ/a３ 为主星的轨道角速度.

将C W 方程中的自变量t变为u 并将式 (１１)代入C W 方程中得

d２x
du２ －２dy

dt－３x＝
３k
n２sin

２isin２uΔu

d２y
du２ ＋２dx

dt＝－
２k
n２sin

２icos２uΔu

d２z
du２ ＋z＝－

k
n２sin２icosuΔu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３)

解上述微分方程可以求得J２ 相对摄动影响下串行编队卫星的相对运动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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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２k
３n２sin

２isinu(１－cosu)Δu

y＝－
k
３n２sin

２i(５＋cosu)(１－cosu)Δu

z＝－
k
２n２usin２isinuΔu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４)

x ＝
２k
３nsin２i(cosu－cos２u)Δu

y
 ＝－

k
３nsin２i(４sinu＋sin２u)Δu

z ＝－
k
２nsin２i(sinu＋ucosu)Δu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５)

ẍ＝
２k
３sin２i(２sin２u－sinu)

ÿ＝－
k
３sin２i(４cosu＋２cos２u)

z̈＝－
k
２sin２i(２cosu－usinu)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６)

将上述三组方程进行离散化,得

xk ＝
２k
３n２sin

２isinuk(１－cosuk)Δu

yk ＝－
k
３n２sin

２i(５＋cosuk)(１－cosuk)Δu

zk ＝－
k
２n２uksin２isinukΔu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７)

xk ＝
２k
３nsin２i(cosuk －cos２uk)Δu

y

k ＝－

k
３nsin２i(４sinuk ＋sin２uk)Δu

zk ＝－
k
２nsin２i(sinuk ＋ucosuk)Δu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８)

ẍk ＝
２k
３sin２i(２sin２uk －sinuk)

ÿk ＝－
k
３sin２i(４cosuk ＋２cos２uk)

z̈k ＝－
k
２sin２i(２cosuk －usinuk)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９)

式中,uk ＝nk,k为星上的星历时刻.则式 (１７)~式 (１９)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xk＋１＝xk ＋xkΔk

yk＋１＝yk ＋y

kΔk

zk＋１＝zk ＋zkΔk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０)

xk＋１＝xk ＋ẍkΔk

y

k＋１＝y


k ＋ÿkΔk

zk＋１＝zk ＋z̈kΔk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１)

式中,Δk为星载计算机的采样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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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相对导航的滤波算法

相对导航的滤波算法采用离散扩展卡尔曼滤波 (EKF)算法,取滤波器的状态向量为

Xk ＝[xk,yk,zk,xk,y

k,zk,uk]T (２２)

式中,(xk,yk,zk)为从星在主星 LVLH 轨道坐标系下每一时刻的位置;(xk,y

k,zk)为从星在主星

LVLH 轨道坐标系下每一时刻的速度;uk 为主星在J２０００坐标系下每一时刻的纬度幅角.则式 (２０)~式

(２１)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Xk＋１＝f(Xk,k) (２３)

于是EKF滤波器的解算流程如下[１５]:
(１)时间更新

X̂k＋１/k ＝f(X̂k,k)

Pk＋１/k ＝Φk＋１/kPkΦT
k＋１/k ＋Qk

{ (２４)

(２)量测更新

Kk＋１＝Pk＋１/kHT
k＋１(Hk＋１Pk＋１/k ＋Rk)－１

X̂k＋１＝X̂k＋１/k ＋Kk＋１[Zk＋１－Hk＋１h(X̂k＋１/k,k)]

Pk＋１＝(I－Kk＋１Hk＋１)Pk＋１/k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５)

式中,Qk ≥０为系统噪声方差阵;Rk ＞０为量测噪声方差阵;h为状态量和观测矢量间关系的非线性函数;
状态转移矩阵

k＋１/k＝
Əf[Xk,k]

ƏXT
k Xk＝X̂k

量测矩阵

Hk＋１＝
Əh[Xk,k]

ƏXT
k Xk＝X̂k＋１/k

４　仿真校验

相对导航仿真采用 GPS和飞秒激光梳在两卫星串行编队下的数据.两星的初始距离为２００m 且处于

近地圆轨道,两卫星在J２０００坐标系下的初始位置和速度如表２所示,仿真采用的动力学模型如表３所

示.仿真时间为２４h,GPS和飞秒激光的量测数据采样时间为１s.GPS数据来源于某型号GNSS信号模

拟器,飞秒激光的量测数据为两颗卫星的真实绝对距离,并根据飞秒激光梳的特性加入相应的噪声,量

测数据输入至星载计算机由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实现星上相对位置的自主解算.表４为相对导航误差

比较.

表２　从星与主星在J２０００坐标系下的初始位置和速度

参数名称 目标星 跟踪星

X/km ６８７８０５２５３１ ６８７８０５２８０３

Y/km －３１２６３８３４ －３１２８９６１５

Z/km －１３５８４５９６ －１３３８６２６４

Vx/(kms－１) ００１０４４９ ００１０２２８

Vy/(kms－１) －０９８１３１５ －０９８１３１４

Vz/(kms－１) ７５４９０８７ ７５４９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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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仿真采用的动力学模型

模型类型 说　明

引力模型

地球重力场:GGM００３S１８０×１８０
固体潮:IERS９６
极潮:IERS９６
海潮:CSR４０

第三体引力:DE４０５

非保守力模型
太阳光压:cannonball模型

大气阻力:Jacchia７１模型

表４　相对导航误差比较

数据类型 xRMS yRMS zRMS ３DRMS

GPS ００１０２６m ０００９４６m ００１０１５ ００１７２５６m

GPS＋飞秒激光梳 ０３６０９mm ０００３４mm ０２４１４mm ０４３３６３mm

图３为单纯使用载波相位差分 GPS的量测数据进行相对导航时的导航误差.该误差由相对导航所得

的相对位置数据与标准动力学模型所生成的相对位置数据相减获得,此时,相对导航的３D RMS为

００１７２５６m.当飞秒激光梳的量测数据加入到仿真中后,导航误差如图４所示,此时的３D RMS为

０４３３６３mm.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使用飞秒激光的高精度绝对距离测量信息改进 GPS量测数据的导

航方案能够大幅提高卫星编队相对导航的精度.

图３　仅使用载波相位差分 GPS的量测数据进行相对导航时的导航误差

图５和图６分别为当由于某些原因无法获得实时量测数据时,使用C W 方程和本文提出的相对运动

方程作为滤波器状态方程的相对导航误差.当量测数据失效时,仅依靠C W 方程作为状态方程进行轨道

递推时,３０min后误差已达到近１m,而仅依靠本文提出的相对运动方程作为状态方程进行轨道递推时,

３０min内三个方向上的最大误差仅为６４mm.因此,使用本文所提出的相对运动方程作为状态方程能够

在一段时间内量测数据失效时依然实现高精度的相对导航,防止相对导航系统在量测数据丢失时发散而

导致导航系统彻底失效,极大地提高了导航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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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使用飞秒激光改进载波相位差分 GPS的量测数据后的导航误差

图５　使用C W 方程作为状态方程进行轨道递推时的误差

图６　使用本文提出的相对运动方程作为状态方程进行轨道递推时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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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利用飞秒激光梳提高CDGPS相对导航精度的高精度相对导航方法.飞秒激光梳由锁模激

光器产生,由于其具有极窄脉冲、超宽频谱、高峰值能量和高稳定性等特点,因此能在太空环境中获得

微米级别的绝对距离测量信息,将其加入至CDGPS的双差模型中,结合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可以实现

亚毫米级别的相对导航.此外,本文还利用相对摄动的方法推导出了能够适用于同轨串行编队的高精度

相对运动方程,将其作为滤波器的状态方程可在由于共视 GPS卫星不足等因素造成无法获取观测量的情

况下,仅依靠状态方程进行位置推算依然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高精度的相对导航.本文利用 GPS信号

模拟器生成的 GPS量测数据结合包含飞秒梳激光噪声特性的星间距离真实数据进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
使用飞秒激光梳量测信息与CDGPS双差模型结合的导航方案比仅使用CDGPS双差量测数据进行相对导

航的导航精度高两个数量级,且当量测数据失效时,使用本文提出的相对运动方程作为滤波器的状态方

程进行轨道递推,３０min内三个方向上的最大误差仅为６４mm,相比于使用C W 方程作为状态方程进

行轨道递推时具有明显的优势.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毫米级卫星编队的控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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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b millimeter levelRelative
NavigationMethodofSatelliteFormationby

UsingFemtosecondLaserCombtoImprovetheCDGPS
WANGJing ji１,２,LIUChun yang１

１ShanghaiAerospaceControlTechnologyInstitute;

２CollegeofAstronautics,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soflimitedaccuracy,lowreliabilityandlowcontinuitywhenusing
CarrierPhase DifferentialGPS (CDGPS)forrelativenavigationofsatelliteformation,therelative
navigationmethodofusinghigh precisiondistancemeasurementinformationoffemtosecondlasercomb
toimprovetheaccuracyofCDGPSisproposedinthispaperByusingtheExtendedKalmanFilter(EKF)

combinedwiththehigh precisionrelativemotionequationproposedinthispaperasthestateequationof
thefilter,thesub millimeter levelrelativenavigationofsatelliteformationcanberealizedAtthesame
time,whenobservationscannotbeobtainedduetothelackofcommon view GPSsatellitesandthe
implementationofmaneuveringinformationmissions,onlyrelyingonhigh precisionstateequationsfor

positioncalculationcanalsoachievehigh precisionrelativenavigation,whichimprovestheaccuracyand
reliabilityofrelativenavigationThesimulationiscarriedoutbyusing GPS datageneratedbythe
simulatorTheresultshowsthatthe３DRMSoftherelativenavigationmethodproposedinthispaperis
０４３３６３mmCompared withtherelativenavigation methodofusing CDGPSalone,theaccuracyis
improvedbytwoordersofmagnitudeAtthesametime,whenmeasurementdatacannotbeobtaineddue
tosomespecialreasons,onlyrelyingonthestateequationforpositionrecursioncanstillachieverelative
navigationwithcentimeter levelaccuracyoveralongperiodoftime

Keywords　CarrierphasedifferentialGPS;Femtosecondlaser;Satelliteformation;High precision
stateequation;Sub millimeterrelative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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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性能退化评估方法

张　宽　汪赛进　赵焕洲　程艳合　刘俊琦　支全全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摘　要　针对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故障发生率较高且早期故障在闭环系统中难以被检测的问

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加权信息熵的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退化评估方法.该方法采用熵测度

作为局部时域非线性复杂度的测度,定义了表征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性能状态的健康因子,可用

于分析和评估性能退化问题.采用某型航天器上的控制力矩陀螺发生异常前两年历史遥测数据对方法进

行了验证,实例分析表明:该方法能够提取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退化信息.
关键词　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性能退化评估;加权信息熵

０　引　言

控制力矩陀螺CMG (ControlMomentGyro)通过一个高速旋转的转子来获得一定的角动量,并通

过改变角动量的方向对外输出控制力矩.与传统的飞轮相比,控制力矩陀螺输出力矩大,能效比高;与

喷气推力器相比,控制力矩陀螺在提供较大控制力矩的同时,又能精准、连续地输出力矩,且不消耗燃

料.因此,对于大型长寿命航天器,控制力矩陀螺是理想的姿态控制执行机构之一.国外早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开始就将控制力矩陀螺应用到航天器上,比如和平号空间站、国际空间站等.国内天宫一号目标飞

行器首次采用了６套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作为主要的姿态控制执行机构,在任务期内不断对外输出控制力

矩,满足天宫一号以及组合体的姿态控制和姿态机动需求[１２].

高速转子轴系是控制力矩陀螺的关键部件,其作用是以一定的转速高速旋转实现恒定的角动量.由

于在控制力矩陀螺工作期间高速转子轴系不间断长期运转,且载荷大、转速高、工况恶劣,高速转子轴

系故障率较高.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控制力矩陀螺５０％以上的故障与高速转子轴系相关,国际空间站控

制力矩陀螺发生的两次故障均为高速转子轴系故障[３].由于高速转子轴系的失效模式主要为疲劳失效与润

滑失效,且闭环系统的引入使得高速转子轴系的故障难以被检测[４],因此基于历史数据对高速转子轴系的

性能退化进行评估是保障控制力矩陀螺在轨可靠运行的关键技术之一.

性能退化评估是一种实现设备主动维护的关键技术,目前逐渐成为故障诊断领域新的研究热点,多

种评估方法相继被提出[５１０].与传统的故障诊断相比,性能退化评估模型需对设备的性能退化程度具有一

致的随动反应能力,而非区别不同故障间的差异.影响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性能的因素很多,比

如载荷、转子驱动电机控制能力、空间环境等,因此,表征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参数的变化具有非线性

动力学的特征,系统的性能退化可以通过计算局部时域内的非线性复杂度 (如局部时域内性能参数的变

化间隔时间的概率分布)进行评估.
本文从复杂系统局部时域非线性复杂度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基于加权信息熵的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

子轴系的健康退化评估方法,该方法采用熵测度作为短期非线性复杂度的测度,定义了表征控制力矩陀

螺高速转子轴系性能状态的健康因子,用于分析和评估性能退化.通过某型航天器控制力矩陀螺在轨两

年的遥测数据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该方法可以为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在飞控任务和长

期管理的过程中实现健康状态自动监测、故障诊断、故障预测和寿命预测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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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简介

高速转子轴系是控制力矩陀螺的关键组件,其用途是高速旋转以形成恒定的角动量,主要有旋转质

量本体、转子支撑轴承、微量润滑系统组成[２].

旋转质量本体是构成CMG角动量指标的主体要素.旋转质量本体设计不同于常见的飞轮转子结构,

一般采用孤立零件状态的堆成形状盘式转子结构,不带任何附件.
转子支撑轴承主要起到对旋转本体的支撑作用,在转子支撑轴承的设计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轴承载

荷、工作转速、支承跨距以及各种力学条件等因素.
微量润滑系统是在轴承高速运转的条件下为轴承供油使其保持良好的润滑状态.
由于在控制力矩陀螺工作期间高速转子轴系不间断长期运行多年,使用控制力矩陀螺的航天器一般

质量很大、转子转速高达每秒几千转、空间环境十分恶劣,高速转子轴系故障率较高.目前据不完全统

计,控制力矩陀螺５０％以上的故障与高速转子轴系相关,比如,国际空间站在２００２年６月８日CMG１发

生了故障并停止工作,此后发现了CMG３的异常,并于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９日停止了工作.经事后分析,两

次故障均为高速转子轴系故障[３].因此,高速转子轴系的寿命与可靠性直接影响控制力矩陀螺整机的寿命

与可靠性.

２　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性能退化评估方法

随着近年来相关技术的发展和材料改进,对于大多数的航天产品突发失效已经不是主要的失效模式,

大多数的失效多是由于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整体或者某些部件受到疲劳、磨损、腐蚀、老化等因素的

影响,使得系统或者部件性能指标不能满足预定要求而导致产品失效.一般说来,在高速转子轴系设计

过程中会采用各种长寿命和高可靠性技术确保高速转子轴系的寿命和可靠性,如采用良好的润滑措施,
但在轴承运转时的磨损、疲劳、老化仍不可避免.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的主要失效模式为疲劳失

效与润滑失效.针对非突发失效模式,建立性能退化模型并对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状况进行评估是保障

控制力矩陀螺乃至整个航天器可靠运行的关键技术之一,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加权信息熵的控制力矩陀

螺高速转子轴系健康退化评估方法.

２１　方法框架

基于加权信息熵的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健康退化评估方法采用熵测度对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

子轴系的相关性能参数局部时域非线性复杂度进行评估,具体研究性能参数数据变化间隔时长的分布规

律.性能参数数据一般有两类:具有连续数据特性的性能参数和具有离散特性的性能参数,针对具有连

续特性的性能参数首先需要进行数据离散化.方法架构如图１所示.
方法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１)数据离散化处理,如果原始性能数据为连续型数据,首先需要进行离散化处理;

２)计算离散化性能参数数据变化间隔时长;

３)基于加权信息熵计算健康因子;

４)评估性能退化情况.

２２　数据离散化

在进行计算变化间隔时长之前需要进行数据离散化处理,所谓数据离散化是将连续属性数据在其值

域范围内设定若干个离散化的分割点,将数据的值域范围划分为一些离散化区间,最后用整数值或者不

同的符号代表落在各个子区间中的数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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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方法框架

连续值属性数据离散化算法很多,具有不同的划分形式:考虑整体样本的全局型和考虑部分样本的

局部型、相邻区间合并的自低向上型和区间分割的自顶向下行、考虑类信息的有监督类型和不考虑类信

息的无监督类型.典型的离散算法包括:基于信息熵理论的自顶向下有监督离散算法Ent MDLP[１１];基

于类属性相互依赖的 CACC[１２];基于统计学理论的 Chi２ based相关算法,如 ChiMerge[１３]、Extended

Chi２[１４]等.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离散化算法是等宽 (EQW)和等频 (EQF)算法[１５],该类算法需预先设

定离散区间个数,计算消耗低,但丢失信息大.

假设性能参数时间序列数据为 TM＝ {TM１,TM２,,TMn },其中 TMi 为性能参数在第i个时间

点的取值,n 为时间序列数据的总个数,TM 数据属性可以为连续型数据.经过数据离散化后,TM 变成

DTM ＝DiscretizeTM( )

＝{DTM１,DTM２,,DTMn}
(１)

其中DTMi 为 TMi 离散化后的取值,Discretize ()为离散化函数.

２３　计算离散化性能参数数据变化间隔时长

随着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的轴承使用时间的增加,高速轴承的磨损会逐渐加剧,摩擦阻力随

之增加.此外,转子驱动电机也会随着时间推移相关部件老化、性能退化,最终控制系统性能下降.这

些复杂因素将导致高速转子轴系相关属性 (表现为性能参数)产生复杂的非线性行为特性,这种复杂的

非线性特性会在性能参数值的变化规律上体现.因此,我们研究离散化性能参数数据变化间隔时长的分

布规律,在具体研究规律前需要计算离散化性能参数数据变化间隔时长.所谓变化间隔时长是指针对某

离散化性能参数,随时间推移,与当前值最近的不同值对应的时间点与当前时间点之差的绝对值.
假设已经获得离散化后的性能参数数据DTM,计算数据变化间隔时长的DiffDTM 定义如下

DiffDTM＝{DiffDTM１,DiffDTM２,,DiffDTMm } (２)

其中,DiffDTMi 表示第i个间隔时长,m 表示间隔时长数据的数量,DiffDTMi 的计算公式如下

DiffDTMi＝abs[Time(DTMi,t)－Time(DTMi,t＋１)] (３)

其中,abs ()表示绝对值函数,Time ()表示获得对应数据点的时间,DTMi,t 和 DTMi,t＋１ 分别表示计

算DiffDTMi 涉及的两个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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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基于加权信息熵计算健康因子

随着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摩擦阻力增加、转子驱动电机控制系能下降,会使高速转子轴系的

相关属性 (表现为遥测参数)产生复杂的短期非线性行为特性,这种特性会表现出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

退化.研究复杂的短期非线性复杂度来分析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退化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途径,而熵测度

是度量复杂非线性复杂度的一种有效方法.因此,我们基于香农 (Shanon)信息熵来评估高速转子轴系

的性能状态.

Shanon是 信 息 论 的 奠 基 人, 他 在 １９４８ 年 发 表 了 著 名 的 论 文 “A mathematicaltheory of
communication”成为理论基础[１６].Shannon提出的信息熵概念可以用于计算系统的有序度,shannon信

息熵的定义如式 (４)所示

H X( ) ＝－∑
j

projlog(proj) (４)

其中,H 表示信息熵,Proj 表示编码j出现的概率.熵值越大表征变化间隔时长的取值越多、越分散、越

无序,反之,则表征间隔时长取值越少、越集中、越有序.

Shannon信息熵认为所有的编码的效用是平均的,即所有的变化间隔长度效用是一致的.实际上,在

分析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状态的时候,间隔时长越长表明控制系统的反馈时间越长,越应该引起我们的

注意,因此,我们采用加权信息熵[１７１８]来刻画时变化间隔时长的分布规律,如式 (５)所示

H(X)＝－w(j)∑
j

projlog(proj) (５)

其中,w(j)表示编码j的权值,如果j是具有测度属性的整数值,W(j)可以简单采用式 (６)确定

w x( ) ＝abs(j) (６)
给定变化间隔时长数据DiffDTM,可以计算其加权信息熵,如式 (７)所示

H(DiffDTM)＝－w(DiffDTMi)∑
i

proDiffDTMilog(proDiffDTMi) (７)

H (DiffDTM)可用于表征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状态,因此定义其为高速转子轴系的健康因子,其单

位与log ()函数的底有关,如果底为２则单位为比特 (Bit).

２５　性能退化评估

假设某遥测参数的所有数据为 TMAll,为评估复杂的短期非线性行为特性,我们首先需要对数据进

行分段.分段既可以依据 TMAll数据特性,比如周期性,即短期为一个数据周期;也可以按照天为单位

进行区 分,即 短 期 定 义 为 一 天.假 设 我 们 取 短 期 为 一 天,则 TMAll可 以 划 分 为 {TMALLDay１,

TMALLDay２,,TMALLDayn},Dayn 表示总天数,针对每个 TMALLDayi可以计算其健康因子,最终可

以获得健康因子时间序列,如式 (８)所示

H(TMALL)＝{H１,H２,,HDayn} (８)
获得 H(TMALL)后,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时序数据的分析方法 (比如趋势分析)对其进行分析,以

评估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退化.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实验数据

某型航天器将控制力矩陀螺作为日常姿态控制的主要动力部件,在航天器长期独立运行期间,曾发

生某控制力矩陀螺CMGi工作表现异常的状况.
转子转速脉冲数是反映高速转子转速的一个遥测数字量,标称转速下判读范围在１４２４~１４２６,与转

子转速关系基本线性对应,包含了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状态信息.因此,我们基于 CM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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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子转速脉冲数遥测参数值对CMGi的性能退化情况进行分析.
用于分析和挖掘的数据样本数量为１２４天,样本时间分布跨度为两年.因此,该１２４天数据基本表征

了CMGi两年的性能情况.

３２　实验步骤

实验步骤及相关参数设置如下.
步骤１:数据离散化处理

因为转子转速脉冲数本身为整形数字量值,已经是离散形式,因此不需要进行离散化处理.
步骤２:计算数据变化间隔时长

将所有的数据按照天进行分割,因此将所有数据分为１２４段数据,针对每天的数据分别计算数据变化

间隔时长.
步骤３:计算健康因子

针对１２４天的数据变化间隔时长,分别计算健康因子.
步骤４:性能退化评估

将１２４天数据的健康因子按照时间顺序组成时间序列,我们采用二阶移动平均法获得时间序列的趋势

变化,用于性能退化评估.二阶移动平均法计算方法如下:
假设有时间序列y１,y２,,yT ,设移动平均的项数N ＜T ,本实验中N 取１５,一阶移动平均法

计算公式为

xi＝sum yround i－
N
２( ) ,,yround i＋

N
２( )[ ]/N (９)

其中,round()表示取整函数,如果roundi－
N
２

æ

è
ç

ö

ø
÷ ＜０,则yround i－

N
２( ) 取y１; 如果roundi＋

N
２

æ

è
ç

ö

ø
÷ ＞T,

则yround i＋
N
２( ) 取yT .

二阶移动平均法即对x１,x２,,xT 再按照公式(９)计算一次,得到z１,z２,,zT .

３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转子转速脉冲数标称转速下判读范围在１４２４~１４２６,取值较为稳定,如果基于其原始数据值进行趋

势判断,将得不到有效的结果.图２表示转子转速脉冲数每天的数值均值的曲线图,可以看到转子转速脉

冲数基本在１４２４~１４２６范围内,仅有两个数据点不在此范围内,因此,基于原始遥测值的趋势判断无

法得到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退化信息.

图２　转子转速脉冲数天均值曲线图

按照试验步骤,得到１２４天的健康因子,其时间曲线及趋势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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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健康因子趋势图

图３中带星号的曲线表示１２４天的健康因子,带点的曲线表示其变化趋势.图３显示,健康因子随着

时间推移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且显示出了极强的模式性,整个上升趋势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见
图４).三个阶段代表高速转子轴系的三种性能状态,结果显示了 CMGi的高速转子轴系经历了两次较大

的系统性能退化.

图４　健康趋势阶段划分

健康因子本质上是熵,图４显示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熵值呈现了明显的熵增现象,表明随着CMGi
使用时间的增加,CMGi转子转速脉冲数变化间隔时间的取值越加多样.通过对比分析前部和后部某两天

的数据 (见图５)发现多样性主要是长时间间隔分布概率增加导致,即在早期转子转速脉冲数变化较快

(比如平均４秒变化一次),而在后期相对变化较慢 (比如平均６秒变化一次).
随着CMGi高速转子轴系相关部件的老化、性能退化或控制系统性能退化关,在早期系统感知能力

与控制能力强、摩擦阻力小、影响因素较少,需要调整输出力矩时可以快速反应;但在晚期,随着相关

部件的老化、性能退化或控制系统性能退化,需要调整输出力矩时反应相对迟滞,表现出了脉冲数变化

的 “惰性”.熵增现象表明变化间隔时间越来越大,验证了脉冲数的变化越来越呈现 “惰性”.

４　结　论

针对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故障率较高且早期不易发现的问题及其失效模式主要为疲劳失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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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转子转速脉冲数变化间隔时间分布

润滑失效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加权信息熵的高速转子轴系性能退化评估方法,该方法定义了表征性

能状态的健康因子,可用于分析和评估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退化.本文构造的健康因子具有表征局部时

域非线性动力学的特征的能力,对于基于无明显趋势变化的性能参数进行高速转子轴系的性能分析和评

估尤为有效.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为控制力矩陀螺高速转子轴系在航天器在轨飞行控制和长期管理的过程

中实现健康状态自动监测、故障诊断、故障预测和寿命预测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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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pproachforPerformanceDegradationAssessment
ofControlMomentGyroscopesHigh

SpeedRotorBearingSystem
ZHANGKuan,WANGSai jin,ZHAO Huan zhou,CHENGYan he,LIUJun qi,ZHIQuan quan

BeijingAerospaceControlCenter

　　Abstract　Ascontrolmomentgyroscopeshighspeedrotorbearingsystem (HSRBS)hasahighfault
rateandtheincipientfaultsareindiscoverableintheclosed loopsystem,aperformancedegradation
assessmentapproachbasedontheweightedentropyisproposedinthispaperTheEntropyisusedasthe
measureofthelocaltime domaincomplexityintheappraoch,andaperformanceindiceindicatingthe

performancedegradationofHSRBSaredefinedandproposedtoanalyzeandassessthedegradationofthe
systemTwoyearstelemetrydatafromanon orbitspacecraft’CMGbeforetheanomalyhappenedwere
employedtovalidatetheefficiencyofthemethod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edthattheapproachcan
assessthedegradationofHSRBSaccurately

Keywords　Controlmomentgyroscope;Highspeedrotorbearingsystem;Performancedegradation
assessment;Weightedent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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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作动式折叠舵展开试验与动力学仿真研究

蒋　政　唐德佳　黄民昌　李兴勇　严　铖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摘　要　为了研究折叠舵的展开性能,介绍了某燃气作动式横向折叠机构的工作原理 基于其展开过

程的运动学几何关系,建立了折叠舵展开过程的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折叠舵点火展开试验,得到了外舵

展开过程的角加速度参数,通过高速摄像处理分析,获得了外舵展开过程的角度 时间曲线和角加速度数

据.最后基于展开试验数据,进行了逆向动力学仿真分析,获得了展开过程中的燃气驱动力和舵展阻力

等参数,为燃气作动式折叠翼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　燃气作动;折叠舵;展开试验;动力学仿真

０　引　言

为满足新一代机载武器内埋式发射及大弹量挂载需求,折叠舵以其横向占用空间少,日趋成为战术

导弹设计不可或缺的结构形式[１].按其折叠方向分类,折叠舵可以分为纵向折叠式和横向折叠式.前者多

采用弹体开槽,弹簧驱动向弹体内折叠的形式,常见于小型筒弹结构.后者是在舵面根部或中部沿弹体

轴向设置一分离面安装转轴,使外舵可绕轴折叠和展开,一般采用扭杆、扭簧作为驱动形式,多用于中

小型战术导弹[２].横向折叠式舵面以其不占用弹内空间、展开与锁紧机构紧凑等优点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

用.但由于扭簧驱动结构形式下折叠状态需要导轨或固弹机构约束,不能满足机载大弹量内埋需求.燃

气作动器作为一种动力驱动装置,具有输入能量小、作用速度快、可靠性高等优点,在机构展开和载荷

释放的工程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３],因此火工品燃气作动式横向折叠舵成为一种新的设计趋势.
折叠舵作为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其工作特性直接影响导弹飞行控制的品质[４].单继祥[５]通过数值模拟

仿真和动力学仿真研究了不同折叠方式对折叠翼气动及展开特性的影响.崔二巍[６]等对某纵向燃气作动式

折叠翼的展开过程进行动力学建模,仿真其在不同作动力曲线下的展开过程.甄文强[２]建立了扭杆式横向

折叠翼展开过程的数学模型和动力学模型,并结合地面展开试验的高速摄影,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刘

断尘[７]对弹簧纵向折叠翼进行刚柔耦合动力学仿真,得到了展开时间、冲击载荷、应力等数据.韩雪峰[８]

对斜轴旋转折叠翼机构进行动力学仿真分析,结合正交试验方法对折叠翼结构进行优化设计,获得了较

好的折叠结构方案.
目前国内对燃气作动式横向折叠舵的研究较少,其展开冲击载荷作用下,舵机结构材料受力状态发

生一定变化加大磨损,导致系统结构间隙产生抖动[９],燃气冲击响应下舵系统难以保持零位,甚至容易激

励出弹体的弹性振动[１０],本文对其展开过程进行动力学建模并基于点火展开试验数据进行动力学仿真

研究.

１　折叠舵展开过程的模型建立

１１　燃气作动式折叠舵工作原理

某燃气作动式折叠舵工作原理如图１所示.外舵与内舵可绕转轴横向折叠至一定角度,燃气发生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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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燃气作动式折叠舵示意图

内舵铰接安装,通过活塞及连杆与外舵驱动轴连接,驱动轴与内外舵转轴偏心.火工品点火后,燃气活

塞通过连杆拉动驱动轴产生扭矩使外舵展开.外舵展开到位后,弹簧销自动弹出将内外舵锁定[１１].

１２　折叠舵展开运动学几何关系

将折叠舵展开过程模型简化,建立其运动学几何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折叠舵展开运动学几何关系

Ri 为驱动轴到内外舵转轴距离;H 为内外舵转轴到作动器驱动点距离;S＝S(t)为t时刻驱动轴到火

工品驱动点距离,根据余弦定理换算

S＝ R２
i ＋H２－２RiHcosα (１)

α＝α(t)为t时刻外舵与内舵的夹角;β＝β(t)为t时刻内舵与作动器夹角;根据正弦定理换算 S
sinα＝

Ri

sinβ
.

１３　折叠舵展开过程动力学模型

(１)外舵

忽略外舵重力势能,即V１＝０,其动能T１＝
１
２J１α

２,广义力Q１＝NRi－M１,其中J１ 为外舵绕转轴

的转动惯量,N 为外舵与驱动杆轴承上的支反力,M１ 为外舵上的阻力矩,代入拉格朗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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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J１α̈＝NRi－M１ (３)
(２)驱动机构

忽略驱动机构重力势能,即V２＝０,其动能T２＝
１
２m２S

２＋
１
２J２β

２,广义力为

Q２t＝F－Nsin(α＋β)－N２

Q２r ＝－NScos(α＋β)－M２
{ (４)

其中,J２ 为驱动连杆和燃气活塞的转动惯量,m２ 为其质量;F 为燃气活塞缸输出驱动力;N２ 为燃气活塞缸

摩擦阻力;M２ 为驱动机构活塞缸上的阻力矩;代入拉格朗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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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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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m２S̈＝F－Nsin(α＋β)－N２ (６)

J２β

＋J２β̈＝－NScos(α＋β)－M２ (７)

最终的方程组包括３个动力学方程,未知数包含F 、N 、M１、M２、N２,５个未知数,需要根据试验

现场情况合理的略去小量.

２　折叠舵展开过程的试验研究

燃气作动式折叠舵展开试验如图３所示,折叠舵面安装在舱体上,通过工装夹具固定,内外舵折叠角

度３π/４.常规测角度的传感器带宽不够,很难测试１０ms内的快变信号,通过高速摄影照片测量不同时

刻的外舵展开的角度α(t),则t时刻外舵与内舵间的夹角α(t)为

α(t)＝
３
４π－α(t) (８)

并进一步对其二阶差分可得到外舵的角加速度α̈

α(t)＝α̈(t－Δt)Δt２＋２α(t－Δt)－α(t－２Δt)

t＝２Δt,３Δt,

α(０)＝０

α(Δt)＝
１
２α̈

(Δt)Δt２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９)

同时,试验中可测试量为外舵展开的弧线切向过载加速度acc ,采用安装在外舵上的过载加速度传感

器现场测试,则外舵展开角加速度α̈＝acc/Re ,其中Re 为过载加速度传感器实际安装位置到转内外舵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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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采样数据是等间距的离散时间序列

α̈(t)＝acc(t)/Re (１０)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测得的外舵展开角加速度用于与高速摄影采样处理数据进行对比与验证.

高速摄影照片测量不同时刻的外舵展开角度原始曲线见图４.舵面展开时间约为７８ms.过载加速度

传感器获得外舵展开角加速度数据虽有一些数值振动,但是可进一步平滑处理,如图５所示.在到位超调

之前其最大角加速度４×１０５rad/s２.

图３　燃气作动式横向折叠舵展开试验

　　　
图４　外舵展开角度原始曲线

３　ADAMS动力学仿真分析

在Pro/E软件中建立折叠舵模型,将其导入 ADAMS多体动力学软件中,根据折叠舵展开原理构建

运动副约束并设置载荷条件,建立折叠舵动力学仿真模型.
基于试验中辨识的舵展开角度 时间曲线 (见图４),以此为外舵展开角度的运动仿真输入,可以进行

逆向动力学仿真.由运动结果可以反推外舵的驱动力矩,图６为展开过程中燃气产生的驱动力矩.仿真结

果显示,展开到位超调前外舵最大阻力矩 M１ 约４０Nm ,外舵与驱动杆轴承上的支反力 N 最大达

１０００N 以上,仿真曲线如图７~图８所示.

图５　外舵展开角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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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展开过程中的驱动力矩

图７　外舵的阻力矩

图８　外舵驱动杆轴承上的支反力

９７０１



仿真结果显示展开到位后冲击还将对舵轴产生扭矩和弯矩,曲线如图９、图１０所示.其中扭矩中平

直段是结构间隙引起的.冲击产生的绕舵轴根部弯矩峰值达到６４２Nm.巨大的弯矩使结构产生弹性变

形,舵面绕舵轴产生振荡,由于外舵质心到舵轴距离较小,所以冲击振荡很快收敛,舵系统伺服刚度也

起到了抵抗冲击的作用 (见图１１).

图９　冲击产生舵轴扭矩曲线

图１０　冲击产生舵轴弯矩曲线

图１１　舵面绕舵轴振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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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详细分析了燃气作动式折叠舵展开的工作原理,建立了其展开过程的运动学几何关系和动力学

模型.通过点火展开试验获得了舵面展开到位时间约７８ ms,最后基于展开试验数据进行了逆向

ADAMS动力学仿真分析,结果表明舵面展开阻力矩约４０Nm,冲击产生的最大扭矩约６０Nm,最

大弯矩冲击达到６４２Nm,舵系统可以快速抑制冲击振荡,为燃气作动式折叠翼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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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驱动的装备自主保障决策方法研究

崔博文　陶小创　原艳斌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摘　要　为了有效减少武器装备维修保障中的维修成本,降低装备故障风险,提高任务成功率,本

文研究了基于健康状态的武器装备自主保障决策方法.首先,本文深入调研武器装备构成,明确关键件

及其健康状态评估模型、一般件及其故障密度分布模型,建立一种短间歇阶段任务模型,明确各任务所

需装备数量、任务起止时间等.其次,在满足保障任务及维修资源需求的前提下,以保障资源自身的维

修保障成本为目标,以保障过程中各个时间所需保障资源数量为约束,以保障资源自身的故障状态为输

入,建立武器装备自主保障决策模型,给出一种最小化保障资源数量的预测方法.最后,基于上述建模

及工作方法,以武器装备为案例,通过调研获取相关数据给出算例,进行最优化及可行性分析.
关键词　健康状态;自主保障;保障决策;保障资源

０　引　言

现代装备复杂性日益提高,导致装备的使用与维修保障的费用也极其巨大[１].保障成本高的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现行装备保障模式仍以传统的使用保障、定期预防性维修和事后修复性维修为主,是一种被动

的反应式保障[２].而且,装备保障系统及保障方案确定时主要针对特定型号的装备,并未考虑作战部队已

有的装备类型及已配备的保障系统现况[３].传统的保障资源需求主要是根据静态的装备使用频率、组件故

障率、预防性维修工作时机及修复性维修频率等特征数据进行预估,没有对单个装备健康状态的准确判

断,很难实时、准确地保证维修保障要求[４６].同时,各级维修保障资源也缺乏协调机制,导致保障能力

过大或不足的情况在维修保障系统中常常发生[７].这就导致装备维修保障具有成本高、效率低的典型特

点.装备自主保障结合故障预测健康管理技术和分布式决策技术,通过实时监测装备健康状态以计算维

修保障的相关需求并动态配置保障资源,从而缩减保障的规模,降低成本,提高装备的可靠性,提高任

务成功率[８１０].

１　武器装备系统结构及其任务剖面

１１　武器装备系统结构

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是武器装备,假设考虑m 个装备,每个装备包含n 种LRU,进一步,将LRU 分

为退化件和一般件,其中退化件b种 (LRUij１,i＝１,,m;j１＝１,２,,b),则一般件n－b种

(LRUij２,i＝１,,m;j２＝b＋１,b＋２,,n).LRU关键件和一般件的内涵如下:

１)退化件.定义它有显著的退化特征,符合性能退化模型,我们将该类 LRU 统称为退化件.在当

前装备研制过程中,可靠性建模计算时,通常假设LRU寿命服从经典失效分布模型,如指数分布、正态

分布等,这对于该类LRU的可靠性特征表述并不精确,鉴于此,本文将采用退化模型表达该类 LRU 的

可靠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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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般件.是指该LRU发生故障是偶然的,不具有退化特征,我们将该类LRU 统称为一般件.由

于本文研究对象是健康状态驱动的武器装备自主保障决策,故本文不对一般件展开研究.
为了便于描述,在此把本文建模过程中需要使用的符号进行统一的说明.

m :航空装备的数量

n :与装备相关的重要子系统数量

q:维修站的数量

t１(x):第x 次任务开始时间

t２(x):第x 次任务结束时间

l(x):第x 次任务需要派遣的装备数量

Ai(x): 被派遣装备的编号代号

Z: 任务的数量

LRUij:第i个设备的第j个子系统

CT :总维修成本

Tij:LRUij 的平均修复时间,相同的子系统有相同的Tij

Tc :从连续任务开始到结束在维修站中维修的总时间

Ti(x):修复设备i的时间

Nm :整个任务期间装备的维修次数

TBi(x):装备的维修开始时间

TEi(x):装备的维修结束时间

fij(t):表示在执行任务前未被维修的装备i的LRUij 剩余使用寿命的概率密度函数

f′ij(t):表示表示装备i的LRUij 在执行任务前已被维修的剩余使用寿命的概率密度函数

R０(x):第x 次任务武器装备的可靠度

Ff(x):第x 次任务故障概率

Rc :装备的可靠度阈值

Fc :装备失效概率的阈值

１２　任务剖面

目前研究的任务概况可分为三种类型:有长时间维修的单一任务,重点是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在维

修行动或相关费用的限制下所采取的保障策略可靠性;多级连续任务,具有最小化保障成本 (例如保障

操作、时间和经济成本)并满足任务可靠性约束的保障策略;装备在生命周期内执行任务,要最小化装

备生命周期内的成本.
本文考虑的是短间歇阶段任务,在这种任务下的维修决策方法是传统维修决策方法的扩展,但由于

考虑了时间因素的影响,这种维修决策方法很难实现.近年来,基于状态的维修逐渐取代了基于时间的

预防性维修和纠正性维修计划.为装备维修规划提供了几种新的方法,如启发式混合博弈方法和基于遗

传算法的方法,可以运用此类方法对此种任务剖面进行研究.基于状态的维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根据各

子系统的健康状况来执行维修工作,减少维修时间可以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资源的使用,这些费用和资

源在短期中断的分阶段任务系统下是有限的.因此,可以对维修时间进行了优化.短间歇阶段任务剖面

如图１所示.

２　武器装备保障决策方法

２１　决策模型构建

如果两次任务之间的时间太短,无法在一次分阶段任务中修复有故障的子系统,那么任务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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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短间歇阶段任务剖面

就可能不能得到满足.此外,不正确的保障计划可能导致保障时间或频率的增加.在保证保障资源充足

的情况下,维修频率越高,维修资源的调配率越高,维修成本明显增加,装备可用时间减少.因此,我

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维修次数Nm,并降低总维修成本CT.在执行任务中要保证可靠度,装备的可靠

度R０ 要大于阈值Rc.设有q个维修站,在各个维修厂修理的时间Tc 要小于任务的总体时间.在下一次

任务需要派遣的装备,维修的截止时间TEi 要小于任务的开始时间.决策模型表示方式为

min
Nm

CT min(Nm){
subjectto:R０ ＞Rc

Tc ≤t２(z)－t０

TEi(x)≤t１(x)

(１)

考虑一个基本决策变量uij(x),它的定义为

μij(x)＝
１　 对于第x 次任务,如果装备i中的组件LRUij 需要维修

０　 其他{
再考虑一个中间变量mik(x),它的定义为

mik(x)＝
１　 对于第x 次任务,如果装备i在维修站k维修

０　 其他{
优化任务期间所有设备的维修次数Nm 是主要优化目标,公式表示为

Nm ＝∑
z

x＝１
∑
q

k＝１
∑
m

i＝１
uij(x) (２)

降低武器装备的预期维修成本是第二个优化目标,维修成本公式如下

CT ＝∑
z

x＝１
∑
m

i＝１
∑
n

j＝１

[uij(x)Cij] (３)

维修时间约束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下一次任务需要派遣的装备,维修的截止时间要小于任务的开

始时间.单一装备的维修时间为

Ti(x)＝∑
n

j＝１

[uij(x)Tij] (４)

其中,Tij 为LRUij 的维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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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时间的另一个限制是单一维修站k的总保障时间Tc ,因为有q 个维修站,所以它的约束可以得

到q个.它可以表示为

Tc ＝∑
z

x＝１
∑
m

i
mik(x)∑

n

j＝１

[uij(x)Tij] (５)

２２　启发式序贯博弈算法流程

启发式算法,是在优化问题的例子中,在有成本 (时间、空间、费用)等限制条件下通过经验得出

的一种算法,最终得到的是一个近似的最优解,这个解的偏离度无法精准地估计.伴随着科技的发展,
启发式算法计算量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种算法也逐渐得到了发展.启发式算法具体特点如下:１)初

始解是随机的;２)要有一个目标函数,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３)要有邻域,为了生成新的解;４)要有

接受解的方法;５)要有终止的方法.

２２１　启发式算法规则
本文采用的启发式算法流程如图２所示.用 N１(X)、N２(x)、N３(x)代表 ＃１(x)、＃２(x)、＃３(x)的

数量.N１(X)＋N２(x)的数量不能少于派遣数量l(x).分阶段任务下的武器装备选择性维修问题的目标

是减少维修时间和降低保障成本.因此,＃１(x)中的设备可直接用于第x 次任务,以缩短维修时间.如果

N１(X)＋N２(x)＞l(x),＃２(x)中剩余的没被选中的被分到 ＃３(x)中.

２２２　＃２ (x)的序贯博弈算法
在分阶段任务下的武器装备保障决策中由于要考虑减少装备在整个分阶段任务中的维修次数,还要

减少维修的成本.所以提出了一种序贯博弈方法来获得 ＃２(x)的最优解.为了提高优化速度,选择了合

适的初始解,装备的关键子系统中最差的一个被选择去修理.在每一轮博弈中,每一件装备都有不同的

博弈顺序,以确保所有装备都能参与到博弈中.在第一轮中,装备将根据其可靠性从低到高进行排序,
可靠性最低的装备将首先进入博弈.在其他回合中,产生最低回报的装备将首先被选择进行博弈.每场

博弈结束后,选择可靠性高的l(x)－N１(x)装备进行派遣.当满足收敛条件时,调度其中的l(x)－
N１(x)装备及其相关策略是最优解.此外,＃２ (x )中剩余装备的临时策略将从博弈中清除,这些装备

将转 移 到 ＃３ (x )中.在 第 r轮 博 弈 中,第 x 次 任 务 派 遣 的 装 备i的 保 障 策 略 表 示 为 Si
x
r ＝

ui１(x)r,ui２(x)r,,uin(x)r[ ] T ,在序贯博弈中,我们假设在生成策略Si|r
x 时,只能改变其中

的一个元素.那么第r＋１轮备选策略的数量会从２n 减少到N＋１.例如如果Si|r
x 为 [０,０,０,１]T,Si

|r＋１
x 可以选择 [０,０,０,１]T, [１,０,０,１]T, [０,１,０,１]T, [０,０,１,１]T, [０,０,０,０]T.

L２
i(x )|r 表示与Si|r＋１

x 相关的收益值.可分为两部分:装备i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分别用LSi
２(x)

|r 和LOi
２(x )|r 表示.

２２３　＃３ (x)的序贯博弈算法
随着分阶段任务的执行,装备的可靠性将不断降低,并将导致更多装备进入＃３ (x ).＃３ (x )中

的装备数量可能大于m－l(x),如果没有装备被修复.在这种情况下,可用的装备将不够,无法确定可

行的解决方案.因此,＃３ (x )游戏的基本约束是确保在＃３ (x )中修复装备后,N３(x＋１)不大于m
－l(x＋１).同样,＃３ (x )的优化目标是降低保障的成本和保障的次数.

当＃２ (x )中的装备正在修复时,如果仍然有一些空闲的维修站,则可以执行＃３ (x )的序贯博

弈算法来选择要修复的装备.为了提高优化速度,需要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初始解,即一个装备的关键子

系统中最差的子系统进行修复.同样,我们假设在生成策略时,装备i的保障策略中只有一个元素可以更

改.从＃３ (x )中选择的设备的保障回报如下

L３
i(x)r＝LS３

i(x)r＋LO３
i(x)r (６)

其中,LSi
３(x )|r 表示装备i的直接效益,与可靠性、保障成本和时间的变化有关.LOi

３(x )|r 表示装备

i的间接效益,由其他设备的保障策略决定.

２２４　基于状态回溯的策略调整
由于决策变量较多,该算法可能无法得到最优解,导致产生不可行解.为此,提出了一种基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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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算法流程图

回溯的策略调整方法,以提高解的质量,并将该方法应用到可行和不可行的解中.
(１)不可行解的状态回溯

当第x 次任务的策略不满足维修时间限制时,状态将返回到第x－１次任务进行计划调整.可行解的

确定如下.
(a)检查设备状态.

需要确定第x－１次任务的调度装备中是否存在未被维修的子系统.如果存在一个或多个Tij ≤

max[uij(x－１)Tij]的LRUij ,则装备i可标记为Ti(x－１),LRUij 将被分类为STi(x－１).此外,

STi(x－１)中的所有子系统将按边际效益ΔRij/ΔCij 排序(ΔRij 和ΔCij 分别表示通过修复LRUij,装备i
的可靠性和成本的增加).拥有最高的ΔRij/ΔCij 的子系统在每轮博弈中被选择维修.从而提高了第x 次

任务装备的可靠性,在不大幅增加维修费用的前提下,缩短了维修时间.在确定第x 次任务的可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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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之前进行调整.如果STi(x－１)为空集,可行的解决方案也无法确定,那么程序将转到规则１０.
(b)在x 次任务开始前检查未被维修的装备和空闲的维修站.

首先在＃１ (x )中的装备根据其相关保障时间进行分类.如果在t１(x)前完全修复可分类到 SE
(x－１)中.如果SE (x －１)为空集回到x －１次任务的状态回溯失效,继续回到第x －２次任务.如

果不为空集,则应选择修理一台装备,直到确定第x 次任务的可行解决方案.如果SE (x －１)中所有

装备都被修复还是没有可行的解,那么回到状态回溯到第x －２次任务.
(２)可行解的状态回溯

可行解的状态回溯法是通过去除多余的维修过程来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可以基于规则１１:
检查并删除多余的保障过程.

(a)检查并删除多余的保障过程.

对第z次任务中调度的装备根据ΔRi 进行排序筛选.在每轮结束时,移除具有最小ΔRi 的LRUij 的

保障.如果Rf(x)≥Rm(x),超出的保障过程可以被移除.如果Rf(x)＜Rm(x),保障就并不多余,

并保留上一轮的最优结果.然后让z＝z－１,继续筛选,直到z＝１.

３　健康状态驱动的装备自主保障预测

通常来讲,一个产品有多个参数来描述它的关键性能,并且随着产品的使用运行、时间的流逝,参

数也会逐渐降低.到达特定的阈值就会失效,丧失功能.我们将产品在t时刻的K 个性能参数的退化量定

义为X(t)＝[X１(t),,Xk(t)],对应的失效阈值Df(Df１,,Dfk).可靠度可写为

R(t)＝P{X(s)＜Df,０≤s≤t} (７)

本文研究各性能参数退化过程之间具有相关性的情形,其可靠度为

R(t)＝∫∫
Ω

ft(x１,,xK )dx１dxK (８)

其中,Ω 是产品可靠时各性能参数运行的范围.

３１　保障资源需求预测模型

以维修期内的维修成本最小化为目标,以任务可靠度为约束,进行需求预测,其优化模型如下

min
NmB

CTB min(NmB){
subjectto:a ≥s(x)

Ff(x)≤Fm(x)

Tk ≤T２(c)－T０

TEiB(x)≤T１(x)

(９)

其中,保障设备的数量a 要大于每次执行维修任务的保障设备数量s(x).Ff(x)表示执勤装备的任务失

败概率,可通过执勤装备群的任务可靠度计算得到,其计算公式如下

Ff(x)＝１－Rf(x) (１０)

Rm(x)表示执勤装备群任务可靠度要求;Fm(x)表示执勤装备群任务失败概率约束,可通过执勤装备群

任务可靠度要求Rm(x)计算得到,其计算公式如下

Fm(x)＝１－Rm(x) (１１)

Ff(x)＜Fm(x)表示执勤装备群的任务失败概率应低于装备群任务失败概率约束,即执勤装备群的任务

可靠度应高于装备群任务可靠度要求值.

TEiB(x)表示若第x 次维修任务开始前装备i需进行维修,装备i的维修结束时间.记Tij 为LRUij

的平均修复时间,则TEiB(x)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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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B(x)＝TBiB(x)＋ max
j∈ １,２,,n{ }

uij(x)Tij[ ] (１２)

TEiB(x)≤T１(x)表示装备i的维修结束时间不应晚于第x 次维修任务的开始时间.

Tk 表示任务剖面内,所有装备故障后维修所需的维修时间总和.

TkB ＝∑
c

x＝１
∑
a

i
mik(x)∑

b

j＝１

[uij(x)TijB] (１３)

TkB ≤T２(z)－T０ 表示所有装备故障后维修所需的维修时间总和不应大于任务剖面时长.

３２　维修成本模型

装备维修过程中涉及的维修成本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维修次数,维修次数越多,成本越高;二

是维修费用,即每次更换维修子系统所需消耗的备件及人力成本.每执行一次维修任务,其维修策略都

将影响全寿命周期内的维修成本,因此,本项目将以保障期内的维修成本作为优化目标.

３２１　维修次数
假设为执行同一次保障任务,在同一保障站点对同一装备的不同子系统进行维修,计１次维修,因此

可得任务剖面内,装备的总维修次数

NBm ＝∑
c

x＝１
∑
q

k＝１
∑
a

i＝１
uij(x) (１４)

其中,

mik(x)＝
１对于第x 次任务,如果装备i在维修站k维修

０其他{
uij(x)＝

１表示Susij 修复后装备i可执行第x 波任务

０其他{
３２２　维修费用

装备i的维修费用是其所有需维修的子系统维修费用之和,即

Ci(x)＝∑
a

j＝１

[uij(x)Cij] (１５)

其中,Cij 表示Susij 的一次维修费用.
在此基础上,将所有装备在任务剖面内的费用相加得到维修费用之和,即

CTB ＝∑
c

x＝１
∑
a

i＝１
∑
b

j＝１

[uij(x)Cij] (１６)

４　案例分析

４１　数据输入

本文研究１２个装备 (A１ 至A１２ )组成的装备群.设有三次作战任务,三个维修站,每次需要八个装

备执行任务.每次任务可靠度阈值Rc 为０９９９９９９５.任务间隔时间与t１(x)、t２(x)见表１.

表１　三次任务开始结束时间及间隔时间

任务 间隔时间(h) t１(x) t２(x)

第一次(x ＝１) ２ ２ ４

第二次(x ＝２) ２ ６ ８

第三次(x ＝３) ２ １０ １２５

每个装备有６个子系统,表示为L１ 至L６,L１、L２、L３ 为退化组件,L４、L５、L６ 为一般组件.
装备关键组件的累积故障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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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２－R１(t)－R２(t)－C[１－R１(t),１－R２(t)]

假设除L３ 的所有子系统都可以通过更换得到完美的修复,子系统的维修成本与维修时间见表２.

表２　子系统的维修成本与维修时间

子系统 L１ L２ L４ L５ L６

维修成本/＄ ２８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８００

维修时间/min ２５ ４５ ６０ ７０ １２５

案例研究中其他变量的信息见表３.

表３　他变量的信息

变量 定义 值

m 装备数量 １２

q 维修站数量 ３

z 任务次数 ３

l(x ) 每次任务需要的装备数量 ８

Rm(x) 各次任务的装备群的可靠度阈值 ０９９９９９９５

装备随着工作的进行,可靠度逐渐下降,需适时更换装备并对其进行维修.每个维修站首先考虑配

置６个装备,分别为S１、S２、S３、S４、S５、S６ .每个装备拥有四个 LRU,分别为 N１、N２、N３、N４

寿命服从正态分布.三个维修站,六个装备每个LRU的参数 (μ,σ２ )如表４、５、６所示.

表４　维修站１内装备LRU参数

NO N１ N２ N３ N４

S１ (１０４９,１６) (１０５９,１４９) (９６４,１５７) (９,１５１)

S２ (１０,１４８) (１０,１４４) (１０,１６４) (９６１,１５７)

S３ (１０３５,１４５) (１０３８,１,４３) (１０２８,１２８) (１０４４,１３２)

S４ (９,５８,１３２) (９８９,１２４) (１０１１,１２８) (１００１,１３９)

S５ (９９８,１３６) (１００２,１２８) (１０３８,１２９) (９９７,１３２)

S６ (１０３９,１３８ (１０１９,１２９) (１０２９,１２０) (１０２８,１３５)

表５　维修站２内装备LRU参数

NO N１ N２ N３ N４

S１ (１０４９,１２９) (９６９,１０２) (９８９,１２２) (１０３９,１２９)

S２ (１０２９,１２４) (１０２３,１０３) (１４７,１２８) (１０２８,１３６)

S３ (１００１,１２０) (１０２３,１３８) (１０１１,１３８) (１０２４,１２６)

S４ (１０２９,１４７) (１０１２,１２１) (１０３４,１４９) (１０２２,１４９)

S５ (１０５０,１３０) (１０３０,１４８) (１０２３,１３２) (９７８,１３２)

S６ (９９８,１２１) (９８８,１１１) (１００９,１２１) (１０２１,１３２)

表６　维修站３内装备LRU参数

NO N１ N２ N３ N４

S１ (１０２１,１４３) (１００２,１３３) (１０２３,１０２) (９５５,１０２)

S２ (９８８,１０２) (１０３０,１４８) (１０１９,１０２) (１０１５,１３９)

S３ (１０４９,１６) (１０２９,１２２) (１００９,１２１) (９６６,１２７)

S４ (１０２９,１２９) (１０３８,１,４３) (１０２０,１１１) (１０２９,１２２)

S５ (１０２８,１２２) (９８９,１２４) (９９９,１３３) (９９７,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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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NO N１ N２ N３ N４

S６ (１０５０,１３０) (９９８,１２９) (９７８,１３２) (１０２３,１４５)

装备各类LRU维修成本如表７所示.

表７　装备各类LRU维修成本

N１ N２ N３ N４

成本/＄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００

时间/min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４２　结果与分析

如图３所示,在整个分阶段任务期间,装备的维修次数Nm 等于１３.所有维修工作均在３个维修站进

行,三个维修站的使用率较高,分别为６２％、９０％和７６％.

图３　装备在每次间歇与每次任务的状态

维修站一所需的装备为S１、S３、S４、S５、S６ .
维修站二所需的装备为S１、S２、S３、S４、S５、S６ .
维修站三所需的装备为S１、S２、S３、S５.
三次任务,每个维修站所需装备数量见表８.

表８　各维修站所需装备数量

维修站一 维修站二 维修站三

装备数量 ４ ５ ３

如果不采用此种优化算法,即到达可靠度阈值就更换装备,则需要的装备数量见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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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装备不维修各维修站所需装备数量

维修站一 维修站二 维修站三

装备数量 ７ ８ ６

通过对１２个装备群的实例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帮助管理者在任务

可靠性约束下,确定维修活动的最佳组合,使维修频率和相关费用最小化.

５　总结与展望

５１　总结

为了有效减少武器装备维修保障中的保障成本,降低装备失效风险,提高任务成功性.本文以武器

装备的自主保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健康状态驱动的武器装备自主保障决策方法.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对武器装备及其任务过程建模、找到一种健康状态驱动的武器装备自主保障决策方法和考虑故障的装备

需求预测方法,然后给出一个武器装备的应用实例.创新点如下:

１)考虑了一种短间歇多阶段任务;

２)提出了一种可状态回溯的启发式序贯博弈算法;

３)研究了考虑故障的装备需求预测方法.

５２　展望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会考虑建立一种基于多源异构动态信息的装备保障自主决策系统架构.具体研究

思路为:首先,梳理新形势下信息化战争对保障系统的信息要求,明确涉及的具体信息内容及其特征,

确定自主保障响应机制及处理方法;然后,利用云技术,设计一个联合分布式信息子系统架构,将分散

于各个节点的异构动态信息 “集中”起来,实现所有信息节点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以提高信息

获取、处理、分发和使用的自动化;最后,以联合分布式信息子系统架构为基础,融合健康数据驱动的

保障工作规划方法、保障资源动态配置方法、多目标自主保障效能评估方法,形成装备保障自主决策系

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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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ordertoeffectivelyreducethemaintenancecost,reducetheriskofequipmentfailure,

andimprovethesuccessofthe mission,A healthdrivendecision making methodofweaponsand
equipmentisestablishedtosolvetheaboveproblemFirstofall,thisarticleinvestigatesthecomposition
ofweaponsandequipmentindepth,clarifieskeypartsandtheirhealthassessmentmodels,generalparts
andtheirfailuredensitydistributionmodels,establishesashort term missionmodel,andclarifiesthe
numberofequipmentrequiredforeachmissionandthestartandendtimeofthemissionSecondly,onthe

premiseofmeetingthesupporttasksandmaintenanceresourcerequirements,themaintenancesupport
costofthesupportresourcesitselfisthegoal,thenumberofsupportresourcesrequiredateachtimein
thesupportprocessistheconstraint,andthefailurestatusofthesupportresourcesitselfisusedasinput
toestablishthedecision makingmodelofautonomoussupportforweaponsandequipmenttoprovidea

predictionmethodthatminimizesthenumberofsupportresourcesFinally,basedontheabovemodeling
andworkingmethods,usingweaponryasacase,therelevantdataobtainedthroughinvestigationand
researcharegiventogiveacalculationexampleforoptimizationandfeasibilityanalysis

Keywords　Healthstatus;Independentguarantee;Guaranteedecision making;Guarante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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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退化模式动态转移的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方法

陶小创　崔博文　原艳斌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摘　要　预测维修策略即PAP (PredictandPrevent)正逐渐应用到导弹武器装备,装备的退化状态

需要被定期或连续地监控和预测.当前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在退化状态预测过程中如何准确考虑退化

模式的影响以提高预测效果.为此,本文深入研究机电设备性能退化趋势,分析其退化规律,划分退化

模式;并通过优选预测模型,进行退化模式、预测模型关联分析,建立 “模式 模型”对照表;最终构建

基于退化模式动态转移的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技术框架,从而实现了健康状态的自适应预测,结合设定

的失效阈值,可进一步估计剩余寿命.最后,通过实验案例,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剩余寿命;退化模式

０　引　言

由事后维修FAF (FailandFix)向预测维修PAP (PredictandPrevent)的维修策略转变,势必显著

地提高设备可用度、降低维护成本及故障停机成本[１,２],从而极大促进了对装备健康状态评估和预测技术

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近些年,针对机电设备剩余寿命、健康状态的预测问题,相关文献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数学模型,并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３].但是,当前研究通常假定退化模式在整个预测周期内是保持不变的,从而采用

单一预测模型进行状态预测.考虑到机电设备健康状态退化过程中退化模式的动态转移,选用单一预测

模型进行预测未必有效这一情况,本文提出了基于退化模式动态转移的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方法.

１　考虑退化模式动态转移的自适应预测过程

相关研究表明,大部分机电设备故障都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整个退化过程可以看作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正常运行状态,第二阶段即潜在失效状态[４,５],并且,如图１所示在第二阶段,退化状态的变

化呈现不同退化模式.

图１　设备健康状态退化趋势

３９０１



鉴于在第二阶段退化状态可能呈现不同的退化模式,同时,考虑到单一预测模型由于自身条件限制

很难适应退化模式的转移,在进行长期预测时,需要以退化模式的转移为视角,自适应选择预测模型进

行健康状态预测.如果能够结合工程经验预先设定失效阈值,可进一步估计剩余寿命.整个过程涉及退

化模式划分、预测模型选择及其与退化模式的关联分析、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和剩余寿命估计等工作.

２　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及剩余寿命估计

２１　基于退化规律分析的退化模式划分

健康状态评估是自适应预测及剩余寿命估计的基础,根据健康状态评估结果仅能从表面呈现设备的

退化趋势[６,７],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健康状态的退化规律,需要进入到健康状态的退化率层次进行更为本质

的分析.
尽管健康度曲线可能呈现出非线性波动退化或者线性剧烈退化的规律,但是这些判定可能会涉及更

大的主观经验成分.因此,需要对健康状态的瞬时退化率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基于健康状态的退化趋

势和瞬时退化率两种判据的退化模式综合划分方法,如图２所示.

图２　退化规律分析及退化模式划分过程

２２　退化模式、预测模型关联分析

本文所提的健康状态预测自适应优选方法中,所选用的预测模型有:

１)自回归移动平均 (ARMA)模型[８,９],适用于线性系统预测;

２)Elman递归神经网络 (ERNN)模型[１０],适用于非线性系统预测.

在预测模型选定基础上,进行退化模式与预测模型关联分析,输出结果是 “模式 模型”对照表,也

就是每个待选预测模型在任一退化模式中被选用的概率匹配,因此 “模式 模型”对照表也相当于一个匹

配矩阵.

在优选过程中,对任一退化模式,每个待选预测模型执行预测,可根据它们的预测精度赋予一个奖

励值.本文直接以它们的绝对误差作为奖励值,从而在每个退化模式中,奖励值最小即绝对误差最低的

预测模型即为该退化模式的最优预测模型.优选过程及输出结果如图３所示.

２３　基于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的剩余寿命估计

根据健康状态评估结果,结合一个预警阈值,可以检测出健康状态何时进入第二阶段.由于评估结

果是离散值,为便于后续的预测分析和计算瞬时退化率,可采用多元高斯函数对评估结果进行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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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多预测模型自适应优选方法

基于退化状态的变化趋势与瞬时退化率,退化状态划分为几个退化模式,标记为S１,,Sn .在每

一退化模式,预测模型包括ERNN,ARMA (２,１)和ARMA (３,２)分别标记为M１,M２ 和M３ 被选来

执行预测并计算它们的预测性能,其中预测性能以绝对误差表示.在长期预测中,随着退化模式的动态

转移,根据退化状态水平及瞬时退化率水平综合判别当前退化模式,并依据 “模式 模型”对照表选择最

为适合的预测模型,继续进行预测.结合设定的失效阈值,可进一步估计剩余寿命,整个过程如图４
所示.

图４　自适应健康状态预测及剩余寿命估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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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案例应用

３１　实验设置

试验台设计为四个轴承安装在一根轴上,转速稳定在２０００rpm,并通过一个弹簧装置对轴和轴承施

加６０００磅的径向载荷[１１].所有轴承被强制润滑,通过一个加速度振动传感器采集振动信号,采样频率

设定为２０kHz.

３２　健康状态评估及退化模式划分

本案例中,选用轴承１的状态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经过基于小波包分解的能量特征提取及基于SOM
网络的健康状态评估,得出该轴承的健康状态评估结果,可用 CV (ConfidenceValue)值表征,其中,

CV取值０到１ (分别代表不可接受或者失效状态,和正常状态),CV接近１表征当前设备处于健康状态,
接近０表征设备已处于失效状态.应用８元高斯函数对评估的离散CV值进行拟合

f(x)＝∑
８

i＝１
aie－(x－bi)２/ci２

健康状态评估及其拟合结果如图５所示,根据拟合的结果,通过微分计算可得出健康状态的瞬时退化

率,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５　轴承健康状态评估及其拟合结果

由图５和６可以看出,轴承在５６１时刻之前都处于正常状态,但是在时刻５６１和６５２之间,健康状态

缓慢退化,在时刻６５２健康度达到０８,并且对应的瞬时退化率呈现非线性波动趋势.然而,在６５２时刻

之后,健康状态出现剧烈退化,瞬时退化率也直线上升,并在７０８时刻达到设定阈值０６.从而,在时刻

５６１和时刻６５２之间的退化状态可标记为退化模式S１ ,时刻６５２和时刻７０８之间的标记为退化模式S２ .
基于以上分析,可设定０８和０６分别为报警阈值和失效阈值,根据所设定两个阈值,并结合瞬时退

化率的变化情况,可实现轴承健康状态退化模式的划分并能在预测过程中自动捕捉到退化模式的动态转

移,从而为预测模型的选择提供触发行为.

３３　关联分析及预测模型优选

在退化模式S１ 和S２ 中,ERNN,ARMA (２,１)和 ARMA (３,２)三个预测模型分别进行预测分

析.在退化模式S１ 中,时刻５２８至时刻５９７之间的CV值用来预测模型的训练,时刻５９８至时刻６５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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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轴承瞬时退化率曲线

间的CV值用来测试,并计算各预测模型的平均绝对误差.在退化模式S２ 中,时刻６３２至时刻６７６之间

的CV值用来预测模型的训练,时刻６７７至时刻７０８之间的CV值用来测试,并计算各预测模型的平均绝

对误差.根据不同退化模式中各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即平均绝对误差 MAE,构建 “模式 模型”对照表

(见表１).在退化模式S１ 和S２ 中,ERNN和 ARMA (３,２)分别具有最小的 MAE,也就是说它们分别

是最适合的预测模型.如图７与图８所示,在退化模式S１ 和S２ 中,ERNN和ARMA(３,２)的预测结果

与真实值最为接近.

图７　所选预测模型在退化模式S１ 中的预测效果

表１　 “模式 模型”对照表

ERNN ARMA (２,１) ARMA (３,２) Min Model

S１ ００００７６ ００４２６８ ０００６７１ ００００７６ ERNN

S２ ０００２３７ ００３１６５ ０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１３３ ARMA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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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所选预测模型在退化模式S２ 中的预测效果

３４　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及剩余寿命估计

当退化状态进入退化模式S１ ,选用ERNN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退化趋势,但是超出S２ ,它就不能

很好地识别潜在退化过程并执行预测.因此,当预测的CV结果低于报警阈值０８且瞬时退化率呈直线垂

直上升,可判定退化状态进入退化模式S２ ,根据预测模型自适应优选结果 “模式 模型”对照表选用

ARMA (３,２)进行训练并预测未来的退化状态直至预测的CV结果达到失效阈值.自适应预测结果如图

９所示.

图９　所提自适应预测方法的预测效果

根据达到失效阈值时的预测步长及数据信号采样评估间隔期,可估计剩余寿命.表２给出了考虑健康

状态自适应预测的剩余寿命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误差率仅为００９,由此可见预测结果相对非常满意,从

而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表２　剩余寿命估计结果

估计值 真实值 误差率

１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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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在PAP维修策略中,健康状态预测及剩余寿命估计对于提高装备可用度和降低维修费用至关重要,
因此,本文探讨了考虑退化模式动态转移的健康状态自适应预测及剩余寿命估计问题,并通过一个轴承

试验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是一次创新性的尝试,未来的研究工作有:首先,在获取更完备的全寿命状态监测数据的情

况下,在特征空间进行退化规律的深入研究,为退化模式划分提供深层次依据;其次,探讨退化模式转

移的自动化、智能化判别的可操作性,并进一步研究预测模型自适应优选的加强学习方法;最后,将该

方法应用到不同设备例如齿轮箱、轴等,进一步验证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并评估其推广应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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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daptivePredictionMethodofHealthCondition
ConsideringDynamicTransitionofDegradationMode

TAOXiao chuang,CUIBo wen,YUANYan bin
BeijingSystemResearchInstituteoftheElectronicEngineering

　　Abstract　PredictandPreventisgraduallybeingappliedtomissileweaponsandequipment,andthe
deteriorationofequipmentneedstobe monitoredandpredictedonaregularorcontinuousbasisThe
currentmainproblemandchallengeishowtoaccuratelyconsidertheinfluenceofthedegradationmodein
theprocessofpredictingthedegradationstatetoimprovethepredictioneffectTothisend,this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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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studiestheperformancedegradationtrendofelectromechanicalequipment,analyzesitsdegradation
rules,anddividesthedegradation modes;andthroughtheoptimization ofprediction models,we
conductsthecorrelationanalysisofthedegradationmodesandthepredictionmodels,establishesa“model
model”comparisontable;finallybuildsamodelbasedonthedegradationThedynamictransitionofthe
adaptivepredictiontechnologyframeworkofthestateofhealthrealizestheadaptivepredictionofthestate
ofhealthCombinedwiththesetfailurethreshold,theremaininglifecanbefurtherestimated．Finally,

anexperimentalcaseverifiestherationalityandeffectivenessoftheproposedmethod
Keywords　Healthstatus;Adaptiveprediction;Remaininglife;Degradatio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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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逃逸脉冲求解的深度学习方法

陆鹏飞　王　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

摘　要　针对未来空间对抗中可能出现的近距离非合作交会,提出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DNN)

的航天器逃逸脉冲智能生成方法.首先建立了描述逃逸脉冲优化的双层数学规划 (MP)问题模型;接

着,选定神经网络的输入与输出,根据前述建立的模型,通过粒子群优化 (PSO)算法计算不同相对状态

下的最优逃逸脉冲,构建样本集;最后,设计神经网络并进行训练,并通过比较学习效果合理选择网络

的超参数.仿真结果表明,充分训练后的深度神经网络可以高精度地快速生成逃逸脉冲,满足未来空间

对抗中航天器逃逸机动计算的快速性、实时性要求,有效提高对抗中航天器的生存能力,为在轨反交会

逃逸提供了一种智能化的思路.

关键词　空间对抗;非合作交会;逃逸脉冲;数学规划问题;深度神经网络 (DNN)

０　引　 言

目前很多国家正在发展非合作交会、空间抓捕等技术,严重威胁到我国航天器的安全.研究反交会

逃逸技术,提高我国航天器在未来空间对抗中的生存能力,具有迫切的需求与显著的意义.

很多学者对追逃博弈进行了研究,文献 [１ ３]分别采用直接法、间接法、半直接法等数值方法求解

得到双方均为最优的追逃策略.文献 [４]基于状态依赖 Riccati方程推导出 Hill坐标系下追逃问题的非

线性控制律,文献 [５]通过无迹卡尔曼滤波估计参数,对信息获取不完全时的追逃进行策略求解.追逃

博弈数学理论严密,但是有其局限性:当追踪方不采用鞍点解时,对于逃逸方鞍点解也不再是最优;此

外,这些研究里都用到复杂的数值方法,求解速度慢,无法在轨快速得出结果.反交会规避技术从空间

碎片碰撞规避相关的研究发展而来[６７],在对追踪航天器的状态测量与接近策略的合理假设下,优化逃逸

机动脉冲,使得既定的指标最优.如文献 [８]定义潜在威胁区为指标,采用遗传算法优化逃逸脉冲,以

减小被交会的可能.此类方法的核心是求解优化问题,目前普遍使用启发式算法等全局优化算法以避免

陷入局部极值,计算量大,难以在轨实时快速实现,可能造成面对非合作交会威胁时,航天器无法及时

逃逸的后果.

近些年不少研究将深度学习应用于制导控制律求解.文献 [９ １０]将深度神经网络用于着陆过程最

优制导律的求解.文献 [１１]使用深度学习求解小推力行星际转移轨道最优控制律.这类研究通过对神

经网络进行训练,可以建立系统状态与最优控制量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根据当前状态量快速生成近似

的最优控制量.该方面的研究为航天器反交会逃逸的智能化与实时化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基于空间对抗中航天器轨道逃逸机动技术研究的必要性,针对目前存在的逃逸机动计算复杂,

无法在轨快速实时生成的问题,提出使用深度神经网络线下学习最优逃逸脉冲的生成规律,以实现航天

器面对非合作交会威胁时,快速实时生成最优的逃逸脉冲.首先,构造了描述逃逸脉冲的双层数学规划

问题模型;然后确定神经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使用粒子群优化算法计算两航天器不同相对状态下的逃逸

脉冲,构建数据集;最后,设计并训练神经网络,并研究了网络超参数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仿真验证了

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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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场景描述与相对运动动力学建模

１１　近距离反交会逃逸问题场景描述

考虑以下场景:两航天器在地球附近轨道上近距离飞行,其中一个航天器 (追踪航天器)试图接近

并交会另外一个航天器 (逃逸航天器),逃逸航天器察觉到追踪航天器的接近意图,采取轨道逃逸机动躲

避追踪航天器的交会,使得自己不被交会的可能性提高.
为了与工程中常用的轨道控制方式相符合,我们的研究中令追逃双方航天器的轨道机动方式都为脉

冲机动.在整个对抗过程中,逃逸航天器可以视情况以一定的时间间隔进行多次脉冲逃逸,以躲避追踪

航天器的持续接近.本文中我们只对逃逸航天器单次逃逸脉冲的生成方法进行研究,当航天器需要多次

逃逸时,每次脉冲的计算方法都是相同的,只需改变相应的状态参数.
在逃逸航天器发现追踪航天器的接近意图后,逃逸脉冲的选择要最利于自己逃逸成功.若根据某种

评价指标J 来评价逃逸的优劣,逃逸脉冲要使得指标J 最大或最小.指标J 的不同选取方式会影响最终

的逃逸脉冲,需要合理选择.考虑到航天器携带的燃料是有限的,燃料的上限决定了其最终的可机动能

力,而追逃双方的空间对抗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逃逸航天器若用有限的消耗保持自身安全的同时让对

方燃料消耗最大,会让自己在对抗中占据优势.故本文中采取的指标是追踪航天器交会逃逸航天器的燃

料消耗,即逃逸航天器最优的逃逸脉冲应当使得逃逸发生后追踪航天器完成交会任务的燃料消耗最多,
从而让追踪航天器没有能力完成非合作交会,或是因为代价太大而放弃交会.

在实际对抗中很难获得追踪航天器具体的接近策略,所以在研究中我们需要对追踪航天器的接近策

略进行合理的假设.一般来说,追踪方若成功完成非合作交会,会采取后续的一些操作,如携带逃逸航

天器进行轨道机动,需消耗一定燃料,故追踪航天器在交会导引时,会进行轨迹规划以尽可能减少燃料

消耗.所以,我们假设追踪航天器以最小燃料消耗的多脉冲机动方式进行交会导引.

１２　相对运动动力学建模

设地球引力场为完全中心引力场,逃逸航天器以近圆轨道飞行,追踪航天器在其附近.追踪航天器

用质点P 表示,逃逸航天器用质点E 表示,如图１所示.设想在P 与E 附近有一虚拟动点O 以圆轨道运

动,称其轨道角速率ω 为参考轨道角速率.建立以O 为原点的轨道坐标系OXYZ,称为参考轨道坐标

系,其中Z轴指向地心,X 轴在轨道平面内垂直于Z轴,指向与参考点运动方向一致,Y 轴由右手定则确

定.则P 与E 相对O 点的运动可用坐标系OXYZ 下的CW 方程描述为

ẍi＝２ωzi＋fix

ÿi＝－ω２yi＋fiy

z̈i＝－２ωxi＋３ω２zi＋fiz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

式中,i＝P,E 分别代表追踪航天器与逃逸航天器,xi,yi,zi 为P 或E相对O的位置矢量在OXYZ 中的

三个分量.fix,fiy,fiz 表示施加在航天器上的控制加速度在OXYZ 中的分量.用追踪航天器相对O 点

的运动方程减去逃逸航天器相对O 点的运动方程,可得追踪航天器相对逃逸航天器的运动方程

ẍ＝２ωz＋fPx －fEx

ÿ＝－ω２y＋fPy －fEy

z̈＝－２ωx ＋３ω２z＋fPz －fEz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

式中,x,y,z表示追踪航天器相对逃逸航天器位置矢量Δr在OXYZ 中的三个分量.
令状态变量X＝[x,y,z,x,y

,z]T ,控制量u＝[fPx －fEx,fPy －fEy,fPz －fEz]T ,则式

(２)可以写为

X

＝AX＋Bu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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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近距离相对运动示意图

式中,A 和B 为常系数矩阵,其表达可参考文献 [１２].
进一步,常系数常微分方程组 (３)的解可表示为

X(t)＝Φ(t,t０)X０＋∫
t

t０

Φ(t,τ)Bu(τ)dτ (４)

式中,t０ 为初始时刻,X０ 为状态变量在初始时刻的值,Φ(t,t０)为状态转移矩阵,其表达式见文献 [１２].
在双方航天器轨道控制都以脉冲方式进行时,式 (４)变为

X(t)＝Φ(t,t０)X０＋∑
M

i＝１
Φ(t,ti)BΔvPi－∑

N

j＝１
Φ(t,tj)BΔvEj (５)

式中,ti,tj 分别是追踪航天器和逃逸航天器脉冲机动的时刻,M,N 是两航天器在时刻t之前脉冲机动的

总次数,ΔvPi,ΔvEj 分别是两航天器在ti,tj 时刻的脉冲机动速度增量矢量.该式描述了两航天器相对状

态与各自速度脉冲的关系.

２　最优逃逸脉冲求解的双层数学规划模型

逃逸航天器的逃逸脉冲要让追踪航天器以最小消耗多脉冲交会导引方式接近时所付出的燃料消耗代

价最大.故首先我们构建追踪航天器最小消耗多脉冲交会的数学规划模型.

２１　近距离最小消耗多脉冲交会问题

该问题中,逃逸航天器不机动,追踪航天器规划脉冲时刻与脉冲速度增量矢量,使得在给定时间上

限T 内 (交会时刻不一定为给定的上限时刻)与逃逸航天器交会,并且消耗的速度脉冲增量最小.两航

天器相对状态可由式 (５)忽略逃逸航天器的脉冲后得到

X(t)＝Φ(t,t０)X０＋∑
N

i＝１
Φ(t,ti)BΔvPi (６)

设初始时刻为t０,初始时刻追踪航天器在参考轨道坐标系下的状态X０,追踪航天器共采取 N次速度

脉冲,脉冲时刻分别为t１,t２,tN ,最后一次脉冲正好实现与逃逸航天器的交会.
以脉冲时刻和前N－２次速度增量矢量为优化变量,表示为 [t１,,tN ,Δv１,,ΔvN－２]T ,共计

４N －６个优化变量.以 N次脉冲速度增量总大小为优化目标,表达式为

J＝∑
N

i＝１
Δvi (７)

在终端时刻追踪航天器与逃逸航天器交会,应有两航天器位置与速度相同的约束,但注意到这样实

际包含了６个非线性等式约束,增加了优化问题的求解难度.我们通过求解相对兰伯特问题 (RLP)消除

该约束,具体方法如下

考虑追踪航天器第N －１次脉冲后至第N 次脉冲前的这一段自然飞行,其状态转移可表述为

X(tN )＝Φ(tN ,tN－１)X(tN－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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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为分块矩阵相乘的形式

RN

V－
N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Φrr Φrv

Φvr Φvv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RN－１

V＋
N－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９)

符号 “－”与 “＋”分别表示脉冲前与脉冲后.
将V－

N 和V＋
N－１ 视为未知,式 (９)改写为

V＋
N－１

V－
N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Φ－１
rvΦrr Φ－１

rv

Φvr －ΦvvΦ－１
rvΦrr ΦvvΦ－１

rv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RN－１

RN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０)

RN－１ 可以根据前N －２次脉冲由式 (６)求出,RN 为零向量,故可解出V＋
N－１ 与V－

N ,进而可求出第

N －１次和第N 次的脉冲速度增量

ΔvN－１＝v＋
N－１－v－

N－１

ΔvN ＝vN
＋－v－

N
{ (１１)

这样只需将前N－２次脉冲以及所有的脉冲时刻作为优化变量,便可以构造出不含非线性等式约束的

近距离最小消耗多脉冲交会问题优化模型,用RLP()表示求解相对兰伯特问题的过程,该数学规划模

型表述如下

min∑
N

i＝１
Δvi

st．
t０ ≤ti ≤t０＋T,i＝１N
ti ≤tj,i＜j
(ΔvN－１,ΔvN )＝RLP(Δv１ΔvN－２,tN－１,tN )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２)

２２　逃逸脉冲优化数学模型

逃逸航天器以脉冲ΔvE 进行逃逸机动,我们将其速度脉冲大小 ΔvE ,速度脉冲方位角αE 和高低角

βE (在参考轨道坐标系下定义,示意图如图２所示)作为优化变量.容易看出,由模型 (１２)得出的最小

消耗J 是上述三个变量的函数,记为

J＝f(ΔvE ,αE,βE) (１３)
以该函数的最大化为目标,我们构建出求解逃逸航天器最优逃逸脉冲的优化模型

maxJ＝f(ΔvE ,αE,βE)

st．
０≤ ΔvE ≤Δvmax

０≤αE ＜２π

－π/２≤βE ≤π/２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４)

图２　脉冲方位角和高低角的定义

从整体来看,该模型的结构为:逃逸脉冲优化 (上层优化)将多脉冲交会优化 (底层优化)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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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作为目标函数,在本文中我们称其为双层数学规划问题.该问题的求解较为复杂,需要先使用优化算

法求解底层优化问题,建立上层优化变量与底层最优值之间的对应,然后再次使用优化算法求解上层优

化问题,得到最优逃逸脉冲.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底层优化问题还是上层优化问题都有很多局部解,且上层优化问题并没有解

析的目标函数,若用传统的优化方法,如序列二次规划 (SQP)等求解很容易陷入局部极值点,所以要选

择能够跳出局部解的启发式算法,如遗传算法 (GA)、粒子群算法 (PSO)等[１３].而这些算法虽然能够

寻找全局解,但是计算量非常大,尤其是在解决本文中的双层数学规划问题时,需要很长的求解时间,
无法在航天器星载计算机上快速得到结果,导致在对抗中不能实时生成当前形势下的最优逃逸脉冲.所

以,本文接下来提出使用深度神经网络学习最优逃逸脉冲的计算规律,以实现逃逸脉冲的在轨实时快速

生成.

３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逃逸脉冲求解

３１　样本集的构建

通过对上一节中的双层数学规划问题求解,进行样本集的构建.这里我们使用粒子群优化算法.经

过大量的仿真,我们发现,在相同条件下,给定不同的逃逸脉冲允许上限 [即模型 (１４)中的 Δvmax ],

最优的逃逸脉冲方向 (αopt
E ,βopt

E )总是相同的,而最优的逃逸脉冲大小总等于上限值 ( ΔvE
opt ＝

Δvmax ).这表明在本文的场景中逃逸脉冲方向是反映逃逸脉冲优劣的属性,而逃逸脉冲大小只反映单次

机动能力.在考虑神经网络的输出选择问题时,只需要把反映逃逸优劣的脉冲方向作为输出,即方位角

αE 与仰角βE .

式 (６)中状态转移矩阵只依赖参考轨道角速率ω ,再根据式 (１２)、式 (１４)可知,在参考轨道角

速率ω 、假定的追踪航天器交会时间上限T 以及两航天器当前相对状态X 给定后,便可以通过求解双层

数学规划问题唯一确定出最优的逃逸脉冲方向.对于特定的航天器,其轨道高度是一定的,故参考圆轨

道角速率ω 可作为背景参数给出.交会时间上限T 与实际对抗场景中追踪航天器参数有关,我们也将其

作为背景参数.这样由两航天器当前相对状态X 便可唯一地确定逃逸航天器最优的逃逸脉冲方向,即

[αopt
E ,βopt

E ]＝g(X)＝g(x,y,z,vx,vy,vz) (１５)
故我们将训练样本的特征选定为当前相对状态X 的６个分量,也即网络的输入.
综上,确定神经网络的输入为一个 ６ 维向量 [x,y,z,vx,vy,vz]T ,输出为一个 ２ 维向量

[αE,βE]T .

确定神经网络的输入与输出后,便可以构建样本集用于训练、验证与测试.样本集中的每一条样本

由样本特征与样本标签值构成,样本特征对应网络的输入,样本标签值对应网络的输出.选择大量的初

始相对状态,计算它们对应的最优逃逸脉冲方向,可以得到一系列样本,构成样本集.

３２　深度神经网络的架构

在特定的问题中,神经网络的类型、神经元的种类 (激活函数的种类)和网络的隐藏层数以及每层

神经元个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学习能力,需要合理地选择.
根据式 (１５),网络的输出仅依赖于当前的两航天器相对状态,与历史状态无关,这表示前馈神经网

络类型较适合于该问题.在前馈神经网络中,第一层为输入层,最后一层为输出层,中间层为隐藏层.
每一层的神经元接受前一层神经元的信号,并产生信号输出到下一层.信息在网络中传播的迭代公式为

z(l)＝W(l)a(l－１)＋b(l)

a(l)＝fl(z(l)){ (１６)

式中,z(l)表示第l层神经元的净输入,a(l)表示第l层神经元的输出,W(l)∈RMl×Ml－１ 是第l－１层到第l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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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重矩阵,其中Ml 表示第l层神经元个数,b(l)∈RMl 是第l－１层到第l层的偏置量,fl()表示激活

函数.
激活函数是一个非线性函数,决定神经元的类型.常用的激活函数有 Logistic函数、双曲正切

(Tanh)函数、修正线性单元 (ReLU)函数等.对于隐藏层神经元激活函数的选择,考虑到 ReLU 函数

可以有效解决深度网络训练时的梯度消失问题,提升网络的学习能力与训练效果,所以我们选择其作为

隐藏层神经元的激活函数.为说明优势,在后文仿真结果中也给出ReLU函数与Logistic函数分别用于隐

藏层神经元的效果对比;对于输出层,我们把所有训练数据归一化到 [－１,１]之间,所以选择值域为

(－１,１)的 Tanh函数作为激活函数.为了比较效果,我们也用线性 (Linear)层作为输出层,在仿真中

与 Tanh函数作对比.设计不同的隐藏层与输出层神经元种类的组合见表１.

表１　不同的隐藏层与输出层神经元组合

序号 隐藏层神经元 输出层神经元

１ ReLU Tanh

２ Logistic Tanh

３ ReLU Linear

４ Logistic Linear

对于神经网络的隐藏层数和每层神经元的个数选择,文献 [９,１１]中证明多个隐藏层的深度神经网

络才能够很好地学习到最优控制律.这里我们设计的网络中,既包含只有一层隐藏层的浅网络,也包含

具备多个隐藏层的深度网络,网络隐藏层数与每层神经元的个数见表２,在后文仿真中比较它们的学习

效果.

表２　不同隐藏层数与单层神经元个数的组合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隐藏层数×单层神经元个数 １×２５６ ２×１２８ ４×６４ ８×６４ １０×２５６

４　仿真校验

４１　PSO算法求解最优逃逸脉冲

相关参数设定为:参考点圆轨道高度为３００km ,初始时刻t０ ＝０,初始时刻在参考轨道坐标系中追

踪 航 天 器 相 对 逃 逸 航 天 器 的 位 置 为 R０ ＝ [１８５,－１７２,１５]T km , 相 对 速 度 为 V０ ＝
[１４１,１７９,－１０５]T m/s.假设的追踪航天器接近策略为三脉冲最小消耗交会,交会时间上限T ＝
１８００s.这里选择脉冲数为３是参考了文献 [１４].使用PSO 算法对问题 (１４)进行求解,其中求解底

层优化时,粒子个数取２０,迭代次数为１０００;求解上层优化时,粒子个数取１０,迭代次数为１００.取不

同的逃逸脉冲允许上限值 Δvmax ,所得到的最优的逃逸脉冲方位角、高低角以及最优脉冲大小结果见表

３,表中结果验证了上文中所说的逃逸脉冲方向是反映逃逸脉冲优劣的属性.对逃逸航天器采取不同的逃

逸脉冲方向角与高低角,可以绘出对应的追踪航天器最小消耗曲面,图３为曲面的两个侧视图,从中可以

看出,PSO算法求出的最优逃逸脉冲方向对应最大的追踪航天器最优消耗,表明优化算法求得的逃逸脉

冲方向具有最优性.
表３　逃逸脉冲优化结果

Δvmax/(ms－１) αopt
E /(°) β

opt
E

/(°) ΔvE
opt/(ms－１)

４０ ２６１３６ －４１１０ ４０００

８０ ２６１３６ －４１１０ ８０００１２０２６１３７ －４１１０ １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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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追踪航天器交会最小消耗与逃逸脉冲方向的关系

４２　神经网络训练与结果分析

设参考点圆轨道高度为３００km,假定的追踪航天器交会时间上限T ＝１８００s.取不同的两航天器相

对状态求解最优逃逸脉冲以构建样本集,其中相对距离在１０~５０km 内等间隔选取,相对速度大小在

１０~３５m/s内等间隔选取,相对位置和相对速度的方位角与高低角分别在０~２π和－π/２~π/２等间隔选

取.共计得到１３９３９２０对相对状态与最优逃逸脉冲,我们将８０％的数据 (１１１５１３６对)用于训练,

１０％的数据 (１３９３９２对)用于训练过程中的验证,１０％的数据用于训练完成后泛化性能的测试.为了消

除因数据尺度不同而造成的训练难度,将所有的数据都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的原则见式 (１７),归一

化后的数据在 [－１,１]之间.

x̂d
(n)＝

xd
(n)－[max(xd)＋min(xd)]/２
[max(xd)－min(xd)]/２

(１７)

式中,n为样本序号,xd 和x̂d 分别表示归一化前和归一化后该样本第d个维度,max(xd)和 min(xd)分别

表示归一化前第d 个维度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对表１中的４种隐藏层与输出层神经元种类的组合,我们训练４个前馈神经网络分别对应,这些网络

都具备８层隐藏层,每个隐藏层包含６４个神经元.利用均方误差 (MSE)作为损失函数,训练过程使用

Adam 算法对网络权重进行优化,Adam 算法中学习率取为lr＝０００５,梯度一阶矩估计和二阶矩估计的

指数衰减率设为β１＝０９,β２＝０９９９,训练集分为小批量参与训练,每批包含１０００个样本,对整个样本

集的最大训练轮数为５０,取在验证集上表现最好的权重为训练完成后的最终权重.训练结束后的神经网

络在验证集上和测试集上的均方误差见表４.将神经网络输出的脉冲方向和优化算法计算出的脉冲方向在

三维空间中的夹角 (角度制)定为神经网络的输出误差,图４给出了这些网络在测试集上的输出误差小于

特定值的样本所占比例 (准确率)随误差变化的曲线.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用 ReLU 函数作为隐藏层神

经元的激活函数,Tanh函数作为输出层神经元的激活函数,所训练出的网络,训练时的误差和测试时的

泛化误差均最小,输出的脉冲方向准确率最高,测试集中的样本有接近９０％的比例都输出误差在５°以下.
而Logistic函数作为隐藏层神经元激活函数,效果远不如 ReLU 函数,证明了前文所说的 ReLU 函数的

优势.

表４　不同神经元类型的深度神经网络均方误差

隐藏层神经元 输出层神经元 验证集上均方误差 测试集上均方误差

ReLU Tanh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５

Logistic Tanh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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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隐藏层神经元 输出层神经元 验证集上均方误差 测试集上均方误差

ReLU Linear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７

Logistic Linear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２１０

图４　不同神经元类型的深度神经网络输出脉冲方向准确率

对表２中的５组隐藏层数与每层神经元个数的组合,我们训练出５个神经网络分别对应,每个网络隐

藏层神经元激活函数都使用ReLU函数,输出层神经元激活函数使用 Tanh函数,训练过程的其他参数与

上文中相同,训练完成后的这些网络在验证集和测试集上的均方误差见表５.图５给出了测试集上样本输

出误差小于特定值所占的比例随输出误差的变化.对比序号１、２、３的结果可以发现,在神经元总数目相

同时,网络深度的增加可以极大地提高学习能力,单层网络即使神经元数很多也不能够很好地掌握所要

学习的规律,这与文献 [９,１１]中的结论保持一致;对比序号３、４、５可以发现,一定程度上,随着网

络的隐藏层数和每层神经元个数增多,其输出的均方误差更小,准确率更高,学习最优逃逸脉冲生成规

律的效果更好.

表５　不同规模的神经网络均方误差

序号 隐藏层数×单层神经元个数 验证集上均方误差 测试集上均方误差

１ １×２５６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４８

２ ２×１２８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３

３ ４×６４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１

４ ８×６４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５

５ １０×２５６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９

４３　深度神经网络方法准确度分析

以４１中的参数为例,让逃逸航天器的实际逃逸方向与优化算法求出的最优方向产生不大的偏差,则

对应的追踪方完成交会过程的最优消耗与原最大值也会产生一定偏差,偏差的具体情况在图６中给出,图

中极角０°~３６０°表示与优化算法求出的最优方向成固定偏差角的方向集合 (空间中一个圆锥面),极径表

示导致追踪方最优消耗偏差的大小.可以看出,当逃逸脉冲方向偏差为５°和１０°时,造成追踪方最优消耗

的偏差不超过０２m/s,当逃逸脉冲方向偏差为２０°时,造成追踪方最优消耗的偏差不超过１m/s,这表

明追踪方的最优消耗在逃逸方最优逃逸方向附近变化是平缓的,这一点在图３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在大量

的仿真结果中,均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只要生成的逃逸脉冲方向与最优的方向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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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规模的神经网络输出脉冲方向准确率

不大,那么逃逸是完全有效的,且是近似最优的.
从神经网络输出的结果来看,如图５中表现最好的１０个隐藏层、每层２５６个神经元的网络,在测试

集上的输出误差小于５°的准确率为９１８７％,小于１０°的准确率为９７４５％,小于２０°的准确率为９９２７％,
由前述偏差分析可知网络生成的逃逸脉冲方向是对应相对状态下的近似最优,并且准确度很高.此外,
测试集中样本没有参与训练,这反映出了所训练网络拥有很好的泛化能力.

图６　追踪方最优消耗偏差与逃逸方向偏差的关系

在计算时长消耗方面,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具有绝对的优势.１０个隐藏层每层２５６个神经元的网络计

算一次逃逸脉冲只需要００００２１s,而根据双层数学规划模型用PSO算法求解一次逃逸脉冲需要数十秒,
这表明神经网络方法的计算量非常小.

综上,经充分训练的深度神经网络,可以高精度地输出近似最优的逃逸脉冲方向,并且具有应对未

知样本的泛化能力,计算效率极高,可以用于航天器在轨逃逸脉冲的实时快速生成.

５　结　论

针对空间对抗中的近距离非合作交会,提出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逃逸脉冲求解方法.建立了描

述逃逸场景的双层数学规划模型并使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求解,构建样本集,设计并训练了深度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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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网络超参数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充分训练后的神经网络可以很好地掌握逃逸脉冲

生成的规律,具有输出精度高、计算速度快的优势,可用于航天器在轨逃逸脉冲的实时生成,给未来空

间对抗中航天器反交会逃逸提供了一种智能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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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ep LearningMethodfor
EvasiveImpulsesofSpacecraft

LUPeng fei,WANGYue
SchoolofAstronautics,BeihangUniversity

　　Abstract　Anintelligentframeworkbasedondeepneuralnetwork(DNN)isproposedtoachievethe
evasiveimpulseforspacecraftagainstclose proximitynon cooperativerendezvousinthefuturespace
confrontationFirst,adouble layermathematicalprogramming(MP)modelisestablishedtodescribe
theevasiveimpulseoptimizationproblemThen,theinputparametersandoutputparametersofDNNsare
carefullyselectedBasedonthedouble layerMP model,adatasetisestablishedbyusingthe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algorithm to get optimal evasive impulses under different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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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Finally,DNNsaredesignedandtrained,andthehyper parametersofnetworksarechosenby
evaluatingthelearningperformancesSimulationresultsindicatethatwell trainedDNNscancalculate
optimalevasiveimpulses with a high precision and fast speedOur approach can promote the
intelligentizationofon orbitevasionandefficientlyimprovethesurvivabilityofspacecraftinthefuture
spaceconfrontation

Keywords　Spaceconfrontation;Non cooperativerendezvous;Evasiveimpulse;Mathematical

programming;DeepNeuralNetwork(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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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勃空间望远镜指向控制系统仿真研究

徐广德　孙国童　张柏楠　柳　宁　苟仲秋　张　永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哈勃空间望远镜代表了目前航天器指向控制的最高水平,本文针对哈勃望远镜的指向控制

系统开展了仿真研究,介绍了哈勃望远镜指向控制方案,重点分析了指向控制指标分配,并对哈勃为解

决太阳翼热颤振带来的指向不满足指标问题从控制器角度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哈勃望远镜

指向控制对我们高精度航天器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　哈勃空间望远镜;指向控制;仿真

０　引　言

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航天器提出了高精高稳指向控制的要求[１],在天文卫星方面,哈勃

空间望远镜 (HubbleSpaceTelescope,HST)是公认的目前最高技术水平,要求实现凝视观测期间 (最
长２４h)的指向稳定度０００７″ (１σ)[２].

哈勃空间望远镜的主要任务是对空间中谱段在紫外到红外之间光线进行高精度观测.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４
日,HST由发现号航天飞机送入太空.入轨后不久,发生了太阳电池翼热颤振问题[３].在进出地影时因

为太阳电池翼各部分受热不均匀出现了温度梯度,导致太阳翼发生热致振动,产生的干扰力矩达到

０１Nm,使得指向稳定度达到０１″,远不能满足指标要求.为解决该问题,哈勃研制团队从太阳翼本

身改进和控制器修正两方面开展了工作[４].在更换太阳翼前,对指向控制算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指向稳

定度满足指标要求.并随后在１９９３年哈勃第一次维修任务中,更换了太阳电池翼,因为没再发生热颤现

象,控制系统方案又重新采用基线控制方案.
本文对哈勃空间望远镜实现高精度高稳指向的技术路线进行分析,重点关注了哈勃指向控制误差分

配及为解决热颤振问题所做的控制器修正工作,并针对其指向控制方案开展了仿真研究.

１　哈勃空间望远镜指向控制系统基线方案

１１　指向控制需求分析与指标分解

哈勃望远镜的光学系统口径为２４m,在可见光波段的衍射极限分辨率约为００６４″,为保证指向晃动

不使角分辨率下降超过１０％,对单次曝光时间内 (从１０s到２４h)的指向稳定度提出了０００７″ (１σ)

要求.
哈勃望远镜采用整舱姿态控制实现指向稳定度指标要求,指向稳定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姿态测量

噪声、角速度测量噪声和各种干扰.根据频率分布,影响因素分为随机项、快周期项、慢周期项和指数

项.随机项包括导星仪测量噪声、陀螺测量噪声和反作用轮的力矩噪声,快周期项包括各种机械设备产

生的振动干扰影响,如中继天线驱动机构、太阳帆板驱动机构、反作用轮等,慢周期项主要为帆板模态

振动,指数项为热结构变形的影响.根据以上影响因素分析,哈勃的指向稳定度分配如表１所示,其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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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项与控制相关,第５项为动量轮转子动静不平衡产生的中高频扰振对指向稳定度的影响,另文进行

研究.

表１　哈勃指向稳定度分配

序号 影响因素 指向稳定度(１σ)

１ 导星仪测量噪声 ０００２８″

２ 陀螺测量噪声 ０００２″

３ 动量轮力矩噪声 ０００１４″

４ 结构/机械扰动(中继、帆板等) ０００２２″

５ 动量轮导致微振动 ０００３３″

６ 合计(RSS) ０００５３″

１２　指向控制基线方案

哈勃望远镜的指向控制系统由测量敏感器、执行机构和控制器组成,控制系统相关单机设备在舱体

上的布局如图１所示.

图１　哈勃指向控制系统相关单机设备布局

(１)测量

姿态测量敏感器包括速率陀螺、星敏感器、导星仪 (FGS)、太阳敏感器、磁强计等.粗指向采用速

率陀螺和星敏感器作为测量敏感器.凝视观测期间陀螺测量得到惯性角速度,积分得到惯性姿态,并利

用导星仪测量数据对积分得到的姿态进行修正,滤除陀螺漂移的影响.速率陀螺安装在焦平面下部的主

光机结构上,可直接测量LOS稳定度.陀螺分为两个量程,在姿态机动期间为大量程０５ (°)/s,脉冲

当量约为００１５″;在凝视观测期间为小量程２０″/s,脉冲当量约为００００１２５″.导星仪安装在焦平面上,

共３个,任意两个即可完成惯性姿态测量.任１个导星仪视场约６０′２″,量程为００２″,测量精度达到

０００１″ (１σ)[２].

(２)执行

哈勃采用了４个２６４Nms的动量轮作为执行机构,最大输出力矩为０８Nm.并采用４个磁力

矩器对动量轮进行卸载,磁力矩器单个长约２１m,可产生０４Nm 的力矩.
(３)控制

控制器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在微分通道增加了FIR滤波器来抑制结构挠性的影响.控制周

期为２５ms,时延约７ms,控制带宽约１Hz.指向控制框如图２所示.图中指令发生器用来在姿态机动

时提供角加速度前馈.
(４)小结

哈勃望远镜为实现０００７″ (１σ)的指向稳定度,采用了整舱姿态控制的方案.为减小测量噪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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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凝视观测模式下哈勃望远镜指向控制框图

响,选用了高精度的测量敏感器,如脉冲当量为００００１２５″的陀螺和测量精度为０００１″ (１σ)的导星仪.
整舱惯量达到约８００００kgm２,被动地减小各种干扰力矩对指向稳定度的影响,并采用高带宽控制器对

干扰进行了抑制.

２　针对太阳翼热颤问题的控制方案修正

哈勃空间望远镜入轨后,太阳翼SA１在每天１８次频繁进出地影造成热致振动现象,导致指向稳定度

达到０１″,远不满足指标要求.轨道周期为９０min,但其等待热致振动衰减所需的时间就高达４５min,
大大影响了科学观测.从姿态遥测数据频谱分析得出结论,太阳翼热致振动干扰包含两个成分:０１１Hz
和０６５Hz[３],正好与太阳翼的第一阶和第四阶模态频率对应.为解决该问题,哈勃研制团队对指向控制

器进行了修正.
控制方案修正 (SolarArrayGainAugmentation,SAGA)的基本方法是对干扰抑制传函进行整形,

使之对太阳翼的两阶频率处的干扰能有更好的抑制作用.为此,在原有的控制器上引入两个滤波器GA 和

GF ,如图３所示.SAGA的整个过程共分为了三个阶段SAGA I,SAGA GA和 SAGA II[６７].

图３　SAGA简化控制框图

首先分为内、外回路推导干扰抑制传函,忽略敏感器、执行机构、采样环节及挠性动力学的影响,
内回路的闭环干扰抑制函数为

θ
T

é

ë
êê

ù

û
úú

inner
＝

１
Is２

１＋
GF

s

(１)

则外回路的开环传递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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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OL－SAGA ＝GpidGA

１
Is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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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s

(２)

为保证外回路仍为PID控制回路,GA 应满足

GA ＝１＋
GF

s
(３)

则TFOL－SAGA ＝Gpid
１

Is２
,与基线方案的PID控制开环传函相同.

进一步得到外回路的闭环干扰抑制传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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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方案的闭环干扰抑制传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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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考虑GA 的限制条件,SAGA闭环干扰抑制传函与基线方案的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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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SAGA对闭环干扰抑制传函性能的提升取决于GA 的设计.

２１　SAGA I

SAGA I的设计目的是使对０１１Hz处的干扰抑制能力提高３０倍.GF 提供加速度反馈在０１１Hz处

有高的增益,GA 用来保证外回路的PID回路特性,显然SAGA I的控制带宽和稳定裕度与基线方案基本

相同.为不使控制带宽超过基线方案控制带宽以保证稳定裕度,在GF 和GA 都引入了一个高增益的２阶

超前滞后校正网络来提高在０１１Hz处的开环增益.

GA ＝KA
ωpA(s＋ωzA)
ωzA(s＋ωpA)

ω２
Ap(s２＋２εAZωAZ＋ω２

AZ)
ω２

AZ(s２＋２εApωAp＋ω２
Ap)

KARω２
AR

(s２＋２εARωAR ＋ω２
AR)

(７)

GF＝KF
ωPFs

(s＋ωPF)
ω２

Fp(s２＋２εFZωFZ＋ω２
FZ)

ω２
FZ(s２＋２εPZωPZ＋ω２

PZ)
KFRω２

FR

(s２＋２εFRωFR ＋ω２
FR)

(８)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将SAGA I上注修正控制软件后进行了１２小时的测试,发现达到了期望的抑制效果

(０１１Hz处),但是随着时间延长控制软件会进入极限环或安全模式.虽然SAGA I算不上成功,但为

后续的修正指明了方向.

２２　SAGA GA

第二个阶段称为SAGA GA,GA 设计为１个５阶滤波器,由三部分组成,抑制０１１Hz帆板模态低

阻尼二阶超前滞后网络、抑制０６５Hz帆板模态的一阶超前滞后网络来和１个二阶低通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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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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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１(s２＋２εz１ωz１＋ω２
z１)

ω２
z１(s２＋２εp１ωp１＋ω２

p１)
ωp２(s＋ωz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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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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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３)
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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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９９１年４月３日,SAGA GA经过测试开始正常运行.与基线控制方案相比对０１１Hz处干扰抑制

能力提升了３０倍,对０６５Hz处干扰抑制能力提升了２倍,最终每轨约８５％时间内指向稳定度满足

０００７″ (１σ)的指标要求,虽然相对于基线方案已经有了明显改进,仍需继续提高０６５Hz的干扰抑制

能力.

２３　SAGA II

SAGA II在SAGA GA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同时对０１１和０６５Hz两处帆板振动进行抑制.其设

计目标为:

１)保持SAGA GA在０１Hz处３０倍的抑制能力;

２)将０６５Hz的抑制能力相对SAGA GA增大５倍;

３)保证足够的稳定裕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SAGA II设计之前进行了一个在轨传递函数测试 (模态辨识)以降低控制器设计

所用动力学模型的不确定性.最终 GA 设计为抑制０１１Hz帆板模态低阻尼二阶超前滞后网络、抑制

０６５Hz帆板模态的二阶超前滞后网络和１个二阶低通滤波器,GA的伯德图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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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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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１)
ω２

p２(s２＋２εz２ωz２＋ω２
z２)

ω２
z２(s２＋２εp２ωp２＋ω２

p２)
ω２

p３(s２＋２εz３ωz３＋ω２
z３)

ω２
z３(s２＋２εp３ωp３＋ω２

p３)

图４　SAGA II的 GA滤波器伯德图

１９９２年４月１６日,SAGA II开始正常工作,在对０６５Hz处的干扰抑制后,实现了每轨９５％的时

间里指向稳定度都满足０００７″ (１σ)的指标要求,相对SAGA GA的８５％大幅提升.

３　数字仿真

本文以文献 [７]中给出的哈勃望远镜的动力学模型和控制器参数为依据进行数字仿真,仿真利用

Matlab/Simulink开展,仿真框图如图５所示.为比较几种不同控制器对太阳翼热颤干扰的抑制性能,将

太阳翼热颤干扰等效为如下谐波组合而成的时域信号.
首先比较了各种控制方案的干扰抑制传函曲线,如图６所示.从图 (b)中可知,SAGA I相对基线

方案在０１１Hz处的干扰抑制能力提升了约４０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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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Simulink仿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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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各控制方案的干扰抑制传函曲线

从图 (c)可知,SAGA在０１１Hz处的干扰抑制能力提升了约３０dB,在０６５Hz的干扰抑制能力

提升了约８dB.从图 (d)中可以看出,SAGA II进一步提升了在０６５Hz处的干扰抑制能力,相对于

基线方案提升约２４dB.
利用拟定的太阳翼热颤干扰力矩,比较SAGA II与基线控制方案的指向稳定度如下所示,从图 (a)

可知,基线控制方案对热颤干扰抑制能力不足,导致指向稳定度达到００５″ (１σ),远超出表１对帆板、中

继扰动分配值.对控制器修正后,SAGA II方案下热颤干扰造成LOS响应约０００４″.

４　结　论

本文对哈勃空间望远镜的指向控制基线方案、指标分配及为解决太阳电池翼热颤干扰影响指向稳定

度而对控制方案进行的修正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数字仿真将修正后的控制方案与基线控制方案进行了比

较.对于我国高精度高稳定度指向航天器发展来讲,首先大力研发高性能的单机,没有高精度的陀螺和

导星仪,哈勃难以实现０００７″ (１σ)的超高稳定度;另外哈勃控制带宽之所以能达到１Hz,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导星仪的测量噪声低,对控制带宽的限制小.第二,应发展在轨模态辨识技术,哈勃望远镜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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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控制器修正后就满足指标要求,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在最后一次修正控制器前进行在轨传函测试,
保证了设计控制方案用的动力学模型尽可能准确.

图７　不同控制方案下热颤干扰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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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ofHubbleSpaceTelescope
PointingControlSystem

XUGuang de,SUNGuo tong,ZHANGBai nan,LIUNing,GOUZhong qiu,ZHANGYong
BeijingInstituteofSpacecraftSystemEngineering

　　Abstract　 Hubblespacetelescope (HST)representsthehighesttechnicallevelofpointingcontrol
amongcurrentspacecraftThepapercommitssimulationoftheHSTpointingcontrolsystemFirstlythe
baselinecontrolconceptisintroducedandthebreakdownofspecificationispaidspecialattentiontoThen
themodificationstoHSTpointingcontrolsystemforrejectionofthermal induceddisturbanceofthesolar
arraysareanalyzedSomeconclusionisdrawnfromthestudyofHSTpointingcontrolsystemand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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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全驱动和欠驱动航天器的鲁棒自适应容错控制

张泽君　杨　浩　姜　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摘　要　本文针对执行器故障下的刚体航天器提出了一种容错控制方案.首先针对带有执行器偏差

故障和部分失效故障的全驱动刚体航天器,提出了一种鲁棒自适应容错控制律.在此基础上,针对仅有

双飞轮作用的欠驱动航天器,在整星零动量的前提下,用角速度作为运动学模型的虚拟控制输入实现航

天器姿态角稳定,再针对动力学模型设计了一种改进的鲁棒自适应容错控制律,通过跟踪虚拟控制输入

来稳定动力学模型.所设计的容错控制律考虑了执行器饱和约束,并且没有利用故障、模型参数以及外

界扰动信息,因此对它们具有良好的鲁棒性.数值仿真结果验证了所设计控制律的有效性.

关键词　刚体航天器;执行器故障;容错控制;鲁棒自适应控制;欠驱动航天器

０　引　言

航天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体现.航天器是由多个部件组成的复杂结构系统[１],由于长时

间在恶劣的空间环境中运行,其系统和零部件极易发生故障,任何故障的产生都有可能带来无法估计的

经济损失甚至导致整个航天器的丢失.因此,对航天器进行容错控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

际经济价值.

容错控制是指能够容忍故障的控制方案,即故障发生后对控制系统设计容错控制器使得系统在故障

下仍能安全稳定运行来完成指定任务.针对刚体航天器的姿态容错控制问题,目前已经有许多的研究工

作.文献 [２]对近些年关于航天器姿态容错控制的研究作了总结和概括.文献 [３]针对刚体和柔性航

天器,用反馈线性化的方法,分别设计了容错控制器恢复故障下的航天器姿态.文献 [４]针对反作用飞

轮的失效故障用动态逆和时间延迟控制理论来补偿执行器失效故障的影响.文献 [５]针对执行机构部分

失效和完全失效故障,提出了一种自适应故障补偿方案.文献 [６]针对JC２Sat FF卫星任务中遇到的

磁转矩棒故障情形提出了容错控制方案.

欠驱动航天器是由于某一执行机构发生完全失效故障,导致执行机构所能提供的独立控制维数小于

独立坐标维数,航天器处于欠驱动状态.当执行机构为飞轮时,由于角动量守恒的约束,航天器在欠驱

动状态下不可控,这给控制律的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针对欠驱动航天器的姿态控制研究主要分为

整星零动量下的姿态控制研究和整星非零动量下的姿态控制研究.文献 [７]针对零动量卫星,设计了一

系列定常机动控制方法,采用六步机动将卫星控制到任意姿态.文献 [８]针对零动量卫星,通过基因优

化算法设计开环轨迹,使得卫星姿态稳定.文献 [９]针对整星非零动量的欠驱动航天器系统,设计了两

种开环机动控制策略.目前为止,针对欠驱动航天器的容错控制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首先针对带有执行器偏差故障和部分失效故障的全驱动刚体航天器,在考虑执行器饱和约束的

前提下,提出了一种鲁棒自适应容错控制律.其次,针对仅有双飞轮作用下的带有执行器偏差故障和部

分失效故障的欠驱动航天器,在整星零动量的前提下,基于反步控制思想,对欠驱动航天器的动力学和

运动学控制分开设计.用角速度作为航天器运动学模型的虚拟控制输入实现航天器姿态稳定,再针对航

天器动力学模型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鲁棒自适应容错控制律,通过跟踪虚拟控制器来实现动力学稳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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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出的容错控制律考虑了执行器饱和约束,并且控制器中没有利用模型参数以及外界扰动信息,因此

在补偿故障影响的同时对它们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１节介绍了刚体航天器模型以及本文考虑的执行器故障模型;第２节针

对全驱动航天器模型提出了容错控制方案;第３节针对零动量下的欠驱动航天器模型提出了容错控制方

案;第４节对所提出的容错控制方案进行了数值仿真验证;第５节进行概括性总结及展望.

１　模型描述

１１　航天器模型

四元数描述航天器姿态角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考虑用四元数描述的带有执行器偏差故障和失效故障

的刚体航天器模型为

q

０＝－

１
２qTω

q
 ＝

１
２

(q×＋q０I３)ω

(J－DJωDT)ω ＝－ω× (Jω ＋DJωΩ)＋Du＋d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１)

式中,ω＝[ω１ω２ω３]T ∈R３ 为有界的航天器角速度向量,q０ ∈R和q＝[q１q２q３]T ∈R３ 为卫星的旋转姿

态角四元数,满足q２
０＋qTq＝１,定义q [q０qT]T ∈R４.I３ 为３×３的单位矩阵,J∈R３×３ 为正定的航天

器惯性矩阵Jw ＝diag[Jw１,,Jwn]为n 个反作用飞轮的惯性矩阵.Ω＝diag[ω１,,ωn]表示反作用

飞轮的角速度矩阵,D∈R３×n表示力矩分配矩阵,u＝[u１  un]T ∈R３ 表示由反作用飞轮产生的实际控制

输入.d＝[d１d２d３]T ∈R３ 表示外部扰动.对于向量a＝[a１a２a３]T ,a× 表示如下的反对称矩阵

a×＝

０ －a３ a２

a３ ０ －a１

－a２ a１ 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２)

可以计算得到aa×＝０.

１２　执行器故障模型

本文考虑的执行器故障为如下形式的偏差故障和失效故障

u(t)＝σ(t)v(t)＋φ(t) (３)
式中,v(t)∈Rn 表示需要设计的容错控制律.σ(t)diag[σ１,,σn]表示执行器i的失效系数矩阵,
其中,０≤σi ≤１.ϕ(t) [ϕ１(t)　ϕ２(t)　ϕ３(t)]T 表示执行器偏差故障.

考虑实际飞轮的特点,我们首先作如下假设:
假设１实际控制输入力矩vi 有界,即|vi|≤vmax ,i＝１,,n .

假设２外部扰动di 有界,即|di|≤di ,i＝１,,n .

假设３偏差故障有界,即|ϕi(t)|≤ϕi ,i＝１,,n .
因为本节所考虑的执行器失效故障为部分失效,所以必定存在两个正常数λmin 和λmax 满足０＜λmin ≤

mini＝１,２,３{σi}和 maxi＝１,２,３{σi}≤λmax ≤１.
控制目标:本文的控制目标是针对刚体航天器 (１),考虑航天器全驱动和欠驱动的两种情况,分别

设计容错控制律vi ,使得航天器的姿态角四元数和角速度能够在执行器故障的情况下渐进趋于０.

２　全驱动刚体航天器的容错控制

针对航天器模型 (１),设计鲁棒容错控制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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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vmaxsi

|si|＋k２(t)δ
(４)

式中,δ＞０为需要设计的参数,si ∈R为S ∈R３ 中的第i个元素.S 设计为

S ω ＋k２(t)q (５)

式中,k(t)∈R是需要设计的自适应律.

定理１对于执行器故障下的刚体航天器 (１),在鲁棒容错控制器 (４)的作用下,如果故障以及扰

动的界φi ,di ,λmin 和飞轮最大输出力矩vmax 满足

Diϕi＋di ≤λminvmax (６)

那么,航天器的姿态角和角速度将趋于０.
证设计李雅普诺夫函数为

V＝
１
２ωTJω ＋k２(t)[qTq＋(１－q０)２]＋

１
２γk

２(t) (７)

式中,γ 为需要设计的正常数.对李雅普诺夫函数求导,可得

V

＝ωTJω ＋k２[２qTq

 －２(１－q０)q

０]＋２kk

[qTq＋(１－q０)２]＋
kk



γ
(８)

将式 (１)代入,进一步可得

V

＝ωTJω ＋k２[qT(q×＋q０I３)ω ＋(１－q０)qTω]＋２kk

[１－q２
０ ＋(１－q０)２]＋

kk


γ

＝ωTJω ＋k２qTω ＋４kk
(１－q０)＋

１
γkk



(９)

由式 (１)和式 (５),可得

V

＝ωT{D(σ(t)v＋ϕ(t))＋d}－k４qTq＋k２qTS＋kk


４(１－q０)＋

１
γ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０)

将控制律 (４)代入,可得

V

＝－∑

３

i＝１
σi

vmaxωisi

|si|＋k２δ＋ωTDϕ(t)＋ωTd－k４qTq＋k２qTS＋kk


４(１－q０)＋
１
γ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１)

其第一项,满足以下关系

－σi
vmaxω２

i

|si|＋k２δ ≤－λminvmax
ω２

i

|si|＋k２δ
(１２)

考虑S 的定义和qi ≤１,进一步可得

－σi
vmaxω２

i

|si|＋k２δ ≤－λminvmax|ωi| １－
k２(δ＋１)

|ωi|＋k２(δ＋１)
æ

è
ç

ö

ø
÷ (１３)

将式 (１３)代入式 (１１),可得

V


≤－∑
３

i＝１
|ωi|(λminvmax－Diϕi－di)－∑

３

i＝１
σi

vmaxωik２qi

|si|＋k２δ

＋∑
３

i＝１
λminvmax|ωi|

k２(δ＋１)
|ωi|＋k２(δ＋１)＋k２qTS－k４qTq＋kk


４(１－q０)＋

１
γ

é

ë
êê

ù

û
úún

≤－∑
３

i＝１
|ωi|(λminvmax－Diϕi－di)－k４qTq

＋∑
３

i＝１
λminvmax|ωi|

k２(δ＋１)
|ωi|＋k２(δ＋１)n＋k２qTS

＋∑
３

i＝１

λmaxvmaxk２|ωi||qi|
|si|＋k２δ ＋kk

 ４γ(１－q０)＋１
γ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４)

因此,将自适应控制律k


设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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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γk
１＋４γ(１－q０)－∑

３

i＝１

λminvmax|ωi|(δ＋１)
|ωi|＋k２(δ＋１) －∑

３

i＝１

λmaxvmax|ωi||qi|
|si|＋k２δ －qTS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５)

进一步可得

V


≤－∑
３

i＝１
ωi|(λminvmax－Diϕi－di)－k４qTq (１６)

因为Diϕi＋di ≤λminvmax ,所以V


≤０.因此,ω ,q和k都有界.为了证明姿态角q和角速度ω 收

敛,对不等式 (１６)积分,可得

V(∞)－V(０)≤－∑
３

i＝１

(λminvmax－Diϕi－di)∫
∞

０
ωi|dt－∫

∞

０
(k２q)T(k２q)dt (１７)

定义ε min{λminumax－Diϕi－di,１},可得

V(∞)－V(０)≤－ε∫
∞

０
|ω|dt＋∫

∞

０
(k２q)T(k２q)dt( ) (１８)

因为上述不等式中V(∞)－V(０)有界,可得到ω ∈ １ 和k２q∈ ２.根据式 (５)中S 的定义,可以

得出S 是有界的.从自适应律 (１５)中可以看出,k


是有界的.结合式 (１),可以得到ω 和q
 是有界的.

因此,根据Barbalat引理,可以得到

lim
t→∞

ω ＝lim
t→∞

k２q＝０ (１９)

然而,式 (１９)的结论并不足够,必须证明k 不趋于０才能得出q→０的结论.

根据式 (１５)和qi ≤１,可得

k


≥
γk

１＋４(１－q０)－∑
３

i＝１

λminvmax|ωi|(δ＋１)
|ωi|＋k２(δ＋１) －∑

３

i＝１

λmaxvmax|ωi||qi|
|si|＋k２δ －‖q‖‖S‖

é

ë
êê

ù

û
úú

≥－γk ∑
３

i＝１

λminvmax|ωi|(δ＋１)
|ωi|＋k２(δ＋１) ＋∑

３

i＝１

λmaxvmax|ωi|
|si|＋k２δ ＋‖S‖

é

ë
êê

ù

û
úú

考虑如下不等式

λminvmax|ωi|(δ＋１)
|ωi|＋k２(δ＋１) ＋

λmaxvmax|ωi|
|si|＋k２δ

≤vmax|ωi|
λmin(δ＋１)＋λmax

|si|＋k２δ

≤vmax λmin(δ＋１)＋λmax[ ] １＋
１
δ

æ

è
ç

ö

ø
÷

(２０)

根据S 的定义和式 (１９),S 能够趋于０,并且存在两个界ω ≤ω 和S ≤S .因此可以得到

k


≥－γkϕ (２１)

式中,ϕ＝３vmax (１＋
１
δ

)λmin(δ＋１)＋λmax
é

ë
êê

ù

û
úú＋S .求解上述不等式,可得

k(t)≥k０exp(－γϕt) (２２)

式中,k０ k(０)＞０.因此,可以得出结论k(t)≥０并且当且仅当t＝∞ 时,k(t)＝０.根据以上分析,

k(t)有界,因此,给定一个正数γ ,存在一个函数k(t)使得k(t)≤k(γ).根据 (１５),可以得到

k


≥－
γ
k ∑

３

i＝１

λminvmax|ωi|(δ＋１)
(δ＋１) ＋∑

３

i＝１

λmaxvmax|ωi|
δ ＋k２‖ω‖＋k４‖q‖

é

ë
êê

ù

û
úú

≥－
γρ
k

(‖ω‖＋k４qTq)

(２３)

式中,ρ＝max{λminvmax＋
λmaxvmax

δ ＋k(γ),１}.

对上述不等式进行积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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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２(∞)－k２(０)≥－２γρ∫
∞

０
(‖ω‖＋k４qTq)dt

≥
２γρ
ε

(V(∞)－V(０))

≥
２γρ
ε V(０)

(２４)

根据上述不等式,设置k(０)满足k(０)＞
２γρ
ε V(０),那么可以得到

k(∞)≥
２γρ
ε V(０)＞０ (２５)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lim
t→∞

k２q＝０,那么必然有q →０.因此,在容错控制律 (４)

的作用下,结合式 (１９),航天器姿态角四元数q和角速度ω 会趋于０.

３　欠驱动刚体航天器的容错控制

本节针对欠驱动刚体航天器,提出了一种容错控制律.考虑只有两个飞轮能正常工作的欠驱动航天

器,安装在Z 轴的飞轮已经完全失效.航天器的惯性矩阵为J＝diag[J１,J２,J３],并且假设系统处于

零角动量且无扰动的情形下,即在式 (１)中,有

Jω ＋DJwΩ＝０ (２６)
在欠驱动Z 轴上,ω３＝０,控制系统降维,航天器可以稳定在任意姿态.
基于上述基本条件[１０],本节考虑的欠驱动航天器动力学和运动学模型可以重新描述为

J１ω


１＝D１[σ１(t)v１(t)＋ϕ１(t)]

J２ω


２＝D２[σ２(t)v２(t)＋ϕ２(t)]

J３ω


３＝０

(２７)

和

q

０＝－

１
２q１ω１－

１
２q２ω２

q

１＝

１
２q０ω１－

１
２q３ω２

q

２＝

１
２q３ω１＋

１
２q０ω２

q

３＝－

１
２q２ω１＋

１
２q１ω２

(２８)

式 (２８)中:ω１ 和ω２ 可以看作是航天器运动学模型的虚拟控制输入.文献 [１０]设计了一种虚拟控

制器如下

ωd１＝－aq１＋b
q２q３

q２
１ ＋q２

２
,ωd２＝－aq２－b

q１q３

q２
１ ＋q２

２
(２９)

式中,a 和b为两个正反馈参数.该虚拟控制器已经被证明能够稳定欠驱动航天器的运动学模型.
针对欠驱动航天器的动力学模型 (２７),与上节中的鲁棒自适应容错控制器设计思想类似,基于虚拟

控制律 (２９),设计如下的鲁棒自适应容错控制律为

vi＝－
vmax(ωi－ωdi)

|ωi－ωdi|＋k２(t)δ
(３０)

式中,k(t)是需要设计的自适应律,δ 是正常数.为了进行控制律的稳定性分析,首先给出如下定理.
定理２虚拟控制器 (２９)以及它的导数ωdi 有界.
证考虑ωd１ ,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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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d１ ≤a|q１|＋b
q２q３

q２
１ ＋q２

２
(３１)

在文献 [１０]中,对虚拟控制器 (２９)的奇异性分析证明了随着系统趋于原点,有

q３

q２
１ ＋q２

２
→

q３(０)e－
b
２t

c１e－at＋c２e－bt
(３２)

式中,c１ 和c２ 代表常数.从右边项可以看出,只要设置参数b＞２a ,那么分子收敛到０的速度将大于分

母收敛到０的速度.由四元数的性质可知qi ≤１对于i＝１,,４都成立,因此可以得到ωd１ 是有界的.
类似地,对于ωd２ 也能同样得出有界的结论.

为了证明ωd１ 有界,首先对ωd１ 求导,可得

ωd１＝－a＋b
(q２q３＋q３q２)(q２

１ ＋q２
２)－(２q１q


１＋２q２q


２)q２q３

(q２
１ ＋q２

２)２
(３３)

将式 (２９)代入式 (２８)中,可得

q

３＝－

b
２q３ (３４)

求解式 (３４)可得q３＝q３(０)e－
b
２t .将式 (３４)代入式 (３３)中,可得

ωd１＝－a＋b[(q

２－０５bq２)(q２

１ ＋q２
２)－q２(２q１q


１＋２q２q


２)]

q３

(q２
１ ＋q２

２)２
(３５)

因为qi ,ωd１ 和ωd２ 都有界,从式 (２８)中可以看出,q

i 也有界.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q


２ －

０５bq２)(q２
１ ＋q２

２)－q２(２q１q

１＋２q２q


２)也有界.考虑式 (３５)中的奇异项,随着系统趋于原点,可得

q３

(q２
１ ＋q２

２)２
→

q３(０)e－
b
２t

c２
１e－２at＋c２

２e－２bt＋２c１c２e－(a＋b)t
(３６)

如果设置参数b＞４a,那么上式右边项分子的收敛为０的速度将大于分母的收敛速度.因此,ωd１ 有

界.对于ωd２ 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将给出本文欠驱动航天器容错控制的主要结论.
定理３对于欠驱动刚体航天器 (２７)和 (２８),基于虚拟控制器 (２９)和本文提出的容错控制器

(３０),如果虚拟控制器中的参数满足b＞４a ,且故障的界ϕi 和λmin ,ωdi 的界Li 以及飞轮最大输出力矩

vmax 满足

Diϕi＋JiLi ≤λminDivmax (３７)
那么该欠驱动航天器的姿态角和角速度能够趋于０.
证与上一节设计李雅普诺夫函数的思想类似,考虑如下李雅普诺夫函数

V＝
１
２

(ω －ωd)TJ(ω －ωd)＋k２[qTq＋(１－q０)２]＋
１
２γk

２ (３８)

式中,γ 是正常数.在零动量条件下,列向量 ω 和ωd 第三行均为 ０,即 ω ＝ [ω１ω２０]T 和 ωd ＝
[ωd１ωd２０]T .显而易见,V＞０.因为q２

０ ＋qTq＝１,因此可得

V＝
１
２

(ω －ωd)TJ(ω －ωd)＋２k２(１－q０)＋
１
２γk

２ (３９)

对其求导,可得

V

＝(ω －ωd)TJ(ω －ωd)－２k２q


０＋４kk

(１－q０)＋
１
γkk

 (４０)

为了消除式 (４０)中的q

０,将虚拟控制器 (２９)代入式 (２８)中,可得

q

０＝

１
２a(q２

１ ＋q２
２)≥０ (４１)

因此,根据式 (２７),式 (３０)和式 (４１),可以推出

V

＝(ω －ωd)T[D(σv＋ϕ)]－Jωd)－k２a(q２

１ ＋q２
２)＋kk

[４(１－q０)＋
１
γ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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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σi
Divmax (ωi－ωdi)２

|ωi－ωdi|＋k２δ

≤ －λminDivmax|ωi－ωdi| １－
k２(δ＋１)

|ωi－ωdi|＋k２(δ＋１)
æ

è
ç

ö

ø
÷

(４３)

所以,式 (４２)可进一步推出

V


≤－∑
３

i＝１
ωi－ωdi|(λminDivmax－Diϕi－JiLi)－k２a(q２

１ ＋q２
２)

＋∑
３

i＝１
ωi－ωdi|

λminDivmaxk２(δ＋１)
|ωi－ωdi|＋k２(δ＋１)＋kk

[４(１－q０)＋
１
γ

]

(４４)

因此,如果把自适应律设计为

k

＝

γk
１＋４γ(１－q０)－∑

３

i＝１
|ωi－ωdi|

λminDivmax(δ＋１)
|ωi－ωdi|＋k２(δ＋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４５)

就可以得到

V


≤－∑
３

i＝１
|ωi－ωdi|(λminDivmax－Diϕi－JiLi)－k２a(q２

１ ＋q２
２) (４６)

因为Diϕi＋JiLi ≤λminDivmax ,所以V


≤０.现在我们只需证明q２
１＋q２

２ 能够趋于０.将虚拟控制器

(２９)代入式 (２８)中,可得q

３＝－bq３/２,因此,q３＝q３(０)e(－b/２)t 会趋于０.基于式 (４１)和q２

０＋qTq＝
１, 可以推出q４ 单调递增且有界,并最终趋于１,因此可以得到q２

１＋q２
２＝０.所以,欠驱动系统的姿态角

四元数q和角速度都将趋于０.

４　仿真校验

本节针对全驱动刚体航天器和欠驱动刚体航天器所提出的容错控制器分别进行了仿真验证.
考虑３个飞轮作用的全驱动刚体航天器,分配矩阵为D＝diag[１ １ １].航天器的惯性矩阵为

J＝
０８７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４ ０９６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２ １４７４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kgm２ (４７)

飞轮的最大输出力矩为vmax＝０１５Nm .假设在t＝２５s时,系统发生执行器偏差故障和失效故障,

偏差故障值为ϕ１＝００７,ϕ２＝００７,ϕ３＝００５,失效系数为σ１＝０８,σ１＝１,σ１＝０７.扰动值为d１＝d２＝
d３＝００１.其他仿真参数为δ＝０００１,γ＝００１,k(０)＝２０,λmin＝０６,λmax＝１.各项参数满足定理１中的

条件 (６).
将容错控制器 (４)应用于全驱动航天器 (１)中,得到的仿真结果如图１~图３所示.图１给出了自

适应律k(t)的轨迹,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k(∞)≈１３８６＞０,符合定理１的分析.图２给出了航天器姿

态角速度的轨迹图.可以看到所设计的容错控制器能够有效地抵消故障的影响,角速度最终能够趋于０.
图３给出了航天器姿态角四元数的轨迹图,可以看到航天器的姿态角四元数q１,q２ 和q３ 最终能够趋于原

点.从容错控制器 (４)可以看出,系统状态的收敛速度主要取决于飞轮的最大输出力矩vmax ,反作用飞

轮允许的最大输出力矩vmax 越大,收敛速度越快.
针对欠驱动航天器 (２７)和 (２８),设参数a＝００１,b＝００５,满足b＞４a .飞轮最大输出力矩为

vmax＝０１５Nm ,分配矩阵为D＝diag[１ １ １].假设在t＝２５s时,系统发生执行器偏差故障和失效

故障,偏差故障值为ϕ１＝００７,ϕ２＝００７,失效系数为σ１＝０８,σ１＝１.其他仿真参数为δ＝０００１,γ＝
００１,k(０)＝５,λmin＝０５,λmax ＝１.

将容错控制器 (２９)和 (３０)应用于欠驱动航天器模型 (２７)和 (２８),仿真结果如图４~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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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自适应控制律k(t)轨迹

图２　航天器姿态角速度轨迹

图３　航天器姿态角四元数轨迹

从图中可以看出,该容错控制律能够有效地补偿执行器故障的影响.然而,本文所提出的理论需要满足

定理３中的条件 (３７),若飞轮的最大输出力矩比较小,则ωdi 的值必须足够小,这就使得在虚拟控制器

(２９)中,反馈参数a和b必须足够小,保证ωdi 的值足够小,因此姿态角的收敛速度会比较慢.由于图４
中的虚拟控制输入ωd 较小,在图５中,角速度轨迹ω 在t≈５０s时并没有稳定到原点,而是一直在跟踪

虚拟控制器ωd ,为此在时间t＝[５０, １００]区间内对角速度轨迹进行了放大说明.与全驱动航天器的仿

真结果相比,欠驱动航天器由于少了一个飞轮参与控制,在仿真参数几乎相同的条件下,收敛速度明显

慢于全驱动航天器中的收敛速度,但最终欠驱动航天器能够在执行器故障的情况下实现稳定.

图４　欠驱动航天器理想姿态角速度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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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欠驱动航天器实际姿态角速度轨迹

图６　欠驱动航天器姿态角四元数轨迹

５　结　论

本文对执行器故障下的刚体航天器给出了一种容错控制方案.首先针对全驱动刚体航天器,借用滑

模控制的思想,设计了鲁棒自适应容错控制器抵消执行器故障影响.进一步地结合反步控制的思想,对

欠驱动航天器的运动学和动力学进行分步控制,在虚拟控制器稳定欠驱动航天器姿态角后,设计容错控

制器使得航天器的角速度信号跟踪上期望角速度信号,稳定航天器的动力学模型,最终使欠驱动航天器

能够稳定至平衡点.本文提出的控制器考虑了输入受限和执行器故障,并对模型参数不确定和外部扰动

都有很好的鲁棒性.
后续的工作将考虑整星非零动量的欠驱动航天器,并设计更有效的容错控制方案,将理论工作应用

于物理仿真平台上来验证算法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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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presentsakindoffaulttolerantcontrolschemeforrigidspacecraftunder
actuatorfaultsFirstly,forfullyactuatedrigidspacecraftunderactuatorbiasfaultsandpartiallossof
effectiveness,arobustadaptivefault tolerantcontrollawisproposedOnthisbasis,forunder actuated
spacecraftwithonlytwoavailablereactionwheelsinazero momentum mode,angularvelocityistreated
asthevirtualcontrolinputofthekinematic modeltorealizespacecraftattitudestabilizationThena
developedrobustadaptivefault tolerantcontrollawisdesignedtotrackthevirtualcontrolinputto
stabilizethedynamic modelThedesignedfaulttolerantcontrollawshavetakenactuatorsa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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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urbances,thushavestrongrobustnesstothemNumericalsimulationresultsverifytheeffectivenessof
theproposedcontrol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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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拖曳卫星自抗扰控制方法研究

乔鑫宇１　吴国强１　周文雅１　吴志刚２

１大连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学院;２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摘　要　无拖曳卫星是一种能够在太空中抵抗各种扰动力从而达到更纯粹自由落体状态的航天器,
在众多前沿领域都具有重要应用.由于空间中存在多种干扰力,要实现上述状态,必须通过主动控制技

术,来保证系统的控制精度、控制速度及鲁棒性.无拖曳卫星是具有非线性和耦合特性的相对位置和姿

态耦合的系统.对于这类系统,自抗扰控制器另辟蹊径,将系统简化为线性系统,并利用反馈主动地改

善系统的动态品质,以保证对该类系统展现良好的控制性能.本文提出利用自抗扰控制算法进行无拖曳

控制系统设计,实现扰动的实时估计并快速地补偿.仿真结果显示控制系统具有较好的鲁棒性、精度和

快速性,即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无拖曳卫星;自抗扰控制;不确定性干扰;鲁棒跟踪

０　引　言

如今科学任务对实验环境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其中环境扰动成为影响实验结果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于太空探索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航天试验需要在超静超精超稳实验环境

中完成[１３].无拖曳卫星可以利用检验质量块作为跟踪点,通过对航天器和检验质量块之间受摄差的补

偿,达到超静超稳的目标,凭借该特点在航天领域占据一席之地[４６].
国内对于无拖曳卫星的研究不仅可以推动相关技术的发展,而且对提高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和

国防实力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由中山大学牵头、利用人造卫星探测空间引力波的 “天琴计划”便是一

项中国本土的引力波探测工程.作为我国首个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提出了极高的精度指标,给卫星的

无拖曳控制系统设计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论文以此为背景,进行无拖曳卫星控制系统的设计.
卫星在太空运行时会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干扰,保证卫星在扰动环境中平稳、准确地跟踪检验质量块

无拖曳卫星控制系统的首要任务.
目前,对于无拖曳卫星的控制算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基于 H ∞ 鲁棒控制算法的

控制器在无拖曳卫星上的应用最为成熟,控制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系统良好的运行状态,并对外界

扰动有很强的抑制能力.但 H ∞ 鲁棒控制算法需要给定系统不确定性界限,并且算法的设计理念是保证

系统有能力在最坏的扰动情况下正常运行.这虽然可以保证系统强健的鲁棒性,但无法保证系统性能最

优.随着控制指标的提高,人们对无拖曳控制系统的精度、快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自抗扰控制 (ActiveDisturbanceRejectionControl,ADRC)算法[７]是由韩京清研究员提出的一种非

线性控制算法,其核心思想是将控制对象视为积分串联型,将动态对象异于标准型的部分视为 “总扰

动”,通过扩张状态观测器 (ExtendedStateObserver,ESO)对总扰动进行实时估计并进行主动补偿,
以减小扰动对系统输出的影响.算法能够在已知少量系统信息的前提下,保证系统的性能和鲁棒性.

本文对于无拖曳卫星的自抗扰控制系统进行设计与仿真,这可以为天琴卫星控制系统[８]的工程实现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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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卫星的动力学模型

构建无拖曳卫星动力力学模型是设计控制器的基础.首先,需要明确几种无拖曳卫星坐标系的定义

以及无拖曳卫星所受干扰,在此基础上进行检验质量块和卫星本体之间相对运动的分析[９１０].

１１　坐标系的定义

无拖曳坐标系包含以下六个:
(１)地心惯性坐标系

Ri＝{Oi,xi,yi,zi}

地心惯性坐标系以地心作为坐标原点,其中xi轴沿赤道面与黄道面的交线,方向指向春分点,zi沿地

球自转轴,并且指向地球北极方向;yi 与xi ,zi 组成右手坐标系.
(２)地球固联坐标系

RE ＝{OE,xE,yE,zE}

地球固联坐标系同样以地心作为坐标原点,xE ,yE 都位于地球赤道平面内,其中,xE 指向零子午线,

yE 指向东经９０°方向,zE 与zi 重合.该坐标系以地球自转角速度相对于地心惯性旋转.
(３)轨道坐标系

Ro＝{Co,xo,yo,zo}

轨道坐标系的原点在检验质量块中心上,xo 指向质心速度前进方向,yo 沿着轨道角动量的方向,zo 与

xo ,yo 组成右手坐标系.
(４)卫星本体坐标系

Rsc＝{Csc,xsc,ysc,zsc}

卫星本体坐标系取决于卫星本体的外形和质量分布,坐标系原点位于卫星本体质心,三轴固联在卫

星本体上,其中xsc 与卫星本体体轴平行并且指向运动方向,ysc 平行于星体太阳帆板平面法线方向,zsc 与

xsc ,ysc 组成右手坐标系.
(５)敏感器空腔坐标系

Rh＝{Ch,xh,yh,zh}

敏感器空腔坐标系的坐标原点相对于卫星本体坐标系的位置矢量为一常量rh ,其余各轴与卫星总体

坐标系对齐.
(６)检验质量块体坐标系

Rtm ＝{Ctm,xtm,ytm,ztm}

坐标系的原点位于检验质量块中心处,xtm,ytm,ztm 由检验质量块外形及质量分布决定,与RSC 的定

义类似.

１２　动力学模型的构建

无拖曳卫星的工作原理是在卫星密封腔内放置检验质量块,卫星包围着检验质量块而不与之发生接

触,保证质量块处于完全保守力环境.当卫星受扰时,会产生相对于检验质量块的位移,控制系统通过

敏感器测量此位移,并通过推力器进行补偿,最终实现卫星与检验质量块的同步运动,达到 “无拖曳”
状态[１１１２].

需要对卫星本体轨道动力学、检验质量块轨道动力学、两者的相对轨道动力学、卫星本体姿态动力

学、检验质量块姿态动力学以及两者的相对姿态动力学进行分析.
无拖曳卫星本体的轨道和姿态动力学方程是在惯性坐标系下建立的,定义rSC 和ωSC 为卫星相对于惯

性系的位置矢量和角速度矢量,则有轨道动力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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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无拖曳卫星控制系统框图

msc
d２rsc

dt２ ＝FGsc＋FCsc＋FDsc＋Ftmsc (１)

其中,msc为卫星质量,FGsc为卫星受到的重力作用,FCsc为作用在卫星上的控制力,FDsc为卫星受到的所有

干扰力之和,Ftmsc 为作用在卫星受到的耦合力.
由角动量定理可以得到

d(Iscωsc)
dt ＝TCsc＋TDsc＋Ttmsc (２)

其中,Isc 为卫星的惯量阵,TCsc 为作用在卫星上控制力矩,TDsc 为干扰力矩,Ttmsc 为作用在卫星上的耦合

力矩.
检验质量块的动力学方程与卫星本体动力学方程类似,主要区别在于其所受的力和力矩不同.
检验质量块在惯性系下的轨道动力学方程

mtm
d２rtm

dt２ ＝FGtm ＋FDtm ＋Fsctm (３)

其中,mtm 为检验质量块质量,FGtm 为检验质量块受到的重力作用,FDtm 为检验质量块受到的干扰力之和,

Fsctm 为作用在检验质量块上的耦合力.
检验质量块在惯性系下的姿态动力学方程

d(Itmωtm)
dt ＝TCtm ＋TDtm ＋Tsctm (４)

其中,Itm 为检验质量块的惯量阵,TCtm 为作用在检验质量块上控制力矩,TDtm 为检验质量块受到的干扰力

矩,Tsctm 为作用在检验质量块上的耦合力矩.
定义检验质量块和卫星质心之间的位置矢量r在惯性系中的表达式为

r＝rtm －rsc (５)
由于敏感器测量的是质量块相对于敏感器空腔中心的位置,因此,需要求解在敏感器空腔坐标系下

的卫星和质量块的相对轨道动力学方程表达式.
假设卫星是刚体,即卫星和敏感器之间不发生相对转动

ωh－ωsc＝
dωh

dt －
dωsc

dt ＝０ (６)

实际上,敏感器测量的是质量块质心相对敏感器空腔中心的相对距离,将这个量用rrel 表示,上标h
表示向量在敏感器空腔坐标系中的表示.敏感器空腔坐标系原点相对于卫星本体坐标系坐标原点的位置

矢量为常量rh ,检验质量块和卫星质心之间的位置矢量r可以表示为

rh＝rh
h＋rh

rel

rh＝rh
h＋rh

rel＝rh
rel

r̈h＝r̈h
h＋r̈h

rel＝r̈h
rel

ì

î

í

ï
ï

ï
ï

(７)

将式 (５)在惯性系中二次求导,并将式 (１)和 (３)代入,得到相对轨道动力学方程表达式,并将

表达式投影至 卫星本体坐标系 中,利用式 (７)整理得到最终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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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
rel＝

１
mtm

Fh
Gtm ＋Fh

Dtm ＋Fh
sctm( ) －

１
msc

(Fh
Gsc＋Fh

Csc＋Fh
Csc＋Fh

Dsc)

－２ωh
sc×rh

rel－ωh
sc× ωh

sc×(rh
h＋rh

rel)[ ] －ωh
sc×(rh

h＋rh
rel)

－２ωh
sc×rh

rel－ωh
sc× ωh

sc×(rh
h＋rh

rel)[ ] －ωh
sc×(rh

h＋rh
rel)

(８)

相对姿态动力学方程的推导思路与上述大致相同其最终的表达式需要在检验质量块体坐标系中表示.
定义角速度矢量

ωtm
rel＝ωtm

tm －ωtm
sc (９)

其中,上标tm 表示向量在检验质量块体坐标系中的表示.
为了得到在检验质量块体坐标系下相对姿态动力学方程的表达式,需要建立在惯性系与一个活动坐

标系的相对角加速度的关系式

ωtm
rel＝

dωtm

dt －
dωsc

dt ＋ωtm ×ωsc (１０)

将关系式 (１０)投影至检验质量块体坐标系中

ωtm
rel＝ωtm

tm －ATSω
sc

sc＋ωtm
tm ×ATSωsc

sc (１１)
式 (２)和 (４)描述的是卫星和检验质量块的绝对角加速度关系式,将上式代入并整理得到在检验

质量块体坐标系下相对姿态动力学方程的表达式

ωtm
rel＝ Itm( ) －１ Ttm

Ctm ＋Ttm
Dtm ＋Ttm

sctm － ωtm
rel＋ωtm

sc( ) × Itm ωtm
rel＋ωtm

sc( )( )[ ] －ATSω
sc

sc－ATSωsc
sc×ωtm

rel

(１２)

１３　动力学模型简化

为了便于控制器的设计,需要对于上述非线性方程线性化.假设在标称状态下,卫星本体和检验质

量块以恒定角速度ωsc０＝ωtm０＝ω０ 和恒定速度vsc０＝vtm０＝v０ 运行,且卫星和检验质量块都存在相对于标

称状态的微小扰动[１３].
定义平衡位置

q０＝ rsc０t( ) ,φrel０t( ) ,rsc０＝０,φrel０＝０[ ] (１３)
在平衡位置q０ ,研究在领域内的系统运动

ωsc＝ω０＋δωsc

ωrel＝δωrel

φsc＝φsc０t( ) ＋δφsc

φrel＝δφrel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１４)

将式 (１４)代入式 (４)、式 (８)和式 (１２)中进行化简整理,最终得到无拖曳卫星控制系统的动力

学简化模型如下:
卫星的姿态动力学模型

φ̈sc＝I－１
sc TCsc＋TDsc＋Ttmsc( ) (１５)

相对轨道动力学方程

r̈rel＝
１

mtm
Fsctm －

１
msc

(FCsc＋FDsc) (１６)

相对姿态动力学方程

φ̈rel＝I－１
tm(TCtm ＋TDtm ＋Tsctm)－I－１

sc (TCsc＋TDsc) (１７)

１４　无拖曳卫星干扰模型

１４１　卫星本体以及检验质量块所受干扰
本文研究的无拖曳卫星是 “天琴卫星”,它在１０万km 的地心轨道上运行.经过调研,卫星所受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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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力主要是太阳光压产生的摄动力,外界干扰力矩主要有重力梯度力矩、太阳光压力矩以及气动力矩.
(１)太阳光压产生的摄动力

太阳光压产生的摄动力表达式为

Fs ＝－kρSRCRSRr̂S (１８)

其中,CR 为航天器的表面反射系数;ρSR 为太阳常数,取４５６×１０－６N/m２ ;SR 为太阳光线照射面积;r̂S为

地心到太阳的单位矢量;k为受晒因子.
(２)太阳光压力矩

太阳光压力矩是指光压中心和卫星质心不重合时,太阳光对卫星产生的干扰力矩,其影响卫星的姿

态,结合 (１８),光压力矩表示

Tds＝Ls×RbiFs (１９)

其中,Ls 表示太阳光压中心到卫星质心的距离,Rbi 表示地球惯性坐标系到卫星本体坐标系的转换矩阵.

(３)重力梯度力矩

卫星所受的重力梯度力矩为

Tg＝
３μ
r３

(Rbo３×IRbo３) (２０)

其中,I为卫星的惯量阵,Rbo３ 为卫星指向地心的单位矢量,其与卫星在轨道的姿态坐标所对应,即

Rbo３＝ AxzAyzAzz[ ] T ＝ －cosφsinθsinφcosφcosθ[ ] T

(４)气动力矩

当卫星质心和其动力作用中心不重合时会产生气动力矩

Tdp＝Lp×RbiFp (２１)

其中,Lp 为太阳帆板迎风面压力中心至卫星质心的距离.

作用在卫星上的内部干扰主要来源于执行机构有关的噪声.卫星的位置状态主要由推进器控制,而

姿态信息可以通过推力器,反作用轮和磁力矩器控制.这些执行机构在作用时产生的噪声是卫星内干扰

的主要来源.

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卫星本体所受干扰.由于检验质量块位于卫星封闭的空腔内部,可以认为其受外

界的干扰可以忽略,对于检验质量块来讲,其干扰主要是执行机构带来的噪声内干扰.

１４２　卫星本体和检验质量块之间的耦合干扰
为了控制卫星跟踪检验质量块,使其运行于纯重力轨道,需要测量卫星和质量块的相对位置,这是

耦合力和耦合力矩产生的原因.通常将质量块和卫星间的耦合作用模型看成一个弹簧———阻尼系统.检

验质量块所受到的耦合力和力矩的形式为

Fsctm ＝－Ktransrrel－Dtransr

rel

Tsctm ＝－Krotθrel－Drotθ


rel
{ (２２)

其中,Ktrans 、Dtrans 和Krot 、Drot 为平动和转动的耦合系数矩阵.

由牛顿第三定律分析得到,检验质量块和卫星所受的耦合力和耦合力矩应当是大小相同,方向相

反,即

Fsctm ＝－Ftmsc

Tsctm ＝－Ttmsc
{ (２３)

２　控制系统设计

自抗扰控制算法能够处理高度非线性化不确定性的系统,并且在处理系统内部和外部不确定性方面

具有优势,并且能够保证系统具有良好的性能[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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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自抗扰控制算法

在介绍自抗扰控制器各个部分具体形式之前,介绍两个函数.
最速控制综合函数fhan ,其具体的函数表达形式不在这里赘述,其中r影响信号的跟踪速度,h０ 对

噪声起到一定的滤波作用.

fh＝fhan[x１(k)－v(k),x２ k( ) ,r,h０] (２４)

fhan 函数可以减少稳态响应出现高频振荡的风险,提高控制效率,避免控制量饱和或者控制量过大

产生的不稳定现象.
非线性fal函数,其形式如下

fe０＝fal(e０,a,h)＝
e０

h１－a
,e０ ≤h

e０
asigne０( ) ,e０ ≥h

ì

î

í

ïï

ïï

fal函数的设计思想是当误差较小时,采用线性控制,让误差快速消除;当误差较大时,采用非线性

函数控制,以减小误差并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是一种保证控制精度和速度,而又不会产生较大超调的控

制方式.fal函数是生成各部分误差反馈控制量的函数,决定着控制器、扩张状态观测器的性能,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一般选取h为较小的正数,a 在 (０,１)区间内适当选取.
自抗扰控制器的结构如图２所示,由跟踪微分器 (TD)、扩张状态观测器 (ESO)、非线性状态误差

反馈 (NLSEF)、扰动补偿等四个部分组合而成,y是输出,z１、z２、z３ 是状态估计量,e１、e２ 是误差,b
是补偿因子,v 是设定值,v１,v２ 是安排过渡过程以及其微分,f 是干扰信号.

图２　自抗扰控制器

微分跟踪器是根据被控对象承受能力安排的过渡过程,扩张状态观测器用来估计系统所受的扰动,

非线性状态误差反馈 (NLSEF)根据误差值大小输出合适增益μ０ ,改善控制效果.

微分跟踪器的形式为

x１ k＋１( ) ＝x１ k( ) ＋hx２ k( )

x２ k＋１( ) ＝x２ k( ) ＋hfh{ (２６)

它可以解决传统微分器产生的噪声放大等缺陷,缓和响应快慢和超调量之间的矛盾.

扩张状态观测器对于对象的输出信号进行观测,其扩张状态反映总扰动,即与系统本身有关的不确

定性因素和外界环境带来的干扰总和.扩张观测器将这部分信息处理后引入控制回路以补偿扰动对于系

统的影响.

ek( ) ＝z１ k( ) －y(k)

z１ k＋１( ) ＝z１ k( ) ＋h z２ k( ) －β０１e[ ]

z２ k＋１( ) ＝z２ k( ) ＋h z３ k( ) －β０２fe＋bu０[ ]

z３ k＋１( ) ＝z３ k( ) ＋h －β０３fe(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７)

经典PID在提取误差的比例、积分和微分信号后采用线性加权的处理方式,以这样方式处理的系统

会响应的快速性和超调的矛盾.为了提高控制系统的适应性和鲁棒性,自抗扰控制器采用非线性误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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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来代替线性加权的处理方式.本文中采取的非线性函数为最速控制综合函数fhan .

２２　无拖曳卫星控制系统的设计

无拖曳卫星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如上文提到的各种扰动作用,这些扰动会影响无拖曳控制系统的控

制精度.无拖曳控制系统的思路就是如何对于扰动进行实时补偿、抵消,达到较高的控制精度.
进行无拖曳卫星控制系统设计时,将系统分为三个子控制回路:无拖曳控制回路,卫星姿态控制回

路以及悬浮控制回路,整体设计框图３所示.
无拖曳控制回路是在平动方向上控制卫星,消除卫星本体的非引力加速度,以达到跟踪检验质量块

的目的;卫星姿态控制回路则用来保证卫星受扰动情况下的姿态稳定;检验质量块悬浮控制回路的是在

转动方向上控制检验质量块,使其跟踪卫星.
本文采用自抗扰控制算法进行卫星姿态控制器、无拖曳控制器、质量块悬浮控制器的设计.

图３　无拖曳控制系统框图

３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设计的控制系统对于外界扰动的补偿效果,分析系统的控制精度,对于系统进行仿真实验.
仿真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卫星仿真参数

仿真参数 参数值

卫星质量 １０００kg

质量块质量 １kg

卫星惯量矩阵 JSC ＝
２００ １ ２
１ ２７００ １
２ １ ２６５０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kgm２)

检验质量块惯量矩阵 JTM ＝２７×１０－４I３(kgm２)

耦合系数矩阵
Ktrans ＝

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１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１０－６(N/m)

Dtrans ＝１５×１０－１０I３(N/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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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系统噪声和量测噪声均符合零均值的高斯分布,功率谱密度均为１０－８ ms－２/ Hz.卫星所受

到的外界干扰力与力矩具有正弦性质,频率为ωd＝１５×１０－３ Hz.
在外界扰动作用下,卫星和检验质量块发生相对偏移和相对转动,这里假定相对距离初始值为

１３２[ ] ×１０－３ m ,相对姿态角度初始值为 １３２[ ] π
１８０rad.

根据图３设计控制系统,仿真参数见表１,仿真结果如图４~图８所示.

图４　卫星和检验质量块的相对位置变化及精度

图５　卫星所受控制力变化

通过仿真结果图４~图５可知,在控制器作用下,系统能够较为快速地恢复在三个平动方向上的稳定

状态,且能够保证较好的精度,三轴相对距离能够控制在２×１０－６m以内,并且对于卫星的控制力能够在

１s内收敛,具有较好的快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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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卫星和检验质量块的相对姿态变化

图７　检验质量块所受控制力矩变化

通过仿真结果图６~图７可知,在控制器作用下,系统能够较为快速地恢复在三个转动方向上的稳定

状态,且能够保证很高的精度,三轴相对姿态角能够控制在２×１０－８rad以内,并且对于检验质量块的控

制力能够在０２s内收敛,具有较好的快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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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卫星所受控制力矩变化

４　结　论

本文设计了无拖曳卫星的自抗扰控制系统.经过仿真分析,验证自抗扰控制算法在无拖曳卫星的控

制上的有效性,其具有较好的快速性和较高的控制精度.
接下来的首要工作是更好的完善自抗扰控制器,进一步提高控制系统的精度和抗干扰能力,为天琴

计划、以及我国其他无拖曳卫星计划的成功实施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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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rag freesatelliteisakindofspacecraftwhichcanresistvariousdisturbingforcesinspace
andachieveamorepurefreefallstate,ithasbeenappliedinmanyfrontierfieldsDuetotheexistenceof
variousdisturbancesinspace,activecontroltechnologymustbeadoptedtoensurethesystemhashigh
controlaccuracy,fastcontrolspeedandstrongrobustnessDrag freesatelliteisanonlinearandcoupled
system withrelativepositionandattitudecouplingForthiskindofsystem,theactivedisturbance
rejectioncontrol(ADRC)strategyhasanewwaytocontrolItsimplifythesystemintoalinearsystem,

andusesfeedbacktoimprovethedynamicqualityofthesystem actively,toensuregoodcontrol

performanceforthiskindofsystemInthispaper,ADRCalgorithmisproposedforthedesignofdrag
freecontrolsystemtorealizereal timedisturbanceestimationandfastcompensationThesimulation
resultsshowthatthecontrolsystem hasgoodrobustness,accuracyandrapidity,whichverifiesthe
effectivenessofthis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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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段多约束自适应
预测校正制导方法研究

李毛毛１,２　胡　军１,２　黄　煌１

１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２空间智能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摘　要　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过程中飞行状态大跨度变化、参数不确定和多约束的特点,

本文提出了一种考虑多种约束的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飞行器初期再入段与能量管理段交接点处存

在经纬度即航程约束、高度约束以及速度约束.为使多种终端约束得到满足,首先通过分析倾侧角、攻

角制导量与多种飞行状态之间的关系,以全系数自适应控制理论为基础,建立倾侧角余弦修正量与预测

的交接点处的纵程误差之间的特征模型,采用改变倾侧角大小控制飞行器的纵向飞行轨迹;设计横向的

倾侧角翻转策略,改变倾侧角的符号,控制飞行器的横程;然后结合攻角微调的策略,控制飞行器的速

度;并以达到交接点处的期望高度为初期再入段制导结束条件,使高度约束得到满足.最后,考虑初始

状态偏差和参数不确定的蒙特卡洛打靶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方法有效,所提方法能使多种终端约束以较

高精度得到满足.同时,与采用离线设计不在线调整攻角的制导方法相比,本文所提方法能够显著提高

交接点处的制导精度.
关键词　高超声飞行器;初期再入段;自适应预测校正;多约束

０　引　言

高超声飞行器再入过程中,地球大气密度逐渐增加,飞行速度从高超声速逐步降低,整个再入飞行

过程飞行空域和飞行速度大跨度变化,系统非线性强,而且状态之间耦合严重,这些给制导方法的设计

带来了难度.初期再入段是高超声速飞行器再入的第一个阶段,其制导精度的优劣直接关乎后续能量管

理段和自动着陆段的制导精度,因此,要求飞行器在初期再入段和能量管理段的交接点处,满足高度、

速度和经纬度等多种终端状态约束.高超声速飞行器再入过程中存在较多的约束,如何设计制导律,使

多种约束都得到满足是公认的难题.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段,利用飞行器的倾侧角和攻角调整

飞行轨迹,只有较少的制导量可以利用,却需要使交接点处的高度、速度、经度和纬度等都满足约束,
本质上为一种欠驱动问题.另外,飞行器在再入过程中,在线飞行的气动参数和地面装订的标称参数也

有差别,大气密度模型和真实的大气密度也存在偏差,上述因素要求制导方法具有较强的自适应性和鲁

棒性.
飞行器进入段制导方法一般分为跟踪标称轨迹的制导方法、预测校正制导方法以及二者融合的制导

方法.跟踪标称轨迹的制导方法是应用较早的方法,其要求航天器在进入过程中跟踪离线或者在线规划

好的标称轨迹[１３].跟踪标称轨迹的制导方法由于基于参数不变和小偏差理论,即要求实际的飞行轨迹只

能在规划的标称轨迹附近,设计制导律的时候离线参数迭代工作量大;同时,针对大气密度和航天器气

动参数的不确定鲁棒性差.如果存在较大的状态偏差,所设计的制导律可能无法跟踪上标称轨迹.为了

提高航天器跟踪标称轨迹制导方法的自适应性和鲁棒性,国内外学者基本沿着两条途径对其进行改进:一

是研究鲁棒性能好,自适应能力强的跟踪标称轨迹方法;二是研究在线快速规划轨迹算法[４５].学者们将

滑模控制方法[６],自适应控制方法[７],非线性预测控制算法[８]等先进的方法引入到制导律的设计中,从而

提升算法的鲁棒性.同时,一些学者利用高斯插值轨迹优化方法[９],凸优化方法[１０],拟线性化策略[１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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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生成飞行轨迹,然后对在线生成的飞行轨迹进行跟踪.各种改进的跟踪离线标称轨迹的制导方法没

从根本上解决制导方法对初始状态和参数偏差敏的问题,在线生成标称轨迹的制导方法一般计算量大,
算法的实时性和收敛性难以保证,导致其在工程上难以利用.

与基于跟踪标称轨迹的制导方法相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在进入过程中根据飞行器的当前飞行状态

和制导指令实时预测进入轨迹的落点,根据与期望的落点对比得到落点误差,以及需要满足的轨迹约束

生成制导指令.因为预测校正制导方法不依赖于标称轨迹,只需根据终端状态误差在线校正制导指令,
并结合过程约束条件和倾侧角攻角等的约束,得到实际的制导指令.也不存在小偏差理论的假设,可以

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对飞行轨迹进行调整,因此预测校正制导方法的自适应性和鲁棒性都较强[３].近十

年,随着计算机水平的提高,预测校正制导方法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比如基于迭代的数值预测校正制导

方法[１２],基于嵌套式积分和有界试位法的预测校正制导方法[１３],基于模糊逻辑控制的预测校正制导方

法,以及基于全系数控制理论的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１５１６].
目前,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段的绝大多数制导方法以航天飞机的再入制导方法为基础进行改进,

虽说制导精度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有些方法工程上实现存在较大的计算负担;有些方法在制导精度和多

种约束的处理上无法很好的兼顾.标准弹道制导法对不确定性和干扰的适应能力有限,其制导精度难以

满足初期再入段日益严苛的飞行任务需求.另一方面,现有的预测校正制导方法需要机载计算机处理能

力较强,而且算法的收敛性不能严格保证,不具备充分的工程可行性.另外,在设计制导律的时候一般

很少考虑姿态内环的制导指令幅值限制,有可能导致外环形成的制导指令没法在内环中很好的进行跟踪.
本文在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初期再入段考虑多约束的预测校正制导方法,

使飞行器初期再入段和能量管理段的交接点处的高度、速度和经纬度 (航程)都取得较高的制导精度,
同时满足倾侧角和攻角的幅值约束.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在每个制导周期只进行一次预测和校正,
其将制导问题转化为控制问题,计算负担小,因此大幅降低了对机载计算机的要求,并且已在探月高速

返回和新一代载人飞船上都得到成功的工程应用[４,１５].本文架构如下:第一小节给出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

再入段制导问题的建立和制导问题分析,第二小节给出考虑多约束的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设计,第

三小节给出考虑初始状态误差及参数偏差的蒙特卡洛打靶仿真和对比仿真结果,第四小节给出本文的

结论.

１　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段制导问题建立和分析

１１　制导问题建立

首先,给出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段考虑地球自转影响的动力学方程,动力学方程中位置信息以

球面坐标中的半径、经度和纬度的形式给出,速度信息以速度大小、航迹倾角和航迹方位角的形式给出,
该形式能够快速的计算出飞行器的实际落点信息,便于后面制导方法设计中误差信息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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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高超声速飞行器到地球球体中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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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高超声速飞行器经度;

ϕ ———高超声速飞行器纬度;

v ———高超声速飞行器速度;

γ ———高超声速飞行器航迹倾角;

ψ ———高超声速飞行器航迹方位角;

σ———倾侧角,为高超声速飞行器绕着速度轴旋转的角度,即升力与地球当地垂线之间的夹角;

ω ———地球自转的角速度;

L ,D ———分别为升力加速度和阻力加速度,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是攻角α和马赫数Ma 的函数;

g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重力加速度.
倾侧角和攻角需要满足幅值约束:

δmin ≤ σ ≤δmax

αmin ≤ α ≤αmax
{ (２)

在初期再入段和能量管理段交接点处,高超声速飞行器需要满足终端高度、速度和经纬度 (航程)
约束

hf －hr ≤ξh

vf －vr ≤ξv

θf －θr ≤ξθ

ϕf －ϕr ≤ξϕ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３)

上式中:hf ,vf ,θf ,ϕf 分别为交接点处期望的终端高度、终端速度、终端经纬度;hr ,vr ,θr ,ϕr

分别为交接点处实际的终端高度、终端速度、终端经纬度;ξh ,ξv ,ξθ ,ξϕ 分别为终端高度、终端速度、
终端经纬度误差阈值.

总之,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段在满足动力学方程基础上,还要满足制导量倾侧角和攻角的约束,
以较高精度到达初期再入段和能量管理段的交接点处,满足终端的高度、速度和经纬度约束.

在本文制导律设计中,预测环节利用当前的制导指令和当前的飞行状态预测终端航程、速度和高度

信息等,下面给出航程的相关定义.待飞航程是飞行器到达终点还需经过的航程,可根据飞行器当前经

纬度和期望交接点的经纬度求出.设飞行器当前的位置为c,期望终端点的位置为f ,由球面三角形的

知识可以得到待飞航程为

stogo＝arccos[sinϕcsinϕs＋cosϕccosϕscosθc－θs( ) ] (４)

式 (４)中,ϕc ,θc 表示飞行器当前点的纬度和经度,ϕs ,θs 表示期望终端点的纬度和经度.

本文中飞行器的横程定义为

z＝arcsinsinstogo( )sinΔψ[ ] (５)

式中Δψ＝ψ－Ψ 为飞行器的航迹方位角与飞行器视线方位角的Ψ 的差值,由球面三角形的知识,可以得

到视线方位角Ψ 为

sinΨ ＝
sinθc－θs( )cosϕc

sinstogo( )
(６)

１２　制导问题分析

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中,制导量为倾侧角和攻角,为了飞行器的防热,攻角大部分都采用离线

规划的策略.交接点处存在高度、速度和经纬度等多种约束,用两个制导量去控制多个状态,本质上为

欠驱动问题,这也是初期再入段制导问题的难点所在.

由式 (１)的第一子式r＝vsinγ可以看出,飞行器高度同速度和飞行路径角的正弦值有关;由第四子

式可以看出,飞行器的速度主要和飞行器的阻力及飞行路径角的正弦值有关;由第五子式可以看出,飞

行路径角主要和飞行器的升力大小、倾侧角的余弦值以及飞行路径角的余弦值有关;由第六子式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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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飞行航迹方位角主要同飞行器的升力大小、倾侧角的正弦值以及飞行路径角的余弦值有关.
飞行路径角的正余弦作用是相反的,很可能导致把一个状态的终端精度控制到一定范围内,其他状

态量跟期望的目标值又会存在较大的误差.高度、速度和飞行路径角等状态量之间存在强烈的耦合,另

外动力学非线性程度很高,给制导系统的设计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通过上述分析,控制飞行轨迹可以通过调整倾侧角,在相同的攻角指令下,改变倾侧角的大小,可

以改变气动升力在纵向的分量,从而对飞行路径角产生影响,但是对航迹方位角影响较小,因此倾侧角

的大小主要影响纵向飞行轨迹;改变倾侧角的符号,可以改变气动升力在横向的分量,对飞行器的航迹

方位角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对飞行路径角影响较小,可以控制飞行器的横向轨迹.总之,可以通过改

变倾侧角的大小和方向控制初期再入段的飞行轨迹.
飞行器的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除了跟飞行器自身的马赫数有关外,还跟飞行器的攻角有关,可以通

过改变攻角,改变飞行器的升阻比.升阻比对飞行路径角有较大影响,而飞行器高度的变化与飞行路径

角的正弦值直接正相关,飞行器的速度跟飞行器的阻力和飞行路径角的正弦值有关,改变飞行器的攻角,
可以影响飞行器的高度和速度等.为了减小飞行器的终端高度和速度误差,可以通过对初期再入段实际

的攻角在线进行小角度的调整的策略实现.虽然攻角调整的范围较小,但累积到飞行器初期再入段的整

个飞行过程中,仍然会对终端状态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２　考虑多约束的初期再入段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

２１　初期再入段初始飞行轨迹和时变动态增益

为了设计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段的制导律,需要有初始的飞行轨迹,可以在考虑约束条件下,

采用轨迹规划的方法得到.轨迹规划的时候,通常将制导指令参数化为分段常值或分段线性加常值的指

令形式,本文中采用分段常值的形式.考虑飞行器初期再入段的后期倾侧角幅值仍然较大的话,会导致

其正弦值比较大,这样就会带来较大的横向机动,因此,倾侧角幅值到后期减小.给出飞行器制导控制

律设计中要用到的初始飞行轨迹,初期再入段倾侧角幅值较大,在初期再入段后期,倾侧角减小,初始

飞行轨迹的倾侧角指令为

σ＝

７０deg,０≤t≤９００s
－４５deg,９００s＜t≤１１００s
４５deg,１１００s＜t≤１２５０s

－４５deg,t＞１２５０s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７)

初始飞行轨迹的攻角指令采用航天飞机的策略,为了飞行器的热防护,初期采用大攻角飞行,然后

近似线性过渡到一个较小的攻角.

预测校正制导方法包含预测和校正两个环节:预测环节利用当前的倾侧角和攻角指令,积分动力学

方程到交接点处,得到飞行器实际的终端状态;校正环节根据预测的终端状态误差,然后利用制导量的

修正量和终端状态量改变的关系求出实际的制导修正量.因此,制导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建立制导修正

量和终端状态量之间的关系.
定义１初期再入段时变动态增益为到达期望的初期再入段制导结束条件时,终端状态的改变与制导

指令修正量之比.

图１~图２为在初始飞行轨迹的制导指令基础上,倾侧角余弦值改变量为０１和－０１时,以到达指

定的终端高度为止,终端航程的时变动态增益曲线.
由时变动态增益曲线可以看出,不管倾侧角余弦值增加或者减小,终端航程的改变量单调性都较好,

倾侧角改变越早,对终端航程的影响越大.航程时变动态增益曲线的单调性较好对制导方法的收敛有很

好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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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倾侧角余弦改变０１航程的时变动态增益

　　　　
图２　倾侧角余弦改变－０１航程的时变动态增益

２２　初期再入段纵向校正航程的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

时变动态增益曲线是在制导指令的改变量加入之前,飞行器一直处于标称飞行状态求出的.对于实

际飞行过程中,时变的动态增益分成两部分,已知部分D(t)和未知部分ΔD(t)[５].
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突破了进入制导问题中无具体数学模型描述终端状态误差和制导指令修正

量之间的难题.其将终端状态误差与修正量的关系用一阶特征模型表示的时变动态系统来刻画,在线估

计一阶特征模型的系数,然后求取制导量的修正量.为了利用全系数自适应理论,利用２１小节求出的时

变动态增益对系统进行输入输出变换,将控制增益归一化处理,时变动态增益的范围也将大幅度变小[１５].
经过上述策略的处理,初期再入段制导指令修正量的求取问题转化为控制问题.

本小节主要考虑利用倾侧角大小去控制纵向的飞行轨迹.每个制导周期初期再入段自适应预测校正

制导方法策略如下:
首先按照最新的倾侧角和攻角指令,积分动力学方程 (１),预测飞行器到期望的终端高度处的实际

航程和速度,将实际航程和期望的航程比较,得到航程误差.
然后校正环节建立航程误差和倾侧角余弦修正量之间的一阶特征模型,通过全系数自适应控制算法,

得到倾侧角指令的修正量,并叠加到上一个制导周期的倾侧角指令上,即该制导方法是积分型增量式制

导算法.对图１和图２中的终端航程时变动态增益曲线进行数值拟合,作为输入变换的系数,经过输入变

换后的终端航程误差y(k)与倾侧角余弦修正量u(k)之间的关系用以下的一阶变系数差分方程表示

y(k＋１)＝f１(k)y(k)＋g１(k)u(k) (８)
式中,y(k)表示利用航程时变动态增益输入变换后的终端航程误差,u(k)表示倾侧角余弦的修正量.利

用梯度法辨识特征模型系数f１(k)和g１(k),其估计量为F̂１(k)和ĝ１(k).然后采用线性反馈控制得到

一个制导周期内新的倾侧角余弦修正量u(k)

u(k)＝
－L１F̂１(k)y(k)
[ĝ１(k)＋λ]

(９)

式中,L１ 是控制器参数,λ与系统的参数g１(k)同号.在式 (９)中加入λ,防止g１(k)估计值太小,导致

修正量过大.
然后通过积分器的作用,使后续制导指令都叠加修正值,所以当前周期的倾侧角余弦修正值叠加到

上一个制导周期的倾侧角余弦指令上,形成最新的倾侧角指令

unew(k)＝unew(k－１)＋u(k) (１０)
式 (１０)中,unew(k)和unew(k－１)分别表示当前和上一制导周期的倾侧角余弦制导指令.然后,结

合式 (２)中的δmin ≤ σ ≤δmax 倾侧角幅值约束,如果求出的倾侧角幅值大于幅值约束,则取倾侧角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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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边界值作为实际的制导指令.

δ(k)＝min{acoscosδ(k－１)＋u(k)[ ] ,δmax}

δ(k)＝max{acoscosδ(k－１)＋u(k)[ ] ,δmin}{ (１１)

式中,δ(k) 为当前制导周期内实际的倾侧角的幅值,δ(k－１) 表示上一制导周期内实际的倾侧角的

幅值.

２３　初期再入段横向制导方法

如１２节所述,初期再入段制导分为纵向和横向制导,由动力学方程 (１)可以看出,倾侧角的余弦

作用在飞行器的飞行路径角方程中,正弦值作用在航迹方位角方程中,因此倾侧角符号的改变对纵向影

响不大,但对横向可以起到控制作用.初期再入段制导方法采用纵横向解耦的方法进行控制,不同于航

天飞机横向跟踪航迹方位角,本文中以横程为基础设计横向翻转漏斗,漏斗边界随着初期再入段接近与

能量管理段交接点的时候越来越窄.具体横向制导策略如下式所示

σ＝

－ δ∗ ,z＋kzz
 ≥Δz

δ∗ ,z＋kzz
 ≤－Δz

δ∗ sig,z＋kzz
 ＜Δz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２)

式 (１２)中δ∗ 为用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实时计算的倾侧角数值大小,δ 为实际的倾侧角制导指

令,包括倾侧角的大小和符号.z为横向航程,z 为横向航程变化率,即横向速度,Δz为横向航程边界,即

倾侧角的翻转边界.sig的取值如下所示

sig＝
１, 当δt－T( ) ≥０
－１ 当δt－T( ) ＜０{ (１３)

式 (１３)中δt－T( ) 为上一时刻的倾侧角指令.kz 为设计的横向运动阻尼参数.横向航程边界为

Δz＝c１＋c２×v/v０ (１４)
由于横向航程边界设计为速度的函数,在初期再入段中速度逐渐减小,因此横向航程边界随着速度

的减小变窄,呈现漏斗的形状.在实际飞行过程中,当飞行器横向航程碰到预先设计的边界时,倾侧角

符号进行翻转,从而控制飞行器向相反的方向飞行.随着接近初期再入段的末端,横向航程边界也越来

越窄,最终使横向航程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２４　考虑高度、速度约束的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

如前所述,飞行器的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跟飞行器的攻角有关,可通过改变攻角,改变飞行器的升

阻比,进而控制飞行器的速度和高度.考虑飞行器初期再入段的防热设计,再入段的初期让飞行器保持

较大的攻角,当高度和速度降到一定程度后,再让攻角近似线性的减小到一个较小的数值.在标称攻角

剖面的基础上对初期再入段实际的攻角进行小角度的调整.
为了使交接点处的速度和高度也能满足终端约束,本文制导方法的设计以到达实际的终端高度为止,

这样终端高度约束自然满足,然后用攻角去校正终端速度,使其也满足终端约束.飞行器动压主要跟大

气密度 (高度)和速度有关,忽略地球自转速度影响,动压关于高度的微分方程为

dq
dh＝

q
ρ

dρ
dh＋

０５q
v２sinγ －

D
m －gsinγæ

è
ç

ö

ø
÷ (１５)

可以看出,飞行器的动压跟阻力关系很大,在同一高度下,动压能间接的反映速度信息.分析飞行

器的气动特性,当增大攻角,会增大阻力系数,在飞行器降到同一高度的情形下,飞行器将消耗更多的

能量,终端速度会减小,反之,速度会增加.因此,在线攻角调整方案以修正飞行器每次校正后预测的

弹道末端速度为目标,具体策略如下:

１)每次调用预测校正算法后,读取当前预测交接点处的实际速度vpred ;如果 vpred－vSet ＞ζv (ζv

为阈值),则攻角剖面整体调整Δα(k)＝kα vpred－vSet( ) (kα 为调整系数);否则攻角剖面维持不变;

７４１１



２)每次更新攻角剖面后,制导方法的预测环节用的攻角剖面同样调整,以保证预测弹道的精度.
假设一个制导周期内根据终端速度反馈得到的攻角修正量为 Δα(k),那么不考虑攻角约束的攻角指

令为

α(k)＝αr(k－１)＋Δα(k) (１６)
式 (１６)中,αr(k－１)表示上一制导周期的实际攻角指令,α(k)表示当前制导周期不考虑攻角约束的攻角

指令.
进一步考虑攻角约束,得到实际的攻角指令为

αr(k)＝min[α(k－１),αmax]

αr(k)＝max[α(k－１),αmin]{ (１７)

根据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得到倾侧角幅值后,再根据横向的漏斗边界确定倾侧角的符号,最后

结合在线攻角修正得到攻角指令,通过不断的预测校正,最终以到达终端期望的高度为止制导结束.图３
表示本文所提的初期再入段考虑多约束的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的流程图.

图３　考虑多约束的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流程图

３　仿真校验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考虑多约束的初期再入段的制导方法的有效性,本小节在考虑初期再入点初始状

态拉偏和气动参数偏差的情况下,进行蒙特卡洛打靶仿真校验.初期进入点的初始值和初始状态拉偏如

表１所示,同时考虑气动升力、气动阻力和大气密度在±２０％的范围内进行随机拉偏.１０００次打靶仿真

结果如下图４~图７所示.由打靶结果可看出,终端落点误差在７００m 以内,终端高度误差在４０m 以内,

终端速度误差在３m/s以内,图７所示倾侧角在标称分段倾侧角基础上进行修正.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所提

制导方法可以取得较高的制导精度.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制导方法对多种约束的有效性,与不进行在线攻角修正的制导策略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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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即仍利用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对倾侧角进行校正,仍以到达期望的终端高度制导结束,然后攻

角采用离线设计的标称值.同样考虑初始状态偏差和气动参数偏差的随机拉偏,进行１０００次蒙特卡洛仿

真,仿真结果如图８~图１０所示.图８表示终端落点误差在２２００m 以内,图９表示终端高度误差在

６０m 以内,图１０表示终端速度误差在３００m/s范围内,终端速度误差制导精度较本文所提制导方法较

差,进一步说明本文所提方法对多种约束的有效性.

图４　终端落点误差

　　
图５　终端高度误差

图６　终端速度误差

　　
图７　倾侧角随时间变化图

图８　未考虑在线攻角修正的终端落点误差

　　
图９　未考虑在线攻角修正的终端高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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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未考虑在线攻角修正的终端速度误差

表１　进入点初始状态和误差范围

初始状态 高度/km 经度/deg 纬度/deg 速度/(m/s) 航迹倾角/deg 航迹方位角/deg

状态初始值 １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７６００ －１１７ ４２

误差范围 [－６５,６５]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５] [－１５,１５] [－００５,００５] [－０５,０５]

４　结　论

对于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期再入段考虑多约束的制导问题,本文利用自适应预测校正制导方法进行倾

侧角大小的修正;设计以速度为自变量的横向翻转漏斗得到倾侧角的符号;然后根据预测的终端速度误

差在线校正攻角指令,以到达初期再入段和能量管理段交接点处的期望高度为止;同时考虑倾侧角和攻

角的约束得到实际的制导指令.本文所提制导方法可以保证初期再入段的多种终端约束和制导指令约束

都得到满足.文中给出的考虑初始状态偏差和气动参数偏差的蒙特卡洛仿真以及对比仿真结果表明了所

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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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ulti constrainedadaptivepredictor corrector
methodsstudyofhypersonicvehiclesinitialreentryphase

LIMao mao１,２,HUJun１,２,HUANGHuang１

１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２ScienceandTechnologyonSpaceIntelligentControlLaboratory

　　Abstract　Aimingatthecharacteristicsofhypersonicvehicleincludingthelargespanchangeofflight
states,parameteruncertaintyandvariousconstraints,theadaptivepredictor correctorguidancemethod
consideringvariousconstraintsisproposedinthispaperAtthejointpointoftheinitialreentryphaseand
energymanagementphase,thevariousconstraintsthatincludethelongitudeandlatitude,heightand
velocitymustbesatisfiedInordertomaketheconstraintssatisfie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light
statesandguidancecommandsisfirstlyanalyzedBasedontheall coefficientadaptivecontroltheory,the
characteristicmodelwhichdescrib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correctionofbankanglescosineandthe
errorofpredictivelongitudinalrangeisestablishedThemagnitudeofbankangleisadjustedtocontrolthe
longitudinalflighttrajectoryThelateralreversalstrategyisdesignedtoadjustthesignofbankangle,and
thecrossrangeiscontrolledAtthesecondstep,thevelocityofaircraftiscontrolledwithfineadjustment
ofattackangleAndthen,arrivingattheexpectedheightatthejointpointoftheinitialreentryphaseand
energymanagementphaseisadoptedastheterminalguidanceconditionofinitialreentryphase,which
couldmaketheterminalheightconstraintsatisfiedFinally,Monte Carloshootingsimulationisdone
withdifferentinitialerrorsandtheparametersuncertaintyThenumericalsimulationshavedemonstrated
theeffectivenessoftheapproachproposed,andthevariousconstraintscanbesatisfied withhigher
accuracySimultaneously,compared with the guidance method withoutthe strategy ofthe online
adjustmentofattackangle,theproposedmethodinthispapercouldimprovetheguidanceaccuracyof

jointpointsignificantly
Keywords　Hypersonicvehicle;Initialreentryphase;Adaptivepredictor corrector;Multi const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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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液航天器位置 姿态的固定时间滑模追踪控制

董新蕾１,２　齐瑞云１,２　姜　斌１,２　徐天伦１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学院;

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先进飞行器导航、控制与健康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摘　要　针对位置与姿态耦合的充液航天器追踪系统,考虑液体大幅晃动产生的非线性干扰和外界

环境的不确定性,设计了固定时间滑模面与自适应固定时间滑模趋近律抑制液体晃动与外界环境的影响,
保证系统的追踪误差能在固定时间收敛到平衡点的邻域内.采用径向基神经网络 (RBFNN)逼近液体晃

动产生的非线性干扰项,避免对不可测状态量的使用;辅以非线性干扰观测器估计外界环境的扰动.理

论分析与仿真表明,相比一般自适应滑模策略,该策略的固定时间稳定性提高了追踪控制系统的收敛速

度与扰动抑制能力,使得追踪误差与液体状态量在固定的时间内收敛在较小的界内.
关键词　充液航天器;液体大幅晃动;固定时间滑模控制;径向基神经网络;干扰观测器;位置 姿

态追踪

０　引　言

充液航天器在执行交会、对接等大角度机动时,极易激起液体的晃动、飞溅、破碎等大幅晃动[１],与

主刚体之间相互作用,影响其正常运行,甚至引发航天事故.因此深入研究液体大幅晃动下充液航天器

的控制器设计,对于航天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等效力学模型,精确度高、结构简单,易于纳入充液航天器的系统研究与控制器设计中,是实际工

程中最常用的液体晃动研究方法.但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液体大幅晃动等效力学模型,主要存在质心面模

型[２ ３]、多级摆模型[４５]和运动脉动球模型 (MovingPulsatingBallModel,MPBM)[６７].

液体大幅晃动的等效力学模型注重的是对液体晃动与航天器之间相互作用力、作用力矩的描述,目

前尚未有一种普遍应用的方法.上述几种模型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得到了数值分析的验证.但只

有 MPBM 被用于SloshsatFLEVO卫星,又被称为SMS (SloshsatMotionSimulator).实际实验平台的

验证支撑,使得 MPBM 相比其他几种液体大幅晃动等效力学模型,更有可信度,用来研究充液航天器控

制器设计更有说服力.

充液航天器在追踪目标时,位置与姿态相互耦合,而大幅晃动的液体与主刚体、控制器之间也存在

复杂的耦合关系,因此,充液航天器的位置 姿态追踪系统是一个耦合度高、非线性强的系统.
现阶段针对液体晃动下的充液航天器控制研究较为成熟,控制器设计方法主要有:滑模变结构控

制[８９]、基于Lyapunov函数的非线性反馈控制[１０]、自适应极点配置[１１]、自适应动态逆[１２]等.其中,滑

模控制不但鲁棒性强,而且设计过程简单,在充液航天器的控制器设计中应用尤其广泛.为了满足更高

的控制器性能需求,快速终端滑模控制[１３]、积分滑模控制[１４]、固定时间滑模控制[１５]等相继被应用在航天

器的控制器设计中.

有关充液航天器的研究成果较少、起步较晚.黄华[６]以三维质心面为控制器设计基础,基于

Lyapunov函数设计了位置与姿态的联合控制器.邓明乐[７]针对液体大幅晃动下充液航天器位置 姿态追踪

系统,在 MPBM 的基础上,设计了滑模控制器,对系统中液体晃动产生的干扰等未知项进行自适应估

计,实现追踪误差的收敛.但该方法的局限性主要有:１)未考虑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２)设计的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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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算法只能估计到液体晃动产生的干扰界;３)所需收敛时间受系统状态量的初值影响.
综上,本文以液体大幅晃动下的充液航天器位置 姿态追踪控制为研究对象,提出自适应固定时间滑

模控制的策略,在固定时间内实现充液航天器系统的各状态量收敛到平衡点的邻域内,并抑制液体的大

幅晃动.贡献在于:

１)基于液体大幅晃动下充液航天器的位置 姿态追踪模型,为避免奇异,设计切换的固定时间滑模

面,使得系统状态量到达滑模面后能在固定时间内收敛至平衡点的一紧集内.

２)液体大幅晃动产生的干扰项结构复杂,而且包含不可测液体晃动的状态量,为控制器设计增加难

度.采用径向基神经网络 (RadialBasisFunctionNeuralNetwork,RBFNN)对其进行逼近,可解决上述

弊端,利于控制器的设计.

３)设计固定时间终端滑模控制输入,抑制液体晃动的干扰与外界扰动的影响,使得充液航天器位置

姿态追踪系统的状态量可以在固定时间内到达滑模面的邻域内;并结合自适应算法对RBFNN的最优权值

进行估计,设计非线性干扰观测器对外部有界干扰进行实时估计,进一步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４)构建Lyapunov函数对充液航天器位置 姿态追踪系统的稳定性进行理论分析,并给定充液航天器

较大初始角速度,激起液体在贮箱内大幅晃动,与文献 [７]中提出的自适应滑模控制法,进行仿真对

比,验证本文控制器的可行性.

１　模型介绍与控制目标

１１　模型介绍

本文采用文献 [１６]中的 MPBM 等效液体大幅晃动下的充液航天器,模型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充液航天器的模型示意图

将航天器主刚体等效为球体,球体半径由液体的最大惯性张量决定.以贮箱主刚体的质心为原点建

立动坐标系Cxyz.其相对于惯性坐标系的角速度为Ω ,姿态四元数为qv＝ qT q０[ ] T ;速度为Vc ,位

置为R .航天器刚体部分的动力学方程表示为

M V

c ＋Ω×Vc( ) ＝FL ＋FC ＋DF (１)

IΩ

＋Ω× (IΩ)＝TL ＋(Re＋rT)×FL ＋TC ＋rC ×FC ＋DT (２)

式中,M 为航天器主刚体的质量;I为惯性张量矩阵;rT 为几何中心的位置向量;DF 、DT 分别为外部干扰

力和干扰力矩;FC 、TC 分别为控制力和控制力矩;rC 、rL 分别为控制力和干扰力的作用点位置向量;FL 、

TL 分别表示为液体晃动产生的干扰力和干扰力矩.
航天器刚体部分的运动学方程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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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Vc －Ω×R (３)

q
 ＝

１
２ q×＋q０I３( )Ω (４)

q

０＝－

１
２qTΩ (５)

在 MPBM 中,脉动球的动力学方程与干扰力、力矩的表达式如式 (６)~式 (１１)所示.

ms V

c ＋Ω×Vc ＋V


s ＋Ω


×rs ＋Ω


×rT ＋Ω× (Ω×rs)＋Ω× (Ω×rT)＋２Ω×Vs[ ] ＝－FL (６)

２
５ms(R－r)(－２r)(ωsi＋Ω)＋(R－r)(ωs ＋Ω


＋Ω×ωs)[ ] ＝－TL －(R－r)e×FL (７)

式中,ms 为液体的质量;Vs 为液体相对于贮箱的速度;ωs 为液体相对于贮箱的角速度;rs 为质心的位置向

量,其单位向量e和模长r,上述变量均是在动坐标系Cxyz中表示.
方程中 “×”表示向量的反对称矩阵,如a＝ a１ a２ a３[ ] T ,则

a×＝

０ －a３ a２

a３ ０ －a１

－a２ a１ 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８)

１２　控制目标

充液航天器 的 速 度、位 置、角 速 度、姿 态 追 踪 目 标 在 目 标 本 体 系 中 分 别 记 为Vcd 、Rd 、Ωd 、

qT
d qd ０[ ] T ,其速度、位置、角速度、姿态追踪误差分别记为Vce 、Re 、Ωe 、qT

e qe０[ ] T ,则相应的追

踪误差可表示为

Re ＝R－TRd (９)

qe ＝q０dq－q０qd ＋q×qd (１０)

q０e ＝q０q０d ＋qTqd (１１)

Vce ＝Vc －TVcd (１２)

Ωe ＝Ω－TΩd (１３)
式中,T 表示目标本体坐标系到航天器本体坐标系的转换矩阵,它的定义如下:

T＝ q２
０e －qe

Tqe( )I３＋２qeqe
T －q０eqe

×( ) (１４)

且T

＝－Ωe

×T .当Vcd ＝ ０ ０ ０[ ] T ms－１ ,Ωd ＝ ０ ０ ０[ ] Trads－１ 时,有Vce＝Vc ,Ωe＝Ω ,

R


d ＝０成立.所以,充液航天器位置 姿态追踪误差的动力学和运动学方程可由式 (１)~式 (２)和式

(１５)~式 (１７)组成.

R

e ＝R


－TR


d －T


Rd ＝Vc －Ω×Re (１５)

q

e ＝

１
２ qe

×＋qe０I３( )Ω (１６)

q

e０＝－

１
２qe

TΩ (１７)

考虑到充液航天器在深空环境中的实际运行工况,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液体晃动对充液航天器系统产生的干扰力、力矩有界.
假设２:充液航天器在平动和转动过程中受到的外部干扰及其变化率有界.
基于上述假设,提出本文的控制目标:针对充液航天器的位置 姿态追踪控制,当液体大幅晃动且外

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时,实现航天器的速度Vc 、位置追踪误差Re 、角速度Ω 和姿态误差qe 在固定时间

内收敛至平衡点的邻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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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控制器设计与稳定性分析

２１　相关引理

引理１[１７]对于非线性系统

x t[ ) ＝f xt( )( ] ,x ０( ) ＝０,f ０( ) ＝０,x ∈ ℝn (１８)
如果存在Lyapunov函数Vt( ) 满足

V

t( ) ≤－αV t( ) p －βV t( ) g ＋ϑ (１９)

且α,β,ϑ＞０,p＞１,０＜g＜１,则系统 (１８)为固定时间稳定.引入常数０＜θ＜１,系统状态

量将在固定时间内到达平衡点所在的邻域

x V x( ) ≤ min ϑ
１－θ( )α

æ

è
ç

ö

ø
÷

１
p
, ϑ

１－θ( )β
æ

è
ç

ö

ø
÷

１
g

{ }{ } (２０)

到达的固定时间满足T 
１

α p－１( )
＋

１
β １－g( )

.

引理２[１７]对于方程

y
 ＝－αym －βyn,y(０)＝y０ (２１)

式中,α＞０,β＞０,m ＞１,０＜n＜１.故系统 (２１)将在固定时间收敛到平衡位置.所需的时间满足T

≤
１

α(m－１)＋
１

β(１－n).

引理３[１８]对于实数xi,i＝１,,n,γ

x１
２＋＋xn

２( ) γ ≤x１
２γ ＋＋xn

２γ,０＜γ ≤１

x１
２＋＋xn

２( ) γ ≤nγ－１ x１
２γ ＋＋xn

２γ( ) ,γ ＞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２)

２２　液体晃动干扰的RBFNN逼近

由式 (２)可知,FL 、TL 是与航天器主刚体、脉动球状态量相关的强耦合非线性项.所以,对液体晃

动造成的内部干扰的补偿,是充液航天器的控制器设计难点.
在紧集 Ωx 内,任一连续函数f X( ) :Rn →R 可由RBFNN逼近[２０],形如下式

f X( ) ＝W∗Τθ X( ) ＋ε X( ) ,∀X ∈Ωx (２３)

式 中,W∗ 为 最 优 权 值 向 量;ε X( ) 为 有 界 逼 近 误 差, 满 足 ‖ε X( ) ‖ ≤ ε;θ X( ) ＝
θ１ X( ) ,,θl X( )[ ] T 为径向基函数向量,l为隐含层的节点数,在本文选择高斯函数作为隐含层的激

活函数,即

θj ＝e
－

‖X－cj‖２

２b２j (２４)
式中,cj 为中心向量,bj 为扩展常数.

利用RBFNN的优点,对内部干扰进行逼近,既能避免用到不可测的脉动球状态量,也能简化控制器

结构,则

FL ＝W∗
１

Τθ１(Vc,Ω,V

c,Ω

 )＋ε１ (２５)

TL ＋(Re ＋rT)×FL ＝W∗
２

Τθ２(Vc,Ω,V

c,Ω


)＋ε２ (２６)

式中,W∗
１ 、W∗

２ 为最优权值向量,θ１、θ２ 为相应的径向基函数向量,ε１、ε２ 为逼近误差,满足 ‖ε１‖ ≤ε１、

‖ε２‖ ≤ε２.此时,充液航天器的动力学方程可以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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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V

c ＋Ω×Vc( ) ＝FC ＋W∗

１
Τθ１＋ε１＋DF (２７)

IΩ

＋Ω× (IΩ)＝TC ＋r×

CFC ＋W∗Τ
２ θ２＋ε２＋DT (２８)

２３　充液航天器的自适应固定时间滑模控制器

２３１　非奇异固定时间滑模面设计
固定时间滑模面相比快速终端滑模面,所需要的收敛时间不受状态量初值影响,由控制参数调节.

鉴于这一优点,改进一般固定时间滑模面,避免奇异现象,并应用在本文的充液航天器系统中,使系统

状态量到达滑模面后,能在固定时间内快速收敛到平衡点邻域.
固定时间滑模面一般表示为[１５]

S＝x ＋k１sigm x( ) ＋k２sign x( ) (２９)

式中,k１,２ ＞０,sigm(x)＝ sigm(x１),,sigm xn( )[ ] T ,sigm(xi)＝sgn(xi)xi
m ,m ＞１,０＜n＜１.

对滑模面 (２９)求导,得

S

＝ẍ＋k１m x m－１x ＋k２n x n－１x (３０)

当x→ ０ ０ ０[ ] T ,x ≠ ０ ０ ０[ ] T 时,S

中k２n x n－１x 项会发生奇异,而k２sign(x)项又是影响

滑模面收敛速度的关键项.故在式 (２９)的基础上,根据充液航天器的位置－姿态系统特点,采用切换

的思想,引入分段函数替换k２sign(x)项,改进后的固定时间滑模面如下:

S＝ S１ S２[ ] T

S１＝Vc ＋k１sigm１ Re( ) ＋k２f１(Re)

S２＝Ω＋k３sigm２ qe( ) ＋k４f２(qe)

ì

î

í

ï
ï

ï
ï

(３１)

式中,k１,２,３,４ ＞０,１＜m１,２ ＜３.函数f(x)的定义参考文献 [２１],它是连续且可导的,表达式如下

fi(x)＝ fi(x１) fi(x２) fi(x３)[ ] T

fi(xk)＝
signi(xk)

rixk ＋r′isgn(xk)xk
２{

xk ＞ψi

xk ≤ψi

(３２)

式中,i＝１,２,k＝１,２,３,０＜ni ＜１,０＜ψi ＜１,ri＝(２－ni)ψi
ni－１ ,ri′＝(ni－１)ψi

ni－２ .

对滑模面 (３１)求导,得S

＝ S


１ S


２[ ]

T ,

S


１＝V

c ＋ k１m１ Re

m１－１＋k２
Əf１

ƏRe

æ

è
ç

ö

ø
÷R


e

S


２＝Ω

＋ k３m２ qe

m２－１＋k４
Əf２

Əqe

æ

è
ç

ö

ø
÷q


e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３３)

式中,

Əfi

Əxk
＝

ni xk
ni－１

ri＋２r′isgn(xk)xk

xk ＞ψi

xk ≤ψi
{ (３４)

由此可以看出滑模面 (３１)的设计有效地解决了滑模面 (２９)存在的奇异问题.
定理１当滑模面 (３１)收敛到平衡位置,即S＝０时,充液航天器的速度VC 、位置误差Re 、角速

度Ω 、姿态误差四元数 qe０ qT
e[ ] 将在固定时间内收敛至平衡位置的邻域处.

证明:根据滑模面的定义 (３５),当S＝０时,

Vc ＝－k１sigm１ Re( ) －k２f１(Re)

Ω＝－k３sigm２ qe( ) －k４f２(qe){ (３５)

设计如下的Lyapunov函数

V１＝
１
２RT

eRe (３６)

V２＝qT
eqe ＋ １－qe０( ) ２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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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Rek ＞ψ１ 时,对式 (３６)求导,类似[２３]中的处理方法 ,可得

V


１＝RT
e Vc －Ω×Re( ) ＝RT

e －k１sig
m１ Re( ) －k２sig

n１(Re)[ ]

≤－k１∑
３

k＝１
Rek

m１＋１
－k２∑

３

k＝１
Rek

n１＋１
(３８)

由引理３可知

V


１ ≤－
k１２

m１＋１

２

３ V１

m１＋１

２ －k２２
n１＋１

２ V１

n１＋１

２ (３９)

根据引理２可知,Vc 和Re 将不断趋近于 Vc Re[ ] T ＝ ０３×１ ０３×１[ ] T ,并在固定时间 T１ 内到达

Rek ≤ψ１,且根据 (３５)可知

VCk ＝ －k１sig
m１ Rek( ) －k２sig

n１(Rek)

≤k１ Rek
m１ ＋k２ Rek

n１ ≤k１ψ１
m１ ＋k２ψ１

n１

(４０)

T１ ≤
３

k１２
m１＋１

２ m１－１
２

＋
１

k２２
n１＋１

２ (１－n１

２
)

(４１)

当 qek ＞ψ２ 时,对式 (４１)求导,类似式 (３９)~式 (４１)的推导,得

V


２ ≤－
k３

３
１

２
m２＋１

２

V２

m２＋１

２ －k４
１

２
n２＋１

２

V２

n２＋１

２ (４２)

Ωk ≤k３ qek
m２ ＋k４ qek

n２ ≤k３ψ２
m２ ＋k４ψ２

n２ (４３)

T２ ≤
３×２

m２＋１

２

k３(
m２＋１

２ －１)
＋

２
n２＋１

２

k４(１－
n２＋１

２
)

(４４)

根据引理２可知,Ω 和qe 将不断趋近于 Ω qe[ ] T＝ ０３×１ ０３×１[ ] T ,并在固定时间T２ 内到达 qek ≤

ψ２

故滑模面 (３１)的设计可以保证状态量Ω 、qe 、Vce 、Re 到达滑模面S 后,在固定时间内收敛至平衡

点邻域.且收敛时间仅与滑模面参数有关.

２３２　非线性干扰观测器
相比自适应估计干扰界的方法,非线性干扰观测器可以更加精确地获得干扰的估计值[２２],能够以较

小的控制量补偿干扰,避免控制量较大而激发液体的晃动.
首先,给出针对DF 的观测器设计如下

D̂F ＝z１＋MQ１

z１＝－L１z１－L１

MQ１－MΩ×Vc ＋

FC ＋Ŵ１
Τθ１

æ

è

ç
ç

ö

ø

÷
÷－D̂F′＋S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４５)

式中,z１ 是观测器 (４５)的内部状态,L１＝
ƏQ１

ƏVc
,一般L１＝diagL１１,L１２,L１３{ } ,L１i ＞０,i＝１,２,３.

记eF ＝DF －D̂F 是观测器 (４５)的观测误差,它的动态特性如下式所示

eF ＝D


F －D̂


F ＝D


F ＋D̂F′－L１ eF ＋W
~

１
Τθ１＋ε１( ) －S１ (４６)

式中,W
~

１＝W∗
１ －Ŵ１ 是W∗

１ 的估计误差.
相应地,DT 的观测器设计如下

D̂T ＝z２＋IQ２

z２＝－L２z２－L２ IQ２－Ω× IΩ( ) ＋TC ＋r×
CFC ＋ŴΤ

２θ２[ ] －D̂T ＋S２

ì

î

í

ïï

ïï

(４７)

７５１１



式中,z２ 是观测器 (４７)的内部状态,L２＝
ƏQ２

ƏΩ
,设计为L２＝diagL２１,L２２,L２３{ } ,L２i ＞０.

记eT ＝DT －D̂T 是观测器 (４７)的观测误差,则

eT ＝D


T －D̂


T ＝D


T ＋D̂T －L２ eT ＋W
~

T
２θ２＋ε２( ) －S２ (４８)

式中,W
~

２＝W∗
２ －Ŵ２ 是W∗

２ 的估计误差.

２３３　控制器及自适应律设计
根据充液航天器位置－姿态追踪误差的动力学和运动学方程式 (２７)~ (２８)、(１５)~ (１７),设计

滑模控制律为

FC ＝ －ŴΤ
１θ１－D̂F ＋MΩ×Vc － k１m１ Re

m１－１
＋k２

Əf１

ƏRe

æ

è
ç

ö

ø
÷M Vc －Ω×Re( )

－λ１S１－λ２sigp(S１)－λ３sigr(S１)

(４９)

TC ＝ －D̂T －Ŵ２θ２－r×
CFC ＋Ω× (IΩ)

－
１
２Ik３m２ qe

m２－１
＋k４

Əf２

Əqe

æ

è
ç

ö

ø
÷ (q×

e ＋q０eI３)Ω

－λ４S２－λ５sigi(S２)－λ６sigj(S２)

(５０)

式中,λ１,λ２,,λ６ ＞０,１＜p,i＜３,０＜r,j＜１.
最优权值估计值的自适应更新律为

Ŵ


１＝γ１ θ１ST
１ －μ１Ŵ１( ) Ŵ



２＝γ２ θ２ST
２ －μ２Ŵ２( ) (５１)

式中,参数γ１、γ２、μ１ 和μ２ 均大于０.

２４　稳定性证明

定理２:对于充液航天器的位置－姿态跟踪系统 (２７)~ (２８)和 (１５)~ (１７),存在不可测量的

外部干扰力DF 、力矩DT ,滑模控制输入式 (４９)、(５０)式和自适应更新律 (５１)的作用下,将实现:

１)滑模面S 将在固定的时间内收敛至原点S＝ ０１×３ ０１×３[ ] T 的邻域内;

２)Vce 和Re 将在固定的时间内收敛至期望平衡点 VT
ce RT

e[ ] T ＝ ０１×３ ０１×３[ ] T 的邻域内.

３)Ωe 和qe 将在固定的时间内收敛至期望平衡点 ΩT
e qT

e[ ] T ＝ ０１×３ ０１×３[ ] T 的邻域内.

证明:设计Lyapunov函数

V３＝
１
２ST

MI３

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S＋

１
２γ１

trW
~

１
TW

~

１{ }＋
１

２γ２
trW

~
T
２W

~

２{ }＋
１
２e

T
FeF ＋

１
２e

T
TeT (５２)

求导,得

V


３＝MST
１S


１＋ST

２IS


２－
１
γ１

trW
~

１
T Ŵ


１{ }－

１
γ２

trW
~

T
２ Ŵ



２{ }＋eT
Fe


F ＋eT

Te

T (５３)

代入式 (２５)、(２６)、(４６)、(４８)、(５１)和 (５２),得

V


３＝ST
１ ε１－λ１S１－λ２sigp(S１)－λ３sigr(S１)[ ]

＋ST
２ ε２－λ４S２－λ５sigi(S２)－λ６sigj(S２)[ ]

＋μ１trW
~

T
１Ŵ１{ }＋μ２trW

~
T
２Ŵ２{ }

＋eT
F D


F ＋D̂F′－L１ eF ＋W

~
Τ
１θ１＋ε１( )[ ]

＋eT
T D


T ＋D̂T′－L２ eT ＋W

~
Τ
２θ２＋ε２( )[ ]

(５４)

考虑到下述不等式[１９]

eT
FD


F ≤

１
２eF

TeF ＋
１
２ ‖D


F‖２ (５５)

８５１１



－eF
TW

~

１
Τθ１ ≤

１
２b０eF

TeF ＋
１
２trW

~

１
ΤW

~

１{ } (５６)

trW
~

T
iŴi{ } ≤－

１
２trW

~
T
iW

~

i{ }＋
１
２trWi

∗ TWi
∗{ } (５７)

eF
TD̂F ≤－

１
２eF

TeF ＋
１
２DF

TDF (５８)

－eT
TW

~
T
２θ２ ≤

１
２b１eT

TeT ＋
１
２trW

~
T
２W

~

２{ } (５９)

－eF
Tε１ ≤

１
２eF

TeF ＋
１
２ε１

２ (６０)

－eT
Tε２ ≤

１
２eT

TeT ＋
１
２ε２

２ (６１)

ST
iεi ≤

１
２ST

iSi＋
１
２εi

２ (６２)

式中,b０＝‖θ１‖２,b１＝‖θ２‖２.
并取参数

τ１＝min

μ１－
‖L１‖
σ２

æ

è
ç

ö

ø
÷γ１, μ２－

‖L２‖
σ４

æ

è
ç

ö

ø
÷γ２,

２λ１－σ７

M
,

２λ２－σ８

λmax
, ２－σ２b０－σ５( ) ‖L１‖＋１－σ１,

２－σ４b１－σ６( ) ‖L２‖＋１－σ３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ü

þ

ý

ï
ï
ï

ï
ï
ï

,

λmax 是I的最大特征值,则

V


３ ≤－τ１V３＋μ１

２trW∗
１

TW∗
１{ }＋μ２

２trW∗
２

TW∗
２{ }

＋
１

２σ１
‖D


F′‖２＋

１
２σ３

‖D


T′‖２＋
１
２DT

F′DF′

＋
１
２DT′

TDT′＋
‖L１‖
２σ５

＋
１

２σ７

æ

è
ç

ö

ø
÷ε１

２＋
‖L２‖
２σ６

＋
１

２σ８

æ

è
ç

ö

ø
÷ε２

２

(６３)

基于 假 设 ２、３,可 知 ‖DF′‖ ‖D


F′‖ 与 ‖DT′‖ ‖D


T′‖ 均 是 有 界 值.而 且 trW∗
１

TW∗
１{ } 、

trW∗
２

TW∗
２{ } 、ε１

２ 与ε２
２ 均是正常数项,故根据式 (６３),式 (５３)中的滑模面S 、最优权值的估计误差

W
~

１,W
~

２,干扰观测器的误差eF,eT 具有最终一致有界性.
下面构建如式 (６４)所示的李雅普诺夫函数对滑模面S 的性质做进一步的分析.

V４＝
１
２ST

MI３

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S (６４)

对其求导,得

V


４＝ －λ１∑
３

k＝１
S１k

２－λ２∑
３

k＝１
S１k

p＋１－λ３∑
３

k＝１
S１k

r＋１

－λ４∑
３

k＝１
S２k

２－λ５∑
３

k＝１
S２k

p＋１－λ６∑
３

k＝１
S２k

r＋１＋η

(６５)

式中,η＝S１
T W

~

１
Tθ１＋ε１＋eF( ) ＋ST

２ W
~

T
１θ１＋ε２＋eT( ) .根据对式 (６５)的分析,可知η 有界.所以

必存在常数η ＞０,满足η ≤η .有

V


４ ≤－
λ２

３ ∑
３

k＝１
S１k

２( )
p＋１
２ －λ３ ∑

３

k＝１
S１k

２( )
r＋１
２

－
λ５

３ ∑
３

k＝１
S２k

２( )
i＋１
２ －λ６ ∑

３

k＝１
S２k

２( )
j＋１
２ ＋η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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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τ２ ＝ min
λ２

３
２
M

p＋１
２

,λ５

３
２

λmax

i＋１
２

{ } ,χ１ ＝ minp,i{ } ,τ３ ＝ minλ３
２
M

r＋１
２

,λ６
２

λmax

j＋１
２

{ } ,χ２ ＝

minr,j{ } ,则

V


４ ≤－τ２
M
２S１

TS１
æ

è
ç

ö

ø
÷

χ１＋１
２

＋
１
２S２

TIS２
æ

è
ç

ö

ø
÷

χ１＋１
２é

ë
êê

ù

û
úú

－τ３
M
２ST

１S１
æ

è
ç

ö

ø
÷

χ２＋１
２

＋
１
２ST

２IS２
æ

è
ç

ö

ø
÷

χ２＋１
２é

ë
êê

ù

û
úú＋η

(６７)

根据引理３,有

V


４ ≤－τ２２
１－χ１

２
M
２ST

１S１＋
１
２ST

２IS２
æ

è
ç

ö

ø
÷

χ１＋１
２

－τ３
M
２ST

１S１＋
１
２ST

２IS２
æ

è
ç

ö

ø
÷

χ２＋１
２

＋η

≤－τ２２
１－χ１

２ V４

χ１＋１
２ －τ３V４

χ２＋１
２ ＋η

(６８)

根据引理１,S 将在固定时间T３ 收敛到式 (６９)所示的界内,０＜θ ＜１.

S V４＝min １－θ( )τ２２
１－χ１

２( )
２

χ１＋１, １－θ( )τ３( )
２

χ２＋１{ }{ } (６９)

所需时间T３ 满足

T３ ≤
２

τ２２
１－χ１

２ χ１－１( )
＋

２
τ３ χ２－１( )

(７０)

结论１)得证.
由式 (７０)可知,存在正常数ρ１k ,满足 S１k ＜ρ１k,k＝１,２,３.此时,当 Rek ＞ψ１ 时,

Vck ＝
S１k

sig
m１ Rek( )

－k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sig

m１ Rek( ) －k２sig
n１ Rek( )

Vck ＝－k２sig
m１ Rek( ) ＋

S１k

sig
n２ Rek( )

－k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sig

n１ Rek(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７１)

式中,k＝１,２,３.由此可知充液航天器的位置追踪误差Re 、速度VC 将在固定时间T１＋T３ 内,收敛至

平衡点的邻域内,该域为

Rek ≤Q１＝maxψ１,ρ１k

k１

æ

è
ç

ö

ø
÷

１
m１

,ρ１k

k２

æ

è
ç

ö

ø
÷

１
n１

{ } (７２)

VCk ＝ S１－k１sig
m１ Rek( ) －k２sig

n１ Rek( ) ≤ρ１k ＋k１Q１
m１ ＋k２Q１

n１ (７３)

结论２)得证.
由式 (７５)可知,存在正常数ρ２k ,满足 S２k ＜ρ２k,k＝１,２,３.与结论２)的分析过程相似,可

以得知充液航天器的姿态追踪误差qe 、角速度Ω 将在固定时间T１＋T３ 内,收敛至平衡点的邻域内.

qek ≤Q２＝maxψ２,ρ２k

k３

æ

è
ç

ö

ø
÷

１
m２

,ρ２k

k４

æ

è
ç

ö

ø
÷

１
n２

{ } (７４)

Ωk ＝ S２－k３sig
m２ qek( ) －k４sig

n２ qek( ) ≤ρ２k ＋k３Q２
m２ ＋k４Q２

n２ (７５)

结论３)得证.
至此,关于定理２的证明完毕.

３　仿真校验

基于simulink平台,当单贮箱充液航天器的角速度过大,引起液体的大幅晃动,且外界环境存在干

扰时,对本文所设计的控制器与文献 [７]中提出的自适应滑模控制器进行仿真,结合充液航天器的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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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控制输入以及晃动液体状态,对两种控制方法进行分析.

３１　仿真参数

本节主要介绍航天器的参数、状态量的初值与目标值以及控制器参数.

１)航天器的参数设置如下:

I＝
８５４２ －００６５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５ １０７６７ －０１９８
０１３６ －０１９８ ８７２７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kg m２,M ＝９５６ kg,m ＝３３５ kg,Lmin ＝０２２ m ,

R＝０３５１m,σ＝００６６５Nm－１ ,μ＝１４E－６m２s－１ ,

rT ＝ ０ ０３５ ０３５[ ] T m ,

DF ＝ ００１sint ００１sin(０２t) ００１sin(０５t)[ ] T N,

DT ＝ ００１sint ００１sin(０２t) ００１sin(０５t)[ ] T Nm ;

２)状态量的初值设置如下:

Vc０＝ ０ ０ ０[ ] T ms－１ ,Re０＝ －２ －３ １[ ] T m ,

Ω０＝ －０１５ －０４６５ －０１１[ ] Trads－１ ,

qe０ ＝ ０１３４２ －０４０４１ －０７０１２[ ] T ,qe００ ＝－０５７１８,ωs０ ＝ ０ ０ ０[ ] T rads－１ ,Vs０ ＝
０ ０ ０[ ] T ms－１ ,Rs０＝ －０１３ ０ ０[ ] T m ;

３)控制器的参数设置如下:

k１＝k３＝０５,k２＝λ２＝１e－５ ,k４＝λ５＝１e－４ ,m１＝m２＝p＝i＝１０１,n１＝０９９９,n２＝０９,

ϕ１＝ϕ２＝１e－６ ,λ１＝０３,λ３＝２８,λ４＝０２,λ６＝３,r＝０１,j＝０２,γ１＝γ２＝０１,μ１＝μ２＝２.

３２　仿真结果

２００s的仿真时长里,在两种控制器设计方法下,充液航天器的各状态量以及控制输入的变化曲线如

图２~图１１所示.

图２　充液航天器的角速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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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可以看出,在本文所设计的控制方法下,充液航天器的角速度约在４０s处收敛,且精度达

５E－５rad/s.而在文献 [７]提出的控制器方法下,角速度约在６０s处收敛,且精度为２E－４rad/s.
从图３可以看出,在本文的控制方法下,充液航天器的误差姿态四元数约在３０s处收敛,且精度达

１E－４.而在文献 [７]提出的控制器方法下,误差姿态四元数约在７０s处收敛,且精度为２E－４.

图３　充液航天器的姿态误差四元数变化曲线

从图４来看,本文设计的干扰力观测器能很好地观测外界干扰,其观测误差可以很快地收敛到很小的

界内.综合角速度和姿态误差四元数的变化曲线来看,本文所设计的姿态追踪控制器,在收敛速度与控

制精度上表现更加出色.

图４　干扰力矩的观测误差变化曲线

两种方法下的控制力矩初值相近,但本文的控制力矩在状态量基本收敛后变化更加平缓,幅值也更

小.变化剧烈且幅值较大的控制输入会增大执行器的工作负荷,减少其工作寿命.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脉动球的运动因为航天器刚体部分的运动与控制输入被激发,初期运动幅度较

大,x 轴角速度达到０５rad/s;随着主刚体部分的状态量收敛,脉动球的角速度也逐渐收敛.相比图

(b),图 (a)中脉动球的转动有被明显抑制的趋势,最终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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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充液航天器的控制力矩变化曲线

图６　脉动球角速度变化曲线

图７ (a)中,在本文所设计的控制方法下,充液航天器的平动速度约在４０s处收敛,其控制精度为

５E－５ m/s.图７ (b)中,文献 [７]设计的控制器需要６０s的收敛时间,实现２E－４ m/s的控制精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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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控制效果显得略差.

图７　充液航天器的速度变化曲线

图８中,在文献 [７]提出的控制器下各状态量约在８０s处收敛,精度为１E－３ m.在本文提出的控制

器下各状态量约在４０s处收敛,节约了一半的收敛时间,精度上也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图８　充液航天器的位置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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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９所示,本文设计的干扰力观测器能很好地观测外界干扰力,其观测误差可以很快地收敛到很小

的界内,使得充液航天器的平动位置与速度追踪上目标量.

图９　干扰力的观测误差变化曲线

图１０ (a)中的控制力最大幅值约为６N,逐渐收敛在０２N 以内;图１０ (b)中的控制力最大幅值

约为８N,逐渐收敛在１N以内,且变化频率较大.由于液 控之间存在耦合,幅值过大且变化过快的控

制输入不利于液体晃动的抑制,这在图６、１１中有所体现.

图１０　充液航天器的控制力变化曲线

从图１１ (a)中可以看出脉动球的速度在控制器的作用下,３０s后幅值波动的范围基本稳定,逐渐收

敛在 [－００５,００５]m/s 内; 而 在 图 １１ (b) 中, 呈 现 出 减 小 的 趋 势, 当 t ＝２００ s 时 在

[－０１,０１]m/s内波动.无论是从脉动球速度变化的频率还是幅值的大小来看,在本文的控制器下,
对脉动球运动的抑制效果更好.

综合图３~图１０的变化曲线,本文提出的控制器设计方法可以用幅值更小、变化更平缓的控制输入,
在固定时间内,实现对充液航天器目标位置与姿态的精确追踪,同时有效地抑制液体部分的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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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脉动球的速度变化曲线

４　结　论

１)本文的固定时间终端滑模控制方法,可以避免一般固定时间滑模的奇异问题,同时保证充液航天

器状态量在固定的时间内收敛到平衡点的邻域内.该收敛时间只与控制参数有关,理论上可以满足任意

小的收敛时间需求.而自适应算法与观测器的设计,可以有效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２)考虑到充液航天器系统会受到内部液体晃动干扰与外部环境干扰,因为内部干扰是与状态量相关

的非线性项,与主刚体、控制器存在复杂的耦合关系,并涉及不可测的液体状态量,采用 RBFNN 逼近,
有利于控制器的设计与实现.

３)针对本文控制器下的充液航天器位置 姿态追踪系统进行理论分析,并与一般的自适应滑模控制器

对比的仿真分析,表明自适应固定时间滑模控制器可以在较小且较平滑的控制输入下,加快收敛速度,
提高控制精度,对液体晃动实现有效抑制.这有利于提高控制器的效率与节约航天器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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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edtimeslidingmodetrackingcontrolfor
liquid filledspacecraftposition attitude

DONGXin lei１,２,QIRui yun１,２,JIANGBin１,２,XUTian lun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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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onsideringthenonlineardisturbancecausedbylargeliquidsloshingandtheuncertaintyof
externalenvironment,aposition attitudetrackingstrategyoffixedtimeslidingmodecontrolisproposed
forthepositionattitudecouplingliquid filledspacecraftsystemToavoidusingtheunmeasurablestates,

aradialbasisfunctionneuralnetwork(RBFNN)isusedtoapproximatethenonlineardisturbancecaused
byliquidsloshingAnadaptivefixedtimeslidingmodereachinglawisdesignedtosuppresstheinfluenceof
liquidsloshingandexternalenvironmentandtrackthetargetpositionandattitudeinafixedtime,with
nonlineardisturbanceobserverFinally,theoreticalanalysisandsimulationshowthat,comparedwiththe
generaladaptiveslidingmodestrategy,thefixedtimestabilityofthetrackingcontrolsystemimprovesthe
convergencespeedanddisturbancesuppressionability,andmakesthetrackingerrorsandliquidstates
convergeinasmallboundinafixedtime

Keywords　Liquid filledspacecraft;Largeliquidsloshing;Fixedtimeterminalsliding mode
control;Radialbasisfunctionneuralnetwork;Disturbanceobserver;Position attitude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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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优化的空间跟瞄扫描方法的研究

戴维宗１,２　刘　笑１,２　梁巨平１,２　邵志杰１,２　孟其琛１,２

１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２上海市空间智能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摘　要　本文以微波跟瞄设备为例,将螺旋搜索的思想引入空间跟瞄设备的搜索构形设计中,给出

了矩形螺旋搜索设计,并将其与常用的蛇形搜索构形进行对比,分析了二者在搜索用时、逃逸速度、捕

获概率等方向的差异,结果表明,矩形螺旋搜索构形在有先验信息的空域进行搜索时,其搜索捕获效率

明显优于蛇形搜索构形.
关键词　微波跟瞄;快速搜索;螺旋搜索;蛇形搜索

０　引　言

目前,空间跟瞄设备已经成为空间安全卫星必备的一类用于导航制导的敏感设备,并涌现出了微波、

可见光、激光、红外等多种体制的空间跟瞄设备,其中,微波与可见光体制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而微

波体制更是由于其全天候工作、测距测角一体化等优势,已经成为空间安全卫星实现搜索捕获与稳定跟

踪的必选跟瞄设备[１６].

对于单个空间跟瞄设备而言,快速搜索构形方法研究是提升其使用效能的一个极具应用价值的研究

方向[７９].在地面装备以及星载天线方面已有相关搜索构形方面的研究[４],本文结合微波体制的空间跟瞄

设备特点,以及空间安全领域的目标搜捕需求,开展快速搜索构形方法研究.

１　搜索构形的提出

空间跟瞄设备通常在轨有三种搜索捕获场景,分别是全域盲搜、指定空域搜索和指定指向搜索.指

定指向的搜索,是定向凝视搜索,这里不作详细表述;下文结合微波体制跟瞄设备,着重就前两种范围

搜索场景开展研究,以对比各搜索构形的搜索效率.
目前的微波体制跟瞄设备的搜索设计中,一般采用蛇形搜索构形,此种设计已应用于多个型号的微

波体制跟瞄设备中,并且针对全域盲搜、指定空域搜索均使用此构形,具体构形设计如图１所示.

显然,这个搜索构形是从空域上方依次向下进行搜索,对于没有先验信息的搜索场景是适用的.但

在实际的工程背景中,往往存在这样一种场景,即通过地面测控或者星上异类信息可以预先提供目标位

置信息,比如预计目标在指定指向附近的１０°×１０°空域;针对此类情况,从空域内部依次向外的螺旋搜索

才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搜索方式.因此,下文将螺旋搜索引入空间跟瞄设备的搜索构形设计中.

螺旋构形有多种,如矩形螺旋、阿基米德螺旋等,矩形螺旋搜索过程中只需要同时驱动二维指向机

构中的一维,而阿基米德螺旋需要一直同时驱动二维指向机构中的二维,这里为了在设计上尽量简便易

行,本文选取矩形螺旋构形,进行与蛇形搜索构形的对比研究.

矩形螺旋搜索构形设计如图２所示.

下面以微波跟瞄设备的指标３°波束宽度、１５°换行间距、最大搜索角速度１０ (°)/s、角加/减速度ω

＝ω′＝２６ (°)/s２为例,在１０°×１０°的搜索范围内,开展与蛇形搜索构形的定量对比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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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蛇形搜索构形

　　　
图２　矩形螺旋搜索构形

２　蛇形搜索构形研究

２１　全域搜索所用时间分析

为保证搜索区域完全覆盖,行与行搜索间隔为１５°.在图１中,在每行搜索的起始和结尾时,二维驱

动机构会进行相应的加减速运动,角加/减速度为ω ;每行搜索的中间部分搜索速度应为最大搜索角速度

ωm ;换行时同样存在加/减速ω′ .

则由式 (１)可计算蛇形搜索的遍历时间

T＝７× ２×
ωm

ω
＋

９－２× １/２×ω × ωm/ω


( ) ２[ ]

ωm{ }

＋ ２×
ωm

ω
＋

４５－２× １/２×ω × ωm/ω


( ) ２[ ]

ωm{ }

＋６×
１５×４

ω′

(１)

计算可得遍历时间为１２７０９２s.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计算将加减速过程作为恒加减速的理想化处理,而事实上,加减速过程中的平

均加减速度小于２６ (°)/s２,遍历时间会比上述计算值稍大.

２２　目标逃逸速度计算

目标逃逸的两种情况:一是目标运动方向与搜索趋势相反,在相邻两行间出现逃逸;二是目标运动

方向与搜索趋势同向或平行,但目标所处位置可能在粗指向范围的任意位置,更容易出现逃逸.
针对前者,图３给出了微波跟瞄设备按行搜索时目标存在相对视线角速度运动的最坏可能性示意图.

图３　微波系统搜索期间目标存在相对运动的最坏可能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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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速度:ωT ≤１５/T１＝０５１５７ (°)/s,其中一个来回的搜索行程用时T１,计算同搜索时间计算

方式.
针对后者,对于任意位置的逃逸情况,只能通过对搜索区域设置较大裕度来保证,如针对８°×８°进行

１０°×１０°的裕度搜索,目标最少有２°的逃逸距离,如果在两种搜索构形遍历搜索下,目标刚好到达搜索边

界,则此时的目标逃逸速度为逃逸速度.逃逸速度ωT ≤２/１２７０９２＝０１５７４ (°)/s.

２３　基于蒙特卡罗仿真的目标搜索与用时分析

微波跟瞄设备在轨对目标的搜索捕获时,全域盲搜和指定空域搜索两种场景的目标分布特性可分别

用全域均匀分布和指定方位为中心的正态分布描述,见图４和图５.为便于对比,两种场景均在１０°×１０°
进行研究.

在图４和图５中,所有蓝色点均为基于蒙特卡罗方法而随机生成的１０００个目标.

图４　全域目标均匀分布

图５　指定空域目标正态分布

在进行目标搜索与用时分析之前,仍需要做一个目标搜索捕获通道假定.
假设微波跟瞄设备的目标捕获设计需要目标在微波天线主波束内的驻留时间应大于０１２８s,则可认

为随机生成的目标处于搜索轨迹两侧０７５度以内时,即可被当前轨迹捕获,因为此时由图６可知,半弦

长为１２９９°,在最快角速度１０ (°)/s情况下,经过半波束用时０１３０s,满足目标捕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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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目标搜索捕获通道与波束视场

在此假定下,对目标搜索捕获通道进行数学建模,经蒙特卡罗仿真,全部捕获到按照均匀分布随机

生成的１０００个目标,目标捕获情况与捕获用时分析见图７和图８;捕获到按照正态分布随机生成的９９８
个目标,目标捕获情况与捕获用时分析见图９和图１０.

图７　均匀分布蛇形捕获目标情况

图８　均匀分布蛇形捕获目标比例与用时

选取６０％和９０％两个目标捕获比例点来分析蛇形搜索的捕获效率见表１.

表１　蛇形搜索构形的目标搜索捕获效率

捕获目标比例 均匀分布目标捕获用时/s 正态分布目标捕获用时/s

６０％ ７９５ ６６４４

９０％ １１１１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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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正态分布蛇形捕获目标情况

图１０　正态分布蛇形捕获目标比例与用时

３　矩形螺旋搜索构形研究

３１　全域螺旋搜索所用时间

前提条件同蛇形搜索,按照螺旋搜索构形的搜索路径,可得螺旋搜索的遍历时间如下

T＝９× ２×
ωm

ω
æ

è
ç

ö

ø
÷＋

３×９＋２×７５＋２×６＋２×４５( )

ωm

－
９×２× １/２×ω × ωm/ω


( ) ２[ ]

ωm
＋２×

１５×４
ω′ ＋２×

３×４
ω′

(２)

代入计算,可得遍历时间为１２０８１０s.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计算将加减速过程作为恒加减速的理想化处理,事实上,加减速过程中的平均

加减速度小于２６ (°)/s２,遍历时间会比上述计算值稍大.

３２　螺旋搜索逃逸速度计算

针对相邻圈逃逸,螺旋搜索越到外圈,搜索所用时间越长,因此此构形容许的最大逃逸速度应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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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圈出现逃逸情况来计算.
逃逸速度ω′T ≤１５/T′１＝０２７２２ (°)/s,一圈的搜索行程用时T′１ 计算同搜索时间计算方式.
对于任意位置的逃逸情况,只能通过对搜索区域设置较大裕度来保证,如针对８°×８°进行１０°×１０°的

裕度搜索,目标最少有２°的逃逸距离,如果在两种搜索构形遍历搜索下,目标刚好到达搜索边界,则此

时的目标逃逸速度为逃逸速度,ω′T ≤２/１２０８１＝０１６５５ (°)/s

３３　基于蒙特卡罗仿真的目标搜索情况与用时分析

微波跟瞄设备使用螺旋搜索构形,在同样的全域盲搜和指定空域搜索两个场景下,对图４和图５所示

的随机目标进行搜索捕获仿真分析.设置同样的目标搜索捕获通道假定,如图６所示.
在此假定下,对目标搜索捕获通道进行数学建模,经蒙特卡罗仿真,全部捕获到按照均匀分布随机

生成的１０００个目标,目标捕获情况与捕获用时分析见图１１和图１２;捕获到按照正态分布随机生成的

９９７个目标,目标捕获情况与捕获用时分析见图１３和图１４.

图１１　均匀分布螺旋捕获目标情况

图１２　均匀分布螺旋捕获目标比例与用时

选取６０％和９０％两个目标捕获比例点来分析螺旋搜索的捕获效率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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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正态分布螺旋捕获目标情况

图１４　正态分布螺旋捕获目标比例与用时

表２　矩形螺旋搜索构形的目标搜索捕获效率

捕获目标比例 均匀分布目标捕获用时/s 正态分布目标捕获用时/s

６０％ ７６５６ ２６６３

９０％ １１１４ ６００５

４　两种搜索构形的研究对比

对两种搜索构形的搜索用时、逃逸速度、捕获比例与捕获用时关系等梳理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两种搜索构形在１０°×１０°的指定空域进行全域搜索时,螺旋搜索稍快;逃逸速度上两者

相当;在没有指定指向信息的空域搜索时,两者搜索效率相当,捕获９０％目标,用时均约１１s;但在有

指定指向信息的空域搜索时,捕获９０％目标,矩形螺旋搜索用时为６s,比蛇形搜索快２５s,矩形螺旋

搜索的效能明显更高.

表３　蛇形搜索与矩形螺旋搜索对比分析

搜索构形
搜索时间/s
１０°×１０°

逃逸速度

相邻轨迹

逃逸速度任意

位置/[(°)/s]
均匀捕获

６０％用时/s

均匀捕获

９０％用时/s

正态捕获

６０％用时/s

正态捕获

９０％用时/s

蛇形搜索 １２７０９２ ０５１５７/行 ０１５７４ ７９５ １１１１ ６６４４ ８４８

矩形螺旋搜索 １２０８１０ ０２７２２/圈 ０１６５５ ７６５６ １１１４ ２６６３ ６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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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本文以微波体制跟瞄设备为例,通过对比分析蛇形搜索与矩形螺旋搜索两种构形的搜索时间、逃逸

速度以及在全域盲搜与指定空域搜索两种场景下的捕获概率与用时等信息,结果表明,矩形螺旋搜索构

形在无先验指向信息时,其搜索捕获效率与蛇形搜索构形的搜索捕获效率相当,在有先验指向信息时,
其搜索捕获效率明显优于蛇形搜索,可以作为一种常规的快速搜索构形来设计使用.

随着多种体制空间跟瞄设备的发展,指向机构也出现了多点联动式的顶杆式机构,阿基米德螺旋搜

索构形的连续匀速运动特性,决定了其具有很好的工程应用价值,可以作为后续研究和应用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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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扰动补偿的PMSM 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

刘伊伦　刘　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七七一研究所

摘　要　为了提高永磁同步电机伺服系统的鲁棒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非线性广义

预测控制 (NGPC)策略.根据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理论,基于永磁同步电机连续时间模型设计了非线性

广义预测控制器.针对电机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内部参数摄动和外部负载扰动,引入基于反双曲正弦

函数的扩张状态观测器实时估计系统的集总扰动并动态补偿.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复合控制

策略动态性能良好,对外部负载及系统内部参数变化具有较强的抗扰动能力,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　永磁同步电机;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反双曲正弦函数;扩张状态观测器

０　引　言

永磁同步电机具有能量转换效率高、调速范围广、结构简单、转矩惯性比高、可靠性高等许多优点,

逐渐成为交流伺服系统执行电动机的主流,特别是在机器人、航空航天、数控机床等对控制性能要求较

高的领域,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然而永磁同步电机伺服系统是一个高阶、多变量、强耦合、参数时变

的非线性系统[１].欲实现高性能的控制,必须克服系统不确定性因素和非线性因素的影响.而比例积分

(PI)调节器仅仅依靠固定的一组控制参数很难克服系统中这些扰动因素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兼顾动态响

应和抗干扰能力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控制理论的发展,永磁同步电机预测控制由于高动态性及抗参数扰动性

而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１].其中,作为一种新兴控制方法,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 (Generalized
PredictiveControl,GPC)凭借着其不依赖被控对象模型,控制性能优良等优点逐渐成为伺服控制领域的

研究热点[２].目前,预测控制主要分为基于离散时间的设计方法和基于连续时间的设计方法.其中,基于

离散时间的设计方法对控制器采样周期的选择非常敏感,不合适的采样周期可能导致系统性能退化,以

及系统传递函数相对阶信息缺失、非最小相位属性等一系列问题,增加了实际应用中的设计难度[２].而基

于连续时间框架下的设计方法适合处理复杂系统和时滞系统,减轻了计算负担,实时性强,并且能够克

服离散时间设计方法固有的局限性.本文基于连续时间的永磁同步电机数学模型,在控制器设计中采用

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 (NonlinearGeneralizedPredictiveControl,NGPC)理论,利用泰勒级数展开建立

系统预测模型,无需模型的离散化,最后通过优化成本函数设计显实预测控制器,实现对目标的快速准

确跟踪.

虽然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在电机控制中具有优越的控制性能,但是这类方法仍然是基于系统模型的

控制方法.在建立预测模型时如果没有直接考虑系统实际运行中的扰动因素,当电机外部突加较强扰动

或模型严重失配时,如在电机参数变化、外部负载转矩突变等情况下,系统控制精度会显著降低[３].因

此,为了保证系统的鲁棒性,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必须结合扰动补偿控制方法[４].本文首先基于连续时间

的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理论,设计了永磁同步电机非线性广义预测转速跟踪控制器,进而针对系统存在

的电机参数摄动和外部负载扰动,设计了基于反双曲正弦函数的扩张状态观测器 (ExtendedState
Observer,ESO)扰动补偿控制策略.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复合控制策略转速跟踪性能良好,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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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参数变化及外部负载等扰动因素具有较强的抑制能力,提高了系统的鲁棒性.

１　永磁同步电机数学模型

本文使用表面式永磁同步电机作为控制对象,考虑电机参数变化和负载转矩等扰动因素,d－q 轴坐

标系下的PMSM 的数学模型可表示为

did

dt ＝
－Rsid ＋npωLqiq

Ld
＋

１
Ld

ud ＋fd

diq

dt ＝
－Rsiq －npωLdid －npωψf

Lq
＋

１
Lq

uq ＋fq

dω
dt＝

np Ld －Lq( )idiq ＋ψfiq[ ] －Bω
J ＋fω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

式中,fd,fq,fω代表实际系统中由于电机参数变化造成的扰动,定义如下

fd ＝－
１
Ld

ΔRsid －ΔLqnpωiq ＋ΔLd
did

dt
æ

è
ç

ö

ø
÷

fq ＝－
１
Lq

ΔRsiq ＋ΔLdnpωid ＋Δψfnpω＋ΔLq
diq

dt
æ

è
ç

ö

ø
÷

fω ＝－
１
J ΔJdω

dt＋ΔBω＋TL －np ΔLd －ΔLq( )idiq －npΔψfiq
æ

è
ç

ö

ø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式中,ΔRs＝Rst－Rs ,ΔLd＝Ldt－Ld ,ΔLq＝Lqt－Lq ,Δψf＝ψft－ψf ,ΔJ＝Jt－J ,ΔB＝Bt－B .其

中,Rst ,Ldt ,Lqt ,ψft ,Jt ,Bt 表示电机运行中的实时参数,TL 表示负载转矩.

２　控制器设计

２１　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器设计

根据考 虑 电 机 参 数 变 化 和 负 载 转 矩 扰 动 的 永 磁 同 步 电 机 数 学 模 型 (１),定 义 状 态 变 量 x ＝
id　iq　ω[ ] Τ ,输入变量u＝ ud　uq[ ] Τ ,输出变量分别为y＝ y１　y２[ ] Τ＝ id　ω[ ] Τ ,干扰变量b(t)

＝ fd ＋
npωLqiq

Ld
fq ＋

－Rsiq －npωLid

Lq
fω

é

ë
êê

ù

û
úú

Τ

.则永磁同步电机的数学模型可表示为非线性形式

x ＝f x( ) ＋g１ x( )ut( ) ＋g２ x( )bt( )

y＝g３ x( )x{ (３)

式中,f x( ) ＝
－Rsid

Ld

－npψfω
Lq

npψfiq －Bω
J

é

ë
êê

ù

û
úú

Τ

,g１ x( ) ＝

１
Ld

０ ０

０ １
Lq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Τ

,g２ x( ) ＝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g３ x( ) ＝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根据PMSM 的连续时间模型 (２),采用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理论设计转速 电流一体化的单环控制

器,通过直接计算得到d、q轴电压指令,快速跟踪电机的转速和电流.
首先定义成本函数如下

Ja ＝
１
２∫

Tr

０
yt＋τ( ) －y∗ t＋τ( )[ ]

Τ

yt＋τ( ) －y∗ t＋τ( )[ ]dτ

式中,预测时域Tr ＞０.y＝ id　ω[ ] Τ ,y∗ ＝ i∗
d 　ω∗[ ] Τ 分别为预测输出和参考输出.

根据文献 [５],系统输出量id,ω 对输入量的相对阶ρ分别为ρ１＝１,ρ２＝１,为了计算方便,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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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阶r设置为r１＝r２＝０,则输出量对时间的０到 (ρ＋r)次导数为

id ＝L０
fid

id ＝L１
fid ＋L１

g１idu＋L１
gdidb{ (４)

ω＝L０
fω

ω ＝L１
fω＋L１

gbωb

ω̈＝L２
fω＋L１

g１L１
fωu＋L１

gbL１
fωb

ì

î

í

ï
ï

ï
ï

(５)

式中,L１
fid＝

Əid

Əxf x( ) ＝
－Rsid

Ld
,L１

g１id＝
１
Ld

０é

ë
êê

ù

û
úú ,L１

g１idd＝ １ ０ ０[ ] ,L１
fω＝

npψfiq －Bω
J

,L１
gdω＝

０ ０ １[ ] ,

L２
fω ＝

－np Ld －Lq( )iqRsid

JLd
－

np Ld －Lq( )id ＋ψf[ ]npψfω
JLq

－
B
J

npψfiq －Bω
J L１

g１L１
fω ＝

np Ld －Lq( )iq

JLd

np Ld －Lq( )id ＋ψf[ ]

JLq

é

ë
êê

ù

û
úú ,

L１
gdL１

fω＝
np Ld －Lq( )iq

J
np Ld －Lq( )id ＋ψf[ ]

J －
B
J

é

ë
êê

ù

û
úú .

为了解决成本函数的最优问题 (３),定义输出量id,ω 在时间τ内的预测输出值为id(t＋τ),ω(t＋
τ),将预测输出按泰勒级数展开,直到ρ＋τ 次可得:

id t＋τ( ) ＝id t( ) ＋τid t( ) (６)

ωt＋τ( ) ＝ωt( ) ＋τω t( ) ＋
τ２

２ω̈t( ) (７)

因此,

yt＋τ( ) ＝Γτ( )Yt( ) (８)

式中,Γτ( ) ＝
１ τ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τ τ２

２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Yt( ) ＝ id t( ) id t( ) ωt( ) ω t( ) ω̈t( )[ ]
Τ .

同理可得参考输出y∗ t( ) 的预测值为

y∗ t＋τ( ) ＝Γτ( )Y∗ t( ) (９)

式中,Y∗ t( ) ＝ i∗
d t( ) i∗

d t( ) ω∗ t( ) ω∗ t( ) ω̈∗ t( )[ ]
Τ .

令Γ Tr( ) ＝∫
Tr

０
ΓΤ τ( )Γτ( )dτ ,矩阵Γ Tr( ) 可表示为

Γ Tr( ) ＝
Γd Tr( ) ０

０ Γω Tr( )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１０)

Γd Tr( ) 的第 i,j( ) 个元素可表示为

Γd Tr( )i,j ＝
１

i－１( ) ! j－１( ) ! i＋j－１( )
Tr

i＋j－１,i,j＝１,２,,ρ１＋１ (１１)

Γω Tr( ) 的第 i,j( ) 个元素可表示为

Γω Tr( )i,j ＝
１

i－１( ) ! j－１( ) ! i＋j－１( )
Tr

i＋j－１,i,j＝１,２,,ρ２＋１ (１２)

由式 (９)至 (１１)可得,成本函数Ja 可近似等效为

Ja ＝
１
２ Yt( ) －Y∗ t( )[ ] ΤΓ Tr( ) Yt( ) －Y∗ t( )[ ] (１３)

为了实现在有限时域内的输出跟踪误差最小,得到最优的电机控制器,需满足成本函数Ja 最小,即

ƏJa

Əu ＝０,可得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预测控制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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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１ x( ) KMρ ＋
Lρ１

fid

Lρ２
fω

æ

è
çç

ö

ø
÷÷－

id

ω̈

æ

è

ç
ç

ö

ø

÷
÷＋L x( )b(t)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１４)

式中

G x( ) ＝
L１

g１　id

L１
g１　L１

f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Ld

０

np Ld －Lq( )iq

JLd

np Ld －Lq( )id ＋ψf[ ]

JLq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Mρ ＝

L０
fid －i∗

d

L０
fω－ω∗

L１
fω－ω ∗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id －i∗
d

ω－ω∗

npψfiq －Bω
J －ω ∗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K＝
Γ－１

drrΓΤ
dρr ０

０ Γ－１
ωrrΓΤ

ωρr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L x( ) ＝
L１

gdid

５
２Tr

L１
gdω＋L１

gdL１
f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１ ０ ０
np Ld －Lq( )iq

J
np Ld －Lq( )id ＋ψf[ ]

J
５

２Tr
－

B
J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且

Γd Tr( ) ＝
Γdρρ Γdρr

Γdrρ Γdrr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Γω Tr( ) ＝
Γωρρ Γωρr

Γωrρ Γωrr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Γρρ ∈Rρ×ρ ,Γρr ∈Rρ× r＋１( ) ,Γrr ∈R r＋１( ) × r＋１( )

根据文献 [５],进而可求得矩阵K

K＝
３

２Tr

０

０
１０

３Tr
２

０
５

２Tr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通过代入上述变量,得到永磁同步电机的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律,即d－q轴的参考电压值.由

以上的分析可知,控制器中含有未知的扰动变量,即d＝ d１ d２[ ] Τ ＝L x( )b(t).而在实际的永磁同步

电机低速伺服系统中,难免会存在电机本体参数摄动和外部负载突变等扰动因素,导致电机出现稳态转

速误差,进而影响系统的控制性能.因此,为了提高系统的鲁棒性,需得到扰动量d 的值.

２２　基于反双曲正弦函数的扩张状态观测器设计

针对永磁同步电机中电机参数变化,外部负载等扰动因素,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反双曲正弦函数的

扩张状态观测器的扰动补偿方法,实时估计d、q轴中的总扰动作用量d１,d２ ,并对系统进行前馈补偿,
提高永磁同步电机低速伺服系统的抗扰动性能.

扩张状态观测器的误差反馈控制律对于系统误差的收敛速度以及内部和外部干扰的抑制能力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９].为了使所设计的控制器具有较高的抗扰动调节效率,本文误差反馈控制律采用反双曲正弦

函数,图１给出了反双曲正弦函数的特性曲线.反双曲正弦函数arsh(x)为奇函数,且光滑连续.由于

lim
x→∞

arshx( )[ ]′＝０,当 x 很大时,函数值接近饱和.由泰勒中值定理可知,在x ＝０的邻域内,即

x 很小时,arsh(x)≈x ,它近似为线性函数.在函数a０arsh(b０x)中,参数a０ 和b０ 可调节arsh(x)
的函数值和变化率.反双曲正弦函数可以使得ESO 具有理想的状态估计效果,系统响应快速而平稳[７].

基于反双曲正弦函数构造d 轴电压二阶扩张状态观测器如下

z１＝z２－β１arshα１ z１－id( )[ ] －
Rs

Ld
id ＋

１
Ld

ud

z２＝－β２arshα２ z１－id( )[ ]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５)

式中,z１ 是对d 轴电流id(t)的估计,z２ 是d 轴总扰动d１ 的估计值.β１,β２,α１ 和α２ 为观测器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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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反双曲正弦函数的特性曲线

基于反双曲正弦函数构造q轴电压三阶扩张状态观测器如下

w１＝w２－β３ w１－ω( )

w２＝w３－β４arshα３ w１－ω( )[ ] －
npψf( ) ２

JLq
ω＋

npψf

JLq
uq

w３＝－β５arshα４ w１－ω( )[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６)

式中,w１ 是对反馈速度ω(t)的估计,w２ 是对加速度ω t( ) 的估计,w３ 是q 轴总扰动d２ 的估计值.β３,

β４,β５,α４ 和α５ 为观测器的参数.为了消除ESO 初始时刻的微分峰值现象,提高观测器的收敛效果,将

式 (１５)和式 (１６)中ESO 的固定参数替换为时变参数,即

βi＝
βi１arsht( ) ,０≤t≤δ

βi２,t＞δ{ i＝１,２,,５ (１７)

综上所述,将估计的系统扰动量d＝ d１ d２[ ] Τ 代入式 (１４),可得永磁同步电机单环复合控制律为

u＝－G－１ x( ) KMρ ＋
Lρ１

fid

Lρ２
fω

æ

è
çç

ö

ø
÷÷－

id

ω̈

æ

è

ç
ç

ö

ø

÷
÷＋

z２

w３

æ

è
çç

ö

ø
÷÷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１８)

本文设计的控制器在PMSM 矢量控制的基础上,实现了转速环和电流环的一体化控制,融合了非线

性广义预测控制动态性能良好和扩张状态观测器抗扰动能力强的优势,复合控制器不仅具有良好的转速

跟踪性能,而且对电机参数变化、外部负载突变均具有较强的抑制能力.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器只需设

置唯一的控制参数预测时域Tr ,参数容易调节.
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PMSM 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的原理框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PMSM 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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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仿真校验

为验证本文所设计的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 PMSM 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器的有效性,在

MATLAB/Simulink环境下完成了仿真校验.仿真及实验中所用永磁同步电机参数如下:额定转速nN ＝
７６０r/min,额定电压UN ＝２４V,额定电流IN ＝０２４５A,定子电阻Rs ＝４０６mΩ,交直轴电枢电感

Ld ＝Lq ＝１０４mH,磁链ψf ＝００１Wb,转动惯量J ＝００００１kgm２,极对数np ＝１２.
为了验证电机控制系统的动态性能,首先完成了双向转速跟踪控制的仿真校验.电机给定转速带额

定负载转矩TL ＝００３Nm 起动.图３为传统PI控制策略和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策略的对应的电

机转速响应曲线对比.图４为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策略对应的d－q轴电流曲线.可见采用非线性广

义预测单环控制策略,系统的动态性能良好,转速能够很快的达到期望转速值,且基本无超调.

图３　带载起动条件下的电机转速跟踪波形

图４　带载起动下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对应的d－q轴电流波形

为了验证控制系统在电机电磁参数变化时的鲁棒性,将控制器中所设置电磁参数 (定子电阻、电感、
磁链)分别变为额定值的５０％、５０％和１２５％,机械参数不变.电机带额定负载转矩TL ＝００３Nm 起

动.图５为两种方法对应的电机转速响应曲线,图６为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策略对应的d－q轴电流

曲线.

图５　电磁参数变化下的电机转速跟踪波形

为了验证控制系统在电机机械参数变化时的鲁棒性,将控制器中设置的机械参数 (转动惯量)变为

额定值的１５倍,电磁参数不变.电机带额定转矩负载TL ＝００３Nm 起动.图７为两种方法对应的电

机转速响应曲线,图８为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策略对应的d－q轴电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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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电磁参数变化下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对应的d－q轴电流波形

图７　机械参数变化下的电机转速波形

图８　机械参数变化下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对应的d－q轴电流波形

由图５至图８可以看出,当电机本体参数发生变化时,采用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复合控制策略时系统

动态响应迅速,转速跟踪性能良好,抗电机参数扰动能力较好,鲁棒性较强.
上述仿真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策略具有较好的动态性能,能够有效地跟踪给

定转速,并且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４　实验结果

为了进一 步 验 证 非 线 性 广 义 预 测 单 环 控 制 算 法 在 带 载 条 件 下 的 动 态 性 能,采 用 TI公 司 的

TMS３２０F２８３３５实现控制算法.转子位置通过旋转变压器获取,直流母线供电电压为２８V,开关频率设

为５kHz,对拖电机完成了带载条件下的双向转速跟踪控制的实验对比验证.在第一阶段,电机给定转速

１００r/min带载起动.图９ (a)为带载条件下的电机起动转速响应曲线,图９ (b)为电机稳态转速响应曲

线.图１０为对应的电机 A相电流曲线.
由图９和图１０可以看出,电机起动后,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器动态性能好,超调较小,转速能

够很快的达到期望转速值,并且稳定运行后转速波动较小,系统的稳态波动为２０r/min,稳态波动率

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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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带载起动对应的转速波形

图１０　带载起动对应的 A相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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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阶段,电机给定转速由１００r/min突降至－１００r/min.在第三阶段,电机给定转速由－１００r/min
突升至１５０r/min.图１１为电机转速响应曲线.

图１１　给定转速突变对应的转速跟踪波形

由图１１可以看出,电机转速突变时,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器动态性能良好,转速能够很快达到

期望转速值,且转速波动较小.

为了验证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策略在电机电磁参数变化时的鲁棒性,将控制器中所设置的电磁

参数 (定子电阻、电枢电感、磁链)变为额定值的５０％、５０％和１２５％,电机机械参数不变.电机给定转

速１００r/min带额定转矩负载TL ＝００３Nm 起动.图１２ (a)为电机带载起动的情况下的电机转速响

应曲线,图１２ (b)为电机稳态转速响应曲线.图１３为带载稳态条件下的电机 A相电流曲线.

由图１２至图１３可以看出,在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策略下,当系统存在电机电磁参数扰动时,电

机转速仍具有较好的动态响应性能,能够快速地跟踪给定转速值,并且稳态转速波动较小,带载条件下

系统的稳态波动为１７r/min,稳态波动率为１７％.

为了验证控制策略在电机机械参数变化时的鲁棒性,将控制器中设置的机械参数 (转动惯量)变为

额定值的１２５倍,电机电磁参数不变.图１４ (a)为电机带载起动的情况下的电机转速响应曲线,图１４
(b)为电机稳态转速响应曲线.图１５为带载稳态条件下的 A相电流曲线.

由图１４至图１５可以看出,当系统存在电机机械参数扰动时,对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复合控制器的影

响较小,电机转速仍然能够快速的跟踪给定值,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性能.转速波动较小,电机带载条

件下系统的稳态波动为１８r/min,稳态波动率为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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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电磁参数变化对应的转速波形

图１３　电磁参数变化对应的 A相电流波形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非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器具有良好的转速跟踪性能,并且能够的消除电机本

体参数误差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永磁同步电机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外部负载和电机参数摄动等扰动因素,研究了基于扰动补

偿的永磁同步电机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策略.首先,基于永磁同步电机的连续时间模型,根据非线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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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带载起动下机械参数变化对应的转速波形

图１５　机械参数变化对应的 A相电流波形

义预测控制理论,将速度环与电流环合并为一个控制环,提出了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永磁同步电机非

线性广义预测单环控制策略.然后针对实际电机系统中的扰动,利用反双曲正弦函数设计了扩张状态观

测器实时估计扰动作用量,并对系统前馈补偿.仿真和实验结果验证了非线性广义预测复合控制策略具

有良好的转速跟踪性能和抗扰动能力.

６８１１



参 考 文 献

[１]　李永东交流电机数字控制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 刘旭东基于预测控制的电动汽车用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策略与关键技术研究 [D]．山东:山东大学,２０１６．
[３] LIU HX,LISHSpeedcontrolforPMSMservosystemusingpredictivefunctionalcontrolandextendedstateobserver[J]．IEEE

TransactionsonIndustrialElectronics,２０１２,５９(２):１１７１ １１８３．
[４] 刘春强,刘伊伦,孔凡一,等 基于时变参数扰动观测器补偿的永磁同步电机非光滑速度调节器 [J]．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９,３４

(４):６６４ ６７２．
[５] CHENW H,BALANCEDJ,GAWTHROPPJOptimalcontrolofnonlinearsystems:apredictivecontrolapproach [J]．Automatic,

３９ (４):６３３ ６４１．
[６] LIUXD,LIK,ZHANGQ,ZHANGCHSingle loopPredictiveControlofPMSMBasedonNonlinearDisturbanceObservers[J]．

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８,３８ (７):２１５３ ２１６２．
[７] 周涛基于反双曲正弦函数的扩张状态观测器 [J]．控制与决策,２０１５,３０ (５):９４３ ９４６．
[８] RachidErrouissi,JYang,W H Chen,AhmedAl DurraRobustnonlineargeneralisedpredictivecontrolforaclassofuncertain

nonlinearsystemsviaanintegralslidingmodeapproach [J]．InternationalJournalofControl,２０１６ (８):１６９８ １７１０．
[９] YilunLiu,KaiFan,QiHe,GuangzhaoLuo,SiqiLiNon smoothControlofPMSM PositionServoSystem Basedon Model

Compensation [C]．The４４th AnnualConferenceoftheIEEEIndustrialElectronicsSociety, Washington DC,USA,Oct２１

２３,２０１８．
[１０] 孙佃升,章 跃 进 一 种 抑 制 初 始 微 分 峰 值 现 象 的 改 进 型 三 阶 时 变 参 数 扩 张 状 态 观 测 器 [J]．电 机 与 控 制 学 报,２０１７,２１

(９):５５ ６２．
[１１] W H Chen,JYang,L Guo,S H LiDisturbance Observer BasedControlandRelated Methods An Overview [J]．IEEE

TransactionsonIndustrialElectronics,２０１６,６３ (２):１０８３ １０９５．
[１２] RachidErrouissi,MohandOuhrouche,W HChen,AndrzejMTrzynadlowskiRobustNonlinearPredictiveControllerforPermanent

MagnetSynchronous Motors Withan Optimized CostFunction [J]．IEEE TransactionsonIndustrialElectronics,２０１２ (７):

２８４９ ２８５８

NonlinearGeneralizedPredictiveControlof
PermanentMagnetSynchronousMotorBasedon

DisturbancesCompensation
LIUYi lun,LIUJiang

XianMicroelectronicTechnologyInstitute

　　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robustnessofpermanentmagnetsynchronousmotor(PMSM)servo
system,anonlineargeneralizedpredictivecontrol(NGPC)strategybasedonextendedstateobserver
(ESO)isproposedAccordingtothe NGPCtheory,a NGPC controllerisdesigned by usingthe
continuous timemodelofPMSMInthecaseoftheparametervariationsandexternalloaddisturbancein
theactualmotorsystem,anESObasedoninversehyperbolicsinefunctionisintroducedtoestimatethe
totaldisturbanceofthesystemandcompensatedynamicallyinrealtimeThesimulationandexperimental
resultsverifythattheproposedcontrolstrategyhasgooddynamicperformanceandstrongrobustness,

providinganeffectiveapproachforengineering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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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航天器多主元模型故障检测方法

田若冰　徐　瑞　李朝玉　朱圣英　高　艾

北京理工大学深空探测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针对航天器数据耦合程度高、过程变化快,传统故障检测方法无法处理过渡状态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多主元模型分析的混合指标故障检测方法,该方法首先通过基于高斯混合函数的多主元

模型分析方法进行航天器系统数据处理和降维分析,然后在主元空间下通过基于混合指标统计量的检测

方法实现对航天器系统数据的故障检测,从而实现数据驱动的航天器多模态主元模型故障检测.人工注

入漂移故障进行仿真校验,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数据驱动的故障检测方法.
关键词　故障检测;数据驱动;多主元模型分析;统计估计;混合指标

０　引　言

航天器数据信息具有多变量耦合、非线性、模型复杂度高、状态变化迅速等特点,各个分系统的动

态特性随着工作模式和运行阶段的不同都会有着较大的差别,导致搭建理论检测模型的难度大大提高,
传统的故障检测方法对于存在闭环快速过渡现象的航天器系统效果并不良好,而数据驱动的故障检测方

法正是从数据出发,为故障检测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检测方法.数据驱动的故障检测方法是航天器从遥测

数据种提取信息,通过数据挖掘、概率统计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将数据转化为知识的过程.
作为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研究方向,数据驱动的故障检测方法首先由 Kanenori[１]等人提出,利用

主元分析法探究了对目标航天器发动机的故障检测和故障信号分析.此外,杨尔辅博士[２]在自己的论文中

成功利用小波分析方法在航天器内部结构的早期故障检测、隔离、分析和检测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证

明了这类方法在默认单故障源的情况下检测和检测的成功率.而任海峰[３]采用基于独立分量分析的方法,
分别对各类可能发生的姿轨控分系统、电源分系统和推进分系统的故障进行了成功检测.

本文针对航天器系统的数据耦合、状态多变、模式存在过渡等问题,在已有的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斯混合函数的多主元模型分析的检测方法,引入样本向量在投影空间和主元空

间的复合变化作为故障检测的判别依据.此外,为了能够更好地确定多变量数据的故障来源,将故障检

测的判别依据和不同遥测数据对于故障判定的贡献度结合起来成功的实现了对于故障的隔离和检测.

１　基于高斯混合函数的多主元模型分析方法

１１　主元分析法 (PCA)

传统的PCA方法是 KPearson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一种数据分析的方法,其出发点是从一组特

征中计算出一种按重要性从大到小排列的特征,它们是原有特征的线性组合并且相互之间是不相关的[４].
从几何角度思考,主成分分析法就是坐标轴的旋转,将原始坐标系的坐标轴旋转成一组新的正交坐标轴,
并且按照他们算得的原始数据方差的大小排列这些新坐标轴.

在PCA算法中,原始数据矩阵X 在原始空间的样本协方差可以通过施密特正交变化转化为

S＝
１
nXTX＝VΛVT ＝[P,P]Λ[P,P]T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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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 是一个对角阵,对角阵上的元素满足λ１ ≥λ２ ≥ λm .V∈Rm×m 是正交阵,即特征向量进行正交

单位化之后的矩阵.P 是V 的前a 列,包含所有主元信息,P 是V 余下的m 列,包含非主元信息.
然后将数据集X 进行分解,得到主元子空间和残差主空间

X＝X̂＋E＝TPT ＋E

其中,T＝XP 称为主元子空间,E＝X－X̂ 称为残差子空间,X̂＝TPT 称为得分空间,T 称为得分矩阵.
按照特征值累计和占比原则对P 的特征值进行降维,过程如下

Λ＝diag(λ１,λ２λa)

P＝[p１,p２pa]

X
~

＝XP

ì

î

í

ï
ï

ï
ï

(３)

其中,P 为降维矩阵,X
~

为降维后的数据矩阵.

１２　多模态主元分析方法

航天器系统为闭环系统.当系统负载发生变化时,控制回路以定值调节方式运行.如果设定值保持

不变,则由于采用闭环控制,参数保持在设定值附近.这些变化都满足正态分布的特征.然而,航天器

系统的运行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在 “稳态 过渡态 稳态”之间来回切换.一方面,航天器系统的数据分布

满足PCA故障检测方法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运行条件变化的特点,使得单一的主成分分析故障检测

模型失去了有效性.因此,提出了多主成分分析模型的方法来解决变工况问题.
多主元模型分析方法是对数据矩阵通过核函数进行非线性变化,在变换空间进行主成分分析来实现

在原空间的非线性主成分分析.根据可再生希尔伯特空间的性质,在变换空间中的协方差矩阵可以通过

原空间中的核函数进行运算,从而绕过了复杂的非线性变换[５].
针对已知数据序列 xn{ } ,其中xi ∈RN ,存在映射Φ:RN |→RF ,使得在核函数的作用下

k(xi,xj)＝Φ xi( ) TΦ xj( ) (４)
那么在核函数的基础上改造并中心化特征空间的协方差矩阵,寻找前k 个主元

Kij ＝kxi,xj( ) (５)

K′＝K－１NK－K１N ＋１NK１N (６)
最终在中心化后矩阵K′中寻找前k个主元来完成目标数据序列降维和特征提取.
与传统的分析方法不同,本文采用了高斯核函数作为变换空间特征,摒弃了主成分分析法严苛的假

设,即不需要各变量都服从高斯正态分布,也不需要满足过程线性的要求.利用高斯核函数单值、旋转

对称和高度可分离性的特点,定义变换空间内径向基函数为

k(x－x′)＝exp(－
‖x－x′‖２

２σ２
) (７)

其中,x′是核函数中心,‖x－x′‖２ 是向量x 和x′的欧氏距离,随着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增加,高斯核

函数单调递减.σ 控制高斯函数的作用范围,等同于方差的作用,其值越大,高斯核函数的局部影响范围

就越大.
本文采用的基于高斯混合函数的多主元模型分析方法具体算法流程见表１.

表１　基于高斯混合函数的多主元模型分析方法

Input:原始数据,径向基函数参数

Step１:计算原始数据协方差矩阵

CF ＝
１
M ∑

M

j＝１
Φ xj( )Φ xj( ) T

Step２:基于高斯函数改造特征空间协方差矩阵

Kij ＝k(xi,xj)＝exp(－
‖xi－xj‖２

２σ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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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３:中心化近似核心矩阵K′＝K－１NK－K１N ＋１NK１N

Step４:对角化、正则化近似核心矩阵λk(αkαk)＝１

Step５:排序并提取核心矩阵的前k个主元

Φ x( ) k
kpca ＝ ∑

N

i＝１
αki[Φ(xi)Φ(x)]

Output:降维后的主成分序列

１３　检测流程

基于以上对多主元模型方法的推导和研究,结合数据驱动故障检测方向研究的特点,通过利用基于

高斯混合函数的多主元模型方分析法可以实现对航天器遥测多变量耦合数据的特征提取和初步分类,而

多主元模型分析方法可以将数据空间划分为主元空间和残差空间,通过把每一组遥测数据投影到主元空

间和残差空间衡量数据模型包含的信息量大小和偏离主方向的程度,因此可以比较两个数据空间内统计

量和控制限来确定是否有遥测数据出现故障.
故障检测算法总体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多主元分析模型的混合指标故障检测流程

２　基于混合指标的故障检测方法

故障检测作为检测的重要步骤之一,本文根据系统在正常工况下的数据集训练获得分布情况和检测

阈值,通过使用测试数据集的混合检测统计量来确定新数据集的分布情况和历史是否符合从而判断系统

的故障情况.传统的检测方法一般会使用T２ 统计量和SPE统计量两种方式,通过提取测试数据的信息大

小和残差分布来获取数据分布情况,根据与检测阈值限的对比情况进行故障判断.

２１　基于T２ 统计量的统计估计方法

对于一组新获取的数据集 xf{ } ,根据统计学上的定义,T２ 表示主元模型中的信息量大小,通常用数

据集的标准分值平方和进行计算[６],由式 (８)定义

T２＝∑
k

i＝１

ti
２

λi
＝‖diag(λ１,λ２λk)－

１
２PTxf‖２ (８)

其中,ti 是得分矩阵T 的第i列,λi 是近似核心矩阵的第i个主元.化简后得

T２＝xfPΛ－１PTxf
T (９)

在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正常数据集的T２ 统计量求得分布情况,其检测阈值限为

Tα ＝
kn２－１( )

nn－k( )
Fα k,n－k( ) (１０)

０９１１



其中,１－α 是置信度,Fα k,n－k( ) 是服从自由度为k,n－k的F 分布.

因此,根据上述推导,如果使用T２ 统计量作为数据集的检测标准,那么只要测试数据集的统计量在

某一时刻超过训练数据集的检测阈值限,就可以认为数据集在此时刻出现了故障.

２２　基于SPE统计量的统计估计方法

对于一组新获取的数据集 xm{ } ,根据统计学上的定义,SPE统计量表示数据集与主元模型的拟合

程度,通常用数据集相对于主元向量的残差值来计算[７],由式 (１１)定义

SPE＝‖e‖２＝x(I－PPT)xT (１１)
在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正常数据集的SPE统计量求得分布情况,其检测阈值限为

Qα ＝θ１
cαh０ ２θ２

θ１
＋１＋

θ２h０(h０－１)
θ２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h０ (１２)

其中,h０＝１－
２θ１θ３

３θ２
２

,θr ＝∑
k

j＝r＋１
λr

j ,分别为正态分布的置信限和置信参数.

因此,根据上述推导,如果使用SPE统计量作为数据集的检测标准,那么只要测试数据集的统计量

在某一时刻超过训练数据集的检测阈值限,就可以认为数据集在此时出现了故障.

２３　基于混合标准的故障检测方法

上述两种方法虽然在求得检测阈值限之后都能够具备故障检测的能力,但是由于这两种统计量的计

算假设过于烦琐,对于原始数据的线性特点和分布正态化都有严格的要求,而航天器的遥测数据大多呈

现非线性分布和动态变化大的特点,无法满足这两种检测方法的需要.此外,使用这两种方法进行检测

的时候,往往会因为统计量计算的复杂度而忽略一些潜在故障源,导致无法准确地检测出故障情况.针

对以上两种方法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标准的故障检测方法,借助于施密特正交化的思想[８]通

过复合函数的形式将上述两种方法转化为混合标准,求出新统计量下的检测阈值限公式,并在后面的仿

真中进行验证.
混合标准的检测阈值限由式 (１３)计算

ψ＝
１
ρ

T２ xf( )

Tα
＋ρ－１

ρ
SPExf( )

Qα
(１３)

其中,Tα 、Qα 分别为原始数据的统计量检测阈值限,ρ 为归一化参数,通过将训练结果反馈给原始数据进

行确定[９].
具体算法见表２.

表２　基于混合标准的故障检测方法

Input:近似核心函数的主元分布,置信度,测试数据

Step１:根据近似核心函数主元分布计算T２ 统计量下的检测阈值限

Tα ＝
k n２－１( )

n n－k( )
Fα k,n－k( )

Step２:根据近似核心函数主元分布计算SPE统计量下的检测阈值限

Qα ＝θ１ [cαh０ ２θ２

θ１
＋１＋

θ２h０(h０－１)
θ２

１
]

１
h０

Step３:根据系统工作状态确定混合标准的归一化参数ρ

Step４:确定混合标准的检测阈值限

ψ＝
１
ρ

T２ xf( )

Tα
＋ρ－１

ρ
SPE xf( )

Qα

Step５:检测测试数据的混合标准统计量是否小于检测阈值限S

Output: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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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仿真校验

以某型号航天器的遥测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本文的基于高斯混合函数的多主元模型分析故障检测

方法进行验证.针对该型号航天器系统在某一天的１６min的涵盖了压力、推力、温度、电压、温度等各

类相关的数据集,通过人为设定,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上从６４０s开始在第２类推进系统气瓶压力数据和第

４４类气瓶温度数据中增加了阶跃信号来模拟故障突变,在第４００s加入漂移故障来模拟故障发生,假设系

统过程是稳态的,不存在时序自相关性;过程参数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假设故障的突变不是由于潜在变

量引起的[１０].
图２为对设定故障后的１０组关键位置压力、温度等测试数据进行故障检测的结果,分别绘制出了测

试数据集下SPE和T２ 两个统计量和检测阈值限的变化关系,图中细实线为９６０组数据关于整个模型的统

计学计算量的变化趋势,虚线为对应统计量正常工况下的检测阈值限.图３为采用基于混合标准的检测方

法的仿真结果,图中细实线和虚线为９６０组数据关于整个模型的混合指标变化趋势,点状线线对应检测阈

值限.

图２　基于标准统计量的故障检测仿真结果

图３　基于混合指标的故障检测仿真结果

图４为加入漂移故障之后,利用标准统计量检测和混合指标检测两种方法进行校验,分别绘制出了从

发生故障开始,每一个测试数据关于SPE和T２ 的变化关系,图中细实线为９６０组数据关于整个模型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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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计算量的变化趋势,虚线为对应统计量正常工况下的检测阈值限.
从图２和图３可以清楚的看出从６５０s左右测试数据的统计量有了明显的跃进变化,图４可以看出

４００s统计量有了明显的差异趋势,并且超出了检测阈值限,可以判断出已经发生了故障,能够验证该方

法可以检验出人为设定的故障,并且能够确定故障发生的大致区间.和单一的统计量检验方法不同,混

合指标的故障检验方法得到的仿真结果统计量突变更为明显,并且在故障发生之前,混合指标不会出现

在阈值限上下剧烈跳动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故障的误检验情况.

图４　基于漂移故障的故障检测结果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斯混合函数的多主元模型分析故障检测方法,针对航天器系统数据多维化、
高度耦合、非线性等特点,通过多主元模型处理模式过度并完成对遥测数据的降维线性化和特征提取;
根据已有故障检测方法的局限性,提出混合标准的故障检测方法从而实现了对航天器数据的状态分布和

故障判断,以某型号的航天器系统状态数据作为原始数据输入,人为加入阶跃信号和漂移故障实现故障

注入,仿真结果表明了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完成对多变量多模态非线性数据的故障检测是一种有效的航

天器遥测数据故障检测方法,为实现在轨航天器的故障的实时检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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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ta drivenmulti principalcomponent
modelfaultdetectionmethodforspacecrafts

TIANRuo bing,XURui,LIChao yu,ZHUSheng ying,GAOAi
InstituteofDeepSpaceExplorationTechnology,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

　　Abstract　Inordertoensurethesmoothoperationandimplementationofthespacecraftnetworking
system,itisnecessarytoanalyzeanddiagnosethetelemetrydataofnear earthspacecraftssoastofind
outthesourceoffaultsintimeandavoidadditionallossInthispaper,basedonthemultivariablecoupled
telemetrydataofaspacecraftsystem,amulti principalcomponentmodelanalysismethodwithmixed
indexastheevaluationcriteriaisproposedAndthecompositevariationofthesamplevectorinthe

projectionspaceandtheprincipalcomponentspaceisintroducedasthediscriminantbasisforfault
detectionInaddition,inordertodeterminethesourceofmultivariate datafault,thefaultisolationand
diagnosisare successfully realized by combining thefault detection discrimination basis and the
contributionofdifferenttelemetrydatatofaultdeterminationFinally,thefaultprobabilityofdifferent
datasourcesisdeterminedbycalculatingthefaultcontributionrateofthedatatothestatisticsindifferent

principalcomponentspacesoastorealizethefaultisolationanddiagnosisofthedatadrivenmultivariate
coupledtelemetrydataBycombiningtheadvantagesoftheresidualdistributionindexandstandard
deviationdistributionindexinBayesiandistribution,the mixedindex methodcannotonlysolvethe

problemofmisjudgingthefaultsourcebyasingleindex,butalsoimprovetheefficiencyandaccuracyof
complexdatadiagnosisThesimulationresultsalsoshowthatthismethodisaneffectivedata drivenfault
diagnosismethodbymanuallyinjectingdifferenttypesoftelemetrydatafromacertainspacecraftnetwork

Keywords　Faultdetection;Data driven;Multi principalcomponentmodelanalysis;Statistical
estimation;Mixed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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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近距离操作自适应故障补偿技术

任　好　姜　斌　马亚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学院

摘　要　针对航天器近距离操作过程中追踪航天器位姿控制系统执行器失效、失控故障,设计了基

于多设计融合的自适应故障补偿方法,使得追踪航天器能够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保证自身的稳定性且

实现对目标航天器的跟踪.首先采用对偶四元数对航天器位姿耦合相对运动系统进行建模;考虑相对运

动学设计反步控制信号;针对所有的可能的故障模式设计一个自适应故障补偿控制器;最后将其融合,
结合参数的自适应更新律,得到控制信号.仿真结果表明该故障补偿策略的有效性.

关键词　自适应控制;对偶四元数;多设计融合;近距离操作

０　引　言

近年来伴随着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航天器在轨机动任务多种多样且日益复杂[１],任务的载体也由单

一大型航天器转向两个乃至多个小型航天器组成的航天器编队.除传统的通信观测等基础任务外,航天

器还需要完成在轨交会对接、组装大型航天器等更具体复杂的任务.根据文献 [２]和 [３],定义航天器

近距离操作为:在空间操作中,某在轨航天器因特殊任务需求,必要且审慎地与另一航天器维持较近的

相对距离.现有的位姿解耦控制方法不能很好地对六自由度协同相对姿态[４],在执行临近操作时,航天器

需进行位姿控制,即六自由度相对运动控制.航天器编队的近距离操作任务常有抓捕空间碎片、给无油

的航天器加油、维修服务、相对观测或监视等.由于位置和姿态两个状态量在数学建模中存在耦合,须

对控制任务进行精确描述.因此,本文引入对偶四元数对航天器近距离操作进行描述,其具有以下特点:

１)对偶四元数源自欧拉四元数,但区别是其不仅能够描述运动体的相对姿态信息,还能够协同描述其相

对位置信息;２)对偶四元数的运算法则继承了很多欧拉四元数的性质,且基于对偶四元数描述的航天器

运动模型数学表达式与传统欧拉四元数的运动模型数学表达式具有相同的形式;３)基于对偶四元数的建

模描述能够精确地描述航天器运动位置和姿态之间的耦合,能够提高控制的精度.
基于以上这些特点,目前航天器控制领域已有一些采用对偶四元数对航天器近距离操作进行数学描

述的成果.Andersen等设计了反步反馈控制律[５];Filipe针对目标和追踪航天器之间的接近操作问题,设

计了非线性自适应控制器[６];Dong等提出了一种光滑的六自由度观测器来估计刚体航天器的线速度和角

速度,此外结合比例 微分近似反馈控制律使得航天器临近观察航天器[７],同时针对航天器自主交会对临

近的位姿控制问题,设计了基于人工势函数的控制方法,最后能保证航天任务的完成;Zhang等针对刚体

航天器的在轨机动问题,设计了有限时间鲁棒控制方案[８].

考虑发生执行器故障,采用航天器六自由度位姿并联建模系统,Tavakoli等针对航天器执行器失效

问题,设计基于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模型预测方案[９];Xia等针对具有协同目标航天器交会机动问题,设计

自适应容错控制器[１０].

以上基于六自由度位姿并联建模系统的容错控制问题大多作为协同控制问题的拓展,由于位姿并联

系统未考虑耦合,因此控制精度不能让人满意.基于对偶四元数的航天器临近操作控制问题已经有一些

成果,但是很多控制算法均为成熟的建模体系下的初步尝试,遑论考虑控制系统执行器故障发生后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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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问题.其在容错控制领域存在大片空白.
本文将基于对偶四元数描述航天器位姿运动,采用自适应多设计融合方法,对两刚体航天器编队近

距离操作相对运动系统设计执行器故障补偿控制系统,保证追踪航天器在故障时能稳定且按照目标航天

器位置和姿态信号进行机动.

１　问题描述

１１　对偶数和对偶四元数

对偶数这一数学概念由Clifford[１１]提出,由Study[１２]进一步完善形成理论.定义某一标量对偶数x̂ ∈

ℝ̂ 为

x̂＝xr＋εxd (１)

式中,xr,xd ∈ ℝ 分别是对偶数x̂ 的实数部分与对偶部分,算子ε为一个对偶单元,并且满足ε２＝０,ε

≠０,ℝ̂ 表示对偶数域.在本文中,下标 “r”和 “d”分别表示对偶数的实数部分和对偶部分,上标̂表示

对应数学量数域对偶数域.对偶向量的实部与对偶部均为向量,定义为

x̂＝xr＋εxd (２)

式中,x̂ ∈ ℝ̂m ,xr,xd ∈ ℝm .下面给出关于对偶数以及对偶向量的一些运算定义以及相关性质

x̂s ＝xd＋εxr,(x̂s)s＝x̂s

x̂x̂＝xrxr ＋ε(xrxd＋xdxr)

x̂☉x̂＝xrxr＋εxdxd

x̂１x̂２＝xT
１rx２r＋ε(xT

１rx２d＋xT
１dx２r)

x̂１x̂２＝xT
１rx２r＋xT

１dx２d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３)

式中,x̂１,x̂２ ∈ ℝ̂m .当x̂１,x̂２ 为３维对偶向量时,还可以定义如下的对偶向量叉乘运算

x̂１×x̂２＝－x̂２×x̂１

＝x１r×x２r＋ε(x１r×x２d＋x１d×x２r)
(４)

与实数向量相似,三维对偶向量叉乘也可由矩阵乘法表示:x̂１×x̂２＝x̂×
１x̂２,x̂×＝－(x̂×)T＝x×

r ＋εx×
d

被称作对偶向量x̂ 的反对称矩阵,其定义为

x̂×＝

０ －x̂３ x̂２

x̂３ ０ －x̂１

－x̂２ x̂１ 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５)

式中,x̂i＝xir ＋εxid,i＝１,２,３为x̂ 的对应元素,即x̂＝[x̂１,x̂２,x̂３]T .

考虑一般意义下的对偶矩阵,它的实数部分和对偶部分具有相同的维度:X̂ ＝Xr＋εXd ,Xr,Xd ∈

ℝ̂n×m 则其遵循对偶向量的基本运算法则

X̂x̂＝Xrxr ＋ε(Xrxd＋Xdxr) (６)

X̂☉x̂＝Xrxr＋εXdxd (７)

式中,x̂ ∈ ℝ̂m .当Xr,Xd ∈ ℝ̂n×m 为方阵且Xr 可逆时,可定义如下的对偶矩阵逆运算:X̂－１ ＝X－１
r －

ε(X－１
r XdX－１

r ),且容易验证:X̂－１X̂＝X̂X̂－１＝Im×m ,Im×m 为m 维单位阵.
对偶四元数是传统四元数与对偶数的结合,其定义为

q̂＝qr＋εqd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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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Ĥ ,qr,qd ∈H 为传统的四元数,H 为四元数的集合,Ĥ 为对偶四元数的集合.与传统四元数

类似,对偶四元数q̂也可以表示为q̂＝[η̂,ξ̂T]T ,η̂∈ ℝ̂,ξ̂∈ ℝ̂３ 分别表示q̂的标量部分和矢量部分.如

下是对偶四元数的一些运算性质

q̂∗ ＝[η̂,－ξ̂T]T

q̂１±q̂２＝[η̂１±η̂２,±ξ̂T
２]T

λq̂＝[λη̂,λξ̂T]T,λ ∈ ℝ

q̂１ q̂２＝[η̂１η̂２－ξ̂T
１ξ̂T

２,(η̂１ξ̂２＋η̂２ξ̂１＋ξ̂１×ξ̂２)T]T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９)

式中,q̂１,q̂２ ∈ Ĥ 考虑追踪航天器和目标航天器的质心本体坐标系分别为 和 ,坐标系 相对于 的对偶

四元数定义为

q̂bt＝qbt＋ε１
２qbt rb

bt＝qbt＋ε１
２r

t
bt qbt (１０)

式中,rbt 为 的坐标原点到 的坐标原点的位置矢量,rb
bt 和rt

bt 分别为rbt 在 和 下的不同表示.当q̂bt 表示

一个单位对偶四元数时,易得q̂T
bt q̂bt＝１.

１２　相对运动的动力学和运动学

基于对偶四元数描述下的航天器近距离操作６自由度相对运动学和动力学分别表示为

q̂

bt＝

１
２Ê(q̂bt)ω̂b

bt (１１)

Ĵbω̂
b
bt＝ω̂b

bi×(Ĵbω̂b
bi)＋Ĵbω̂b

bt×(q̂∗
bt ω̂t

ti q̂bt)－Ĵb(q̂∗
bt ω̂

t
ti q̂bt)＋D̂☉û (１２)

式中,ω̂b
bi＝ωb

bi＋ε(rbbi＋ωb
bi×rb

bi)为追踪航天器在 中相对于惯性坐标系 的对偶角速度;ωb
bi ,rb

bi 和rbbi 分

别为追踪航天器在 中相对于 的角速度、位置矢量和速度矢量;ω̂t
ti＝ωt

ti＋ε(rtti＋ωt
ti×rt

ti)为目标航天

器在 中相对于 的对偶角速度;ωt
ti ,rt

ti 和rtti 分别为目标航天器在 中相对于 的角速度、位置矢量和速

度矢量;ω̂b
bt＝ωb

bt＋ε(rbbt＋ωb
bt×rb

bt)为 相对于 的相对对偶角速度;ωb
bt ,rb

bt 和rbbt 分别表示 相对于 的

相对角速度、相对位置和相对速度;ω̂
t
ti＝q̂∗

ti ω̂
i
ti q̂ti 为ω̂t

ti 的时间导数,表示目标航天器相对于 且表

示在 中的对偶加速度;表达式中的q̂ti 为目标航天器相对于 的惯性四元数,ω̂
i
ti＝αi

ti＋ε(αi
ti－αi

ti×ri
ti－

ωi
ti×vi

ti)表示目标航天器相对于 且表示在 中的对偶加速度;ri
ti ,vi

ti ,ωi
ti 和αi

ti 分别表示目标航天器相

对于 且表示在 中的位置矢量、线速度、角速度和线加速度;其中ri
ti ,vi

ti 和αi
ti 可以利用初始轨道参数

对二体轨道公式积分产生,故而ω̂
i
ti 可由目标航天器的轨道信息和角速度计算得到,参数矩阵Ê()可以

定义为

Ê(q̂)＝
－ξ̂T

η̂I３×３＋ξ̂×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１３)

且û＝ur＋εud 为实际对偶输入信号,ur＝[ur１,,ur４]T 和ud＝[ud１,,ud４]T 分别为应用在位置控制

和姿态控制上的力和力矩,Ĵb＝mI３×３(d/dε)＋εJ ,m 和J 分别为追踪航天器的质量和转动惯量矩阵,D̂＝
Dr＋εDd 表示对偶控制分配矩阵,Dr＝[D１,D２,D３,D４]和Dd＝[D５,D６,D７,D８]分别为能够提供

双向输出的四个推力器和四个反作用轮的控制分配矩阵,矩阵中Di ∈ ℝ３,i＝１,,８,d/dε 与对偶算

子ε具有互补的性质,对于任意对偶向量x̂＝xr＋εxd ,d/dεx̂＝d/dε(xr＋εxd)＝xd 成立.

１３　故障模型

在建立航天器近距离操作相对运动的位姿运动学和动力学 (１１)和 (１２)后,本节将会引入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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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补偿问题.
同时考虑位姿控制系统的失控与失效故障,失控故障表现为执行器不能响应控制指令,失效故障表

现为执行器与控制信号之间存在小于１的增益.第j个 (j＝１,,８)执行器生成的实际控制力矩可以

表示为

uj(t)＝σj(t)vj(t)＋uj(t) (１４)
其中,vj 表示控制信号,０≤σj ≤１表示为未知有效因子,并且

σj(t)＝
１,无故障

０,如果第j个执行器故障{ (１５)

上式能够表示大部分的执行器故障,比如σj(t)＝１且uj＝０代表执行器正常工作,０＜σj ≤１代表执

行器部分失效,σj(t)＝０且uj ≠０代表执行器卡死.
未知加性故障uj(t)可以参数化为

uj(t)＝uj０(t)＋∑
sj－１

i＝１
uji(t)fji(t)＋μ

＝θT
jϖj ＋μ,　t≥tj

(１６)

其中,未知参数uj０(t)表示常数偏 置,∑
sj－１

i＝１uji(t)fji(t)＋μ 表 示 时 变 失 控 故 障 的 参 数 化,θj ＝

[uj０,,ujsj－１]T 表示未知常数向量,ϖj(t)＝[１,fj１(t),,fjsj－１(t)]T 表示一个带有sj－１个有界标

量fji(t)的已知的基函数,sj 是有界标量的数量,μ 表示有界估计误差.
当发生多个执行器故障时,式 (１２)中的控制力矩可以表示为

û(t)＝σ̂(t)☉v̂(t)＋û(t) (１７)
式中,σ̂(t)＝diag(σ１,,σ４)＋εdiag(σ５,,σ８)表示故障模式矩阵,v̂(t)＝[v１(t),,v４(t)]T＋ε
[v５(t),,v８(t)]T 表示需要被设计的控制信号,û(t)＝[u１(t),,u４(t)]T＋ε[u５(t),,u８(t)]T

表示执行器加性故障信号,可以进一步表示成

û(t)＝[θT
r１ϖr１,,θr４ϖr４]T ＋ε[θT

d１ϖd１,,θT
d４ϖd４]T ＋[μr１,,μr４]T ＋ε[μd１,,μd４]T (１８)

式中,[μr１,,μr４]T ＋ε[μd１,,μd４]T ＝μ̂ .
为了有效地补偿多个执行器故障,并且能够保证期望的系统性能,能够运行的执行器数量不应该少

于姿态或者位置控制系统的自由度,也就是说,应满足如下的执行器冗余条件

rank(Drσr)＝rank(Ddσd)＝３ (１９)
式中,σr(t)＝diag{σ１(t),σ２(t),σ３(t),σ４(t)}和σd(t)＝diag{σ５(t),σ６(t),σ７(t),σ８(t)}分别表示

位置和姿态控制符号矩阵.该冗余条件能够保证在发生多执行器故障时６自由度系统的可控性.

１４　控制目标

本文的控制目标是为带有执行器故障的６自由度相对运动系统 (１１)和 (１２)设计一个基于多设计融

合的自适应控制信号v̂(t)使得所有闭环信号都有界,并且系统误差limt→∞ξ̂bt＝０̂,limt→∞ω̂b
bt＝０̂.

２　执行器故障补偿方案

针对航天器近距离操作相对运动系统以及位姿执行器故障问题,本节设计一个基于多设计融合的自

适应执行器故障补偿器.

２１　运动学控制设计

考虑相对运动的运动学方程 (１１),将ω̂b
bt 视为一个虚拟控制信号.对于整个航天器近距离操作的相

对运动控制系统而言,可首先设计一个运动学的虚拟控制信号α̂ ,使得当ω̂b
bt＝α̂ 时,limt→∞ξ̂bt＝０̂.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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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控制信号v̂(t)使得limt→∞ ξ̂bt－α̂( ) ＝０̂,从而保证期望的性能.定义Δ̂＝１/２(η̂btI３×３＋ξ̂×
bt),本小节

设计的运动学的虚拟控制信号为

α̂＝－k１Δ̂－１ξ̂bt (２０)
其中,k１ ＞０为一个选定的常数.

首先分析虚拟控制信号α̂ 的控制性能.定义跟踪误差

ω̂e ＝ξ̂bt－α̂ (２１)
选择如下的正定函数

V１＝
１
２ξ̂btξ̂bt (２２)

由式 (２０)可得V１ 的导数为

V


１＝－k１ξ̂btξ̂bt ＋ξ̂bt(Δ̂ω̂e) (２３)

上式中如果ω̂e ＝０̂,则V


１ ≤０.下面本文将设计控制信号v̂(t)使得limt→∞ω̂e＝limt→∞ ξ̂bt－α̂( ) ＝０̂来保

证期望的相对运动系统性能 .

２２　自适应容错控制方案

本小节针对不同的执行器故障设计了一系列的自适应控制器,并将它们最终整合成控制信号.
标称容错控制.控制增益矩阵由于故障模式未知而未知.因此,本节中将以完全失效执行器故障为

基础对故障模式进行分类.针对式 (１９)执行器冗余条件,可补偿的故障分为以下９种:１)所有σ１∈
(０,１,包含所有的无故障模式;２)仅σ１＝０;３)仅σ２＝０;４)仅σ３＝０;５)仅σ４＝０;６)仅σ５＝０;７)仅

σ６＝０;８)仅σ７＝０;９)仅σ８＝０.

引入一个新变量σ̂＋
(k)

σ̂＋
(１)＝diag(σ＋

(１)１,,σ＋
(１)４)＋εdiag(σ＋

(１)５,,σ＋
(１)８);

σ̂＋
(２)＝diag(０,σ＋

(２)２,,σ＋
(２)４)＋εdiag(σ＋

(２)５,,σ＋
(２)８);

σ̂＋
(３)＝diag(σ＋

(３)１,０,σ＋
(３)３,)＋εdiag(σ＋

(３)５,,σ＋
(３)８);

σ̂＋
(４)＝diag(,σ＋

(４)２,０,σ＋
(２)４)＋εdiag(σ＋

(４)５,,σ＋
(４)８);

σ̂＋
(５)＝diag(,σ＋

(５)３,０)＋εdiag(σ＋
(５)５,,σ＋

(５)８);

σ̂＋
(６)＝diag(σ＋

(６)１,,σ＋
(６)４)＋εdiag(０,σ＋

(６)６,,σ＋
(６)８);

σ̂＋
(７)＝diag(σ＋

(７)１,,σ＋
(７)４)＋εdiag(σ＋

(７)５,０,σ＋
(７)７,);

σ̂＋
(８)＝diag(σ＋

(８)１,,σ＋
(８)４)＋εdiag(,σ＋

(８)６,０,σ＋
(８)８);

σ̂＋
(９)＝diag(σ＋

(９)１,,σ＋
(９)４)＋εdiag(,σ＋

(９)３,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其中,相应的元素σ(k)j 代表

σ＋
(k)j ＝

１
σj

,如果σj ≠０,

０,如果σj ＝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２４)

定义v̂∗
(k) 为第k种故障模式的标称对偶控制器,则复合的标称控制信号可以表示为

v̂∗ ＝∑
９

k＝１
ρ̂(k)☉σ̂＋

(k)☉v̂∗
(k) (２５)

其中,

ρ̂(k)＝
１＋ε１, 如果σ̂(k) 符合实际情形

０＋ε０, 其他{ (２６)

考虑到式 (１９)中的执行器冗余条件,可以得到rank(Drσr(k)Dr)＝３和rank(Ddσd(k)Dd)＝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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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σr(k)Dr和Ddσd(k)Dd 存在逆矩阵.令ĝ２＝Ĵ－１
b D̂ ,ĝ２＝g２r＋εg２d ,其中g２r＝[g２r１,,g２r４]∈ ℝ３×４ ,

g２d＝[g２d１,,g２d４]∈ ℝ３×４ ,g２ri,g２di ∈ ℝ３×１ .针对第k种故障模式,设计标称容错控制信号为

v̂∗
(k)＝D̂b☉(－F̂－k２ω̂e －Ĵ－１

b ω̂b
bi×(Ĵbω̂b

bi)

－ω̂b
bt×(q̂∗

bt ω̂t
ti q̂bt)＋(q̂∗

bt ω̂
t
ti q̂bt)

－∑
４

j＝１
Θ̂∗

j ☉ϖ̂j －ĝ２☉μ̂∗ ＋α)

(２７)

式中,k２ ＞０是一个选定的常数.将Δ̂＝Δr＋εΔd ,ξ̂bt＝ξbtr＋εξbtd写成如上实部与对偶部分开的形式,则

上式中,对偶参数F̂＝ΔT
rξbtr＋ΔT

dξbtd＋εΔT
rξbtdD̂b＝gT

２r(g２rσr(k)gT
２r)－１＋εgT

２d(g２dσd(k)gT
２d)－１ ,Θ̂∗

j ＝g２rjθ∗T
rj

＋εg２djθ∗T
dj .

定义对偶故障指示函数如下

χ̂∗
(k)＝ρ̂(k)☉σ̂＋

(k)＝diag(χ∗
(k)１,,χ∗

(k)４)＋εdiag(χ∗
(k)５,,χ∗

(k)８) (２８)

标称控制信号可以表示为

v̂∗ ＝∑
９

k＝１

χ̂∗
(k)☉v̂∗

(k) (２９)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得到标称控制信号.在式 (２７)中,参数Θ̂∗
j ,μ̂∗ 和χ̂∗

(k) 未知,现定义 Θ̂j ,μ̂

和χ̂(k) 分别为Θ̂∗
j ,μ̂∗ 和χ̂∗

(k) 的估计值.最终可以得到如下的多设计融合自适应控制信号

v̂＝∑
９

k＝１

χ̂(k)☉v̂(k)
(３０)

v̂∗
(k)＝D̂b☉(－F̂－k２ω̂e －Ĵ－１

b ω̂b
bi×(Ĵbω̂b

bi)

－ω̂b
bt×(q̂∗

bt ω̂t
ti q̂bt)＋(q̂∗

bt ω̂
t
ti q̂bt)

－∑
４

j＝１
Θ̂j☉ϖ̂j －ĝ２☉μ̂＋α)

(３１)

自适应律.为更新在自适应故障控制信号v 中的未知参数,设计如下自适应律

Θ̂


j ＝－Γ̂j☉ω̂e☉ϖ̂T
j (３２)

μ̂

＝－Γ̂μ☉ĝT

２☉ω̂e (３３)

式中,Γ̂j＝Γjr＋εΓjd,Γjr ∈ ℝ３×３,Γjd ∈ ℝ３×３ ,Γ̂μ＝Γμr＋εΓμd,Γμr ∈ ℝ４×４,Γμd ∈ ℝ４×４ 为选定的对偶

正定自适应矩阵,为计算方便,选择相同的Γ̂j,j＝１,,８.选择执行器故障对偶指示函数χ̂∗
(k)的自适

应律为

χ(k)１＝γk１ωT
erg２r１v(k)１

χ(k)２＝γk２ωT
erg２r２v(k)２

χ(k)３＝γk３ωT
erg２r３v(k)３

χ(k)４＝γk４ωT
erg２r４v(k)４

χ(k)５＝γk５ωT
edg２d１v(k)５

χ(k)６＝γk６ωT
edg２d２v(k)６

χ(k)７＝γk７ωT
edg２d３v(k)７

χ(k)８＝γk８ωT
edg２d４v(k)８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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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k１,,γkB 为选定的正定的自适应增益参数,ωer 和ωed 分别表示跟踪误差ω̂e 的实数部分和对偶

部分,且ωer,ωed∈ℝ３×１ ,v(k)i ∈ℝ,i＝１,,８表示v(k)＝[v(k)１,,v(k)４]T＋ε[v(k)５,,v(k)８]T

中相应的元素.

性能分析.如下是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跟踪性能:
定理１:针对航天器近距离操作相对运动系统 (１１)和 (１２),设计的带有自适应更新律 (３２),(３３)

和 (３４)的多设计融合控制律 (３０)和 (３１)可以有效补偿多执行器故障 (１４),保证所有的闭环信号有

界,并且能够达成控制目标limt→∞ξ̂bt＝０̂,limt→∞ω̂b
bt＝０̂.

证明:首先假设σ̂(t)和u(t)固定.定义Θ̂j＝Θ̂∗
j －Θ̂j ,μ̂＝μ̂∗ －μ̂ 和χ

~
∗
(k)＝χ(k)－χ(k)分别为Θ̂∗

j ,

μ̂∗ 和χ̂∗
(k) 的估计误差.由式 (２１)可得

ω̂

e ＝Ĵ－１

b ω̂b
bi×(Ĵbω̂b

bi)＋ω̂b
bt×(q̂∗

bt ω̂t
ti q̂bt)

－(q̂∗
bt ω̂

t
ti q̂bt)＋ĝ２☉σ̂☉v̂∗

＋ĝ２☉σ̂☉(v̂－v̂∗ )

＋∑
４

j＝１
Θ̂j☉ϖ̂j ＋ĝ２☉μ̂－α

(３５)

将v̂∗ 和v̂代入上式中,可以推导得到

ω̂


e ＝－F̂－k２ω̂e ＋∑
４

j＝１
Θ̂j☉ϖ̂j ＋ĝ２☉μ̂ ＋ĝ２☉σ̂☉∑

９

k＝１

χ̂(k)☉v(k)－α (３６)

为证明上文中设计的自适应容错控制方案的有效性,选择以下Lyapunov函数

V２＝V１＋
１
２ω̂eω̂e

＋
１
２∑

４

j＝１
tr[(Θ̂T

j ☉Γ̂－１
j )Θ̂j]

＋
１
２tr[(μ̂T☉Γ̂－１

μ )μ̂]

＋
１
２∑

９

k＝１
σ１γ－１

k１χ
~

２
(k)１＋＋

１
２∑

９

k＝１
σ８γ－１

k８χ
~

２
(k)８

(３７)

上式的时间导数为

V


２＝ －k１ξ̂btξ̂bt ＋ξ̂bt(Δ̂ω̂e)＋ω̂e(－F̂－k２ω̂e

＋∑
４

j＝１
Θ̂j☉ϖ̂j ＋ĝ２☉μ̂ ＋ĝ２☉σ̂☉∑

９

k＝１
χ̂(k)☉v(k))

＋∑
４

j＝１
tr[(Θ̂T

j ☉Γ̂－１
j )Θ̂



j]＋tr[(μ̂T☉Γ̂－１
μ )μ̂


]

＋∑
９

k＝１
σ１γ－１

k１χ
~

(k)１χ
~

(k)１＋＋
１
２∑

９

k＝１
σ８γ－１

k８χ
~

(k)８χ
~

(k)８

(３８)

将自适应律 (３２),(３３)和 (３４)代入到 (３８)中,可以推导得到

V


２＝－k１ξ̂btξ̂bt－k２ω̂eω̂e (３９)

结合V２≥０,能够推导得到

∫
∞

０
(k１ξ̂btξ̂bt ＋k２ω̂eω̂e)dt＝V２(０)－V２(∞)≤ ∞ (４０)

这表明Θjr ∈L∞ ,Θjd ∈L∞ ,μ~r∈L∞ ,μ~d ∈L∞ ,χ
~

(k)i ∈L∞ ,i＝１,,８以及ξbtr,ξbtd ∈L２,

ωer,ωed ∈L２.进一步可得到ξbtr,ξbtd ∈L∞ 和ωer,ωed ∈L∞ .根据Barbalet引理,最终可以得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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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１所述所有闭环信号有界且limt→∞ξ̂bt＝０̂,limt→∞ω̂b
bt＝０̂.

３　仿真校验

本节将给出将设计的自适应故障补偿方案应用于控制航天器近距离操作相对运动系统来验证其有效

性.数据来源于文献 [７].

３１　航天器模型与仿真初值

目标航天器围绕地球做轨道运动,表１将给出其轨道参数.

表１　目标航天器轨道参数

轨道参数 数值

轨道半长轴/km ６９９８４５５

偏心率,－ ００２

轨道倾角/(°) ４５

近地点角距/(°) ０

升交点赤经/(°) ０

真近点角/(°) ３０

追踪航天器的质量和转动惯量矩阵分别为

m＝１５kg,Jb ＝
３０５１４ ０ ０

０ ２６６２８ ０
０ ０ ２１８７９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追踪航天器用于位置和姿态的执行机构分别为推力器和飞轮,共计有４个推力器和４个反作用飞轮.
设定追踪航天器的对偶控制分配矩阵如下

D̂＝
２
２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ε１
３

３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３

３

３

３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设置考虑的三种故障模式如下

１)无故障:û(t)＝v̂(t);

２)u１ 故障:u１＝０８v１＋００２Nm ,t≥T１,ui(t)＝vi(t),i＝２,,８;

３)u８ 故障:u８＝０５Nm ,t≥T２,ui(t)＝vi(t),i＝１,,７.

针对仿真,设计如下的初值,k１＝００００１,k２＝１,γki＝１００,Γ̂μ ＝I３×３＋εI３×３ ,Γ̂μ ＝I４×４＋εI４×４ ,i＝
１,,８.设定追踪航天器相对期望坐标系的对偶四元数为:q̂bt ＝ [０９８４８,０１,０１,０１]T ＋ε
[０,０,－５,０]T ,追踪航天器相对期望坐标系的对偶角速度为:ω̂bt＝[０,０２,０]T＋ε[０,０２,０]T .

积分环节的仿真初值设定为:χ̂(１)(０)＝[１,１,１,１]T ＋ε[１,１,１,１]T ,χ̂(２)(０)＝χ̂(３)(０)＝χ̂(４)(０)＝

χ̂(５)(０)＝χ̂(６)(０)＝χ̂(７)(０)＝χ̂(８)(０)＝χ̂(９)(０)＝[０,０,０,０]T＋ε[０,０,０,０]T ,Θ̂j＝０̂３×２ (j＝１,２,

３,４).

３２　仿真结果

图１和图２中展示的分别是是相对对偶四元数q̂bt 和相对对偶角速度ω̂b
bt 中的每一个元素,qbtr和qbtd分

别表示q̂bt 的实数和对偶部分,ωbtr 和ωbtd 分别表示ω̂b
bt 的实数和对偶部分.由图１和图２可见这些元素都

能在执行器１００s和２００s发生故障后最终收敛.容错控制系统中的所有信号都有界,因此,系统能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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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时达到期望的性能.

图１　相对对偶四元数q̂bt

图２　相对对偶角速度ω̂b
bt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航天器近距离操作过程中追踪航天器位姿执行器失效、失控故障,设计了一种基于多设计

融合的自适应故障补偿方法.考虑所有的故障模式,假设所有的故障模式和故障值已知,设计标称控制

结构;然后采用自适应律更新不确定性,针对每一种故障模式设计自适应控制器;最后融合成自适应控

制结构.设计的算法能够保证追踪航天器的稳定性及对目标航天器的渐近跟踪性能.仿真结果也验证了

控制设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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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CompensationofSpacecraftProximity
OperationswithActuatorFaults

REN Hao,JIANGBin,MAYa jie
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Abstract　Anadaptivefaultcompensationmethodbasedonmulti designintegrationisdesignedfor
thechasingspacecraftattitudeandposecontrolsystemwithactuatorlossofeffectiveness,lossofcontrol
faultsduringthespacecraftproximityoperationThecontroldesigncanensurethestabilityofthechasing
spacecraftandtheasymptotictrackingperformancetothetargetspacecraftFirst,thedualquaternionis
usedto modelthespacecraftposecoupledrelative motion systemTakingrelative kinematicsinto
consideration,thebacksteppingcontrolsignalisdesignedAnadaptivefaultcompensationcontrolleris
designedforallpossiblefaultmodesFinally,thecontrolsignalisobtainedbasedontheintegrationofthe
controllersand the adaptive updating ofthe parameters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the fault
compensationstrategyiseffective

Keywords　Adaptivecontrol;Dualquaternions;Multi designintegration;Proximity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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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刚柔耦合连续体机械臂的设计与仿真研究

刘　琪１　张　军１　初晓昱２　周敬淞１

１东南大学;２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面向空间作业,提出一种结构紧凑、驱动轻巧、控制简单的新型仿生刚柔耦合连续体机械

臂的设计方法.该机械臂通过刚性结块和柔性弹簧钢片耦合运动可以实现弯曲和伸展运动.建立了刚柔

耦合连续体机械臂的机构模型,进行了刚柔耦合多体动力学仿真实验,研究不同关节数量和驱动弹簧钢

片数目下连续体机械臂的弯曲性能和稳定性.结果表明,刚柔耦合驱动具有结构刚度高的优势,可以通

过单一自由度实现正反两个方向的弯曲驱动.同时论文提出单向弯曲时机械臂末端空间坐标模型,为刚

柔耦合机械臂的控制和优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连续体机械臂;仿生机器人;刚柔耦合多体动力学仿真

０　引　言

连续体机械臂为仿蛇、象鼻、章鱼等柔性生物结构特性而研制的机械臂.其主要是通过弹性结构的

伸缩运动从而产生弯曲变形运动.相比于传统的刚性关节式工业机械臂,连续体机械臂的柔性结构和欠

驱动方式使其具有很好的自适应性和柔顺性,自适应的弯曲能力能够适应非结构操作环境,在狭小和多

障碍物的工作空间中进行操作;柔顺性使得连续体机械臂在与操作对象和环境接触与交互时,具有很好

的安全保障.
连续体机械臂的环境自适应性和柔顺性两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得其发展迅速,并且在医疗、工业、航

空航天等诸多领域展现出了应用价值.由于人体内空间狭小,为了尽量减小手术创伤和对人体产生影响,

采用柔性连续体机器人可以进行疾病检查和组织切除等操作,如用于喉咙外科手术[１]、微创心脏手术[２]、

鼻部手术[３]、结肠内窥镜检查[４]、单孔腔镜手术[５]、微创介入手术[６]、肺经支气管检查[７]、上消化道检

查[８]等.随着连续体机械臂相关的技术发展,在狭窄的工业操作、装配和维修等空间,采用连续体机械臂

可以辅助人工完成非结构环境下的设备检修,如ITER托卡马克装置检测[９]、OC公司核电厂的检修、飞

机辅助检查、车辆检查等应用[１０]、燃气涡轮发动机维修[１１]、飞机油箱检查[１２]等.NASA的约翰逊太空中

心研究了基于连续体机器人的空间狭小环境侵入性检查[１３].

变形结构和驱动系统是连续体机器人实现柔性自适应性的基础,其设计的优劣影响连续体机器人的

弯曲能力、刚度和操作精度等性能.研究人员受大自然中的蛇、章鱼、象鼻等的启发,结合工程技术和

工艺,设计了各种各样连续体机器人的变形结构,具有不同的弯曲性能和负载能力.

Simaan等人采用硬质镍钛合金丝驱动多模块脊椎式连续体机器人,合金丝不但可以承受拉力还能承

受推力,这使得其拥有较高的驱动效率和操作精度[１４].Webster等设计的同心管连续体机器人[１５]由三段

直径不同的超弹镍钛合金管嵌套而成,各段合金管均是圆弧管,通过控制各段管的伸缩和转动来控制整

体形状和末端位置.Qi等人研究的连续体机器人[１６]基于每个分段结构的遵从性平面模块,也采用绳索驱

动.Dong等设计的绳驱动连续体机器人[１７]采用双枢轴顺应关节结构,可最大限度减少绕轴的扭曲.

Nguyen等设计的绳驱动轴向可伸缩连续体机器人[１８]一共具有三个模块,每个模块的长度通过中间弹性杆

调节,串接在弹性杆上的磁性连接盘在排斥力的作用下均匀分布.

胡海燕等人研制的连续体内窥镜机器人,以弹簧和金属编织网套作为基础结构,依靠钢丝绳驱动[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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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亮设计的超冗余机械臂由模块化关节和绳驱动装置等构成,执行部分包含连杆和万向节[２０].钱文欢

等设计了仿象鼻连续体机器人,其离散关节和连续型关节均由绳驱动[２１].王力设计的连续体机器人以碳

纤维杆作为轴心支架,采用线驱动方式[２２].王瑾琨设计的飞机油箱检查连续体机器人,采用球笼式万向

节和圆柱螺旋弹簧作为关节段主体,采用线驱动[２３].赵智远等设计的仿章鱼触手线驱动的连续体机器

人[２４],各个关节之间采用球铰连接.赵亮设计的连续体机器人[２５]采用独立的球关节作为基本关节单元体

结构,在力的方向由绳驱动和弹簧协同控制.已有的连续体机械臂在医疗手术应用多,但是在空间服务

方面很少.另外,手术机器人的连续体机械臂一般都是毫米级的直径,刚度低、负载小,由于人体组织

柔软在手术中随着呼吸运动,机械臂与组织接触为柔性接触.而空间操作时,目标星等为刚性非合作目

标,采用连续体机械臂进行操控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解决多方面的关键技术.其中结构与驱动系统设

计是基础,决定的连续体机械臂的性能.本文提出一种仿生刚柔耦合的连续体机械臂设计方法,通过刚

性节块和柔性驱动机构实现结构紧凑、驱动轻巧、控制简单的新型机械臂,有望用于未来空间非合作目

标的柔顺安全抓捕、操作等任务当中.

１　刚柔耦合机械臂连续体模型及设计

１１　机械臂连续体设计

刚柔耦合机械臂连续体主要分为弯曲单元机构和驱动机构两个部分.如图１所示,该示意图中连续体

机器人由３个关节组成,每个关节由多个结块串联构成,结块之间由球铰连接,组成类似脊椎骨构型,能

够很好的承受轴向力.

图１　连续体机械臂结构图

由仿象鼻和章鱼触须变截面的多关节设计,融合仿蛇脊椎关节结构的球型铰链机器人关节的设计方

法,每个弯曲关节结构如图２ (a)所示.多块结块逐一串联形成局部小关节,局部小关节的串联构成了

一定长度具有高自由度的柔性机械臂连续体.如图２ (b)所示,刚性圆形薄片构成了结块的主体,结块

正面和反面的中心分别安装铰球和球副支座,与相邻关节构成球副,形成具有三个转动自由度的关节.

图２　关节示意图

距结块中心r处均匀分布三个弹簧槽,弹簧钢片穿越弹簧槽连接相结块,限制结块关节的自由度.驱

动机构由推杆电机构成,推杆电机连接弹簧钢用于控制机械臂不同方向上的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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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１中,关节１由弹簧钢１驱动,关节２由弹簧钢２驱动,关节３由弹簧钢３驱动,并且三根弹簧

钢分别由推杆电机１、推杆电机２和推杆电机３驱动.弹簧钢既可以向前推实现关节的弯曲,也可以向后

拉实现关节的反向弯曲,在该设计中仅需要一个电机就可以实现机械臂的单向弯曲,相比于已有的连续

体机器人采用气动人工肌肉驱动多电机结构,大大减小了系统的复杂度和控制难度.

１２　机械臂连续体参数模型

弹簧钢片既可以向前推实现关节的弯曲,也可以向后拉实现关节的反向弯曲,两种方式类似,不失

一般性,对向前推进行过程简要分析,假设对称情况下弹簧钢距离转动轴的距离为r,单个结块长度为

h ,假设结块之间的夹角为θ,则整个关节弯曲角度Ω 和弹簧钢的推进位移s为

Ω＝ n－１( )θ
s＝(n－１)θr{ (１)

n 是关节的结块数目,机器人结构r和n 为已知量,通过控制推杆电机的位移s即可确定θ和Ω .
当电机位移s时,假设各个关节转动角度相同,在机械臂端部坐标系中机械臂末端空间位置有

x＝
h
２＋hcosθ( ) ＋hcos２θ( ) ＋＋hcos n－２( )θ[ ] ＋

h
２cos n－１( )θ[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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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机械臂仿真实验研究

我们通过Recurdyn软件对机械臂连续体的单个关节进行了刚柔耦合分析.将结块设置为刚形体,对

弹簧钢进行网格划分并设置弹簧钢与结块刚柔接触,对弹簧钢的端部施加推进位移载荷.其中弹簧钢的

弹性模量为E ＝２１０GPa,泊松比μ ＝０２８８,密度ρ ＝７８５０kg/m３.结块中弹簧槽距离结块中心r ＝
２６２５mm,单关节长度h ＝２２mm.

仿真中机械臂单管节连续体由５块结块构成,如图３所示.文章主要进行了单弹簧钢片驱动、双弹簧

钢主动推进驱动和双弹簧钢主动 随动驱动仿真.在单弹簧钢驱动模型中,单管节机械臂由单个弹簧钢片

进行驱动,在弹簧钢端部施加推进位移提取关节末端结块空间位移,弯曲角度和弹簧钢推进过程中的反

作用力.在双弹簧钢片前向弯曲驱动仿真中,单关节机械臂由两个对称弹簧钢驱动,为了验证不同驱动

条件下,机械臂空间弯曲方向的变化,图３ (c)进行了双弹簧钢片主动 随动驱动仿真,其中一个弹簧钢

施加推进载荷,另一弹簧钢随着机械臂的弯曲而进行随动运动.

图３　机械臂结构仿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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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弹簧钢弯曲仿真驱动位移,反作用力和端部空间角度变化如图４所示.单弹簧钢驱动中,端部的空

间弯曲角和卷簧端部所需驱动力随弹簧刚的推进而增大,但是存在X 轴和Y 轴方向上的弯曲抖动.由仿

真可知,随着弹簧钢的正向推动,机械臂随之弯曲,当弹簧钢反向推动时,机械臂回归原始位置,该机

构运动具有良好的重复性.

图４　单弹簧钢弯曲驱动仿真

图５展示了由双弹簧钢片推进驱动的驱动和空间弯曲角度数据,与单弹簧刚驱动相比,双弹簧刚驱动

关节在驱动过程中末端运动与单弹簧钢驱动相比较为稳定,且其弯曲具有一定的对称性.提取机械臂末

端空间位置数据与式 (３)进行对比如图６所示.

图５　双弹簧钢弯曲驱动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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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双弹簧钢主动 随动仿真

为了展示多个弹簧钢不同方向上驱动对机械臂空间弯曲角度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双弹簧钢片的主动

随动仿真如图７所示.在双弹簧钢片的主动 随动仿真中,机械臂末端的弯曲方向不再具有对称性,末端

弯曲向随动方向偏移.即通过不同弹簧钢驱动的耦合,可以实现机械臂空间弯曲方向和角度的控制.

３　结　论

本文面向空间操作,设计一种基于变截面弹簧钢驱动的思路的刚柔耦合连续体机械臂.通过

Recurdyn进行刚柔耦合动力学分析,研究不同驱动弹簧钢数目和驱动方式下,连续体机械臂的关节运动

角度和弯曲方向.由仿真验证得知,基于弹簧钢驱动的刚柔耦合结构既可以向前推实现关节的弯曲,也

可以向后拉实现关节的伸直或者反向弯曲,其单方向自由度仅由一个电机控制,克服了空间机械臂系统

体积大、驱动控制复杂等问题.同时提出了单向弯曲时,机械臂末端的空间坐标公式,与仿真中机械臂

末端轨迹拟合良好,为后期机械臂的控制控制与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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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CoupledContinuum Manip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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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 new bionicrigid flexiblestructurescoupledcontinuum manipulatorwithcompact
structure,lightdrive,andsimplecontrolisdesignedforspaceoperationThemanipulatorcanrealize
bendandstretchmotionsbycouplingoftherigidsegmentsandflexiblespringsteelsheetThemechanism
oftherigid flexiblestructurescoupledcontinuum manipulatorismodeledandthemulti bodydynamics
simulationiscarriedouttostudythebendingperformanceandoperationstabilityofthecontinuum
manipulatorwithdifferentnumbersofjointsanddrivingsprings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
rigid flexiblecoupledstructurehastheadvantageofhighstructuralstiffness,andthroughasingle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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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reedom,themanipulatorcanbedriveninbothpositiveandnegativedirectionsMeanwhile,thespatial
coordinatemodeloftheendofthemanipulatorinunidirectionalbendingisproposed,whichprovidesa

goodfoundationforthecontrolandoptimizationoftherigid flexiblestructurescoupledmanipulator
Keywords　Continuum Manipulator;Bio inspiredRobot;Rigid Flexiblecoupling multi body

dynamic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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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正交学习与莱维飞行的改进粒子群算法

王震宇１　何　欢１,２

１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振动工程研究所

摘　要　为了克服粒子群算法早期收敛,易陷入局部优解的缺点,提高寻优速度和精度,在采样惯

性权重系数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搜索策略的粒子群算法.该算法根据粒子适应度将粒子群分为活性

组和惰性组.迭代搜索过程中,活性组的速度矩阵进行正交化处理用于更新其位置矩阵.引入飞行概率

因子,根据其大小决定粒子的更新策略是否包含莱维飞行项.惰性组粒子不参与更新,提高了算法的收

敛速度,同时莱维飞行保证了算法跳出局部收敛的能力,提高精度.为了验证这种算法的效果,选择７种

典型的单峰和多峰高维基准函数与文献中提出的３种粒子群优化算法进行对比实验,根据寻优结果的平均

值、标准差、迭代次数以及搜索时间等数据,证明文中所提算法在迭代精度、收敛速度以及稳定性上都

有很大的提升,有效地弥补经典粒子群算法的缺陷.
关键词　粒子群算法;惯性权重系数;正交对角化;莱维飞行

０　引　言

粒子群优化算法 (ParticleSwarm Optimization,PSO)是在１９９５年提出的一种模仿自然界中鸟类和

鱼类群体行为的智能优化算法.因为粒子群算法需设置的参数少且计算结构简单,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在

实际工程中,如多目标控制、神经网络研究、复杂多峰值优化求解问题等[１].众多的学者针对粒子群算法

早熟和收敛速度慢等问题,做了大量的优化研究,目前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向:１)针对粒子群算法自身

迭代超参数的优化,将原本固定不变的学习因子和惯性权重系数改进,为其设置随着迭代次数线性或非

线性动态变化的调整策略.达到在搜索的初期、中期及末期等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搜索重点,达到平衡

全局和局部搜索能力的要求,在保证搜索精度的情况下提升了搜索速度,文献 [２ ３]中针对不同的迭代

策略进行对比,经过仿真证明在初始权值和最终权值相同的情况下,正弦函数递减策略优于线性策略,
而线性策略优于正切函数策略.２)针对粒子种群的拓扑结构和搜索策略进行改进[４７],文献 [４,５]将莱

维飞行引入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更新策略进行迭代,提升了优化效果;文献 [６ ７]根据适应度值将粒子群

分为活性组和惰性组,采用正交学习来替代原有的粒子更新策略,极大提高了优化算法的优化精度和收

敛速度.３)采用粒子群算法的优势和其他优化算法进行融合,结合其他算法的优势来改进 PSO.文献

[８]将牛顿最速下降因子引入粒子群算法中,提高了粒子群体的全局收敛性和收敛速度,克服了易 “早
熟”的缺点.文献 [９]混合差分进化算法,文献 [１０]混合支持向量机.

本文将前两种类型进行改进结合,首先采用自适应的惯性权重参数,在此基础上采用正交学习策略

来提升算法的收敛速度;并引入莱维飞行增强算法跳出局部优解的能力.选出３种表现优异的改进粒子群

算法优化算法[４７],与笔者提出的算法共同通过CEC２０１７中选出的７种测试函数进行寻优测试,其中包含

１种单峰函数和６种典型复杂多峰函数.结果证明该优化算法的寻优速度、收敛精度及算法稳定性等方面

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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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相关工作

１１　全局粒子群优化算法

粒子群优化算法 (PSO)是一种基于自然环境中鸟类觅食行为的元启发式算法.当鸟类在某个区域随

机寻找食物时,它们会分享最近食物的信息,包括位置和数量.通过该策略,整个群体可以聚集在最大

的食物源附近,这与优化问题的最优解相对应.
粒子群算法可以用数学语言更具体地描述.在D 空间中,随机生成一个包含N 个粒子的粒子群.每

个粒子代表优化问题的一个候选解.粒子i的位置和速度可以表示为xi ＝ xi１,xi２,,xiD( ) 和vi ＝
vi１,vi２,,viD( ) ,pbesti＝ pi１,pi２,,piD( ) 是其历史上最合适的位置.而gbest＝(g１,g２,,

gD)表示当前迭代代数中所有粒子的全局最佳位置.质点i的d 维速度和位置的修正公式如下

vk
id ＝ωvk－１

id ＋c１r１ pid －xk－１
id( ) ＋c２r２ gid －xk－１

id( ) (１)

xk
id ＝xk－１

id ＋vk－１
id (２)

１２　粒子群算法的正交学习

粒子群算法的正交学习策略是基于方型矩阵正交对角化实现的.将矩阵Bd×d 转化为对角矩阵Dd×d ,

粒子更新时,其位置和速度向量仅受矩阵Dd×d 对角元素的影响.为了构建方型矩阵Bd×d 将粒子群分为活

性组和惰性组.假设粒子群规模为m,粒子维度为d,若设定活性组粒子数为d,惰性组粒子数为m－
d.则活性组粒子的位置便可以组成一个方型矩阵Ad×d .粒子群正交学习过程如下.

步骤１:根据适应度将粒子进行升序排列,选取前d 个粒子,构建矩阵Ad×d .
步骤２:将Ad×d 转化为实对称矩阵Bd×d .

Bki＝Aki (３)

Bik ＝BKi

i,k＝１,,d
步骤３:实对称矩阵正交对角化.

B＝QDQ－１＝CDC－１ (４)

D＝C－１BC＝CTBC (５)
其中,矩阵Qd×d 由矩阵Bd×d 的特征向量组成;矩阵Dd×d 的对角元素为相对应的特征值;矩阵Cd×d 中各

列向量互相正交.
步骤４:根据对角矩阵Dd×d 更新活性组粒子,更新公式如下

vk
i ＝vk－１

i ＋cr Dk
i －xk－１

i( ) (６)

xk
i ＝xk－１

i ＋vk－１
i (７)

其中,i＝１,,d ;c∈ [２,２５]为加速度因子;r为０和１之间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１３　莱维飞行

莱维分布 (Lévydistribution)是法国数学家莱维 (Lévy)提出的一种概率分布.很多学者对其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发现驯鹿、果蝇等生物的行为轨迹都符合莱维分布模式[１１].
莱维飞行 (Lévyflight)更新公式为

xk
i ＝xk－１

i ＋α Lλ( ) (８)

其中,i＝１,,d ; 表示点对点的乘法;α 为步长控制量.Lλ( ) 代表服从参数λ 的随机搜索向量,
满足

Levy~u＝t－λ１＜λ ≤３ (９)

３１２１



莱维飞行的实质是服从莱维分布的随机行走,其步长符合莱维分布.莱维分布常采用 Mantegna算法

模拟.
步长s计算公式为

s＝ μ
v

１
β

(１０)

其中,μ 、v 服从正态分布

μ ~N ０,σ２
μ( ) (１１)

v~N ０,σ２
v( ) (１２)

其中,

σμ ＝
Γ １＋β( )sinπβ

２
æ

è
ç

ö

ø
÷

β １＋β( )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２

β－１
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ü

þ

ý

ï
ï

ï
ï

１
β

(１３)

σv ＝１ (１４)
其中,β 常取１５;Γ 为标准伽马函数.

２　引入正交学习与莱维飞行的改进粒子群算法

经典粒子群算法存在早期收敛,易陷入局部优解的缺点,通常有三种改进方向:１)采用自适应策略

设置ω 、c１ 和c２ 来增强粒子群算法的搜索能力;２)更改粒子群算法的更新策略,使其快速收敛并跳出局

部最优;３)结合其他搜索算法来互相弥补缺陷,提高寻优效果.
本文在采样惯性权重系数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搜索策略的粒子群算法.该算法根据粒子适应度

将粒子群分为活性组和惰性组.迭代搜索过程中,活性组的速度矩阵进行正交化处理用于更新其位置矩

阵.引入飞行概率因子,根据其大小决定粒子的更新策略是否包含莱维飞行项.惰性组粒子不参与更新,提

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同时莱维飞行保证了算法跳出局部收敛的能力,提高精度.具体步骤如下 (见图１).
步骤１:设置种群规模m 、搜索维度d 、迭代步数N 、惯性权重系数最大值ωmax 和最小值ωmin .
步骤２:随机产生种群中所有粒子的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
步骤３:评价全局粒子的适应度值,初始化粒子历史最优解和全局历史最优解.
步骤４:根据适应度值升序排列各粒子,前d 个粒子构成活性组,其余粒子构成惰性组.选取活性组

粒子的位置向量,组成方阵Ad×d .
步骤５:根据式 (３)构建实对称矩阵Bd×d ,并利用式 (４)、(５)对B 进行正交对角化,得到对角矩

阵Dd×d .
步骤６:根据式 (１５)、(１６)和 (１７)计算惯性权重因子ω１ 、ω１ 和压缩因子K .

ω１＝ωmax－ ωmax－ωmin( )
i２

N２
(１５)

ω２＝０１＋０８１－
i
N

æ

è
ç

ö

ø
÷ (１６)

K ＝
１
４ cosπi

N
æ

è
ç

ö

ø
÷＋２５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７)

步骤７:历遍活性组每一个粒子,生成０和１之间的随机数rand,称为飞行概率因子,若rand＜０５,
则根据式 (１８)、(１９)更新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否则更具式 (２０)、 (２１)更新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计算

更新后粒子的适应度,根据式 (２２)更新粒子自身的历史最优位置.

vk
i ＝K ω１vk－１

i ＋cr Dk
i －xk－１

i( )[ ] (１８)

xk
i ＝xk－１

i ＋vk－１
i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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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OPSOLF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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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
id ＝ω２ xk－１

i ＋００１sxk－１
i( ) ＋cr Dk

i －xk－１
i( ) (２０)

xk
i ＝vk

i (２１)

pbest
k
i ＝

xk
i ,f xk

i( ) ≤f pbest
k－１
i( )

pbest
k－１
i ,f xk

i( ) ＞f pbest
k－１
i( ){ (２２)

其中,i＝１,,d ;c∈ [２,２５]为加速度因子;r为０和１之间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步骤８:根据式 (２３)跟新粒子群全局最优位置.

gbest
k
i ＝

pbest
k
i ,f pbest

k
i( ) ≤f gbest

k－１
i( )

gbest
k－１
i ,f pbest

k
i( ) ＞f gbest

k－１
i( ){ (２３)

步骤９:判断是否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N,若未达到返回步骤４.
步骤１０:输出当前最优粒子,即寻优结果,算法终止.

３　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引入正交对角化与莱维飞行改进粒子群算法的效果,本文使用表１中列出的７个

基准函数来进行测试.这些函数广泛应用于全局优化算法的比较中.其中f１ 为单峰函数,f２－f７ 为多峰

函数.函数表达式及搜索空间见表１.
选取文献中优秀的改进粒子群算法,分别是IPSO、PSOLF、OPSO 进对比仿真,通过对比本文提出

的算法与其余３种算法在搜索空间维数分别是d＝１０和d＝３０时,所有测试函数算法中,粒子群规模、最

大迭代次数均相同.
算法测试环境如下:计算机的 CPU 为Intel (R)Core (TM)i７ １０８７０H CPU ＠２２０GHz,内存

１６GB,编译语言为python３８,软件环境为 Windows１０.
各算法中的ωmax均设置为０９,ωmin均设置为０９,c１ 、c２ 和c均为２.d＝１０时,N＝２００,m＝２０,４种

算法测试结果如表２所示;d＝３０时,N＝２００,m＝４０,４种算法测试结果如表３所示.从表２~表３中根

据３０次寻优结果的平均值和标准值可以看出,无论是针对单峰函数还是多峰函数,本文算法针对多种测

试函数的搜索精度均由于文献中的算法.在花费时间相近的情况下,OPSOLF算法寻优的平均值和标准

差均远远优于前述算法,且在高维的情况下,算法依旧能有很强的搜索结果.
为了更加直观的对比不同算法在精度上的差别和收敛速度的优越性.图２~图８为４中算法在７个不

同测试函数上的收敛曲线.本文算法在收敛速度上的优势体现显著.

图２　Sphere函数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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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Levy函数收敛速度

图４　Ackley函数收敛速度

图５　Griewank函数收敛速度

图６　Rastrigin函数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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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Rosenbrock函数收敛速度

图８　Schwefel函数收敛速度

表１　测试基准函数信息

函数 函数表达式 搜索空间 最小值

Sphere f１ ＝ ∑
d

i＝１
x２i [－１００,１００] ００

Levy

f２ x( ) ＝sin２(πω１)＋∑
d－１

i＝１
ωi－１( ) ２[１＋１０sin２(πxi＋１)]

＋ ωd －１( ) ２ １＋sin２ ２πωd( )[ ] ,ωi

＝１＋
xi－１

４
,i＝１,,d

[－１０,１０] ００

Ackley f３(x)＝ －２０exp －０２ x２i( ) －exp
１
d ∑d

i＝１cos２πxi( )[ ] ＋２０＋exp(１) [－３０,３０] ００

Griewank f４ x( ) ＝
１

４０００∑
d

i＝１
x２i －∏

d

i＝１
cos

xi

i( ) ＋１ [－６００,６００] ００

Rastrigin f５ x( ) ＝１０d＋∑
d

i＝１
[x２i －１０cos(２πxi)] [－５１２,５１２] ００

Rosenbrock f６ x( ) ＝ ∑
d－１

i＝１
[１００ xi＋１－x２i( ) ２＋ xi－１( ) ２] [－５,１０] ００

Schwefel f７ x( ) ＝４１８９８２９d－∑
d

i
xisin () [－５００,５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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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d ＝１０时４种粒子群优化算法结果对比

Function Criterion IPSO PSOLF OPSO OPSOLF

f１

avg ２４６E＋０３ １９９E－１０ １２０E－０５ ２１２E－４４

std ４２３E＋０３ ４４５E－１０ ８２４E－０５ ４７４E－４４

sec １６７E－０２ １３６E－０２ １２７E－０１ ５７６E－０２

f２

avg ８１８E＋００ ５９８E－１２ ２５８E－０９ １５０E－３２

std ４９８E＋００ １３５E－１１ ８８７E－０９ ０００E＋００

sec ２４４E－０２ １７２E－０２ ６７２E－０２ ７２８E－０２

f３

avg １２４E＋０１ ６４３E－１１ １８５E－０４ ４４４E－１６

std ７９９E＋００ ６８４E－１１ ３２２E－０４ ０００E＋００

sec ２１０E－０２ １６２E－０２ ５８７E－０２ ６４２E－０２

f４

avg ２８７E＋０１ １４６E－０１ ７１２E－０７ １３５E－１３

std ４２７E＋０１ ２００E－０１ １５５E－０６ ４２８E－１３

sec １７５E－０２ ２２３E－０２ ５６４E－０２ ６１１E－０２

f５

avg ４０５E＋０１ ７１２E＋００ １４２E－０７ ０００E＋００

std １７７E＋０１ ８１２E＋００ ４１７E－０７ ０００E＋００

sec ２１３E－０２ ２３８E－０２ ５６４E－０２ ６１３E－０２

f６

avg ３５７E＋０４ ６１７E－１０ １０６E－０４ ２０２E－２６

std ４４６E＋０４ １７２E－０９ ２８１E－０４ ６３８E－２６

sec ２１４E－０２ ２３３E－０２ ６３３E－０２ ７０６E－０２

f７

avg １４０E＋０３ １６２E＋０３ ６９５E－０５ １３３E－１０

std ３８３E＋０２ ３９１E＋０２ ２７３E－０４ １４１E－１０

sec ２０８E－０２ ２３５E－０２ ５６０E－０２ ６１３E－０２

表３　d ＝３０时４种粒子群优化算法结果对比

Function Criterion IPSO PSOLF OPSO OPSOLF

f１

avg ３３３E＋０４ ３０２E－１２ １８４E－１２ ４６２E－１６

std １０１E＋０４ １４１E－１１ １０１E－１１ ２５３E－１５

sec ４１７E－０２ ３０５E－０２ ３３９E－０１ ３２９E－０１

f２

avg ６６１E＋０１ ４４８E－１２ ２５９E－１４ ４９７E－１９

std ２６６E＋０１ １６０E－１１ １３１E－１３ １５７E－１８

sec ５９２E－０２ ４３７E－０２ ２７２E－０１ ２８１E－０１

f３

avg ２００E＋０１ ２９７E－１０ １１６E－０９ １５１E－１５

std １１２E－０１ ７２８E－１０ ４３１E－０９ ３３７E－１５

sec ４７４E－０２ ３７５E－０２ ２４３E－０１ ２４９E－０１

f４

avg ３４３E＋０２ １２８E－１２ １９８E－１０ ２２６E－１４

std １０７E＋０２ ３０３E－１２ １０２E－０９ ７１２E－１４

sec ３４４E－０２ ２８５E－０２ ２３８E－０１ ２４７E－０１

f５

avg ２４０E＋０２ ２１６E＋０１ １３４E－１１ １０４E－１１

std ３６２E＋０１ ４２４E＋０１ ６３０E－１１ ５７２E－１１

sec ６３４E－０２ ７２０E－０２ ３５５E－０１ ３４６E－０１

f６

avg ４０８E＋０５ １０２E－１１ ６５９E－１３ ７１７E－１７

std ４４３E＋０５ ４８８E－１１ ３３９E－１２ ３８７E－１６

sec ９３５E－０２ ６２９E－０２ ３６７E－０１ ３９８E－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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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unction Criterion IPSO PSOLF OPSO OPSOLF

f７

avg ６０１E＋０３ ５５９E＋０３ ２５５E－１０ ２５４E－１０

std ６７６E＋０２ １２０E＋０３ ４９３E－１１ ２７７E－１１

sec ６７６E－０２ ７８８E－０２ ３４７E－０１ ３５５E－０１

４　结　论

本文在分析PSO算法优化原理以及正交学习和莱维的数学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引入正交学习与莱

维飞行的改进粒子群算法 (OPSOLF),相比于单一的结合正交学习 (OPSO)和莱维飞行 (PSOLF)的

粒子群算法,具有更强的搜索能力.在收速度和跳出局部优解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效果,能够快速精准地

收敛在全局最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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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particleswarmoptimizationwith
orthogonaldiagonalizationandLevyflight

WANGZhen yu１,HEHuan１,２

１StateKeyLaboratoryofMechanicsandControlofMechanicalStructures;

２InstituteofVibrationEngineering,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Abstract　Inordertoovercometheearlyconvergenceofparticleswarmoptimization(PSO),whichis
easytofallintolocaloptimalsolution,andimprovethespeedandaccuracyofoptimization,animproved
searchstrategyofPSOisproposedbasedonthesamplinginertiaweightcoefficientThealgorithmdi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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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SOintoactivegroupandinertgroupaccordingtothefitnessoftheparticlesIntheiterativesearch

process,thevelocitymatrixoftheactivegroupisorthogonalizedtoupdateitspositionmatrixAflight

probabilityfactorisintroducedtodeterminewhethertheparticleupdatestrategycontainsLevyflightterm
accordingtoitssizeTheinertiagroupparticlesdonotparticipateintheupdate,whichimprovesthe
convergencespeedofthealgorithmAtthesametime,Levyflightensurestheabilityofthealgorithmto

jumpoutoflocalconvergenceandimprovestheaccuracyInordertoverifytheeffectofthisalgorithm,

seventypicalunimodalandmultimodalhigh dimensionalbenchmarkfunctionsareselectedtocarryout
comparativeexperimentswiththreeparticleswarm optimizationalgorithmsproposedintheliterature．
Accordingtotheaveragevalue,standarddeviation,iterationtimesandsearchtimeoftheoptimization
results,itisprovedthatthealgorithm proposedinthispaperhasagreatimprovementiniteration
accuracy,convergencespeedandstability,anditiseffectivemakeupforthedefectsofclassicalparticle
swarmoptimizationalgorithm

Keywords　Particleswarm optimization;Inertia weightcoefficient;Orthogonaldiagonalization;

Levy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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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少样本的域自适应雷达智能
目标检测识别技术研究

姜　丰　邵会兵　倪　亮

北京控制与电子技术研究所

摘　要　本文针对复杂环境下,传统基于雷达回波的目标识别方法定位精度差和识别能力弱的问题,

以典型干扰环境下的雷达回波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基于少样本的域自适应雷达智能目标识别技术,
通过设计基于特征金字塔的双阶段目标识别算法架构,实现了对目标的精确定位和识别,同时设计了域

自适应技术对源域和目标域进行特征配准,解决少样本条件下算法场景适应性不足的问题.通过雷达回

波仿真数据和真实数据上进行了算法验证,取得了较优的结果,证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检测识别;少样本;域自适应

０　引　言

雷达于２０世纪初诞生,由于工作不受天气和昼夜影响,可以实现对目标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的

探测,该优势使其在军事领域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１ ３].在现代战争中,信息成为主导战争的重要因

素,在众多情报信息获取手段中,雷达作为一种可以长期稳定获取战场信息的重要设备,具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４].随着军事科技的逐步发展,仅仅探测目标位置信息的传统雷达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战争对目标

多方面信息的需求,能够从雷达回波中提取出目标详细信息是雷达发展的必然趋势[５].

在雷达应用领域中,海背景下的目标检测识别是当下研究的重点之一.不同于可见光数据,受复杂

海洋环境产生的海杂波以及海面目标类型多样化的影响,雷达回波数据由于其本身特性,信息表现方式

更为复杂,目标具有不封闭轮廓且呈现出多点散布的形式,且目标有效区域占比远不及可见光数据[６].同

时,随着电磁干扰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干扰样式的增加,雷达视场内假目标增多、逼真程度更高,对雷达

目标检测识别方法的鲁棒性和对真假目标的辨别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７].

针对典型干扰环境下的目标检测识别问题,在以往的应用中通常采用CFAR (恒虚警)等传统算法对

干扰和目标进行定位和识别.但针对非合作目标和场景,如拟船化的干扰器大量布设、低信噪比和高海

情的复杂环境皆直接导致传统算法性能骤降.同时,传统算法需要较为准确的专家先验知识和手工特征

提取,存在算法设计门槛高、算法鲁棒性较弱的缺陷.
受益于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数据量的增加和硬件设备的完善,目标检测识别领域的研究进展突飞

猛进.相比传统算法,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目标检测识别算法具备自动化和智能化属性,算法通过自适

应特征提取和调整,与专家经验进行浅解耦,通过合理地设置优化方式达到较好地目标识别效果,能够

准确定位出指定目标的位置并给出目标的详细信息.早期,RossGirshick等人提出了 RCNN[８]算法,第

一次将局昂及神经网络应用到目标检测中,在公用数据集上该算法的检测准确度比传统手工特征的检测

算法高出３０％,紧接着RossGirshick等人又在其基础上提出了FastR CNN[９]和FasterR CNN[１０]算

法,改进了卷积神经网络的特征提取过程,同时增强了模型对小目标的检测能力.JosephRedmon和 Ali
Farhadi等人于２０１５年提出了基于单个神经网络的目标检测算法 YOLO[１１１３],Liu等人该算法结合了

YOLO的单阶段模型以及FasterR CNN的锚点框思想提出了单阶段多尺度检测算法SSD[１４],在不同尺

度的特征图上生成不同比例的多个候选框,至此奠定了智能目标检测算法的典型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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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识别研究多围绕可见光图像和视频展开,针对红外图像和SAR图像

也存在部分研究[１５１７],但面向雷达回波数据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虽然深度学习具有较强的特征提取能

力,但需要较大的数据量作为算法的训练保障,否则将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１８２３].
综上所述,目前在雷达目标识别方面主要面临的问题如下:

１)现阶段雷达在典型干扰条件下目标检测识别和对抗手段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典型干扰样式多、假

目标逼真程度高的情况下,现有方法难以做到目标和干扰的准确区分.

２)当干扰与目标距离较近时,难以对目标做到精确定位,同时在高海情等较为复杂场景下,尤其是

在目标信号较弱、噪声和杂波较强的情况下,无法定位目标.

３)数据的场景完备性难以保障,用于算法研究的训练数据与真实应用场景的数据存在跨域问题,并

且数据量级较小,导致算法场景适应性差.
基于上述描述,针对典型干扰环境下对海面目标准确识别的重大需求,本文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

基于雷达回波的目标检测识别中来,建立了基于典型干扰的样本数据集,提出了一种基于少样本的域自

适应雷达智能目标检测识别技术,设计了基于特征金字塔的双阶段目标检测识别算法架构,充分挖掘神

经网络的目标定位和辨别能力,同时设计了域自适应技术对源域和目标域进行特征配准,提高对不同域

目标的精确定位和准确识别能力,实现不同域下对具有不封闭轮廓、多点散布目标的实现精细化辨识,
达到提升复杂环境对抗能力的目的.

１　典型干扰样本数据集

１１　数据集构建总体思路

围绕典型干扰下基于雷达回波的智能目标检测识别具体需求,需要建立不同干扰形式和不同场景

(仿真数据和真实数据)的样本数据集以满足算法模型的训练和测试验证需求.
样本数据集按照 “原始数据获取 处理与标注 数据集划分”的步骤进行构建,由仿真数据和真实数据

以RD (距离多普勒)时频数据的形式组成.其中仿真数据由全数字信号级仿真平台生成,通过搭建多类

目标RCS特性数据库、典型干扰特性数据库、海杂波特性数据库形成用于生成数据的目标特性数据库,
同时搭建信号级回波仿真模型、典型雷达信号处理模型形成雷达回波生成模型,用于 RD 时频数据的

生成.

１２　干扰场景构建

数据集以包目标和典型干扰的雷达RD时频样本数据为处理对象,干扰场景描述见表１.

表１　干扰场景构建方案

训练集 测试场景一 测试场景二 测试场景三 测试场景四

数据来源 仿真数据 真实数据

信噪比 １５~２０dB １０~１５dB １５~２０dB

目标类型 A、B、C共３类 D类

目标数量 １个 ０个－２个 １个

干扰数量 １组 １组~２组 １组

目标干扰距离 ５０~６００m ５０~１００m ５０~６００m

干信比 －１~５dB

数量 １０００条 ２００条 ２００条 ２００条 ２００条

仿真数据由全数字信号级仿真平台生成,首先设定仿真参数,其次生成雷达回波信号,根据场景配

置索引目标特性数据库、干扰特性数据库和海杂波数据库,与参考信号卷积生成回波信号,最后生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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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生成和标记,雷达模型对回波信号进行脉压,输出RD时频数据.仿真样本示例如图１所示.

图１　仿真样本示例

１３　样本生成

针对仿真数据,通过其干扰场景的设置可生成对应的标注文件;针对真实数据,通过采集时的相关

设备计算得到对应的标注文件,具体形式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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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本及标注文件描述

属性 描述

平台生成文件类型 RD时频数据、样本标注文件

RD时频数据

命名形式 索引txt

样本数据存储文件格式 txt文本

样本数据集形式 ６４×１０２４RD数据

样本标注文件

命名形式 索引txt

标注数据存储文件格式 txt文本

标注内容 标注矩形框坐标

２　基于特征金字塔的双阶段目标检测识别算法

针对识别中面临的低信噪比、目标分布稀疏、目标特征判别性弱、目标尺度小、干扰背景复杂等难

题,本方案以FasterR CNN框架为基础,采用基于特征金字塔的双阶段智能算法,首先对雷达数据进

行预处理,然后通过金字塔特征提取网络提取不同尺度且语义丰富的图像特征,再采用候选区域网络

RPN生成可能包含目标的候选框,并将候选框映射到特征谱上,得到特征信息,最后采用偏移区间分类

网络 Offset Bin去实现精准地目标检测识别.

２１　数据预处理

针对雷达数据中目标分布稀疏的特点,采用了 Mixup、尺度放大、翻转等数据增广策略,用扩张数据

集大小以及目标分布多样性,防止网络过拟合.同时,数据中距离和多普勒维表达了二维空间中的能量

分布,强点特征较为明显,可通过数据增广的方式加强特征利用效率.

２２　基于残差单元的特征金字塔主干网络

针对目标特征判别性弱、与干扰物易混淆的问题,区别于传统手工设计的特征,模拟人类视觉信息

处理机制,通过加入残差连接,不断加深网络结构,扩大感受野,增强网络的非线性表达能力,从而对

于不同复杂程度的目标和图像都能提取语义丰富的特征,更容易区分目标和噪声,如图２所示.

图２　残差单元结构

根据目标尺度小的特点,基于自底向上的残差网络作为主干网络,通过添加自顶向下的路径,对语

义抽象的低分辨率特征谱上采样,与细节丰富的高分辨率特征谱逐步融合,从而增强小目标的特征判别

性,解决目标和干扰难以区分的问题.图３和图４分别为特征金字塔架构图和基于特征金字塔的双阶段目

标检测识别算法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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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特征金字塔架构图

图４　基于特征金字塔的双阶段目标检测识别算法架构图

２３　偏移区间分类网络

针对精准定位目标的需求,本方案巧妙地将回归问题转化为分类问题,基于不同偏移区间的输出概

率分布,采用偏移区间分类网络预测更精确地目标位置 (见图５).不同于传统的方法,目标定位通常利

用回归网络预测锚点框和真实框之间的偏移,由于不充分地惩罚往往导致了次优的回归和不精确的定位.

图５　偏移区间预测

具体首先将连续地偏移范围离散化为n 个离散的偏移区间,其中每个区间的中值作为每个区间的表

示偏移,从而构建离散的偏移区间,再基于特征金字塔网络提取的候选区域特征,预测偏移区间打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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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则目标定位能够被转化为多分类问题,使用交叉熵损失函数优化定位网络的学习.最后,通过计算

期望值,将离散的偏移转化为高精度的定位预测,解决干扰和目标距离较近的问题.

３　基于少样本的域自适应雷达智能目标检测识别算法

在部分应用场景中,真实数据的获取成本是较高的.即使最终获取到了数据,由于数量不足,直接

训练网络会产生过拟合问题.故在面对使用仿真数据训练、真实数据测试的背景下,设计基于梯度反转

层 (GRL)的域自适应结构,并利用一致性约束保障不同数据域下分类识别的正确性.
如图６所示,基于少样本的域自适应雷达智能目标检测识别算法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其中左边部分为

在FasterR CNN架构上改进的基于特征金字塔的双阶段目标检测识别算法,由源数据域提供数据和标

注,学习检测识别任务;右边部分为基于 GRL的域自适应结构,由源域和目标域共同提供数据,实现特

征域对准.

图６　域自适应示意图

如图７所示,源域提供数据和标签用于检测任务的监督学习,目标域提供数据,并联合源域极少部分

的数据对特征进行配准.网络优化时,一方面域分类器要尽可能区分特征所属的数据域,另一方面让提

取到的特征迷惑域分类器.随着对抗过程的持续,源域和目标域特征逐渐靠近.配准之后,利用源域数

据学习得到的分类界面也能够适用于目标域数据.

图７　基于少样本的域自适应雷达智能目标检测识别算法架构图

４　仿真校验

该项任务为二分类任务,即定位、分辨出目标和背景/干扰,故选用F１Score作为评判标准.根据所

建数据集进行训练测试,测试环境为 Ubuntu１６０４６LTS,GPU 为 NvidiaTITANRTX,CUDA 版本

号为８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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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双阶段目标检测识别算法验证

基于训练数据,针对基于特征金字塔的双阶段目标检测识别算法在测试场景一、二和三上进行测试,
同时设置基于CFAR的传统方法得分作为baseline,具体结果如表３和图８所示.

表３　各场景测试结果

测试场景一 测试场景二 测试场景三

正确识别 ２００ １９８ １９３

目标总数 ２００ ２０３ １９９

识别总数 ２０２ ２３３ ２３６

误识别 ２ ３５ ３７

漏检 ０　 ５ ６

召回率 １００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０

准确率 ０９９０ ０８５０ ０８１８

F１Score ０９９５ ０９０８ ０８８８

Baseline(传统方法) ０５５５ ０５０７ ０４３３

数量 ２００条 ２００条 ２００条

经过测试分析说明:在仿真场景下,相较传统方法,该算法模型在测试集内可以达到较高的目标识

别精度,尤其在干扰强度数倍于目标和低于目标强度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干扰和目标的准确识别,证明

了智能识别网络的有效性,这有望解决实际应用中将干扰误识别为目标的难题.

图８　测试结果样例

４２　基于少样本的域自适应算法验证

基于训练数据,针对基于少样本的域自适应雷达智能目标检测识别算法在测试场景四上进行测试,

同时设置基于直接finetune的方法得分进行对比,具体结果如图９所示.
经过测试分析说明:在目标任务数据量不足的情形下,可以借助其他数据,利用域自适应方法提升

目标任务的性能,通过与直接finetune的结果对比也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目标任务数据量大小会影响

到最终的性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要尽可能多的提供目标域的训练数据,保证目标任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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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数据跨域场景下的测试结果 (目标域全部训练集为１０００个,与仿真数据训练集个数对应)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雷达回波智能目标识别技术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典型干扰样本数据集,提出了基于少样本

的域自适应雷达智能目标检测识别算法,并进行了算法模型的训练和测试,证明了算法在仿真数据集上

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在面临数据跨域时,使用少量样本即可较大幅度提高算法的检测识别精度.
本文初步验证了深度学习在雷达回波数据目标检测识别任务上的可行性,相比传统雷达检测识别算

法,能够有效提取目标、干扰更深层次的细微差异特征,从而达到较好的分类识别效果.同时,深度学

习太过依赖于数据本身,导致在较差数据保障的应用条件下,算法模型常常面临场景适应性不足的问题,
由于特征的自学习,也带来了算法性能边界条件模糊不清,识别对错原因无法溯源的问题,这些问题成

为深度学习在低容错场景下应用必须要翻越的 “大山”,也是本文作者后续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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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olvetheproblemofgeneralizationabilityontinydataThemodelshowsagoodperformanceresult
aftertrainedandtestedonthesimulationdataandtherealdata,whichdemonstratedthevalidationofth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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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预设性能约束的卫星编队轨道控制

张　继１　邢冬静２　李　权１　强佳久１

１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２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卫星编队在构型初始化以及构型重构的过程中进行预设性能约束,即需要对动态过程和稳

态性能进行约束,实现复杂任务需求.本文基于预设性能方法,结合二阶滑模控制理论给出预设性能鲁

棒自适应控制器,将其运用到快速响应卫星编队控制中,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在执行器输出能力范围

内,在保证稳态精度的同时,有效缩短系统响应时间和限制超调幅值.
关键词　卫星编队;预设性能控制;二阶滑模控制

０　引　言

良好的构型机动性能和维持性能是航天器完成一些快速响应复杂任务的前提和保障,卫星编队在构

型初始化以及构型重构的过程中进行预设性能约束,即需要对于动态过程和稳态性能进行约束,实现复

杂任务需求.在设计控制器的过程中往往采用Lyapunov第二法进行稳定性分析,最终的证明往往偏重于

收敛形式,而对实际收敛过程中的系统状态变化没有过多关注.但是评价一个控制器的性能优劣,收敛

过程中的动态性能和收敛后的稳态精度都需要考虑.而为了得到两者俱佳的控制器,往往需要进行烦琐

的控制器参数调整过程.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有些学者开始考虑在设计控制器时,需要引入相应的控制

策略,实现预先设定的控制性能要求.文献 [１]阐述了性能函数,误差变换的概念和预设性能控制的原

理.文献 [２]将Backstepping控制和预设性能约束结合,同时考虑了动态和稳态性能,设计了一种预设

性能鲁棒控制器.文献 [３]基于跟踪误差和有限时间滑动面的两个约束提出了有限时间滑模控制

(FSMC),保证预定的跟踪性能.文献 [４]对于航天器接近和跟踪控制过程,结合预设性能约束,设计

了一种预设性能低复杂度控制器.文献 [５]对于航天器姿态快速性跟踪控制任务背景,设计了自适应有

限时间终端滑模控制器,使系统滑模面响应具有预期的动态性能,同时对跟踪误差及其一阶导数的范围

进行了约束.文献 [６]为研究存在外界干扰及未建模动态的挠性航天器姿态跟踪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

预设性能方法的自适应姿态跟踪控制策略,保证系统响应具有期望的动态过程和稳态精度.文献 [７]结

合反步法和预设性能控制,提出一种全状态预设性能控制器.文献 [８]考虑预设性能的前提下,提出了

近距离星间相对姿轨耦合控制器.传统的一阶滑模控制器存在严重的抖振现象,通过高阶滑模[９]解决控制

器抖振的控制思想,通过设计控制律的导数并对其进行积分,从而削弱抖振现象

本章首先基于齐次理论,提出另一种形式更为简洁的鲁棒自适应二阶滑模控制算法 (简记为

SOSMC).该算法不需要知道系统不确定性的界,也几乎不需要用到系统的具体模型信息,是一种可工程

实现的简单方法.然后考虑对卫星编队在构型初始化以及构型重构的过程中进行预设性能约束,基于预

设性能方法,结合误差变换和二阶滑模给出预设性能鲁棒自适应控制器,使系统的跟踪误差具有期望的

动态过程与稳态精度.

１　自适应二阶终端滑模控制器设计与稳定性分析

航天器编队轨道动力学模型通常表示为

１３２１



M０ρ̈＋C０ρ
 ＋G０＝u＋D(ρ,ρ

,ρ̈) (１)

式中,M０,C０,G０ ∈R３×３ 为系统已知的标称系数矩阵.复合干扰项D (ρ,ρ
,ρ̈)＝d＋D (ρ,ρ

,ρ̈)
为包含系统参数不确定,建模误差以及外界干扰等不确定性的总和.ρ＝[x,y,z]T 是从星相对于主星在

轨道坐标系下的位置矢量.记航天器相对轨道动力学模型为

x(t)＝f(x,t)＋bu(t) (２)
式中,f(t,x)∈R３ 包含扰动项以及主星轨道参数测量不准确等不确定性,f(t,x),b看作是未知的.

选取一定的滑模变量s对其进行求导

s̈＝
ƏLfs＋Lbsu( )

Əx fx( ) ＋bx( )u( ) ＋
Əs

Əuu


＝L２
fs＋LfLbsu＋LbLfsu＋L２

bsu２＋Lbsu


(３)

确定系统相对阶数,当 Əs

Əu ≠０,系统的相对阶r＝１时,上式 (３)可以简写为

s̈＝φ(x,t)＋γ(x,t)u (４)
式中

φ(x,t)＝L２
fs＋LfLbsu＋LbLfsu＋L２

bsu２＝s̈|u＝０

γ(x,t)＝
Ə
Əus̈≠０

此时φ(x,t)是包含控制项在内的未知量,可将其看成未知扰动.进而使得待设计量是控制量的导

数,设计控制量的导数u 并积分可以抑制输出器的抖振现象.
通过设计控制器使得滑模变量s在有限时间收敛.对上述系统求取滑模变量的二阶导数s̈

s̈＝φ(x,t)＋γ(x,t)v (５)
式中,φ(x,t),γ(x,t)均为有界未知函数,对于不同的滑模面选择,φ(x,t),γ(x,t)具有不同的意

义和结构.假设存在正数C ≥０,Km ＞０,Km ＞０满足

‖φ(x,t)‖ ≤C
０＜Km ＜ ‖γ(x,t)‖ ＜KM (６)

记z＝[z１　z２]T ＝[s,s]T ,原系统模型转化为以下模型的控制器设计问题

z１＝z２

z２＝φ()＋γ()v{ (７)

对于转化后的模型 (７),控制器的设计过程可分为名义控制和补偿控制两部分.
系统 (７)记为如下形式

z１＝z２

z２＝φ()＋[γ()－I]u＋u ψ()＋u{ (８)

控制量u可以记为u＝u１＋u２,其中名义控制u１ 保证名义模型 (ψ()＝０)有限时间镇定;补偿控制

u２ 作用是补偿系统参数未知变化及外界未知扰动.对于系统名义模型

z１＝z２

z２＝u２
{ (９)

针对 (９)双积分线性系统,齐次理论是解决此类n 重积分链的有限时间稳定的方法,当上述系统具

有负的齐次度时,可以实现有限时间稳定.
通过以下引理可以得名义控制和补偿控制.
引理１[１０]设计如下形式的控制器可以使系统 (９)在有限时间内收敛

u１＝－k１S(γ１,ρ１,z１,ε１)－k２S(γ２,ρ２,z２,ε２)

u２＝－r̂(t)sgn(σ)

r̂
(t)＝

１
β

‖σ‖

(１０)

２３２１



式中,参数γi,ρi,εi 分别满足

０＜γ２ ＜１,γ１＝
γ２

２－γ２
,ρi ≥１,ki ≥０,εi ＞０

α ≥
C＋(KM ＋１)uM

１ ＋η
Km

,η ＞０

自适应增益β ＞０,r估计值r̂(t)存在上界.

S(γi,ρi,zi,εi)＝
sgn(zi)|zi|γi ‖zi‖＜εi

εγi－ρii sgn(zi)|zi|ρi ‖zi‖＞εi
{ (１１)

状态辅助变量z３ ∈R３,z３＝－u１,滑模变量如下

σ(z)＝z２＋z３

σ(z)＝z２＋z３

＝φ＋(γ－I)u＋u－u１

＝φ＋(γ－I)u１＋γu２

(１２)

则u＝u１＋u２ 可以使得二阶滑模s＝s＝０在有限时间内可达.

２　二阶滑模预设性能鲁棒控制

２１　预设性能理论

预设性能的控制思想是在满足系统的跟踪误差收敛至预先设定的区间的同时,对于系统的动态过程

也进行了约束,包括跟踪误差的衰减速度,超调量等.预设性能通过提出性能约束指标 (性能函数),通

过对不等式进行误差变化,从而得到等效模型.针对等效模型进行控制器设计,实现对系统的稳态性能

和动态性能的同时约束.
针对如下具有一般形式的严格反馈非线性系统

x１＝f１(x１)＋g１(x１)x２

　　⋮

xi＝f１(xi)＋g１(xi)xi＋１

　　⋮

xn ＝fn(x)＋gn(x)u＋d

y＝x１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１３)

式中,x＝[x１,x２,,xn]T ∈Rn 为系统的状态变量,u∈Rn,y∈Rn 分别是控制输入和系统输出,且

xi＝[x１,x２,,xi]T ∈Ri;fi(),gi()为连续光滑函数.设系统期望输出yd .控制目标如下:

１)设计控制器u 使得系统跟踪误差

e＝y－yd

满足预先设定的稳态性能和瞬态性能要求;

２)闭环系统中的所有信号均有界.
(１)性能函数

通过引入性能函数,预先设定跟踪误差e(t)的瞬态性能和稳态性能,性能函数定义如下:
定义４１　 若某函数需满足以下条件,则称为性能函数P .

１)P 恒正且严格递减;

２)lim
t→∞

P(t)＝P∞ ＞０.

本文选取以下形式的预设性能函数

P(t)＝(P０－P∞ )e－at＋P∞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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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diag([P１P２Pi]),i取决于e的维数,P０,P∞ ,α预先设定的参数,P∞ 为最大容许稳态误差,

α 为误差指数衰减速度,P０ 满足０＜|e１i(０)|＜P０i ,其中ei(i＝１,２),Pi(i＝１,２,３)分别表示e和

P 中的各分量,综上给出以下不等式约束

－δPi(t)＜ei(t)＜Pi(t)　ei(０)＞０

－Pi(t)＜ei(t)＜δPi(t)　ei(０)＜０{ (１５)

其中,t∈ [０,∞);δ ∈ [０,１].
当约束状态满足上述不等式约束时,即误差曲线将被限制在性能函数所包围的区域中,结合性能函

数衰减特性,稳态误差将收敛到±Pi,∞ 之内.系统输出误差动态曲线如图１所示,其瞬态性能 (指数收

敛速度、超调量)和稳态误差均同时得到约束.

图１　预设性能一阶跟踪误差响应曲线

(２)误差变换

在控制其的设计中,直接对不等式进行处理难度比较大.因而考虑引入误差变化函数,将不等式约

束转换为等式约束,再对转换后的等效系统进行处理.
定义４２　定义误差变换

e(t)＝P(t)S(ε) (１６)
其中,ε为新的变换误差,S(ε)满足以下条件:

１)S(ε)光滑可逆,且严格递增;

２)存在

－δ ＜S(ε)＜１　e(０)＞０
－１＜S(ε)＜δ　e(０)＜０ (１７)

且

e(０)＞０
lim
ε→＋∞

S(t)＝１

lim
ε→－∞

S(t)＝－δ{
e(０)＜０

lim
ε→＋∞

S(t)＝δ

lim
ε→－∞

S(t)＝－１{ (１８)

通过以上定义容易看出,误差变换后的等式可以推出原不等式约束成立.本文选择如下形式的误差

变换函数

S(ε)＝
eε －δe－ε

eε ＋e－ε
,e(０)≥０

S(ε)＝
δeε －e－ε

eε ＋e－ε
,e(０)≤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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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δ＝１,新的转换误差可以反解为

εi(t)＝S－１ ei(t)
Pi(t)

æ

è
ç

ö

ø
÷＝T ei(t)

Pi(t)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１＋

ei(t)
Pi(t)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１－

ei(t)
Pi(t)

æ

è
ç

ö

ø
÷ (２０)

(３)模型构建

ε ＝β[－ϑ＋f１(x１)＋g１(x１)x２] (２１)
其中

β＝
ƏS－１

Əe(t)
P(t)
æ

è
ç

ö

ø
÷

１
P(t),ϑ＝y

(t)＋
e(t)P

 (t)
P(t)

且εi,Pi,ei(i＝１,２,３)分别是ε,P,e的分量.由转换函数的性质可知,ε(t)∈ℓ∞ (∀t∈ [０,∞))
时,β,ϑ是有界的,综上原系统模型在预设性能约束下,通过性能函数和误差变换函数进行模型重构,
变换后的系统模型为

ε ＝－ϑβ＋βf１(x１)＋βg１(x１)x２

　　⋮

xi＝fi(x－i)＋gi(x－i)xi＋１

　　⋮

xn ＝fn(x)＋gn(x)u＋d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２２)

２２　二阶滑模预设性能鲁棒控制器设计

对于上述所提出的转换得到的误差模型,原系统的跟踪问题转化为以ε为变量的闭环系统稳定性控制问

题.设计控制器使得该模型稳定,原系统即可稳定且满足预设性能约束.即控制器需使得控制变量ε有界.

ε ＝ϕ(e－P

S)

ë＝f２＋g２u＋d２
{ (２３)

进一步将ε ＝ϕ(e－P

S)对时间求导可得

ε̈i＝ϕ

i(e


i－P


iS)＋ϕi ëi－

eiP

P＋eiP̈iPi－e１P

２
i

P２
i

æ

è
ç

ö

ø
÷ (２４)

式中,

φi＝
ƏS－１ ei

Pi

æ

è
ç

ö

ø
÷

Ə
ei

Pi

æ

è
ç

ö

ø
÷

１
Pi

＝
１

Pi－PiS２
,ϕ


i＝

２PiSS

＋P


iSS


＋P


iS２－P


i

(Pi－PiS２)

取误差变量s∈R３ 为如下形式

s＝λε＋ε (２５)
式中,λ 是正定对角阵,为待设计参数.

联立原系统模型,进而有

s＝λε＋ε̈＝V＋ϕ(f２＋g２u＋d２) (２６)
式中

Vi＝(λiϕi ＋ϕ

i)ei－

eiP

i

Pi

æ

è
ç

ö

ø
÷ －ϕi

eiP

iPi＋eiP̈Pi－eiP

２
i

P２
i

,Vi(i＝１,２,３)是V 的分量,εi,Pi,

ei(i＝１,２,３)分别是ε,P,e的分量.

任务在于设计控制器u ,使s＝０,s有界,即可得到ε,ε 分别有界.采用上文提出的自适应二阶滑

模控制器,选取式 (２５)作为滑模面,s渐进收敛,即得到ε,ε 分别有界,原系统的被约束状态量同时满

足预设瞬态和稳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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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仿真校验

预设性能函数选取:P０＝６m,P∞ ＝１０－２m,α＝０２;初始状态与控制器参数设置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初始状态

初始速度误差/m 初始速度误差/(m/s) 期望位置ρd/m 外界扰动/(m/s２ )

e０ ＝ [３,４,５]T ev０ ＝ [０,０,０]T

xc ＝ －１０sin １５nt( )

yc ＝１０sin ２nt( )

zc ＝５sin ２nt( )

１２×１０－３×
sin ００１t( )

cos００１t( )

sin ００１t( )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表２　控制器参数

ki γi ρi εi β r̂０ λ

k１ ＝００８
k２ ＝０１６

γ１ ＝１/２
γ２ ＝２/３

ρ１ ＝１

ρ２ ＝１
ε１ ＝０２
ε２ ＝０２

３０ ０ diag(０５　０５　０５)

仿真结果如图２~图５所示,表明系统跟踪误差曲线始终约束在性能函数之内,即瞬态性能和稳态性

能均达到预设性能要求.滑模变量s收敛为零,ε有界,误差变换S(ε)的值位于 [－１,１]之间,均符合

预设性能中不等式转换过程.然而为了减轻控制器输出抖振,二阶滑模控制器设计的是控制量的导数,
需要进行积分才得到控制量,因为全程积分会导致控制器输出存在 “反应滞后”的现象,即在对预设性

能提出较高要求时,相对于反步法控制的反应快速敏捷的优势来说,二阶滑模控制往往达不到所需要的

预设性能.因此我们在利用二阶滑模抑制干扰的强鲁棒性,控制输出连续等优势的同时,权衡选择合适

的控制方式与预设性能指标.

图２　相对位置误差曲线

图３　控制器输出曲线 (单位:m/s２ )

　　　　　　
图４　变换误差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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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误差函数变化曲线

４　结　论

本文考虑航天器编队时的快速响应任务需求,采用预设性能方法,结合误差变换,基于二阶滑模控

制方法给出了预设性能鲁棒控制器,实现对一阶状态误差预设性能约束,使系统的预设性能状态具有期

望的动态过程与稳态精度.
后续工作重点在于选取高性能的二阶滑模控制器进行全状态预设性性能控制,通过考虑系统二阶状

态,即相对速度误差,解决传统反步法在选取性能函数的初始值带来的困难,验证证在满足全状态预设

性能的同时,一阶状态也能满足预设性能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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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lliteFormationOrbitControlConsidering
FormationPrescribed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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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satelliteformationprescribedperformanceconstraintsduringconfigurationinitializ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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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whichisthedynamicprocessandsteady stateaccuracy performanceneedto be
constrainedtoachievecomplexmissionrequirementArobustadaptiveprescribedperformancecontroller
(PPC)isproposedinthispaper,basedonthepresetperformancemethod,combinedwiththesecond
orderslidingmodecontrol(SOSMC)theoryApplyingittotherapidresponsesatelliteformationcontrol,

numericalsimulationshavedemonstratedthePPCcaneffectivelyshortenthesystemresponsetimeand
contrainttheovermodulationamplitide whileensuringthesteady stateaccuracy withintheoutput
capabilityoftheactuator

Keywords　Satelliteformation;Prescribedperformancecontroller (PPC);Second ordersliding
modecontrol(SOS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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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行星保护的火星撞击概率评估方法研究

曹知远　温昶煊　乔　栋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摘　要　针对火星探测任务中的行星保护所要求的火星撞击概率计算,本文给出了一种基于蒙特卡

洛 (MC)仿真和高斯混合模型 (GMM)的小概率计算方法.该方法首先通过 MC仿真记录探测器故障

后与火星的所有会合点;之后,建立火星B平面并在火星 B平面上利用 GMM 拟合会合点分布的联合概

率密度函数;最后在B平面上的火星撞击圆内对概率密度函数积分得到探测器的火星撞击概率.该方法

只需较少的 MC仿真次数即可计算出撞击概率,可大大降低计算量、节省计算时长;此外,该方法可适

用于不同轨道的火星撞击概率计算.经评估,“天问一号”探测器撞击火星概率小于１０－５,符合空间研究

委员会 (COSPAR)提出的行星保护要求.
关键词　火星探测;行星保护;火星撞击概率;蒙特卡洛仿真;高斯混合模型 (GMM)

０　引　言

为了防止星际间微生物及有机物污染,以维护地球生物圈的完整性及在未来的科学任务探测中保护

太阳系其他天体的生物完整性和环境完整性,«外层空间法»及空间研究委员会 (COSPAR)均针对深空

探测任务的实施提出了行星保护要求.我国于２０２０年开启 “天问”系列行星探测任务,并于同年７月２３
日成功发射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因此,需评估我国火星探测任务是否满足行星保护要求.

根据COSPAR行星保护政策中太阳系天体探测任务划分,我国火星探测任务实现火星环绕和着陆应

属于第Ⅲ和第Ⅳ类深空探测任务[１].行星保护政策要求:任一发射组件在发射后５０年内撞击火星的概率

应不大于１０－４[１].

蒙特卡洛仿真法是一种计算探测器撞击火星概率的可靠方法,该方法直接统计撞击火星轨道数量与

轨道总数之比[２].但探测器撞击火星为小概率事件,所需仿真次数至少应为撞击概率的倒数[３],多达

１０６~１０１３ 次,计算量巨大,难以实践.

日本 Hayabusa ２任务利用了一种基于各向正态分布的火星撞击概率计算方法来估计 Hayabusa ２
探测器撞击火星的概率[４].该方法首先给出了探测器标称轨道投影到火星B 平面的解析解;接下来,将

蒙特卡洛仿真所得到的探测器与火星的会合点投影至火星B 平面,会合点在火星B 平面上围绕解析解分

布;之后,定义了以解析解几何中心为原点的R－Θ坐标系,并假设会合点沿 Θ周向为均匀分布、沿R
径向为高斯分布;最后,通过拟合同一Θ角度下会合点与解析解之间R 坐标之差dR 的概率密度函数,计

算探测器撞击火星的概率.
由于 “天问一号”探测器故障模式考虑发动机异常开机,其与火星的会合点在火星B 平面上的投影

不为绕 Hayabusa ２类椭圆的解析解,若仍采用上述方法将带来较大的误差,因此需提出一种新的概率

计算方法来应对发动机异常开机故障情况.
本文首先回顾了 “天问一号”探测器任务设计,然后针对 “天问一号”轨道的特点,利用蒙特卡洛

仿真和高斯混合模型 (GaussianMixtureModel,GMM)[２]对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火星撞击概率进行评

估,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履行行星保护政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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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火星探测任务设计

“天问一号”探测器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发射,经过１０月１０日一次深空机动,最终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０
日抵达火星并被火星捕获.火星转移轨道如图１所示,详细轨道参数列于表１.

图１　火星转移轨道

表１　火星转移轨道参数

阶段 参数

发射

日期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

发射C３ １２２６００km２/s２

逃逸轨道半长轴(地心J２００００) －３２５１２１８９５km

深空机动
日期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速度增量 ０３８２２km/s

捕获

日期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０日

捕获轨道半长轴(火星惯性系) －７１２５５１０１km

速度增量 ０６４０９km/s

火星探测器发射质量为５０００kg,其中携带双组元推进剂２５００kg.探测器配备３０００N推力的化学

推进主发动机,比冲３１２s.我们假设,飞行过程中探测器的姿态全程保持＋X 轴对日定向.
本文考虑探测器定轨精度对位置、速度分别三轴独立.针对位置误差,有σ＝１００km ;针对速度误

差,有σ＝１m/s;针对导航误差,换算至速度误差,有３σ＝２０m/s.
本文接下来将基于以上火星探测任务设计来分析故障探测器的火星撞击概率.

２　探测器故障模式分析

不同测控条件、不同推进故障下,航天器将经历不同的故障模式.根据两种测控方案、两种推进故

障,探测器的故障模式可以分为以下３类.
故障模式１:发动机无法正常开机.
若探测器发生故障使发动机无法正常开机,那么故障后探测器飞行轨迹即为无动力的日心环绕轨道.

探测器故障后的轨道递推的初值为故障时刻探测器的真实轨道状态,递推时间为自故障时刻至发射后

５０年.
故障模式２:全天候跟踪测控条件下发动机异常开机.
全天候跟踪测控条件下,当探测器发生故障且发动机异常开机时,假设地面能够及时发现故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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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上传关机指令,那么探测器主发动机异常开机时长即为探测器与地球通信延时的２倍,如式 (２)
所示.此时,故障探测器的动力学方程为

r＝－μ
r３r＋

F
m

m ＝－
F

Ispg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Terr＝
‖r－rE‖

c
(２)

其中,r为探测器的日心位置矢量 (km);μ 为太阳引力常数;F 为发动机推力 (kN),方向和－r一致;m
为探测器质量 (kg);Isp 为比冲;g０＝９８０N/kg;rE 为地球的位置矢量;c为光速.

探测器发动机异常开机故障解除后,探测器轨道递推以探测器关机时刻的轨道状态为初值.

故障模式３:每天测控８h条件下发动机异常开机.
每天跟踪测控８h时,在测控弧段内发动机异常开机情况与全天候跟踪测控条件下发动机异常开机情

况一致,此处不再考虑.
若在测控弧段外探测器发生故障,考虑最坏情况即燃料耗尽进行计算.此时,发生故障时探测器的

动力学方程仍如式 (１)所示;探测器发动机异常开机故障解除后,探测器轨道递推以探测器关机时刻的

轨道状态为初值.

３　撞击概率计算

３１　蒙特卡洛仿真

蒙特卡洛仿真的基本思想为:依据给定的定轨精度随机生成探测器的虚拟实际轨道,为计算探测器

撞击火星概率提供原始数据.

首先,记探测器标称轨道记为rn,vn ,那么探测器当前实际状态ra,va 为

ra ＝rn ＋ξ
va ＝vn ＋ζ＋η{ (３)

式 (３)中,随机矢量ξ的各分量分别独立服从于正态分布N ０,１００( ) ;随机矢量ζ的各分量分别独立服

从于正 态 分 布 N ０,１( ) ;随 机 矢 量 η 的 各 分 量 分 别 独 立 服 从 于 正 态 分 布 N ０,００２/３( ) ;符 号

N μ,σ( ) 表示均值为μ 、方差为σ２ 的正太分布.

生成探测器的当前实际状态ra,va 后,根据第２节中所描述的不同故障模式可计算出探测器结束故

障时刻的轨道状态rr,vr .之后即可以rr,vr 为初值利用二体模型对探测器自故障时候到发射后５０年内

的轨道进行递推.
当探测器与火星相撞时,探测器满足２个条件:１)探测器与火星会合;２)探测器与火星会合时会合

距离小于等于火星半径.因此在轨道递推过程中需记录下探测器与火星所有的会合时刻与轨道状态.具

体而言,当探测器轨道状态同时满足式 (４)与式 (５)时,即记录下一次探测器与火星的会合情况.

r×rM( ) ０,０,１[ ] ＝０ (４)

rrM ＞０ (５)

３２　高斯混合模型

为了统计探测器与火星汇合点相对火星外圆的位置分布从而估计探测器撞击火星的概率,首先建立

火星B 平面坐标系.设火星B 平面坐标系原点位于火心,探测器与火星会合时相对火星的速度为v∞ ,

那么火星B 平面坐标系三轴Ŝ,T̂,R̂ 可定义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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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v∞

‖v∞ ‖
,N̂ ＝rM ×vM ,T̂ ＝

Ŝ×N̂

‖Ŝ×N̂‖
,R̂＝Ŝ×T̂ (６)

记录下会合点状态re,ve 后,可通过式 (７)得到其火星B 平面系下的坐标B
v∞ ＝ve－vM

B＝ Ŝ,T̂,R̂[ ] T re－rM( ){ (７)

通过估计会合点在B 平面上的坐标 BR,BT( ) 的联合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并在撞击区域内积分,即

可得到探测器撞击火星的概率.该联合分布概率密度函数本文利用高斯混合模型拟合.
如图２所示,高斯混合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使用有限个高斯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并加以不同权重去近似一

个任意的概率密度函数[６,８],即

F̂t,x( ) ＝∑
N

i＝１
ωipg x;mi,Pi( ) (８)

其中,F̂t,x( ) 表 示 拟 合 的 概 率 密 度 函 数;N 表 示 高 斯 混 合 模 型 中 所 使 用 的 高 斯 分 布 个 数;

pg x;mi,Pi( ) 表示以mi 为均值以Pi 为方差的高斯分布概率密度函数;ωi 第i个高斯分布的加权系数且

满足

∑
N

i＝１
ωi＝１,ωi ＞０,i＝１,２,,N (９)

图２　高斯混合模型示意图

如图３所示,得到会合点在B 平面上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后,在火星投影至火星B 平面的撞击圆Ω
内对概率密度函数进行积分即可得到探测器每一次与火星会合时撞击火星的概率p

p＝∬
Ω

F̂t,x( )dx (１０)

由于探测器在故障后将多次与火星会合,假设平均会合次数为ne ,那么探测器自发射后５０年内撞击

火星的概率P 为

P＝nep (１１)
需要注意的是,火星外圆投影到火星B平面上是一个半径略大于火星外圆的撞击圆,其半径Bimpact 为

Bimpact＝ R２
M ＋

２RMμM

v２
∞

(１２)

但每一次会合所对应的v∞ 不同,因而每一会合所对应的撞击圆大小也不同.根据 COSPAR的指导

意见,在情况不确定的条件下应进行保守的估计,因此本报告采用会合点中对应的最大撞击圆即最小的

v∞ 代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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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火星B 平面示意图

４　仿真校验

针对火星转移过程,每隔七天计算一次故障探测器撞击火星概率.
故障模式１下,火星撞击概率如表２所示.整体上,由于轨道本身即可转移至火星轨道,因此撞击概

率较大,位于１０－６量级,但均满足撞击概率不大于１０－４的行星保护要求.此外,通过观察数据发现,深

空机动后探测器发生故障普遍较深空机动前发生故障撞击火星概率更大.其主要原因有２点:首先,深空

机动前的轨道并未准确瞄准火星,误差中心距离火星很远,而深空机动后轨道准确瞄准火星,误差中心

离火星较近;其次,探测器深空机动后轨道较深空机动前轨道更接近火星轨道,进而会合时的相对速度

v∞ 更小,导致撞击圆半径Bimpact 更大即积分区域更大.在以上两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故障模式１下深空

机动后故障探测器撞击火星概率普遍较深空机动前故障探测器撞击火星概率更大.

表２　探测器故障发动机不工作火星撞击概率

故障时间 p ne P 故障时间 p ne P

２０２０/０７/３０ ３３７E－０７ １２６２６ ４２６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１/０５ ５６５E－０７ ９７４７ ５５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８/０６ ３４９E－０７ １２６０２ ４４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１/１２ ６１０E－０７ ９６５３ ５８９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８/１３ ３７０E－０７ １２５８６ ４６６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１/１９ ５６８E－０７ ９３８４ ５３３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３３６E－０７ １２６６８ ４２６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１/２６ ６５０E－０７ ９３４５ ６０７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８/２７ ３６３E－０７ １２６１０ ４５８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０３ ６３６E－０７ ９２９４ ５９１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９/０３ ３４９E－０７ １２７０６ ４４３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７０２E－０７ ９３９３ ６６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９/１０ ３７７E－０７ １２６９８ ４７８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７３１E－０７ ９２０１ ６７２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９/１７ ３６５E－０７ １２６１７ ４６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２４ ７４０E－０７ ９２７７ ６８７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９/２４ ３４５E－０７ １２７４６ ４４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８５７E－０７ ８９６８ ７６９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０１ ３８５E－０７ １２６４４ ４８６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１/０７ ８５１E－０７ ８８３２ ７５２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０８ ５０９E－０７ １０７３９ ５４７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１/１４ ７３４E－０７ ８４４３ ６２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１５ ５３３E－０７ １０６７０ ５６９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１/２１ ７９５E－０７ ８１７８ ６５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２２ ５２３E－０７ １０５３８ ５５１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１/２８ １０２E－０６ ８０９３ ８２５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２９ ６００E－０７ １０５７１ ６３４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２/０４ １３２E－０６ ６９８７ ９２４E－０６

故障模式２下,探测器的火星撞击概率如表３所示.可以看出,全天候测控条件下探测器异常开机后

撞击火星概率与探测器发动机不能工作情况下撞击火星的概率相当,均处于１０－６量级,满足行星保护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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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天候测控下探测器故障发动机异常开机火星撞击概率

故障时间 p ne P 故障时间 p ne P

２０２０/０７/３０ ３４４E－０７ １２６２６ ４３４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１/０５ ５３７E－０７ １２１４５ ６５２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８/０６ ３４９E－０７ １２７２０ ４４３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１/１２ ５０２E－０７ １２２６１ ６１６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８/１３ ３７１E－０７ １２７８５ ４７４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１/１９ ４４８E－０７ １２１６７ ５４５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３１７E－０７ １２６８７ ４０２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１/２６ ４１５E－０７ １２２１３ ５０７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８/２７ ３６０E－０７ １２８００ ４６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０３ ３８３E－０７ １１９６６ ４５８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９/０３ ３５５E－０７ １２９６１ ４６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３５０E－０７ １１６１０ ４０６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９/１０ ３６９E－０７ １２９８４ ４７９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３３６E－０７ １１４２３ ３８３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９/１７ ３２３E－０７ １２８９３ ４１７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２４ ３３３E－０７ １１０５７ ３６８E－０６

２０２０/０９/２４ ３３０E－０７ １２８５５ ４２４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３２６E－０７ １１０２３ ３５９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０１ ３００E－０７ １２９０２ ３８６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１/０７ ３４２E－０７ １１１６０ ３８２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０８ ６９３E－０７ １２７１４ ８８０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１/１４ ３９１E－０７ １１７０６ ４５８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１５ ４９９E－０７ １２０１３ ５９９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１/２１ ５６５E－０７ １２４２４ ７０２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２２ ５０１E－０７ １２２０８ ６１２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１/２８ ４８０E－０７ １２１６７ ５８３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２９ ５８２E－０７ １２６８５ ７３８E－０６ ２０２１/０２/０４ ４３９E－０７ １０３６５ ４５５E－０６

故障模式３下,探测器故障后撞击火星概率如表４所示.可以看出,在每天跟踪测控８h条件下,探

测器异常开机后撞击火星概率处于１０－６~１０－１３量级,满足行星保护要求,且明显小于前两种故障模式下

的撞击概率.

表４　每天跟踪测控８h下探测器故障发动机异常开机火星撞击概率

故障时间 p ne P 故障时间 p ne P

２０２０/７/３０ １９８E－０９ １００５８ １９９E－０８ ２０２０/１１/５ １１０E－０８ ８４３７ ９２５E－０８

２０２０/８/６ １１８E－１０ ７９６０ ９３７E－１０ ２０２０/１１/１２ ４４３E－０８ ８４０２ ３７２E－０７

２０２０/８/１３ ７１０E－１３ ８５８７ ６０９E－１２ ２０２０/１１/１９ ２７４E－０７ ８４９８ ２３３E－０６

２０２０/８/２０ ５７６E－１４ ８２９７ ４７８E－１３ ２０２０/１１/２６ ４９５E－０７ ８５６５ ４２４E－０６

２０２０/８/２７ ２０９E－１４ １００９５ ２１１E－１３ ２０２０/１２/３ ２６３E－０７ ８４５８ ２２３E－０６

２０２０/９/３ ６９７E－０９ ９９６６ ６９５E－０８ 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２０８E－０８ ８４１６ １７５E－０７

２０２０/９/１０ ７８５E－０８ １００８５ ７９２E－０７ ２０２０/１２/１７ １４２E－０８ ８６１４ １２２E－０７

２０２０/９/１７ １０２E－０８ ９８０１ １００E－０７ ２０２０/１２/２４ ５０５E－０８ ８６８５ ４３９E－０７

２０２０/９/２４ １９６E－０８ ９８１７ １９３E－０７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６９０E－０９ ８５１１ ５８７E－０８

２０２０/１０/１ １７０E－０８ ９５１５ １６２E－０７ ２０２１/１/７ ６６７E－０７ １１４０５ ７６０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８ １０８E－０７ ９５８５ １０４E－０６ ２０２１/１/１４ ４５８E－０７ １０７７４ ４９３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１５ １２０E－０８ ９４９４ １１４E－０７ ２０２１/１/２１ ４６０E－０７ ９９９４ ４５９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２２ １５３E－０８ ９５５１ １４６E－０７ ２０２１/１/２８ ５０５E－０７ ９４９０ ４７９E－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２９ ７８７E－０８ ９４４７ ７４４E－０７ ２０２１/２/４ ４０３E－０７ １１２８ ４５４E－０６

故障模式３下探测器故障后撞击火星概率之所以明显小于前两种故障模式下的撞击概率是因为其受发

动机异常开机影响较大.如图４所示,在故障模式３下,探测器发动机将持续异常开机直到燃料耗尽,此

时产生的速度增量足以明显改变探测器飞行轨迹.由于在飞行过程中,探测器始终＋X 轴对日定向,因

此发动机异常开机时,将探测器推向更远离火星的轨道,撞击概率进而减小.
此外,由图５~图７可以清晰看出 “天问一号”探测器故障后轨道与火星的交汇点在火星B 平面上的

投影并不是类似椭圆的,而是围绕着任意的闭合曲线;图中,GMM 法可以不受散点分布形状的限制来拟

合火星探测任务中故障航天器与火星会合点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体现了 GMM 法的适用性和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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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发射８４天后探测器轨道在故障模式３下的改变

　　　　　　
图５　发射后第７天故障模式３下探测器与火星交会点

图６　发射后第１２６天故障模式３下探测器与火星交会点

　　　　
图７　发射后第１９６天故障模式３下探测器与火星交会点

５　结　论

本文给出了利用蒙特卡洛仿真和高斯混合模型拟合任意概率密度函数的火星撞击概率计算方法.该

方法可有效减少计算任务量、节省计算时长,且适用于任何无多天体借力的转移轨道.经仿真校验,“天
问一号”探测器的火星撞击概率不超过１×１０－５ ,满足COSPAR的行星保护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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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ImpactProbabilityEvaluation
OrientedtoPlanetaryProtection

CAOZhi yuan,WENChang xuan,QIAODong
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SchoolofAerospaceEngineering

　　Abstract　TofulfilltherequirementofPlanetaryProtection,thispaperprovideamethodbasedon
Monte Carlo(MC)simulationandGaussianMixtureModel(GMM)tocompleteMarsimpactprobability
calculationforMarsexplorationmissionsFirst,MCsimulationsarecarriedoutandalltheintersection

pointswiththespacecraftand MarsarerecordedThen,MarsBplaneisestablishedTheprobability
densityfunction (PDF)oftheintersection pointsisapproximated with GMM,and Marsimpact

probabilityisavailablebyintegratingthePDFwithintheMarsimpactareaontheBplaneThisapproach
canevaluatesmallprobabilitieswithoutmillionsofMCsimulations,whichcutsdownthecomputingtime
rapidly;furthermore,thisapproachfitsindifferenttransfertrajectoriesTheresultsshowthat“TW １”

spacecraftmeetsthePlanetaryProtectionrequirementwithregardtoMarsimpactprobability
Keywords　 Marsexploration;Planetary protection; Marsimpact probability; Monte Carlo

simulation;GaussianMixtureModel(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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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锥互补方法的空间机械臂非光滑动力学研究

辛鹏飞１　聂佳伟２　刘　鑫１　刘　宾１　荣吉利２

１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２北京理工大学

摘　要　针对空间机械臂在轨操作面临的复杂接触、碰撞、摩擦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锥互补方

法的非光滑动力学建模与分析方法.该方法基于李群框架建立的空间机械臂动力学模型,在非嵌入原则

下以微分变分不等式关系建立接触碰撞非光滑动力学互补方程,在单步仿真周期内求解锥约束的二次优

化问题,通过改进的非光滑广义－α方法实现空间机械臂与环境约束的精确接触碰撞检测.数值仿真表

明,与传统罚函数方法相比,该方法的非嵌入原则保证了接触碰撞过程符合物理规律,减小了接触碰撞

力,提升了算法的保能量性能;同时能够以较大步长完成计算分析,提升了数值仿真计算效率.
关键词　空间机械臂;非光滑动力学;锥互补;接触碰撞

０　引　言

空间机械臂完成在轨操作任务是世界航天科技前沿热点领域,具有军民共性关键技术,受到了世界

各航天大国的关注.但在轨操作中面临的复杂接触、碰撞、摩擦等非光滑动力学问题,制约了空间机械

臂快速、准确地完成操作任务,成为机器人精细操作、安全研究等领域的关键问题.如何在数值分析模

型中建立真实的非光滑动力学分析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对机械臂动力学特性的研究和控制系统的构建.
目前在数值仿真领域,处理多体动力学系统中非光滑动力学问题的方法多采用离散单元法.这是一

种罚函数的方法,接触力的计算主要基于运动的相互作用.计算接触法向力和摩擦力过程中都需要用到

罚参数,在计算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不断尝试,才能确定合适的罚参数取值;并且,罚函数方法由于

其允许嵌入的思想,导致需要很小的时间步长来保证计算精度,影响了计算效率.
锥互补方法则主要基于微分变分不等式关系,使用施加约束的方式实施了非嵌入的准则,将非光滑

动力学问题转化为锥约束下的二次优化问题.互补方程的采用导致该方法可以采用相当大的时间步长,
极大地提升了计算效率.

基于在轨操作背景,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锥互补方法的非光滑动力学建模与分析方法,基于李群框

架建立的空间机械臂动力学模型,在非嵌入原则下以微分变分不等式关系建立接触碰撞非光滑动力学互

补方程,在单步仿真周期内求解锥约束的二次优化问题,通过改进的非光滑广义－α方法实现空间机械臂

与环境约束的精确接触碰撞检测.该方法能够实现非光滑动力学问题的精确求解,提升了算法的保能量

性能;同时能够以较大步长完成计算分析,提升了数值仿真计算效率.

１　空间机械臂动力学建模

基于李群框架建立的空间机械臂动力学模型,机械臂的系统动力学方程为基于局部坐标系的质心平

动方程和绕质心的转动方程,表述如下

Mgolagol

Jlocωloc＋ωloc×(Jlocωloc)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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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ù

û

ú
ú＋CT

q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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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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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î

í

ï
ï

ï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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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为广义坐标,J 为转动惯量矩阵,M 为质量矩阵,a为加速度,Φ(q)为约束方程,Cq 为约束方程对

广义坐标的导数,λ 为第一类Lagrange方程中的Lagrange乘子,上标gol和loc分别表示全局坐标和局部

坐标下该变量的值.由于在机械臂中,系统驱动力均为外力矩.
在机械臂系统中,臂杆间存在两种约束:第一种约束为固定约束,用于臂杆间进行固定;第二种约

束为旋转铰约束,用于限制相邻臂杆之间只能绕转轴进行旋转.固定约束比较简单且常见,本文仅介绍

一下旋转铰约束.
对于相邻的两个机械臂,其之间存在转轴,因此表示约束的思路就是在两个臂上各取一个平行于转

轴的单位向量r１、r２,使其在全局坐标系下重合即可

Φ:R１r１－R２r２ ＝０ (２)
其中,R１、R２分别为两个刚体局部坐标与全局坐标之间的旋转矩阵.

２　光滑广义－α锥互补方法

由于锥互补方法在处理摩擦、接触、碰撞等问题时具有高精度、高效率以及非嵌入的优势,但是其

显式的时间积分方法导致精度上仍有不足;而非光滑广义－α 方法的出现,则为隐式时间积分算法求解

锥互补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非光滑广义－α 方法.
首先,对系统动力学方程进行接触对处理,获得新的动力学方程

Ml＋１v~l＋１＝fl＋１

Ml＋１Wl＋１＋ΦT
q,l＋１Λb

l＋１＝Dγl＋１

０＝Φq,l＋１vl＋１

Υ１∋γ(l＋１)
１ ⊥－(DTvl＋１＋b)１ ∈Υ０

１

Υ２∋γ(l＋１)
２ ⊥－(Dvl＋１＋b)２ ∈Υ０

２

(３)

由于存在多个接触对时不同接触对之间会产生耦合,因此此处采用了两个接触对进行介绍,其中,

D＝ D１　０;０　D２[ ] ,γl＋１＝ γl＋１
１ γl＋１

２[ ] T ,其他情况可以类别;以γi＝hγ̂i 表示单边约束的冲量,且

用Φ 表示双边约束的方程;v表示系统全部的速度.
方程 (３)的离散格式为

q~l＋１＝ql ＋hvl ＋h２ １
２－β

æ

è
ç

ö

ø
÷αl ＋h２βαl＋１

v~l＋１＝vl ＋h(１－γ)αl ＋hγαl＋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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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１＋αfv~


l

vl＋１＝v~l＋１＋Wl＋１

ql＋１＝q~l＋１＋
１
２hWl＋１

(４)

在该算法中,由于锥互补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无法直接采用牛顿迭代进行求解.
在 求 解 过 程 中, 将 v~ 、v、Λb 和 γ 当 做 四 个 未 知 的 独 立 变 量, 可 以 定 义 ΔxT ＝

[Δv~T ΔvT (ΔΛb)T],并且成立

StΔx＝－res＋B(γl＋１－γl＋１,∗ ) (５)
该式中St 和res的表达,B＝ B１ B２[ ] ,表达式为

B＝

０ ０
D１ ０
０ D２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６)

然后对式 (３)中最后两式进行线性化,在该过程中,对右边一项进行泰勒展开,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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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l＋１)
１ ⊥－(DTv(l＋１)＋b)∗

１ ＋cT
１Δx

γ(l＋１)
２ ⊥－(DTv(l＋１)＋b)∗

１ ＋cT
２Δx

(７)

其中,cT
１ 和cT

２ 分别为－(DTv(l＋１)＋b)１ 和－(DTv(l＋１)＋b)２ 对Δx 中各广义坐标的雅克比矩阵

cT
１ ＝ ０ －D１ ０ ０[ ]

cT
２ ＝ ０ ０ －D２ ０[ ]

(８)

０≤N１γ(l＋１)
１ ＋r１ ⊥γ(l＋１)

１ ≥０

０≤N２γ(l＋１)
２ ＋r２ ⊥γ(l＋１)

２ ≥０
(９)

其中,N１、N２、r１ 和r２ 的表达式为

N１＝cT
１S－１

t B１

r１＝－(DTv(l＋１)＋b)∗
１ －cT

１S－１
t res－cT

１S－１
t (B１γ(l＋１)∗

１ ＋B２γ(l＋１)
２ ){

N２＝cT
２S－１

t B２

r２＝－(v(l＋１)
D

T －cT
２S－１

t res－cT
２S－１

２ (B２γ(l＋１)∗
２ ＋B１γ(l＋１)

１ ){
(１０)

在求解的时候,同样的需要先使用 APGD算法对式 (９)进行求解,得到γ(l＋１) ,然后再根据式 (５)
进行牛顿迭代求解出其他独立变量.在此过程中,由于式 (１０)中r１ 和r２ 的求解过程存在耦合项,因此

需要先对耦合项赋予初值,然后每次使用 APGD 计算完之后更新r１ 和r２ 以便下一个牛顿迭代步进行

计算.

３　数值计算

３１　单臂与地面的摩擦接触算例

在这个算例中,机械臂采用两个质点之间约束的形式进行了建模,模型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其中,机

械臂的两端分别为两个质点,中间施加了约束,使得它们之间的距离不变.为放大作用效果,初始时刻,
机械臂上端点距离地面的距离为３０m,下端点距离墙面的距离也为３０m.机械臂初始静止,然后受重力

的作用开始下滑,墙面和地面摩擦系数相同.分别采用欧氏空间非光滑广义－α锥互补方法、罚函数方

法、机械臂两端与墙面和地面施加约束的方法对该模型进行计算.广义－α方法参数ρ ＝０８,时间步长

均为５×１０－４s,在此基础上,分别计算了摩擦系数为０和０４时的情况.

图１　空间单臂示意图

如图２和图３依次为摩擦系数为０和０４时三种方法上端点Y 方向位移对比,结果表明:在摩擦系数

为０时,三种方法所计算得到的曲线吻合的很好,验证了欧氏空间非光滑广义－α锥互补方法的正确性;
在摩擦系数为０４时,较高精度的双边约束方法与本文提出的锥互补方法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而罚函数

方法则随仿真时间,误差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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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摩擦系数为０时三种方法位移对比

　　
图３　摩擦系数为０４时三种方法位移对比

３２　含碰撞多级机械臂动力学算例

该算例模型如图４所示,两级机械臂为两个刚体臂杆组成,其长度分别为２０m、１０m,宽均为５m,
高均为１０m.其中,右侧刚体右上角后端点固定于 [０　－５　３０]m 处,两个刚体中间相两处有一点固

定,如图４右侧图所示,两个刚体密度均为１０００kg/m３,初始静止,在重力作用下将向下摆动.该算例

分别采用李群 ℝ３×SO(３)非光滑广义－α 锥互补方法和罚函数方法进行计算,广义－α 方法参数ρ ＝
０８,时间步长为均１０－３s.图５为两种方法左侧刚体左下角前端点z方向位移随时间变化曲线,可以发

现,在与地面发生碰撞之后,两种方法绘制的曲线是近乎平行的,这就表明这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速度

是类似的,但是由于采用了允许嵌入的思想,罚函数方法得到的曲线中存在嵌入地面的部分,这也导致

罚函数方法的精度没有锥互补方法的精度高.

图４　多级机械臂碰撞地面模型示意图

在z＝－１m 处设置了地面,使该机械臂在重力的作用下与地面发生碰撞.分别用锥互补方法与罚函

数方法对该工况进行了仿真,绘制了机械臂末端纵坐标随时间变化曲线,结果如图６所示,可以发现,两

种方法在短时间的仿真均能够保证较高的准确性.但是,对于长时间、多次的碰撞,罚函数方法不如锥

互补方法可靠.通过对比不同时间步长的曲线,可以发现,罚函数方法对于时间比较敏感,这也是其对

比锥互补方法的一个显著缺点.同时,绘制了时间步长为５×１０－４s情况下两种方法中系统能量随时间变

化曲线,如图７所示,可见罚函数方法在发生碰撞的一瞬间,能量会发生剧烈变化,这也表明该算法在保

能量性能方面不如锥互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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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位移 时间变化曲线

　　
图６　机械臂末端点纵坐标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７　两种方法能量对比

４　结　论

面向空间机械臂在轨操作复杂接触、碰撞、摩擦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锥互补方法的非光滑

动力学建模与分析方法.该方法与传统罚函数方法相比,其非嵌入原则保证了接触碰撞过程符合物理规

律,减小了接触碰撞力,提升了算法的保能量性能;同时能够以较大步长完成计算分析,提升了数值仿

真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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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 smoothDynamicsofSpaceManipulator
BasedonConeComplementaryMethod

XINPeng fei１,NIEJia wei２,LIUXin１,LIUBin１,RONGJi li２

１InstituteofSpacecraftSystemEngineering,ChinaAcademyofSpaceTechnology;

２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

　　Abstract　Aimingatthecomplexcontact,collisionandfrictionproblemsofspacemanipulatorson
orbitmission,anon smoothdynamics modelingandanalysis methodbasedonthecomplementary
methodwasproposedThemethodbasedonLiegroupframewasusedtomodelspacemanipulator,and
undertheprincipleofnon embedded,non smoothcontactdynamicscomplementaryequationswere
establishedindifferentialvariationalinequalityrelationTheconeconstrainsweresolvedinsinglestep
simulationcycleofquadraticoptimizationByimprovingthenon smoothgeneralizedαmethod,precise
contact/collisiondetectionbetweenspacemanipulatorandsurroundingconstrainswasrealizedCompared
withthetraditionalpenaltymethod,thenon embeddingprincipleoftheproposedmethodensuresthat
thecontact/collisionprocessconformstothephysicallaws,reducesthecontactforce,andimprovesthe
energyconservationperformancesofthealgorithm;meanwhiletheproposed methodcancompletethe
calculationinarelativelylargestep,whichimprovestheefficiencyofnumericalsimulation

Keywords　Spacemanipulator;Non smoothdynamics;Conecomplementary;Contact/coll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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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体柔性附着多节点协同导航方法

陆晓萱１,２　崔平远１,２　梁子璇１,２　朱圣英１,２　葛丹桐１,２

１北京理工大学深空探测技术研究所;２深空自主导航与控制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摘　要　柔性附着有助于提高弱引力环境附着安全性,为未来小天体附着探测任务提供了新的技术

途径.针对柔性附着体状态估计困难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柔性体多测量节点协同导航方法.通过多个

测量节点构建柔性附着体的分布式观测结构,利用各节点的局部测量设计节点状态的子估计器.在此基

础上,将柔性连接带来的节点状态耦合约束作为节点状态估计的先验信息,设计一种多节点状态耦合约

束下的协同状态估计方法,进一步实现各节点状态估计结果的融合修正.仿真表明,所提出的多测量节

点协同导航方法,能够提高小天体柔性附着状态估计精度.
关键词　小天体附着;柔性附着;分布式系统;状态耦合约束;协同导航

０　引　言

在小天体附着过程中,刚性着陆器受导航控制误差的影响导致末端状态精度难以满足安全着陆的要

求,在弱引力环境易发生反弹或倾覆等事故[１２],严重影响后续探测任务的开展.为了提高弱引力环境下

附着的安全性,小天体附着探测可以采用柔性附着方案,柔性结构有助于消耗附着末端的残余动能,为

未来的小天体附着探测任务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受通信时延等因素的影响,依赖地面测控的导航方式实时性较差,小天体柔性附着系统的估计需要

通过自主导航系统完成[３].小天体附着过程的自主导航通常以视觉/惯性组合导航的方式进行[４],考虑到

柔性附着系统无法被简单视为质点模型,柔性着陆器需要被离散为多个测量节点进行分布式测量与协同

状态估计,测量节点搭载光学相机或惯性敏感器等.因此,可以把柔性附着系统的状态估计看作一个多

测量节点协同导航问题.相比于各节点独立导航的方法,多节点协同导航方法可以提高系统状态估计的

总体精度,有助于提高导航系统的性能.有大量学者对多节点协同导航问题展开了研究[５７],由经典协同

状态估计理论可知,为了融合不同测量节点的信息需要确定各测量节点间相对状态[８].然而,对于柔性附

着系统,受材料特性及 GNC系统误差影响系统结构极易发生形变,测量节点间非刚性连接且连接形变难

以被测量,导致测量节点间的相对位置时变不确知,传统的协同导航方法难以被有效应用.
针对小天体柔性附着系统多测量节点协同状态估计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多节点状态耦合约束下的

多节点协同状态估计方法,结合小天体柔性附着系统的特点,引入柔性连接关系作为节点状态估计的先

验信息,提高状态估计的精度,有助于实现精确安全附着小天体的任务目标.

１　小天体附着分布式导航模型

假设柔性探测器有m 个测量节点,导航系统待估计的状态量包括

X＝ x１,,xm[ ] T (１)

其中,x１,,xm 为m 个测量节点的状态.

每个测量节点搭载光学相机或惯性敏感器对节点状态进行视觉/惯性组合测量.由于节点构型的变化

是由节点间的柔性连接变形所致,而敏感器通常为固连安装,故可以假设柔性连接变形不会对测量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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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器指向造成影响,即

Ri,c
b ＝R０,i,c

b

Rimu
b ＝R０,imu

b

R
i,c
b ＝０,R

imu
b ＝０

(２)

其中,Ri,c
b 和Rimu

b 为测量节点的敏感器坐标系到柔性着陆器本体坐标系的姿态转换矩阵,R０,i,c
b 和R０,imu

b

为姿态转换矩阵的初值.
惯性敏感器包括陀螺仪和加速度计[９],观测模型分别为

ωimu ＝ωl,imu ＋bg ＋εg (３)

aimu ＝Rimu al,imu －gl( ) ＋ba ＋εa (４)

其中,ωimu 和aimu 为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测量值,Rimu 为柔性探测器惯性测量节点在小天体附着点坐标系

中的姿态,gl 为小天体附着过程中的引力加速度,ωl,imu 和al,imu 为惯性测量节点在小天体附着点坐标系

中的角速度和角速度,bg 和ba 为观测漂移,εg 和εa 为观测噪声.由惯性敏感器测量可以递推得到惯性测

量节点的状态增量

ΔRimu
０→k ＝∏

k－１

j＝０
exp ωj

imu －bg( ) Δt[ ] (５)

Δvimu
０→k ＝∑

k－１

j＝０
ΔRimu

０→j aj
imu －ba( ) Δt (６)

Δrimu
０→k ＝∑

k－１

j＝０
Δvimu

０→jΔt＋
１
２ΔRimu

０→j aj
imu －ba( ) Δt２é

ë
êê

ù

û
úú (７)

由此,可以估计惯性测量节点i在k时刻的状态为

R̂imu
k ＝Rimu

０ ΔRimu
０→k (８)

r̂imu
k ＝rimu

０ ＋vimu
０ T＋

１
２∑glΔt２＋Rimu

０ Δrimu
０→k (９)

其中,R̂imu
k 和r̂imu

k 为估计得到的惯性测量节点k 时刻在小天体附着点坐标系中姿态和位置,Rimu
０ 、vimu

０ 和

rimu
０ 为初值,Δt为IMU测量的时间步长,T 为总时长.

搭载光学相机的测量节点通过识别与匹配图像中陨坑、山脊、斜坡或岩石等地形特征点实现节点状

态的估计[１０].第i个测量节点的相机观测模型为

yi
c,j ＝ ui

pj
,vi

pj
[ ] T

Mi
pj ＝

１
siKi

Ri,c
k( ) T rl,c

０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pi

j

(１０)

其中,yi
c,j 为测量节点i中对第j个特征的视觉观测量,Ri,c

k 为测量节点i的相机在小天体附着点坐标系中

的姿态,si 为尺度因子,Mi
pj 为特征点pj 在视觉测量节点i导航图像中的齐次像素坐标向量,rl,c 为测量节

点i在小天体附着点坐标系中的位置,pi
j 为特征点在附着点坐标系下的齐次坐标位置,Ki 为节点i相机的

内参矩阵.由光学相机观测可以得到测量节点i在k时刻的状态估计值为

R̂i,c
k ,r̂i,c

k( ) ＝argminf

f＝
１
２∑ yi,k

c －
１
siKi R̂l,c

k( ) r̂i,c
k

０ １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Pi,k

j{ }
２ (１１)

２　状态耦合约束下的柔性附着状态估计方法

将测量节点的状态估计在系统内进行传播,通过图论理论描述各测量节点间的通信关系,记与测量

节点i存在通信的测量节点集合记为Ni .由于测量节点间存在柔性连接,故测量节点的状态间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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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约束.对于第i个测量节点,其在第k时刻的状态受到如下约束

ri
k －rj

k －lij －Δlij ≤０,j⊆Ni (１２)
其中,lij 为第i个和第j个测量节点柔性连接的标称长度,Δlij 为柔性连接的长度可变化范围.

上述约束为各节点的状态估计提供了有效的先验信息,即节点状态估计需要满足

argminfri
k( )

st
cri

k( ) ≤０

(１３)

其中,fri
k( ) 为节点状态最优估计的目标函数,cri

k( ) 为节点状态最优估计的约束条件,具有以下形式

fri
k( ) ＝ ri

k －r̂i
k( ) ri

k －r̂i
k( ) (１４)

上述问题是一个带约束的最优估计问题,节点状态最优估计的Lagrangian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Lri,τ
k ,λτ( ) ＝ ri,τ

k －r̂i
k( ) ri,τ

k －r̂i
k( ) ＋∑

ni

β＝１
μβ

τcβ ri,τ
k( ) (１５)

其中,ni 为测量节点状态约束的数量.
采用牛顿方程对节点状态的最优估计进行求解,迭代步骤如下

ri,τ＋１
k

μτ＋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ri,τ
k

μτ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τ

δμτ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６)

其中,μτ＋１ 为拉格朗日乘子λτ 的更新值,ri,τ＋１
k 为节点状态估计ri,τ

k 的更新值,dτ 和δμτ 为迭代增量由

Karush Kuhn Tucker条件得到.状态耦合约束下节点状态最优估计的 Karush Kuhn Tucker条件为

ÑrLri,τ
k ,μτ( ) ＝０

cri,τ
k( ) ≤０,μτ ＞０,　μτcri,τ

k( ) ＝０
(１７)

上述 KKT条件在数学上对应一个序列二次规划问题,即

argmin１
２ dτ( ) Thτdτ ＋ dτ( ) Tgτ

st
cri,τ

k( ) ＋ Ñcri,τ
k( ) Tdτ ≤０

(１８)

式中,

hτ ＝ Ñfri
k( )[ ] ２＋∑

ni

β＝１
μβ

τ Ñcβ ri,τ
k( )[ ] ２

gτ ＝Ñrfri
k( )

(１９)

对上述序列二次规划问题进行迭代求解,首先得到dτ ,然后对拉格朗日乘子进行更新

μτ＋１＝ Ñcri,τ
k( )Ñcri,τ

k( ) T[ ] －１ Ñcri,τ
k( ) hτdτ ＋gτ( ) (２０)

直到达到迭代结束的终止条件,如

dτ ≤ε或τ ≥n
其中,ε为规定的最小步长,n 为最大迭代次数.

３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方法的可行性,以针对Bennu小天体的附着任务为例,进行表面附着自主导航的仿真计算.
柔性附着系统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测量节点个数为３个,测量节点搭载惯性敏感器及光学相机.节点搭

载相机的参数一致,机视场角为３０°,相机焦距为７１７mm,成像分辨率为１０２４×１０２４,加速度计漂移

参数为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 ] T m/s２ .附着过程中提取视场内形貌特征中心点作为特征点,形貌

特征位 置 由 仿 真 平 台 随 机 生 成. 着 陆 器 质 心 的 初 始 位 置 为 １０,１０,７５５[ ] Tm , 初 始 速 度 为

－００３,－００２,－０２[ ] T m/s,初始姿态为 １,０,０,０[ ] T ,测量节点在着陆器本体坐标系中的初

始状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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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柔性附着系统示意图

在附着点坐标系下建立着陆器的质心附着标称轨迹,着陆器质心从初始位置经过１８００s后到达附着

点正上方３０m 处,质心标称附着轨迹由阿波罗制导律生成,姿态控制律使着陆器z 轴始终垂直指向附着

平面,质心附着标称轨迹如图２所示.附着过程中,受环境扰动,控制误差和柔性体物理特性等因素的影

响,各节点相机在导航基准坐标系的位置可能会发生变化,各节点相机在导航基准坐标系中的位置误差

幅值为标称长度的１０％,误差分布为高斯分布.

图２　小天体附着过程标称轨迹

基于上述仿真条件,对附着过程中节点状态估计的精度进行分析.图３~图５为文中状态耦合约束下

协同导航方法与非约束导航方法单次附着实验状态估计精度的对比图.附着过程中无约束方法的x 轴平

均导航误差为２３６２４m,y轴平均导航误差为２２９７０m,z轴平均导航误差为４７８７４m;状态耦合约束

方法的x 轴平均导航误差为１７４９１m,y 轴平均导航误差为１２４３０m,z轴平均导航误差为１７９５６m,

x 轴导航平均误差减小２５９６％,y 轴平均导航误差减小４５８８％,z 轴平均导航误差减小６２４９％.由仿

真结果可见附着过程中的状态估计误差相比于非协同导航方法明显减小,满足了高精度附着自主导航的

需求.图６对比了状态耦合约束下协同导航方法与非约束导航方法节点间的构形估计偏差,即节点间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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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估计误差的平均值,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显著提升节点间相对位置的估计精度,有利于柔

性附着系统多测量节点间构型的保持.

图３　x 轴平均位置估计误差对比

图４　y 轴平均位置估计误差对比

图５　z轴平均位置估计误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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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构形估计偏差对比

４　结　论

针对小天体柔性附着系统多测量节点协同状态估计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多节点状态耦合约束下多

节点协同状态估计方法,通过测量节点的局部观测构建多个子状态估计器,引入节点间的柔性连接关系

作为先验信息,对子状态估计器的估计结果进行融合,提高状态估计的精度.仿真实例说明了该方法的

有效性,有助于实现精确安全附着小天体的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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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InSAR卫星编队连续小推力重构控制研究

舒　睿１　桂玉乐１　贾庆贤１　李化义２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２哈尔滨工业大学卫星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针对近地InSAR卫星编队构型重构精确控制的需求,首先给出了基于相对E/I 矢量描述的

相对运动模型以及高阶地球非球形摄动模型和大气阻力摄动模型.然后,推导了编队构型在平面内和平

面外重构的燃料消耗最优控制脉冲表达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精确可控的连续小推力重构控制方

法.该方法通过将燃料消耗最优控制脉冲在最优施加点附近分解为连续小推力的形式对编队构型重构过

程进行连续精确控制.接着,详细给出了基于连续小推力的构型平面内和平面外重构控制实施方案.最

后,通过数学仿真,验证了所提方法在考虑地球非球形摄动和大气阻力摄动等因素的基础上,能够同时

满足构型重构控制精度和燃料消耗最优的要求.
关键词　InSAR卫星编队;构型重构;脉冲分解;连续小推力

０　引　言

近年来,星载InSAR技术因其范围广、精度高、全天候等优势,成为编队卫星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热

点,尤其是近期针对InSAR卫星编队在对地成像测绘方面的应用需求,如德国宇航中心提出了 TanDEM
X计划[１]和我国发射的天绘２卫星[２].卫星编队想要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则要依赖于星间相对

构型控制与重构.针对卫星编队组网的不同任务,需要不同的卫星编队空间构型,随着航天任务不断多

元化,卫星编队构型重构技术在保障InSAR卫星系统工作效率上的关键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卫星编队飞

行控制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目前,大部分卫星采用脉冲推力器从事卫星轨道机动以及轨道维持任务,脉冲推进系统发展较早,

技术更为成熟,但比冲低.连续小推力相对常规脉冲推进器所能产生的推力而言,具有比冲高、消耗工质

少,振动小,体积小,推力精确可控、可长时间提供连续推力等优点.在编队飞行中,卫星所受的摄动

力是连续的,需要利用推进器对摄动力进行持续补偿,而在完成同样的轨道控制和轨道机动下,连续小

推力所需要的燃料更少,意味着其能更长时间、更加灵活地进行星间相对运动调整,使InSAR卫星系统

获得更长的寿命.此外,小卫星在分布式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有限的有效载荷的质量和功率对

编队重构提出了新的要求[３].因此,可以提供连续小推力的微推进器成为在空间推进领域发展和应用最为

迅速的技术方向.

针对连续小推力的卫星编队重构问题,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李静[４]将PRM 应用于小推力编队重构

中,并提出了适用于实际工程的燃料最优重构方法;Xu等[５]开发了基于滑模控制的卫星编队控制问题,

达到了使用更少燃料进行更精确控制的目的.Sarno等[６]针对SAR卫星任务驱动型重构控制问题,提出

了SAR卫星编队系统自主重构算法.Steindorf等[７]研究了基于 ROE状态空间设计的近地卫星的小推力

制导控制策略;这一制导策略不仅可以让编队在任意轨道上完成队形重构,还能规避碰撞风险.Hou
等[８]改进了原有的 Bang Bang控制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控制目标函数形式.利用同伦方法[９],Xi
等[１０]给出了一种卫星编队最优重构bang bang控制方法.Yan等[１１]研究了基于 Gim Alfriend状态转换

矩阵的低推力最优重构控制问题.Bernelli Zazzera等[１２]将连续小推力控制转化为最优控制解的问题,基

于多重打靶技术,提出了一种用于解决 NLP问题的优化方法.Sarno等[１３]提针对卫星编队重构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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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导问题对集中式和分布式策略进行了对比.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近地InSAR卫星编队连续常值小推力重构问题.文中

考虑近地卫星空间摄动特性,建立了基于相对E/I矢量的InSAR卫星相对动力学模型、高阶地球非球形

摄动模型和大气阻力摄动模型.进一步提出了基于周期四脉冲 (平面内三脉冲和平面外单脉冲)的

InSAR卫星编队脉冲重构方法.利用脉冲分解方法,计算编队卫星连续常值小推力持续时间.最后,对

所提方法进行仿真分析,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应用性.

１　InSAR卫相对构型描述与摄动力建模

１１　基于相对E/I矢量的相对动力学建模

采用相对E/I矢量描述编队构型时,可以采用较少的轨道要素,得到清晰的几何关系,有利于编队

飞行的构型设计[１４].为描述伴随航天器 (下标２)相对参考航天器 (下标１)的相对运动,引入E/I矢量

描述法,轨道关系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图１　编队星间轨道关系

　　　
图２　相对偏心率矢量关系

图１中:N１ 和N２ 为轨道的升交点,N１２ 为两个轨道的交点 (相对升交点).可得相对偏心率矢量和相

对倾角矢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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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ω 为近地点幅角,φ 为相对近地点幅角,θ 为相对倾角矢量的相位角.针对圆或近圆轨道,在相同的

纬度幅角下,对近距离运行的双星进行式差分运算,可得

rT/a ≈ f２－M２( ) － f１－M１( )

＝ －２ΔeY( )cosu＋ ２ΔeX( )sinu
(３)

rR/a ≈ r２－r１( )/a

＝ －ΔeX( )cosu－ ΔeY( )sinu
(４)

式中,rR ,rT 分别为沿径向和沿航迹向的相对距离,a 为轨道长半轴,f 为真近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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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Δe和Δi之外,星间相对运动还会受到相对半长轴差Δa 和相对纬度幅角差Δu 的影响,因此针

对InSAR卫星编队的圆或近圆轨道,在一阶近似假设下,可得Δa 和Δu 导致的沿径向和航迹向的相对运

动为

ΔrR/a ≈Δa/a (５)
ΔrT/a ≈Δu－３/２Δa/a( ) u－u０( ) (６)

根据式 (３)至式 (６)可得线性化的相对运动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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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 为轨道速度.如果忽略小量 Δa 和 Δu 的影响,那么使用相对E/I 矢量表示的径向 (R),切向

(T)和法向 (N)分量方程可简化为

ΔrR/a＝－δecosu－φ( )

ΔrT/a＝２δesinu－φ( )

ΔrN/a＝δisinu－θ( )

ì

î

í

ï
ï

ïï

(８)

根据式 (８),在获知编队飞行的几何构型后,易将几何构型转换为卫星的轨道参数[１５].

１２　空间摄动力建模

１２１　高阶地球引力场摄动力模型
考虑地球并非理想的均匀球形,建立地球非球形扰动势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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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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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２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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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
n

Pnm(sinϕ)(CW
nmcosmλ＋SW

nmsinmλ) (９)

将扰动势函数对位置 (球坐标系)求一阶梯度,即可得到球坐标下的地球非球形引力分量,如式

(１０)所示.式中:缔合勒让德函数Pnm(sinφ)和dPnm(sinϕ)/dϕ 可通过跨阶次递推法及一阶跨阶次递推

法分别计算得出,重力势系数Cw
nm 和Sw

nm 可通过迭代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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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２２　大气阻力摄动模型
考虑到卫星会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建立大气阻力产生的加速度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ad(r,v)＝－
１
２ρ

(r)vr vr
CdA
m

(１１)

式中,vr 为卫星相对大气的速度矢量;ρ为大气密度参数,与轨道高度有关;Cd 为卫星牵引系数;A 为卫星

参考面积;m 为卫星质量.

２　InSAR卫星编队构型重构燃料最优四脉冲控制

由式 (８)可知,InSAR卫星编队构型,轨道平面内核轨道平面外相对运动是解耦的.因此,In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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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编队构型重构控制可分解为轨道平面内和平面外构型脉冲重构控制,平面内最优重构控制脉冲为主

星轨道周期的沿航迹向三脉冲控制,而平面外最优重构控制脉冲为单脉冲控制.

２１　平面内三脉冲重构控制

令第一次点火脉冲和第二次点火脉冲时间间隔记为Δt１,第２次点火脉冲和第３次点火脉冲时间间隔

记为Δt２,第３次点火脉冲和下一次三脉冲点火控制起始脉冲时间间隔为t,则编队构型平面内重构控制

参数修正量可以表示为

Δa＝aδa＝
２
３

(δvt１ ＋δvt２ ＋δvt３) (１２)

Δλ＝aδλ＝－３[δvt１(Δt１＋Δt２＋t)＋δvt２(Δt２＋t)＋δvt３t] (１３)

Δe＝aδe ＝
２
n

(δvt１ ＋ δvt２ ＋ δvt３ ) (１４)

式 (１３)经过处理可以得到

Δλ＝－３δvt１(Δt１＋Δt２)＋δvt２Δt２[ ] －３t(δvt１ ＋δvt２ ＋δvt３) (１５)
因此三脉冲重构控制点火过程中沿航迹常值偏移改变量Δλs 的计算公式为

Δλs ＝－３δvt１(Δt１＋Δt２)＋δvt２Δt２[ ] (１６)
第一次三脉冲重构控制结束至第二次三脉冲重构控制过程中沿航迹的常值偏移变量Δλt 为

Δλt＝－３t(δvt１ ＋δvt２ ＋δvt３) (１７)
假设期望三脉冲重构控制点火后半长轴改变量为Δam ,沿航迹常值偏移改变量为Δλsm ,E 向量幅度

改变量为Δem ,则可得

Δam ＝
２
３

(δvt１ ＋δvt２ ＋δvt３)

Δλsm ＝－３δvt１(Δt１＋Δt２)＋δvt２Δt２[ ]

Δem ＝
２
３

(δvt１ ＋ δvt２ ＋ δvt３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１８)

令Δt１＝Δt２＝T/３ (T 为编队主星的轨道周期),且δvt１ 和δvt３ 为正,δvt２ 为负.则式 (１８)可以表

示为

Δam ＝
２
３

(δvt１ ＋δvt２ ＋δvt３)

Δλsm ＝－３T(δvt１ ＋
δvt２

２
)

Δem ＝
２
３

(δvt１ －δvt２ ＋δvt３)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９)

对上式进行求解,可得到

δvt１ ＝－
３
８

(Δam －Δem)－
Δλsm

３T

δvt２ ＝
３
４

(Δam －Δem)

δvt３ ＝－
３
８

(Δam －Δem)＋
３Δam

２ ＋
Δλsm

３T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２０)

２２　平面内三脉冲重构控制方法

针对平面外构型重构,选用单脉冲构型重构控制方法.此时可求解得平面外单次点火脉冲速度增量

及点火纬度幅角为

δv＝３aδi
u＝arctan(δiy/δix)＋２kπ{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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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i 为构型平面外重构控制I向量的改变量,k为０,１,２,３.

３　基于脉冲分解的构型连续小推力重构控制

３１　基本思路

当编队推进系统为连续小推力时,上述的基于脉冲构型重构最优控制方法将不再适用,而现阶段基

于相对轨道要素偏差反馈的连续小推力编队构型重构控制方法大都集中在控制精度上,无法满足燃料消

耗最优的要求,所以需提出即满足控制精度要求又满足燃料消耗最优的编队连续小推力构型重构控制

方法.
由上述内容可知,最优速度脉冲应该施加在特定位置处才能达到燃料消耗最优的目标.因此,为同

时满足控制精度和燃料消耗最优的目标,这里提出了在脉冲控制最优解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的工程约束

条件,将脉冲控制最优解在施加点前后进行分解的连续小推力重构控制策略.根据InSAR卫星编队构型

重构燃料最优四脉冲控制方案计算出平面内核平面外速度脉冲.考虑连续常值小推力,计算小推力需持

续施加时间,从而在脉冲点火时刻前后平均施加连续常值推力.

３２　构型重构连续小推力控制实施方案

３２１　基于连续小推力的编队构型平面内重构控制方案
如图３所示,采用连续小推力方式的编队平面内重构控制流程可分为以下６个步骤:

图３　编队重构平面内控制流程图

１)根据当前编队平面内构型参数δαc 和目标构型平面内构型参数δαt ,计算构型参数偏差Δδα .

２)如果Δδα 满足控制精度要求,则结束;如果不满足,转到第３)步.

３)根据当前平面内编队构型参数,计算最优三脉冲大小ΔV１,ΔV２,ΔV３ 和施加时刻Δt１,Δt２,Δt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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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根据连续小推力大小,计算在每个最优脉冲处连续小推力的施加总时长 ΔV１/Vmax ,ΔV２/Vmax ,

ΔV３/Vmax ,其中Vmax 为连续小推力值.

５)确定了每个最优脉冲连续小推力时间总时长后,在各个轨道每个最优脉冲处施加连续小推力控制.

６)更新平面内编队构型参数,转到步骤１).

３２２　基于连续小推力的编队构型平面外重构控制方案
如图４所示,基于连续小推力的编队构型平面外重构控制流程可分为以下６个步骤:

１)根据当前编队平面外构型参数δβc 和目标构型平面外构型参数δβt ,计算构型参数偏差Δδβ ;

２)如果Δδβ 满足重构控制精度要求,则结束;如果不满足,转到第３)步;

３)根据当前平面外编队构型参数,计算平面外最优单脉冲大小ΔV４ 和施加时刻Δt４;

４)根据连续小推力大小,计算在每个最优脉冲处连续小推力的施加总时长ΔV４/Vmax ;

５)确定了每个最优脉冲处连续小推力时间总时长后,在每轨每个最优脉冲处施加连续小推力控制;

６)更新平面外编队构型参数,转到步骤１).

图４　编队重构平面外控制流程图

４　仿真分析

４１　仿真参数设置

设主星与从星的质量均为１７５０kg,大气密度为１×１０－１２ kg/m３,面质比为００７m２/kg,比冲为

２３００m/s,推力大小００５Nm,选取重力场阶数为３０阶.主星轨道参数与构型参数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主星轨道参数

参数 a/(km) e i/(°) ω/(°) Ω/(°) M/(°)

数值 ７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７５ ９５４２６ ９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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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构型参数设置

初始构型参数 目标构型参数

偏移量lx/(m) ０ ０

偏移量ly/(m) ０ ０

振幅rx/(m) ５２３８２３２ ３６０９９５０

振幅rz/(m) ５０７５０９４ ６４６０２６５

初相位αx/(°) １６５２ １１６７

初相位αz/(°) ０ ０

４２　仿真结果与分析

根据所提四脉冲分解的InSAR卫星编队连续小推力重构控制方法,计算连续小推力施加时刻和推力

持续时间,从而对卫星编队构型重构过程进行仿真分析.图５~图８给出了编队在空间以及各个投影面的

重构轨迹.该仿真结果表明所提编队构型连续小推力重构控制方法能够实现编队初始构型到目标构型间

的重构控制.

图５　编队重构空间轨迹图

图６　编队重构轨迹在XOY 平面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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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编队重构轨迹在XOZ 平面投影图

图８　编队重构轨迹在YOZ 平面投影图

图９~图１２给出了构型重构过程半长轴偏差、平面内与平面外的构型尺寸偏差以及航迹向漂移距离

偏差.由图可知,编队构型控制指标收敛于零,表明编队构型能够在满足重构精度要求的前提下逐渐趋

于目标构型,最终实现编队构型精确重构目的.

图９　半长轴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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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平面内构型尺寸偏差

图１１　平面外构型尺寸偏差

图１２　航迹向漂移距离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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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给出了编队构形重构过程星间安全距离,由图可知重构过程中星间最小距离大于５００m.因此

该重构控制方式能够保证重构过程中星间不会发生碰撞.

图１３　星间安全距离

５　结　论

本文研究了基于脉冲分解的近地InSAR卫星编队连续常值小推力重构控制问题.文中考虑了近地卫

星空间摄动特性,建立了高阶地球非球形摄动模型、大气阻力摄动模型以及基于相对E/I 矢量的InSAR
卫星相对动力学模型.基于周期四脉冲的编队构型重构控制策略,利用脉冲分解方法,给出了InSAR卫

星编队构型连续小推力重构控制方法.最后,对所提方法进行仿真分析,验证了所提方法能够实现

InSAR卫星编队构型精确连续小推力重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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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craftFormationReconfigurationControl
MethodBasedonContinueLowThrust

SHURui１,GUIYu le１,JIAQing xian１,LIHua yi２

１CollegeofAstronautics,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２CollegeofAstronautics,HarbinInstituteofTechnology

　　Abstract　Inordertomeettherequirementofprecisecontrolforformationreconfigurationofnear
earthInSARsatellite,therelativemotionmodelbasedonrelativeE/Ivectordescription,thehigh order
nonsphericalperturbation modelofthe earth and the atmospheric drag perturbation modelare

presentedThentheoptimalcontrolpulseexpressionsoffuelconsumptionforformationreconfigurationin
andoutoforbitplanearederived,andsodoesanaccuratecontinuousconstantlowthrustreconfiguration
controlmethodInthismethod,thefuelconsumptionoptimalcontrolpulseisdecomposedintotheform
ofcontinuousconstantsmallthrustinneartheoptimalpointtocontinuouslyandaccuratelycontrolthe
formationconfigurationprocessThen,theimplementationschemesofcontinuousconstantsmallthrust
reconfigurationcontrolinplaneandoutofplanearegivenindetailFinally,through mathematical
simulation,itisverifiedthatthismethodiseffectiveinconsideringtheearthnonsphericalperturbation
andatmosphericdragperturbation,thecontrolaccuracyandfuelconsumptionforInSARformation
configurationcanbeoptimizedsimultaneously

Keywords　InSARsatelliteformation;Configurationreconstruction;Pulsedecomposition;Continuous
lowth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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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座受控类空间机械臂最小反作用轨迹规划

尹　旺 　王　翔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安装在航天器平台上的空间机械臂在动作时会对基座产生的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力矩,对于

有定向需要的航天器平台需要消耗自身能量来抵这种消姿态干扰.本文首先采用牛顿 欧拉递推法建立了

七自由度机械臂的逆动力学方程,然后建立 “４ ３ ４”形式的参数化关节轨迹模型,最后采用遗传算法

分别在全局和局部对机械臂产生的反作用进行优化,仿真结果表明:按照优化后的关节轨迹运动,能使

机械臂对航天器平台的反作用力矩达到最小.
关键词　七自由度机械臂;轨迹规划;遗传算法;反作用力矩

０　引　言

空间机械臂在大型航天器的在轨建造及运营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包括航天器舱段转位、
辅助对接、支持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转移舱外有效载荷等动作[１].而我国即将建造的 “天宫”空间站也将

搭载大小机械臂[２].当机械臂动作时,空间站作为机械臂的安装基座也会受到一定的反作用,为了减小机

械臂运动对航天器平台的动力学特性影响,众多学者对机械臂的轨迹规划进行了研究.
廖志祥[３]等人提出了一种零反作用轨迹跟踪算法,当机械臂的运动满足一定的规律时,具有初始动量

的自由漂浮空间机械臂末端既能精准地跟踪目标,又能保持基座的稳定.李文龙[４]分别针对时间最短和关

节加速度最小的目标,在零反作用轨迹中寻找了最优解.但是零反作用轨迹会从很大程度上限制机械臂

的运动范围.
王永智[５]等人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对自由漂浮空间机器人载体的姿态扰动进行了优化分析,并以二连

杆为例进行了仿真分析.王明[６]等人采用混沌粒子群算法对关节空间点到点的参数轨迹进行了优化分析,
算法中的适应度函数同时考虑了对基座的反作用、关节速度和加速度约束,但前提是机械臂基座处于自

由漂浮状态.
何明[７]对于受控基座和自由漂浮的基座,提出了不同的优化目标.然后利用遗传算法对轨迹参数进行

了优化,结果表明机械臂按照优化后的轨迹运行比对照组的轨迹对基座的反作用更小.史士财[８]等人针对

机械臂运动时对基座产生的反作用问题进行了全局优化,即搜寻一条关节轨迹使得机械臂对基座的反作

用力/力矩在工作时间内的积分达到最小,但是两者的研究对象均为三自由度的机械臂.
通常情况下,航天器平台为了保持对地定向需要消耗自身能量保持姿态的稳定,对于基座受控类的

机械臂的轨迹规划研究较少,而七自由度机械臂的冗余性又使得末端的非奇异位姿对应着无数组关节角,
下文将在关节空间对七自由度机械臂的轨迹进行优化分析.

１　七自由度机械臂动力学模型

１１　运动学建模

根据Denavit和 Hartenberg提出的方法 (DH 参数法)建立七自由度机械臂的坐标系及正运动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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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保持坐标轴方向不变将图中坐标系平移到各连杆的质心处得到质心坐标系,图１为机械臂各连杆的坐

标系.

图１　空间机械臂运动学模型

根据D H 参数法知４个参数可唯一确定相邻连杆之间的变换通式,七自由度机械臂的D H 参数如

表１所示.

表１　七自由度机械臂的D H参数

i θi (°) di (mm) ai (mm) αi (°)

０ ０ ０

１ θ１ (０) ７００ ０ ９０

２ θ２ (０) ４５０ ０ －９０

３ θ３ (－９０) ４５０ ２０００ ０

４ θ４ (０) 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０

５ θ５ (９０) ４５０ ０ ９０

６ θ６ (０) ４５０ ０ －９０

７ θ７ (０) ７００

i－１
　iT＝

cθi －sθi ０ αi－１

sθicαi－１ cθicαi－１ －sαi－１ －disαi－１

sθisαi－１ cθisαi－１ cαi－１ dicαi－１

０ 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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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根据相邻两连杆之间的变换通式可得到任一坐标系相对基坐标系的位姿
０
iT＝０

１T１
２Ti－１

i T (２)

根据多体系统运动学理论[９]求各连杆的绝对角速度和角加速度分别为

ω ＝βq
 (３)

ω ＝βq̈＋σ (４)

其 中:β ＝－ (pT)T ,σ ＝－ TTh ,h ＝ (h１ h２  h７)T ,ω ＝ (ω１ ω２  ω７)T ,ω ＝

(ω１ ω２  ω７)T ,hi ＝ωi－１ ×Ωi ,Ωi ＝pT
i qi ,q ＝ (θ１ θ２  θ７)T 为 广 义 坐 标 阵,p ＝

diag(p１ p２  p７)表示转轴基矢量阵,且pi＝０
iT(１:３,３),(j＝１,２７).通路矩阵T 为上三角

阵,且各元素均为－１,表示各连杆之间的相互连接关系.

各连杆的质心速度和加速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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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i＝∑
i

j＝１
ωk × ωk ×dji( ) ,(i＝１,２７);d 为通路矢量矩阵,表示连接铰与连杆质心之间的位

置关系,是７×７的上三角形矩阵.

１２　动力学建模

以上计算得到的速度、加速度、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矢量都是在基坐标系中表示的,需要通过相应的

变换矩阵将其转换到自身坐标系下.
根据牛顿—欧拉方程[１０]得到各连杆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惯性力和惯性力矩分别为

ifci＝miiri (７)
inci＝ciIiiωi＋iωi×(ciIiiωi) (８)

于是递推得到七自由度机械臂的逆动力学方程
ifi＝i

i＋１Ri＋１fi＋１＋ifci (９)
ini＝i

i＋１Ri＋１ni＋１＋inci＋irci×ifci＋ipi＋１×i
i＋１Ri＋１fi＋１ (１０)

其中,ifi 和ini 分别表示连杆i－１对连杆i的力和力矩在i连杆坐标系中的表示.－０f１ 和－０n１ 表示机械

臂对航天器平台的反作用力和力矩,也是下文即将优化的对象.当机械臂末端在自由空间运动时,i＋１fi＋１

＝i＋１ni＋１＝０.

２　参数化关节轨迹模型

为了使关节角的运动轨迹更加光滑同时不至于使轨迹方程过于复杂,本文用４ ３ ４形式的运动轨迹

描述各个关节角的变化.假设三段轨迹曲线具有图２所示的大致形状,具体的轨迹方程为

f１(t)＝a４t４＋a３t３＋a２t２＋a１t＋a０

f２(t)＝b３t３＋b２t２＋b１t１＋b０

f３(t)＝c４t４＋c３t３＋c２t２＋c１t＋c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１)

式中,三条轨迹曲线分别对应着式 (１２)中的三个时间段

０≤t≤t１

t１ ≤t≤t２

t２ ≤t≤t３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２)

假设给定如下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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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１(t０)＝θ０

f′１(t０)＝θ０

f″１(t０)＝θ０

f３(tf)＝θf

f′３(tf)＝０

f″３(tf)＝０

f１(t１)＝f２(t１)＝θt１

f２(t２)＝f３(t２)＝θt２

f′１(t１)＝f′２(t１)

f″１(t１)＝f″２(t１)

f′２(t２)＝f′３(t２)

f″２(t２)＝f″３(t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３)

由式 (１２)和式 (１３)可知,１４个方程１４个未知数,轨迹方程的系数有唯一解.

图２　４ ３ ４参数化轨迹曲线

一般情况下,轨迹规划时间tf 以及各关节的起始角度θt０ 和终止角度θtf 是已知的,假设tf －t２＝t１,

θtf －θt２＝θt０ ,同时,引入优化参数α 和β, 由式 (１４)知,α 和β 均在０和１之间取值.

α＝(t２－t１)/tf

β＝(θt２ －θt１
)/(θtf －θt０

){ (１４)

３　基于遗传算法的优化分析

３１　遗传算法的参数设置

遗传算法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全局优化算法,仅仅以目标函数作为搜索信息就能得到最优解.遗传

算法中有几个主要参数,其中包括:群体规模、交叉概率、变异概率和进化代数,本文中所设定的具体

数值分别为３０、０８、０１、８０.

３２　仿真分析

本文以七自由度机械臂在关节空间的轨迹规划为例进行仿真分析,任务规划时间设定为３０s,机械臂

的质量特性参数见文献 [１１].假设机械臂初始与期望的关节角度为Φ０ 和Φf ,仿真过程中暂不考虑其他

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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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０＝(０,０,－π/２,０,π/２,０,０)

Φf ＝(π/３,π/６,０,π/３,３
２π,π/６,π/６)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５)

为了表明方法的有效性,本文设定一组对照参数,即α＝０４,β＝０８.算例中设定了１５０个计算周

期,计算得到的七个关节角的轨迹如图３所示,对基座产生的反作用力矩如图４所示.

图３　关节角度的变化曲线

图４　对基座产生的反作用力矩

由于航天器姿态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输出能力有限,所以首先对干扰力矩进行局部优化,选取基座

反作用力矩幅值的最大值作为优化目标函数,由J１ 表达式可知局部优化实际上也就是峰值优化.

J１＝max‖０n１‖ (１６)
其中

‖０n１‖＝(‖０n１x‖２＋‖０n１y‖２＋‖０n１z‖２)１/２ (１７)
计算得到的最优参数为α＝０３７８２,β＝０６４５４,适应函数的最大值为－３５７６,即反作用力矩最小为

３５７６Nm,从优化结果来看,优化后的力矩幅值比对照组减小了４６８％,充分体现了方法的有效性

(见图５、图６).
由控制理论可知,当航天器受到的干扰力矩在某一时间段内的积分最小时,能节约航天器上宝贵的

燃料.因此,进行全局优化时,选取干扰力矩幅值对时间的积分作为优化目标函数,如式 (１８)所示.

J２＝∫‖０n１‖dt (１８)

优化结果为α＝０８７３３,β＝０９４４０,适应函数的最大值为－５３０９６８８,相对于参照组,虽然全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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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局部优化适应度进化曲线

图６　局部优化反作用力矩幅值的比较

化结果的力矩积分值有大幅下降,但是优化轨迹对应的干扰力矩幅值却有激增的现象,文献 [７]中指出

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因此在实际应用时要根据系统的抑振能力对α 的取值加以限制 (见图７、图８).

图７　全局优化适应度进化曲线

当综合考虑两种优化目的时,选取式 (１９)所示的目标函数,显然a和b的取值反映了全局优化和局

部优化所占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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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全局优化反作用力矩幅值的比较

J＝aJ１＋bJ２ (１９)
其中,a＋b＝１,当选择a＝０７,b＝０３时,优化结果为α＝０７００４,β＝０８７３３,适应函数的最大值为

－２１２９３.从优化结果来看,无论是力矩峰值还是力矩的积分值相比于参照组都有所减小 (见图９、图

１０).

图９　多目标优化适应度进化曲线

图１０　多目标优化反作用力矩幅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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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通过对机械臂关节空间轨迹参数的优化,能有效减小机械臂对基座产生的反作用力矩,因此能够减

轻航天器平台姿态控制分系统的压力.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全局优化时,为了避免在运动的起止时刻

反作用力矩的幅值激增,需要根据系统的抑振能力的对优化参数加以限制,或者与峰值优化综合考虑会

取得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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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jectoryPlanningforMinimizingBaseReactionof
BaseControledSpaceManipulator

YIN Wang,WANGXiang
BeijingInstituteofSpacecraftSystemsEngineering

　　Abstract　hespacemanipulatorinstalledonthespacecraftwillgeneratecorrespondingreactiveforce
andmomentwhentheroboticarm movesinspaceConsideringtheorientationneedsofspacecraft,the

platform mustconsumeenergytoreducetheundesirableeffectscausedby manipulatorFirstly,the
equationsofinversedynamicsofsevendegreesoffreedom manipulatorwereestablishedbyusingNeton
EulormethodSecondly,thejointtrajectoryisparameterizedwithpolynomialfunctionof‘４ ３ ４’

formFinally,thegeneticalgorithmisusedto minimizethereactionofcontrolledbasefordifferent
optimizingobjectives globalandpeakreactionoptimizing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base
reactiongeneratedbythemanipulatorcanbeminimizedwhenthejointsfollowingtheoptimizedtrajectory
curves

Keywords　７ DOFmanipulator;Trajectoryplanning;Geneticalgorithm;Reactive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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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卫星自主导航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刘伟杰　陈　斌　严　嵘　季　业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导航卫星的精密轨道确定是卫星导航系统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发展卫星自主导航技术可

以大大提高导航卫星轨道确定的自主性,突破通过地面测控系统测量卫星轨道的技术瓶颈,降低卫星在

轨维护人员的工作强度.本文首先系统性地描述了基于星间链路的自主导航、基于光学的自主导航等自

主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发展限制,然后探讨了在卫星导航系统中使用基于脉冲星的自主导航技术的可行性、

以及惯性测量单元、高精度定向观测相机等新技术、新型敏感器在卫星导航系统使用的可行性及技术难

点,最后,针对地球同步轨道导航卫星轨控期间的自主导航问题,提出了采用电推进技术进行高可信轨

道控制的设想.

关键词　自主导航;卫星导航系统;脉冲星;惯性测量单元

０　引　言

导航卫星自主导航技术是指在没有地面支持的情况下,完全依赖于导航卫星上装载的量测设备对卫

星的时间、速度、位置以及姿态等诸多导航参数进行实时预测的过程.目前,传统的卫星轨道确定方式

是依靠地面的测控站完成,测控站利用无线电测量系统和光学测量系统对卫星的相关数据进行测量,并

根据轨道动力学和滤波相关理论,对所得观测数据进行处理,再将更新的星历及相关控制信息通过注入站

传递给卫星[１].通过地面测控站确定卫星轨道的方式,受地面监测站的布局、地球大气层对无线电和光学

信号影响等多方面制约,另外卫星导航系统的卫星数量较大,众多卫星的轨道确定增大了地面设备的

压力.
本文针对导航卫星的发展需要,调研和分析了国内外自主导航技术发展状况和设计理念,在此基础

上总结出了导航卫星自主导航技术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研制提供参考.

１　卫星导航系统自主导航技术发展现状

国际上的卫星导航系统一般采用 Walker－δ星座[２],如美国的GPS,欧洲的Galileo系统,我国的北

斗导航系统 MEO星座等.该星座具有全球及纬度带覆盖性能突出、星座各条轨道面具有相同的轨道倾

角,升交点按等间隔均匀分布等特点.在星座构型的基础上,各国卫星导航系统的自主导航技术,按照

实现方式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分为基于星间链路的自主定轨技术和基于星上敏感器的自主导航技术.

１１　基于星间链路的自主定轨技术

为了解决导航卫星星座的自主导航问题,美国的 GPS首先引入了星间链路的设计,并经过几代卫星

对基于星间链路的自主导航方案进行了改进.目前采用最新星间链路技术的 GPS Ⅲ 定位精度优于１m,

授时精度优于１~２ns[３].

采用星间链路进行星座的自主导航技术高度依赖星间测距的精度以外,还跟导航卫星的轨道设计、

星座布局等因素息息相关.国内学者刘林、刘迎春等对利用星间测距观测值进行自主定轨的数学亏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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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推导了星间观测对轨道根数的导数,证明了星间相对距离无法反映升交点赤经的变

化,星座的整体旋转是不可观测的.并指出仅利用星间测距信息无法消除星座的整体旋转和漂移对定轨

精度的影响,在轨道估计过程中,相应的计算矩阵会发生亏秩现象[４,５].

１２　基于光学敏感器的自主导航技术

光学自主导航的基本原理是航天器利用自身的光学成像敏感器获取导航天体的图像,经过图像处理

后,提取出导航天体的信息,再结合天体星历信息和其他敏感器的信息.利用滤波算法自主确定航天器

的轨道和姿态.
目前,国际上地球轨道卫星主要采用星敏、红外地平仪、地敏、六分仪、紫外等光学敏感器进行自

主导航设计.以地球紫外和恒星可见光自主导航为例,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星敏感器观测恒星可见光.譬

如利用星敏感器全天球识别算法识别所有恒星星像,采用识别结果计算当前视场在J２０００下的姿态四元

数,根据姿态四元数,计算敏感器光轴指向在J２０００下的矢量[６].通过观测地球紫外波段轮廓可以进行紫

外敏感器成像,利用算法可得到地心矢量在卫星本体坐标系中的方向.如图１所示,根据图中卫星、星敏

光轴指向和地球三者之间的几何关系,可得到导航观测量.

图１　紫外敏感器和星敏感器自主导航示意图

地球边沿辐射的紫外波段,无论在白天或夜间均存在适应于探测的紫外临边辐射的特征,这些特征

中的临边辐射极值高度稳定,随经纬度和季节变化很小,随观测方位角变化也很小.该自主导航方法可

以很好地消除由于太阳光与地平线夹角带来的周期误差,具有很好的鲁棒性[７].
基于光学的卫星自主导航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导航天体选取的位置以及姿态信息,光学自主导航

敏感器技术、导航信息的获取与处理技术、导航滤波算法等.影响光学自主导航精度的因素有:状态先

验知识,未建模加速度、敏感器指向误差、测量频率、导航星的星历误差、测量随机噪声以及其他系统

误差等.基于光学的自主导航技术,具有载荷小、功耗低、无信号干涉等优点[８].

２　导航卫星自主导航技术的新方向

２１　基于脉冲星的卫星自主导航技术

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坍缩形成的致密天体,是一种具有高密度、强磁场和高速自旋特性的中子星.
脉冲星一般有两个磁极,以稳定的周期向宇宙空间发送脉冲信号.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期间,
通过研究发现脉冲星周期的稳定性可与原子钟的稳定性相媲美.

X射线脉冲星导航通过比较同一颗脉冲星信号到达航天器和太阳系质心的时间差来确定航天器在参考

坐标系中的位置和速度信息.为了获得到达时间差 (TimeDifferenceOfArrival,TDOA),需要将航天器

处测量的脉冲到达时间 (TimeofArrival,TOA)与在太阳质心参考系原点处预测脉冲 TOA时间进行比

较,TDOA反映了航天器相对于太阳质心坐标系原点 (SolarSystem Barycentriccoordinat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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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B)的距离,利用大于等于３颗不同脉冲星的测量结果就可解算出航天器的三维位置[９].
图２是采用太阳系质心天球参考系下X射线脉冲星导航的几何原理图.图中太阳系质心为坐标原点,

指向在历元J２０００下,太阳系质心坐标时的平春分点,ZSSB 与平赤道面垂直,YSSB 与XSSB 、ZSSB 构成右手坐

标系.rsc 、D 、rSE 及b分别为相对于质心SSB的卫星矢量、脉冲星矢量和地球质心及太阳质心矢量,OE

及Osun 分别为地球和太阳的质心,δ 、α 及n 分别为赤经,赤纬,脉冲星的辐射方向矢量[１０].

图２　脉冲星自主导航示意图

在太阳系质心天体参考系中,根据 X射线脉冲星自转特性的不同,其辐射出的脉冲星信号在周期、
脉冲宽度、光子流量等方面存在差异.由于脉冲星信号极其微弱,要获得具有较高信噪比的信号轮廓必

须进行长期累积.脉冲星的脉冲信号具有稳定的周期,如果已知时刻的初相和频率,以及频率的多阶导

数,太阳系质心处的相位可以利用相位演化模型精确预测[１１].

X射线脉冲星导航与传统卫星导航方法类似,都是通过对信号传播时延量的观测来求得目标与观测对

象的伪距信息,进而解算出目标的位置.与传统卫星的自主导航技术相比,利用 X射线脉冲星实现导航

卫星自主导航具有以下优点[１２]:

１)具有绝对观测信息,长期定轨中不存在累积误差;

２)脉冲星为天然星体,且分布广泛,无需进行前期的系统平台建设;

３)不存在定位区域限制,能够同时兼顾近地导航和深空导航.

２２　基于加速度计的自主导航技术

在轨导航卫星所受摄动力分为保守力和非保守力两部分.现有的力学模型可以很精确地描述保守力,

如地球非球形摄动、潮汐摄动、太阳月球或其他引力.而非保守力主要是太阳光压摄动,其不仅与太阳

相对于轨道面的位置有关,还受卫星表面结构、表面材料老化和卫星姿态变化等因素影响,难以用模型

精确描述.虽然学者已提出多种光压模型,如物理解析模型和经验模型以及半解析模型等,但由于光压

摄动的复杂性,目前还没有一种理想的模型能很好地对光压进行更正,因此光压成为影响导航卫星定轨

精度的主要摄动力.
可以通过高精度的加速度计来测量非保守力导致的卫星加速度,国际上的重力梯度卫星已经实现了

采用加速度计进行非保守力的测量,因为成本等原因,该项技术还没有在导航卫星自主导航技术中得到

应用.美国 NASA详细探讨了在 GPS试验星 NTS ３上采用加速度计测量太阳光压的可行性,通过准确

地测量 GPS卫星受到的太阳光压,可以较为准确地实现 GPS导航卫星轨道预报[１３].

美国 NTS ３实验星上采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构成惯性测量单元,陀螺仪测量载体的惯性角速度,加

速度计测量作用在载体上的非引力加速度.结合初始状态信息,对测量值进行积分,可以获取航天器的

位置、速度和姿态信息.采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构成惯性测量单元,测量太阳光压等非保守力对导航卫

星的作用效果,从而降低或消除卫星导航系统星座的整体旋转和漂移对定轨精度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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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行性和工程意义[１４].

２３　高精度定向观测技术

许多科研国外卫星 (如重力梯度卫星和态势感知等)装备了先进的高精度定向观测设备,能够实现

角秒级的测量精度.以重力探测仪卫星 (GravityProbeB,GP B)卫星为例,GP B卫星的科学目标是

将地球轨道中观测到的陀螺的运动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测的结果进行对比,该航天器装有目前世

界上最为精密的陀螺仪和星敏感器,通过测量陀螺在地球引力场运动中发生的相对于惯性坐标系的偏移,
最终以低于１％的误差证实了参考系拖曳效应[１５].

图３是 GP B卫星搭载的是施密特 卡塞格林望远镜结构,望远镜对准向导星,提供陀螺漂移参考.
望远镜由均匀的熔凝石英组成,直径１８４mm,孔径１４４mm,焦距３８m,镜头直径１４２mm.望远镜视

线严格与每只陀螺仪的检测回路平面平行.望远镜测量精度为０１×１０－３ (″),当向导星在视场内时,望

远镜对准向导星的偏差不超过２００×１０－３ (″),即光轴始终保持在导航星光学中心的±１００×１０－３ (″)内.

图３　施密特 卡塞格林望远镜结构图

不考虑成本因素,星载光学观测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能够满足卫星高精度自主导航需求.针对 MEO
轨道导航卫星星座的整体旋转和漂移问题,采用高精度光学设备进行导航卫星的定向观测,将是一个行

之有效的发展方向.

２４　导航卫星轨控期间的自主导航技术

我国 GEO和IGSO轨道的导航卫星,受地球扁率造成的摄动影响导致轨道漂移,需要周期性地进行

轨控位保操作.因此目前北斗导航卫星轨控期间,无法实时获得精确的轨道数据,导致该卫星在轨控期

间的导航业务中断.另外,目前国际上大部分高轨导航卫星采用双组元推进系统,这种推进方式控制误

差较大,并且在卫星的寿命中后期,贮箱的液体晃动现象显著加剧,对卫星的定姿精度和轨控精度影响

十分明显.
近年来,无拖曳推进技术在最近几十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国内外为推力调节

作了大量的工作,探索出了很多技术途径和设计方案.经过多年发展,高精度高可信度推力技术在无拖

曳控制中得到了工程应用.表１是第二代空间天体测量卫星计划 (GlobalAstrometricInterferometerfor
Astrophysics简 称 GAIA) 航 天 器、重 力 场 与 海 洋 探 测 (Gravity FieldandSteady State Ocean
CirculationExplorer,简称 GOCE)卫星、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 (LaserInterferometerSpaceAntenna,
简称LISA)使命等航天器电推进技术指标[１６],我国的天琴一号航天器也在轨实现了分辨率为０１μN 的

电推进技术.
目前,无拖曳推进技术已经在 GOCE等重力梯度卫星上成功应用,并成功实现了分辨率为０１μN的

无拖曳推进技术.从技术角度来看,研制高精度、高可信度的电推进技术可行性极高,通过研究提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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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高精度推进系统,为地球同步轨道导航卫星轨道维持提供精确的轨道控制和预报,确保轨控期间

导航任务连续不中断.
针对电推进等小推力发动机轨控期间的自主导航问题,国内学者和科研单位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将电推进发动机的标定技术以及光学天文导航结合起来,也是一种可行性极高的发展方向[１７].

表１　无拖曳推进技术技术指标

卫星 GAIA GOCE LISA

所属国家 欧空局 欧空局 欧空局

推力 １~５００μN １５~２０mN １~１００μN

分辨率 １μN １２μN ０１μN

线性/偏置 ±１％/２μN ＜４％ ２μN

响应时间 ２５０ms/２μN ３２ms/１２μN １００ms/３０μN

控制带宽 ２Hz １０Hz １０Hz

总冲量 ２００００Ns ２００００Ns ２００００Ns

寿命 １４０００h １８０００h １８０００h

３　结　论

未来,卫星导航系统必然朝着定位精度更高、使用更方便的方向发展,在这个需求的牵引下,导航

卫星的自主导航能力需求将会越来越迫切.高精度加速度计、高可信度电推进、基于脉冲星的自主导航

等新产品、新技术,必然会在导航卫星自主导航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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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DevelopmentTrendofAutonomous
NavigationTechnologyforNavigationSatellites

LIU Wei jie,CHENBin,YANRong,JIYe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Theaccuracyoforbitdeterminationisaprerequisiteforthenormalworkingofsatellite
navigationsystemThedevelopmentofautonomoussatellitenavigationtechnologycangreatlyimprovethe
autonomyoforbitdeterminationofnavigationsatellites,breakthroughthetechnicalbottleneckofsatellite
orbitmeasurementthroughthegroundmeasurementandcontrolsystem,andreducetheworkintensityof
maintenancestaffFirstly,thispapersystematicallydescribesthedevelopmentandlimitationofthe
navigationtechnology,suchasautonomousnavigationbasedoninter satellitelinkandautonomous
navigationbasedonopticaltechnologyThenautonomousnavigationtechnologybasedonthepulsaris
discussedBeawareoftheinertialmeasurementunit,high precisionobservationcameraaregreatly
developed,whichcanbeusedonautonomousnavigation,sothefeasibilityandtechnicaldifficultiesare
alsodiscussedFinally,anewautonomousnavigationbasedonthehighreliablepropulsiontechnologyfor
thesatellitesstationkeepingintheearthsynchronousorbitwas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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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地L１点 Halo轨道的鲁棒维持策略

冯　展１　刘　航２　郑亚茹３　徐　明１

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

摘　要　三体问题中共线平动点的 Halo轨道具有不稳定性,因此运行在其附近的航天器需进行轨道

维持.本文针对 Halo轨道维持中存在未知摄动的问题,构建了具有良好鲁棒性的轨道跟踪策略.基于滑

模控制方法,对摄动加速度上界进行了估计,并引入到控制律中.控制律设计中考虑推力饱和,通过引

入可变参数,使推力可以受控调节,达到避免饱和并加快误差收敛速度的目的.由 Lyapunov稳定性理论

证明了系统稳定性.使用CR３BP模型设计标称轨道,并在SBCM 模型下进行仿真校验.数值仿真表明设

计的控制律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良好的鲁棒性.
关键词　平动点;Halo轨道;轨道维持;鲁棒跟踪

０　引　言

平动点是三体问题中的引力平衡点,在其附近存在大量周期轨道 (Lyapunov轨道、Halo轨道等)与

拟周期轨道 (Lissajous轨道、拟 Halo轨道等).这些轨道可用于一些特殊的深空探测任务以及空间低能

转移.如日地L２点适合于部署空间望远镜等科学观测卫星[１].日地L１点则是部署太阳观测和太阳风预警

卫星的良好地点[２].
共线平动点上的 Halo轨道是不稳定的[３],因而运行在 Halo轨道上的航天器需要定期进行轨道控制.

工程实践中,Halo轨道控制的推进方式一般有两种:基于传统化学推进的脉冲机动方式和基于电推进技

术的连续小推力保持方式[４].前者技术成熟,实现简单,但只适用于轨道的松散控制,且燃料消耗较大;
后者比冲高,能提供连续小推力,更适用于高精度的轨控任务.目前 Halo轨道的控制方法主要有两种:

Target模式和Floquet模式[５].Target模式即目标跟踪模式,由Breakwell等[６]提出,基本思想是通过频

繁控制迫使航天器跟踪设计好的标称轨道.Floquet模式由Simó等[７]基于Floquet理论和动态系统不变流

形理论提出,其利用 Halo轨道的不变流形,通过控制抑制航天器不稳定流形方向的运动趋势.后者在控

制律设计上更加复杂但能实现更少的燃料消耗.Cielaszyk等[８]从LQR中发展出数值方法用于 Halo轨道

的维持.Gurfil等[９]基于极点配置的思想提出了有限时域LQR控制器.Kulkarni等[１０]利用 H∞ 控制理论

设计了最优输出反馈轨道保持控制器,实现了L１点 Halo轨道的渐进稳定控制.楼张鹏[１１]基于扩张状态

观测器构建了反步滑模控制策略,克服控制器对系统模型信息的依赖.张斌等[１２]基于特征模型理论设了

黄金分割控制器和PD控制器分别用于速度与位置跟踪.
在深空中航天器与地球存在严重的指令延时,因此航天器应当具备处理外界不确定性的能力,如其

他星体引力摄动、光压等未知外界摄动力.本文采用滑模控制的方法,对 Halo轨道维持过程中的摄动力

上界进行估计,并考虑推力饱和,提出了一种具有鲁棒自适应性的 Halo轨道维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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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动力学模型

１１　圆型限制性三体模型

限制性三体问题考虑的是第三体质量远远小于两主天体的情形,此时第三体的运动对两主天体运动

的影响可以忽略.两主天体围绕公共质心作圆轨道运动时,则称之为圆型限制性三体问题 (Circular
RestrictedThreeBodyProblem,CR３BP).

本文使用的单位经过归一化处理,定义单位长度、时间和质量如下

L[ ] ＝RS－E/M

M[ ] ＝mS＝ME/M

T[ ] ＝ R３
S－E/M/G mS＋mE/M( )[ ] １/２

(１)

式中,RS－E/M 为太阳和地月质心之间的平均距离,mS 为太阳质量,mE/M 为地月总质量,G 为万有引力

常数.
在日 地月 航天器三体系统中,定义两个坐标系,日 地月惯性坐标系IS－E/M 和日 地月会合坐标系

SS－E/M .日 地月惯性坐标系IS－E/M 的坐标原点位于日 地月系统的质心O ,其Z 轴垂直于黄道面并沿着地

月系统的公转方向,其 X 轴沿黄道与白道的交线方向,其Y 轴由右手定则确定.日 地月会合坐标系

SS－E/M 的坐标原点位于质心O ,其z轴与Z 轴相同,x 轴由太阳指向地月系统的质心,而y 轴由右手定则

确定.
在日 地月会合坐标系SS－E/M 下,航天器在CR３BP中的动力学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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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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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μS

r３
S

R＋μSe１[ ] －
μS

r３
E－M

R－ １－μS
( )e１[ ] (１)

式中,R＝ [xyz]T 为航天器在SS－E/M 下的坐标,e１ ＝ [１００]T 是沿x 轴方向的单位向量,μS ＝
mE/M/mS＋mE/M( ) .

１２　空间双圆模型

空间双圆模型 (SpatialBi CircularModel,SBCM)将日 地 月系统分解为两个二体系统:地月系

统和日 地月系统.地月系统中,地球和月球绕两者质心做圆周运动.日 地月系统中,地月质心在黄道面

内做圆周运行.黄道面与白道面夹角取平均值为５°９′.在SBCM 中航天器的动力学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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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式中,θS 和φ 分别为太阳和月球的相位角,i为黄白交角.
本文在CR３BP下设计标称轨道,将SBCM 相比于CR３BP的额外引力视为摄动,在SBCM 下进行仿

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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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Halo轨道鲁棒控制器设计

２１　控制器设计

航天器在SBCM 引力场中受到标称模型引力、模型误差导致的摄动力以及推进系统的控制力,其动

力学方程为

r̈＝f＋D＋u/m (４)
式中,f 为标称模型下引力加速度,D 为模型误差导致的引力加速度,

f＝fr( ) ＝ÑU０ r( ) (５)

D＝Dr( ) ＝ÑUD r( ) (６)
定义航天器的位置和速度控制误差为

e１＝r－χd　e２＝r－χ

d (７)

式中,χd ∈R３ 为标称位置,χ

d ∈R３ 为标称速度.因此,控制的目标是将航天器稳定维持在标称轨道上,

即为将位置和速度误差控制为０,即e１＝０,e２＝０.
将式 (４)代入式 (１)可得

e１＝e２

e２＝f
~
＋D＋u/m{ (８)

式中

f
~

fr( ) －χ̈d (９)
为了使得位置和速度误差同时为０,需要将两者整合,则定义滑模面s为

s１＝e１

s２＝e２

s＝ps１＋qs２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０)

式中,p、q为大于零的实数.由于s１、s２ 是随时间变化的量,而p、q是可变的常数,可认为s＝０的充

分必要条件即为s１＝０且s２ ＝０.因此控制律的目标变为s＝０.
标称模型和自然模型误差导致的摄动加速度有界,设该摄动加速度上界为Dmax ∈R３,是一个各分量

都为正值的常矢量,满足D ≤Dmax .选择探测器质量m ,推力器系数ε１、ε２ 和摄动加速度上界Dmax 为

自适应估计量,定义估计误差为

D~ max D̂max－Dmax (１１)
则自适应估计律定义为

D~


max＝Λqmsgnss (１２)
式中,Λ 为估计律参数,为正常数.

实际上估计律设计、控制律设计和稳定性证明是同时进行的.综合上文自适应估计律以及下文中的

稳定性证明过程,将控制律设计为

u＝－
p
q２ms－

p２

q２msgnssgns１s１－mf
~
－kDmsgnsD̂max

式中,kD ＞１.符号函数sgn定义为

∀ν＝ ν１　ν２　ν３[ ] T ∈R３

sgnν＝diagsgnν１( ) 　sgnν２( ) 　sgnν３( )[ ] (１４)

sgnνi( ) ＝
＋１, νi ≥０

－１, νi ＜０,i＝１,２,３{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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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s＝ps１＋qs２ 代入式 (１２)前两项中可得

－
p
q２ms－

p２

q２msgnssgns１s１＝－m p２

q２ I＋sgnssgns１( )s１＋
p
q
s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可见,p/q值决定了位置误差s１ 和速度误差s２ 在推力中所占比重.在该式中,如果q 值不变,p 越

小,那么位置误差s１ 在推力中所占比重越小,速度误差s２ 所占比重越大.由于估计律中含有参数q,为

了估计律中参数调整的方便,采用固定q调整p 的方法来调整推力.在控制前期,航天器位置误差较大,
可能会导致推力过大,超出推力器能提供的最大推力,此时可通过减小p 值来减小推力;在控制中期,
位置误差较小,可通过增大p 值来增大推力.

这样,在控制前中期,通过调整p 值,可保持饱和推力,加快收敛速度.为了保持饱和推力,求取

合适的p 值,可以使用二分法.在控制后期,可通过减小p 值,增大速度误差s２ 在推力中所占比重,达

到类似微分控制的效果,从而更稳定地跟踪标称轨道.
当系统在滑模面附近运动时,符号函数sgn会出现反复的符号变化,引起高频颤振.表现在控制力上

就是控制力会出现高频的大小突变.控制装置无法处理这种高频颤振,可能会损伤,引起控制失败.为

了能够削弱推力的颤振,将sgnν 替换为更加平滑的双曲正切tanhν 函数,即

∀ν＝ ν１　ν２　ν３[ ] T ∈R３

tanhν＝diagtanha１ν１( ) 　tanha２ν２( ) 　tanha３ν３( )[ ] (１６)

式中,a１、a２、a３ 均为正常数.

２２　稳定性证明

根据上述控制律和自适应估计律而构建Lyapunov函数V 为

V＝V０＋V１ (１７)

V０＝
１
２msTs (１８)

V１＝
kD

２ΛD
D~T

maxD
~

max (１９)

稳定性证明如下.
由式 (１０)易知s对时间t求导为

s＝ps

１＋qs


２＝ps２＋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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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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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V０ 对时间t求导得

V


０＝
１
２msTs＋msTs

＝
１
２msTs＋qsT p

q２ms－
p２

q２ms１＋mf
~
＋mD＋u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１)

另一方面,V１ 对时间t求导,并代入估计律式 (１２)得到

V


１＝kDqm sgnss( ) TD~ max (２２)
则函数V 对时间t的导数为

V

＝V


０＋V


１

＝
１
２msTs＋qsT －

p２

q２ms１－
p２

q２msgnssgns１s１
æ

è
ç

ö

ø
÷＋qsT mD－kDmsgnsDmax[ ]

(２３)

显然可得到V


的第一项小于等于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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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msTs≤０

又因为m０ ＞ m,D ＜Dmax 恒成立,故V


的第二、三项小于等于０

qsT －
p２

q２ms１－
p２

q２msgnssgns１s１
æ

è
ç

ö

ø
÷ ≤０

qsT[mD－kDmsgnsDmax]≤０

因此,V


的各项全部小于等于０,即

V


≤０

V

＝０的充要条件为s＝０, 由LaSalle不变集定理可知系统将全局渐近收敛于s＝０,即s１＝０且s２＝

０, 位置误差和速度误差都收敛为零.

３　仿真校验

标称 Halo轨道的取值为Ax ＝２６００００km并且θ０＝０.标称轨道积分初值取为 [０９８８９９８０２２５０４３６４,

０,－０００３７２８３３８６２０２９５９４,０,００１０６６０７６３８２８９８９４,０]T.航 天 器 的 真 实 轨 道 初 值 取 为

[０９８８９９３０２２５０４３６４,４６７４４×１０－６,－０００３７３５３３８６２０２９６００,３×１０－５,００１０６９３２６３８２８９８９０,

－１×１０－５]T.即航天器在初始时刻距离标称位置为约１４６４６km,速度误差约为１３５０６m/s (置信度

９９％[１３]).航天器质量取为５００kg.选用 ESA 在SMART １任务中使用的霍尔推进器,比冲为Isp ＝
１６４３４s.最大推力设置为３Nm.仿真时长取为一个标称 Halo轨道周期,即约１７７天.

其他参数取值如下.

１)估计律参数Λ＝３５×１０－３ .

２)控制律中参数q＝１０００,p 值由控制律决定.

３)由于摄动加速度未知,将摄动加速度的初始值设为 [０　０　０]T.

４)使用tanh函数代替sign函数来抑制控制力颤振,针对s和s１ ,参数设置为

tanhs＝diagtanhassx( ) 　tanhassy( ) 　tanhassz( )[ ]

tanhs１＝diagtanhas１sx( ) 　tanhas１sy( ) 　tanhas１sz( )[ ]

式中,as ＝２００,as１＝２×１０５ .
数值仿真结果如下所示.图１展示了标称轨道以及航天器飞行的真实轨道.图２展示了控制过程中的

位置和速度误差在x、y、z方向上的分量.在x 轴方向的位置误差在控制初期有增大趋势,这是因为在

此处由于模型误差导致的摄动加速度较大,此时饱和推力也无法抵消其影响.但随着控制进行,航天器

渐渐离开此区域,因而模型误差带来的摄动加速度逐渐减小,同时随着摄动加速度估计值的不断增大,
控制误差也逐渐减小.从图２中可以看出,航天器在控制开始后约２０天内就能够回到标称轨道,最终三

个方向上的位置控制误差能够稳定在５m 以内,速度控制误差稳定在５×１０－６ m/s以内.该控制律具有较

快地收敛时间和较高的控制精度.
图３展示了控制参数p 和推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在前期控制位置误差增大,通过减小控制律中参

数p ,来保持饱和推力;控制中期,位置和速度误差逐渐减小,此时参数p 主动增大,以保持饱和推力,
使得误差的收敛速度加快.控制后期,位置误差和速度误差已经非常小,不再需要饱和推力来加快收敛

速度,因此可以保持参数p 不变.如图３ (b)所示,控制力在前中期保持饱和推力,后期则推力较小.
图４显示了航天器的质量变化,在约１７７天的飞行中,航天器消耗了１１９０２kg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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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标称轨迹与真实轨迹

图２　控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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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参数p 和控制力的变化

图４　质量变化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日地L１点 Halo轨道维持中存在未知摄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具有良好鲁棒性的控制策略.
该控制策略基于滑模控制方法,对未知摄动加速度的上界进行了估计,并将估计值引入到了控制律中.
由Lyapunov稳定性方法证明了系统稳定性.在控制律构建中,引入了可变参数,在控制过程中,通过调

整参数可达到改变控制力大小的作用,可以防止推力饱和,并提高控制前期的误差收敛速度,减小后期

燃料消耗.该控制控制策略基于 CR３BP模型设计,在数值仿真中使用了更加精确的SBCM 模型进行验

证.数值仿真验证了控制律的有效性及鲁棒性.
本文提出的控制策略赋予了航天器处理未知外界摄动的能力,具有较高的鲁棒性,因此非常适用于

深空探测任务中.该控制策略同时具有收敛速度快、燃料消耗少、控制精度高的特点,能够缩短任务时

间,提高任务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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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HaloorbitsofthecollinearlibrationpointsinthreebodyproblemareunstableSpacecraft
flyingonthoseorbitsneedstomaintainitstrajectoryThispaperdealswiththeunmodelledperturbationin
thestationkeepingcontrolofHaloorbitBasedonslidemodecontroltheory,arobusttrackingstrategyis

proposedTheupper boundary ofthe perturbation accelerationisestimated andintroducedtothe
controllerByintroducingvariablecoefficientsinthecontroller,thrustsaturationisavoidedandthe
convergenceoftrackingerrorisexpeditedThecontrollerprovestobeeffectiveintermsofrobust
estimationandasymptoticstabilityfromLyapunovsstabilitytheoryThenominaltrajectoryisdesignedin
thenominalmodelofCR３BP,andthecontrollerisimplementedinthenaturalmodelofSBCMInthe
numericalsimulation,thetackingerrorconvergeinashortperiodandthecontrollershowsgood
robustness

Keywords　LibrationPoint;HaloOrbit;Stationkeeping;Robusttracking

２９２１



一种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奇异规避控制律设计

朱天昊　韩宏伟　乔　栋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摘　要　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因其输出力矩范围较大而常作为大型航天器的姿态控制执行机构,但

其具有奇异状态的特点一直是控制律设计需要面对的难题.本文针对大型航天器以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

为执行机构的三轴姿态稳定问题,提出了一种奇异规避控制律.在推导出的带有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的

航天器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上,基于Lyapunov函数设计了非线性控制器,通过 LaSalle不变集原理证明了

其渐近稳定性,并结合伪逆加零运动控制分配操纵律实现了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的奇异状态回避.分析

表明,该控制器在应用操纵律后仍具有较高精度和稳定性.本文的研究成果可用于大型航天器的在轨三

轴稳定控制.

关键词　三轴稳定姿态控制;非线性控制;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

０　引　言

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航天器可以完成越来越复杂的航天任务,航天器的尺寸结构也正在向着大

型化方向发展.以控制力矩陀螺为代表的角动量交换装置相较于传统的磁力矩控制、喷气控制在响应速

度、控制精度、输出力矩大小等方面上没有明显的短板,而且还具有控制力矩连续、只消耗电能、长寿

命、不污染光学器件和飞行环境等诸多优点.其中,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 (Singlegamblecontrol
momentgyros,SGCMGs)已成为大型航天器首选的姿态控制执行机构[１,２].

然而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的框架运动存在奇异特性,当陷入奇异状态时不能精确输出力矩且会导致

电机高速旋转,严重缩短使用寿命,影响控制效果乃至航天器的在轨运行安全.因此,在SGCMG 系统

操纵律的研究中,奇异回避是最基本的主题.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从构型奇异性分析[３]、降低奇异

回避操纵律的计算复杂度[４６]、提升控制鲁棒性[７]等方面出发展开了研究.以上研究所解决的问题多偏向

于在小型航天器上进行应用,且针对的是奇异性较强的金字塔构型.

本文中将研究设计载有单框架控制力矩陀螺的航天器姿态三轴稳定方案,从推导带有控制力矩陀螺

的航天器动力学模型出发,基于非线性控制提出一种控制律并推导了相应构型下的奇异回避操纵律,最

后针对大型航天器进行了仿真分析.

１　控制力矩陀螺动力学模型

１１　模型建立

考虑线SGCMG的框架坐标系如图１所示,图中τ表示单个陀螺的输出力矩,h为单个陀螺的角动量.

g,s,t为框架坐标轴单位向量,分别指向框架旋转轴方向、转子自旋轴方向 (即角动量方向)、陀螺输

出力矩的反方向,且满足以下右手定则关系式

ti＝gi×si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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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控制力矩陀螺框架坐标系定义[８]

下面推导SGCMGs驱动的航天器动力学方程和SGCMGs的输出力矩表达式.第i个SGCMG中转子

相对惯性系的角速度ωwi 在框架坐标系下的分量列阵可表示为

ωwi＝

ωwig

ωwis

ω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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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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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其中,δ


i 为框架旋转角速度,ωb 为卫星姿态角速度在本体系下的表示,Ωi 为转子角速度,对于所研究的

SGCMGs系统而言为常值.

假设转子无惯量积,根据式 (２)可进一步得出第i个转子相对惯性系的角动量hc
wi 在框架坐标系下的

分量列阵为

hc
wi＝Iwiωwi＝

Iwig(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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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其中,Iwi 为第i个转子的惯量矩阵.

同理可推导出第i个SGCMG中框架的角速度ωgi 在框架坐标系下的分量列阵和角动量的分量列阵分

别为

ωgi＝

ωg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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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gi 为第i个框架的惯量矩阵.

控制力矩陀螺的整体惯量可以表示为

Ici＝Igi＋Iwi (６)

再根据式 (３)和式 (５)可得第i个SGCMG的绝对角动量在框架坐标系下的分量列阵为

hc
ci＝hc

wi＋hc
gi＝

Icgi(δ


i＋gT
iωb)

IcsisT
iωb ＋Iwsi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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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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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根据分量列阵和坐标转换矩阵之间的关系,一个坐标系的单位矢量在另一个坐标系中的分量列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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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构成两个坐标系间的坐标转换矩阵,从而可以将式中框架坐标系下的SGCMGs绝对角动量按照如

下关系转换到本体系下表示

hci＝gihcgi＋sihcsi＋tihcti

＝giIcgi(δ


i＋gT
iωb)＋siIcsisT

iωb ＋siIwsiΩi＋tiIctitT
iωb

其中,gi ,si ,ti 即为框架坐标系三轴单位矢量在本体系下的分量列阵.
最终可以得到n 个SGCMG的总角动量如下

hc ＝∑
n

i＝１
hci＝AgIcgAT

gωb ＋AsIcsAT
sωb ＋AtIctAT

tωb ＋AgIcgδ
 ＋AsIwsΩ

其中,Ag＝[g１ g２  gn],As＝[s１ s２  sn],At＝[t１ t２  tn].Ag 表示SGCMG的框架

轴空间指向,根据SGCMGs的构型不同而不同且只与安装时的几何关系有关,可以提前求出.对于非变

构型的SGCMGs而言Ag 为常值矩阵.As 、At 均是随框架转动而改变的变量,对于第i个SGCMG而言,

任一时刻的框架坐标系均可以由初始时刻的框架坐标系绕不变的gi 轴旋转角度δi 得到,设框架坐标系初

始时刻的坐标矢量分别为gi０,si０,ti０ ,可得如下关系式

gi＝gi０

si＝si０cosδi＋ti０sinδi

ti＝ti０cosδi－si０sinδi

ì

î

í

ï
ï

ïï

(９)

式 (８)中等号右侧的前３项表示框架和转子锁定时的总角动量,第４项表示转子锁定时SGCMGs具

有的相对角动量,最后一项表示转子转动时具有的相对角动量.由式 (８)可得单刚体航天器系统的绝对

角动量为

H ＝Ibωb ＋hc ＝Itωb ＋AgIcgδ
 ＋AsIwsΩ (１０)

其中,Ib 为航天器本体常值惯量,It 为系统惯量,为SGCMGs不执行任何动作时航天器系统的整体惯量.
根据角动量定理得到系统动力学方程,最终可整理得到如下形式

Itω

b ＋ω×

b (Itωb ＋AsIwsΩ)＝Tcmg ＋Td

其中,右侧Tcmg 即为飞轮的输出力矩,其简化形式为

Tcmg ＝－h０Atδ


(１２)

使用简化的输出力矩表达式可用于奇异分析与后续的操纵律设计.

２　控制律设计与稳定性证明

２１　控制律设计

为了构造控制器,我们选择正定无界的Lyapunov函数

V＝k１q̂T
eq̂e ＋

１
２ωeJωe (１３)

其中,系数k１ ＞０.
对Lyapunov函数求时间导数,得

V

＝２k１q̂T

eq̂

e ＋ωT

eJ(ω －ωd) (１４)

将四元数运动学和动量矩定理代入到式 (１４)中展开,可得

V

＝k１q̂T

e(q̂×
e ＋qe０I３×３)ωe ＋ωT

e[Tc ＋Td －ω× (Jω ＋h)－Jωd] (１５)

根据叉乘逆交换律和点乘交换律,可进一步变形为

V

＝ωT

e(k１qe０I３×３－k１q̂×
e )q̂e ＋ωT

e[Tc ＋Td －ω× (Jω ＋h)－Jω


d]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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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q̂e
×q̂e ＝０,所以可以得到最终简化的时间导数为

V

＝ωT

e[Tc ＋Td ＋k１qe０q̂e －ω× (Jω ＋h)－Jωd] (１７)

根据Lyapunov稳定性定理,若系统是Lyapunov稳定的,则需时间导数V


是非正定的.根据以上原

则确定控制力矩的形式为

Tc ＝－KωT
e －Td －kq̂e ＋ω× (Jω ＋h)＋Jωd (１８)

其中,k＝k１qe０ ,K 为对称正定矩阵.
在式 (１８)中,对于初步的方案研究和验证中暂不考虑太阳光压、重力梯度力矩等扰动项,又由于

研究姿态稳定问题导致ωd＝０,所以在后续研究和仿真中去除包含Td 和ωd 的项,得到简化后的控制律表

达式

Tc ＝－KωT
e －kq̂e ＋ω× (Jω ＋h) (１９)

此时则有V

＝－ωeKωe ≤０,当且仅当ωe＝０时V


＝０,即系统满足Lyapunov稳定.为追求更好的稳

定性,我们希望施加控制后系统状态能够最终收敛到原点,为此还需要进一步证明控制律是渐近稳定的.

２２　控制律稳定性证明

根据LaSalle不变性原理证明施加控制律后系统的渐近稳定性:对于自治系统x ＝F(x),若存正定

Lyapunov函数V(x)＞０,其时间导数V
(x)≤０,则系统的解将收敛到V

(x)＝０的不变集M 中.

应用前述式 (１８)的控制律,此时的Lyapunov时间导数V
(x)的表达式为

V
(x)＝－ωT

eKωe (２０)

易知V
(x)＝０的不变集为

M ＝ q̂T
e ωT

e[ ] T ∈R６ x＝ q̂T
e ０T

３[ ] T{ } (２１)

因此,为证明系统的渐近稳定性,只需证明不变集 M 中的元素均为x ＝０６.而此时不变集中已有

ωe ＝０３ ,所以对系统渐近稳定性的证明转就变为:当ωe ＝０时,证明q̂e ＝０.
将控制律式 (１８)代入动力学方程中,可得

Jω

e ＋Kωe ＋kq̂e ＝０ (２２)

由于ωe ＝０,所以ω


e ＝０,所以由式 (２２)可得q̂e＝０,从而证明了在应用控制律 (１８)时系统是渐

近稳定的.

２３　奇异回避操纵律设计

五棱锥构型的控制力矩陀螺的显奇异点靠近包络表面,内部仅含隐奇异点,在使用伪逆加零运动操

纵律时可完全避免包络内的隐奇异,且能准确输出控制力矩.因而选用五棱锥构型,以带有零运动的伪

逆操纵律作为SGCMGs的操纵律[９].
其中各棱之间的夹角记为β,gi 为第i个SGCMG框架转轴方向的单位矢量,hi 为第i个SGCMG的

角动量.假设h０ 为单个SGCMG的单位角动量,则６个陀螺框架旋转一定角度δi 后,根据式 (８)和安

装几何,可得五棱锥系统的总角动量为

hcmg ＝∑
６

i＝１
hi (２３)

hcmg 对时间求导可得

h

cmg ＝h０Atδ


(２４)

其中,δ


＝ δ


１ δ


２  δ


６[ ] ∈R６×１ 为框架角速度向量,At ∈R３×４ 为雅可比矩阵.

定义奇异度量

D＝det(AtAT
t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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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义在于,当D＝０时,SGCMGs陷入奇异,D ＞０则说明SGCMGs远离奇异状态.
对于伪逆加零运动操纵律,可分为零运动部分加有实际力矩输出的最小范数伪逆操纵律部分,如下

所示

δ


＝δ


T ＋δ


N (２６)
根据最优控制伪逆解得到有控制力矩输出的框架转速指令

δ


T ＝－AT
t (AtAT

t )－１Tc

h０
(２７)

操纵律的零运动部分需要保证输出力矩为零,且能使奇异度量增大,根据这两项目标,设计如下零

运动操纵律

δ


N ＝α(I６×６－AT
t (AtAT

t )－１At)
ƏD(δ)

Əδ
(２８)

式中,为减少陀螺框架的转动以延长电机寿命,引入零运动调节系数α ,使SGCMGs在远离奇异状态时

不进行零运动,而当距离奇异状态非常近时则加速逃离的过程.所采用的调节参数α 表达式为

α＝

０, D ＞２
５(D－２)２, １＜D ≤２

５, D ≤１

ì

î

í

ï
ï

ïï

式 (２８)中,ƏD(δ)/Əδ 表示奇异度量对框架角的导数.由于奇异度量D 和δ 均为时间的连续函数,但这

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则是高度非线性的,加之在星上计算时采样频率有限,因而采用差分的方式计算得

出的导数值精度将十分有限,将会降低操纵律的精度,甚至导致系统局部发散.因而有必要对导数的表

达式进行推导,得出解析表达式结果.
奇异度量对框架角的导数可由下列表达式计算[１０].
式 (２４)中的雅比矩阵写为如下形式

At＝A
cosδ１

⋱
cosδ６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B
sinδ１

⋱
sinδ６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由于AtAT
t 为对称矩阵,所以其奇异梯度的各个分量可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ƏD
Əθi

＝e′１１i(e２２e２３－e２
２３)＋e′２２i(e１１e３３－e２

１３)

＋e′３３i(e１１e２２－e２
１２)＋２e′１２i(e１３e２３－e１２e３３)

＋２e′１３i(e１２e２３－e２２e１３)＋２e′２３i(e１２e１３－e１１e２３)
其中,em,k 表示AtAT

t 的矩阵元素,AtAT
t 对θi 的导数表示为e′m,k,i .其计算表达式为

Ə(AtAT
t )

Əθi
＝２sinθicosθi(BiBT

i －AiAT
i )＋(sin２θi－cos２θi)(AiBT

i －BiAT
i )

根据以上推导,可联立得到完整的伪逆加零运动奇异回避操纵律.

３　数值仿真与分析

SGCMGs由于其力矩放大作用,通常用于控制惯量较大的航天器.取本体惯量为

Ib ＝
１０１００

５１５１０
２６７６５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kgm２

在仿真中,由于航天器本体惯量较大,因而忽略系统惯量It 与Ib 之间的差异.在仿真中,采用如下

关系式

Ib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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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俯仰、滚转、偏航三通道的初始姿态角 θ０,φ０,ψ０[ ] 在本体系下为 ４° －３° ２°[ ] ,初始

姿态角速度ω０ 在本体系下为 ０３ －３ ２[ ] (°)/s.
控制器参数k１＝３００,正定对称矩阵K 设置为

K＝２４００∗
２ １ ０
１ ２ １
０ １ ２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将所设计的控制律式 (１８)结合五棱锥构型奇异回避操纵律式 (２６)~ (２８)和以及控制力矩陀螺

动力学,建立如图２所示的SGCMGs驱动的单刚体航天器三轴稳定姿态控制仿真Simulink模型.该模型

包含航天器动力学模块、控制力矩陀螺动力学模块、操纵律模块和控制器模块.

图２　SGCMGs驱动的单刚体航天器

三轴稳定姿态控制Simulink仿真模型单刚体航天器在五棱锥构型SGCMGs作用下的三轴姿态稳定仿

真结果如图３至图９所示.
图３和图４为被控航天器在应用所设计的控制律时的姿态、姿态角速度随时间变化.结果显示而针均

能较快收敛到０,表明控制器能够实现航天器的三轴稳定姿态控制,实际效果达到设计预期.仿真同时也

验证了在所设计控制器的作用下,系统是渐近稳定的.

图３　被控航天器姿态角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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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被控航天器姿态角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由图５可见在五棱锥构型下,经过操纵律后的SGCMGs实际输出力矩与控制器给出的期望力矩几乎

完全一致,图中所示的略微差别是在积分计算时由数值误差产生的.仿真验证了五棱锥构型SGCMGs在

伪逆加零运动操纵律的作用下能够精准输出期望控制力矩.

图５　SGCMGs实际输出力矩结果与期望输出偏差

图６展现了SGCMGs有实际力矩输出的框架角速度δ


T 随时间的变化.可见当电机驱动框架以１×
１０－２ 量级的角速度转动时,控制力矩陀螺即可输出数十Nm 的力矩,验证了SGCMGs力矩放大的能力.
对于标称角动量幅值h０＝３００kgm２/s的单只陀螺而言,其旋转角速度约为２０００r/min,在工程能够实

现的合理范围内,同时该转速也远低于反作用飞轮的在上述工作场景时的转速.
针对控制力矩陀螺特有的奇异性问题,采用五棱锥构型与上文中推导的操纵律对奇异性进行规避.

按照式 (２８)中建立零运动表达式,可得SGCMGs框架零运动角速度曲线如所图７示.与图８中奇异度

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相对照可以看出,在５０s~１００s这一奇异度量较为接近０的时间区间中,框架的旋

转具有对应于零运动的角速度分量,成功将奇异值向上拉动并超过了执行零运动的阈值D ＝２.最终奇异

度量值稳定在了远离奇异的位置,数值维持在了２以上.

图９展示了SGCMGs外框架的转动的合成角速度,为零运动δ


N 和输出力矩δ


T 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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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SGCMGs有实际力矩输出的框架角速度曲线

图７　SGCMGs框架零运动角速度曲线

图８　SGCMGs奇异度量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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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SGCMGs框架实际角速度曲线

４　结　论

控制力矩陀螺由于其力矩放大特性已成为大型航天器的主要姿态控制执行机构,但陀螺构型和框架

转动带来的奇异性一直是控制力矩陀螺应用中的难题.本论文针对具有力矩精确输出能力的五棱锥构型

进行相应的航天器和执行机构动力学建模,从非线性控制的角度出发设计了控制律并证明了其稳定性.
该控制律结构简单,运算方便,适用性强.数学仿真结果验证了此控制律在应用奇异规避操纵律时的控

制精度和稳定性,可以用于大型航天器在轨实时姿态稳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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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SingularityAvoidance
ControlLawforSGC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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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single framecontrolmomentgyroisoftenusedastheattitudecontrolactuator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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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pacecraftbecauseofitslargeoutputtorquerangeInthispaper,Asingularityavoidancecontrollaw
isproposedtosolvetheattitudestabilityproblemofalargespacecraftwithasingleframecontrolmoment

gyroastheactuatorBasedonthedynamicmodelofthespacecraftwithasingle framecontrolmoment

gyro,anonlinearcontrollerisdesignedbasedonLyapunovfunction,anditsasymptoticstabilityisproved
byLaSalleinvariantsetprincipleThesingularstateavoidanceofasingleframecontrolmomentgyrois
finallyrealizedbycombiningthepseudoinversepluszeromotioncontrolassignmentcontrollawAnalysis
showsthatthecontrollerstillhashighprecisionandstabilityafterapplyingthecontrollawTheresultsof
thispapercanbeusedforon orbitthree axisstabilitycontroloflargespacecraft

Keywords　Three axisstabilizedattitudecontrol;Nonlinearcontrol;Singlegamblecontrolmoment

gyros(SGCM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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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动力学反馈LQG控制的Lambert制导交会方法

孙松涛　王翊时　冯　刚　何志文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本文考虑飞行器的导航和控制误差,提出了一种以交会时间和燃料消耗为约束条件的飞行

器交会高精度制导方法.新制导方法采用Lambert制导与新提出的动力学反馈LQG 控制相结合的复合制

导策略.动力学反馈LQG控制针对航天器相对轨道动力学的非线性项施加反馈补偿,将方程变换为线性

Hill方程并进行LQG最优控制律设计,用于修正Lambert初制导误差.新提出的复合制导方法结合了两

种制导方法各自优势,具备快速、稳定的特点.仿真结果表明,新制导方法能够同时满足航天器交会制

导的精度要求与时间、燃耗约束,具备实际工程应用的可行性.

关键词　Lambert制导;动力学反馈LQG控制;航天器交会

０　引　言

二体理论下的固定时间交会问题实质是根据两个位置矢量和飞行时间来确定交会轨道,这个问题被

称为 “Lambert问题”.通过对速度待增量以不同方式的迭代求解,构成了不同的迭代算法,这些方法均

可求解Lambert问题[１ ５].采用Lambert方法求解速度的待增量矢量,可获得当前的轨控推力方向,从而

得到Lambert制导策略.Lambert制导能够根据给定交会时间设计制导方案,但是 Lambert制导是基于

二体理论,由于各种摄动因素对自由飞行段轨道的影响,采用二体问题的Lambert制导方法将产生数km
的交会偏差,制导精度不能满足要求[６].通过引入虚拟交会点对摄动因素引起的交会偏差进行修正,使用

预测命中点的方法补偿地球扁率摄动对制导精度的影响,这样就解决了考虑摄动情况下的 Lambert制导

问题[７].Lambert制导本质上是一种速度补偿的初制导方法,而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由于导航误差的存

在,无法精确求解速度的待增量.若任务飞行时间较长,待修正的速度偏差相对初始导航偏差将增长一

个量级.因此仅采用Lambert制导方法不能获得满足控制过程约束条件的结果.

LQG方法在航天器控制问题中有广泛的应用.针对卫星、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等航天器之间环绕飞行

的研究和卫星编队飞行控制等方面工程需求,国内学者提出了基于二次最优理论的闭环反馈控制方法,

解决了相关问题[８１０].但相关方法多基于线性的动力学模型,若动力学问题为非线性问题,一般的 LQG
方法不能使用.冯刚、张宝恒和邢光谦等考虑航天器相对轨道动力学中的非线性特性,保留了反映相对

引力差的高阶非线性项,提出了一种带有动力学反馈的LQG编队向量制导方法.这种方法放宽了对两飞

行器之间的相对距离的要求,对于相对轨道动力学方程保留的非线性项,不做任何线性化截断处理,借

鉴非线性控制理论中发展比较成熟的反馈线性化方法对相对轨道动力学模型进行处理.这种反馈LQG方

法可以求解高精度模型的制导问题.这种方法没有在公开文献中发表,本文将对这种方法简要介绍.对

于初始位置偏差较大的制导问题,采用动力学反馈LQG方法,可以完成高精度的制导,但飞行器的制导

时间较长,燃料消耗较多.

针对航天器远距离交会的问题,交会航天器将与目标航天器在较短的任务时间内快速交会,超过或

少于给定时间都将导致任务失败,而在给定的交会时刻,还需要满足较高位置精度要求.针对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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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一种结合Lambert制导和动力学反馈LQG制导的混合制导方法.

１　问题描述

本文主要解决一个在惯性坐标系下的交会制导问题,在惯性参考系下,目标航天器轨道动力学方程为

d２rT

dt２ ＝－ μ
‖rT‖３rT ＋dT (１)

交会航天器轨道动力学方程为

d２rS

dt２ ＝－ μ
‖rS‖３rS ＋dS ＋uS (２)

式中,d
２()
dt２

i
表示变量在惯性参考系的二阶微商,μ 为地球引力常数,rT 和rS 分别为目标航天器和交会航

天器在地心惯性坐标系下的位置矢量,uS 为交会航天器上的控制加速度矢量,dT 和dS 分别为作用在目标

航天器和交会航天器上的摄动加速度矢量.设

l＝rS －rT

式中,l表示两个飞行器的相对位置.这样可以将问题表述为,寻找制导律uS ,将目标函数J 最小化,即

J＝min
us

１
２

‹l(tf),Sl(tf)›＋∫‹l,Ql›＋‹uS,RuS›dt (３)

‹›表示内积,l(tf)表示在给定时刻tf 两飞行器的相对位置.在本文中,将在仿真算例中给出考虑飞行

器导航系统和控制系统误差下的飞行交会问题的解.下面将介绍惯性坐标系下飞行器的交会制导方法.

２　求解方法

２１　Lambert制导方法

Lambert轨道问题可以描述为:给定航天器初始时刻t１,在地心惯性坐标系下的位置矢量r１ 和速度

矢量v１０ ,空间航天器在t２ 时刻命中位置矢量为r２ 的预定目标点,ΔT ＝t２ －t１.如果 ΔT 固定,应用

Lambert方法可求解出:为到达r２ 向量点,初始变轨点所需要的速度矢量v１,即在初始位置应该施加的

速度增量Δv１＝v１－v１０ .Lambert交会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Lambert交会示意图

上述Lambert方法基于二体理论假设,忽略了各种摄动因素对交会轨道的影响,特别是在远距离轨

道交会中将会产生数千米的位置误差.考虑摄动影响,通过高精度轨道递推在t２ 时刻到达的位置为r２m ,

因为轨道摄动力的影响,r２m 和期待到达位置的差Lm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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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r２m －r２‖ (４)
由位置差Lm 的定义,可知为了使交会航天器在给定时间ΔT 到达指定位置r２,只需要求解Δvm 最小

化Lm ,可以表示为

Lm(Δvm)＝min
Δvm

‖r２m －r２‖ (５)

求解Lm 最小可以采用牛顿迭代的方法,迭代的初值可以选择初始速度增量 Δv１.这种方法在每次制

导过程求解速度的待增量Δvm ,当待增速度小于给定阈值时迭代终止.

２２　反馈编队LQG方法

以方程 (２)减去方程 (１),得到交会航天器和目标卫星之间的相对轨道动力学方程为

d２l
dt２ ＝－ μ

‖rS‖３rS － μ
‖rT‖３rT

æ

è
ç

ö

ø
÷＋uS ＋dS －dT (６)

在实际的控制问题中,交会航天器期望到达的位置和当前位置不同,交会航天器通过一定时间内到

达指定位置.设待到位置在目标星为圆心的轨道坐标系 (LVLH)为ld ,设l和ld 的向量差为Δr
l＝Δr＋ld (７)

l、ld 和Δr三者的相对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向量的相对位置关系图

图中D 点被称为编队点,ld 被称为编队向量,Δr为航天器当前点和编队点的差.
将方程 (７)代入方程 (６)中,方程在目标LVLH 做坐标系中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

Δr̈＋ωT ×Δr＋２ωT ×Δr＋ωT ×(ωT ×Δr)＝u (８)
其中

u＝－uld －Δug ＋uS (９)

Δu＝( μ
‖rS‖３rS － μ

‖rT‖３rT)＋dS －dT (１０)

uld ＝l̈d ＋ωT ×ld ＋２ωT ×ld ＋ωT ×(ωT ×ld) (１１)
将ωT 用真近点角速度θT 表示并代入至方程 (８)中,相对动力学方程 (８)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Δr̈＝

θ

２
T θ̈T ０

－θ̈T θ

２
T ０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Δr＋２
０ θ



T ０

－θ


T ０ ０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Δr＋uL ＋RluS
(１２)

式中

uL ＝－uld －Δ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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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d ＝－

θ

２
T θ̈T ０

－θ̈T θ

２
T ０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ld －２
０ θ



T ０

－θ


T ０ ０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ld ＋l̈d

RS 是从交会航天器本体系到目标卫星轨道坐标系的方向余弦阵.
方程 (１２)描述了任务航天器和目标卫星之间的相对轨道动力学方程.现在考虑目标轨道是圆轨道

情况,假设目标不作机动,并且不考虑摄动力作用.为了便于控制律设计,将方程 (１２)作适当变形,即

Δr̈＝

３θ

２
T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θ

２
T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Δr＋２
０ θ



T ０

－θ


T ０ ０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Δr ＋uL ＋RluS －

２θ

２
T ０ ０

０ －θ

２
T ０

０ ０ －θ

２
T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Δr (１３)

并引入记号

ΔuG ＝

２θ

２
T ０ ０

０ －θ

２
T ０

０ ０ －θ

２
T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Δr＝ μ
‖rT‖３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Δr

uL ＋RluS －ΔuG ＝uLQ

则方程 (１３)变成

Δr̈＝

３θ

２
T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θ

２
T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Δr＋２
０ θ



T ０

－θ


T ０ ０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Δr＋uLQ
(１４)

则作用在任务航天器体轴系下的控制加速度可以设计成

uS ＝(Rl)T(uLQ ＋ΔuG －uL)
对于动力学状态方程 (１２)表示的系统,可以按照线性二次型调节器 (Least,LQR)理论进行设

计.为了便于任务航天器上的星载计算机实现,这里采用离散形式的 LQ 控制理论进行设计.设x ＝

Δr Δr[ ] T 对状态方程 (１２)进行离散化,得到

xk＋１＝Φxk ＋Γuk (１５)
式中,Φ 是状态转移矩阵,Γ 是输入矩阵.对离散控制系统 (１５),寻找最优的状态反馈控制律 (矩阵K )

uk ＝－Kxk (１６)
最小化二次型目标函数

J＝∑
∞

n＝１

[xT
kQxk ＋uT

kRuk] (１７)

根据极值原理,可以导出离散二次型最优控制 (１７)中的状态反馈增益矩阵

K＝(ΓTPΓ＋R)－１ΓTPΦ (１８)
式中,矩阵S 必须满足离散系统Riccati方程

ΦTPΦ－P－(ΦTPΓ)(ΓTPΓ＋R)－１(ΓTPΦ)＝－Q (１９)
按 (１６)式求得离散二次型最优控制uk 后,采样周期内,作用在任务航天器上得控制力加速度应为

uS ＝(Rl)T(uk ＋ΔuG －uL) (２０)
从上面介绍的反馈线性化控制律设计方法可看出:把原来方程 (６)表示的非线性相对轨道动力学系

统,通过数学变换的方法,使方程的一部分凑成线性的 Hill方程的形式,把方程中的非线性项放到控制

输入中去.这样一来,方程中的线性部分可以按照常规的线性系统调节器理论进行设计,而最终得到的

控制律 (２０)则包含了非线性部分,属于非线性控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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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包含动力学反馈LQG控制的Lambert制导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需要考虑载荷姿态使用约束,同时考虑导航偏差,采用单一的Lambert或LQG
制导方法,不能得到满足工程要求的结果.根据对两种制导方法的分析,Lambert方法制导待增速度增量

减小快,因导航误差影响,Lambert制导结束后若自由飞行时间长,则位置误差满足不了要求.若制导始

终采用带反馈的LQG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满足要求,但因为全过程制导都需要开机,因此燃料的消

耗较大.
结合Lambert制导和LQG制导方法的优点,初始制导采用Lambert制导快速减小速度增量,然后应

用本文介绍的LQG方法进行制导,根据２２节的描述,采用反馈线性化的LQG方法需设计编队点D 随

时间的变化规律,控制率通过计算当前位置和编队点D 的差进行计算.在本文中采用通过Lambert算法

提前给出一组标称点轨迹作为编队点的策略 (见图３).

图３　Lambert算法确定LQG编队点标称轨迹

３　仿真校验

应用本文提出的LQG方法进行制导,首先给出仿真条件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导航偏差及任务约束

导航位置偏差/m 导航速度偏差/(m/s) 交会时间/s 距离约束/km

１００ ０３ ４７００ ≤１

表２　两飞行器初始点轨道根数

半长轴/km 偏心率 轨道倾角/(°) 升交点赤经/(°) 近点幅角/(°) 平近点角/(°)

任务飞行器 ７１００２７７ ００ ６３４ ００２ １４１８９ １５７２８

目标飞行器 ７１００３６７ ００ ６３４ ００２ １４２１６ １５６８０

对于相应的算例,仿真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中给出了任务飞行器与编队点在轨道坐标系 LVLH 下的误差曲线,在制导过程中,首先采用

Lambert制导方法减少待增速度增量.当速度待增量小于０４m/s时,采用动力学反馈LQG控制方式制

导;当任务飞行器与编队点距离小于１５０m,并且相对速度小于０７５m/s时,判定LQG控制收敛;当任

务飞行器与编队点距离大于１５０m 时,恢复 LQG 制导.为保证任务飞行器至目标交会过程保持精确姿

态,在４１００s时终止制导.在４７００s交会点的误差如表３所示.
表３　任务交会时刻的制导误差

X 方向/m Y 方向/m Z 方向/m

位置误差 ３９４６９ １３４３７ －１９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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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制导过程的误差曲线

４　求解方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Lambert和动力学反馈的LQG编队向量制导的混合制导方法,这种方法集合了

Lambert和LQG制导方法的优点.方法通过 Lambert制导快速减小控制过程的速度增量,然后用 LQG
方法调整对应的位置误差,最后满足了问题对精度的要求.通过含有导航和控制误差的工程数值仿真实

例可知,这种方法适合解决低、中、高轨道卫星的制导控制问题,为解决长时间、长距离的轨道交会问

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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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飞行器针栓式变推力发动机控制分配策略

王　之１　杨　鸣１　张敏捷２　李继友１　李毛毛１

１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２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

摘　要　逃逸飞行器针栓式变推力发动机单燃烧室多喷管的特点,要求喷管在控制周期内组合联动

使得等效喉部面积不变,以维持恒定的燃烧室压强来确保推力稳定符合设计预期.针对这一喷管开启对

应的针栓运动问题,提出了一种控制分配策略.研究了针栓式变推力发动机的模型特点,将针栓运动的

问题转换为一个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通过求解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实现多喷管的控制分配.将该方法

应用到某逃逸飞行器的仿真飞行过程中,结果表明该策略较根据控制力矩直接简单分配的控制策略来说

分配更优,针栓行程协调更灵活,能保证发动机的安全性与可控.
关键词　逃逸飞行器;针栓式变推力发动机;控制分配;整数规划

０　引　言

载人航天器发射中,运载火箭可能出现危险状态无法正常完成飞行任务,甚至严重威胁航天员生命

安全.这时必须启动应急救生程序,由逃逸飞行器按照既定逃逸方案与运载火箭应急分离[１].国内在设计

CZ ２F载人运载火箭时对逃逸系统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及综合试验[２].其中逃逸系统的头部动力装置由１
台逃逸主发动机、１台分离发动机、４台偏航俯仰发动机组成.其配置的固体发动机主要任务是快速实现

与运载火箭的分离,且保持飞行稳定.但其偏航俯仰发动机缺乏自主姿态控制能力,推力不可调节,且

同配备的其他固体发动机一样均按预设时序工作,主要的稳定性是由逃逸飞行器的气动稳定性保证的.
在逃逸系统与飞船系统一体化设计时,需要姿态控制发动机具备更自主的调节能力,从控制力矩分配到

推力调节,均可与飞船系统配合实现预置射向的调节.
固体火箭发动机中的针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由于其推力调节范围大、响应速度快等特点,已成为

变推力发动机的研究热点[３５].与此同时,为减少每个喷管的流量,单台发动机多喷管的设计相比多台发

动机,能明显提升燃烧室压强的稳定性并降低推力不平衡性的影响,且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推力和飞行灵

活性.但对各喷管针栓的行程调节将直接改变各喷管产生的推力及相应产生的控制力矩,且兼顾对燃烧

室压强稳定的维持,这对控制分配来说提出了明显的挑战.

近些年来关于控制分配技术研究仍然存在较多热点难点问题[６].孙超姣等[７]针对现代飞机多操纵面冗

余配置下的控制分配问题提出了基于加权伪逆和混合优化的权值优化控制分配策略;路遥等[８]围绕存在整

数约束的变体飞行器,提出了基于布谷鸟搜索算法的控制分配策略;围绕再入飞行器气动舵和反作用控

制系统 (ReactionControlSystem,RCS)两类执行机构,王涛等[９]提出了基于PWPF的最优控制分配方

法;周扬等[１０]针对操纵面故障下控制能力未知的问题,基于可控度提出了操纵面故障重构的控制分配方

法.可以发现在飞行器控制领域的控制分配主要集中在:１)连续执行机构气动舵面和脉冲式执行机构

RCS的控制分配;２)多气动舵面/操纵舵面冗余的控制分配.本文中的控制分配问题类似于多气动舵面

的控制分配问题,但又有所区别:固体火箭发动机工作时产生的是时间上连续的推力和控制力矩,这是

和气动舵面相似之处而区别于RCS的地方;但针栓式变推力发动机调节的推力是分档调节,即对应的推

力和控制力矩均为离散量,而气动舵面却可以产生连续的气动力和气动力矩来实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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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围绕逃逸飞行器建立六自由度运动模型,针对多喷管针栓式变推力发动机的模型特点,引

入整数约束表示燃烧室压强的约束,以固体火箭发动机不同喷管输出的气动力矩与需用力矩误差的加权

最小为优化指标,采用混合整数规划方法实现寻优.最终优化的结果通过六自由度仿真验证,仿真结果

表明,采用本文所提方法能够生成有效的针栓行程序列,并与未采用优化的结果相比具有更优的控制

效果.

１　数学模型的建立

逃逸飞行器的六自由度运动方程同运载火箭的主动段运动方程,形式如下[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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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其中,vx,vy,vz,x,y,z 表示发射坐标系中的速度和位置分量,ωTx１,ωTy１,ωTz１,φT,ψT,γT 表

示逃逸飞行器对于发射惯性系的转动角速度和欧拉角分量,GB 表示本体坐标系到发射坐标系的方向余弦

矩阵,GV 表示速度坐标系到发射坐标系的方向余弦矩阵,P 表示本体坐标系中的推力,X１c,Y１c,Z１c 表示

本体坐标系中的控制力分量,m 表示飞行器质量,－CxqSM ,Cα
yqSMα ,－Cβ

yqSMβ 表示在速度坐标系中的

气动力分量,R０x,R０y,R０z 表示发射点地心矢径的分量,g′r,gωe 表示引力加速度分量,ωex,ωey,ωez

表示地球自转角速度分量,ωe 表示地球自转角速度,r表示地心矢量,aij(i＝１,２,３,j＝１,２,３)表示

牵连加速度在发射坐标系中的转换矩阵,bij(i＝１,２,３,j＝１,２,３)表示哥氏加速度在发射坐标系中的

转换矩阵,x１e 表示飞行器质心到喷管出口中心点的距离,Ix１,Iy１,Iz１ 表示转动惯量,mβ
y１qSMlkβ 和

mα
z１qSMlkα 表示气动力矩,mϖx１

x１qSMlkϖx１,mϖy１
y１qSMlkϖy１,mϖz１

z１qSMlkϖz１ 表示气动阻尼力矩,Mcx,Mcy,

Mcz 表示控制力矩.

２　控制分配策略设计

针对逃逸飞行器的姿态控制功能需求,采用猎户座的姿控固体发动机模型[１２],即单燃烧室８喷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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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每个喷管分别对应一个针栓调节阀.这８个喷管均匀分布在发动机圆周上,每个针栓调节阀能够实现

从全开到全闭的调节.令N 表示每个针栓从全开到全闭包含的档位数量,喷管依序编号为１,２,,８,
每个喷管实际开启状态时对应档为Ngj(j＝１,２,,８)且满足Ngj ＝０,１,,N －１.将每个喷管全

开时输出的控制力矩表示为Mcij
(i＝x,y,z,j＝１,２,,８),因此实际输出的控制力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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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针栓式变推力固体火箭发动机在改变等效喉部面积时会影响燃烧室压强,而压强的改变又会影响最

大推力的稳定性.为使这种单燃烧室多喷管的最大推力稳定,需力求燃烧室压强恒定.因此需要使８个喷

管的等效喉部面积总和保持不变.对应到本节的数学模型中,则表示８个喷管开启的档位之和恒定,假定

其为Ng ,则有

Ng ≡ ∑
８

j＝１
Ngj (３)

因此,基于针栓式变推力发动机的描述,可构建如下含约束优化模型

minJ＝‖Ki Mci －Mcni ‖２,i＝x,y,z

st Ng ＝∑
８

j＝１
Ngj

(４)

式中,Mcni
表示对应方向 (x,y,z)的控制需用力矩,Ki 表示相应的权系数.

进一步地,式 (４)中描述的问题可以转换为一个含等式约束的如下整数规划模型

minJ＝ Ki
１

N －１∑
８

j＝１
McijNgj －Mcni

２

st　∑
８

j＝１
Ngj ＝Ng,i＝x,y,z

　　　Ngj ＝０,１,,N －１,(j＝１,２,,８)

(５)

解整数规划问题是一类离散优化问题,一般分为线性整数规划和非线性整数规划两大部分.其中线

性整数规划的求解方法比较成熟,其原理都是从枚举法来的;而非线性整数规划则由于其形式多变,所

采用的优化算法也有多种多样.基于 matlab中的fmincon函数可以顺利求解非线性规划问题,将整数规

划变相地调整为变量对１取模为０的等式约束,则可对该整数规划问题进行求解.

３　仿真校验

以类似猎户座的逃逸飞行器为对象,对提出的控制分配策略的效果进行验证.
参数选为Kx ＝１,Ky＝１,Kz＝１２,N＝１０１.选取Ngj＝５０,j＝１,２,,８作为初始迭代值.针

对单一工作点的控制分配情况仿真如图１~图４所示.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优化前的策略是以１号喷管为主２/４/６/８号喷管参与实现等效喉部面积恒定,不

同喷管之间针栓行程存在明显差异.当控制特性发生改变时,所需针栓行程较大.而优化后的结果,从

针栓满档的一半为初值进行优化,最终的针栓运动相对中值来说分配较平均,避免针栓大行程之间的频

繁切换.
当逃逸飞行器沿一条给定弹道飞行时,按此控制策略得出的仿真结果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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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单工况８喷管档位仿真结果

图２　控制力矩仿真结果

图３　沿弹道飞行８喷管档位仿真结果 (优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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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沿弹道飞行８喷管档位仿真结果 (优化后)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按照整数规划方法制定的控制分配策略,与优化前的策略相比,控制力矩基本

一致,保证了指令相应的正确性.但整体档位开启较平均,不存在如图３中所示或者满喷或者封闭这种较

极端现象.两者相比本文提出的控制力矩分配策略更优,阀门开关协调配合更灵活.

４　结　论

对于逃逸飞行器针栓式变推力发动机的多喷管协调配合问题,将针栓的行程组合转化为含约束的非

线性整数规划问题.本文通过求解整数规划问题,给出了一种多喷管发动机的控制分配策略.文中给出

的仿真实例说明了该策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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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pintlevariablethrust motorofescapevehiclehasthecharacteristicsofsingle
combustionchamberandmultiplenozzlesItisrequiredthatthenozzlesarecooperativecontrolledduring
thecontrolperiodsothattheequivalentthroatarearemainsunchangedAndthecombustionchamber

pressurecouldmaintainaconstanttoensurethatthethrustisstableandmeetsthedesignexpectationsA
controlallocationstrategyisproposed,aimingatthepintle movementproblem correspondingtothe
openingofthenozzlesThemodelcharacteristicofthepintlevariablethrustmotorisstudied,andapintle
movementproblemisconvertedintoanonlinearintegerprogrammingproblemSolvingthenonlinear
integerprogrammingproblemcouldaccomplishthemultiplenozzlescontrolallocationSimulationresults
showthatthestrategy can achieve bettercontrolallocation and moreflexible pintlecoordinated
movementTheequivalentthroatarearemainsunchanged,ensuringthesafetyofthemotor

Keywords　Escapevehicle;Pintlevariablethrustmotor;Controlallocation;Integer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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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卫星在轨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吴继峰　李　毅　王红勋　李乾宇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与导航卫星总体部

摘　要　卫星设计思想由单纯的保成功逐渐向关注用户体验的方向发展,对卫星的在轨故障诊断与

处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卫星的在轨自主故障诊断和自主恢复能力相对较弱,而开发人工智能的星

载软件对知识库和可靠性的要求较高,本研究采用支持向量机 (SupportVectorMachine,SVM)、机器

学习等技术通过对历史遥测数据及实时遥测数据的趋势分析来帮助卫星实现在轨异常问题的判读.
关键词　故障诊断;在轨故障;趋势分析;机器学习

０　引　言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卫星设计思想由单纯保成功向关注用户体验的方向转变,对通信卫星研制提出

了 “好用易用”的要求:所谓 “好用”指卫星更可靠、更安全、在轨故障率低、满足任务使用要求等,
所谓 “易用”指卫星的日常管理简单、操控性好、故障处理迅速简单、系统维护不复杂、用户体验好等.
卫星在轨出现的质量问题对通信卫星的在轨故障诊断与处置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例如,卫星的动量轮

掉电和偏航姿态变化较大等故障导致的卫星通信业务中断;卫星在轨健壮性不足也会影响用户的正常使

用,如由于空间环境引发的问题.
民商用通信卫星由于业务涉及范围广,其出现的在轨问题、特别是影响业务运行的在轨问题,不但

影响用户的使用,更给国家通信卫星领域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当前,国内民商用通信卫星由于在轨自

主故障诊断和自主恢复能力相对较弱,在故障判读处置方面还没有高效、智能化的解决方案,主要依赖

于地面进行处理.而国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A２１００型卫星和泰莱斯公司的SB４０００型卫星,针对已发生

的可恢复故障均采用了自动的故障指令链生成手段[１].由于国内并没有成熟产品能够帮助地面站实现全部

可恢复故障的判读和处置,国内其他领域也并不涉及此项技术,而国外在故障处置领域一直对我们进行

严格的技术封锁,相应的故障处置流程及方案更是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成果.为改变当前状况,可从卫

星本身或地面设备这两个方向上开发系统,实现故障自动判读和处置.
若采用卫星本体改造技术路线,将针对卫星发生的可恢复故障,在卫星研制时采用故障检测、隔离

与恢复 (FailureDetection,Isolation,andRecovery,FDIR)技术[２,３],在发射前及在轨后,上注软件进

行功能补丁和修订,用于自动化实现故障的星上自主诊断、隔离和重构.此技术路线若能实现,将从根

本上解决此类问题.基于人工智能的星载软件对知识库、可靠性要求较高,目前开展此项工作暂不成熟.
通过地面开展智能化处置系统的研究和实践,可将经验成果转化至星载软件,提高卫星的自动处置能力.

本研究采用趋势判读的实现方案,用支持向量机 (SupportVectorMachine,SVM)等技术进行故障

诊断,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深度分析数据趋势,提前发现设备异常问题,结合历史遥测数据及实时遥测数

据,进行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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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方法

１１　算法原理

本研究以某卫星出现故障和正常的遥测数据为训练样本,分别从单机单参数和多参数诊断过渡到整

星多参数降维后诊断,同时针对整星大规模的正常数据研究了一类故障诊断算法,逐步实现对卫星整星

遥测参数的诊断.采用SVM 方法分别进行二分类和一分类诊断,一分类诊断与二分类诊断流程基本类

似,只是一分类学习时只学习正常数据建立超球面,其中二分类诊断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二分类诊断流程图

１２　诊断示例

１２１　多参数降维二类分类
算法采用 OSU_SVM３００为基础数据库结合 MATLAB中的PCA 工具包,遥测数据为某卫星的温

度参数数据.训练数据采用卫星在某时间段所有温度相关参数以及供配电IN１、IN１０、和IN１３共计５０个

遥测参数,包括正常数据和轴承温度升高的数据.本次对５０维数据降维成９维数据进行处理,图２的

PCA降维直方图给出了前面９维累计贡献９６％以上的数据,去除了冗余信息,避免了大规模数据导致的

计算风险.

图２　累计贡献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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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的数据采用与训练同样的５０个遥测参数,通过SVM 参数调节,训练结果为０９７４９,满足诊断

要求.对诊断数据进行诊断,正常数据标识为１,异常数据标识为０,结果为１,即诊断１００％数据为正常

数据,结果正确.如图３所示.

图３　训练及诊断结果图

１２２　多参数一类分类
采用LIBSVM SVDD３２２为基础库,以某卫星 A在轨数据查询系统数据为数据源.训练数据采用

卫星 A在２０１５年３月份的数据.数据选择:地敏１滚动、俯仰角,地敏２滚动俯仰角.训练数据采用正

常的数据进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到２３日的星上遥测数据.结果如图４~图７所示.

图４　正常数据部分

图５　异常数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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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的数据,卫星 A在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干扰长达３分０９秒,干扰强度也随之增加,特别是主用的

地敏 A份,刚开始不用进停控,最近进入停控区域还一直在受干扰.

图６　诊断结果图

图５中下图为局部放大图,可以看出在出现异常的数据区域,分类器能有效识别出故障情况,其中１
为正常数据,０为异常数据,诊断结果符合实际情况.

正常数据诊断及结果.数据选择:地敏１滚动、俯仰角,地敏２滚动俯仰角.诊断的数据,时间为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日到２８日的星上遥测数据.从诊断结果可以看出,本次诊断结果全部为１,即数据正常,
与实际情况符合.

图７　正常数据诊断结果

２　算法实现

２１　基于在线自学习式SVM在线多分类算法实现

算法基于 DOGMA 工 具箱实现,DOGMA 是一个在线学习工具箱,利用其中的 OISVM (online

independentSVM)改造了一个多分类的在轨SVM 分类算法,并实现了增量式学习,增量学习流程如图８
所示.

图８　增量学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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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算法测试

采用随机生成三类数据样本,数据范围分别为 [－１９,０９],[－０５,０５],[１５,２５],这三个

范围分别标识为１类、２类、３类,每类数据为 [２,１００]个数据矩阵,同时增量训练 [２,１００]同样的

数据,最后随机生成三类测试数据,最后测试精度为１,即完全分类正确,如图９所示.

图９　三类增量学习分类结果

(２)数据样本与分类结果

数据分别选取的某卫星A在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的一次位保数据作为正常数据进行训练,用２０１８年２月

７日的一次位保数据做为异常数据进行训练.增量学习时,分别选取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１日,２０１８年３月６
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日的数据进行增量学习,选取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的数据进行测试.首先不采用增量学

习,对其中的数据进行训练,训练结果为０８２４８,测试结果为０７６１１,基本诊断正确.第二,采用其中

的３月６日的数据进行增量学习,分类结果为０９４８７,精度有所提高,再次对测试数据进行测试,结果

为０８７６３,从增量学习结果来看,提高了模型的准确度.
(３)模拟在线分类

由于接口关系,不能接收实时遥测数据,本文对在线式数据进行模拟进行,即对训练好的模型,直

接将采集到的遥测送入模型诊断,即模型训练时采用４个遥测参数,测试时选用其中一组数据 (包含４个

遥测)按数据点逐步读入模型进行诊断,首先是对正常数据进行诊断,结果为０７９４８,存在一定的误诊

断.其次是对异常数据进行诊断,诊断结果为０９５７８,从数据结果来看,对异常数据诊断结果较为满意.

图１０给出了数据判断有误的图示,由于是对异常数据的检测,其中类别２表示这所有的数据点均为

异常数据点,而类别１表示对数据进行检测后,发现有些数据点被判别为类别１.

图１０　异常数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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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给出了异常数据和正常数据归一化前后的数据对比,从归一化前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异常数

据的滚动角变化较大,而正常数据中俯仰角则有一些数据跳变,而从归一化后的图中很难直观地判断数

据的正常和异常.通过在线数据异常检测后,发现部分数据点被误认为异常,实际上从原始数据中可以

发现,这些数据点确实存在一些超差,另外,从异常数据来看,其中部分数据也是在正常波动范围内的.
由于SVM 对数据是逐点判断,因此可以实现在线式数据判读,从测试结果来看,结果符合预期.

图１１　异常数据和正常数据

(４)多分类处理结果

按位保正常数据、位保异常数据及无位保数据三类数据划分,实时检测当前数据状态,读取８份不同

时段的数据进行分析.将其中三份数据进行训练 (data０２０８、data０２０７F、data０４０３T分别表示位保正常数

据、位保异常数据,无位保数据,标识为１,２,３类),训练结束后,再抽取两份位保正常数据进行增量

学习 (data０３０２,data０３０６),增量训练结束后,对位保正常数据 (data０１２３T,data０３２１),位保异常数据

(data０２０７F),无位保数据 (data０３２１T)进行检测,得到如图１２和表１所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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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检测结果

表１　检测结果汇总表

项目 训练测试 增量训练
位保正常和异

常数据检测

模拟实时在线检

测位保异常数据

模拟实时在线检

测位保正常数据

模拟实时在线检

测无位保数据

结果 ０８３１２ ０８２４４ ０７８８１ ０７９７８ ０８６７０ ０７０８２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增量学习结果并不能提高诊断或分类精度,也可能降低精度,实时在线检测

位保正常或异常数据结果均大于０７９,对位保正常数据检测精度稍高,实时在线检测无位保数据结果为

０７０８２,结果还有优化空间.

２２　基于深度学习的在线多分类算法实现

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编码器首先对该类高维、稀疏数据施行有效的低维表示学习.然后,利用高

斯混合模型进行高效的故障类别判定,从结果来看,表现较好.
(１)数据样本

数据样本从某卫星 A选择４２８个参数,分别覆盖供配电、控制、热控相关参数 (IN 系列参数４３个、

TN系列参数６１个、TK系列４３个、VK系列２３个、ZK 系列２００个、ZR系列５８个),选择两类参数,
一类是正常数据为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至６月２３日的数据,无位保操作,一类是异常数据为２０１７年４月３０
日８点到９点１８分的数据,此时进行了一次位保.

(２)数据填充

由于原始模拟数据中存在着大量数据缺失,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填充处理.这里我们采用两种填充

方案,分别称为pervious方式和next方式,如图１３所示.pervious方式:每个空白数据的值取同列 (同
属性)的上一个最近非空白值.next方式:每个空白数据的值取同列 (同属性)的下一个最近非空白值.

(３)测试结果

利用自编码器和混合高斯模型,从数据集中抽取７０％作为训练集,剩余３０％作为测试集.查准率即

预测正确的测试样例占所有测试样例的比例,查全率即所有实际为故障数据的样例中,预测也为故障数

据的样本的比例如表２所示,可以看到在现有模型中查准率和查全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尤其是采用

pervious方式处理的数据可以达到１００％的检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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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pervious”方式和 “next”方式填充效果

表２　不同处理方式的结果

项目
Previous Recall

Precision(查准率) Recall(查全率) Precision(查准率) Precision(查准率)

结果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９２６４ ０９８５４８１

３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基于SVM 的不同分类方法研究,可以发现在已知故障数据并且在具备明显特征的故障类型,

采用SVM 方法效果较好,分类精度优于０９５.

通过在线式自学习的分类方法,可以通过数据自学习提高分类精度,但分类精度没有大量学习历史

数据的结果好,在线式自学习分类精度优于０８６
面对大量遥测数据的故障诊断,探索了深度学习的检测算法,深度学习在面对数据量大且不区分特

征的情况下,分类精度优于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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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ModelingforSatelliteFault
AnalysisBasedonAlta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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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designconceptofsatelliteshasgraduallyevolvedfromsimplyensuringsuccessto
focusingonuserexperience,andhigherrequirementshavebeenplacedonthesatelliteson orbitfault
diagnosisanddisposalAssatelliteshaverelatively weakon orbitautonomousfaultdiagnosi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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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recoverycapabilities,andthedevelop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n boardsoftware
requireshighknowledgebaseandreliability,thisresearchusesSupportVector Machine (SVM)and
machinelearningtechnologieshelpsatellitesrealizetheinterpretationofabnormalproblemsonorbit
throughtrendanalysisofhistoricaltelemetrydataandreal timetelemetry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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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OE的四脉冲轨道机动遗传算法优化研究

郑　杰　陈丹鹤　徐　根　张　翔　廖文和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　针对空间碎片日益加剧的问题,对空间目标进行抵近作为主要任务手段,为航天器的机动

能力也提出了要求.经典的轨道机动方法会存在轨道根数奇异性问题,采用相对轨道根数 (ROE)定义

追踪航天器与目标航天器的相对位置,可以直观描述轨道的位置、形状,以及研究受摄后相对轨道的变

化情况.本文对脉冲作用下利用 ROE模型四脉冲轨道机动的方法进行了阐述,将 ROE模型求解的轨道

机动规划序列设为初值,通过 GA 算法全局搜索快速找到相对最优的机动序列,降低轨道机动终点误差.
为航天器对空间目标的抵近机动提供了最优解决思路,仿真结果表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航天器;轨道机动;相对轨道根数 ROE;遗传算法;优化

０　引　言

随着卫星技术和空间轨道服务应用的发展,卫星的轨道机动能力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自

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后,各国纷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卫星研发上,发射了大量卫星进入太空,很多轨

道卫星在研发之初就未考虑过返航问题,当它们生命周期结束后仍被留在太空之中,成为空间碎片的一

部分.而２０２１年３月突如其来的卫星爆炸更是犹如太空武器般产生了多个碎片冲向在轨卫星.这些空间

碎片的积累不仅消耗了轨道资源,还可能影响在轨卫星的运行[１３].提高轨道机动能力是空间碎片清理任

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卫星编队相较于传统卫星,在功能和性能上有显著的优势,且更加灵活,是航天

领域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４].而卫星编队的成员卫星想要形成稳定的构型,离不开稳定可靠的轨道机动

能力.
与经典的轨道根数类似,定义一组轨道参数反映追踪星相对于目标星的相对轨道位置、形状以及追

踪星在相对轨道上的位置,称为相对轨道根数 (ROE)[５９].用相对轨道根数计算,不仅可以直观呈现相

对轨道的中心位置、大小和形状,还可以代入高斯变分方程,研究受摄后相对轨道的变化[１０１１].
源于进化论和遗传学说的遗传算法 (GA)是一类智能启发式搜索算法,其设计思想按照生物进化的

过程,即基因的遗传和变异及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这种设计思想使得遗传算法具有较

强的全局搜索能力以及广泛的应用领域[１２１７].
本文的目的是基于ROE轨道机动控制模型,在四脉冲推力作用下,求解出解析解作为目标轨道;再

建立J２动力学模型,进行轨道数值递推,计算递推轨道与目标轨道间的终点误差;然后结合遗传算法,
以脉冲推力作用下的速度增量为优化变量,对转移轨迹进行优化,降低轨道机动终点误差.

１　基于ROE的轨道机动控制模型

１１　相对轨道根数 (ROE)

基于经典开普勒根数α＝(a,e,i,ω,Ω,u)T ,定义无量纲非奇异轨道根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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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此定义相对轨道根数为

Δα＝f αd,ac,ic( ) －f αc,ac,ic( ) ＝

ad －ac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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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c和d 分别代表目标星和追踪星.

１２　轨道机动控制模型

在自然飞行状态下,由CW 方程可得到ROE状态转移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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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机动控制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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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带下标的a,v,n,u 代表主星的半长轴、线速度、角速度、纬度幅角.可以看到轨道面内分量

Δa 、Δe、Δλ 和轨道面外分量Δi的控制是完全解耦的.对于相对运动面外分量 Δi,通过一次法向脉冲

控制

ΔvN ＝v DaΔi
a

(５)

u＝
arctan(DaΔiY

DaΔiX
) ΔiX ≥０

arctan(DaΔiY

DaΔiX
)＋π ΔiX ＜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６)

对于相对运动面内分量的Δa 和Δe,由于切向脉冲和迹向脉冲控制存在耦合,可通过两次相位差为

１８０°的切向脉冲实现对Δa 和Δe的分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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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v２
T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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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Δe－DΔa
a

(９)

u２＝u１＋(２k＋１)π (１０)
对于Δλ 的控制,即对迹向距离的控制,需要通过增加在同一相位施加的两次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

切向脉冲实现.
因此,为完整控制相对运动的面内分量,需要四次脉冲:t１

ae,Δv１
ae( ) ,t２

ae,Δv２
ae( ) ,t１

λ,Δv１
λ( ) ,

t２
λ,Δv２

λ( ) ,其中 t１
ae,Δv１

ae( ) 代表控制Δa 和Δe的第一次脉冲的时间和切向速度增量,t１
λ,Δv１

λ( ) 代表

修正Δλ 的第一次脉冲的时间和切向速度增量,四次脉冲应满足

aΔλf ＝aΔλ０－
３
２Δa０ntf －t０( ) －３Δv１

aetf －t１
ae( ) －３Δv２

aetf －t２
ae( ) －３Δv１

λ t２
λ －t１

λ( ) (１１)

综上所述,相对运动面内分量切向脉冲控制求解方法如下:

１)给定初始时刻t０ 主星绝对轨道αc 、初始时刻辅星相对轨道Δα０,终点时刻tf 相对轨道Δαf ;

２)求解相对轨道高度、相对偏心矢量、相对纬度幅角的变化量;

３)根据DΔa 和DΔe,求解 t１
ae,Δv１

ae( ) 和 t２
ae,Δv２

ae( ) ;

４)计算初始轨道高度差Δa０ 和第３步中的两项切向控制产生的相对纬度幅角漂移,计算Δλ 修正量;

５)计算 t１
λ,Δv１

λ( ) 和 t２
λ,Δv２

λ( ) ;

６)进行优化组合.
根据此方法求解出轨道机动序列后,结合目标星的轨道根数、追踪星相对轨道根数,利用坐标系转

化可以求出目标轨道.如设定仿真参数如下:
由５km 导航点向１５km 导航点抵近,其中:

５km 导航点初始相对轨道为

Δα１＝(－００５ －５ ０ ０２ ０ ０)km ;

１５km 导航点初始相对轨道为

Δα２＝(－０００５ －１５ ０ ０１ ０ ０)km .

５km 导航点伴飞时间为１轨,轨道转移时间为２轨,１５km 导航点伴飞时间为１轨.可得仿真结

果,如图１~图３所示.

图１　抵近路径法向/径向平面投影

　　　　
图２　抵近路径迹向/径向平面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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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抵近过程速度增量

表１　５km导航点至１５km导航点抵近轨道机动序列

机动时间/轨 切向速度增量/(m/s)

１ －００５２４

１２５ －００１５１

２７５ ００３９７

３ ００５２４

但使用ROE模型计算轨道转移机动序列,是基于CW 方程的线性化假设和近圆轨道假设得到的,在

非线性动力学下会有较大的终点误差,必须进行轨迹优化.

２　轨迹优化

２１　轨道机动控制模型

在地心惯性坐标系下,航天器轨道动力学可表示为

r̈＝aearth＋aothers (１２)

其中,aearth 为地球引力加速度,aothers 为摄动加速度,包括大气阻力、太阳光压、第三体引力、潮汐等引起

的加速度.对于低地球轨道,主要考虑地球引力加速度的J２项.利用J２摄动动力学绝对轨道递推,仿真

设置条件与之前相同,得到误差结果如图４~图５所示.

图４　１５km 导航点误差

　　　　　
图５　迹向/径向轨迹

可以看到在J２摄动的影响下,终点位置法向误差较小,主要误差为迹向误差,与径向误差耦合.在

J２模型下解析解得到的终点位置面内分量误差如下所示,迹向误差平均值为０１５３３km,径向误差平均

值为０００６８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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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GA算法轨迹优化

对于相对运动面内分量的控制,需要对四次切向脉冲的速度增量进行数值优化,降低轨道机动终点

误差.本文以ROE模型的求解结果为初值,固定轨道机动时间,优化变量为四次切向脉冲速度增量的变

化量,目标函数为终点位置迹向误差和径向误差为

X＝ dΔvT１,dΔvT２,dΔvT３,dΔvT４( ) T (１３)

J＝min a１Errx(X)＋a２Erry(X) (１４)

Err＝ROE(X)－ROEend (１５)
其中,ROEend为目标终点相对状态,ROE(X)为在J２模型下的轨道机动终点相对状态.

仿真设置与３１相同,对目标函数

J＝α１
１
n∑

n

i＝１
xLVLHi ＋α２

１
n∑

n

i＝１
yLVLHi (１６)

取α１＝１,α２＝５,在进行优化后,得到优化结果如表２及图６、图７所示,迹向误差平均值为０００５９
km,径向误差平均值为０００３３km.

表２　轨道机动规划序列优化结果

机动时间

/轨
解析解/(m/s) 修正量/(m/s) 优化解/(m/s)

１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５３１

１２５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１２

２７５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４５４

３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８

图６　GA目标函数值随迭代次数的变化

　　　　
图７　优化后径向误差和迹向误差

仿真结果表明可以有效修正终点位置误差.

３　结束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利用ROE模型求解四脉冲机动轨道的方法,但该求解方法基于 CW 方程线性化模

型,并不能满足实际使用,在使用时会产生较大的终点误差.建立J２摄动动力学模型分析解析解误差.
经过分析,在J２模型中,终点法向误差较小,主要误差为迹向误差,与径向误差耦合.针对平面内的迹

向误差和径向误差,利用 GA算法进行优化.将 ROE模型求解的轨道机动规划序列设为初值,通过 GA
算法全局搜索快速找到相对最优的机动序列,并以解析解的终点轨道为标准,通过比较说明了该算法的

有效性.
由于本文使用的J２动力学模型仅考虑了地球扁率,忽略了其他摄动因素,故使用有一定局限性,仅

适用于近地轨道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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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tManeuverBasedon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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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viewoftheincreasingproblemofspacedebris,theapproachofspacetargetisthemain
taskmeans,whichalsoputsforwardrequirementsforthemaneuverabilityofspacecraftTheclassical
orbitalmaneuvermethodhasthesingularityproblem oforbitalelementsTherelativeorbitalelements
(ROE)isusedtodefinetherelativepositionbetweenthetrackingspacecraftandthetargetspac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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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perturbationInthispaper,themethodoffour pulseorbitalmaneuverusingROE modelunder
impulseisdescribedTheorbitalmaneuverplanningsequencesolvedbyROE modelissetastheinitial
value,andtherelativeoptimalmaneuversequenceisquicklyfoundbyGAalgorithmglobalsearch,so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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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星相机在轨精度评估

邸晶晶　任宇宁　王　伟　宗云花　于艳波　翟国芳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先进光学遥感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摘　要　星相机的测量精度直接影响测绘相机图像对地定位精度,对其在轨精度进行有效评估具有

重要意义.针对星相机在轨运行过程中的精度评估问题,本文首先对星相机在轨误差进行了详细分析,

然后从低频误差、高频误差和瞬态误差几个方面,采用多项式拟合、滑动平均滤波和历元法提出星相机

在轨精度评估的方法和具体步骤.最后,将本方法应用于某在轨卫星星相机的姿态数据中,计算结果验

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星相机;在轨;误差;精度评估

０　引　言

星相机姿态测量精度高,在航天光学遥感领域有巨大的发展前景[１３].作为测绘相机的组成部分,星

相机的测量精度直接影响相机图像对地定位精度.在此前提下,对星相机在轨指向精度进行有效评估具

有重要意义.

星相机在轨工作时,受空间环境影响和自身原因,输出姿态数据包含了各种误差.目前,国内外对

星相机/星敏感器精度评估的文章[４８],对误差进行了分类和误差源分析,但是各自对精度的处理方法不

够全面清晰具体.
本文首先对星相机误差进行了分类与分析,并从总误差、低频误差、高频误差和时域误差几个方面,

提出了基于多项式拟合、滑动平均滤波和历元法的星相机在轨精度评估的方法和具体步骤,为星相机在

轨精度评估提供有效方法.

１　误差分类

根据ESA标准,星相机误差主要可分为偏置误差 (BiasError,BE)、热弹性误差 (thermoelastic
error)、视场空间误差 (FOVspatialerror)、像素空间误差 (pixelspatialerror)、瞬态噪声 (temporal
noise)、光行差 (aberrationoflight)[９].

偏置误差:主要由发射导致的星相机视轴坐标系与相机坐标系间的误差以及重力变化导致的误差组

成,在轨后基本不再发生变化,可通过系统校准弥补.

热弹性误差:主要是由在轨环境导致的缓慢变漂移误差.主要影响因素是轨道的热环境、星相机温

度梯度等.对于在近地轨道工作的星相机而言,根据轨道按照周期性变化,属于时域低频噪声.
视场空间误差:主要包括视场内的点扩散函数变量、焦距校准残差 (包括温度稳定性)和光学畸变

(色差)、在四元数水平上而非星点水平上的校正导致的光线偏差残差、线膨胀系数 (CTE)影响 (包括

由于辐射导致的退化)和星表误差 [包括星点自行 (starpropermotion)和视差 (parallax)].
像素空间误差:主要包括探测器光子响应非一致性 (PhotoResponseNonUniformity,PRNU)、探

测器暗信号不一致性 (DarkSignalNonUniformity,DSNU)、探测器暗电流尖峰———是否相关取决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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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技术)、探测器固定模式噪声 (FixedPatternNoise,FPN)———是否相关取决于探测器技术和星点

质心计算误差 (插值误差).
瞬态噪声:主要包括星点信号的散粒噪声 (shotnoiseonstarsignal)、背景和暗电流带来的散粒噪声

(shotnoiseon backgroundsignaland darkcurrent)、 读 取 噪 声 (read outnoise)、 量 化 噪 声

(quantificationnoise)和数据噪声 (datationnoise).
光行差:由于星相机在惯性系下的运动导致的观测误差.可通过系统校正手段弥补,影响可以忽略.
对于LEO 卫星,卫星角速度约 为 ００６ (°)/s,星 上 装 载 的 星 相 机 瞬 态 噪 声 表 现 为 瞬 态 误 差

(TemporalError,TE),视场空间误差和热弹性误差表现为时域低频有色噪声 (LowSpatialFrequency
Error,LSFE),像素空间误差和瞬态噪声表现为高频白噪声 (HighSpatialFrequencyError,HSFE),
因此与星相机自身相关的又可按照低频时域误差、瞬态误差和高频时域误差进行分类[１０].本文将从这三

类误差对星相机在轨精度展开评估.

２　精度评估方法

精度评估基于星相机在轨四元数原始数据.

２１　处理流程

评估的全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精度评估流程

２２　总误差 (TotalError)计算方法

选取星相机在轨实测连续姿态四元数序列qstc,k ,其中,qstc,k ＝ q０,k,q１,k,q２,k,q３,k( ) ,q０,k 为

标量,k＝１,２,n,n 为四元数序列总数.后文所有的四元数中均是q０ 为标量.

１)从姿态四元数中获取转动角和坐标矢量:

φk ＝２arccosq０,k( ) (１)

vk ＝

Xk

Yk

Zk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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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φk/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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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ù

û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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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在赤道坐标系中计算星相机坐标系各轴的位置:

Mreal_ k ＝M(Xk,Yk,Zk,φk)＝

x_Xk y_Xk z_Xk

x_Yk y_Yk z_Yk

x_Zk y_Zk z_Zk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３)

式中,x _Xk 为星相机X 轴在天球坐标系X 轴上的投影,其他８个参数与此参数定义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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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k,Yk,Zk,φk)为从原始四元数中获取的赤道坐标系中星相机坐标系位置矩阵,计算公式

如下

M(X,Y,Z,φ)＝

cosφ＋(１－cosφ)X２ (１－cosφ)XY－Zsinφ (１－cosφ)XZ＋Ysinφ
(１－cosφ)XY＋Zsinφ cosφ＋(１－cosφ)Y２ (１－cosφ)YZ－Xsinφ
(１－cosφ)XZ－Ysinφ (１－cosφ)YZ＋Xsinφ cosφ＋(１－cosφ)Z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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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

ù

û

ú
ú
úú

(４)

３)对姿态矩阵Mreal_k 每个分量使用n 组数据进行多项式拟合,得到拟合后的姿态矩阵

Mpoly_k ＝

X_Xk Y_Xk Z_Xk

X_Yk Y_Yk Z_Yk

X_Zk Y_Zk Z_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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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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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式中,X _Xk 为拟合后星相机X 轴在天球坐标系X 轴上的投影,其他８个参数与此参数定义方式相同.

４)计算误差矩阵

Merr_k ＝Mpoly_kMT
real_k ＝

M１１_k M１２_k M１３_k

M２１_k M２２_k M２３_k

M３１_k M３２_k M３３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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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计算绕XYZ 三轴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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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按照误差理论,对上述误差进行统计,得到绕三轴误差 (３σ).

σx ＝
３
２

∑
N

k＝１

(δφx _k)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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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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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３　低频时域误差 (LSFE)计算方法

对星相机各轴总误差进行数字滤波,即可得到低频误差.常规的数字滤波方法有限幅滤波法、算术

平均值滤波法、加权平均值滤波法、中值滤波法、递推平均值滤波法和一阶低通滤波法等[１１１２].对于星

相机低频误差选用基于中值滤波法的滑动平均滤波法更简单有效,在滤除噪声的同时,很好的保护了数

据细节信息.
选取窗口长度为L ,则对于每一个总误差数据,计算以该数据为中心,再前后各取 (L－１)/２个数

据,求取平均值,形成滤波后的误差数据.公式如下

３３３１



Δφx１,k ＝
１
L ∑

k－L＋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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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L＋１

２
,L＋３

２
,n－

L－１
２

.

本文选择窗口长度设置为５ (即５点移动平均),得到平滑后的低频误差数据.
对数字滤波后的序列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星相机各轴低频误差.

LSFE_Err＝３std(Δφz１,Δφy１,Δφx１) (１０)

２４　瞬态误差 (TE)计算方法

采用历元差法通过相邻四元数差分,计算相邻时刻星相机三轴姿态角增量,其直流部分体现卫星的

运动,剩余部分体现星相机姿态测量噪声.

１)差分四元数计算公式如下:

Δqstc＝q－１
stc,i＋１ qstc,i (１１)

２)按照３２１转序,将差分四元数转换为绕z,y,x 三轴欧拉角,得到Δφz,k,Δφy,k,Δφx,k .

３)对Δφz,k,Δφy,k,Δφx,k 序列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星相机各轴总误差.

TE＝３std(Δφz,Δφy,Δφx) (１２)

２５　高频空间误差 (HSFE)计算方法

由于总误差主要由低频空间误差,瞬态误差和高频空间误差组成,所以可按照下式计算 HSFE.

HSFE＝ (TotalError)２－LSFE２－TE２ (１３)

３　结果与讨论

根据本文第２节介绍的方法,对某星相机在轨数据进行精度评估,得到评估结果如图２、图３所示.
经计算,星相机在轨精度见表１.

表１　星相机绕三轴精度

总误差

TotalError,″(３σ)
低频误差

LSFE,″(３σ)
时间误差

TE,″(３σ)
高频误差

HSFE,″(３σ)

X 轴 ０６７ ０３２ ０４７ ０３５

Y 轴 ０８３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４１

Z 轴 ９７ ５４ ６５ 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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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星相机总误差和LSFE误差

图３　星相机时域误差

４　结　论

本文对星相机在轨误差进行了分解与分析,重点从总误差、低频误差、高频误差和瞬态误差几个方

面,提出了基于多项式拟合、滑动平均滤波法和历元法的星相机在轨精度评估的方法和具体步骤.采用

本方法对某在轨卫星星相机的在轨指向数据进行精度评估,验证方法有效,为星相机在轨数据处理提供

了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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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evaluationofHighprecision
starcamerainorbit

DIJing jing,RENYu ning,WANG Wei,ZONGYun hua,YUYan bo,ZHAIGuo fang
BeijingKeyLaboratoryofAdvancedOpticalRemoteSensingTechnology,

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 Electricity

　　Abstract　The measurementprecisionofthestarcameradirectlyaffectstheimagepositioning
accuracytogroundofmappingcamera,so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effectivelyevaluateonorbit

precisionofthestarcameraInordertodotheevaluationbetter,thispaperfirstanalyzesthein orbit
errorsofthestarcameraindetailThen,themethodandspecificstepsoftheprecisionevaluationare

proposedbypolynomialfitting,slidingaveragefilteringandcalendarmethod,tocalculatethelowspatial
frequencyerror(LSFE),thehighspatialfrequencyerror(HSFE)andthetemporalerror(TE)Finally,

themethodisappliedtotheattitudedataofastarcameraonorbitTheresultsshowthatthemethodis
effective

Keywords　Starcamera;Onobit;Errors;Precision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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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５G频谱共享对抗仿真技术综述

张　盈１,２　杜　渐１,２　张　兴１,２　马一原１,２　马　静１,２

１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２航天系统仿真重点实验室北京仿真中心

摘　要　随着全球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都在加速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５G)的商用

部署,军用仿真技术对５G应用的推动作用也备受关注.无线频谱的高效利用始终是移动通信应用的基础

性难题,到了５G时代这个问题就愈加凸显出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进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多种可能的

解决方案,各种方案的优劣需要运用仿真技术进行鉴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研发了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线射频仿真平台——— “斗兽场”,发挥了仿真技术的巨大威力,从而在人工智能赋能

的频谱共享算法和超大规模无线电频谱仿真方面双双取得重要突破.

关键词　频谱共享;仿真;人工智能

０　引　言

随着全球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都在加速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５G)的商用部署.无

线通信的峰值数据速率是由服务中可用的无线频谱数量决定的.随着５G的大规模应用,对频谱资源的需

求必将大幅增长,未来频率资源供需矛盾将非常突出.当前使用的频谱管理方法通过将频谱人为的划分

为严格的专有许可频段来隔离无线系统,以保证彼此间不发生干扰.但是会造成不同频段 “忙闲不均”,

难以适应频谱的动态供需变化.５G具有高速率、低延时、大容量三大特点,以支持的万物互联,虚拟/增

强现实,自动驾驶等新应用生态.对有限的频谱资源的需求正在飙升,为了满足５G需求,除了不断增加

可供５G等无线网络使用的频谱资源外,提高频谱利用效率共享可用频谱是必需探索的路径.

无线频谱的高效利用始终是移动通信应用的基础性难题,到了５G时代这个问题就愈加凸显出来,人

工智能的发展进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各种方案的优劣需要运用仿真技术进行

鉴别.军用仿真技术对５G应用的推动作用也备受关注.美军研发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线射频仿真测试

环境 “斗兽场”等系列仿真平台,发挥了仿真技术的巨大威力,从而在人工智能赋能的频谱共享算法和

超大规模无线电频谱仿真方面双双取得重要突破,发挥颠覆性影响.

１　激增的军用频谱需求对频谱高效利用提出挑战

频谱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运营、开发和推广中发挥关键作用.无线通信的峰值数据速率是由服

务中可用的无线频谱数量决定的.在４G通信中,最多可以将５个２０MHz的信道连接在一起,但在５G
中,可以连接多达５个１００MHz的信道,速度比４G和４G长期演进 (LTE)快约２０倍.虽然部分５G技

术将被部署到现有的蜂窝网络频谱中,并在性能上实现一定的提高,但５G 高速发展应用将需要更多

频谱.

１１　现有的固定频谱分配法无法满足５G动态需求

现有的频谱分配方法通过将频谱划分为严格的专有许可频段来隔离无线系统,这种频谱管理方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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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它通过将频谱划分为严格的专有许可频段来隔离无线系统,这些频段被分配在广

大的地理区域空间内使用.通过这种方法来确保不同的终端使用不同的频段进行通信,彼此之间不发生

干扰.然而,这种人为划定谱段的方法,难以适应频谱的动态供需变化.在很多时候,获得频谱使用许

可的组织或个人并没有充分使用所分配的频段,而其他频段则不堪重负,从而降低了频谱的使用效率,

并使有限的频谱资源显得更加稀缺.[１]

５G时代,对有限的无线电频谱资源的需求正在飙升.近年来,无线数据传输年增长率达到５０％,这

背后主要的驱动力包括:人们在智能手机上随时播放视频和浏览社交媒体需求,以及５G所支持的万物互

联、虚拟/增强现实、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应用生态迸发的高带宽、低延迟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

求,除了不断增加可供５G等无线网络使用的频谱资源外,尽可能提高频谱利用效率也是必需探索的路

径.这意味着各种无线技术越来越不可能拥有专用频段,而是必须共享可用频谱.然而现在并没有十分

有效的共享频谱方案[２].

１２　５G技术激增的商用与军用频谱需求

５G技术不断激增的商用领域也对军事领域频谱应用提出新的挑战,推动军用通信系统设计者在解决

频谱干扰、与商用领域共享频谱等方面进行了多项探索.军用无线通信的部署和带宽需求的增加,以网

络为中心和无人自主系统的使用,以及对雷达和通信频谱灵活性要求的提高和进行复杂对抗的需要,对

频谱更高效利用提出挑战.

５G技术激增的美国商用与军用频谱需求使得有限的频谱资源面临严峻挑战,现阶段美国商用５G网

络部署的最佳的中频频段恰好是美军宙斯盾系统以及预警机雷达的探测波段,这恰恰暴露了美国在５G频

谱的顶层设计方面的不足之处.因此美军在解决频谱干扰、与商用领域共享频谱等方面进行了多项探索.
要么充分共享可用的中频频段,要么使用更高的毫米波频段.然而较高的频段理论上能够提供足够的带

宽,但其较短的无线电波不会传播太远,并且通常被建筑物或其他结构阻挡.相较而言,频谱共享可能

是目前更现实的选择.

２　美军的人工智能赋能频谱利用方案

２０１９年４月,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发布的 «５G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部的风险与机遇»报告

指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５G)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技术,将会在从无人驾驶汽车到智能城市、从虚拟

现实到作战网络等各领域重新建立公众及个人的业务标准.从４G向５G的转变将极大地影响全球通信网

络的未来,并从根本上改变国防部的运作环境.５G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全面驶入快车道,其研究开发和

产业应用如火如荼,其中也面临不少的新问题、新挑战,需要运用仿真技术和平台来帮助解决.如今,
建模仿真技术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认识改造世界的第三种方法.

２１　调频技术

２０世纪初,蓝牙和 Wi Fi采用调频技术实现共享频段.

蓝牙和新出现的 Wi Fi都是用２４GHz的视距微波频段,这差点导致蓝牙技术灭绝.最终,蓝牙工

程师修改了其标准,并通过开发蓝牙设备的跳频技术避免了早期灭绝的噩运.蓝牙设备在检测到 Wi Fi
信号后,会将通信转移到空闲频段.跳频只是避免共享频段的无线通信设备间相互干扰的一种方法.但

在５G的复杂网络环境下,仅依靠跳频技术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无线通信频段共享需求,必须探讨基于人

工智能的频谱共享新方案.

２２　基于人工智能的５G频谱利用优化

基于人工智能的５G频谱利用优化的目标是使基站和终端自主地决定所使用的频段,所有设备通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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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数据而不是依靠预先建立的固定规则策略构建协同的无线通信网络,获得比使用传统频段划分方案更

高的性能.人工智能已经历了以 “手工知识”为特征的第一波和以 “统计学习”为特征的第二波浪潮,
将迎来以 “适应环境”为特征、以持续自主学习能力为核心的第三波浪潮.

在美国国防部目前连续三年举行的 “频谱协作挑战赛”中,第一波和第二波人工智能技术都得以应

用.在挑战赛开始时,首先采用了第一波方法,即协作共享频谱的一般编写规则、监听每个网络,但是

这些规则无法捕捉到频谱管理的所有特性,妨碍了无线通信终端的协作能力.后来参赛团队建立了基于

第二波人工智能的频谱预测方案,可以快速识别其他团队的无线通信策略.第二波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

获得更精确的频谱预测能力.

３　面向５G的电磁网络仿真试验 “斗兽场”项目

基于不同阶段人工智能的频谱共享方案目前还不能直接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中进行试验,这需要全方

位改变目前网络协议栈和设备软件,必须通过仿真对不同的方案进行试验,以从中发现最有效的智能频

谱共享算法.美国打造了一系列的射频仿真平台,用于基于人工智能的频谱共享方案的仿真测试和电磁

网络仿真测试与评估,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图１　频谱仿真平台

图２　 “频谱协作挑战赛”结果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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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射频仿真试验环境

美国国防 部 在 马 里 兰 州 的 约 翰 斯  霍 普 金 斯 大 学 应 用 物 理 实 验 室 打 造 了 名 为 “斗 兽 场”

(Colosseum)[３]的世界上最大的射频仿真试验环境,２０１７年４月正式投入使用,共使用了２１个服务器机

架,每秒产生和处理的无线电数据量超过５２TByte,超过了整个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集的信息量.使

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制造的１２８台双天线 “软件定义无线电”单元组装而成,拥有６４个 “现场可编程门

阵列”,可执行超过１５０万亿次浮点仿真运算.每个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都仿照一个电磁场景设计,可

使 “软件定义无线电”单元能在任意环境中运行.测试平台的无线电仿真信道数为２５６×２５６,可实现２５６
个无线设备间的实时计算和超过６５０００个信道的交互仿真.每个信道的带宽为１００MHz,测试平台任意

时刻的带宽达到２５６GHz,且每个信道的接发频率可在１０MHz (广播FM 收音机)和６GHz (Wi Fi)
间调整.

“斗兽场”为大规模军民领域电磁频谱使用和管理方案研究、测试、验证等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

该测试环境具有开创性,可在１km２范围内仿真包括手机、军用无线电、物联网设备和其他无线通信设备

在内的数百种无线通信设备之间的交互,并可实现高逼真度的无线通信信号穿越、反弹、回声仿真,将

真实信号从发射机转发到接收机.
在 “频谱协作挑战赛”的每场比赛中,各个队伍可以直接将无线电频率信号 “广播”到 “斗兽场”.

该试验平台拥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根据给定环境的详细数学模型来计算这些信号的行为方式.

３２　世界最大的射频仿真暗室———空军贝尼菲尔德射频仿真暗室[４]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空军贝尼菲尔德射频仿真暗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频仿真

暗室,其长约８０m、宽约７６２m、高约２１３m,是复制了露天靶场的全封闭的射频屏蔽设施,可对电子

战系统与体系进行仿真测试与评估,可以容纳 B ２轰炸机这样的大型飞机.美国 Orolia公司成功将

GSG ８GPS/GNSS测试仿真系统与其定位导航授时策略相结合,从而在一个具备扩展更新的平台上提供

一系列最高标准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测试和传感器仿真性能,并基于软件定义的策略提供了更高

性能和更具灵活性的解决方案.

３３　先进无线研究平台

在 “频谱协作挑战赛”结束后,“斗兽场”作为研发测试平台将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先进无线

通信研究平台 (PAWR)项目,向东北大学的新场所过渡.先进无线通信研究平台项目能够实验性地探

索强大的新型无线设备,这些设备旨在彻底改变美国的无线生态系统,同时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美国的

领导地位和经济竞争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先进无线通信研究平台项目是延续 “斗兽场”传统的完

美合作伙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在进行的无线研究投资项目,包括增强无线电频谱的接入 (EARS)
项目,以及频谱效率、能源效率和安全———为所有人提供频谱 (SpecEES)项目等.在过去十年中,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在该领域累计投入了超过１５亿美元[５６].

４　启示与建议

４１　抓住５G引领的技术革命浪潮,大力推进５G产业布局

２０１９年６月６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颁发 “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

务”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第五代移动通信５G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全面驶入快车道,从无人驾

驶汽车到智慧城市、从虚拟现实到作战网络等各领域将迎来深刻变革.从４G向５G的转变也将极大地影

响全球通信网络的未来,并从根本上改变国防部门和军队的运作环境.[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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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企业把握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国防建设、服务国计民生”的战略定位,提出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建议积极拥抱５G颠覆性通信能力激发的产业变革,挖掘５G 产业的巨大

新潜能,促进５G技术的军事应用与仿真.

４２　加强顶层设计与前沿布局,探索５G时代频谱利用新方法

频段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我们要深刻吸取美国目前面临的军用商用５G频段冲突问题的教训,加强军

用雷达通信、军事基地建设、航天云网和智慧城市物联网的无线频谱顶层设计,强化前沿布局,探索５G
时代频谱利用新方案.

第五代移动通信５G技术的应用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防部门和军队的运作环境,包括军用无线通信的部

署和带宽的增加、以网络为中心和无人自主系统的使用,对提高频谱使用效率、提升军用雷达复杂对抗

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的华为公司是全球５G技术的领跑者,建议集团公司联合国防装备部门、工信部

和行业领先供应商,加强前瞻性布局,开展人工智能管理的电磁网络技术研究,加快现有的军用雷达波

段与新兴５G应用的共享技术的探索,构建巨型联合频谱数据库架构,通过智能推理和智能协同来解决当

前频谱利用的低效问题,为５G的全面军事应用奠定技术基础.

４３　利用仿真领先优势 促进人工智能与仿真技术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算法具有自我迭代、不可解释、不可预测等特点,如何将理论转变为实际应用,是人工智

能算法面临的最大挑战.“斗兽场”射频试验仿真环境,通过一系列RF场景测试不同竞赛团队相互博弈、
仿真人工智能频谱共享算法在现实世界中面临的挑战、让机器学习算法不断完善和进化,大大缩短系统

研发周期,最终实现无线频谱动态共享的目标.
目前,许多人工智能研究热门领域都已将仿真技术作为提高系统可靠性、安全性,降低研发成本,

提高研发效率的重要手段.例如,在自动驾驶领域,过去几年谷歌、英伟达、百度等科技巨头,都在不

遗余力的搭建自己的自动驾驶仿真平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我国仿真领域唯一的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在仿真领域开展探索性、

创新性和重大关键技术等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拥有我国精度最高的射频实验室,建议在仿真领域技术

领先的基础上,重点发展针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仿真测试平台,通过超大规模无线电频谱仿真技术,为学

术机构、装备部门和工业界提供有效的基于人工智能的频谱共享技术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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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imulationTechnologyof５GRadio
FrequencySpectrumSharingCompetition

ZHANGYing１,２,DUJian１,２,ZHANGXing１,２,MAYi yuan１,２,MAJing１,２

１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２ScienceandTechnologyon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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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globalwirelesscommunicationtechnology,allthecountries
intheworldareacceleratingbusinessdeploymentofthefifthgenerationmobilecommunicationtechnology
(５G),simulationtechnologypromotes５G application,andexerts moreand moreconcernEfficient
utilizationofradiofrequencyspectrumisalwaysthefundamentalchallengeformobilecommunication,and
hasbecomemoreandmoreevidentin５GtimesTheprogressofAIprovidesmanychoicesof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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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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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地一体多数据源融合的卫星应用方案研究

徐　健　王井胤　徐　凯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

摘　要　随着国内外航天事业的发展,卫星系统的建设不断完善,为了更好地提升现有卫星系统的

应用价值,有效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以实际需求为牵引,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源卫星数据和星地数据融合

的卫星应用解决方案,并将其应用到卫星环境监测领域的国际合作中,通过实践证明,该应用方案充分

发挥了多源数据的优势,并结合先进的地面应用系统设计,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　星地融合;一体化应用;地面应用系统;环境监测应用

０　引　言

微小卫星星座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对于现有的卫星或星座系统而言,星座往往具有单一

的功能,获取特定类型的数据或实现单一功能,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多种数据的融合和多种功

能的融合来实现复杂的应用功能.

数据融合的目的是综合不同数据所包含的不同的信息,将有效的信息互补叠加,消除多源数据之间

的冗余和矛盾,还可以挖掘数据交叉融合后带来的附加信息,创建增强解释性的数据信息,更加适合于

数据分析、特征提取、建模和分类等信息处理.信息融合可以应用在方案数据的融合方面.

遥感卫星可以提供包括光学影像和多光谱影像,两种类型的数据包含不同的信息,其中光学影像可

以获得目标区域层次丰富的可见光影像,直观地反应出地面区域的视觉特征;多光谱影像可以获得目标

区域的光谱特性,通过反演获得出遥感影像的深层次信息.

低轨道通信卫星星座具有覆盖区域广、应用设备简单、信息延时小、投资成本低的特点,可以实现

高效率的窄带通信.

地面多光谱采集系统与卫星多光谱遥感原理相同,由于作用距离短,干扰少,在特定区域的采样分

辨率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

传统的应用方法是基于对不同类型星座数据的分析判读,主要在于提升数据的采集效果和分析能力,

本文以实际应用问题为研究目标,通过系统分析设计,融合多源卫星数据,融合星地数据,融合遥感卫

星与通信卫星的功能,进行融合方法和融合理论的研究分析,通过分析现有的数据特征,获取其反映的

地物信息,在此基础上开展融合理论及方法的研究,并对融合应用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价分析.

１　研究区域

乍得湖是非洲第四大湖泊,内陆淡水湖 ,位于非洲中北部 ,乍得、喀麦隆、尼日尔和尼日利亚４国

交界处,乍得盆地中央,乍得湖由大陆局部凹陷而成;乍得湖面积随季节变化,雨季时可达２２万平方千

米,旱季时可缩小一半以上,湖的海拔２８１m;平均深度１５m,最大深度１２m.水位年变幅０６~
０９m.

作为一个纯内陆国家,乍得湖是附近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满足基本的人类生活、农牧业需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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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是当地旅游业、水产养殖业等经济来源的重要依托.

２　研究区域特点

乍得湖在地质上属于不稳定结构,从历史发展情况来讲,乍得湖的流域面积和湖面面积经历了巨大

的变化,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湖面的面积在不断缩小.即使是在一年中,雨季

时和旱季时湖面的面积也变化较大.乍得湖流域时间变化情况如图１所示[１].

图１　乍得湖流域时间变化情况

３　应用需求

针对目标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数字化 GIS平台,主要具备以下功能.

１)流域面积监测.

２)湖面面积监测.

３)乍得湖水质参数.

４)监测情况实时传输.

５)数据处理及综合现实功能.

４　关键技术分析

(１)多星协同观测数据融合

对地观测卫星具有传感器类型多、覆盖范围广等优势,但也存在工作弧段较短、多卫星频繁交接、

观测间隔时间较长等不利于连续观测的因素,需规划设计卫星对地观测体系,构建任务驱动、信息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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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融合相统一的智能观测与智能处理一体化网络.
(２)星地数据融合模型及任务完成度分析

星地数据融合实现了卫星采集整体概况数据,地面设备采集局部细节数据的综合数据.但是由于两

种数据源的视角不同,特别是地面设备所采集的局部数据能够准确的映射融合到整体数据之中,这就需

要通过导航卫星准确定位地面设备地理位置,结合地面设备的图像采集角度,进行局部数据到整体数据

的转化和融合,并得到观测任务完成度的结果.
(３)星地数据融合任务最优规划算法

由图１可知,观测对象存在区域边缘变化较大的现象,需要通过观测卫星和导航卫星数据融合,确定

区域边缘,进而结合地面采集设备的特性确定分布式观测点的最优位置,从而实现快速、准确、全面的

星地数据采集及融合.

５　方案设计

根据应用目标的要求,需要将多源卫星数据和地面数据相融合,才能实现最优的数据采集.卫星数

据具有范围广、时效性强的优势,但是分辨率有限;地面多光谱采集系统由于作用距离短,因此时间分

辨率和空间分辨率高,但是存在远距离数据传递的问题.如果把各种来源的数据进行融合后,可以获得

最佳的监测效果.
在融合应用的监测过程中,使用高分辨率光学影像数据作为流域面积和湖面面积监测的原始数据;

使用空间高光谱数据和地面高光谱数据作为水质参数监测的原始数据.
由于地面高光谱数据采集系统具有光谱分辨率高的优势,但是由于采用分布式结构,需要解决数据

传输的问题.由于部分地面高光谱监测站点处于地面通信网络覆盖盲区,采用低轨通信卫星解决数据传

递和通信的问题.
基于统一时间基准的数据传递到地面数据处理系统后,进行融合处理后,可以显示出结果.
多源数据融合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多元数据融合流程图

在数据的采集过程中,地面多光谱采样设备采用的是分布式方式,通过低轨卫星星座系统传递信息

数据到地面应用系统,实现应用目标,完成监测分析任务.

６　应用结果

通过仿真分析和小范围试验,完成区域目标典型监测任务,结果如图３所示.

７４３１



图３　湖面面积变化情况

７　结　论

不同的卫星数据包含不同的信息,地面数据又具有分辨率高的独特优势,以实际应用为目标,提出

了一种基于多卫星数据源融合,卫星数据与地面数据融合,利用低轨卫星实现分布式数据高效率传输,
通过实践,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为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提供了一条新的融合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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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NewSatelliteApplicationApproach
BasedonMultiSatelliteandSatellite GroundData

XUJian,WANGJing yin,XUKai
ShanghaiEngineeringCenterofMicrosatellite

　　Abstract　Withthedevelopmentofspaceindustryworldwide,theconstructionofsatellitesystemis
constantlyimprovingInordertobetterenhancetheapplicationvalueofexistingsatellite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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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solvepracticalapplicationproblems,asatelliteapplicationsolutionbasedon Multi source
SatelliteDataandsatellite grounddatafusionisproposed,whichisappliedtothe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thefieldofsatelliteenvironmentalmonitoringIthasbeenprovedbypracticethatthe
applicationschemegivesfullplaytotheadvantagesofmulti sourcedataandhasgoodpracticalvalue
combinedwithadvancedapplicationsystemdesign

Keywords 　 Space ground integration;Integrated application; Ground application system;

Environmental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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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发展的透视与浅析

姜盛鑫　韩天龙　施　帆　陆宏伟

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

摘　要　针对商用货架 (COTS)产品在近地轨道 (LEO)卫星上的应用频率越来越高、应用范围越

来越广泛的现实情况,简要剖析了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的内涵与外延,梳理介绍了航天 COTS产品标

准化的实施进展,探索提出了适用于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发展的几点措施与建议,为我国 LEO 卫星星

座建设部署过程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关键词　航天;卫星星座;商用货架产品;标准化

０　引　言

对于当今航天领域而言,LEO卫星星座无疑是最为火热的关键词之一.其实大型LEO卫星星座的概

念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时几家公司试图提供全球连接,Globalstar、Iridium、Odyssey和

Teledesic制订了庞大宏伟的计划,但由于成本过高以及需求有限的原因,除了Iridium 公司以外,其他所

有公司都缩减了其星座计划的规模或取消了计划.而随着 OneWeb的消亡,SpaceX在 LEO 卫星星座部

署方面取得了绝对领先的地位,并在２０２０年声称可以开始提供商业服务[１].就在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晚上,

SpaceX成功发射了第１７批星链卫星,已经累计将多达１０００颗卫星送入太空.此外,Amazon已经申请

在其柯伊伯星座中发射３２３６颗航天器,并计划将其不断壮大的团队迁入新设施,以全力应对星座建设中

遇到的挑战.
人们为什么对LEO卫星星座重新产生兴趣? 为什么对现在的LEO 通信系统市场比过去更可能成功

重拾信心? 原因是在过去的２０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多种力量的有机融合,进而发展成

当今的局面.卫星技术的进步、新业务模式的出现、更强大的资本储备以及对于低延迟带宽的猛增需求

是这些力量的主要体现,使LEO卫星星座发展迎来了 “第二春”.

尽管有诸多强大力量牵引着LEO卫星星座的快速发展,但为确保长期的生存能力与竞争力,满足快

速化、批量化、小型化的行业需求,规划大型LEO卫星星座的设计者仍需要大幅降低研发成本与时间是

不争的事实.如今美国军方和一些公司纷纷把目光投到商用货架 (COTS)产品,选择在卫星研制过程中

采用COTS产品,这为有效压缩研发成本与时间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２３].由于COTS产品在航天

领域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投入应用的系统越来越广泛,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有必要实施开展标

准化工作,以促进COTS产品在航天领域中的规范化应用.

１　剖析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的实质内涵

１１　航天COTS产品的概念分析

COTS (commercial off the shelf)产品首次作为官方宇航产品替换方案可追溯到１９９４年,时任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发表了著名的备忘录,被称为 “佩里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在可能的情况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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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COTS产品投入到军事应用中,从而取代专门定制方案,其初衷是担忧军事规范产品的全面使用会限

制竞争、扼杀创新以及增加部署新系统的成本和时间.在 COTS产品成功应用于军事装备数十年之后,

COTS在航天装备上的使用才成为现实[４].根据国外相关报道,美国国防后勤局 (DLA)认证或美国军

事标准 (MS)认证的某类产品技术要比用于下一代航天装备及相关仪器的最先进、高性能产品落后数代,
这也加速了COTS在航天装备中的使用进程.那么 COTS是什么呢? 商用货架产品 (COTS)指的是经

过更新迭代、在商业市场出售、通过政府合同使用或获得的非军事/政府投资研发装备 (NDI).很多人会

将 NDI与COTS划等号,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COTS应该属于 NDI的一个子集,而

并非它的全部.那么 NDI是什么呢? 非军事/政府投资研发装备 (NDI)是出于政府目的,但不限于特定

工程的任何项目,可以是由联邦机构、国家或州政府,以及与政府签署了国防战略协议的其他政府等任

何形式主导[５].COTS与 NDI的关系可以通过图１进行表达.

图１　非研发项目的分类示意图

１２　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的内涵分析

术语 “标准化”的定义众所周知,并被广泛应用于航天领域.标准化减少了在不同设计中使用的组

件种类数量,对于具有类似需求的特定设计/产品,可以从不同级别上实施标准化.标准化的级别分为:

国际、国家、企业、工厂以及项目,其最终目标都是在设计/产品中实现组件通用性并且在此过程中有所

收益[６].随着COTS产品在航天领域占据的份额越来越重,面对商业市场上种类繁杂的 COTS产品,需

要开展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工作.

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的优点是多方面的.对于 COTS产品供应商来说,标准化能够为企业提供严

明的工作准则、受控的工作文化,使企业的稀缺资源能够得到最佳的利用;同时还能够有效降低总体拥

有成本 (更高的采购量、更少的订单、更少的非经常性项目);而最重要的是通过标准化压缩产品类型,

利用单一的开发工作取代功能相似部件上的重复研发,可以从长远角度上降低成本.对于卫星研制部门

来说,标准化可以为其选用COTS产品提供权威指导,有效降低卫星制造和产品采购成本,研发一项功

能相同的军事标准产品要比选用经过筛选的COTS产品花费更多的成本与时间,对于需要特定的开发软

件资源的产品尤为明显,如微处理器、FPGA 等[７].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航天 COTS产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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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的缺点与已经实施多年的军事标准化大致相似,那就是对于设计人员个性方面的束缚.设计人员在

进行产品研发时希望拥有充分的设计自由,但各种级别的标准会将设计人员的设计限制在某个指定的

“空间”范围.
然而瑕不掩瑜,对于过去受限于只能选择军事规范产品的设计人员来说,更先进的 COTS产品已经

能够为其设计带来更大的创新自由.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的实施显然是利大于弊的.因此,开展航天

COTS产品标准化工作势在必行.

２　梳理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的实施进展

２１　国际标准层面

在国际航天领域中,任何项目、任务或计划编制成为标准或寻求可采纳的标准时,都绕不过以下三

个组织,一是对于美国国内航天专用标准应当由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AmericanInstituteofAeronautics
andAstronautics,AIAA)开始发起;二是对于通信或数据系统的国际标准应当由空间数据系统咨询委员

会 (ConsultativeCommitteeforSpaceDataSystems,CCSDS)开始发起;三是对于通信和数据系统以外

的其他国际标准应当由国际标准化组织航天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 (InternationalStandards
OrganizationTechnicalCommittee２０/Subcommittee１４,ISOTC２０/SC１４)开始发起[８].正因如此,ISO
于２０２０ 年 发 布 了 航 天 COTS 产 品 的 国 际 标 准 «Spacesystems—Evaluationofradiationeffectson
Commercial Off The Shelf(COTS)partsforuseonlow orbitsatellite»,参考号是ISO２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E),图２为该标准的封面及目录.

图２　ISO２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E)的封面及目录

被发射到LEO轨道的小卫星 (＜１８０kg)以及纳米/微型卫星 (１~５０kg),使用的COTS产品比例

较大,尽管与高轨道相比,低轨道的空间辐射条件相对较低,但在较长的任务寿命要求条件下,小型和

纳米/微型卫星上的COTS产品所要面对的辐射环境也是非常严峻的,在卫星设计研制中对选用的COTS

５５３１



产品提出了抗辐射指标要求.该标准是用来描述近地轨道 (LEO)卫星所用 COTS产品辐射效应的评估

方法,能够对提升COTS产品的辐射耐受性、长期任务寿命的置信水平提供指导.
该标准正文包括６个章节,分别是范围、引用参考、术语和定义、缩写术语、抗辐射设计、辐射耐受

试验.附件由１２个资料性附录组成,分别是抗辐射设计程序、总剂量预测法、等高线图测量总剂量的辐

射指南、模型预测值与实测值的比较实例、电子元器件的辐射劣化、单事件效应概述、电子元器件单次

事件处理方法、设备单事件措施、位移损伤预测方法、各装置位移损伤抗力、半导体器件位移损伤试验

导则、激光脉冲试验方法.其中抗辐射设计程序是该标准的精髓所在,如图３所示,其将环境条件设置、
总剂量预测、劣化率预测、耐辐射数据等多方面因素有机结合,从而使得到的测试结果更具有准确性[９].

图３　抗辐射设计流程

２２　国家标准层面

虽然在我国航天领域应用COTS的时间较短,但 COTS的显著优势使 COTS的应用频率大大提高.
目前,我国航天对于COTS产品的使用正处于 “百花齐放”的现状,无论是传统卫星研制单位还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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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公司,都已对COTS产品开展了针对性研究.而国内尚无系统性的航天COTS产品相关标准.
基于这种情况,２０１８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申请 «宇航用COTS器件质量保证要

求»国家标准计划,计划号为２０２０１６４７ T ４６９.根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相关信息[１０],该标

准的制订将统一国内宇航领域对于COTS器件的质量保证要求.该标准将规定宇航用 COTS器件质量保

证的组织机构与职责、工作流程、工作项目和工作要求.
该标准拟将COTS器件的质量保证流程分解为五个环节,如图４所示,突出强调了质量保证方案的

重要性.一是选用控制,该标准将规定各级产品承研单位负责所选COTS器件的论证及验证工作,各级

产品承研单位对COTS器件应进行专项质量保证;二是质量保证委托,该标准要求各级产品承研单位应

委托元器件质量保证部门进行COTS器件的质量保证工作,并应根据型号项目进度提前办理质量保证委

托;三是质量保证方案制订,在制订方案前首先应进行任务分析,包括任务来源、任务需求以及 COTS
器件基础信息等,在分析与型号要求差异的基础上制订质量保证方案,质量保证方案的内容一般包括a)
结构分析 (必要时)、b)评价试验 (必要时)、c)筛选试验、d)考核试验、e)抗辐射能力评价试验 (必
要时)、f)DPA、g)应用验证 (必要时);四是质量保证实施,该标准要求严格按照经评审的质量保证方

案进行,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对器件的防护、失效分析、质量问题处理及归零、产品交货等相关要求;五

是质量保证结论确定,该标准要求根据质量保证工作的方案和试验数据,形成质量保证结论.

图４　宇航用COTS器件质量保证流程的五个环节

３　有关发展建议

３１　顶层设计,破除阻力

目前航天COTS标准化工作尚且处于初始起步阶段,实施发展过程中势必会有很多的阻力与困难,
需要有强大的力量来破除,而这股力量只能源于顶层设计.在顶层设计上采取 “刚柔并济”的方式,从

“柔性”层面谋划因地制宜的柔性方案,营造适合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工作发展的大环境;从 “刚性”
层面提出以国为重的刚性约束,制订相关制度条例保障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工作的规范发展.

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过程中,在标准上占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１１],这也是

ISO在航天COTS产品热度剧增的情况下迅速编制发布ISO２０２０:２０４９８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通过顶

层设计将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赋予航天 COTS产品标准化实施的 “正规

名分”,避免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在起步阶段出现 “加速无力”的情况.

３２　上下联动,发挥合力

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的发展仅顶层设计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下游更广大的基础力量.通过

上下联动构建标准化发展平台,强化航天COTS产品产业线的上下游贯通融合,形成一体谋划、一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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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一体推进的发展模式,以合力的形式推动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沿着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方向前进.
在轨卫星经常遇到的参数退化、功能异常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电磁辐射引起的电离总剂量效应、

位移效应和单粒子效应,这是下游产品研制单位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难题,也是COTS产品在航天领域

应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基于此种情况,来自民间企业的专业人士负责提出需求,被赋予了 “裁判员”
的真实权利,在标准制订过程中本着自身利益参与讨论,标准协会等官方人员负责把握主体方向,充分

考虑行业的发展状况,ISO首要编制应对航天COTS产品辐射效应的相关标准自然顺势而为.

３３　中心统筹,释放活力

如果说电磁辐射是影响COTS产品在航天领域应用的外在因素,那么筛选范围较广、更新换代较快、
批次稳定性存疑、全程追溯较困难等各类问题则是COTS产品的内在特点[１２],而这些内在特点也是航天

COTS产品标准化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主要问题.
标准化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１３],并不能够简单的一蹴而就.尽管上下联动能够形成合力,

但合力真正发挥力量还需要有专业机构的组织与串联.利用专业机构的中心统筹,对COTS产品的外在

因素、内在特点开展专题研究,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寻求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沟通机制以及运行

机制,逐步打牢COTS产品在航天领域应用的基础,释放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发展的真正活力.

４　结　论

对于任何标准而言,获得广泛的行业认可才是最重要的.而对于未来十年内将奔向LEO的数万颗卫

星来说,COTS产品的标准化发展是重中之重.COTS产品是LEO 卫星追求高性能、低成本、短周期的

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航天COTS产品标准化实施情况,给出几点后续发展的措施与建议,为

我国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中快速发展LEO卫星星座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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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ellation

Keywords　Space;Satelliteconstellation;COTS;Standardization

９５３１



液氢国内外标准发展状况

何田田　姚　巍　杨晓阳　张　天

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

摘　要　液氢在宇航动力系统的应用,主要涉及生产、贮存、运输几个环节,涉及安全、质量、职

业健康等方面的问题,有一个完善的不断更新的标准体系.本文对液氢国内外标准化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与研究.液氢产品标准中,GJB７１A—２０１９规定的检测项目和技术指标比现行的美国军用标准 MIL
PRF ２７２０１E—２０１３和ISO 标准ISO１５８５９ ２—２０１０更严格;液氢贮存中,美国国防部的标准 «弹药与

爆炸物安全标准»DOD６０５５０９ STD—２０１６最具有指导意义,GJB２６４５A—２０１９等其他标准均参考了

DOD６０５５０９ STD—２０１６;液氢运输标准中,国外标准多以本国现行的运输规定为参考,如EIGADOC
０６１０２E,GLM QS １７００１—２０１８等.我国有２０余年有关液氢标准化的历史,已初步建立标准体系,
但与国外相比,还需要完善与扩充.

关键词　液氢;贮存;运输

０　引　言

近年来,航天运载器推进技术发展迅速,运载器推进系统中广泛使用着无毒、无污染的低温液体推

进剂.液氢/液氧推进剂组合是目前使用的比冲最高的低温液体推进剂,因此,液氢在大型运载火箭和航

天飞行器上被广泛应用[１].从液氢的生产、贮存、运输到最终使用,涉及安全、质量、职业健康等方面的

问题,需要有一个完善的不断更新的标准体系.本文对液氢国内外标准化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与研究.

１　概　述

液氢在宇航动力系统的应用,主要涉及生产、贮存、运输几个环节,国外有关液氢技术规范和标准

方面的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很重视液氢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以及与

技术的同步协调发展工作.目前关于液氢的生产、贮存、运输、使用标准已经基本形成了体系.

２　产品标准

液氢作为推进剂使用时,产品规范主要有美国军用标准 MIL PRF ２７２０１E—２０１３[２]和ISO 液氢标

准ISO１５８５９ ２—２０１０[３]以及我国的 GJB７１A—２０１９[４].表１对三者进行对比分析,在仲氢含量和氧含

量指标方面,GJB７１A—２０１９与美国军用标准和ISO 液氢标准无差异.在氮、水和总碳含量指标方面,

GJB７１A—２０１９要求小于等于９×１０－６ (v/v),与美国军用标准相同,比ISO液氢标准要求严格.在水含

量方面,GJB７１A—２０１９要求水含量小于４×１０－６ (v/v),而美国军用标准和ISO液氢标准没有水含量要

求.在氦含量方面,GJB７１A—２０１９对不含氦原料生产的液氢不做要求,对含氦原料生产的液氢要求小

于３０×１０－６ (v/v),而美国军用标准和ISO液氢标准要求分别是小于３９×１０－６ (v/v)和小于４０×１０－６

(v/v).因此,从技术指标来看,GJB７１A—２０１９规定的检测项目和技术指标比现行的美国军用标准和

ISO标准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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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外液氢产品规范标准的技术指标对比

项目名称 单位 GJB７１A—２０１９[４] 项目名称

MIL PRF
２７２０１E—２０１３[２] ISO１５８５９ ２—２０１０[３]

Ⅱ型(液体) Ⅱ型(液体)F级(推进剂级)

氢含量 ％ ≥９９９９６ 氢含量 ≥９９９９５ ≥９９９９５

仲氢含量 ％ ≥９５０ 仲氢含量 ≥９５０ ≥９５０

可固化的气体

杂质总含量
１０－６(v/v) ≤４０ 可固化的气体杂质总含量 ≤５０ ≤５０

氧(含氩)含量 １０－６(v/v) ≤１ 氧(含氩)含量 ≤１ ≤１

氮、水和总碳含量 １０－６(v/v) ≤９ 氮、水和总烃含量 ≤９ ≤１０

水含量 １０－６(v/v) ４ － － －

氦含量 １０－６(v/v) ≤３０ 氦含量 ≤３９ ≤４０

３　贮存标准

国内外液氢作为推进剂使用时的贮存标准见表２.美国国防部的标准DOD６０５５０９ STD[５] «弹药与

爆炸物安全标准»于１９６８年初次颁布,此后进行了多次修改和修订.规定了液氢作为推进剂时的研制、
制造、试验、运输、处理、贮存、维护、安全贮存距离、爆炸危害、风险评价、人员防护、库房的建设

和选址等.规定了在建设航天发射场、发动机试验站和推进剂生产厂时,必须按照推进剂的危险性类别

和数量确定安全距离.其中,表 V５E４T９QDCriteriaforLH２andBulkQuantitiesofHydrazines就对

不同贮存量的液氢所应对应的安全距离进行了具体详细地规定.对液氢贮存场所的设计及液氢试验安全

等液氢安全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标准 NASA STD ８７１９１２[６]和 AIAA G ９５[７]均参考

DOD６０５５０９ STD.美国消防协会的标准 NFPA５５[８]、NFPA２[９]、美国压缩气体协会的标准CGAP
２８[１０]更侧重于液氢作为氢能使用时的相关规定,其中包括选址、布局、贮罐、电气、维护、管道、选材

等相关内容,可为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国际标准ISO１３９８５[１１]对液氢储存容器的机械性能、保温性能、材料、设计、绝缘性、配件、制造和

装配以及标签和标记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主要对液氢存储容器的相关性能和使用方法提出了要求,并给

出了液氢贮存容器相关性能的测试方法以及评判标准.

GJB２６４５A—２０１９[１２] «液氢包装贮存运输要求»,规定了液氢包装、贮存、运输及相关作业的技术与

安全要求,适用于液氢火箭推进剂的研制、生产、试验及使用.其中关于液氢贮存的安全距离参考 DOD
６０５５０９—STD中的最新指标要求.GJB５４０５—２００５中的贮存章节所参考的资料是 GJB２６４５A—２０１９,
没有关于液氢贮存的相关规定.

表２　国内外液氢贮存标准

序 号 标准号 中文名称 备 注

１ DOD６０５５０９ STD—２０１６[５] «弹药与爆炸物安全标准» 美国国防部

２ GLM QS １７００１６ «格林安全手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３ NASA STD ８７１９１２—２０１８[６] «爆炸物、推进剂及烟火安全标准»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４ AIAA G ０９５—２０１７[７] «氢及氢安全系统安全指导»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５
NFPA５５—２０２０

(NFPA５０A、NFPA５０B更新版)
«压缩气体与低温液体规范» 美国国家消防协会

６ NFPA２—２０２０ «氢技术规范» 美国国家消防协会

７ CGAP ２８—２０１４ «液氢系统风险管理计划指南» 美国压缩气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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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标准号 中文名称 备 注

８ ISO１３９８５—２００６[１１] «液氢地面储存容器» 国际标准化组织

９ GJB２６４５A—２０１９[１２] «液氢贮存运输要求» 中国国家军用标准

１０ GJB５４０５—２００５ «液氢安全应用准则» 中国国家军用标准

４　运输标准

液氢的运输可分为短距离运输和长距离运输.短距离运输通过特殊的低温管道进行.长距离运输在

公路罐车、铁路罐车或特殊容器中进行.国外液氢运输标准具体见表３.

ISO/TR１５９１６—２０１５[１３] «氢气系统基本安全标准»中的第６章对液氢的运输进行了规定,包括氢气

贮存与运输、液氢的贮存与运输、其他存储方式、车载储氢系统等.GOSTR５６２４８—２０１４[１４] «液氢技术

条件»规定了管道、可移动和固定容器必须符合安全法规要求,并对蒸发量、存储量进行了要求.EIGA
Doc０６/０２/E[１５] «储存、处理和分配液氢的安全性»的第６章对液氢的相关运输要求进行了说明,此标准

中公路运输部分的规定参考了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 (ADR).GLM QS １７００１—２０１８
«格林安全手册»[１６]和 AIAA G ０９５—２０１７ «氢和氢系统安全指导»中的液氢运输规定均参考了 «联邦

运输规定»CFR４９.其中液氢被指定为低温液体 (包装运输识别号 UN１９６６),危险等级为２１ (易燃气

体).此标准对液氢公路运输提出了一般要求,在其第１７３３１６章和第１７３３１８章中提出了液氢装载和运

输的相关具体说明.
国内现行标准中可以作为液氢运输的参考资料如表４所示.
液氢属于 «危险货物品名表»GB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１７]的危险货物,因此应遵守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

规定»的相关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１８]中第四十七条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

须熟悉有关安全生产的法规、技术标准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了解所装运危险货物的性

质、危害特性、包装物或者容器的使用要求和发生意外事故时的处置措施,并严格执行 «汽车运输危险

货物规则»JT６１７、«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JT６１８等标准,不得违章作业.”因此,液氢

的运输可以参考标准JT６１７[１９]和JT６１８[２０]中的相关规定,其中有数据性指导意义的是运输危险货物的车

辆的速度.«液氢包装贮存运输要求» (GJB２６４５A—２０１９)更新时已参考JT６１７和JT６１８中的相关

规定.

表３　国外液氢运输标准

序号 标准号 中文名称 概述 运输部分参考的标准

１ ISO/TR１５９１６—２０１５ «氢气系统基本安全标准»

　国际标准.第６章对液氢的运输进

行了规定,包括氢气贮存与运输、液氢

的贮存与运输、其他存储方式、车载储

氢系统等

—

２ AIAA G ０９５—２０１７ «氢和氢系统安全指导»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介绍了推进剂

与其他用途下的液氢的贮存、控制和使

用,设计、使用、操作、维护、保障、主管

人员在 相 关 涉 氢 作 业 中 都 应 遵 循 本

标准

«联邦运输规定»CFR４９

３ GLM QS １７００１—２０１８ «格林安全手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第６章对液

氢的运输进行了规定,主要介绍了装载

区要求,并规定人员和设施的安全性,
要求遵守公认的标准和准则以及强制

遵守现行的监管法规

«联邦运输规定»CFR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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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标准号 中文名称 概述 运输部分参考的标准

４ EIGADoc/０６/０２/E—２００２ «储存、处理和分配液氢的安全性»

　欧洲工业气体协会.规定的液氢储

存、处理和分配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并
为液氢使用用户的液氢储存以及液氢

的道路、铁路和海路运输提出了指导

意见

«危险货物国际道

路运输欧洲公约»(ADR)

５ GOSTR５６２４８—２０１４ «液氢技术条件»
　俄罗斯国家标准.主要规定了氢、液
氢生产、储存、运输的相关指标及安全

技术要求

—

表４　国内液氢运输参考资料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概述

１ GB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 «危险货物品名表» 　液氢的危险类别、项别属于第２类危险货物

２
交通运输部令(２０１３)

第２号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

　危险货物以列入国家标准«危险货物品名表»(GB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的为准,
未列入的,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结果为

准.此规定所称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是指使用载货汽车通过道路运输危险

货物的作业全过程.此规定所称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是指满足特定技

术条件和要求,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载货汽车(以下简称专用车辆)

３ JF６１８—２０１８
«汽车运输装卸危险

货物作业规程»
　规定了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的基本要求和安全作业要求.此标准适

用于液化气体等危险货物的汽车运输和装卸

４ JT６１７—２０１８ «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规定了汽车运输危险货物的托运、承运、车辆和设备、运输、从业人员、劳
动防护等基本要求.此标准适用于汽车运输危险货物的安全管理

５ GJB２６４５A—２０１９ «液氢包装贮存运输要求» 　规定了液氢包装、贮存、运输及相关作业的技术与安全要求.此标准适用

于液氢火箭推进剂的研制、生产、试验及使用

５　结　论

液氢产品标准中,GJB７１A 规定的检测项目和技术指标比现行的美国军用标准 MIL PRF
２７２０１E—２０１３和ISO标准ISO１５８５９ ２—２０１０更严格;液氢贮存中,美国国防部的标准 «弹药与爆炸物

安全标准»DOD６０５５０９ STD—２０１６最具有指导意义,GJB２６４５A—２０１９等其他标准均参考了 DOD
６０５５０９ STD—２０１６;液氢运输标准中,国外标准多以本国现行的运输规定为参考,如 EIGADOC０６/

０２/E等.液氢生产、贮存、运输标准中均涉及安全方面的问题.美国关于液氢的标准不只是产品标准,

还有方法标准、安全标准、防护标准、环境标准、职业卫生标准和使用标准等[２１],我国有２０余年有关液

氢标准化的历史,已初步建立标准体系,但还需要完善与扩充.

参 考 文 献

[１]　杨昌乐,温鹏飞,杨晓阳氢液化装置在线分析系统研究 [J]低温工程,２０１２,３０ (４):４１ ４４．

[２] AirforcepetroleumagencyPropellanthydrogen:MIL PRF ２７２０１E—２０１３ [S]．

[３] ISOSpacesystems—Fluidcharacteristics,samplingandtestmethods—Part２:Hydrogen:ISO１５８５９ ２—２０１０ [S]．

[４] 液体火箭发动机用液氢规范:GJB７１A—２０１９ [S]．北京: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５] DOD６０５５０９ STD—２０１６DODAmmunitionandExplosivesSafetyStandards [S]

[６] NASA STD ８７１９１２REVA—２０１８SafetyStandardforExplosives,PropellantsandPypotechnics [S]．

[７] AIAAG ０９５—２０１７GuidetoSafetyofHydrogenandHydrogenSystems [S]．

[８] CompressedGasesandCryogenicFluidsCode:NFPA５５２０１６ [S]．

[９] HydrogenTechnologiesCode:NFPA２—２０１４ [S]．

[１０] OshaProcesssafatymanagementandepariskmanagementplanguidancedocumentforbulkliquidhydrogensupplysystems:CGAP

３６３１



２８—２０１４ [S]．
[１１] Liquidhydrogen———Landvehiclefueltanks:ISO１３９８５—２００６ [S]．
[１２] 液氢包装贮存运输要求:GJB２６４５A—２０１９ [S]．
[１３] Basicconsiderationsforthesafetyofhydrogensystems:ISO/TR１５９１６—２０１５ [S]．
[１４] GOSTR５６２４８—２０１４ВОДОРОДжидкийТехническиеусловия [S]．
[１５] EIGADOC０６/０２/E:SafetyinStorage,HandlingandDistributionofLiquidHydrogen [S]．
[１６] NASAGlennSafetyManualChapter６ Hydrogen [S]．
[１７] GB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危险货物品名表 [S]．
[１８]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２０１３年第２号)

[１９] 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JT６１７—２０１８ [S]．
[２０] 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JT６１８—２０１８ [S]．
[２１] 禹天福,甄江涛美国液体推进剂标准化发展状况 [J]航天标准化,２００９ (２):２８ ３２

TheDevelopmentofStandardsforLiquidHydrogen
atHomeandAbroad

HETian tian,YAO Wei,YANGXiao yang,ZHANGTian
BeijingInstituteofAerospaceTestingTechnology

　　Abstract　Theapplicationofliquidhydrogeninaerospacepowersystemsmainlyinvolvesproduction,

storageandtransportation,andinvolvesissuessuchassafety,qualityandoccupationalhealthThereisa
completeandcontinuouslyupdatedstandardsystemThispaperanalyzesandstudiesthedevelopment
statusofliquidhydrogenstandardizationathomeandabroadIntheliquidhydrogenproductstandards,the
testitemsandtechnicalindicatorsspecifiedbyGJB７１AaremorestringentthanthecurrentUSmilitary
standardMIL PRF ２７２０１EandISOstandardISO１５８５９ ２;inliquidhydrogenstorage,theUS
DepartmentofDefensestandard DOD ６０５５０９ STD TheSafety Standardsfor Ammunitionand
Explosives havethe mostinstructivesignificanceOtherstandardssuchas GJB２６４５A referto DOD
６０５５０９ STD;amongtheliquidhydrogentransportationstandards,mostforeignstandardsrefertothe
currentdomestictransportationregulations,suchasDoc０６/１９,GLM QS １７００１—２０１８andso
onchinahasahistoryofstandardizationofliquidhydrogenfor２０years,andastandardsystemhasbeen
initiallyestablishedHowever,compared withforeigncountries,itstillneedsto beimproved and
expanded

Keywords　Liquidhydrogen;Storage;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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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工程方法的 “质量标准一本通” 构建与实践

高志林　仇理宽　刘　伟　朱建华　高瑞林　陈　健　梁　伟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在分析战术武器装备研制特点基础上,基于系统思维方法,为系统总结人员构建与实践有

序化、逻辑化、可使用、可借鉴的 “质量标准一本通”的知识库管理模式,集产品标准、试验规范、操

作性文件、设计开发管理要求、质量管理要求等较混乱和碎片化的各类知识于一体,既可作为有机整体,
用于快速串联、方便查阅、科学补缺;又可作为有效手段,用于快速入门、案例剖析、专家指导、培训

宣贯等.
关键词　知识库;系统工程;一本通;精细化质量管理;提质增效

０　引　言

以 “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军事工业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战术武器型号研制

实践过程中既积累了宝贵成功的经验,也尝试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而新时期的装备研制也逐渐暴露出重

复性、低层次问题屡禁不止、职责分工和专业界面不清晰、新人快速上岗等多方面、多种复杂分工带来

的新风险和新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型号研制效率,无谓的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任务失败会

造成深远影响.
俗话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只有按照质量标准体系及质量标准制度去严

格执行,才能防患于未然,确保产品质量.面对不断增加的型号任务,以及近年对质量基础建设方面精

细化的要求,各型号队伍又面临着人员结构新、工作资历浅、研制任务重的巨大困难,而且像总体部门

短期的人才培养,并不能立即产生应有的效果,如何使总体设计师快速成长,提升总体把控能力迫在眉

睫[１３].在此背景下,作为系统一级的总体设计部门,以问题为导向,以实用为原则,结合系统工程方法

开展了 “质量标准一本通”构建与实践.

１　 “质量标准一本通”构建过程

１１　策划及实施推进

“质量标准一本通”建设实施工作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实施.
(１)组织队伍,统一思想

以质量小组为依托,组织成立 “质量标准一本通”编制工作小组,组员涵盖导弹总体各专业并对专

业体系了解有一定的深度、广度,能够独立开展专业相关标准体系梳理、质量管理等工作.
建设目标:为缩短质量管理、新人培训、设计师设计开发等方面工作规则和经验的查找问询时间,

有效提高业务工作效率,实现质量管理要求本地化和归一化、质量管理服务化和精细化的总体目标,并

实现快速检索和各类文件的一站式链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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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明确导向,编制原则

工作小组要坚持以日常科研工作为主线,“质量标准一本通”建设工作不能耽误型号主业,在型号研

制任务和业务工作及时完成的前提下,开展各自的 “质量标准一本通”编制工作.

工作小组组长定期组织工作组开碰头会,汇报工作进度,讨论工作重点、难点及下一步计划,避免

工作进入死区盲区,促进编制工作合理有序进行.
(３)大力协同,分工合作

对工作小组各成员工作进行分工,避免重复性工作.
组长负责建设工作的统筹协调、集智攻关、审核把关、对外发布以及部门质量管理制度的制定.
副组长负责部门职责、部门中层职责分工的梳理,负责 “质量标准一本通”的抓总建设、风险库和

调试问题库梳理、建设过程中问题的梳理及解决、最终合稿成型等工作.
组员分别负责各专业岗位职责梳理,标准规范、可操作性文件、通用研制流程、文件体系表、计算

流程等,并将 “质量标准一本通”一站式链接查看及制作为电子书本地化管理.
(４)汇总成型,对外发布

各部分内容编制完成后由组长形成全文合稿,经工作小组讨论后形成成型文件,并在部门内部邀请

各专业主任设计师及部门中层进行评审交流,部门内部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修改

及最终确认.
经各部门调研和所级审查把关,完成定稿,形成１０版本 “质量标准一本通”并试运行.

１２　主要难点及解决途径

“质量标准一本通”建设过程遇到不少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系统所涉及的专业门类多,专业标准规范庞杂,内容量大,指导原则不统一,难以梳理.针对该

问题,工作小组经过专题讨论,通过标准化途径对现有上级要求、国标、国军标、行业标准、企业标准、
程序文件、三层次文件、四层次文件等进行梳理,筛选排查出部门业务范围涉及内容并下载至本地统一

管理,便于后续一站式链接制作.

２)文件管理未形成全面覆盖业务工作的相关统一规定.针对该问题,工作小组采用咨询搜集等手

段,将现行有效的管理规定、相关标准规范搜集到一起,并摘抄关键内容编入 “质量标准一本通”.

２　构建内容和框架

“质量标准一本通”主要包括质量管理、文件管理、设计与开发管理等３大模块１５类４６个条目的内

容,主要收录了部门质量管理制度、部门编写的各类标准规范、部门操作性文件等;整理了近年来各管

理部门发布的各项与设计开发相关的管理要求,如会签要求、部门分工界面协调纪要等散落在各处但仍

适用的管理要求,梳理了部门各专业技术流程中各任务节点 (设计计算、文件编写、试验开展等)需遵

守的标准规范、管理要求、质量体系文件要求、操作性文件等,并建立了链接关系,构建了设计开发标

准体系;同时对部门常用的质量程序文件内容进行削冗去繁,主要摘取运行过程域的内容进行梳理,组

成框图如图１所示.

２１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部分主要对工作所遵循的标准规范,部门质量管理规章制度等进行归纳与总结,主要涵盖

以下内容:对工作职责及各专业工作职责界面、需编制文件等进行明确,对部门中层职责进行分工,涵

盖各专业岗位工作内容与涉及的标准规范.
(１)部门职责

承担面空导弹系统总体的可行性论证、方案设计、工程研制和设计定型工作,并提供批产保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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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质量标准一本通”组成框图

支持,负责面空导弹总体设计、弹道及制导律设计;承担在研和预研型号的气动计算与分析以及引战系

统总体设计;负责相关专业的预先研究、试 (实)验室建设.
除明确的部门工作职责界面外,存在部分部门界面不清晰的地方,梳理了历次所级组织的各部门分

工协调会形成的纪要,对部门职责界面进一步补充,涵盖研制方案、通信协议、试验组织、测试要求、
综合电子等.

(２)岗位职责

对部门中层分管工作及对应的管理部门进行规定,便于对口工作的协调安排;明确了导弹总体设计、
导弹弹道及制导律设计、气动设计与仿真和引战系统设计岗位在型号研制、预先研究、知识产权、专业

发展、质量职责、安全生产职责、保密职责等方面的职责要求及岗位关系,梳理了各专业开展业务工作

需要使用的标准共４６０份,其中导弹总体设计３１５份,导弹弹道及制导律设计２２份,气动设计与仿真４０
份,引战系统设计８３份.

(３)质量管理制度

部门依托质量文化,结合各级质量管理要求,共梳理出７项部门二级管理应抓必抓环节清单,针对性

制定二级管理制度,具体编制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质量管理制度清单

序号 管理制度

１ 总装综测、试验管理规定及考核办法

２ 复核、复算管理规定

３ 风洞试验管理规定及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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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管理制度

４ 编校审三级审签管理规定

５ 技术状态控制管理规定及考核办法

６ 部门/班组文件内审管理规定及考核办法

７ 质量小组管理办法

(４)提炼质量文化

为了使得各类质量要求通俗易懂,根据质量标准要求,总结提炼出总体部门的 “八要八不要”质量

文化:“一要总体担当,二要吃透技术,三要各方认可,四要控制状态,五要把控风险,六要试验验证,
七要一次做好,八要精益求精;一不要弄虚假,二不要漏瞒报,三不要无根据,四不要想当然,五不要

放疑点,六不要无记录,七不要跨流程,八不要乱更改.”
(５)部门编制的标准规范及可操作性文件

梳理了部门各专业已编写及待编写的标准规范共３２份,其中导弹总体设计 (含导弹弹道及制导律设

计)１６份,气动设计与仿真４份,引战系统设计１２份;各专业可操作性文件共２４份,其中导弹总体设

计６份,气动设计与仿真１０份,引战系统设计８份.
(６)风险库和调试问题库

结合典型质量案例以及部门设计师在总装、测试、试验中的调试问题,提炼部门典型调试问题案例

库及风险库,其中典型调试问题案例共７项、典型技术风险共２２项,并对照完善典型产品的 DFMEA
结果.

２２　文件管理

各专业主要工作集中在总体技术文件编制方面,主要涉及数学模型、计算文件、接口文件、任务书、
试验大纲、细则、设计要求、方案论证报告、试验报告、研制总结、状态鉴定工作总结和技术管理文件

等,因此文件编写类的任务比重很大,该部分内容对文件管理方面进行规定,主要涵盖以下内容:设计

文件、研试文件的编写要求及规定,文件的签署流程、军代表会签要求、专业主任师会签要求、质量会

签要求等,文件的更改和偏离控制要求等[４],对文件编写、送审等以典型案例进行介绍,对各个环节需要

注意的问题进行梳理说明.

２３　设计与开发管理

总体部门各专业主要开展设计与开发工作,包括导弹总体设计、导弹弹道及制导律设计、气动设计

与仿真和引战系统设计等设计工作.
(１)研制流程

研制流程主要示出型号研制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各专业的主要工作技术节点,包括方案论证、研制方

案编制及评审、转阶段、研制任务书编制及下发、组织各项飞行试验、产品定型整理等,形成各专业技

术流程,并识别出技术要素,对各活动环节输入、输出文件进行识别,罗列了输入、输出文件清单.
(２)标准体系

１)对总体方案和技术方案编制、导弹外形设计、部位安排、总体参数计算、导弹工作时序及接口协

议设计、任务书编制、产品设备验收、总装综测、地面试验、飞行试验、过程控制需要遵循的标准规范

和上级规定要求进行梳理,形成导弹总体文件体系表.

２)对总体方案和技术方案编制、引战系统工作时序及接口协议设计、任务书及要求编制、产品保证

要求编制、产品验收、引战配合设计及仿真、地面试验及飞行试验、过程控制需要遵循的标准规范和上

级规定要求进行梳理,形成引战系统文件体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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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弹道仿真及制导律设计、导弹弹性动力系数计算、导弹刚体动力系数计算、杀伤区设计需要遵

循的标准规范和上级规定要求进行梳理,形成弹道文件体系表.

４)对导弹理论图编制、气动计算、数学模型、风洞试验、飞行辨识需要遵循的标准规范和上级规定

要求进行梳理,形成气动文件体系表.
通过设计与开发技术流程、使用的标准体系梳理形成了系统思维方式的典型总体知识体系.
(３)常用顶层要求

１)研制类要求:对业务工作涉及的研制类要求进行梳理,密切相关的如型号研制策划、设计输入管

理、设计和开发程序、外包过程控制、验收管理方法、GJB５０００A 体系管理要求共６份标准规范,对研

制类业务工作开展起指导作用.

２)试验类要求:对业务工作涉及的试验类要求进行梳理,密切相关的如试验控制程序、试验大纲编

制要求共２份标准规范,对试验大纲编制进行指导,对设计验证和工程评价试验、环境应力筛选试验、可

靠性试验、维修性验证试验等开展进行规范.

３)风险分析类要求:承制的型号产品技术风险的管理工作,组织承制的型号产品技术风险的识别、
分析、评价,制定风险管控措施,组织编写型号转阶段、出厂等重要节点风险管理专项评审报告,并进

行部门审查,梳理了技术风险管理程序、风险识别、分析与控制专项评审要求、航天型号技术风险分析

与控制评估报告模板共３份指导性标准.

４)归零类要求:部门是质量问题归零的责任主体,负责质量问题技术归零报告、管理归零报告或管

理归零工作情况报告、质量问题汇总表、质量案例的编制,梳理了质量问题归零管理要求１份.

５)技术状态管理类要求:梳理出技术状态管理程序、技术状态更改控制专项评审要求共２份标准,
以指导技术状态项目的标识、技术状态控制、纪实、审核.

６)型号出厂评审要求:梳理出型号出厂评审要求１份,以指导型号出厂报告的编制、出厂流程的

管理.

２４　附录

为降低型号关键模型、计算数据等出错风险,部门针对各专业业务特点制定了 «部门复核复算项目

表»,指导设计复核复算工作的开展.

根据设计文件内审的相关规定,基于部门把重点抓关键的指导思想,形成内审文件清单,并对各文

件重点审查的要素进行了梳理,明确了三级审签要素范围和内审要素范围.主要包括:内审文件清单、
导弹总体专业内审文件审查要素、弹道专业内审文件审查要素、引战专业内审文件审查要素、气动专业

内审文件审查要素,均以表单形式直观呈现,便于各专业内审工作的开展.

３　取得的成效

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开展的 “质量标准一本通”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质量管理提质增效.
(１)明确了部门职责,提高型号协调效率

“质量标准一本通”将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层次分明的排列,合理有序、便于查找,各层次之间互相补

充、互相完善,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不同专业、不同岗位的工作职责进行了详细说明,明确责任主体,
规范了工作程序,有效提高了型号协调效率.

(２)建设成果

已收录制度７份、标准规范４６０份、已编写及待编写的标准规范３２份、可操作性文件２４份、典型调

试问题案例７项、典型技术风险２２项、常用顶层要求１５份.
(３)作为年轻设计师的培训材料

近几年新进人员多、新研产品多、产品状态多,针对现阶段新员工工作经验欠缺的现象,各班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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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组织学习 “质量标准一本通”,让年轻设计师快速熟悉专业技术流程、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同时也使工

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了解决依据,减少低级错误的重复发生.截至目前,累计完成１２名新进员工培训.
(４)提高部门管理水平

形成了部门级设计文件清单、操作性文件清单、试验项目清单等一系列部门业务清单文件,以此策

划部门可操作性文件的编制,重点细化作业指导,将体系要求融入作业指导书,形成 “接地气、可操作、

可检查、统一化”的操作文件,提升风险源头把控能力.
(５)作为精细化质量管理典型案例对外交流推广

为促进质量管理能力提升,推广质量管理最佳实践,召开了 “质量标准一本通”研讨会,对 “质量

标准一本通”的建设思路、推广经验等进行了讨论交流,各部门将结合各自业务特点,借鉴 “质量标准

一本通”建设思路,进一步完善本部门的质量管理手册,规范过程活动,提升全员质量意识,精细化部

门质量管理.
开展实施经验交流,对 “质量标准一本通”制作理念、制作方法和应用推广方式,并针对使用问题

和改进计划进行分享.

４　后续实践构想

４１　不足和遇到的问题

１)相关标准更新动态掌握不及时,导致上级相关管理制度、标准规范、质量管理要求等更新维护

滞后.

２)暂未将型号状态鉴定相关要求内容编入 “质量标准一本通”,存在内容缺项.

３)文件本地化,不能根据所内要求变化进行自动更新,人工手动更新工作量较大,需要占用设计师

较多的工作时间.

４２　经验和体会

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行及多次对外交流,“质量标准一本通”得到了各方认可,并在所级层面开展了学

习推广活动,体现了其必要性和指导借鉴意义.
“质量标准一本通”建设需要邀请所内专家进行把关,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建议,并在运行期间广泛搜

集意见及问题,及时修改完善,做到定期更新、准时维护.
后续将进一步提升质量工作深度和广度,吸收借鉴分享好的管理经验,促进业务领域保成功、促发

展能力的提升,确保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的完成各项任务.

４３　后续实践建议

随着上级相关管理制度、标准规范、质量管理要求等的新要求、新更改等,需要定期开展 “质量标

准一本通”中相关内容的更新维护,使其保持实施有效性,以科学规范指导使用人员的质量工作流程.
(１)标准规范、制度、设计开发管理要求更新

成立质量小组定期对 “质量标准一本通”中质量管理制度、编写的各类标准规范、操作性文件等相

关内容以及各管理部门发布的各项与设计开发相关的管理要求进行更新.
(２)型号状态鉴定相关要求的梳理

对于状态鉴定等型号研制相关工作,需要按照新的规定及要求将该部分内容补充完善至 “质量标准

一本通”,使研制流程更加完善、合理.
(３)小批量投产相关要求

对于部分研制型号需要小批量投产并由总体部门进行总装交付的要求,需要科学梳理型号前期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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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关问题举一反三情况,梳理整合共性问题、合理处置个性问题,妥善合理避免

该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对共性问题统一梳理并制定后续小批量投产总装交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同类问题

解决措施及应对方案;对个性问题,特殊问题特殊处理,做到一个问题一个对策,及时应对,避免出现

问题后无应对策略影响型号整体进度的情况.

参 考 文 献

[１]　钱学森论系统工程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 李德武,李雁冰,孙育军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企业规范化管理 [J]．航天标准化,２０１２ (１):１７ ２３．
[３] 樊蕊,彭之春,贾兵浅谈专业能力建设与标准化的关系 [J]．航天标准化,２０２０ (１):４４ ４６．
[４] 周文明,李孝鹏,李福秋,等航天工程的技术状态管理流程探讨 [J]．航天标准化,２０１８ (４):１１ １７

Construction&APPlicationofStandard& Knowledge
HandbookbasedonSystemEngineeringMethods

GAOZhi lin,QIULi kuan,LIU Wei,ZHUJian hua,GAORui lin,CHENJian,LIANG Wei
ShanghaiElectro MechanicalEngineeringInstitute

　 　 Abstract　 Onthe basis ofanalyzingthecharacteristics oftactical weaponsand equipment
development,asequential,logical,usableandreferentialknowledgebasemanagementmodelofStandard
& KnowledgeHandbookisconstructedandpracticedforthegeneralpersonnelofthesystembasedon
systemthinking methodSetproductstandards,testspecifications,operationaldocuments,design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requirements,quality managementrequirementsand otherconfusing and
fragmentedknowledgein body,canbeusedasanorganicwhole,quickseries,easytoconsult,scientific
fillingItcanalsobeusedasaneffectivemeansforrapidintroduction ,caseanalysis,expertguidance,

trainingandsoon
Keywords　Knowledgebase;Systemengineering;Handbook;Finequalitymanagement;Improve

qualityandefficiency

１７３１



基于大数据的航天产品质量管理薄弱
环节分析及标准化应对策略

赵文静１　岳艳军１　周佳膑２　卫　巍３　毛培培１

１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２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３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从航天产品质量问题数据分析入手,探讨目前暴露出来的质量管理薄弱环节,给出了

几条加强航天产品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建议,以期提升航天产品质量.

关键词　航天产品;质量问题;标准化

０　引　言

一型航天产品的研制,是把几百万个零部件,几十万人的工作有机地综合在一起,使各分系统之间,

以至各零部件之间协调地工作.在研制和试验中,外部条件或人为失误会造成 “工作不协调”,甚至导致

整个系统的试验失败,因此,航天产品技术产业是高风险产业.纵观世界航天产品发展史,无论是在航

天领域创造了多个 “第一”的苏联,还是财力雄厚、技术领先的美国,在他们取得一项又一项重大成就

的同时,也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但是,尽管风险如此巨大,却依然不能阻止人类探索太空

的脚步,正如 NASA在官方声明中所说,我们从每次成功和挫败中不断学习,今天的失利不会阻挡我们

继续向前的脚步.毕竟,在失败中汲取经验,不断完善自身,提高能力适应环境,才是人类科技不断进

步的根本动力.

近年来,随着航天产品研制任务的日益繁重,多型号并举、进度紧迫、大量年轻设计师融入等新的

发展态势的呈现,对航天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航天型号迅速发

展,高难度、高密度发射任务日益增多,质量问题也成为制约型号任务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而标准化

作为一项有效的质量管理手段,一直贯穿着产品设计、制造和检验的各个环节,通过近年来对质量问题

的发生原因进行分析表明,产品质量问题的产生,很多情况下是由与之相关标准的执行状况决定的.因

此,推进标准制定实施与质量问题分析和薄弱环节治理的紧密融合,提出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相

关标准的制修订建议,推动标准化工作和质量管理工作的优化和改进,是支撑型号风险控制和质量保证

能力的系统提升的有效途径.

１　航天产品质量问题数据利用

为有效掌握质量问题的形成规律、识别研制过程的薄弱环节、减少后续问题发生概率,各航天产品

研制单位一直对质量问题的数据信息进行采集、传递、保存,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资源既

包含了质量问题的发生经过、发生阶段、原因类型等,也包含了后续的纠正和落实措施、质量分析等.

通过对质量问题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和归类汇总,可以有效识别标准在质量管理过程中的缺失环节.在

质量问题数据分析利用过程中,则需关注以下几个要点.

１１　充分依托质量问题数据库

质量问题数据库是航天产品研制、生产、试验和使用全生命周期各项质量保证活动的重要资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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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质量管理的重要依据,是航天系统的一笔宝贵财富[１].目前,各航天产品研制单位结合自身质量管理

的特点,先后开发了覆盖全面的质量信息管理系统,形成质量信息填写、汇总、查询等模块,对质量问

题概况、原因分析、故障模式、管理因素、纠正措施等４０余类信息进行记录保存.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

有效利用,可以实现对产品设计、生产过程的再认识、再理解、再剖析,进而深入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
有效识别管理薄弱环节.因此,要想达到对标准落实情况查漏补缺的目的,首先就要充分依托质量问题

数据库中的资源信息.

１２　明确质量问题数据分析原则

要想对质量问题数据进行有效分析,还必须找准数据分析的切入点.现有质量问题数据库中的数据

量非常大,不仅包含问题发生时间、地点、发现单位等质量问题概述内容,还包含原因分析、故障模式、

纠正措施等质量问题处理过程信息,以及归零报告等质量问题处理结论信息.如果想对质量问题发生的

根源进行深入挖掘,就要瞄准型号研制周期的纵向过程,以及各系统、分系统以及单机产品研制的横向

过程,采用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矩阵式分析方法.在型号研制周期方面,找出问题频发的研制阶

段,进而得出问题发生的周期性规律;在产品研制过程方面,瞄准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各项要求的传递过

程,找出问题的频发因素.只有明确原则,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１３　瞄准质量问题数据分析重点

航天产品领域在标准应用环节正面临着对标准实施效益、标准是否好用的准确评价等问题.而标准

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用户信息反馈等正是评价标准的质量和水平、开展标准制修订的重要依据.要

想对质量问题发生过程中的标准化问题进行准确定位,就重点瞄准质量问题的管理因素进行分析.根据

无章可循、制度不完善、培训不到位、执行不到位等针对内部的管理原因,开展标准缺失、有标不依和

未正确使用标准等问题定位;根据过程监控不到位、要求传递不到位等针对外部的管理原因,进行标准

传递不及时、标准体系不匹配等问题定位.通过对标准的应用实施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重要质量

问题进行总结、归纳和提炼,可以为后续标准实施应用反馈、经验教训总结、标准制修订等提供重要的

借鉴和参考.

２　质量管理薄弱环节分析

２１　研制过程把关不严

按照纵向到底原则,对质量问题的发生阶段进行分类汇总发现,定型和批产问题的发生数量远远大

于其在研制阶段,这反映出研制过程把关不严.分析原因发现,当前大量新上岗设计师进入型号研制队

伍,他们尚未吃透技术标准中所规定的内容、参数及要求.同时,面对文件编制、参数计算以及试验验

证等具体工作内容,也缺乏型号研制锻炼和有效辅助工具,不能很好的掌握用标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很多情况下只能参照以前类似型号开展工作.一些指标的提出方式,没有根据本型号的要求进行修改,
仍然沿用、参考以前型号中的方式,使得设计的方案模棱两可、验收时无法严格把控产品性能.这无疑

给型号研制带入了相当大的风险和隐患,使得标准在航天型号预研、研制以及批产各项工作中的指导作

用不能有效发挥.

２２　设计精细化程度不高

按照横向到边原则,对质量问题发生时的产品状态进行汇总发现,以总装测试阶段和发射场测试阶

段问题居多.这说明各单机在设计过程中未能充分暴露产品存在的隐患,导致在总装测试阶段发生大量

的质量问题,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型号研制计划,另一方面增加了质量故障成本.分析原因发现,设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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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制的细化、量化不足,设计精细化程度不高,部分研制任务书中未对产品提出强制检验点设置、产

品数据包和不可检、不可测项目检验要求,对产品的质量监控缺少把关的手段和环节.从标准执行方面,
则是标准覆盖不全面、执行不透彻,精细化质量管理要求以及标准化要求落实不到位,过程控制仍需

强化.

２３　外包过程缺乏有效控制

通过对质量问题责任单位进行分类汇总发现,外包管理问题一直居高不下,且呈明显上升趋势,已

成为影响型号成功的瓶颈之一.而且在外包问题的管理原因分析中,管理原因为 “其他”或者找不到管

理原因的问题占大多数,可见在外包产品质量问题归零过程中,并不能对质量问题发生的管理原因进行

较为深入的分析.深入研究发现,一方面,采购 (外包)控制标准较为杂乱,而且现有标准多侧重于各

类供应商的准入、评价、评定的管理步骤及具体的工作程序,但未能针对不同类别的产品以及与之相对

应的不同外包层级的供应商,提出分级分类管理的具体管理要求.另一方面,现有航天型号标准化管理,
均以型号标准化大纲为主要纲领性文件,但考虑到全型号的通用性,标准选用目录中纳入的标准级别一

般为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最低为航天行业标准,各类企业标准一般不纳入其中,同时,由于外包

管理一般采取层层负责的方式,这就造成了任务下发单位有标准、有要求也不能直接传递到外包厂家,
外包管理标准化工作亟待加强.

３　标准化应对策略

３１　强化文件模板编制,实现标准要求流程嵌入

瞄准设计文件这一设计过程的重要信息载体,根据各专业技术流程梳理出设计文件生成顺序,汇总

专业设计文件类型,全面推行设计文件模版编制,将各项标准的具体参数、指标要求落实到模板中.在

研制任务书方面,明确指标量化、六性设计、强制检验点、数据包要求等具体指导性条款,把握设计源

头的量化控制;在产品验收、试验方面,推进产品验收细则、试验大纲 (实施细则)、进场试验手册等模

板编制,严格量化控制验收环节及试验验证环节.并将各专业设计文件模板固化到文件编制系统中,以

此推动标准在产品设计以及设计文件编制过程中的实施应用.

３２　深入挖掘问题根源,开展设计过程标准编制

紧密围绕设计开发过程,优化设计试验规范体系及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加强设计过程质量控制标准

的研究与编制,加强测试覆盖性的识别与把控,梳理型号产品测试项目,明确各项目的分析与检查要求,
尤其是不可检、不可测项目的分析与检查要求,编制完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测试依据标准.加快编制三级

审签要求,对各类技术文件的三级审签要素进行明确.同时,应加紧研究复核复算要求方面的标准,梳

理型号中各级产品复核复算要点,对各类复核复算的要求、方法进行规定.

３３　瞄准问题归零过程,明确标准应用情况复查

在近几年发生的质量问题中,问题整改措施中明确开展了标准学习、标准修订、规章制度的完善与

制定的质量问题数低于１０％,针对现在归零过程中对标准分析较少的现象,应在管理归零报告中添加

“标准应用情况复查”一栏,明确提出质量问题归零过程的标准复查要求,对质量问题涉及的技术标准进

行汇总,汇总表格式见表１,对标准的培训应用情况、适用性等进行复查,并给出标准化建议,标准应用

情况复查表格式见表２.同时,要分析各项目间的相互关系,提示关联项,如:管理原因为 “无章可循”
的问题,解决措施应为 “制定 XXX标准 (制度)”、管理原因为 “培训不到位”的问题,解决措施应为

“开展了XXX学习”等.通过对质量归零过程的标准化复查,加强标准的使用效果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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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技术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在部门岗位标准目录中的位置 备注

表２　标准应用情况复查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是否开展过标准学习 是否按照标准要求执行 标准内容是否适用 标准化建议

(含标准制订、修订、培训、应用)

３４　编制外包控制标准,严格外包管理过程

在外包管理控制方面,应该进一步梳理外包产品管理过程,编制产品外包控制相关标准,如供应商

选择要求、外包合同管理要求、外包过程控制要求、外包过程监督指南、外包过程产品保证要求等,形

成产品外包控制标准体系,从航天产品外包的质量管理职责、外包确定、供方的选择和评价、合同管理、
文件控制、产品实现控制、交付验收控制、质量问题处理、质量信息管理等环节加强把控.同时,要研

究与供应商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标准培训机制,以具体产品为依托,尤其是以因设计缺陷、认识不足、操

作不规范所引起的产品质量问题为主线,通过 “案例式”的标准学习,挖掘未被重视或缺失的标准,共

同认识标准、携手编制标准,建立一种能促进供应商不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长期合作关系.

４　结束语

标准与质量同源与流,标准化与质量管理对于企业来说都是现代化、科学化的管理方法,两者间有

着基本的差异,当然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企业实际的管理工作中总是共同作用,相互补充[２].通过对

历年来积累的质量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挖掘出当前质量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通过对质量管理薄

弱环节的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其中的标准覆盖不全面、传递不及时、应用不到位甚至应用缺失等一系列

问题,通过在质量管理环节实施标准化策略,将标准化管理手段有效纳入质量管理过程,可以有效降低

管理风险、强化执行力度、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使得型号研制工作获得最佳秩序.为了适应航天产品研

制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牢固树立零缺陷系统工程质量理念,按照 “管理体系化、
工作流程化、实施定量化、支撑信息化”的原则,以标准作为质量保证的依据,固化质量提升工程成果,
推进标准制定实施与典型质量问题分析和薄弱环节治理的紧密融合,支撑型号风险控制和质量保证能力

的系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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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产品技术文件审签的信息化探索

何　慧　施　斐　单丰丽　劳海燕　黄莉苹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审签制度,特别是涉及校对、审核与批准的三级审签制度,是一项具有航天行业特色的技

术文件审查制度,在保证技术文件的正确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型号任务的急剧增

长,传统的审签方式也需相应变革,以规避审签有效性降低的风险.本文对审签现状进行了分析,对利

用信息化手段助力审签工作的有力实施进行了探索研究,并对研究成果的实践情况进行了介绍.本文旨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为航天图样文件审签工作的开展做出新的探索.

关键词　审签;信息化

０　引　言

我国航天事业历经多年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近年来,由于型号高密度发射,对

航天型号的质量管理要求也不断提高.从航天型号精细化质量管理方面,也要求严格审签工作,特别是

三级审签工作.航天产品技术难度大、复杂程度高.多年来航天行业实行的审签制度,在确保技术文件

的准确性和适应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型号任务的增长、人员流动的增多,给审签工作有效

性带来一定的风险.

基于上述情况,为落实精细化管理要求,强化技术图样文件的审签技术责任制,方便快捷为设计师

系统提供审签技术支持,对通过信息化手段助力审签的实施进行了研究与实践.

１　现状及目标

１１　现状及不足

近年来,型号研制任务不断增长,年轻设计师极大地补充到设计师队伍,在为研制团队带来朝气蓬

勃气象的同时,缺乏设计经验也是显而易见的.年轻设计师作为审签,特别是三级审签中的一员,相对

有经验的资深设计师,在审签要点的掌握上有所欠缺.

在审签信息化平台打造前,对于审查意见,审签人员有时笼统填写到流程的备注中,有时线下填写

审查意见后,为保存审签记录,扫描后用附件形式,作为审查的依据,过程烦琐、效率不高.

无信息化手段助力情况下,对于审签形成意见的落实管控往往也比较困难.

况且,审签信息由于没有信息化处理、结构化储存数据,造成日后的数据分析也相应棘手.

１２　需求目标

根据前述分析的现状与不足,有针对性的制定信息化平台中要实现的需求目标.

首先,由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团队形成各份审签,特别是三级审签审查要点表,纳入信息化平台管理,

方便设计人员根据对应的技术图样等文件取用相应审签要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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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送审过程中,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技术图样等文件关联对应产品三级审签要点表的流转送

审,审签人员可根据意见种类,实现多种批注形式,将意见有效传达至设计人员.
然后,在信息化平台制订审签合理的审签流转制度,既要方便快捷签审,又要按审签制度要求管控

到位.
最后,对审签,特别是三级审签的审查要点进行统一、结构化管理,保证技术图纸等文档审核过程

和审核内容在平台中的管理,方便日后数据的归纳整理,为产品的技术改进和管理提供支撑.

２　通过信息化实现目标的研究

利用信息化手段,针对前述分析归纳的四个目标,逐一进行对标研究,以便实现上述目标.

２１　审查要点表管理的研究

根据产品研制管理特点,以产品的研制主体部门为单位,指定设计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团队,定义适

合相关产品的审查要点表,提交产品设计团队讨论审查后成稿,审查要点表在信息化管理平台提交流程,
由该部门产品技术领导人员审批后受控.

审查要点表需支持线下和线上多种方式进行创建、更新操作,以便于各部门管理人员维护.
如此,在信息化平台上,实现审查要点表体现的是整个产品研制团队的最高水平,避免设计人员经

验不足导致的审查标准良莠不齐.

２２　基于审查要点表进行审查的研究

设计师在信息化平台送审文件时,从本部门的审查要点表库中选择相应的审查要点表供审签人员

使用.
签审或更改流程的校对、审核、批准各环节可以同时打开技术文件和审查要点表,逐条进行检查和

确认,对 “有意见”的审查项可在问题描述中填写意见.可对三维或二维图样进行批注并引入相应的意

见表中.每位审签人员填写一份相应角色的审查要点表,并分别保存.
校对、审核、批准环节必须将审查要点表上所有条目确认后才能将文件通过或驳回,条目确认的方

式有以下三种:“无意见”“不涉及”和 “有意见”,其中 “无意见”和 “不涉及”为确认按钮,“有意见”
为填写存在问题栏,对三种方式的任一种操作即视为对该条目的确认.

并且进一步开发信息化平台对图样等文件的批注功能,做到审签意见形象化、具体化.
如此,在信息化管理下,在兼顾审签的效率下,实现图样等技术文件的有效审查.

２３　审查要点表问题落实的研究

设计师对于驳回的文件,需要对每个有意见的条目逐条确认,并填写 “问题落实情况”,方可继续

流转.
文件被驳回后重新流转到已填写审查要点表的审签人员时,之前填写的审查要点表内容仍然保留,

审签人员可以在原审查要点表上填写新意见.

２４　审查要点表数据处理的研究

审查要点表数据记录予以保留,以便审签人员检查确认.
审查要点表历史问题醒目提示处理次数,便于设计师及签审人员重点关注.
审签完成的审查要点表可以导出留存,方便利用.
通过信息化实现以上功能,以便进一步进行审签数据的分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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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践情况

已通过信息化,助力审签,特别是三级审签工作的有力开展,目前已在我所PDM 平台相关图样文件

上实践落实.

３１　审查要点表管理的实践

已通过信息化手段,将专家带领的团队形成的重要设计成果、管理要求等按类别整理,纳入审签信

息化平台进行管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审签文件的审查要点表纳入信息化平台管理

将审签文件的审查要点表纳入信息化平台管理,避免了审查要点线下管理、图纸等文件流转线上进

行的两张皮现象.并行的管理模式,确保了管理的流程化、规范化,便于线上流转图纸文件时线上选取

相应三级审查要点表,进行捆绑式流转.
通过实践表明,对产品的审查要点信息化管理后,审查标准协调统一了不再因人而异.并且,由于

是团队协同形成的要点目录表,体现了设计团队审查的最好基准要求.

３２　基于审查要点表进行审查的实践

在信息化平台,已将审签图样等文件的审查要点表嵌入流程中,可根据需要指定对应模板随流程同

步流转,审签要点表实时推送到审签人员.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审查要点表嵌入流程

利用信息化平台,实现审签人员在线进行意见填写.并且,如图３所示,实现了通过审签批注功能,
直观的将问题反馈给图样设计人员.

综上,利用信息化,落实基于审查要点表的图样等技术文件的审查,采用多种审查手段,极大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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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利用信息化平台功能便利审签意见的提出

审查人员提供便利的、多样的审签条件.

３３　审查要点表问题落实的实践

在信息化平台,已进行问题落实的管控,设计师需要对每个有意见的三级审签要点表条目进行确认,
反馈填写了 “问题落实情况”,信息化平台方才允许送审流程继续流转.

送审流程重新流转到已填写审查要点表的审签人员时,之前填写的审查要点表内容予以保留,如有

新发现问题,审签人员可在原审查要点表上填写新意见反馈给编制人员.
设计师根据校审等人员反馈的意见,逐条填写问题落实整改情况.
编制者落实整改完成后,审签等人员可根据前次审查意见查看具体落实情况,如图４所示.

图４　审查要点表问题在信息化平台的落实

通过以上信息化手段的管控,做到有问题不漏网,以保证审签问题逐一的清除.

３４　审查要点表数据利用的实践

通过信息化平台,对审查要点表的项目实现了结构化,保证了图纸等文档审核过程和审核内容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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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信息化平台中的管理,为日后进行审查情况归纳、改进设计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可通过系统导出审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常见问题所在,进而可有针对性的采取预防措施,应用如

表１和图５所示.

表１　支撑审查数据的导出利用

工作内容 项目 问题统计次数

　根据各个连接区域的受载情况,明确埋件、压紧套、铰链支座、边框等区域所需要使

用发泡胶的填充情况,在图纸中明确说明.不特殊规定时默认填充方式为:埋件周围

破孔蜂窝格全部填充,同时填充一圈完整蜂窝格

图样要求 ２

　碳纤维制品在图纸中需要明确０度层的方向,铺层角度,单层纤维的厚度和纤维体

积含量等信息
图样要求 １

图５　审查数据的统计

４　结　语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在多个产品研制中进行实践,使用情况良好.用户反馈,相对于以往传统的审

签,审签信息化平台提高了设计师团队的审签能力,从单打独斗的审签形式发展到团队协成的模式,利

用信息化手段真正做到了对设计师和审签人员的要点提醒和规范,同时减少了图纸等文件重复问题的发

生,提高了设计师工作效能与质量.后续,我们也将结合使用情况和质量管理要求,进一步探索优化,
提升创新水平.

通过 “信息化＋”,落实航天质量精细化管理要求,解决三级审签强化和便捷实施问题,这是一次新

的尝试,也是三级审签制度执行模式升级的探索.希望在 “信息化＋”的支撑下,航天质量管理工作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更高效地为航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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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遥感卫星应用标准体系建设现状研究

周　翔１　顾行发１　王　锦１　吕婷婷１　周月敏２　陶　醉１

１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２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

摘　要　中国自主遥感卫星应用标准体系建设对促进我国遥感卫星应用产业发展、推动国家空间基

础设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 “十二五”至 “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自主遥感卫星资源和

对地观测应用领域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现状及其对标准体系建设的需求,分析了遥感卫星应用产业链下

游由科学试验向工程化运营服务转变的形势下,“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以 “高分辨率对

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 (民用部分)”(以下简称 “高分专项”)为例,介绍标准规范体系框架设计和编制

实施的相关成果经验,为 “十四五”阶段的遥感卫星应用标准体系研究提出了参考建议.
关键词　遥感卫星应用;标准规范体系;高分专项;空间基础设施

０　引　言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日新月异,空间信息资源的日益丰富,卫星应用已发展为成熟的产业化模式.

根据张泽根等[１]的调查研究,２０１９年全球卫星应用产业总收入２５３３亿美元.中国的卫星应用产业呈现蓬

勃发展态势,２０１９年卫星应用产业规模达到４１５０亿人民币,高于国内 GDP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遥感卫星应用标准规范体系研究水平亟待提升.仅仅依托 “国际标准化组织地理信息技

术委员会”(ISO/TC２１１)制定的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框架下的现有国际标准规范,已远不能满足遥感

卫星应用产业化发展需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自主遥感卫星资源以及 “十二五”至 “十三五”期间的国家重大战略规划,提出了

遥感卫星应用产业链下游由科学试验向工程化运营服务转变的形势下,标准规范体系研究存在的问题.

以 “高分专项”为例,介绍了标准规范体系的框架设计、编制实施成果经验.为 “十四五”遥感卫星应

用标准规范研究提供支持.

１　中国自主遥感卫星资源与重大战略规划

１１　中国自主遥感卫星资源现状

在航天强国战略的推动下中国自主遥感卫星产业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天基资源.截至２０２０年,

我国各类在轨卫星超过２００颗,其中,遥感卫星占４８％左右,发展速度稳定.国家推动建设的在轨运行

卫星有高分系列、风云气象系列、海洋、资源、环境系列等卫星.商业遥感卫星有高景、吉林、北京、
珠海等星座.目前,已形成空间分辨率优于０５m,时间分辨率优于１h,多谱段覆盖的天基遥感能力基

本满足应急减灾、自然资源、气象监测、农业等行业应用需求[２５].

１２　对地观测领域国家重大战略规划

我国于２０１０年启动 “高分专项”.专项自启动以来,已成功发射了多颗卫星,从 “高分一号”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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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九号０３星”,高分系列卫星覆盖了从全色、多光谱到高光谱,从光学到雷达,从太阳同步轨道到地球同

步轨道等多种类型,构成了一个具有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和高光谱分辨率的对地观测系统[６].

２０１５年,为全面推进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健康快速发展,促进空间资源规模化、业务化、产业化

应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的 «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

展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年)»[７].根据规划,纳入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 (以下简称 “空基”)体系的陆地

观测卫星,在 “十二五”期间７颗业务星和２颗科研星,“十三五”期间有９颗业务星和６颗科研星.空

基卫星的载荷类型包括光学、微波、电磁、几何.

１３　自主遥感卫星应用对标准规范的需求

我国自主遥感卫星产业化应用过程中,用户对遥感信息产品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应用领

域越来越广、用户数量越来越大,应用模式从单一应用转变到多源多时相多分辨率综合集成应用,应用

程度从实验型转变为稳定的业务运营型.“十三五”以来,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用户对遥感信

息产品的精度、现势性、信息量的需求越来越多,对信息产品和服务的种类、规模、稳定性及体系性的

需求也越来越高.
遥感产品应用对标准规范的需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１)遥感信息产品体系规范化的需求.遥

感信息产品族群,需要合理科学的信息产品体系来进行统一的规范化描述.２)遥感产品生产流程规范化

的需求.规范化的生产线流程是形成规范化信息产品体系的前提.３)遥感产品质量检验规范化的需求.
对遥感产品质量进行评定和等级划分,需要标准化的验证测试技术方法.４)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技术规范

的需求.遥感信息产品的发布、共享、交换,主要依托于应用服务集成平台,需要信息服务接口规范、
网络服务发布规范、信息安全规范等.

２　国内外遥感卫星应用标准研究现状

２１　国外遥感卫星应用标准现状

遥感卫星应用国际标准主要包含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地理信息技术委员会 (ISO/TC２１１)和开放地理

空间信息联盟 (OGC)两大组织制定的系列国际标准中.其中,OGC国际标准多为企业所采用.
在ISO/TC２１１标准中,遥感类标准主要由第六工作组即影像工作组负责.目前与影像数据直接相关

的国际标准有 «地理信息 参考模型 第２部分:图像»(ISO１９１０１ ２—２０１８)、«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２部

分:影像与格网数据扩展»(ISO１９１１５ ２:２００９)、«地理信息 影像与格网数据的内容模型及编码规则 第

１部分:内容模型» (ISO/TS１９１６３ １:２０１６).其他与信息产品有关的标准,例如 «地理信息 数据质

量»(ISO１９１５７—２０１３)、«MOD 地理信息 质量评价过程»(ISO１９１１４:２００３)、«IDT 地理信息 数据产

品规范»(ISO１９１３１:２００７)等[８１４].

２２　国内遥感卫星应用标准现状

遥感卫星应用科学与技术因其多学科交叉的特性,涉及测绘、地理信息、电子信息、航空航天、信

息科学等学科门类.与遥感卫星应用紧密相关的国家标准,早期是从 «国家测绘标准体系框架»«国家地

理信息标准体系»中发展起来的.

２００８年,国家测绘局发布了 «国家测绘标准体系框架».体系共列入 “定义与描述” “获取与处理”
“检验与测试”“成果与服务”“管理”等５大类３２小类标准,总计由约３５０余项标准.

２００８年,全国地理信息标准技术委员会发布了 «国家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第一版)».体系由通用

类、数据资源类、应用服务类、环境与工具类、管理类、专业类和专项类共７大类、４４小类和其他相关

标准组成,列入２１１个标准,其中已有和制修订中的标准１０３个,待制定标准１０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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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遥感技术标准化工作及规划、遥感技术标准体系框架、高分分辨率遥感卫星技术体系框架、
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陆地卫星标准规范体系等研究的推进[１５２３],遥感卫星应用相关标准规范向着体系

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如表１所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国家标准相关遥感应用领域数量增长快速.

表１　中国遥感应用领域相关国家级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１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GB/T１５９６８—２００８

２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GB/T１４９５０—２００９

３ 　«卫星对地观测数据产品分类分级规则» GB/T３２４５３—２０１５

４ 　«遥感卫星多光谱数据产品分级» GB/T３８０２６—２０１９

５ 　«遥感卫星全色数据产品分级» GB/T３８０２８—２０１９

６ 　«卫星遥感影像植被指数产品规范» GB/T３０１１５—２０１３

７ 　«遥感卫星原始数据记录与交换格式» GB/T３１０１１—２０１４

８ 　«色散型高光谱遥感器实验室光谱定标» GB/T３１０１０—２０１４

９ 　«三频低轨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系统技术要求» GB/T３３９８７—２０１７S/X/Ka

１０ 　«城镇地物可见光—短波红外光谱反射率测量» GB/T３３９８８—２０１７

１１ 　«机载激光雷达点云数据质量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GB/T３６１００—２０１８

１２ 　«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导则» GB/T３６２９６—２０１８

１３ 　«光学遥感载荷性能外场测试评价指标» GB/T３６２９７—２０１８

１４ 　«光学遥感辐射传输基本术语» GB/T３６２９９—２０１８

１５ 　«遥感卫星快视数据格式规范» GB/T３６３００—２０１８

１６ 　«航天高光谱成像数据预处理产品分级» GB/T３６３０１—２０１８

１７ 　«水体可见光—短波红外光谱反射率测量» GB/T３６５４０—２０１８

１８ 　«基于地形图标准分幅的遥感影像产品规范» GB/T３７１５１—２０１８

１９ 　«陆地观测卫星０级数据格式规范» GB/T３８０８１—２０１９

２０ 　«光学遥感器在轨成像辐射性能评价方法 可见光—短波红外» GB/T３８９３５—２０２０

２１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品制作要求 第１部分:分类、编码与制图» GB/T２８９２３１—２０１２

２２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品制作要求 第２部分:监测专题图产品» GB/T２８９２３２—２０１２

２３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品制作要求 第３部分:风险评估专题图产品» GB/T２８９２３３—２０１２

２４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品制作要求 第４部分:损失评估专题图产品» GB/T２８９２３４—２０１２

２５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品制作要求 第５部分:救助与恢复重建评估专题图

产品» GB/T２８９２３５—２０１２

２６ 　«岩溶地区草地石漠化遥感监测技术规程» GB/T２９３９１—２０１２

２７ 　«风沙源区草原沙化遥感监测技术导则» GB/T２８４１９—２０１２

２３　遥感卫星应用标准规范存在的问题

２３１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框架”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遥感应用产业化对专业标准规范的

需求

遥感卫星应用产业链下游由科学试验向工程化运营服务转变.运营服务为信息密集型,用户对遥感

信息产品的需求呈现多样化要求,主要考察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管理和服务能力.
仅仅依托 “国际标准化组织地理信息技术委员会”(ISO/TC２１１)制定的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框架”,

或者 “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国家地理信息标准体系”,已远不能满足遥感卫星应用

产业化发展需要.
特别是我国遥感卫星在载荷设计、信息产品分类分级、应用服务技术等方面的特色,迫切需要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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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适应中国自主遥感卫星应用现状的标准规范体系框架研究.

２３２　缺少统一的 “遥感应用标准规范体系框架”
我国对地观测卫星应用方面尚无统一的 “遥感应用标准规范体系”,技术规范总体缺少顶层设计、不

成系统,缺乏对我国现有自主遥感数据工作的综合、凝练和条理划分,未能形成指导性框架.
遥感卫星应用国内相关标准化组织,已在积极推动符合行业现状的 “遥感应用标准规范体系框架”

的建设,不过尚有许多研究工作需要共同探讨.

２３３　行业应用缺乏共性标准规范的指导,互相之间不兼容
在自主遥感卫星综合应用中,各行业部门逐步形成了相关技术规范,但这些技术规范是根据各行业

或部门自身业务需求来制订的,情况不一、互相之间不兼容、缺乏整体框架、混乱无序.各行业的技术

规范不能友好衔接、互相配套,标准规范之间存在交叉、遗漏、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共性标准规范

没有得到凝练,对共性应用需求的满足度低,不能很好地满足产业化的需求.

２３４　先行的项目级标准体系有待完善
先行的项目级标准规范体系,注重顶层设计、框架先行.不过,不同项目的标准体系设计的目标各

有差异,有的考虑了卫星载荷多样性 (上游),有的考虑了服务用户需求的多样性 (下游),很难对遥感

应用产业链的各环节的标准规范需求考虑完整.从而,需要通过积累项目建设经验,不断完善标准规范

体系框架,从而指导生产实践的遥感数据或遥感信息产品标准规范编制、共性应用系统集成共享平台标

准规范编制.

２３５　国家级标准较少,主要依靠项目需求制定项目级标准
现有的国家级标准较少,标准规范的制定主要跟随项目需求编制.在统一的 “遥感应用标准规范体

系”建设的同时,应有规划的凝练一些通用性标准规范、共性标准规范,形成一批兼容性强的国家级标

准规范,对有价值的标准规范进行推广应用.

３　高分专项遥感应用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实例

３１　高分卫星遥感应用标准规范需求

为了实现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更大范围、更高成效地利用,真正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

生活实践中,切实提高高分遥感信息的应用效益,开展了高分遥感应用标准规范的顶层设计,建立针对

高分系统的产品技术规范体系框架.对高分遥感应用共性技术规范提出明确要求,对数据和信息产品生

产、信息服务、管理等构建规范框架,促进高分应用系统标准规范化制度建设,也使各类高分应用系统

生产的数据和产品形成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高分信息应用更好、更快、更广泛的发挥应用服

务作用,也促进高分应用的交流和推广.

３２　高分专项应用系统标准规范体系框架设计

从高分专项应用系统标准规范的实际需求出发,基于信息视角和计算机视角,如图１所示,中国高分

专项应用系统标准规范体系框架,包括基础标准、专业应用标准和主题应用标准３个层次,涉及通用类、

数据类、数据产品类、应用服务类、管理类、专业应用类和主题应用类共７大类、４２小类[２４].

３２　高分应用标准体系建设经验总结

高分专项遥感应用标准体系建设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１)顶层设计先行.高分项目标准规范编制之前,先根据应用需求搭建标准体系框架,将标准规范首

先分为基础标准、专业应用标准、主题应用标准３个层次,再有序推进各层次标准规范的设计与编制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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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分专项应用系统标准规范体系框架[２４]

２)充分对接国标或行标.部分共性标准采用国标或者行标,确保各级标准规范之间的兼容性和连

贯性.

３)新研究的标准规范应从实用性出发.专业应用类标准、主题应用类标准在体系设计与编制实施

中,应充分考虑用户切实需求.

４　结　论

自主遥感卫星应用标准规范体系框架的制定,是遥感卫星应用产业链下游由科学试验向工程化运营

服务转变形势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分析我国自主遥感卫星的载荷设计、信息产品分类分级、应用

服务技术等方面的特色,提出在各行业应用技术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应尽快推进统一的 “自主遥感卫星

应用标准规范体系框架”建设,适应遥感应用产业化模式转变,解决现有的遥感卫星应用标准规范遇到

的瓶颈问题.
面向 “十四五”遥感卫星应用产业化链条中标准体系建设,应在横向上区分不同行业应用、纵向上

针对应用链条不同环节,加强重点环节的标准规范的优化完善,凝练、提升和推广研究基础较好的共性

标准规范,同步制定与国际标准的对标计划.从而,使遥感应用标准规范体系成为产业化应用发展的助

推器,成为有价值的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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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StatusofChinaRemoteSensingSatellites
ApplicationStandardsSystemFrameworks

ZHOUXiang１,GUXing fa１,WANGJin１,LYUTing ting１,ZHOUYue min２,TAOZui１

１AerospaceInformationResearch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２StateGeospatialInformationCenter

　　Abstract　Theremotesensingapplicationstandardssystemframeworkplaysanimportantrolein

promotingtheindustrialapplicationofChinasatellitesremotesensingproductsChinasatellitesresources
andthemajornationalstrategicplanninginearthobservationapplicationsfromthe“１２thFive YearPlan”

tothe“１３thFive YearPlan”areanalyzedtoderivethestatusandproblemsoftheon going“standards
system frameworks”,infaceofthenew situationthatthedownstream ofremotesensingsatellite
applicationindustrychainischangingfromscientificexperimenttoengineeringapplicationserviceTaking
“ChinaHigh resolutionEarthObservationSystem (CHEOS)Project(theCivilPart)”asexamples,the
wholeprocess of design,compilation andimplementation ofits standards system framework is
analyzedAsaconclusion,forthefutureresearchonthestandardsofremotesensingsatelliteapplicati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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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１４thFive YearPlan”,theneedsofdifferentapplicationsanddifferentnodesintheapplicationchain
shouldbeconsideredtooptimizeandimprovethestandardsandspecificationsAndthosecommon
standardswithgoodresearchfoundationshouldbecondensed,promotedandapplied

Keywords　Remotesensingsatelliteapplication;Standardssystemframework;CHEOSProject;

Space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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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航天标准化探索

伍招冲　朱　炜　杨世东　王　伟

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

摘　要　数字孪生是以数字化方式创建物理实体的虚拟实体,借助历史数据、实时数据以及算法模

型等,模拟、验证、预测、控制物理实体全生命周期过程的技术手段.数字孪生技术在国内各行业的应

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航空航天、医疗健康、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工厂等领域都开展了广泛研究

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在航天产品设计、仿真测试、数字化工厂、在轨健康管理、在轨寿命预测等领域开

展了研究探索,但是目前数字孪生技术在航天领域的应用中还未形成相应的标准规范,未给出明确的数

字孪生术语、建模方法、应用对象、技术方法等定义和规范,这给航天工程人员对数字孪生技术的理解、

应用、方法掌握带来了困难.本文结合航天工程应用和数字孪生技术特点,从航天工程的应用角度对数

字孪生标准需求进行了分析,对数字孪生技术的航天标准化进行了探索,能够为数字孪生航天标准研究

与制定提供参考,同时为数字孪生技术在航天工程领域的应用实践提供指导.
关键词　数字孪生;标准化;航天;孪生模型;孪生数据

０　引　言

数字孪生起源于美国航天领域,随着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化、人工智能、５G通信、仿真建模等信

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孪生技术从概念研究逐渐成为现实应用.目前数字孪生技术已经在航空航天、船舶、
数字城市、智慧交通、数字制造、健康医疗等行业开展了广泛应用.数字孪生是连接仿真虚拟体和实际

物理产品的一种技术手段,通过建立实物的数字化模型,实时的采集实物传感器数据,对数字化模型进

行动态的仿真和控制,同时通过数字模型的仿真和预测,及时对物理实物进行控制策略和预防措施的调

整.数字孪生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数字学科发展的重要技术,已经在工业产品设计仿真、城市智慧交通

流量预测、工厂数字化生产线动态调整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美国密歇根大学迈克尔格里夫斯 (MichaelGrieves)教授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专家约

翰维克斯 (JohnVickers)共同提出了数字孪生 (digitaltwin)概念[１].NASA在 “阿波罗计划”中应

用 “数字孪生”概念,目标是同时建立两个相同的航天器,其中一个正样产品发射进入太空执行任务,

另一个地面备份产品用于辅助工程师分析太空出现的紧急事件和故障.

２０１０年,格里夫斯和 NASA在 «太空技术路线图»中明确引入了数字孪生概念[２],数字孪生定义为:

基于历史飞行数据、传感器数据对航天器系统进行多物理场、多维度、概率性的仿真,以此来反映航天

器的运行状态及其整个生命周期历程[３].

２０１４年,格里夫斯发表了 «数字孪生应用技术白皮书»,给出了数字孪生的模型参考,规定了数字孪

生模型由３个部分组成:实际空间的实物产品、虚拟空间的仿真产品,以及仿真产品和物理产品之间数据

和信息的交互链接[４],概念如图１所示.

NASA和美国空军共同对数字孪生开展了研究应用,给出了数字孪生模型定义:基于飞行器的历史

飞行数据、实时传感器数据在平台上进行概率性、多维度的仿真,以此来构建高保真的虚拟物理模型.
利用虚拟的数字孪生模型来反映飞行器实物的全寿命周期过程,达到在轨健康状态、在轨剩余寿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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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字孪生模型示意图

务可行性的预测分析[５].
国内在航空航天、数字城市、数字交通、数字化工厂、数字医疗等领域也开展了数字孪生技术的应

用研究[６１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陶飞等[１０１３]在参考 NASA 数字孪生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孪生的五维

模型,包括:物理实体、虚拟实体、连接、孪生、服务５个部分.２０２０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与多家科研院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家高校,以及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共同发布了 «数字孪生

应用技术白皮书»,对数字孪生定义,技术特点、应用发展与现状,存在的技术挑战进行了概述[６].

１　数字孪生技术在航天工程中的应用

数字孪生在航天工程中的应用一直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主要包括基于数字孪生的航天器设计分析、
在轨运行健康预测与管理、数字伴飞、在轨寿命预测、故障检测等场景[４],总结有以下５个应用方向.

１)虚拟设计,开展数字化设计,建立高保真的数字化模型,通过CAD/CAE等软件,结合仿真的环

境条件和工况条件,通过动力学、有限元仿真、环境仿真等手段,在设计阶段发现潜在的问题,并采取

措施极大程度上应对实际飞行中出现的突发状况,NASA 预计到２０３５年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能够减少因前

期设计的不合理性带来的后期更改成本,并延长航天器服役的寿命[１４].

２)在轨健康管理,建立航天器在轨数字伴飞模型,对在轨航天器进行实时的遥测,包括性能指标、
轨道参数、环境参数、材料状态等,通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 (PHM)技术对航天器开展在轨实时健康

监测、评估、预测,为地面运控人员提供实时的控制策略.

３)故障预测与处置,通过在轨监测、遥测,当在轨航天器发生性能状态变化时,通过数字孪生模

型,对在轨发生的故障进行预测,或当发生在轨故障后,通过数字孪生模型模拟和仿真,查找故障原因,
进行故障定位,制定后续故障隔离措施.

４)试验与评估,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建立高保真的数字孪生模型,开展虚拟测试和试验,在早期阶

段发现潜在的试验问题,减少后期试验问题的修正成本,对实物试验子样进行设计改进,减少试验子样

的投入,以及通过数字孪生体开展航天产品的评估.

５)智能制造,在航天产品的生产中,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数字化生产线,对航天产品的生产过

程、流程、装配等进行数字仿真,通过实时的生产线物理数据采集,及时的对航天产品的生产过程、工

艺质量、产量、排期等进行动态调节和把控.

２　数字孪生技术的航天标准需求分析

国内外相继发布了数字孪生的概念、模型定义和 “数字孪生应用技术白皮书”,在多个行业领域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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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应用研究.数字孪生技术的航天标准化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见到数字孪生标准的发布,阻碍了数

字孪生的进一步发展落地应用,亟须相关标准的指导与参考[１２１４].
目前数字孪生技术在航天领域应用中缺乏相应的标准及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缺乏数字孪生的概念、数字孪生技术、模型等术语的统一共识.不同的研究人员和工程人员对数

字孪生概念和具体实现有不同的理解,给数字孪生的应用和推广,协作和对接造成了困难.

２)未形成共同的数字孪生模型规范,数字孪生模型组成、建模要求、建模方法、技术指标等没有明

确的要求,模型的输入、输出没有明确的接口规范,这导致了不同的航天产品的数字孪生模型通用性差、
兼容性差,后续在航天系统级、整星级的建模应用中难以直接使用.

３)孪生数据规范要求不明确.数字孪生是基于大数据的技术,缺乏数字孪生的数据分类、数据采

集、数据处理、数据连接、数据交互标准规范,给数据的集成、挖掘、传递、采集和清洗带来了困难.

４)没有通用的软/硬件平台,不同的航天技术团队开展数字孪生技术应用研究,未能实现数字孪生

技术的通用、复用、共用.现有数字孪生技术在航天领域的应用案例,相互形成了 “孤岛”状态,不利

于数字孪生技术成果推广,技术的迭代.

３　数字孪生航天标准化框架

根据数字孪生在航天领域的应用和需求情况,对数字孪生航天标准化提出体系框架构想,通用层标

准、应用层标准.

３１　数字孪生通用标准

(１)术语标准

概念与术语标准包括数字孪生、数字孪生体、数字孪生模型、数字孪生技术、物理实体、虚拟实体、
连接等定义.术语标准关注数字孪生的概念定义、适用条件与要求,数据框架,为整个标准体系提供支

撑作用,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字孪生概念术语标准

(２)通用技术标准

数字孪生通用技术标准规定了数字孪生通用的相关技术方法定义、操作方法、应用流程、建模特性、
应用对象、技术接口、数据接口等.数字孪生常用的技术有:数字建模技术、大数据技术、仿真技术、
健康管理PHM 技术、数字交互技术、虚拟实现技术等 (图３).

(３)数据标准

孪生数据标准主要是基于大数据相关技术标准对数字孪生技术涉及的数据格式、分类、存储、处理、
使用、维护进行规范.孪生数据标准主要应包括:数据结构、数据分类、数据接口、仿真数据,以及数

据使用与维护相关内容,如图４所示.其中,数字孪生数据包括:准则、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仿真数

据、管理数据等.数据处理的技术手段包括数据采信、数据清洗、数据集成、数据融合、数据交互、数

据共享等规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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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数字孪生通用技术标准

图４　孪生数据标准及主要内容

(４)模型标准

数字孪生通过测试测量、数据分析、数字建模等技术建立数字化仿真模型,对航天产品进行遥感、
监测、故障诊断和预测评估.数字孪生技术区别于传统仿真技术的三个特征是:高保真性、实时性与闭

环性.
目前国内外针对数字孪生模型有不同的理解,提出的模型有二维模型、三维模型、五维模型等,这

给数字孪生模型的兼容和通用化带来了困难.需要针对航天工程特点提出相适应的数字孪生模型标准.
数字孪生模型标准应包括模型的功能与描述、物理模型、仿真模型、孪生体模型、仿真技术、关键技术、
数据接口、模型接口、应用环境、接口标准、测试与验证等,同时应明确模型、数据、信息流的通用接

口标准,提升数字孪生航天模型的通用性、覆盖性、复用能力,如图５所示.

图５　数字孪生模型标准及主要内容

３２　数字孪生应用层标准

(１)软/硬件平台标准

数字孪生软/硬件平台标准,规范数字孪生技术所采用的软件仿真、软件建模、软件接口、使用环境

等标准,以及硬件的测试、测量、传感器、实时传输、监控的标准.对数字孪生实现过程平台进行定义,
规定平台的通用性、适用对象、平台需求与开发、性能指标、运行与集成环境、平台接口、平台使用、

(２)应用标准

根据国内航天领域应用需求和美国 NASA提出的数字孪生技术在航天工程中的应用场景,包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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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阶段虚拟设计、航天器飞行阶段健康状况评估,故障诊断、设计评估等.结合国内航天工程数字化需

求,提出以下５个方面的应用领域标准,如图６所示.

图６　数字孪生航天应用相关标准

数字孪生应用标准应明确应用阶段、应用对象、功能需求、应用目的.明确数字孪生在不同应用阶

段的适应性,在数字孪生应用后,效果评价、应用效益、管理要求等行业应用标准能够指导数字孪生的

评估及优化方法,保证其使用安全性、稳定性、可用性与易用性.

４　结论

本文介绍了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现状,从数字孪生概念术语、技术标准、模型标准、孪生数据、平

台工具、应用领域等角度分析了数字孪生航天标准化的建设需求,结合数字孪生在航天领域内的应用场

景探索,提出了一套数字孪生航天标准体系构想.当前国内外各领域还未发布相关数字孪生标准,阻碍

了数字孪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落地应用,通过数字孪生航天标准化研究探索,能够为航天领域数字孪生

标准研究与制定提供参考,推动数字孪生技术在航天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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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igitalTwinStandardizationinAerospace
WUZhao chong,ZHU Wei,YANGShi dong,WANG Wei

ChinaAcademyofAerospaceStandardizationandProductAssurance

　　Abstract　Digitaltwin (DT)isatechnicalmeanstosimulate,verify,predictthewholelifecycle

processofphysicalentitiesbydigitalvirtualentities,historicaldata,real timedataandalgorithm
models,etcDT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aerospace, medicaland health care,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smartcity,architecturaldesignandotherindustriesTheapplicationofDTtechnologyin
chinaisstillinitsinfancy,lackofDTstandardssuchastechnicalterms,definitions,mode,data,

applicable standards and tool/platform standards,etc, which leads to barriers among users,

developers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andrequirementsofaerospaceengineeringfield,thispaper
analyzestheaerospaceDTstandardrequirementsandputsforwardasetofspaceDTstandardsystem
conceptionThe DT standard system including terminology standards,technicalstandards, model
standards,datastandards,tool/platform,applicationstandardsItcould provideguideforthe DT
technologystandardizationandtheapplicationinaerospace

Keywords　Digitaltwin;Standard;Aerospace;Digitaltwinmode;Digitaltwi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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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建设方法研究

张　睿１　付丽萍２　徐洪武１　王　伟１

１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介绍了标准体系的定义及内涵,探讨了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的建设方法.航天

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是新体制下指导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化顶层设计工作的重要依据,为有序推进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领域标准化建设工作,研究标准体系建设的流程,提出了标准体系框架设计、标准适

用性分析及标准体系表编制、标准研究及制修订、标准验证与应用四个建设阶段,并汇总了标准体系建

设成果.标准体系具有支持当前需求和未来发展的双重作用,通过研究标准体系建设方法,可以科学、
合理地指导构建出具有系统性、实用性的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

关键词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建设方法

０　引　言

试验鉴定工作在找准新产品潜在缺陷问题基础上,反推产品建设需求,为产品的论证、研制、生产、
使用和管理工作做牵引.试验鉴定体系是开展试验鉴定工作的基础和保障,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是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是航天产品标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试验鉴定标准体系的重要支撑,是

新体制下指导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化顶层设计工作的重要依据.试验鉴定体系已经迈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为满足航天产品建设需求、适应新时代产品发展需要,推进航天产品试验鉴定领域标准化建设,开

展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构建工作.

１　标准体系的概念

标准体系是为标准的实施和制修订进行规划,并提供依据,既是标准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又是标准

化的基本建设工作.标准体系建设是各行各业的标准化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从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
相关人员已经开展了大量的标准体系建设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深化了理性认识.

在有关标准中,标准体系的定义为: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１].为了

进一步理解标准体系的概念并应用,麦绿波提出了标准体系的新版定义,即根据使用目的,系统性设计

的所需标准的合理组成方案和建立的标准资源的集合,主要包括标准体系框架、标准体系表和标准

实体[２].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指的是针对航天产品试验鉴定系统性建立的所需标准的集合,标准集合

中既包括适用的现行标准,也包括建设规划所需指定的标准项目.标准之间的关系有结构上的、系统上

的以及功能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标准进行合理分类,形成标准体系框架.编制标准体系表对标准体系框

架的标准对象分类关系进行具体展开和表述.标准体系框架和标准体系表都是标准体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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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标准体系建设方法

为了避免标准体系建设的重复性工作,以及由于标准化经验不足带来的低水平构建,研究标准体系

建设方法,提高标准体系构建的质量和水平.通过研究标准体系建设方法,来科学、合理地指导构建出

具有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标准体系.
根据试验鉴定转型发展对标准建设的需求,综合考虑以往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军委

装备发展部制定形成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架构,从顶层上对新形势下试验鉴定体系架构进行系统设计和统

一规范,有力地指导和推进了产品试验鉴定工作的开展.研究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相关顶层文件,结

合航天产品试验鉴定工作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需求,进行统筹规划.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建

设总体分四个阶段:标准体系框架设计、标准适用性分析及标准体系表编制、标准研究及制修订、标准

验证与应用.

２１　标准体系框架设计

标准体系框架设计工作是标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顶层设计工作.结合航天产品试验鉴定的特点,突

出标准建立的重点类别,兼顾标准体系的系统性和长期可使用性.
首先,进行体系建设计划,指明工作的方向和目标.论证航天产品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保证体

系建设工作开展的意义和价值.广泛调研,搜集国内试验鉴定相关法规标准研究,充分分析和深入研究,
提出建设要求和内容,为工作开展提供必要条件.

其次,分析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主体,设计标准体系结构.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架构

拟分为四维空间:在横向和纵向上,分别按照试验鉴定标准所规范的内容和标准层级进行分类,横向上

分为试验鉴定基础、试验鉴定过程、试验鉴定技术和试验鉴定保障条件四类,纵向上分为通用标准、专

用标准和型号规范三层,充分继承顶层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架构,确保标准体系上下配套协调;在法向上,
主要按照航天产品类别进行分类,如导弹武器系统、星箭产品等;在周期上,主要按照产品试验鉴定全

寿命周期进行分类,包括状态鉴定阶段、列装定型阶段、在役考核阶段等.在确定标准体系框架影响因

素后,系统性进行标准分类关系设计,为标准项目的查找提供检索路径,如技术类标准包括设计分析评

估、装备通用特性、军用软件测评、试验建模仿真等类别.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框架见图１.

２２　标准适用性分析及标准体系表编制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的标准清单包括现行标准和需制定的标准项目.现行标准的利用是通过

搜集现行标准、开展适用性分析、确定适用的标准对象,最终纳入利用;需制定的标准项目主要是根据

标准体系框架和标准发展的重点分析论证提出.

首先,根据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框架,梳理航天产品现有试验鉴定相关标准,充分利用现行

有效的标准,清理问题标准.对已发布指导性文件的标准项目进行适用性分析,对未发布指导性文件但

在计划内的标准项目,待其发布后开展适用性分析,纳入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全面梳理现有航

天产品标准中与试验鉴定工作相关的标准项目,按照产品试验鉴定新理念新要求,对归口管理的标准提

出标准 “废止、延用、修订”的意见.
其次,进行标准需求分析,提出需制定的标准,对航天产品试验鉴定工作进行结构分解.例如,标

准类别目标是技术类标准时,航天产品全寿命周期工作分解为结构成分和工作因素,结构成分就是产品

组成部分即系统、分系统、单机等,工作因素包括设计、试验、贮存、运输等.明确标准体系建设所需

标准项目,确保新规划标准项目与已有标准项目之间协调衔接,并给出实施建议.

然后,依据确定的标准体系建设项目编制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表,这些项目包括:从现行标

准中选择出的适用标准项目;经过需求分析提出的需要制定的标准项目;对现行不适用标准进行修订后

７９３１



图１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

可使用的标准项目;针对航天产品将现行标准进行内容细化,形成具体型号的标准项目或细化为具体产

品类别的标准项目.标准体系表是反映标准分类关系和标准项目明细的清单,表头信息项包括序号、标

准名称、标准编号、标准级别、标准内容、体系编号、标准状态、主编单位、备注等.在多次完善迭代

后确定编制标准体系表,为了方便日后开展标准制定和修订工作,还应编制标准制定和修订的规划表,
支持标准体系的实体建设和完善工作.

最后,撰写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架构文档,内容一般包括:任务来源及目的意义、标准化对

象现状和标准现状分析、目标分析、体系结构设计、标准适用性分析、标准体系表编制、规划编制、实

施及建议等.

２３　标准研究及制修订

按照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急需先行”的原则开展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标准制

定主要是根据标准体系表中的需制定标准项目,在适当时机开展标准制定,按照标准需求紧急程度制定

工作计划,各单位分工进行标准编制工作.针对不同类别产品先行制定试验鉴定工作指南,将试验鉴定

要求融入航天产品研制流程.
新编标准编制模式为 “研标准”[２],即在没有现成的技术、产品、过程、服务、管理等成果的基础上,

先行或同步开展标准制定.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的制定程序一般是:立项论证,标准草案的编制、审

查和批准,标准的发布、复审、出版和归档.其中,标准在批准前统称为标准草案,一般包括征求意见

稿、送审稿和报批稿.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从制定到发布的大体流程如下所述.

１)研究成立编制组,制定实施方案,开展调查研究和必要的试验验证,编制形成标准草案初稿和编

制说明;

２)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确定主体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３)组织对相关单位充分征求意见,编制组汇总并处理反馈意见,修改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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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４)组织召开预审会,确保标准技术内容准确和协调,汇总并处理预审意见,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和

编制说明.

５)组织送审投票,投票通过的项目,提交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６)标准送审稿审查通过后,由标准编制组根据审查提出的意见对送审稿做必要的修改补充后,提出

标准报批稿.

７)标准化管理部门对标准报批材料进行审核,审查合格的标准报批稿经批准后发布.

２４　标准验证与应用

根据航天产品试验鉴定工作实际,结合具体型号产品,主要是针对关键性、重要性、广泛性使用的

标准,开展标准的应用、验证与反馈修改,以验证和评价标准技术内容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不断完善标

准体系,保证标准的技术质量和使用效果.

３　标准体系建设成果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的成果:

１)标准体系架构文件,描述标准体系建设背景、建设思路、标准体系框架、标准体系明细表等内

容.其中,标准体系框架诠释了标准体系分类关系及结构框架;标准体系表包含了标准体系规定范围内

的现行标准项目和需制定标准项目,以规定格式的图表进行排列,是标准贯彻和制修订蓝图.

２)标准体系的实施方案,包含所需制定标准的制修订规划表,为标准制修订论证和计划编制提供指

导和依据.

３)标准体系的标准实体,体现了标准体系的主体价值,直接服务于标准化对象的使用.

４)标准应用反馈,包括各单位标准贯标检查情况和标准应用情况等,通过对标准适用性和有效性的

验证,不断完善标准体系.

４　结　论

当前试验鉴定工作正处于建章立制的转型发展阶段,后续将根据试验鉴定工作顶层要求和航天产品

研制发展情况,视情更新标准体系.标准体系建设既是标准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又是标准化的基础建设

工作.以标准化顶层设计的角度,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规划了现行适用标准项目和需制定标准项

目,是试验鉴定标准制定和实施的蓝图;从标准化基础建设的角度,航天产品试验鉴定标准体系为标准

的使用者提供了经搜集筛选后能直接使用的现行标准,为需要而空缺的标准进行制定的建设工作.标准

体系具有支持当前需求和未来发展的双重性作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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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成熟度在航天产业中的应用思考

欧阳嘉谊　齐　力　姜盛鑫　毛　敏

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摘　要　着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在军工行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本文列举航天产业中容易

受到网络攻击的因素,并介绍了美国国防部提出的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 (Cyber securityMaturity
ModelCertification,CMMC),作为供应商网络安全等级评价方式.在参考该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航天

产业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结合航天装备的特点,为我国软件产品成熟度模型提供发展思路.
关键词　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供应商;试验鉴定

０　引　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安全逐渐成为各行各业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军

工行业[１].随着越来越多的算法与软件平台运用于军事相关的领域,装备的网络化以及协同作战等概念的

提出,使得网络安全逐渐成为装备评价中不可忽视的一项指标[２].

美军作战试验鉴定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的摘要中提到 “下一场战斗发生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可能性很高.

在未来几年的国防计划中,国防部打算在太空资产上花费近１０００亿美元.”[３]可见航天装备与网络安全方

面的重大战略意义.同时由于航天装备的特殊性,所有的作战和业务能力现在都是通过软件定义并实现

的,因此航天装备的网络安全性不容忽视.航天产品由于系统架构的特殊性,对网络安全性的要求

更高[４].

１　网络安全在航天产业中的影响

航天产业可以分成资产以及相关产业链[５].其中太空资产由三部分航天架构组成.航天系统架构的每

个组成部分都容易受到网络威胁的影响:轨道部分 (航天器本身)、地面部分 (操作航天器所需的地面设

备)和链路部分 (在轨道和地面之间以及彼此之间传输数据).三个要素共同组成了航天系统架构,任何

部分受到攻击,则会影响太空资产整体的功能与价值.

１１　地面段[６]

地面段作为整个系统中的支持系统,负责保障空间段功能的实现,最容易受到物理攻击.面临网络

安全隐患影响因素包括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性和配套支持系统的安全性等.

１２　空间段[７]

空间段由于空间分布的特殊性,受到物理性侵入攻击的难度较大,但更容易从网络渠道受到攻击.

漏洞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１)在轨卫星在设计建造时,没有考虑到网络安全方面的因素.

２)采用开源通用化模块的卫星由于组件与接口的单一性,更容易受到网络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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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商业卫星由于费用以及承载能力等因素减少了网络安全方面的考量.

１３　数据链路[８]

不论是在保持空间段的稳定运行的测控链路,还是数据传输链路,数据链路作为连接天地、星间的

数据连接手段,对进行空间任务的完成起到关键的作用.数据链路一旦受到恶意攻击,将会影响整个空

间系统的整体效能,甚至会影响系统的完整性.数据链路面临的威胁包括:
测控链路加密密钥管理不善,导致空间段配置错误、加密通信信息的泄露.
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受到干扰,会导致数据传输过程中被破坏或错误,使得用户无法使用数据,从

而导致功能性受到影响,如导航、定位、授时的精度降低.
造成网络安全的隐患主要因素在于相关设备生产过程中的信息泄露[９].美国国防部为了保障联邦合同

信息 (Federalcontractinformation,FCI)和受控非保密信息 (controlledunclassifiedinformation,CUI)
的网络信息安全,组织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 [OUSD (A&S)]、各大学研究中心 (UARC)、联邦资助

的研究与开发中心 (FFRDC)和国防工业基地相关部门一同构建了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体系.网络

安全成熟度认证模型将多个网络安全框架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标准.

２　网络安全成熟度认证模型[１０]

网络安全成熟度认证是根据开展特定网络安全实践活动的程度,来判断供应商是否达到了相应的网

络安全等级.模型中包含１７１项网络安全实践活动,用来考察涉及网络安全的１７个不同领域中的４３项能

力.网络安全成熟度等级设置如表１所示.考察者根据供应商进行的实践活动的表现来判定供应商达到的

等级.

表１　网络安全成熟度等级设置

等级 阶段 网络安全状态

一级 执行 基本网络安全

二级 记录 中等网络安全

三级 管理 良好网络安全

四级 审核 能提前识别风险

五级 优化 先进、逐步提升

２１　基本架构

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存在两个维度,架构和等级.架构是网络安全成熟度针对具体对象的考察方面,
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是领域、能力、实践活动.

根据１７１项网络安全实践活动开展程度来判断供应商是否达到了相应的网络安全等级.１７１项网络安

全实践活动支撑涉及网络安全的１７个不同领域中的４３项能力.考察者根据供应商进行的实践活动的表现

来判定供应商达到的等级.
模型中包括涉及网络安全的１７个不同领域,对应网络安全方面的不同考察内容,其中包括访问控制、

风险管理、物理防护等方面.这１７个方面可细化分解为４３项能力,最终依据１７１项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

判断评价对象的网络安全成熟度等级.
等级表征被评价对象满足网络安全要求的程度,分为５级,对应网络安全成熟度提升经历的５个过

程,从一级的 “执行”到五级的 “优化”;每个等级又有相应级别的实践手段,从１级的 “基本网络安全”
到５级的 “先进/逐步提升”.

２２　实践活动分布

模型架构包含１７１项网络安全相关的实践活动,用来考察涉及网络安全的１７个领域的４３项能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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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网络安全成熟度实践活动在不同等级的分布

中,过程控制、系统通信防护、系统与信息集成这３个领域在５个等级中都有对应的考察活动;配置管

理、会计与审计、事件响应能力、风险管理、身份识别与授权、媒介隔离、物理防护涉及了４个等级的实

践活动 (图２).

图２　网络安全成熟度领域的实践活动等级分布 (一)

２３　认证方式[１１]

美国国防部 (DoD)要求其供应链中的所有与政府签订合同的相关组织机构进行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

的认证,并达到相应的等级.国防供应链中的组织通过中立的、经过适当认证的第三方实体的评估达到

适当的CMMC级别.该实体根据CMMC标准中定义的标准评估组织的网络安全成熟度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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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网络安全成熟度领域的实践活动等级分布 (二)

第三方认证需要由CMMC 认证机构进行培训并授权.CMMC认证机构 (CMMC AB)负责开发一

个可扩展的、以合作伙伴为中心的培训和教育模式,以有效地为CMMC生态系统中的专业人员、学生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装备.CMMC AB将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认证授权合作伙伴出版商 (LPP)开发

学习内容,并认证培训提供商 (LTP)为认证或其他目的培训利益相关者.

申请CMMC AB认证为 CMMC认证专业人员 (CP)或认证评估员 (CA)的个人必须成功完成

LTP提供的培训计划,并在获得认证前通过考试,以准备或进行评估.一旦评估员圆满完成培训、考试

和认证要求,CMMC AB将授权/授权评估员根据CMMC进行正式评估.
评估员将与CMMC第三方评估机构 (C３PAO)建立联系.C３PAOs充当寻求认证 (OSCs)、评估和

CMMC AB的组织之间的接口.

３　思考与展望

首先,从产业链上看,我国对航天行业准入要求较为严格,承制需要 “四证”作为准入.但并不应

轻视产业链的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成熟度中的态势感知、意识与培训方面是值得的;然后,我国应当加

大对于软件的网络安全检测,从程序设计到系统架构都需要对网络安全进行建设;最后,应当加强对航

天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保障设施的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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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 militaryindustryThe USDoD proposedthe Cyber security maturity model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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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B５０００B组织资产库建设与实施研究

蒋　婷　王　茜　孟　娟　蒋　宇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航天伺服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针对目前航天企业多型号并举、任务量井喷、质量要求攀升的研制现状,建设合理的组织

过程资产库结构、建立组织资产库管理与维护机制,形成企业稳定可靠的资产.基于组织资产重用的软

件开发过程,充分继承成功项目经验和数据,减少开发过程中重复性工程活动,提高软件研发效率和质

量.结合科研流程,持续丰富改善组织过程资产,建立组织资产库与科研流程的良性双向互动,提升企

业软件研发产能.

关键词　GJB５０００B;组织资产库;过程资产

０　引　言

组织过程资产是一个组织在体系运行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资产.目前航天企业正处在

市场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多型号并举、任务量井喷、质量要求攀升的研制现状,传统的软件研发

模式与流程已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任务需要.新的研发模式下,将项目级的经验资产转化为组织级资

产的需求日益迫切[１].

GJB５０００B是军用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标准,针对组织资产开发实践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标准要求

建立组织的各项过程资产,并持续完善和维护,以达到提高软件质量和软件开发效率的目的.因此,将

组织资产库建设上升为组织的战略需求是航天企业提升研发能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２].

本文旨在通过组织资产的积累建立,以及组织资产库的管理维护,形成企业的稳定可靠的资产,并

结合科研流程,持续丰富改善组织过程资产,建立组织资产与科研流程的良性双向互动,以提升企业的

软件研发产能.

１　组织资产库建设

GJB５０００B将组织过程资产划分为标准过程集、生存周期模型、裁减准则和指南、工作环境标准、重

用资产以及过程资产库[３].根据我公司具体情况及管理需要,结合我公司软件业务特点,建立组织资产库

的结构和相应的访问权限.
组织资产的价值体现在是否能帮助关键岗位人员在关键业务流程中完成典型工作,过程资产的种类

多、数量大、更新快,必须对其内容进行分类,对库的结构进行设计[４].因此结合科研流程梳理与体系建

设,EPG组 (软件工程过程组)设计出我公司软件组织资产库的结构如表１所示.

表１　组织资产库结构

序号 资产名称 存储内容 用途 入库资产

１ 体系文件库

　组织的软件研制管理体系文件,如组

织标准过程、生命周期模型、裁减指南、
检查单等

　项目层通过对标准过程、生命周期模

型的裁剪,获得项目所适用的开发过程

和生存周期模型

　覆盖１９个实践域的体

系文件、评审检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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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资产名称 存储内容 用途 入库资产

２ 组织测量库
　组织定义的测量目标、测量项及计算

方法、软件历史项目相关数据的统计等

　为组织关注的进度、质量、成本等提

供积累数据和依据,也为组织过程改进

提供了参考数据

　公共测量项,组织级测

量报告

３ 标准工作环境库

　软件研制过程中使用的标准软件工

具,描述工具的功能、版本、存储位置

等,还包括固定资产列表等

　为项目层提供软件开发所需的标准

工作环境,提供固定资产情况
　软件工具

４ 重用资产库
　可重用的软件模块,包含源代码和重

用文档

　项目层直接使用重用模块或进行少

量修改后,开发新的软件
　重用模块

５ 文档模板库 　各类软件文档模板 　为项目编写各类文档提供参考 　文档模板

６ 经验教训库

　以往软件研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包
括项目的经典案例和故障案例)、典型

风险集、风险管理策略等

　为项目实施提供借鉴,为项目层风险

识别提供参考
　经验教训、组织级风险

７ 培训资料库 　内外部培训资料、专业作业指导书等 　为组织层和项目实施培训提供参考 　各类培训资料

８ 专家库 　本单位软件方面的专家信息
　便于项目层实施同行评审时邀请合

适的专家
　专家信息

资产库的创建、维护和使用需要不同职责人员的协作,这样才能保证资产库的有效性[５].EPG组将

组织资产库的资产分为一般资产和核心资产,并设计组织资产库访问和出库权限,组织资产库管理员根

据EPG组设计的权限对权限进行分配,建立资产库权限分配表,如表２所示.

表２　组织资产库权限

资产分类 访问权限 出库权限

核心资产 软件研究室人员 组织级CCB

一般资产 软件研究室人员、管理部门人员、生产单位人员 EPG组

２　组织资产库管理与维护

组织资产库具备组织过程资产的新增、删除、修改、查询、统计、入库提醒等主要功能[６].
(１)组织资产库部署

企业软件组织过程资产库的部署可以是分布式的,也可借助相应的软件资产平台集中实现,由组织

资产员负责维护.
结合本单位业务特点,选取安世亚太科技有限公司的软件工程化研发管理系统作为组织资产库的部

署管理工具,所有的组织过程资产均在此软件工程化平台上进行部署管理.
(２)出入库控制

资产入库时需填写入库申请单,经EPG审批后由组织资产库管理员录入资产管理系统.各资产库中

不同资产类型的资产出库流程不同.重用资产库及经验教训库中的优秀案例模板在使用时需完成审批流

程,使用人员填写出库申请单,审批通过后由组织资产库管理员实施出库.其余库中的资产均不需审批,
项目使用人员均有浏览和下载权限.

(３)资产更新弃用

资产库中资产需要变更时,需经专家组对变更进行评估分析,评审通过后由原提供人员重新提交入

库申请.根据统计的资产使用情况,超过五年未使用或不适用的资产,由原申请部门填写弃用申请单,
经EPG审批通过后,由组织资产库管理员在库中删除.

(４)信息统计与发布

组织资产库设立评价机制,资产使用者对下载的组织资产具有评价权限.组织资产库管理员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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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价环境,同时定期统计资产库中的资产使用情况,包括新入库资产数、更改资产数、弃用资产数,
浏览下载次数、应用情况、评价情况等,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形成报告,并发布.

(５)资产备份

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可恢复性,组织资产库部署的信息系统要定期进行备份,备份方式为平台

每半月自动备份一次组织资产库.

３　组织资产库应用

基于 GJB５０００B组织资产库的软件项目研发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 GJB５０００B组织资产库的软件项目研发流程

项目初始时从现有的组织资产库中获得标准过程和生命周期模型,然后项目根据自身的特点,依据

裁剪指南对这些标准过程进行修订,从而得出项目定义的过程及其体系结构.利用组织资产库中的标准

工作环境、标准重用模块、文档模板等,同时借鉴资产库中相关的成功经验、文档和测量数据等,执行

项目的开发过程.项目结束后,再把开发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可重用构件和测量数据等返回到组

织资产库中,以便更新原有的过程资产,用于之后的项目开发[７].
基于组织资产库的软件研发模式,能充分继承成功项目的经验和数据,有效提高团队业务能力,提

升企业软件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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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组织资产库与科研流程双向互动

从以上基于组织资产库的软件项目研发流程可以看出,组织资产库的形成与项目的开发是一个迭代

的过程.组织过程资产库存放着企业的各种过程文档、组织标准、经验教训、规范指南等数据,这些数

据为科研流程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组织资产库与科研流程的双向互动机制如图２所示.

图２　组织资产库与科研流程双向互动

以项目开发过程为主线,在软件研制全生命周期内充分利用组织资产,以组织标准为依据,以组织

经验为支撑,同时要求项目组向组织级资产库作贡献,鼓励基于数据积累的设计创新,在盘活组织资产

的同时实现价值最大化,促进组织过程能力与项目开发水平的双效提升[８].

５　结　论

组织过程资产是一个组织在体系运行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资产,是衡量一个企业研发

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航天企业由于企业性质、产品技术特点以及知识资源的特殊性等原因,使得航

天企业知识获取不方便,知识传承的转化效率较低,影响了航天组织资产的共享和知识的充分利用,与

当今市场化的知识共享理念存在较大差距[９].
软件组织过程资产库的建立及使用使得组织资产得到有计划的积累、维护和利用,不仅给以后项目

开发带来有益的参照,同时通过过程的积累和改进,可以最大限度地复用组织的成功经验和项目过程数

据,从而降低对个人水平依赖的风险.企业软件组织过程资产库将软件研制过程中积累的可重用经验和

数据进行了系统的管理[１０],并将其文档化和标准化,对后续软件的研制过程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使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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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andImplementation
ofGJB５０００BOrganizationalAssetsLibrary

JIANGTing,WANGXi,MENGJuan,JIANGYu
NanjingChenguangGroupLimitedLiabilityCompany

　　Abstract　Inviewofthecurrentdevelopmentstatusofaerospaceenterprises,whichwithmultiple
models,blowouttasks,andrisingqualityrequirements,buildingareasonableorganizationalprocessasset
librarystructureandestablishorganizationalassetlibrarymanagementandmaintenancemechanism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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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规范体系研究

闫　璇１　方　博２　李　婉１　崔　佳１　付丽萍３

１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２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　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体系是航天产品数据工程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数据产生量的

不断增长,航天科研生产活动对数据的依赖逐渐增强,数据已成为各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开展航天产品

数据工程标准规范体系研究工作,调研国内外航天领域数据工程标准规范体系现状,对现有标准规范进

行适用性评估,并结合航天型号的研制需求,形成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体系框架,并不断更新完善,
有利于保障数据内外部使用和交换一致性、准确性和规范性,提升航天产品数据价值.

关键词　标准体系;数据工程;航天产品

０　引　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认为,数据是对事物、概念或者指令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种特殊表达方

式可以使用人工的方法或者用自动化的装置进行加工处理.数据工程是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以数据活

动作为研究内容,以实现数据重用、共享和应用为目标的科学[１].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和普及,数据资源已

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用数据做决策”“用数据强管理”“用数据促创新”已成为普遍共识[２].

在航天领域,随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科研生产活动对数据的依赖日益增强[３].２０１９年５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集团公司”)制定了装备试验数据工程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

标准规范体系构建是该方案的一项重要建设内容.当前,航天产品数据仍然存在着制度不健全、职责不

清晰,采存管理分散无序,数据交换共享困难、综合运用水平偏低等现状.因此,亟须从顶层对航天领

域的标准规范开展研究,有序推进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化建设工作的开展,保障数据内外部使用和交

换一致性、准确性的规范性约束[４],提升数据质量、厘清数据构成、打通数据孤岛、加快数据流通、提升

数据价值[５].

１　国外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体系概况

１１　典型国家数据工程实践

在数据工程实践方面,西方国家和他们的军队一直走在前列,美国仍然是领头羊.其他外军大多参

考了美军的经验和方法.美军的数据标准化工作,就是指在军事信息系统的研制过程中,通过制定、发

布和实施标准,对各种数据进行统一定义,以获得最佳秩序和军事效益的全部活动[６].

目前,美军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有一套完善的政策和程序,主要分为法律、法规和法规支持标准三个

层次.在美军的标准化政策法规中,国防部 «数据元素和数据代码标准化大纲»(DoDD５０００１１)和 «国
防部数据管理»(DoDD８３２０１)是专门针对数据标准化制定的.其中,DoDD５０００１１文件规范了数据元

素和代码的具体管理流程;DoDD８３２０１文件进一步完善了数据标准化工作,文件指出数据元素与模型

应由国防部、职能领域和各级设立的管理机构实施集中管理,统一构建 “国防数据字典系统”,进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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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素和模型的标准化[７].

俄罗斯的数据工程工作也紧密结合在其他信息化建设中,俄罗斯的信息化建设思路一直紧紧围绕着

作战,在其标准化和互联性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与美国相比还是略逊一筹[８].

印度虽未独立提出数据工程这项概念,但由于其非常重视发展信息技术,因此将数据工程结合在了

信息化建设中,并采取了多项措施以提高军队信息化水平,包括成立相应的科研教学机构以指导信息技

术的发展、研究标准化问题、着力构建完备的信息化标准体系等.

１２　国外数据工程实践基本特点

综合分析各国数据工程实践的历程,可以总结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１)标准优先,规范统一.在数据工程实践中,标准化工作被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上,优先安排,讲

究实效,注重在应用中不断提高标准化的水平.各种数据要求严格遵守相关标准,有效保证了数据的一

体化水平,确保数据能够有效集成.

２)应用导引,务求实效.国外无论是信息化建设还是数据工程,都具有明确的应用需求和应用目

标,因此数据工程也具有明确的方向和依据,能够保证建设成果的效益,从而增强领导和用户的信心,
使数据工程实践不断地推进.

３)队伍专业,保障有力.具有良好的人才选拔机制,选用人才不拘一格,因此建立了强有力的保障

队伍,包括数据保障队伍和技术保障队伍[９].职业化的数据保障队伍,为数据用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具

有专业化的技术保障队伍,为数据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

２　国内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体系概况

２０１８年３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数据标准工作组共

同编制了 «大数据标准化白皮书»(２０１８版),分析了大数据发展的最新趋势和重点领域的应用实践,结

合国内外大数据标准化情况、国内大数据技术发展现状和大数据参考架构及标准化需求,根据数据全周

期管理,数据自身标准化特点,当前各领域推动大数据应用的初步实践,以及未来大数据发展的趋势,
提出了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大数据标准体系由七个类别的标准组成,分别为:基础标准、数据标准、技术标准、平台和工具标

准、管理标准、安全和隐私标准、行业应用标准.
(１)基础标准

为整个标准体系提供包括总则、术语、参考模型等基础性标准.
(２)数据标准

主要针对底层数据相关要素进行规范.包括数据资源和数据交换共享两部分,其中数据资源包括元

数据、数据元素、数据字典和数据目录等,数据交换共享包括数据交易和数据开放共享相关标准.
(３)技术标准

主要针对大数据相关技术进行规范.包括大数据集描述及评估、大数据处理生命周期技术、大数据

开放与互操作、面向领域的大数据技术四类标准.
(４)平台和工具标准

主要针对大数据相关平台和工具进行规范,包括系统级产品和工具级产品两类,其中系统级产品包

括实时计算产品 (流处理)、数据仓库产品 (OLTP)、数据集市产品 (OLAP)等;工具级产品包括平台

基础设施、存储类产品、数据库产品、应用分析智能工具、平台管理工具类产品的技术、功能、接口等

进行规范.
(５)管理标准

该部分主要是对数据管理、运维管理和评估三个层次进行规范.其中数据管理标准主要包括数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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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模型、数据资产管理以及大数据生命周期中处理过程的管理规范;运维管理标准主要包含大数据

系统管理及相关产品等方面的运维及服务等方面的标准;评估标准包括设计大数据解决方案评估、数据

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等.
(６)安全和隐私标准

大数据安全标准除了传统的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外,还在基础软件安全、交易服务安全、数据分类

分级、安全风险控制、电子货币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安全能力成熟度等方向进行规范.
(７)行业应用标准

主要是针对大数据为各个行业所能提供的服务角度出发制定的规范.该类标准指的是各领域根据其

领域特性产生的专用数据标准,包括工业、政务、服务等领域.

３　标准体系建设内容

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规范与管理制度体系框架的构建以航天产品数据工程建设需求为牵引,明确

各类装备的共性特征以及个性特点,建立全方位、多领域的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规范体系,并开展相

应的示范试点研究工作.

３１　标准规范梳理

结合航天产品数据工程工作最新要求及产品的研制需求,梳理当前现有国家军用标准、军兵种标准、

军工行业标准以及航天行业标准,并针对相关标准的适用性进行评估分析,采取 “延用、修订、新增”
的方式,形成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体系清单.

(１)延用标准规范

能适应新形势下航天产品数据工程建设工作需要的部分标准,建议暂延用,待后续结合航天产品数

据工程工作实践后,再研究明确是否修订事宜.
(２)修订标准规范

具有长期技术积淀的部分标准,按航天产品数据工程建设的相关新要求或者实际工作研制需求进行

修订后,可继续使用.
(３)新增标准规范

对于落实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新理念、新要求的标准规范,以及能够全面提升试验数据工程技术与管

理水平,进行查漏补缺、丰富完善的标准规范,建议新编.

３２　现有标准规范适用性评估

对标准规范体系建设项目表内现有标准规范进行适用性评估,管理标准重点评估与装备试验数据工

程建设的协调一致性,技术标准基于现有技术基础重点开展国内外技术对标,评估标准的先进性和适

用性.

３３　标准规范框架设计

根据对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规范清单的梳理,结合对现有标准规范的适用性评估情况,考虑航天

产品的现状与研制需求,初步设计出标准规范的框架.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体系可分为数据基础管理

标准、数据维护管理标准、数据服务应用标准和数据支撑环境标准.

３４　标准规范编制与修订

依据形成的航天产品数据产品标准体系框架,按照标准需求紧急程度进行划分,针对顶层、关键且

基础薄弱的标准制定开展先期研究;针对成熟标准通过建立专项推动研究.通过研究对相应标准进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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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容、条件的充实,最终完成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规范的编修工作.

４　结　论

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技术要求高、创新

性强.航天产品数据工程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应根据型号的实际需求和技术的发展不断

改进完善.因此,需要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断验证标准规范体系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发现标准规范体

系的不足之处,及时更新与完善.同时,更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相互配合、科学管理、精心实施

才能完成任务[１０].

参 考 文 献

[１]　戴剑伟数据工程理论与技术 [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 齐剑锋,李三群,杨素敏装备数据工程导论 [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
[３] 陆嘉桓大数据挑战 [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 刘伟信息管理与数据库技术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 张爱霞系统工程理论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６] RICHARDYW,ELIZABETH MP,STUARTEM,CRAIGWF信息质量 [M]．曹建军,刁兴春,许勇平,译北京:国防工业

出版社,２０１３
[７] McGILVRAYD数据质量工程实践 [M]．刁兴春,曹建军,张健美,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 梁基照工程管理学 [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 周跃进项目管理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 陈庄,刘加伶,成卫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 [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TheResearchofAerospaceProductData
EngineeringStandardSystem

YANXuan１,FANGBo２,LIWan１,CUIJia１,FULi ping３

１ChinaAcademyofAerospaceStandardizationandproductAssurance;２DFHSatelliteCo,Ltd;

３ChinaAerospaceScienceandTechnology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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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标准的编制思路探讨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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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动以质量为中心的供应商管理,加强产品化工作,和型号与产品驱动并重的科研生产

模式相符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制定了 «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指南»«航天单机产品分类»两项集

团级标准.本文在梳理并分析国内外航天产品分级分类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航天产品分级分

类标准的编制原则,介绍了战略导弹、战术导弹、运载火箭、空间飞行器等业务领域的产品分级分类方

法的研究思路,其中,包括了按照系统、分系统、单机、零部组件、基础产品等层级划分的分级方法,

以及各层级产品的分类方法.最后,结合工作现状,对标准的后续实施提出了有关建议.
关键词　航天产品;分级分类;编制原则;研究思路

０　引　言

航天产品构成复杂多样,与国内经济的各行各业都有关系,需要大量协作配套单位的支撑.航天工

程在我国的重要地位以及高光度,要求行业必须充分重视配套产品的质量[１].因此,切实管理航天产品的

质量、完善供应商的管理体系,积极推动产品化工作是我国航天工业部门亟须解决的系统性难题之一;
此外,我国航天工程以型号引领的特殊性质,又势必要求总体单位不能完全依照一般工业产品的研制生

产思路开展工作.在上述看似矛盾的要求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抓住 “型号”与 “产品”既对

立又统一的性质,以质量管理为工作抓手,提出了 “推动以质量为中心的供应商管理,加强产品化工作,

与型号与产品驱动并重的科研生产模式相符合”的要求.
统一航天产品名称、类别等,形成规范的分级分类方法,是产品化工作得以顺利贯彻的依托和基础,

然而目前航天产品存在产品名称不统一、划分维度不一致等问题,并且尚未形成规范通用的产品结构体

系,严重制约了产品化、供应商管理等工作的规范化开展.因此,研究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方法首先被提

到了议事日程,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了 «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指南» (QJA７４９—２０２０)、
«航天单机产品分类»(QJA７５０—２０２０)两项标准[２３].

１　国内外调研情况

１１　美国航天工业供应链层级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积淀,美国已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可执行的航天工业供应链体系.为对美

国航天供应链是否存在竞争受限以及潜在的财务或劳动力问题,２０１１年起,美国陶锐 (Tauri)集团公司

按照美国国防部 “逐部类逐层级”评估美国国防工业８大部类工业基础的总体要求,对美国航天工业 (卫
星业和运载火箭业)供应链进行了分析评估.供应链层级按照系统、分系统、组装件、部件和零件、硬

件和材料等５个层级进行划分.结合卫星系统和运载火箭系统的实际应用,提出各层级产品,层级划分情

况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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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美国航天工业供应链层级划分示意

美国航天工业供应链为了向客户提供产品相关服务信息而建立,是一种建立业务流程和关系的方式.
而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方法,是为推动产品化工作,提升供应商管理、质量管理等操作性而研究.虽在指

导思想、历史沿革、工作思路上都有一定的差别,但其按照组成结构划分层级的分级方法却对航天产品

分级分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１２　国内研究现状

１２１　现行标准规范
目前,我国制定发布了 «航天产品设计文件管理制度»(QJ１７１４１B—２０１１)等４项与产品分级分类

相关的现行标准规范[４７],情况如下所述.
(１)«航天产品设计文件管理制度»(QJ１７１４１B—２０１１)
规定了航天硬件产品按照零件、部件、组 (装)件、设备 (装置)、分系统、系统等六个层级划分,

并提出了定义.其中 “设备 (装置)”与目前使用较多的 “单机”的含义和涵盖范围相近,而且此分级

方法从系统到零件覆盖完全,符合目前产品实际,其分级方法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该标准主要

是从文件编制管理角度对产品分级作出了规范,执行面窄,需要形成新的标准规范以拓宽其作用域.
(２)«卫星产品分级分类与代码»(QJ２０３９８—２０１６)
规定了卫星单机级以上产品的分级分类要求.根据构成卫星产品的产品层次结构,按照功能分解的

原则及功能系统的从属关系,将卫星产品分为:卫星总体、分系统和单机三级.卫星总体可按任务性质、
质量、运行轨道、生产型号系列等维度划分;分系统按卫星平台所属分系统和卫星有效载荷所属分系统

划分;卫星单机按专业特性划分.
(３)«运载火箭产品分级分类与代码»(QJ２０３９９—２０１６)
与 QJ２０３９８—２０１６基本相似,规定了运载火箭单机级以上产品的分级分类要求,依据构成运载火箭

的产品层次结构,按照功能分解的原则及功能系统的从属关系,将运载火箭产品分为:运载火箭总体、
分系统和单机三个等级.

上述两个产品分级分类标准在其使用的产品领域内分类详尽,具备较高的执行价值,能为第一线的

科研生产提供工作指南.但是,它们也存在分级层次较宽泛、与其他标准 (如 QJ１７１４１B—２０１１)的划

分维度不统一等问题,需要在它们的基础上,继续升级为涵盖全航天产品领域的、同时具备顶层指导意

义和一线执行价值的行业性标准.
(４)«航天型号配套物资分类与代码»(QJA４０—２００９)
规定了航天型号用元器件、紧固件、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分类与编码的原则和方法,

并给出了分类与代码.该标准目前在型号中应用较多,可为元器件、紧固件等产品分类提供依据.

１２２　产品型谱研究
产品型谱研究和产品分级分类研究是两个较为相近的概念.二者涵盖范围基本一致,其研究对象均

是现有 (或在研、未来规划中)的航天产品,但在概念和应用方向上也有差别.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更注

重航天产品的使用特性,关注其对产品质量管理、供应商管理等延伸领域的指导作用.但是,在进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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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产品分级分类标准研究时,也可部分借鉴型谱研究的成果.

２　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标准的编制原则

利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时,应优先提出研究时所遵循的思路和原则,在此基础上制定研究方法,

可得到事半功倍的研究效果.因此,在调研了国内外航天产品分级分类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取长去短、
去芜存菁,提出以下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标准的编制原则.

(１)系统全面的原则[８９]

航天产品分级分类应以系统概念作为出发点,符合分类基本原理;同时,面向战略导弹、战术导弹、

运载火箭、空间飞行器等业务领域,覆盖全面.具体而言,即业务领域全面,完整包含武器、宇航等各

领域;分类层级全面,涵盖从材料到 (分)系统的各个层级;适用方向全面,标准编制后,不仅指导产

品设计、试制、相关技术文件编制,也要适用于产品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试验交付

管理等航天产品研制生产剖面的完整链路环节.
(２)继承发展的原则

对于系统、分系统等,应总结继承现行标准以及相关工作成果;对于单机、零部组件,充分考虑技

术发展情况,提出分类方法,引领未来发展.总结已有标准文件,调研吸收型谱研究等工作成果,整合

航天、兵器、船舶、电子等兄弟系统、单位、部门的优势研究力量,充分继承兄弟单位的研究成果为后

续谋发展.
(３)横向贯通的原则

应打破型号与领域界限,单机按照专业、功能划分,同时优化整合相同或相近的产品,避免多领域

交叉与冗余,实现产品名称、规范等横向一致.具体而言,就是:深入研究相关技术领域,吃透摸透、

技术见底.不同业务领域常常有相同的技术基础,为相关标准规范的编制提供了优化、整合的基础.
(４)纵向到底的原则

应按层级配套关系开展研究,面向各业务领域从系统、分系统、单机、零部组件到原材料、元器件

等进行分级,其中单机作为重点分类对象.具体而言,就是:标准涵盖范围全面,从最底层的原材料到

最顶层的航天 (或武器)系统,一一囊括;标准涵盖对象细致,保证单一类别的产品应分尽分.
(５)开放合作的原则

应面向各研制单位,供应商开放使用,可用于支撑型号选用、信息化建设等工作,提升操作性、实

用性;同时,其他相关工作亦可参照进行.

３　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标准的编制思路和方法论

依据上文叙述的五项原则,提出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标准的编制思路和基本方法.

３１　分级方法的框架思路

航天产品分级方法应以产品特点划分层级.对于单机级以上的产品,以所属的型号研制特点与流程

为主线划分,重点考虑产品的任务来源、研制背景、技术路线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对于单机级以及以下

的产品,以其功能属性为主线划分,应以产品的结构层次为基础,完整覆盖系统、分系统、单机、部件、
组件、零件、元器件和原材料等全要素,以及研制生产全流程,指导产品技术方案设计、产品质量管理、
客户关系维护、试验交付管理等环节.继承现有标准的已有成果,单机级以上的产品按照系统、分系统、

单机划分产品层级;应保持产品的所属层级唯一,针对同类产品在独立交付和配套交付两种方式中,产

品层级可能不一致的问题,依据产品实际进行统一.
参考 QJ１７１４１B以及相近层级产品特点,将零件、部件与组件统称为 “零部组件”;参考 QJA４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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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化工作实际,将元器件、紧固件、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复合材料统称为 “基础产品”.在此基础

上,提出航天产品按系统、分系统、单机、零部组件、基础产品等５级划分.

３２　分类方法的框架思路

在分级基础上,以产品层级为主线,依据不同层级产品的功能特性分别研究并分类.各层级分类情

况示意见图２.

图２　航天产品分类情况示意

系统:按照业务领域或任务实际,划分为战略导弹、战术导弹、运载火箭、空间飞行器.以战术武

器导弹为例,其与用户要求、导弹构成等多方面有关,标准仅提出发射平台及打击目标等划分维度,有

关单位可结合实际进行补充.
分系统:作为具备系统某项功能的组成部分,分系统分类与所属系统相关.以战略导弹为例,考虑

本标准为集团级标准,以集团型号实际为主,参考 «导弹武器系统术语»(GJB６６８A—１９９７)[１０]中的分系

统名称,并对部分分系统名称进行修改.
单机:作为可独立完成某项使用功能的产品,需独立交付,是关注重点,因此,研究并编制单独单

机分类标准,分类思路如下所述.

１)集团单机较多,为便于管理,以专业属性、功能特性等维度分类,涵盖专业、功能、产品三个

层级.

２)为在供应商管理、型谱建设等工作中对同一类产品制定相关要求,对相同或相近的产品进行归

类,形成产品类别.

３)考虑到后续新产品开发,在专业和产品类别中分别设立 “其他”,为后续留有发展空间.
零部组件:零部组件涉及数量较大,为优化管理流程,提出按照专业特性划分的方法,在实际工作

中按需细化.
基础产品:继承现有成果,参照 Q/QJA４０进行分类.

４　实施标准建议

«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指南» (QJA７４９—２０２０)、 «航天单机产品分类» (QJA７５０—２０２０)标准已于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实施,对于后续实施提出几点建议[１１１２].
(１)开展标准宣贯

标准实施中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与各单位产品应用现状的不一致.由于各单位在之前的型号研制

过程中对于产品分类、名称等已经形成了一套使用习惯,需加强标准的宣贯,使产品分级分类方法贯彻

到产品研制生产过程的各级人员,推动标准的真正落地应用.
(２)加强动态管理

随着产品化工作深入推进,航天各级产品的分类方法也将有所变化,以单机产品为例,随着型谱建

设,产品将进一步优化,形成更多通用产品.因此,标准的管理工作也应本着 “积极跟踪,适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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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进行动态维护.
(３)制定配套标准规范

«航天产品分级分类指南»(QJA７４９—２０２０)、«航天单机产品分类»(QJA７５０—２０２０)标准仅是航天

产品分级分类工作的指导性标准,提出分级和分类的原则和方法,为统一集团公司内产品的分类,以及

战略导弹、战术导弹、运载火箭、空间飞行器领域产品的规范管理提供依据与指导.各领域、各层级产

品可依据型号实际与使用需求,进一步深化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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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航天产品化工作的思考

崔　佳　王喜奎　尹玉明

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

摘　要　针对新时期如何做好航天产品化工作,本文研究分析了新时期产品化工作的特点,提出了

建立 “三个体系”,即构建包括产品化制度体系、工作体系、标准体系在内的产品化管理体系,夯实产品

化技术与信息基础保障体系,建设一流产品体系和实现产品卓越过程,形成与航天型号发展相适应的新

时期产品化工作管理新模式,并对产品型谱体系建设、产品成熟度提升与评价、产品实现过程提升与卓

越等级认证、产品货架建设与货架产品管理、型谱产品与货架产品选用、先进产品型谱化开发与产品升

级换代等新时期产品化工作的要素内涵进行了研究分析,为新时期产品化工作的开展提供思路和实施

途径.

关键词　新时期;产品化;管理体系

０　引　言

航天产品化是为适应航天发展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的新形势与新要求,对航天产品开发、生产、

质量管理、产品定型和应用等过程进行优化,以满足小子样研制条件下产品高性能、高可靠、高质量要

求的综合性工程技术与管理模式[１２].产品化工作是科研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２００８年开始实行产品化工作,十余年来,产品化工作在提高产品质量

稳定性和提升研制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幅提高了产品研制生产能力,初步形成了产品化技

术方法体系,初步形成了以专业为主导的产品队伍、产品化技术和管理队伍,有力促进了科研生产模式

转型并保障了各类型号任务的圆满完成.产品化工作作为推动科研生产模式转型的一项改革性工作,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也存在认识不统一、机制转型滞后、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激励制度不完善、工作

对象不全面等问题[３４].

新时期、新形势下,为推动科研生产模式从型号驱动向型号与产品驱动并重转变,在充分继承前期

产品化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期航天产品化工作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１　新时期产品化工作的特点

１１　由过去重点抓产品体系建设向重点关注产品化管理模式转变

前期的产品化工作主要以通用产品为切入点,通过产品体系建设奠定产品基础,为科研生产模式转

型的实现打好物质基础.而产品化发展到现在,理顺并建立与航天型号发展相适应的航天产品化工作管

理模式、机制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是根本,而具体的产品体系是其成就标志及具体抓手.

１２　由过去抓重点向系统性推进转变

２００８年起,集团公司面向产品应用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开始推进产品化建设,重点围绕产品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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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成熟度、产品数据包等主要要素开展探索研究和实践,并通过 “去两化”和 “结对子”等工作深入

推进[５];新时期产品化工作应转变为以构建产品化制度体系、产品化工作体系、产品化标准体系、一流产

品体系和卓越过程、产品化技术与信息基础保障体系为主要抓手的全要素系统性推进.

１３　由过去解决问题短板向产品一流转变

十余年来,集团公司产品化工作重点解决现有航天产品规格多,产品试验验证不充分,技术状态不

固化,质量稳定性、一致性差,型谱化和通用性不足等突出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新时期产品化工作

在继续开展现有产品通用性和成熟度提升的同时,应着眼于未来产品一流和产品实现过程一流进行新产

品型谱化研制,建立航天一流产品体系.

１４　由单机为主向产品层次全覆盖转变

单机是卫星、运载火箭等各类型号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型号都由上百台单机组成.单机的质量可

靠性对型号有决定性的影响,前期产品化工作主要解决单机和部分系统级产品的产品化、专业化不足的

问题.新时期产品化工作对象在单机产品和系统级产品的基础上,应扩展到部组件和标准件、紧固件、
元器件等基础产品.

１５　由主要关注产品本身向关注产品本身和实现过程并重转变

前期的产品化工作主要关注产品本身的型谱化发展、成熟度等级、产品通用性等方面,新时期产品

化工作不仅要关注产品本身的通用、成熟、先进,也要关注产品实现过程从精细向精益、卓越提升,特

别是促进产品实现过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法和工具的应用.

２　新时期产品化工作管理模式的初步考虑

新时期产品化工作应建立产品化制度体系、工作体系、标准体系,夯实产品化技术与信息基础保障

体系,建设一流产品体系和产品实现卓越过程,形成与航天型号发展相适应的新时期产品化工作管理新

模式,支撑科研生产模式转型升级工作,实现航天科研生产能力的全面提升.
新时期航天产品化管理模式的初步考虑如图１所示.产品化管理体系建设包括产品化制度体系建设、

工作体系建设、标准体系建设等工作.产品化制度体系结合集团公司规章制度体系建设工作开展,在内

部按照一级制度 (政策类)、二级制度 (约束类)、三级制度 (操作类)进行建设;工作体系建设包括队

伍建设、考核评估、奖励激励、计划与目标管理等;标准体系分为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工作标准.
航天一流产品体系和卓越过程建设包括产品型谱体系建设、产品成熟度提升与评价、产品实现过程

提升与卓越等级认证、产品货架建设与货架产品管理、型谱产品与货架产品选用、先进产品型谱化开发

与产品升级换代等工作.
产品化技术与信息基础体系建设包括技术研究、信息化建设、数据库建设与大数据应用、培训等

工作.

３　新时期产品化工作的要素内涵研究

３１　产品化管理体系建设

３１１　产品化制度体系建设
产品化制度体系建设主要是按照一级制度 (政策类)、二级制度 (约束类)、三级制度 (操作类)梳

理形成产品化制度框架,结合集团公司已发布的产品化相关文件,完善形成产品化规章制度体系.

１２４１



图１　新时期航天产品化管理模式的初步考虑

３１２　工作体系建设
建立并完善产品队伍和产品化管理机构,按照年度定期编制产品化工作计划,对产品化各项工作实

施信息化管理,对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估,根据考核情况对各单位进行奖惩激励.

３１３　标准体系建设
研究制修订产品化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工作标准,形成标准体系,组织开展增量标准制修订,实

现标准精准有效供给.根据工作需要,积极争取将产品化相关标准上升为国标、国军标或行业标准.

３２　一流产品体系和卓越过程建设

３２１　产品型谱体系建设
产品型谱是用最少数目的不同规格产品,构成可靠满足可预见客户的全部使用要求的产品系列.产

品型谱是形成货架产品目录的源头和规划未来先进产品、升级换代产品的载体.产品型谱制定就是对某

一类产品,依据型号需求和专业技术发展,专业单位与总体单位充分对接,提出科学合理的产品规格设

置,形成该类产品型谱.产品型谱体系建设通过建立系统、分系统、单机、部组件型谱协同制定机制,
逐步建立并完善涵盖不同产品层级、产品规格间隔合理的产品型谱体系[６７].

３２２　产品成熟度提升与评价
产品成熟度是对产品在研制、生产及使用环节等全寿命周期所有技术要素的合理性、完备性以及在

一定功能、性能水平下质量稳定性的一种度量.产品成熟度提升是贯彻产品保证要求,通过再分析、再

设计、再验证及成功数据包络分析,不断完善、优化三类关键特性数据和产品基线,提升产品设计、生

产、使用的精细量化控制水平和产品数据包的精细化程度,减小产品各项指标的离散程度,提高产品的

合格率和稳定性水平.
产品成熟度评价就是通过运用产品成熟度评价方法,确定产品成熟度等级,识别薄弱环节,持续改

进提升,为产品选用和产品货架的构建奠定基础[８１１].

产品合格率与稳定性控制是产品成熟度提升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分析产品各配套层级和生产过程

的合格率和稳定性水平,查找薄弱环节,实施持续改进,提高产品合格率和稳定性.

３２３　产品实现过程提升与卓越等级认证
产品实现过程提升是以产品实现过程为主线,系统研究产品设计、生产、试验、售后等实现过程的

关键要素,应用基于模型的数字化协同设计仿真、基于智能制造的生产线运行与管理及基于信息化的售

后健康管理系统等先进方法、工具,落实产品保证要求,解决产品实现过程不规范、不精益,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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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水平低等问题.
产品实现过程卓越等级认证就是以产品实现过程卓越等级的评估与认证为手段,通过以评促建推动

产品实现过程从精细、精益到卓越的跨越发展.

３２４　产品货架建设与货架产品管理
产品货架建设是研究形成集团公司统一的航天产品货架体系和产品进出货架准则;在完成型谱产品

研制、成熟度提升与评价等工作基础上,经过评审后符合要求的产品纳入货架产品目录,并编制产品应

用手册,对进入货架的产品的技术状态进行严格控制.
货架产品管理就是依据产品进出货架准则,定期对货架产品目录进行更新升级,对技术落后、后续

没有需求以及发生重大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淘汰,对满足标准的新产品及时纳入货架产品目录.对货架

产品开展组织级验收.

３２５　型谱产品与货架产品选用
型谱产品与货架产品选用是新型号立项时由型号提出型谱产品与货架产品选用方案,编制产品选用

报告,在方案评审时同步进行产品选用评审.选用应坚持以下原则:优先选用成熟度较高的货架产品;
货架产品无法满足需求的,优先选择型谱内产品;严格控制型谱外产品选用.

３２６　先进产品型谱化开发与产品升级换代
先进产品型谱化开发与产品升级换代是指在现有产品基础上,为满足更高的应用需求和先进性要求,

采用或者部分采用新体制、新原理、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以型谱化的思路研制性能、功

能有显著提高的新产品.先进产品型谱化开发与产品升级换代项目要以产品型谱为主要依据,开展关键

技术规划和攻关,形成可供型号选用的通用产品.

３３　产品化技术与信息基础保障体系建设

３３１　产品化技术研究
开展科技情报跟踪研究,持续跟踪国外相关进展,开展产品化各项工作要素升级研究、产品化与其

他工作融合研究等;开展航天产品模块理论、标准,划分搭建型号模块及研制、应用路径和方法研究.

３３２　信息化建设
开展产品化与产品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开展信息系统策划和需求分析,强化货架产品和产品选用的

信息化管理,加强系统的使用维护,并持续迭代完善.

３３３　数据库建设与大数据应用
收集产品化相关数据,纳入信息系统,开展大数据关联挖掘,为各级组织和各型号决策提供参考

依据.

３３４　技术培训
开展产品化经验总结和推广,从各个层次组织产品化相关宣贯培训,将产品化要求和标准真正传递

到设计、生产一线单位、一线人员,传递到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研究分析新时期产品化工作的特点,以建立与航天型号发展相适应的产品化工作管理模式

为定位,以构建产品化制度体系、产品化工作体系、产品化标准体系、一流产品体系和卓越过程、产品

化技术与信息基础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形成新时期产品化工作管理新模式,并明确其要素内涵,为产

品化后续工作指明方向和路线,支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研生产模式优化升级和管控模式深化

改革,实现航天科研生产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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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测控终端型谱化研究

管清华１　王喜奎１　方　轶２　崔　佳１

１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２上海航天电子通讯设备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介绍了星载测控终端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星载测控终端型谱面临的问题以及需求包络,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星载测控终端型谱的工作原则以及命名规则,形成星载测控终端型谱.合并、优化、

压缩产品规格,引领通用产品研发,指导产品选用,支持研制模式转型.
关键词　航天产品;星载测控终端;型谱;产品化

０　引　言

为适应卫星快速响应需求,实现卫星批量生产、集中交付、高密度发射、可靠运行、提高经费利用

率[１３],本文梳理了通信、侦察、遥感等领域卫星型号对测控终端的应用需求,在统筹现有成熟产品、在

研产品和未来规划产品的基础上,规划建立了星载测控终端型谱、终端功能单机型谱,作为后续星载测

控终端和单机产品研发、状态鉴定、选择使用和更新换代等工作的依据.

１　现状与需求分析

１１　现状

目前,不同卫星平台在频段、链路传输能力、抗干扰能力、测距能力、测控模式兼容性等方面有着

不同的测控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星载测控终端呈现出状态多样性的特点.
(１)频段多样性

目前,星载测控终端所使用的频段覆盖了 UHF/VHF、S、C、X、Ku、Ka等多个频段,不同的卫星

型号根据产品基本情况和当时历史条件选择不同的测控频段.
(２)测控数据速率多样性

目前既存在常规低速遥控遥测数据传输需求,也存在在原来基础上扩展的测控数传一体化体制 (“数
传”指低速数传,下同)中上下行高达１Mbit/s的测控数据传输需求.

(３)抗干扰能力多样性

在非相干扩频体制下宽带干扰抑制能力的基础上,卫星提出了对抗条件下更高的抗干扰能力需求.

将宽带抗干扰能力由１５dB提高至４５dB以上.
(４)测量能力多样性

目前统一载波体制下测距精度为十米左右,非相干扩频体制下测距精度为一米左右,为了适应高轨

卫星高精度测定轨需求,提出了厘米级测距精度要求.
(５)测控模式多样性

目前测控有地基测控和中继测控,多数星载测控终端为单模式测控状态,为优化星上测控设备,提

出了天地一体化测控、多模式集成的综合测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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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提升大规模星座的测控管理能力,提出了随遇测控等新的测控能力需求,上述多种能力

需求并存,进一步增加了星载测控终端的多样性.

１２　问题

作为卫星平台的关键设备,为适应多样性需求,星载测控终端产品线丰富,产品类型多样,很好地

满足了不同卫星的测控需求[４６].

目前未在测控终端层面建立型谱,卫星型号使用的终端多为定制化设计、多样化选用.型号与型号

之间,特别是不同院所的卫星型号之间,完成相同测控功能的终端,其研制要求和实现方案存在一定差

异.上述差异引起性能指标不同,不利于单机产品的技术状态固化与成熟度提升,在单机产品技术状态

控制、单机间匹配性测试、星地对接验证等环节增加了大量工作,急需在终端层面建立型谱[７９].

１３　需求

结合当前卫星测控终端的使用情况,以及后续星载测控终端应用需求和发展规划,从卫星应用轨道

类型和测控需求两个维度梳理了星载测控终端需求包络,分低轨卫星和高轨卫星两个类别,按卫星平台

能力、卫星测控时段,梳理了测控功能需求,提出了星载测控终端配置需求.
(１)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分为可加装中继功能的卫星和不宜加装中继功能的卫星.
可加装中继功能的卫星发射及早期轨道段测控功能需求为对地S频段测控和中继S频段测控,在轨

运行段测控功能需求为对地S频段测控、中继S频段测控、S频段扩跳频测控和S频段随遇接入.
不宜加装中继功能的卫星发射及早期轨道段测控功能需求为对地S频段测控,在轨运行段测控功能

需求为对地S频段测控、S频段扩跳频测控和S频段随遇接入.
(２)高轨卫星

高轨卫星可分为可加装中继功能的卫星、不宜加装中继功能的卫星和具有高精度测控需求的卫星.
可加装中继功能的卫星发射及早期轨道段测控功能需求为对地S频段测控和中继S频段测控,在轨

运行段测控功能需求为对地 Ka频段测控、对地S频段测控和中继S频段测控.
不宜加装中继功能的卫星发射及早期轨道段测控功能需求为对地S频段测控,在轨运行段测控功能

需求为对地 Ka频段测控和对地S频段测控.
具有高精度测控需求的卫星发射及早期轨道段测控功能需求为对地S频段测控和中继S频段测控,

在轨运行段测控功能需求为对地 Ka或S频段高精度测控和对地S频段测控.

２　工作原则

按照 “总结过去、支撑现在,引领未来”的基本原则,以 “减、加、统”的思路,在现有航天科技

集团星箭产品型谱基础上,对相关需求不符合项做减法,对２０３０年前能力增量做加法,综合形成星载测

控终端型谱[１０１３].

３　命名规则

３１　测控终端型谱特征参数确定

按测控终端的技术特征区分,将测控终端型谱的第一特征参数选择为上下行工作频段,分为S频段

和 Ka频段;第二特征参数选择为测控体制方式,分为扩频调制和扩跳频调制;第三特征参数选择为测控

功能,包括非相干扩频测控、测控数传一体化、天地一体化测控、高精度测距测控、中继测控、随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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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综合测控、高轨扩跳频测控、低轨扩跳频测控.

３２　测控终端型谱代号编制说明

测控终端型谱代号由产品名称代号、特征代号组成,其形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型谱代号示意图

(１)名称代号

测控终端名称代号规定为由测控终端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组成,即CKZD.
(２)特征代号

测控终端特征代号用３位数字表示,第１位表示工作频段,第２位表示工作体制,第３位表示测控功

能,具体代码见表１~表３[１４１５].

表１　工作频段代码

工作频段 代码

UHF １

L ２

S ３

C ４

X ５

Ku ６

Ka ７

表２　工作体制代码

工作体制 代码

PM/PM １

FM/PM ２

非相干扩频 ３

扩跳频 ４

表３　测控功能代码

功能 代码

非相干扩频 １

天地一体化 ２

高精度测距 ３

中继测控 ４

高轨扩跳频 ５

综合测控 ６

测控数传一体化 ７

低轨扩跳频 ８

随遇测控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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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应用举例

CKZD ３３２代表S频段天地一体化测控终端,CKZD ７４５代表 Ka频段高轨扩跳频测控终端.

４　测控终端型谱

测控终端在卫星与测控地面站、中继星之间提供双向信息传输信道,配合测控地面站、中继星共同

完成对卫星的跟踪、测量、遥控、遥测等任务.根据卫星测控终端应用需求确定测控终端类型,按照频

段、体制、功能三个层级对测控终端类型进行划分,其中,按频段可分为S频段和 Ka扩频;按体制可分

为扩频和扩跳频;按功能还可细分为对地非相干扩频测控终端、对地测控数传一体化终端、天地一体化

测控终端、对地高精度测距测控终端、中继测控终端、随遇测控终端、综合测控终端、扩跳频测控终端

等.测控终端型谱见表４.

表４　测控终端型谱

频段 体制 功能

S频段

Ka频段

扩频

扩跳频

扩频

扩跳频

对地非相干扩频测控终端

对地测控数传一体化终端

天地一体化测控终端

对地高精度测距测控终端

中继测控终端

随遇测控终端

综合测控终端

高轨扩跳频测控终端

低轨扩跳频测控终端

综合测控终端

对地非相干扩频测控终端

对地高精度测距测控终端

高轨扩跳频测控终端

综合测控终端

５　结束语

本文梳理了通信、侦察、遥感等领域卫星型号对测控终端的应用需求,规划建立了星载测控终端型

谱,为后续星载测控终端和单机的产品研发、状态鉴定、选择使用和更新换代等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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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产品第三方试验模式与流程研究

胡振鑫１　姚惠生１　李　辕１　魏开利２　王晓剑２

１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２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在新的产品试验鉴定体系下,地方符合资质要求的试验机构已被统一纳入鉴定试验资源,

以形成对现有试验鉴定条件的补充.航天产品试验鉴定具有显著的子样少、技术难、价值高等特点,第

三方试验的组织与实施工作面临一定的挑战.本文研究了航天产品第三方试验机构的选取、试验任务模

式、经费管理模式和工作流程等问题,可为后续开展试点工作或制定相关法规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航天产品;试验鉴定;第三方试验;模式;流程

１　概述

由于航天产品具有技术含量高、体系特点强、研制子样少、指标要求高等特点,其鉴定要求也相对

严格,鉴定试验通常需要专业的试验设施,以及庞大的专业人员保障队伍[１].以往主要依托研制单位开展

各类试验,用户方通常只能对交付后的整个产品开展试验,而没有精力和专业水平对研制过程中的各单

机、分系统等配套产品分阶段开展试验[２],从而面临着配套产品验证不完备、不充分、不标准等问题,在

目前航天领域加速发展,建设规模日益扩大的形势下,可能存在质量管控的风险,因此为了加强配套产

品的质量管控,需要参照军民领域成熟的认证实验室检验的机制,引入专业的第三方力量,为航天产品

试验策划、实施、监督和评估等提供支撑.

２　第三方试验机构选取

第三方检测机构是指在产品生产及流通领域,在法律及利益等方面独立于消费者、生产商的检测机

构,其对产品进行检测并出具具有法律效应及业界认可的检测报告,对产品质量起到证明作用[３].

２１　试验机构名录建立

一般来说,产品研制单位或用户方根据产品的类别和等级,建立第三方试验检测供应商目录或用户

方认可名单,并建立评价第三方检测机构标准体系,以此作为选择第三方试验机构的重要依据.
第三方检测机构是独立于产品研制生产厂家和用户方以外,以公正、权威的非当事人身份,根据有

关法律、标准所进行的商品检测活动的机构,通常第三方试验检测机构评价标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考虑.

１)是否具备行业规定的资质,如保密资质、武器产品研制单位资格 (试验类)、CNAS认可实验室、

DILAC国防实验室、CMA中国计量认证、军用校准和测试实验室、GJB９００１C认证等相关资质.

２)是否具备胜任试验的相关保障能力,如人员专业技术、设备保障、质量保障、进度保障等相关软

硬件实力能否满足试验的要求.

３)是否具备本地化的服务网点,能够对大型产品配套单位提供快而便捷的服务,节省间接费用.

４)是否承接过同类型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是否具备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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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方面的具体考虑要素见表１.

表１　第三方试验机构选取评价因素

序号 要素

１ 相关资质

　保密:一、二、三级

　产品承制(试验类)与质量体系(GJB９００１C)

　试验资质:

　a)CNAS国家实验室认证;

　b)DILAC国防实验室认可;

　c)CMA中国计量认证;

　军用校准和测试实验室认证;

　

２ 试验技术保障能力
　a)软能力:试验策划、设计、分析与评估、改进提升、试验验证能力,全寿命周期试验服务能力;

　b)硬件能力:设备条件等

３ 服务经济性与效率
　a)本地化服务;

　b)一站式服务

４ 相关经验 　具有现场处置问题的经验与能力

２２　试验机构选取

针对试验费用少的小型项目,可由研制单位直接从供应商目录或用户方认可名单中选出第三方试验

机构执行.
针对试验经费比较高的大型项目,通常由研制单位或用户方采用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选择

第三方试验检测机构.两种招标的区别在于:

１)公开招标:又叫竞争性招标,即由招标人在报刊、电子网络或其他媒体上刊登招标公告,吸引众

多企业单位参加投标竞争,招标人从中择优选择中标单位的招标方式.

２)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也称为有限竞争招

标,是一种由招标人选择若干供应商,向其发出投标邀请,由被邀请的供应商投标竞争,从中选定中标

者的招标方式.邀请招标的特点是:邀请投标不使用公开的公告形式,接受邀请的单位才是合格投标人,
投标人的数量有限.

由于航天产品试验技术门槛高,试验安全性要求强,建议在航天产品第三方试验的探索初期采用邀

请招标的方式,确保试验机构具备可信的实力和良好的信誉.

３　第三方试验的工作模式

由于部分航天产品试验的特殊性,如真空环境、太空中的高低温环境、太阳辐射环境等,常规的第

三方试验机构难以具备独立开展相关试验的条件,因此结合航天产品试验进度和经费情况,以及第三方

试验机构在专用、特殊试验设施,人员保障队伍,以及其他保障能力等因素,可考虑在以下几种试验模

式中进行选择确定:

１)仅开展试验设计;

２)开展试验设计和承担试验;

３)开展试验设计和监督试验;

４)仅开展联合评估.
第三方试验模式选取原则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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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第三方试验模式选取原则

序号 第三方试验模式 选取原则

１ 仅开展试验设计 　试验机构不具备试验能力或不便于开展试验,可独立或配合用户制订试验方案和大纲

２ 开展试验设计和承担试验
　试验机构能够独立开展试验,可独立或配合用户制订试验方案和大纲,并按照要求开展试

验,出具试验报告

３ 开展试验设计和监督试验
　样机不具备到第三方试验机构开展试验的条件,可独立或配合用户、研制单位制订试验方

案和大纲,用研制单位开展试验,试验机构受用户委托对试验过程进度监督

４ 仅开展联合评估
　样机已经在研制单位完成各类试验,由试验机构对试验结果进行评估,从试验的完备性、
充分性、标准性等方面给出评估意见

４　第三方试验经费管理模式

第三方试验的经费管理模式主要包括:

１)经费划归研制经费,由研制单位管理;

２)经费单独由用户方管理.
试验经费管理模式特点分析如表３所示.

表３　试验经费管理模式特点分析

序号 试验经费管理模式 特点分析

１ 研制单位管理

　１)用户方主要提要求,减少了项目管理工作,研制单位具有一定的统筹灵活性;

　２)需要用户方加强预算和监督力度,确保专款专用,确保第三方试验机构试验实施过程的

独立性

２ 用户方管理
　１)专款专用,能够确保第三方试验机构试验实施过程的独立性;

　２)对试验鉴定任务负有全面的责任,承担项目管理等工作

具体可根据试验项目的具体特点,结合不同经费管理模式的优缺点,选取合适的经费管理模式,对

于不开展试验的、经费额度较小的项目可委托研制单位管理,对于需要开展试验、经费额度较大的项目

可由用户方管理.

５　第三方试验工作流程

按照 “开展试验设计和承担试验”的工作模式,第三方试验的流程可分为１４步,主要涉及单位包括:
项目管理机构、用户方 (可包含采购、论证、使用等多个单位)、研制单位、第三方试验机构等.具体流

程设计如表４所示.

表４　第三方试验流程模拟流程表

序号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１ 确定试验模式、经费及管理模式 　用户方在项目立项阶段明确第三方试验的模式,测算所需经费,明确经费管理模式

２ 试验大纲拟制和评审
　用户方牵头拟制«试验大纲»,明确试验要求,可邀请潜在的第三方试验机构提供技术支

持.通过评审后作为后续选取第三方试验机构和开展试验的依据

３ 提交试验申请和审批 　研制单位向用户方提交«试验申请»,并进行审批,批复中附«试验大纲»

４ 选取第三方试验机构
　试验经费管理方(用户方或研制单位)依据«试验大纲»拟制招标技术要求,委托招标单位

组织招投标,确定第三方试验机构

５ 签订第三方试验委托合同 　试验经费管理方(用户方或研制单位)与第三方试验机构签订

６ 试验实施细则编写 　第三方试验机构根据«试验大纲»编写

７ 试验实施细则评审 　用户方组织对«试验实施细则»评审,研制单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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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８
试验实施:受试样品、
陪试设备检查并接收

　第三方试验机构接收研制单位设备样品,填写«受试样品、陪试设备接收单»

９ 成立试验工作小组 　用户方为组长单位,第三方试验机构为副组长单位,产品研制单位参加

１０ 组织召开试验进场工作会
　试验前准备工作完成后,用户方、承试方和研制单位共同召开试验进场工作会.并形成

«试验进场工作意见»,启动试验工作

１１ 试验项目实施
　第三方试验机构依据«试验实施细则»开展试验,实施过程中,用户方履行监督职能,产品

研制单位提供技术保障

１２ 发现故障问题与处置

　试验过程中样品出现故障,立即填写«试验故障报告»,由试验工作组三方会签确认;三方

试验机构共同开展故障分析,明确故障责任.

　如果是被试产品质量问题:研制单位分析填写«试验故障分析报告»;样机故障试验现场完

成整改,需要返厂整改的,填写«返厂整改申请见表»,报用户方批准后方能返厂,返厂后重新

进行技术状态确认.研制单位对故障进行整改后,填写«试验纠正措施报告»,用户方签字确

认有效.

　如果是第三方试验机构的责任,则根据合同进行补偿

１３ 编制试验报告 　第三方试验机构编写

１４ 试验报告评审
　用户方组织对«试验总结»进行评审,研制单位参加,评审通过的试验报告是用户方接受产

品或开展后续工作的重要依据

６　结　论

针对航天产品研制建设中研制单位主导性强、用户方缺乏专业技术力量支撑,从而使得配套产品面

临试验不完备、不充分、不标准的问题,提出了引入第三方试验机构的理念,并从第三方试验机构选取、
试验模式、经费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制定了试验工作流程.后续可结合具体型号开展试点,经验证

和改进后逐步推广,从而充实航天产品试验的力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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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式与平衡式近空间弹道的仿真分析与对比

王　辉　安国琛　顾村锋　李瑞康　梅小宁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为了分析跳跃式与平衡式近空间滑翔弹道形式对飞行器速度射程的影响因素与影响规律,

对这两种弹道形式开展动力学建模,采用理论分析与仿真对比研究方法,揭示出两者的差异在于速度倾

角与攻角控制,而攻角带来的诱导阻力和飞行高度带来的动压变化是影响射程的主要因素.通过程控弹

道与闭环弹道仿真发现,近空间大气飞行中,平衡式与跳跃式滑翔弹道的射程差异一般在５％以内,且平

衡滑翔式弹道会更有利于构建交汇拦截条件;跳跃滑翔存在最佳射程飞行攻角,但不一定是最佳升阻比

所对应的攻角.因此,近空间滑翔飞行器弹道形式的选择可以从有利于突防、稳定控制、稳定的力学环

境等角度考虑,而无需考虑其对速度、射程的影响.
关键词　近空间;滑翔弹道;跳跃式;平衡式;升阻比;射程;对比

０　引　言

近年来,助推滑翔式近地空间飞行器因其具有飞行速度高、机动性大、使用灵活、突防能力强等特

点,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得以快速发展,多个项目连续开展了研制和关键技术集成飞行试验[１],如美国的

先进高超声速武器计划 AHW、HTV ２、AGM １８３A、X５１A 等,俄罗斯的空射 “匕首”高超声速导

弹、“先锋”洲际高超声速导弹等[２].根据轨迹特点,助推滑翔式近地空间飞行器又可分为跳跃式滑翔与

平衡式滑翔两类.
通常,对于吸气式巡航滑翔飞行器,由于动力系统对工作状态的姿态角、大气环境、攻角范围都有

严格要求[３],因此通常仅采用平衡滑翔式弹道;而对于无动力滑翔飞行器,出于对增加突防性能与速度射

程的考虑,跳跃式抑或是平衡式弹道则各具特点,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为了分析两种弹道形式对速度

射程的影响因素与影响规律,本为对这两种弹道形式开展建模与仿真对比研究.

１　典型近地空间弹道

助推滑翔式近地空间飞行器的典型弹道形式包括跳跃式滑翔与平衡式滑翔两类,如图１所示.跳跃滑

翔式是指高超声速滑翔级通过控制攻角、倾侧角调节升力,使飞行轨迹产生跳跃,使得飞行弹道难以预

测拦截,大大提高了飞行器的突防生存概率;有时甚至可以跳跃飞出大气层,可以大幅增加飞行器射程.
而平衡滑翔式是指高超声速滑翔级保持一定的高度或较小的飞行路径角 (一般在０°附近)飞行,即尽量

满足准平衡滑翔条件[５],有利于飞行器弹上设备与结构在稳定的力学环境下工作,更好地满足侦察与飞行

任务需求;另一方面,平衡滑翔弹道使得飞行器大部分时候都处于缓变的大气环境中飞行,对飞行器的

稳定控制系统而言,被控对象可看成是时不变系统,更有利于稳定控制[４].

有关这两种滑翔弹道,不少文献都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对比.文献 [５]对助推滑翔飞行器的平衡滑翔

式和跳跃滑翔式弹道做了分析,发现两种飞行方式在理想方式下,虽然飞行轨迹差距较大,但其射程、
速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曲线却较为接近.文献 [６]指出平衡滑翔弹道虽不是最大射程弹道,但与经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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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两种滑翔弹道示意图

化获得的最大射程弹道相比,通常射程误差较小.
事实上,在相同条件下,飞行高度在６０km 内,平衡滑翔弹道对射程的提升作用不会小于滑翔式弹

道;当跳跃式弹道多次跳出６０km 高度乃至跳出大气层时,那么滑跳式弹道射程将会更远.滑跳式弹道

最大的好处在于其弹道的难以预测[７],以及多次进入太空进行减阻增程并配合再入纠偏的能力.
为了在相同条件下定量地对两种典型近空间飞行弹道方式进行对比,并分析两种弹道主要性能指

标——— 射程的影响因子,本文建立其动力学数学模型,并阐述弹道形式实现的原理,最后进行仿真分析

与对比.

２　数学模型

２１　飞行动力学模型

由于近空间飞行器飞行距离较远,其定高平飞的轨迹将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沿地球表面的弧

线.在动力学建模时应该考虑地球自转、地球扁率等因素,并在 WGS ８４坐标系下进行弹道建模,省略

推导过程,形成的动力学与运动学数学模型如下[８]

r ＝Vsinγ

θ

＝
Vcosγsinψ
rcosφ

φ
 ＝

Vcosγcosψ
r

V

＝
Tcosα－D

m －gsinγ＋ω２rcosφ(sinγcosφ－cosγsinφcosψ)

γ

＝

１
V

[(Tsinα＋L)cosσ
m －gcosγ＋

V２cosγ
r ＋２ωVcosφsinψ＋

ω２rcosφ(cosγcosφ＋sinγsinφcosψ)]

ψ

＝

１
V

[Tsinαsinσ＋Lsinσ
mcosγ ＋

V２cosγsinψtanφ
r －２ωV(tanγcosφcosψ－sinφ)＋

ω２r
cosγsinφcosφsinψ]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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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r为飞行器到地心距离;V 为速度;γ为当地速度倾角;ψ为当地速度偏角;θ为经度;φ为纬度;T 为

动力系统产生的推力;α为攻角;D 为阻力;m 为质量;g 为当地重力加速度;ω 为地球自转角速度;L 为升

力;σ为速度滚转角.
本文仅对两种飞行弹道对射程等性能指标与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忽略地球自转和扁率,此

时 WGS ８４坐标系将是一个惯性坐标系,模型将大为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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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滑翔弹道原理

滑翔弹道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式 (１)第５个等式中,速度倾角变化率γ


来实现的.
对于平衡滑翔式弹道,当在飞行器在速度矢量垂直方向上并位于铅垂平面上的升力、推力以及绕地

球飞行的离心力的作用刚好等于重力分量作用时,速度倾角将处于平衡状态,即需满足如下等式时

(Tsinα＋L)cosσ
m ＋

V２cosγ
r ＝gcosγ (２)

值得注意的是,当上述式中的速度倾角γ 初值为零时,飞行器将进行等高圆周飞行.
对跳跃滑翔式弹道,一种常用方式是定攻角滑翔,其实现原理是令式 (２)中的攻角为某一定值;另

一种方式是最大升阻比滑翔,其实现原理是计算并跟踪最佳升阻比所需的动压,寻找到达到最佳升阻比

的某个配平攻角,并通过驾驶仪按此攻角飞行[９].

２３　速度射程影响因子

滑翔飞行器的射程本质上取决于速度衰减特性,而速度的衰减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首先是飞行器

为了维持一定的飞行高度,需要带攻角飞行以产生升力平衡重力,而攻角又势必产生诱导阻力;其次是

飞行过程中,飞行器与大气摩擦产生的摩阻、超声速飞行在头部以及翼面前缘产生的激波阻力、底部产

生的压差阻力等,均会导致飞行器速度降低.而阻力的大小又与飞行大气密度,也就是飞行高度密切相

关[１０].文献 [８]研究了助推 滑翔式弹道和基于天基平台的再入滑翔式弹道的初始弹道参数和飞行器升

阻比对最优弹道的影响,发现初始速度倾角对弹道形状影响明显,但射程不随速度倾角单调变化;当最

大升阻比增大,飞行平均高度增大,射程增加.
总之,在热防护约束等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影响射程和速度的关键因子为升阻比、巡航飞行高

度以及飞行攻角的选择[１１].

３　仿真

为了定量分析滑翔弹道射程的影响因素,以及跳跃式与滑翔式弹道的不同特征,以类 HTV ２滑翔

飞行器为对象[１２],在程控与闭合飞行弹道状态下对不同升阻比、不同飞行攻角条件下的飞行弹道进行仿

真.滑翔飞行器质量约为２５０kg,参考面积为０１３５６m２,参考长度约为３２m,升阻比气动特性见

表１.

表１　升阻比 (海拔４０km)

　　　　　 Ma
攻角/(°)　　　　　

４ ６ ８ １０

－５ －２１６ －２６１ －２７９ －２７９

０ －０１８ －０４５ －０５４ －０６３

５ １８９ ２３４ ２４３ ２４３

８ ２５２ ２８８ ２９７ ３０６

１０ ２６１ ２８６ ３０６ ３０２

１５ ２３４ ２５２ ２６１ ２６１

可见,全弹的最佳升阻比位于８°~１０°攻角附近,可达３０６.

３１　程控弹道仿真

所谓程控弹道是相对于闭合弹道而言的,即飞行器的控制规律是程序控制的,而不是由根据特定目

标跟踪或寻的飞行导引律确定的.在程控弹道中,对不同弹道形式进行对比分析,在飞行器完成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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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转弯、再入、拉平后,速度倾角将接近于零,可以进入滑翔飞行阶段.尝试对比使用攻角３°、５°、

１０° (最佳升阻比)和１５°进行跳跃弹道仿真,采用式 (２)进行平衡弹道仿真,对比分析不同控制策略下

飞行器的飞行高度特性、速度特性与射程指标.
(１)高度特性

仿真对象在完成助推转弯、无控高抛、拉起后,从２３１s开始准备进入滑翔阶段,观察不同控制策略

下的弹道高度特征,如图２所示,将弹道的最大滑翔高度值见表２.

图２　程控弹道高度图

表２　弹道特性对比

序号 类型 攻角/(°) 高度/km 速度/(ms－１) 射程/km

１ 跳跃式 ３ ４１７ ２５９８ １７４７

２ 跳跃式 ５ ４２９ ２６９１ １７６５

３ 跳跃式 １０ ４３９ ２６８２ １７５５

４ 跳跃式 １５ ４９６ ２５１９ １７１１

５ 平衡式 — ４５９ ２５５３ １７２７

从图２和表２可见,在跳跃弹道中,当跳跃攻角从３°逐渐增加时,跳跃的最高点也在增加,而平衡滑

翔式弹道的高度可平稳控制在指定的飞行高度.３°攻角是最大跳跃高度为４１７km,１５°攻角是最大跳跃

高度为４９６km,两者相差１９％.另外,跳跃弹道依靠１５°攻角实现了跳跃,但最大高度仅５０km,体现

不出跳跃弹道增程的效果,反而是因为过度采用了大攻角导致速度损失较大.
(２)速度特性

程控模式下,不同攻角下的跳跃弹道与平衡弹道速度特性如图３所示,将飞行时间５３０s时的速度记

录到表２.

图３　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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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３和表２可见,速度衰减最快的是对应控制攻角为１５°的跳跃弹道,末速为２５１９m/s;其次是平

衡滑翔弹道;再其次是３°攻角与１０°攻角的衰减;速度衰减最小的是对应控制攻角为５°的跳跃弹道,末速

为２６９１m/s,与最小末速相差为７％.说明当跳跃攻角很大时,会产生额外大的诱导阻力从而降低速度;
当跳跃攻角偏小时,又由于高度的快速下降,大气密度增加,阻力增加.因此对速度特性而言,存在着

一个最优滑翔攻角 (不一定对应升阻比最大的攻角),它兼顾了诱导阻力与飞行高度之间的最佳匹配关

系,但其相对差量并不大.
(３)射程特性

由于速度曲线具有波动性,为了更好的评估不同攻角下的跳跃弹道与平衡弹道射程特性,将射程与

时间的关系图绘制于图４,将飞行时间６００s时的射程记录到表２.

图４　射程曲线

从图４和表２可见,射程的规律与速度规律基本一致,从大到小的射程分别对应的滑翔方式是５°攻角跳

跃弹道射程达到１７６５km;３°、１０°攻角跳跃弹道射程接近,约为１７５０km;平衡滑翔弹道射程为１７２７km、

１５°攻角跳跃弹道射程１７１１km.最大差异仅为３％.由此可见,不同的弹道形式,其实对滑翔飞行器的总体

射程影响相当有限,并且,最佳升阻比攻角对应的跳跃弹道却不一定具有最大的射程性能.

３２　闭环弹道仿真

闭环弹道是相对程控弹道而言,闭环弹道需要完成特定的目标拦截任务,分析闭环弹道的目的是研

究在采用不同的中制导滑翔弹道形式下,对拦截交汇条件的影响.本文以 AHW 为典型目标开展拦截,

其飞行马赫数Ma可达１８,跳跃高度从２０km 到１４０km 范围.开展了相关的仿真,对比的双方是平衡滑

翔式弹道和跳跃滑翔式弹道,两者从下降拉平点开始,一个采用定高平衡式飞行控制,另一个采用滑跳

式控制 (滑跳控制采用定攻角１５°).滑跳和平衡滑翔空间轨迹对比仿真结果见图５、图６.

图５　滑跳和平衡滑翔弹道经纬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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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滑跳和平衡滑翔高度轨迹对比

从图５和图６可见,滑跳和平衡滑翔弹道在拦截目标时,其外弹道轨迹在地球表面的投影几乎完全重

合,仅在垂直高度上,跳跃式弹道和平衡式弹道有一定区别.
滑跳和平衡滑翔速度曲线对比仿真结果见图７,飞行攻角对比见图８,速度倾角对比见图９.

图７　滑跳和平衡滑翔速度对比

图８　滑跳和平衡滑翔攻角对比

从图７分析可知,平衡滑翔式弹道在遭遇时的速度为２３５０m/s,略高于跳跃式弹道,其末速为

２２３０m/s.从图８分析可知,平衡滑翔式弹道在中制导阶段的需用攻角要小于跳跃式弹道,这也是平衡

滑翔式弹道末速要高于跳跃式弹道的原因;从图９分析可知,跳跃式弹道的速度倾角变化要略大于平衡滑

翔式,因此从交汇条件而言,平衡滑翔式弹道会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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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滑跳和平衡滑翔速度倾角对比

４　结论

本文综合论述了近空间飞行器跳跃式滑翔弹道和平衡式滑翔弹道的区别,前者具有弹道不可预测性,
后者有利于为飞行器提供稳定的力学环境下工作、更有利于稳定控制.通过分析对比,揭示出两者的差

异在于速度倾角与攻角控制,而攻角带来的诱导阻力和飞行高度带来的动压变化是影响射程的主要因素;
通过仿真分析验证了以下结论:１)临近空间大气飞行中,平衡飞行弹道与跳跃滑翔式弹道的射程差异较

小,一般在５％以内;２)跳跃滑翔存在最佳射程飞行攻角,但不一定是最佳升阻比对应的那个攻角;

３)平衡滑翔式弹道会更有利于构建交汇拦截条件.因此,近空间滑翔飞行器弹道形式的选择可以从突

防、稳定控制、稳定的力学环境去考虑,而无需考虑其对速度、射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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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mulationandComparisonBetweenWavy
TrajectoryandBalancedTrajectoryinNearSpace

WANGHui,ANGuo chen,GUCun feng,LIRui kang,MEIXiao ning
ShanghaiInstituteofMechanicalandElectricalEngineering

　　Abstract　Inordertoanalyzetheinfluencefactorsandrulesofthejumpingandbalancednear space

glidingtrajectoryonthespeedandrangeoftheaircraft,dynamicmodelingofthesetwoballisticformsis
carriedoutUsingtheoreticalanalysisandsimulationcomparisonresearchmethods,itisindicatedthatthe
differencebetweenthetwoliesinthespeedinclinationandangleofattack (AOA)control,andthe
induceddragcausedbytheAOAandthedynamicpressurechangecausedbytheflightaltitudearethe
mainfactorsaffectingtherangeThroughprogram controlledtrajectoryandclosed looptrajectory
simulation,itisfoundthatinnear spaceatmosphericflight,therangedifferencebetweenbalancedand
wavingglidingtrajectoriesisgenerallywithin５％,andbalancedglidingtrajectorieswillbemoreconducive
totheestablishmentofintersectioninterceptionconditions;ThereisanAOAofthebestrangeflightin
wavinggliding,butitisnotnecessarilythe AOA correspondingtothebestlift to dragratio．
Therefore,theselectionoftheballisticformofthenear spaceglidingvehiclecanbeconsideredfromthe

perspectivesthatareconducivetopenetration,stablecontrol,andstable mechanicalenvironment,

withoutconsideringitsimpactonspeedandrange
Keywords　NearSpace;GlideTrajectory;Wavy;Balanced;Lift dragratio;Range;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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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轨卫星气动力辅助轨道控制研究

张靖奕１　王　悦１　焦洪臣２　王　涛２

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２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遥感卫星总体部

摘　要　针对超低轨卫星所受气动力显著的特点,提出一种利用气动舵的气动力辅助轨道控制方法.
通过分析大气旋转、卫星所处空间位置以及气动舵偏转角度对气动力的影响,对所提出的轨道控制方法

进行了优化.该方法通过调整气动舵产生连续微小的气动力对卫星轨道进行控制,使各轨道要素均保持

在误差容限范围内.将其应用于太阳同步轨道上的对地观测卫星,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在卫星姿

态保持三轴对地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轨道保持控制,保证任意纬度下卫星实际位置与标称轨道位置偏差

在给定范围内.
关键词　超低地球轨道;轨道控制;气动力

０　引　言

超低地球轨道是指平均轨道高度低于４５０km 的地球轨道[１].相比于传统近地轨道卫星,超低轨卫星

所处轨道高度更低,气动力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如果仅将气动力视为阻力加以抵消,将忽略了气动力

作为轨道控制力的潜在用途.超低轨卫星的一个主要用途为对地观测,运行期间常期望卫星姿态保持对

地稳定.因此,如何合理利用气动力,在辅助轨道控制的同时减小对任务的不利影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现阶段,已成功发射的超低轨卫星均将气动力视为阻力,施加控制力进行补偿或抵消.文献 [２]

[３]中给出的地球重力场和海洋环流探测 (GravityfieldandOceanCirculationExplorer,GOCE)卫星的

轨道控制器,利用离子推进器和冷气推进器两套推进系统补偿卫星受到的非重力加速度的干扰,然而由

于冷气推进系统所能提供的推力十分微弱,因此并没有对轨道高度以外的其他轨道要素进行严格控制;
文献 [４]中 NanoEye卫星利用八个喷气式推进器,提供轨道控制并用于补偿大气阻力.

本文将以运行在太阳同步轨道上的对地观测卫星为例,研究超低轨道卫星在稀薄气体环境下的气动

力特性,分析计算设计构型下的气动力,建立利用气动力辅助的轨道控制模型,在卫星姿态保持三轴对

地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轨道保持控制,保证任意纬度下卫星实际位置与标称轨道位置偏差在给定的范

围内.

１　超低轨卫星气动力

１１　大气阻力模型

超低轨卫星所处空间环境中的气体可以被视为自由分子流.分子流的力特性模型基于气体的分子动

力学理论建立;分子流与物体表面的相互作用模型则利用流体相互作用系数进行简化.Maxwell和 Niven
认为气体与表面碰撞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镜面反射和漫反射.在模型中假设漫反射概率为σ,则镜面反

射的概率为１－σ,从而可以得到压力系数和剪切系数表达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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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N 、σT 分别为法向和切向调节系数,通常认为二者相等,在２００km 处约为０９９[６];θ为入射角;

TW 为壁板的温度;分子速度比s＝V∞/ ２(R/Mmol)T∞ ;V∞ 为自由流的速度;T∞ 为自由流的温度,在

１２０~１０００km 可应用公式T(h)＝１０００－６４０×e－００１８７５(h－１２０)(６３５６７６６＋１２０)/(６３５６７６６＋h) [７]计算,式中h为以千

米为单位的轨道高度;R 为气体常数;Mmol 为气体摩尔质量;erf 为误差函数.
在一般表面上定义以下量:表面法向量n ,指向表面外侧;表面切向量t＝n×(－V∞ ×n);入射角

sinθ＝－V∞ n ,如图１所示.

图１　面元的法向和切向方向

将法向量n 、切向量t代入压力和剪切系数表达式,可以得到力系数的表达式

CA

CS

CN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１
Aref∬Aw

(Cpn＋Cτt)dA (２)

对于平板型物体,力系数即为压力和剪切系数在法向和切向的分量和,因此阻力系数和升力系数与

入射角的关系为

CD ＝－(Cpsinθ＋Cτcosθ)

CL ＝－Cpcosθ＋Cτsinθ{ (３)

在大气中运动的卫星受到的空气阻力加速度可以表示为

fa ＝－
１
２

CDA
m ρvava (４)

式中,CD 为上面所求的阻力系数;A 为横截面积;ρ 为大气密度;va 为卫星相对大气的相对速度.

１２　舵面产生的气动力

如图２所示,卫星基本构型包括本体与四个气动舵面,其中本体是一个端面为菱形的四棱柱体,菱形

端面上开有圆形进气口;四棱柱的每条棱上安装一个气动舵面,垂直地面的为垂直舵,平行于地面的为

水平舵.当来流从正前方流向卫星时,垂直舵偏转产生垂直于轨道平面方向的力,即法向力,水平舵偏

转产生指向地心方向的力,即径向力.

图２　卫星基本构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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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舵面,常用角度为舵偏角.当卫星本体坐标系与轨道坐标系重合时,舵偏角α 与入射角θ的关系

如图３所示.即当舵偏角α 为正时,θ＝α ;当舵偏角α 为负时,θ＝α＋１８０°.

图３　舵偏角与入射角的关系

由于大气的旋转,使得来流方向不是卫星飞行的反方向,而是与之有一个微小角度偏差.以轨道平

面为参考平面,定义来流攻角和侧滑角如图４,其中Sxyz坐标系为卫星本体坐标系.

图４　来流攻角和侧滑角示意图

对于轨道高度２００km 的太阳同步轨道,一个轨道周期内来流攻角和侧滑角变化如图５所示.

图５　来流攻角和侧滑角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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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中可以看出,来流侧滑角变化很小,可以忽略,而来流攻角变化较大,不能忽略,因此下面将

对来流攻角导致气动舵受力的变化进行分析.

１２１　垂直舵
考虑大气旋转后,来流攻角、入射角和舵偏角的关系如图６所示.

图６　来流攻角、入射角、舵偏角关系示意图

舵偏角以顺时针旋转为正,则α＝θ＋αf ,因此垂直舵产生的法向力和阻力为

Fh ＝
１
２ρV

２
∞Aref[Cτ(θ)sin(θ＋αf)－Cp(θ)sin(９０°－θ－αf)]

Fre ＝
１
２ρV

２
∞Aref[Cτ(θ)cos(θ＋αf)＋Cp(θ)cos(９０°－θ－αf)]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５)

当存在来流攻角时,垂直舵不偏转也会产生阻力和法向力.阻力可以用推进器产生的推力抵消,然

而法向力会影响轨道要素的变化,因此当不需要垂直舵产生控制力时,需令垂直舵的舵偏角等于来流攻

角,即令垂直舵平面平行于来流,以降低垂直舵气动力对控制的影响.
当来流攻角在－５５°~５５°变化时,垂直舵偏转产生的最大/最小法向力及对应舵偏角变化如图７、图

８所示.

图７　垂直舵产生的最大/最小法向力随来流攻角的变化

从图８可以看出,不同来流攻角下,垂直舵产生最大/最小法向力对应的舵偏角不同,因此需要根据

卫星在轨道上的位置来确定相应的舵偏角.
从图７可以看出,当来流攻角超过３４°时,无论舵面如何偏转,来流速度法向分量为负,几乎不

会产生正向的法向力;当来流攻角小于－３４°时,无论舵面如何偏转,来流速度法向分量为正,几乎

不会产生负向的法向力.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下,设升阻比对应角度为γ ,则来流攻角αf 与γ 的关

系如图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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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垂直舵舵偏角随来流攻角的变化

图９　来流攻角与升阻比对应角度的关系

因此,当αf ＜γ 时才能产生正向控制力,当αf ＞－γ 时才能产生负向控制力.由于来流攻角的影

响,垂直舵产生的气动力能作为控制力辅助轨道控制的条件变得更加严格.

１２２　水平舵
对于水平舵而言,由于来流攻角的存在导致面元的切向与x 轴不重合,因此切向力会在法向 (y 轴方

向)产生分量.随着水平舵的偏转,法向分量会越来越大.水平舵偏转时产生的径向力是可以用来辅助

轨道控制的控制力,但随之产生的法向力会对轨道要素产生不可控的影响.当来流速度法向分量为负且

需要正向控制力时,水平舵产生的法向力是阻碍控制的力,会使控制效果更加微弱,甚至会导致轨道要

素反向变化;当来流速度法向分量为负且需要负向控制力时,水平舵产生的法向力是增强控制的力,让

控制效果变得更好.水平舵受力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水平舵受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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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轨道控制策略

２１　气动力辅助的控制策略

考虑摄动加速度的轨道要素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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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控制力在轨道坐标系中定义,径向力产生的径向加速度fr 沿地心距矢量r的方向;迹向力产生的

迹向加速度fu 的方向垂直于矢量r指向前方;法向力产生的法向加速度fh 沿动量矩H 的方向.

根据式的前两项,轨道倾角和升交点赤经只与法向加速度fh 有关,所以法向力Fh 主要用来控制轨

道倾角和升交点赤经.
利用平根估算法得到平根i、Ω 与目标平均轨道要素对比,考虑卫星在轨道上的位置,即纬度幅角

u ,控制分为以下９种情况,详见表１.(Fhd 为舵面产生法向力的大小,单位为 N;Fh 单位为 N)

表１　控制轨道要素i、Ω 所需法向力

Ω 减小 保持 增大

i减小
u 在第一象限,Fh ＝ －Fhd

u 在第三象限,Fh ＝Fhd

u 在一、四象限,Fh ＝ －Fhd

u 在二、三象限,Fh ＝Fhd

u 在第二象限,Fh ＝Fhd

u 在第四象限,Fh ＝ －Fhd

i保持
u 在一、二象限,Fh ＝ －Fhd

u 在三、四象限,Fh ＝Fhd
Fh ＝０

u 在一、二象限,Fh ＝Fhd

u 在三、四象限,Fh ＝ －Fhd

i增大
u 在第二象限,Fh ＝ －Fhd

u 在第四象限,Fh ＝Fhd

u 在一、四象限,Fh ＝Fhd

u 在二、三象限,Fh ＝ －Fhd

u 在第一象限,Fh ＝Fhd

u 在第三象限,Fh ＝ －Fhd

根据式的后两项,考虑利用径向力控制偏心率.利用平根估算法得到平根ex、ey 与目标平均轨道要

素对比,考虑卫星在轨道上的位置,控制分为以下９种情况,详见表２.(Frd 为舵面产生径向力的大小,

单位为 N;Fr 单位为 N)

表２　控制轨道要素ex、ey 所需径向力

ey 增大 保持 减小

ex 增大
u 在第二象限,Fr ＝Frd

u 在第四象限,Fr ＝ －Frd

u 在一、二象限,Fr ＝Frd

u 在三、四象限,Fr ＝ －Frd

u 在第一象限,Fr ＝Frd

u 在第三象限,Fr ＝ －Frd

ex 保持
u 在二、三象限,Fr ＝Frd

u 在一、四象限,Fr ＝ －Frd
Fr ＝０

u 在一、四象限,Fr ＝Frd

u 在二、三象限,Fr ＝ －Frd

ex 减小
u 在第一象限,Fr ＝ －Frd

u 在第三象限,Fr ＝Frd

u 在三、四象限,Fr ＝Frd

u 在一、二象限,Fr ＝ －Frd

u 在第二象限,Fr ＝ －Frd

u 在第四象限,Fr ＝Frd

根据前面的分析,fu 只用于半长轴的控制,因此推力只与卫星整体所受阻力有关.当半长轴小于目标

半长轴时,所需推力大于阻力;当半长轴大于目标半长轴时,所需推力小于阻力即可.推力的选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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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范围,在范围内的推力值都可以让轨道要素向目标轨道要素变化.因此可以根据轨道要素的变化

情况选择不同大小的推力,也可以选择一个较大的、可以满足所有情况的恒定推力.
考虑平根估算法得到的平根存在振荡、测量误差及噪声干扰等问题,需对各轨道要素设置误差容限,

尽可能减小上述问题带来的干扰,避免控制抖振和频繁开关.此外,误差容限不能过大,否则会导致控

制精度下降.因此,误差容限是两方面折衷的结果.
半长轴的误差容限设置如图１１所示.当初始半长轴小于等于目标半长轴时,施加最大推力直至到达

误差上限,当初始半长轴大于目标半长轴时,不加推力直至达到误差下限.此后,当半长轴小于误差下

限,施加最大推力直至达到误差上限,然后改用比阻力略小的推力直至半长轴达到误差下限,不断循环.
因此,Δa 需要大于平根估计结果中半长轴的振荡幅值.

图１１　半长轴误差容限

其他轨道要素的误差容限设置如图１２所示.当轨道要素小于误差下限,施加正向控制直至达到目标

轨道;当轨道要素大于误差上限,施加反向控制直至达到目标轨道.因此,Δx(x＝i、Ω、ex、ey)需要大

于平根估计结果中振荡幅值的二倍.

图１２　其他轨道要素误差容限

根据一天内平根估计算法得到的平根振荡幅值,各轨道要素误差容限取值见表３.

表３　轨道要素平根振荡幅值及误差容限取值

轨道要素 平根振荡幅值 误差容限

半长轴 ０１０６６９５１６６km ０５km

轨道倾角 ０００４７７４７７８° ００１°

升交点赤经 直线 ００１°

ex ２７７２２e－５ １４１４e－４

ey ４７４１６e－５ １４１４e－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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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控制策略优化

由于任务要求,运行期间卫星姿态角将始终保持在零姿态角,因此推进器只能提供迹向推力对轨道

要素进行控制,其他方向的控制力将由气动舵产生的气动力提供.根据１２节的分析,气动舵在产生所需

方向的控制力的同时也会产生其他方向的气动力干扰控制.尤其是水平舵偏转产生的法向力,仅与卫星

在轨道上的位置有关,无法控制.从式中可以看出,轨道倾角变化率di/dt∝cosu×fh(Fh),因此水平

舵偏转产生的法向力会导致轨道倾角不断减小.为减小水平舵的影响,考虑去掉水平舵,利用推力同时

控制半长轴和偏心率的变化.
利用平根估算法得到平根a、ex、ey 与目标平均轨道要素对比,考虑卫星在轨道上的位置,即纬度幅

角u ,当半长轴小于或大于目标半长轴时,控制分别有９种情况,详见表４、表５.其中,Fz 为阻力的大

小,单位为 N;x ⩾０,为推力与阻力之差,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单位为 N;在表格中未涉及的时间内,
令Fu ＝Fz .

表４　控制偏心率所需迹向推力 (半长轴小于目标半长轴)

ey 增大 保持 减小

ex 增大 u 在第一象限,Fu ＝Fz ＋x u 在一、四象限,Fu ＝Fz ＋x u 在第四象限,Fu ＝Fz ＋x

ex 保持 u 在一、二象限,Fu ＝Fz ＋x u 在三、四象限,Fu ＝Fz ＋x

ex 减小 u 在第二象限,Fu ＝Fz ＋x u 在二、三象限,Fu ＝Fz ＋x u 在第三象限,Fu ＝Fz ＋x

表５　控制偏心率所需迹向推力 (半长轴大于目标半长轴)

ey 增大 保持 减小

ex 增大 u 在第三象限,Fu ＝０ u 在一、四象限,Fu ＝０ u 在第四象限,Fu ＝０

ex 保持 u 在一、二象限,Fu ＝０ u 在三、四象限,Fu ＝０

ex 减小 u 在第二象限,Fu ＝０ u 在二、三象限,Fu ＝０ u 在第三象限,Fu ＝０

２３　管道保持

管道保持即为控制任意纬度下卫星实际位置与标称轨道位置偏差,管道保持半径的大小可以衡量超

低轨卫星轨道保持的能力.为精确描述管道保持的控制误差,定义空间误差变量E＝(EN ,ER)T [８],代

表标称轨道和实际轨道与参考平面 (轨道坐标系中径向与法向组成的平面)交点之间的向量差,EN 为空

间误差的法向分量,ER 为空间误差的径向分量,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空间误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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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际轨道要素与标称轨道要素之差为 (δa、δi、δΩ、δex、δey),则管道半径法向、径向误差分

别为[８１０]

EN１＝amδu
ωe

ncosu

EN２＝am(δisinu－δΩsinimcosu)

EN ＝EN１＋EN２

ER ＝δa＋rm(δexcosu＋δeysinu)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７)

式中,下角标m 代表标称轨道的轨道要素,n 为标称轨道的轨道角速度,ωe 为地球自转角速度.

设半长轴 偏 离 目 标 轨 道 的 大 小 为 xa ,则 偏 心 率 偏 离 目 标 轨 道 最 大 值 xemax ＝xa/RE ,因 此

(δexcosu＋δeysinu)max＝xa/RE ,对于超低轨道rm ≈RE ,因此半长轴偏差与偏心率偏差对ER 的影响

效果基本相同.考虑到半长轴由推进器产生的推力进行控制,更容易且更准确,因此将四分之一的管道

径向误差分给半长轴误差容限Δa ,将四分之三的管道径向误差分给偏心率误差容限 Δex、Δey .即当给

定管道径向误差最大值ERmax 时

Δa＝２×
ERmax

４

Δex ＝Δey ＝２×
３ERmax

４RE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８)

利用上述关系,可以在给定管道保持径向误差的条件下,确定相应的轨道要素误差容限,从而将卫

星实际位置保持在标称位置附近.

３　仿真校验

以运行在轨道高度１９６９３９km 的太阳同步轨道上的卫星为例,仿真验证所设计的轨道控制策略的有

效性.

取轨道要素误差容限Δi＝ΔΩ＝０００５°,管道径向误差最大值ERmax＝２０００m,采用推力控制半长轴、

水平舵控制偏心率的控制策略,仿真时长５天,卫星轨道要素及管道偏差变化如图１４所示.其中,轨道要

素中实线代表卫星实际轨道平均根数,虚线代表目标轨道平均根数,双划线代表误差容限的上下限.

图１４　轨道要素变化及管道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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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平舵产生法向力的影响,导致轨道倾角不断减小,因此管道偏差距离不断增大.
采用推力同时控制半长轴和偏心率的控制策略,卫星轨道要素及管道偏差半径变化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轨道要素变化及管道偏差

使用优化后的控制方法,轨道要素可以更好地维持在误差容限范围内,管道偏差也可以维持在给定

的误差最大值以下.

４　结　论

对于运行在太阳同步轨道上的超低轨卫星,本文给出一种利用气动力辅助的轨道控制方法,在卫星

姿态保持三轴对地稳定的前提下,利用此方法可以实现轨道保持控制,保证任意纬度下卫星实际位置与

标称轨道位置偏差距离在给定的范围内.文中给出的仿真实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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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assistedorbitcontrolofVeryLow
EarthOrbitsatellites

ZHANGJing yi１,WANGYue１,JIAO Hong chen２,WANGTao２

１SchoolofAstronautics,BeihangUniversity;

２InstituteofRemoteSensingSatellite,ChinaAcademyofSpaceTechnology

　　Abstract　AnorbitcontrolmethodisproposedfortheVeryLowEarthOrbits(VLEOs)satellitesby
usingaerodynamiccontrolpanelsByanalyzingtheeffectsoftheatmosphererotation,thesatellite

position,andtheangleofpaneldeflection,thecontrolstrategyisoptimizedbasedonthedifferentlevels
ofcontrolforceprovidedbythecontrolpanelsThesatelliteorbitsarecontrolledbyadjustingthecontrol

panelstogeneratecontinuousaerodynamicforce,sothattheorbitelementsarekeptwithintherangeof
errortoleranceAnEarthobservationsatelliteoperatedinaVLEOat２００kmaltitudeisinvestigatedand
theorbitmaintenanceisachievedonthepremisethatthesatelliteattitudeisthree axisstabilizedand
nadir pointingNumericalsimulationshavedemonstratedthattheorbitcontrolmethodensuresthatthe
deviationbetweentheactualpositionandthenominalpositioniswithinthegivenrangeatanylatitude

Keywords　VeryLowEarthOrbit(VLEO);Orbitcontrol;Aerodynamic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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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充液贮箱航天器耦合动力学研究的 Kane方法

孙梓煜１　岳宝增２　唐　勇３　潘晓东１　李旭东１

１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２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３广东省航空航天装备技术研究所

摘　要　基于已有的运动脉动球模型研究液体晃动动力学,采用 Kane方法,系统地建立了任意复杂

激励下四充液贮箱航天器刚 液耦合动力学模型.结合我国某型号卫星的研制任务,计算了完全失重条件

下,航天器受到复杂激励时产生的晃动力和晃动力矩,由本文使用的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与Flow３D计算

出的相应结果吻合度较好,验证了所建立模型的可靠性.最后,进行了航天器姿态控制仿真计算,采用

PD控制实现了航天器的大角度姿态机动,对比了考虑液体晃动和不考虑液体晃动的情况,明显观察到液

体大幅度晃动对刚液耦合航天器控制系统的影响.
关键词　运动脉动球模型;液体大幅晃动;多储箱航天器;凯恩方法

０　引　言

现代航天工程的研究领域向着搭建空间站、深空探测等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卫星所携带的液体

推进剂质量占比越来越高,随着对卫星控制精度要求的提高,液体晃动动力学以及贮箱内液体晃动与航

天器刚体运动之间的耦合动力学问题备受关注.航天器在轨执行任务期间,如制动捕获、变轨前的推进

剂沉底等,液体晃动尤其是液体大幅晃动的固有频率较低,极有可能与航天器上的柔性附件发生共振效

应,对航天器的控制系统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１２].因此,现代航天工程中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的液体大幅

晃动类航天器刚 液耦合动力学模型.
现代航天器通常携带燃料剂和助燃剂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液体推进剂,因此往往需要多个燃料贮箱,

常见的贮箱形状有球形贮箱和卡西尼贮箱.与常见的单个贮箱航天器不同,多个贮箱在加工生产以及安

装时产生的误差问题可能会使整个航天器结构并非完全对称;另外,航天器在轨期间,贮箱内液体推进

剂由于消耗不均匀造成的质量分布不均匀会直接影响航天器姿态的稳定性.这些因素会使得多个贮箱内

液体推进剂的晃动和航天器主刚体平台的动力学耦合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在建立航天器动力学模型

时,除了考虑航天器的平动和转动外,还考虑了贮箱的安装位置、贮箱尺寸以及燃料特性等结合实际工

程的参数.
荷兰科学家 Vreeburg首次提出了等效液体晃动的运动脉动球模型 (MovingPulsatingBallModel,

MPBM),通过大量的数值仿真计算与实验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３５].邓明乐等人对运动脉动球模型进行

了进一步的改进,引入了有效质量因子和静态表面张力来改进该模型[６７].

现代航天器结构复杂且自由度数量较多,因此动力学建模的 Kane方法具有程序化明显、单项计算简

单等优点[８９].本文结合中国某型号卫星的研制任务,基于 Kane方法建立了复杂激励下四充液贮箱航天

器刚 液耦合动力学模型,使用运动脉动球模型模拟贮箱内液体大幅晃动动力学.然后,编写了相应的

Matlab仿真计算程序,对比商业软件Flow３D计算得到的液体晃动产生的晃动力和晃动力矩的计算结果,
验证了所建立模型的可靠性;同时,编写程序的就算耗时远低于Flow３D的计算时长,可以用于航天器控

制系统的实时控制研究.最后,采用工程上常见的PD控制进行了航天器大角度姿态机动仿真计算,对比

了考虑液体晃动和不考虑液体晃动两种情况下航天器角速度的变化情况,从计算结果中可以明显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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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液体大幅度晃动对航天器刚液耦合控制系统的影响.

１　多充液贮箱航天器刚 液耦合动力学建模

１１　运动脉动球模型和贮箱布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Vreeburg首次提出了运动脉动球模型,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对比和完善,最终将

运动脉动球模型应用到航天工程当中.如图１所示,在运动脉动球模型中,任意形状的贮箱等效成球形贮

箱,假设全部液体参与晃动并保持其均匀球体几何构形即脉动球.脉动球与球形贮箱始终保持点接触,
脉动球在贮箱内运动的同时其半径在发生变化,由此来模拟液体在贮箱内运动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现象.

图１　运动脉动球模型

本文结合中国某型号卫星的研制任务,根据卫星总体设计要求,对四充液贮箱航天器进行研究,如

图２所示为四个推进剂贮箱的安装布局.其中,Nn１n２n３ 为惯性参考系,Gg１g２g３ 为航天器本体坐标系,

G∗ 为航天器刚体质心,Ok 为第k(k＝１,,４)个贮箱的中心,Okxkykzk(k＝１,,４)为贮箱局部坐

标系,由于贮箱与航天器刚体之间刚性连接,所以贮箱局部坐标系与航天器本体坐标系平行.

图２　四推进剂贮箱布局与坐标系 (等效为球形贮箱后)

１２　Kane方法建立动力学模型

(１)航天器平动和转动的运动描述

分别选取航天器的在轨平动速率和在轨转动速率为两组广义速率,即ui ＝NvG∗ gi(i＝１,２,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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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３＋i＝NωGgi(i＝１,２,３),因此航天器的速度和角速度表示为

NvG∗
＝u１g１＋u２g２＋u３g３ (１)

NωG ＝u４g１＋u５g２＋u６g３ (２)
(２)推进剂贮箱内液体的运动描述

如图１所示,Ctk 为第k(k＝１,,４)个贮箱的中心,矢量PGGt
k ＝Xkg１＋Ykg２＋Zkg３ 表示贮箱的安

装位置矢量;代表液体的脉动球球心为Sk ,矢量PS
k 表示第k(k＝１,,４)个脉动球中心在航天器本体

坐标系内的位置;PCkS
k ＝xkg１＋ykg２＋zkg３ 表示脉动球中心在贮箱局部坐标系内的位置.因此,第k个

脉动球在惯性参考系的位置矢量为

PS
k ＝PG ＋PGCt

k ＋PCtSk (３)

选取液体在贮箱中运动的速率为一组广义速率

u６＋i＝
Gd
dtPCtSk

æ

è
ç

ö

ø
÷gi(i＝１,２,３ k＝１,,４)

u９＋i＝GωSk gi＝OkωSk gi(i＝１,２,３ k＝１,,４)

脉动球在惯性参考系下的速度和角速度可以表示为
NvSk ＝ u１＋(Zk ＋zk)u５－(Yk ＋yk)u６＋u７＋３k)[ ]g１

＝＋ u２－(ZT ＋z)u４＋(XT ＋x)u６＋u８＋３k)[ ]g２

＝＋ u３＋(YT ＋y)u４－(XT ＋x)u５＋u９＋３k)[ ]g３

(４)

NωS
k ＝(u４＋u１６＋３k)g１＋(u５＋u１７＋３k)g２＋ u６＋u１８＋３k( )g３ 　 (５)

另外,由于脉动球在贮箱内运动始终与贮箱内壁保持点接触,因此脉动球的中心在贮箱内的运动轨

迹存在着如下约束条件

sk(xk,yk,zk)＝x２
k ＋y２

k ＋z２
k － RT

k －rk( ) ２＝０ (６)

其中,RT
k 为贮箱半径,rk 为脉动球的半径.由于脉动球自身的 “呼吸效应”[７],其转动惯量也会随着运动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存在

I

k

S ＝－
４
５ms

k(RTk －sk)sk (７)

其中,ms
k 为液体质量.

(３)偏速度和偏角速度

本文所研究的航天器系统的自由度数为３０个.Kane方法中定义r个偏速度或偏角速度为相应的速度

或者角速度表达式中第r个广义速率ur 的系数 (r＝１,２,,３０).
(４)广义惯性力

根据定义分别对 NvG∗
和 NvS

k (k＝１,,４)求惯性参考系下对时间的微分,可得相应的航天器和脉

动球的绝对加速度

NaG∗
＝(u１＋u３u５－u２u６)g１＋(u２＋u１u６－u３u４)g２＋(u３＋u２u４－u１u５)g３ (８)

NaS ＝ u１[ ＋ Zk ＋zk( )u５－ Yk ＋yk( )u６＋u７＋３k ＋u３u５－u２u６＋ Yk ＋yk( )u４u５

　＋ Zk ＋zk( )u４u６－ Xk ＋xk( )u２
５ － Xk ＋xk( )u２

６ ＋２u５u９＋３k－２u６u８＋３k ]g１

　＋ u２[ －(Zk ＋zk)u４＋(Xk ＋xk)u６＋u８＋３k

　＋u１u６－u３u４＋(Xk ＋xk)u４u５＋(Zk ＋zk)u５u６－(Yk ＋yk)u２
４

　－(Yk ＋yk)u２
６ －２u４u９＋３k ＋２u６u７＋３k ]g２＋ u３[ ＋(Yk ＋yk)u４－(Xk ＋xk)u５＋u９＋３k

　－u１u５＋u２u４＋(Xk ＋xk)u４u６＋(Yk ＋yk)u５u６－(Zk ＋zk)u２
４

　－(Zk ＋zk)u２
５ ＋２u４u８＋３k －２u５u７＋３k ]g３

(９)

同样,分别对 NωG 和 NωSk 求惯性参考系下对时间的微分,可得相应部分的绝对角加速度
NαG ＝u４g１＋u５g２＋u６g３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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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αSk ＝(u４＋u１６＋３k ＋u５u１８＋３k －u６u１７＋３k)g１

＋(u５＋u１７＋３k ＋u６u１６＋３k －u４u１８＋３k)g２

＋(u６＋u１８＋３k ＋u４u１７＋３k －u５u１６＋３k)g３

(１１)

该航天器系统受到的广义惯性力的计算公式为

F∗
r ＝ －(IGNαG ＋NωG ×IGNωG)NωG

r －∑
４

k＝１

(IS
kNαSk ＋NωSk ×IS

kNωSk

＋I
S
kNωSk )NωSkr －mG

NaG∗ NvG∗
r －mS

k
NaSk NvSkr

(１２)

其中,I表示航天器所对应各部分相对于本体坐标系的二阶惯性张量;mG 是航天器主刚体平台的质量.
(５)广义作用力

考虑到航天器受到的重力、等效液体晃动脉动球模型的约束力和约束力矩,该类航天器系统受到的

广义作用力的表达式为

Fr ＝FG∗

g NvG∗
r ＋∑

４

k＝１

(FSkg ＋FSkc )NvSkr ＋∑
４

k＝１
TSkC NωSkr (１３)

其中,FG∗

g 是航天器主刚体受到的重力,作用点为主刚体的质心,其表达式为

FG∗

g ＝－mGgn１＝－mGg∑ ３
j＝１

NCG
j１gj

NCG 是惯性参考系到航天器本体坐标系的３×３坐标转换矩阵;FSkg 是第k个贮箱内脉动球中心所受到的重

力,其表达式为

FSkg ＝－mS
kgn１＝－mS

kg∑
３

j＝１

N
CG

j１gj

FSkC 是第k个贮箱内脉动球所受到的约束力;TSkC 是第k个贮箱内脉动球所受到的约束力矩.
在运动脉动球模型中,脉动球所受到的约束力即为液体晃动时产生的晃动力FL ,其作用点在脉动球

和贮箱内壁的接触点处,由法向的支持力和切向的摩擦力组成,因此约束力FSkC 的表达式为

FSkC ＝－Fk
L ＝－Nkek －Fk

b

式中,Nk 为第k个脉动球所受到的法向支持力的大小;ek 为脉动球在贮箱内位置向量的单位向量 (即法向

力的单位向量)

ek ＝
xkg１＋ykg２＋zkg３

x２
k ＋y２

k ＋z２
k

Fk
b 为摩擦力,其方向始终与ek 垂直,与脉动球的运动方向相反.

脉动球所受到的约束力矩由两部分组成,其表达式为

TSkC ＝－Tk
L －rk

L ×Fk
L

式中,Tk
L 为脉动球自身的转动引起的力矩,等式右边第二项为液体晃动力作用在脉动球中心上产生的

力矩.
对于运动脉动球模型中法向力大小、摩擦力大小和液体晃动力矩大小的求解在文献 [７]中已有详细

的介绍,这里直接给出表达式,
脉动球所受到法向力大小的表达式为

N ＝
３
８mS

k (Rk
T －rk)e⌒k(NωG ＋ek ×

Gd
dtek)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 －ek
Gd
dt

N

vG∗
－ek(Nω⌒GNvG∗ )

＋(Nω⌒GPGCtk )(Nω⌒Gek)－(P
⌒GCtk ek)

Gd
dt

N

ωG}＋mS
k

４rk(NωG ＋GωSk )２－５πσrk

(１４)

当脉动球在贮箱内运动至其半径长度最小 (即rk 最小)时,法向力大小表达式为

N ＝mS
k rk e⌒k

NωG ＋ek ×
Gd
dtek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 －ek
Gd
dt

N

vG∗

－ek(Nω⌒GNvG∗ )＋(Nω⌒ GPGCtk )(Nω⌒Gek)－(P
⌒GCtk ek)

Gd
dt

N

ωG}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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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k
T 为第k个贮箱的半径长度,上标 “　⌒ ”表示该向量所对应的反对称矩阵,在实际的计算当中,

法向力的表达式在式 (１４)和式 (１５)中来回切换;脉动球由于自身转动引起的力矩表达式为

Tk
L ＝fk

ac tsrωk
r ＋(１－tsr)(GωSk －ωk

r)[ ] (１６)

其中,fk
ac ＝－０３６mS ４

３
kρ

１
６
kμ

１
２
k

rk

rk
min

æ

è
ç

ö

ø
÷

２
GωSk .

(６)Kane方法建立动力学模型

对于该３０自由度的航天器系统,Kane方程为

F∗
r ＋Fr ＝０(r＝１,２,,３０) (１７)

将式 (１２)和式 (１３)代入到式 (１７)中,可建立描述系统运动的动力学方程组.最后,将得到的

动力学方程组整理成如下的矩阵形式

(M１＋M２)U

＝C＋F (１８)

其中,M１ 为广义惯性力中ur 的系数矩阵,M２ 为广义主动力中ur 的系数矩阵,C 为广义惯性力表达式中剩

余的部分,F 为广义主动力表达式中剩余的部分.
另外,采用四元数描述航天器相对于惯性参考系的姿态运动,其运动学发展方程为

ε０

εv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

１
２ST(ε)NωG (１９)

其中,ε＝ ε０,εTv[ ] 是四元数,ε０ 是四元数的标量部分,εv ＝ ε１,ε２,ε３[ ] T 是四元数的标量部分;

Sε( ) ＝ －εv,ε０E３,－ε~v[ ] ,其中E３ 是３阶单位矩阵,ε~v 是三维矢量εv 所对应的反对称对偶矩

阵,即

ε~v ＝

０ －ε３ ε２

ε３ ０ －ε１

－ε２ ε１ 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惯性参考系到航天器本体坐标系的坐标转换矩阵在四元数下的表示为
NCG ＝ ２ε２

０ －１( )E３＋２εvεT
v －２ε０ε~v (２０)

最后,联立式 (１７)和式 (１８),得到求解航天器耦合系统的运动方程

ε ＝
１
２ST(ε)NωG

U

＝(M１＋M２)－１(C＋F)

ì

î

í

ï
ï

ïï

(２１)

２　复杂激励下液体晃动力和晃动力矩计算

为了验证运动脉动球模型,根据我国某型号卫星的研制要求建立了四充液贮箱航天器刚液耦合动力

学模型,在航天器主刚体质心处施加外部激励,将模型计算得到的液体晃动产生的晃动力和晃动力矩与

Flow３D的计算结果对比.其中,Flow３D的计算方案为:推进剂为不可压缩、黏性流体;使用单相流模

型、气体部分仅提供环境压力,其密度相对液体很小,不进行动量计算;考虑表面张力;液固界面采用

Navier滑移边界条件;先计算得到表面张力作用下稳态时的液面构型,再以此为初始条件导入给定激励

进行计算.
在航天器主刚体质心处同时施加７００s的三维平动加速度激励和三维角加速度激励,整个时域内激励

图如图３和图４所示,该激励由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提供.
此外,航天器属于完全始终环境;航天器主刚体的质心在航天器本体坐标系下的位置坐标为PG∗

＝
０５１１５ ０ ０[ ] Tm ;四个推进剂贮箱为卡西尼贮箱,等效为球形贮箱后贮箱半径都是０４７９６m;

贮箱内推进剂为燃烧剂和助燃剂,它们的特性参数见表１;１号和２号贮箱内为燃烧剂,３号和４号

贮箱内为助燃剂,４个贮箱的中心位置坐标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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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三维平动加速度激励

图４　三维角加速度激励

表１　推进剂特性参数

推进剂类别 液体密度/(kgm－３) 运动粘性系数/(m２s－１) 表面张力系数/(Nm－１)

燃烧剂 ０８７４４×１０３ ９５２７×１０－６ ００３３９２

助燃剂 １４４６×１０３ ２８３９×１０－６ ００２５６１

表２　贮箱中心位置坐标

贮箱编号 x/m y/m z/m

１ ０４３０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２ ０４３０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３ ０４３０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４ ０４３０５ ０３５ －０３５

本文给出了两种工况的液体晃动力和晃动力矩的计算结果:工况１为各推进剂贮箱内充液比为２０％,
如图５、图６所示;工况２为各推进剂贮箱内充液比为６０％,如图７、图８所示.从整体上来看,运动脉

动球模型计算得到的晃动力和晃动力矩的结果与Flow３D的计算结果体现出较高的吻合度,说明本文建立

的四充液贮箱航天器刚 液耦合动力学模型具有应用于航天工程的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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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充液比２０％晃动力:运动脉动球模型vsFlow３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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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充液比２０％晃动力矩:运动脉动球模型vsFlow３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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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充液比６０％晃动力:运动脉动球模型vsFlow３D

４６４１



图８　充液比６０％晃动力矩:运动脉动球模型vsFlow３D

另外,本文使用运动脉动球模型建立的四充液贮箱航天器刚 液耦合动力学模型在计算液体晃动力和

晃动力矩时的计算效率远高于Flow３D软件的计算效率,编制的 Matlab程序的计算时长在１０分钟以内,

而使用Flow３D仿真软件的计算时间需要３天甚至更长.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应用航天器制导、

５６４１



导航与控制系统的实时控制研究.

３　充液航天器大角度姿态机动仿真计算

在本算例中对充液航天器大角度姿态机动进行数值仿真.使用动量轮实现对航天器的姿态控制,采

用文献 [８]中的姿态机动方式,航天器的初始角速度 NωG
t＝０＝０,初始四元数为

ε(０)＝ ０１７３６ －０５２６４ －０２６３２ ０７８９６[ ] T

目标角速度为 NωG
tar ＝０,目标四元数为ε０＝１,εv ＝０.使用的PD控制器为

Tcon ＝－∑
３

i＝１
TWi ＝－kpεv －kdω

取kp ＝２５０;kd ＝２０００.对单个充液贮箱的航天器进行仿真计算,贮箱的安装位置为

PG∗Ct ＝ ０１８０５ ００ ０４０８５[ ] T

贮箱的充液比为５０％;液体质量 mS 为２００kg;液体密度为１０００kg/m３;运动粘性系数为３×
１０－６m ２/s;表面张力系数为 ００７２ N/m ;贮 箱 的 半 径 为 RT ＝０４６ m ;航 天 器 主 刚 体 的 质 量 为

２０００kg;刚体对其质心惯量主轴的转动惯量为IG
１１ ＝１５００kgm２,IG

２２ ＝３０００kgm２,IG
３３ ＝

３０００kgm２; 动量轮绕各自旋转轴的转动惯量为IW１ ＝２０kgm２,IW２ ＝２０kgm２,IW３ ＝２０kgm２.

对比了考虑液体晃动时和不考虑液体晃动时航天器的姿态机动变化.图９所示为考虑液体晃动和不考

虑液体晃动时航天器角速度的变化历程,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角速度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不同的是,
当存在液体晃动时,航天器角速度存在振荡,航天器到达目标姿态时的时间晚于不考虑液体晃动时的情

况;航天器在到达目标姿态后,液体晃动依然存在很小影响.图１０所示为考虑液体晃动时航天器四元数

的时间历程,在大约２００s左右,航天器已基本运动到目标姿态.

图９　航天器角速度时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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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四元数时间历程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以后的运动脉动球模型,使用 Kane方法,系统地建立了四充液贮箱航天器刚 液耦合动力

学模型.通过对比Flow３D仿真软件计算所得的复杂激励下液体产生的晃动力和晃动力矩结果,验证了模

型的可靠性;同时,编制的 Matlab仿真程序计算效率远高于Flow３D软件的计算效率,本文所研究的模

型可应用于航天工程中的实时控制研究.最后,进行了航天器大角度姿态机动仿真计算,对比了考虑液

体晃动和不考虑液体晃动的情况,可以明显的观察到液体大幅晃动对航天器姿态角速度的影响.因此,
在实际的航天工程总体设计中,应该考虑到液体大幅晃动对航天器控制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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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稀薄流单层翼伞气动流场分析

张　帅　方蜀州　郭　建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摘　要　提出一种将单层翼伞应用于高超声速稀薄流流域的回收策略,以应对航天器返回过程中严

重的气动加热问题,从而实现温和的再入过程.文章采用 DSMC (直接模拟蒙特卡罗)方法,对单层翼

伞周围流场进行了三维定常模拟,着重分析了作为低翼载荷升力体气动减速器的单层翼伞的阻力成分变

化与气动流场结构.实验结果表明,攻角较小时,摩阻占主要地位,而当攻角较大时,波阻占主要地位;
由于明显的稀薄气体效应,稀薄流流域翼伞周围流场激波结构不明显,等温线更趋近于弧状;随着攻角

的变大,激波开始变厚,翼伞前缘处激波开始融合,激波脱体距离变大;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稀薄气

体效应越发明显,激波层不断变厚;随着马赫数的增加,激波结构变化不是十分明显,强度和厚度基本

不发生改变.
关键词　高超声速稀薄流;单层翼伞;DSMC方法;返回回收;流场结构

０　引　言

航天回收一直是航天领域的重点关注问题,航天器的重复使用可以大幅度降低发射成本.目前,除

了传统的圆形降落伞[１],近些年来,国外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用于大气层再入的单层翼伞技术[２].单

层翼伞结构简单、质量轻便,同时具有良好的滑翔性能和操纵性,通过降低翼载荷可以实现再入过程中

温和的气动过载和加热,并实现安全软着陆,在航天器回收方面具有很大应用前景.
单层翼伞的概念首先由Rogallo[２]提出.Taylor[３]对单层翼伞进行了大量的风洞试验,得出了不同飞

行马赫数下的翼伞升阻比.Fournier等[４６]对低速飞行的翼伞进行了大量的风洞试验,得出了翼伞表面的

气动压力分布情况.针对翼伞开伞情况,Libbey[７]对单层翼伞进行了空投试验,实验结果表明,单层翼伞

的结构可以自由展开.国内,李健[８]研究了二维冲压翼伞前缘切口高度和切口角度对气动特性的影响.朱

旭等[９,１０]研究了翼伞平面形状、弧面下反角、翼型以及前缘切口等变量对翼伞气动特性的影响.陆伟

伟[１１]等研究了稳定滑翔阶段翼伞的升阻特性.
相较于冲压翼伞,单层翼伞结构轻巧,便于携带,具有更大的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涉及低密度流

域时,气体密度低,冲压翼伞在短时间内难以冲压成型,内部气压难以维持稳定,极易造成局部塌陷进

而影响使用.而单层翼伞具有龙骨支撑,变形几率小,且在使用过程中开伞简便,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达

到设计飞行的理想状态.张帅[１１１２]等为实现航天器返回和重复使用技术,提出一种将单层翼伞应用于高

超声速稀薄流流域的回收策略.在稀薄流流域使用单层翼伞,可以提高返回航天器的升阻比等气动性能,
从而提高飞行器在高空稀薄流中减速过程消耗能量的比例,降低低空连续流中的最大热流密度,降低热

防护要求和避免结构破坏.本文基于本实验室之前的关于翼伞的研究成果[１１１２],主要对翼伞回收的初始

阶段即高超声速稀薄流动中的阻力成分与气动流场结构进行分析,旨在模拟不同于连续流流域的力 热过

程,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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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物理模型和数值方法

１１　物理模型

本文采用的翼伞模型如图１所示.翼面完全平铺状态下,为４５°前缘后掠的菱形平板.半径为中心龙

骨长度的１％,为０００２m,钝化半径０００２m,翼伞的厚度为０００１m.不同模型的前缘后掠角分别为

４８６°、５２５°和６１６°,翼伞后缘分别呈现为１/４圆弧、１/３圆弧和１/２圆弧,将其分别定义为 Model １,

Model ２,Model ３.

图１　翼伞模型几何示意图

１２　DSMC算法

Bird引入并深入研究了 DSMC方法[１３],其通过追踪大量粒子的运动和碰撞来估算玻尔兹曼描述的物

理现象.每一个模拟粒子代表了大量的真实气体分子,并包含了分子的能量等级和位置矢量、速度矢量、

物理信息,如质量与大小.粒子运动与碰撞在一个时间步Δt内被解耦.在过去的研究中,相关学者已经

进行了大量的DSMC可行性验证工作,这其中包括对一些非常著名的并行 DSMC求解器的验证,比如

DAC和DSMC FOAM 等[１４].本文稀薄流流域仿真DSMC计算程序采用美国Sandia国家实验室的开源

SPARTA (StochasticParallelRarefied gasTime AccurateAnalyzer)程序,中国并行技术计算中心的

１２８核处理器工作站来进行数值模拟计算.

计算域的大小设置为５C×５C×３C,C为翼伞中心弦长.采用Δx表征划分网格的边长,λlocal 表征局部

平均自由程,根据Bird的经验,当Δx/λlocal 大于０３３,即网格尺寸约为局部平均自由程１/３倍时,计算

即可满足精度要求[１３].图２给出了翼伞中心龙骨二分之一处沿展向剖面的流场网格划分情况,黑色部分

为翼伞表面轮廓,绿色部分为流场网格.从中可以看出,在翼伞迎风面靠近壁面处,特别是两翼前缘和

中心龙骨附近,网格进行了自适应加密,而远场处网格比较稀疏.

２　仿真校验

采用７０°钝锥飞行器模型进行三维模拟计算,其为火星探路者 (MarsPathfinder)探测飞行器的简化

缩比模型.在之前的工作中,JAllegre,DBisch以及JCLengrand等[１５]选取该模型进行了多组独立风

洞稀薄气体流动实验,给出了大量传热的可用于验证的实验数据,相应的计算工况可参照文献 [１５].模

型主要由头部７０°的三角钝锥和后缘的长形钉杆组成,其参数示意图如图３所示,低密度SR３风洞实验中

测试点分布情况如图４所示.模型中,测试点热流为测试点到前缘驻点距离S 的函数,文中对该距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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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网格划分示意图

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S/Rn .计算中,采用基于笛卡尔坐标系的结构网格,一级全局网格尺寸划分为

８００×８００,二级网格采用局部自适应技术进行划分,根据粒子的平均自由程在锥体迎风头部位置进行加

密划分.周向以及右边界条件采用自由出流边界,左边界条件为自由来流边界,来流方向平行于钉杆上

表面.

图３　SPARTA仿真验证构型

图４　测量点分布

图５ (a)和５ (b)分别给出两组实验条件下SPARTA计算得到的热流密度分布与实验值的对比.由

图可知,在三角锥头部热流密度较高,驻点处峰值热流约为１０~２０kW/m２,且在整个头部迎风面,热流

均保持同一较高水平,肩部的热流密度急剧降低,而在钉杆处又有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流经肩部

的气体发生气动分离,流场参数变化梯度变大,SPARTA 仿真计算得到的数据与实验数据一致性不佳,
局部流场捕捉不够理想,仿真数据要低于实验数据.但数据整体上一致性较好,一定程度上证明了

SPARTA计算程序的正确性与可靠性.
图６给出第一组工况下SPARTA计算得到的温度云图,从总温图中也能明显地看到弓形激波、分离

区以及回流区等流场特征结构,这也说明了SPARTA在流场结构捕捉方面的能力,温度场在头部肩部处

有较为明显的气动分离,此流域的气动模拟也对SPARTA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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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实验数据对比图

图６　温度云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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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讨论

文中计算的边界采用自由出流边界,计算来流气体为 O２、N２以及 O的混合气体,各组分占比分别为

２０９８％、７８６７％以及０３５％,来流速度为７６３０m/s,温度１８６８K,分子数密度７１１６２×１０１９/m３,
能量转换采用Larsen Borgnakke模型,分子碰撞模型采用 VHS模型,分子与壁面碰撞模型采用完全热

适应漫反射模型,模型表面温度为３００K.

３１　不同攻角下气动流场分析

图７ (a)和７ (b)给出了不同模型的摩阻系数、波阻系数以及阻力成分占比情况分布图.从图中可

以看出,随着前缘后掠角的增加,翼伞的激波阻力系数不断减小,而摩擦阻力系数却不断增大.当攻角

较小时,摩阻在总阻力中占主要地位;当攻角较大时,波阻占主要地位.这也导致了在小攻角范围内,
前缘后掠角小的翼伞具有更低的阻力系数,在较大攻角时前缘后掠角大的翼伞反而具有更低的阻力系数.

图７　不同模型阻力系数与占比情况分布

图８为翼伞在完全展开情况下,Model １模型在１０°、３０°以及５０°攻角时,沿展向剖面 (二分之一中

心龙骨处)的流场压强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连续流中观察到的薄激波层在稀薄流中开始变宽变

厚,激波结构变得不是十分明显.当攻角比较小时,激波结构主要由三个弓形激波组成,分别分布在两

侧前缘和中心龙骨处,而随着攻角的增大,激波开始发生融合,形成一个单独的激波,并覆盖整个翼伞,
使得翼伞的阻力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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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攻角压力云图分布

选取翼伞模型 Model １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不同攻角下的温度流场特性进行了分析.图９为 Model １
在１０°、３０°、５０°以及７０°攻角下,沿展向剖面 (二分之一中心龙骨处)的流场温度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其激波结构随攻角的变化和压力云图一致.随着攻角的增大,迎风面对来流的压缩作用明显增大,
流场温度呈上升趋势.

图１０为 Model １在３０°攻角下,在１/５、２/５、３/５、４/５翼展处沿弦向剖面的流场温度分布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由于翼伞采用的是锥形翼面,沿翼展方向翼伞模型的弦向剖面与来流的攻角不断减小,因

此,越靠近翼尖部分,升力损失越大,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流动分离,提高了翼伞的抗失速能力.
之前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翼伞的失速攻角在６５°以上[１２].不同翼展处表现出的流场温度特征具有很高的相

似度,由于压缩波的影响,模型下表面形成局部高温区域,并从前缘一直向后延伸,而上表面气流经过

膨胀后温度明显降低,这和平板的流场模拟结果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也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

三维平板的计算结果来模拟分析翼面松弛程度较小的翼伞三维流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结构相似,
但是量值会存在差异.

图９　不同攻角温度云图分布

图１０　不同翼展位置温度云图分布

３２　不同高度下气动流场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单层翼伞在高空稀薄大气中的气动特性,本节选取气动性能最好的翼伞模型 Model
１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单层翼伞稳定飞行时的气动特性随飞行高度的变化规律.大气密度随着高度的增

加而逐渐减小,高度越高,气体越稀薄.为了进一步了解气体稀薄效应对单层翼伞气动流场特性的影响,

本节模拟了翼伞９０~１１０km 高度的再入过程,来流克努森数 (以翼伞的中心龙骨长度L ＝０２m 为参

考)从０１１９增加到３９４,处在过渡流区域.由文献 [１６]的飞行实验数据可知,航天器在这一高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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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速度基本保持不变,为７６３０m/s.
图１１ (a)和１１ (b)给出了固定模型在不同高度时的摩阻系数、波阻系数以及各阻力成分占比情况

分布图,由变化曲线可知,在攻角比较小时,翼伞的激波阻力系数受气体稀薄程度影响较小,这是因为

在小角度飞行时,激波结构相似造成的.而达到一定攻角后,激波阻力系数随着高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而在整个研究的攻角范围内,摩擦阻力系数随着高度的增加而明显上升.随着攻角的增大,摩擦阻力在

总阻力中的占比不断减小,由于气体稀薄效应造成的阻力增加趋势明显下降.

图１１　不同高度阻力系数与占比情况分布

图１２给出了攻角为３０°时,不同高度下 (８０~１１０km)翼伞模型沿展向剖面 (二分之一中心龙骨处)

的流场温度分布图,为了增加对比度,对８０km 高度处翼伞周围流场也进行了模拟.从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大气密度急剧减小,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在翼伞两侧前缘出现的弓形激波厚度

不断增加,并且逐渐发生融合.这是因为随着大气稀薄程度的增加,分子的平均自由程不断变大,气体

分子与物体表面的碰撞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分子之间的碰撞对流场结构的影响逐渐减弱,激波结构也变

得不明显.此外,随着高度的增加,来流压强不断降低,导致激波逐渐远离翼伞表面并不断向外扩张,

翼伞表面附近温度也随之降低.

在航天器再入的初始阶段,由于高空大气比较稀薄,航天器速度虽然很高,但温度却保持在较低的

水平,随着高度的降低开始进入空气密度高的区域,流场温度向翼伞模型表面传递的热流开始激增,此

时会产生严重的气动加热问题,因此控制航天器的下降速度,防止其过快进入空气密度高的区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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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缓解再入过程中的气动加热问题.

图１２　不同高度下温度云图分布

３３　不同速度下气动流场分析

图１３ (a)和图１３ (b)分别为不同马赫数翼伞摩阻系数和波阻系数以及各自在总阻力中的占比随攻

角的变化曲线.从图中曲线可以看出,在研究的攻角范围内,激波阻力系数几乎不受来流马赫数的影响.
而摩擦阻力系数在较小攻角时,随着马赫数的增大而减小,当超过一定攻角以后,趋势开始发生逆转,
马赫数越大,摩擦阻力系数也越大.由于摩擦阻力系数在总阻力系数中的占比随着攻角的增加而不断减

小,这种差异在总阻力中的表现被弱化,因此马赫数效应对总阻力系数的影响很小.

图１３　不同马赫数阻力系数与占比情况分布

图１４给出了攻角为３０°时,在不同马赫数下 (８~２８)翼伞模型沿展向剖面 (二分之一中心龙骨处)
的流场温度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马赫数的增加,激波结构变化不是十分明显,强度和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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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发生改变,这也解释了翼伞的激波阻力系数基本不受马赫数的影响的原因.此外,流场的最高温

度随着马赫数的增大而不断上升,从马赫数８时的接近２０００K上升到马赫数２８时的接近１８０００K.背

风区受来流的影响较小,在翼伞上表面背风区靠近中心龙骨处,流场温度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由于流场温度值受马赫数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降低速度是有效减小流场气体温度传热的关键.

结合上一节温度流场与高度的变化关系可知,在翼伞再入过程中,应尽可能控制下降速度,防止因高度

下降过快进入空气密度高的区域,同时尽可能利用空气阻力对翼伞进行减速,将再入时所具有的能量尽

可能消耗在高空稀薄区域,从而缓解再入过程中的气动加热问题.

图１４　不同速度下温度云图分布

４　结束语

本文基于之前的研究工作,主要对翼伞回收的初始阶段即高超声速稀薄流动中的阻力成分与气动流

场结构进行分析,旨在模拟不同于连续流流域的力 热过程,结论如下:

１)随着前缘后掠角的增加,波阻系数不断减小,摩阻系数不断增大.当攻角较小时,摩阻在总阻力

中占主要地位.不同翼展处表现出的流场温度特征具有很高的相似度,模型下表面形成局部高温区域,
并从前缘一直向后延伸,而上表面气流经过膨胀后温度明显降低.

２)在攻角比较小时,翼伞的波阻系数受气体稀薄程度影响较小,而摩阻系数随着高度的增加而明显

上升.随着攻角的增大,摩擦阻力在总阻力中的占比不断减小.飞行高度越高,翼伞两侧前缘出现的弓

形激波厚度不断增加,并且逐渐发生融合.且激波逐渐远离翼伞表面并不断向外扩张,翼伞表面附近流

场温度也随之降低.

３)激波阻力系数几乎不受来流马赫数的影响,马赫数越大,摩擦阻力系数越大.随着马赫数的增

加,激波结构变化不是十分明显,强度和厚度基本不发生改变,但流场的最高温度随着马赫数的增大而

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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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dynamicflowfieldanalysisofsingle skinned
parawinginhypersonicrarefiedflow

ZHANGShuai,FANGShu zhou,GUOJian
SchoolofAerospaceEngineering,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

　　Abstract　 Arecoverystrategyofsingle skinnedparawinginhypersonicrarefiedflowregimeis

proposedtosolvetheseriousaerodynamicheatingproblemduringthespacecraftreentryprocess,soasto
achieveamildreentryprocessInthispaper,DSMC (DirectSimulationMonteCarlo)methodisusedto
simulatethethree dimensionalsteadyflowfieldaroundthesingle skinnedparawingwhichisusedasa
low wingloadliftingbodyaerodynamicreducer,andthevariationinthedragcomponentandthe
aerodynamicflowfieldstructureofthesingle skinnedparawingareanalyzedemphaticallyTheresults
showthatwhentheangleofattackissmall,frictiondragplaysadominantrole,whilewhentheangleof
attackislarge,wavedragplaysadominantroleDuetotheobviousrarefiedgaseffect,theshockwave
structureoftheflowfieldaroundtheparawingintherarefiedflowregimeisnotobvious,andthecontour
linetendstobecirculararcshapeWiththeincreaseofangleofattack,theshockwavebeginstothicken,

andtheshockwavebeginstofuseattheleadingedgeoftheparawing,andthedetachmentdistanceofthe
shockwavebecomeslargerWiththeincreaseofflightaltitude,therarefiedgaseffectbecomesmore
obviousandtheshocklayerbecomesthickerWiththeincreaseofMachnumber,thechangeofshock
wavestructureisnotveryobvious,andthestrengthandthicknessnearlydonotchange

Keywords　 Hypersonicrarefiedflow;Single skinnedparawing;DSMC method;Returnand
Recovery;Aerodynamicflow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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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重构算法的时间离散方法研究

郭忠昌　刘　君

大连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摘　要　本文基于通量重构算法开展时间离散格式研究,对比了３阶 Runge Kutta方法和钟万勰院

士提出的精细积分方法.通量重构算法 (FR)在时间离散方法上通常采用３阶 Runge Kutta法或４阶

Runge Kutta法,为了使时间离散方法与高精度空间离散方法相匹配,本文选取精细积分方法开展研究.
通量重构方法得到的半离散化方程是非齐次方程的形式,本文采用增维方法将非齐次微分方程转化为齐

次微分方程,在实施精细积分过程中不必进行矩阵求逆,大大降低了计算量,有利于编程实现.对比

Runge Kutta方法和精细积分方法的结果,验证了将增维精细积分法应用到通量重构算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　通量重构方法 (FR);Runge Kutta法;精细积分法;增维方法

０　引　言

在计算流体力学领域,低阶方法精度较低,但稳定性和收敛性较好,因此它们通常被用于实际计算.
高阶 (三阶及以上)方法相对于低阶方法在达到相同误差水平的情况下所需的计算量更少,但它们更复

杂,鲁棒性较差.改进高阶方法以及开发具有更优性能的新方法的需求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２００７
年 Huynh[１][２]提出通量重构 (FR)方法,利用通量重构方法将DG方法和交错网格法两种方法连接起来,
得到了两种方法的简化形式.２０１０年Castonguay等[３]提出了一类新的一维能量稳定的格式,该方法具有

物理背景明确、无需添加人工耗散项、格式精度高等特点,能有效避免非物理解的产生,是一种求解双

曲型守恒律方程的有效方法.２０１７年Jameson等[４]介绍了一种高阶数值方法直接通量重构 (DFR)方案,
对通量重构方法进一步改进.近些年来经过多位学者的研究,通量重构方法的高精度空间离散方法不断

改进,Huynh[２]介绍了FR方法得到的几种高阶方法的简化形式,其中 DG方法的简化形式在空间层上可

以达到１０阶;２０１１年王志坚等[５]将FR思想和PNPM 思想推广到非结构网格中,提出了PNPM CPR
算法,该方法计算一维波动方程时,P１PM CPR可以到达５阶精度,P２PM CPR可以到达８阶精度.
然而,目前关于FR方法的时间离散方法通常采用 Runge Kutta方法,该方法通常可以达到三阶或四阶

精度,但是很难实现五阶精度或者更高精度,因此,Runge Kutta法并不能与更高阶精度的空间离散方

法相匹配.为了进一步完善FR方法的高阶方法,本文在通量重构方法的时间离散方法上做了新的探索.
目前所有关于通量重构方法的算法通常应用３阶Runge Kutta方法进行时间离散,而本文采用了钟

万勰院士[６]提出的精细积分方法.谭述君等[７]总结精细积分求解非齐次常微分方程的方法,处理非齐次项

主要有两类方法:其一是对非齐次项直接数值积分,其二是采用增维方法.由于通量重构方法半离散化

后的形式复杂,直接积分非齐次项处理起来较为困难,所以本文采用了顾元宪等[１０１１]介绍的一种精细积

分的增维方法,对于常系数非齐次常微分方程,增维精细积分法避免了矩阵求逆,同时提高了数值计算

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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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FR方法简介

本文介绍通量重构方法在一维情形下的基本思想.算法详细介绍 Huynh等的文献[１].
一维标量双曲线方程如下

ut＋fx ＝０ (１)
初始条件u(x,０)＝uinit(x)是周期性的.

１１　计算区域划分

将全局计算域Ω 划分成N 个单元,每个单元Ωn ＝{x|xn ＜x ＜xn＋１},即

Ω＝∪
N－１

n＝０
Ωn,∩

N－１

n＝０
Ωn ＝∅ 　 (２)

单元宽度hj ＝xn＋１－xn .

１２　构造半离散格式

通量重构算法构造半离散形式大致分为以下五步:
第一步:为了方便计算,将单元计算域Ωn 映射到局部计算单元Ωs＝{ξ|－１＜ξ＜０},映射函数为

x＝
１－ξ

２
æ

è
ç

ö

ø
÷xn ＋

１＋ξ
２

æ

è
ç

ö

ø
÷xn＋１ 　 (３)

第二步:在解点上构造拉格朗日插值基函数

φk(ξ)＝ ∏
K

l＝１,l≠k

ξ－ξl

ξk －ξl
(４)

根据上式便可以构造出解点处的间断解式 (５)和近似间断通量式 (６),构造出的解和通量在单元界

面上通常是不连续的.

uδ
j(ξ)＝∑

K

k＝１
uj,kφk(ξ) (５)

fδ
j(ξ)＝∑

K

k＝１
fj,kφk(ξ) (６)

第三步:根据式 (５)应用黎曼求解器计算单元边界处的通量,用fδI
L 和fδI

R 表示单元左右边界处的

通量.
第四步:构造修正函数,修正单元左右边界处间断通量,用gLB(ξ)和gRB(ξ)表示左右边界处的修正

函数.修正函数具有以下性质

gLB(－１)＝１,gLB(１)＝０ (７)

gRB(－１)＝０,gRB(１)＝１ (８)

gLB(ξ)＝gRB(－ξ)(ξ≠±１) (９)
第五步:计算解点处散度.

(Fξ)j,k ＝(fδ
ξ ＋[fδI

L －fj(－１)]g′LB(ξk)＋[fδI
R －fj(１)]g′RB(ξk) (１０)

于是就可以得到如下半离散的形式

Əuj,k

Ət ＝－
２
hj

(Fξ)j,k (１１)

２　时间离散方法

２１　Runge Kutta法

目前关于通量重构算法的时间离散方法通常采用式 (１２)３阶 Runge Kutta法,也有部分学者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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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３)４阶Runge Kutta法.

u(１)＝u(n)－ΔtRes(u(n))

u(２)＝
３
４u(n)＋

１
４ΔtRes(u(１))

u(n＋１)＝
１
３u(n)＋

２
３u(２)＋

２
３ΔtRes(u(２))

(１２)

u(１)＝u(n)－
Δt
４

Res(u(n))

u(２)＝u(n)－
Δt
３

Res(u(１))

u(３)＝u(n)－
Δt
２

Res(u(２))

u(n＋１)＝u(n)－ΔtRes(u(３))

(１３)

２２　精细积分法

钟万勰院士提出的精细积分方法原理如下:

已知tk 时刻的物理量 uj{ }k ,若时间步长为 Δt,根据常微分方程理论,时间推进一步tk＋１ ＝tk ＋
Δt后

uj{ }k＋１＝exp(HΔt) uj{ }k 　 (１４)

提高Y＝exp(HΔt)的计算精度,根据指数函数加法定理

Y＝exp(HΔt)＝[exp(HΔt/m)]m (１５)

式中,m 为正整数,一般取２N ,对于τ＝Δt/m 的区间,进行泰勒展开

exp(Hτ)≈I＋Ya 　 (１６)
由于Ya 与单位阵I相比非常小,容易被计算机当作尾数,舍入操作,因此先将 Y分解,直到分解到

(I＋Ya)相乘

Y＝(I＋Ya)２N ＝(I＋Ya)２N－１ (I＋Ya)２N－１ ＝ (１７)

注意到 (I＋Ya)(I＋Ya)＝I＋(２Ya＋YaYa).
上式的N 次乘法相当于进行了N 次迭代

for(i＝０;i＜N;i＋＋)Ya＝２Ya＋YaYa
循环结束后,再执行:Y＝I＋Ya
由于此时Ya 已是所有小量之和,没有严重的舍入误差,代入求解k＋１时刻的物理量 uj{ }k＋１ ＝Y

uj{ }k ,以上便是精细积分求解过程.

２３　增维精细积分法

将式 (１１)展开为式 (１８)

u ＝Au＋b (１８)

式中A＝－
１
Jn

l′１(ξ１)l′２(ξ１)l′K(ξ１)


l′１(ξi)l′２(ξi)l′K(ξi)


l′１(ξK)l′２(ξK)l′K(ξK)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b＝－
１
Jn

(f̂δI
L －f̂δD

L )g′LB(ξk)＋(f̂δI
R －f̂δD

R )g′RB(ξk)[ ]

因为式 (１８)中非齐次项的存在,所以无法直接按照精细积分法的原理进行计算.为了应用精细积

分方法求解非齐次方程,人们对非齐次项的处理作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两类方法:其一是对非齐次项数

值积分求解[７９];其二是增维精细积分方法[１０１１].因为式 (１８)中非齐次项的具体表达公式很难求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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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用第一类方法直接对非齐次项积分,所以本文采用了增维的方法,非齐次项也看作状态变量,从而

将非齐次方程增维为齐次方程进行求解.
增维方法主要思想是引入一个新的变量un＋１ ≡１,则un＋１＝０.将如同式 (１８)的非齐次方程增加一

维转换成如同式 (１９)的齐次方程形式.
由于上式是非齐次微分方程,精细积分方法时间推进时需要进行增维变换

d
dt

u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A b
０ 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u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９)

于是得到了齐次微分方程v＝Hv,其中v＝
u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便可按照２２节中介绍精细积分法原理对齐次方

程求解.

３　数值实验

针对一维Burgers方程进行算例验证

控制方程

ut＋ux ＝０
u(x,０)＝exp[－４０(x－０５)]{ 　 (２０)

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

３１　精细积分法与３阶R K法的对比结果

单元格数为１００,时间步长dt＝００００２５,t＝１００,精细积分法选择合适的参数N. 图１和图２是单

元解点个数为k＝２和k＝３的精细积分法与三阶R K法的对比结果.其中u 与x 均为无量纲量.

图１　k＝２时两种方法曲线 图２　k＝３时两种方法曲线

观察图１、图２可以发现,当k＝２时,两种方法的结果都会产生严重的耗散;当k ＝３时,两种方

法的计算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且与精确解十分吻合.
表１给出了两种方法的运算效率的比较,数据显示,３阶 Runge Kutta法的计算效率比增维精细积

分法的计算效率高,并且随着参数k 值的增大,两种方法计算效率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这一结果不难理

解,由于将精细积分算法应用在FR方法中增加了大量矩阵的运算,算法矩阵的维度随着k值的增大而增

大.因此,在计算效率方面,增维精细积分法与３阶Runge Kutta法相比略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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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种方法CPU时间对比

方法 ３阶 Runge Kutta法 增维精细积分法

k＝２ １５２７２５s １５６６２５s

k＝３ ２１２４７３s ２２３７０５s

３２　参数N 对计算精细积分法结果的影响

取单元解点数k＝３,单元格数为１００,时间步长为dt＝００００２５,在t＝１００时刻的解u .结果如图

３所示.其中u 与x 均为无量纲量,u０ 表示初始时刻t＝０的值 (因为控制方程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所

以u０ 作为方程的精确解).
观察图３中的曲线不难发现,随着参数N 的增大,精细积分法的结果逐步收敛于精确解.参数N 取

值为１２时结果基本收敛.

３３　参数k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不同k值 (划分标准单元的解点个数),在t ＝１００时刻的解u ,单元格数１００,时间步长 dt＝
００００２５.结果如图４所示.其中u 与x 均为无量纲量.

图３　不同参数 N 值精细积分法曲线 图４　不同参数k值精细积分曲线

观察图４可以发现,当k＝２,即格式空间精度为２阶时,耗散较为严重;当k＝３、４时,计算的波

形与精确解十分吻合.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一维Burgers方程进行数值实验,根据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增维精细积分法的计算波形

随着 N值的增大逐渐收敛于精确解,虽然计算效率相较３阶Runge Kutta方法略显不足,但是其计算收

敛后的结果与３阶Runge Kutta方法的计算波形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本文验证了将精细积分时间离散方

法应用于通量重构算法的可行性,丰富了通量重构方法的高精度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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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imeDiscreteMethodof
FluxReconstructionMethod

GUOZhong chang,LIUJun
Department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Abstract　Thispaperisbasedonthefluxreconstructionalgorithmtostudythetime discreteformat,

andcomparesthe３rd orderRunge Kuttamethodwiththepreciseintegration methodproposedby
AcademicianZhong WanxieThefluxreconstructionalgorithm (FR)usuallyadoptsthethird order
Runge Kuttamethodorthefourth orderRunge KuttamethodinthetimediscretemethodInorderto
matchthetimediscretemethodwiththehigh precisionspatialdiscretemethod,thispaperselectsthe

preciseintegrationmethodforresearchThesemi discreteequationsobtainedbythefluxreconstruction
methodareintheform ofnon homogeneousequationsInthispaper,theincrement dimensional
methodisusedtotransformthenon homogeneousdifferentialequationsintohomogeneousdifferential
equationsItisunnecessarytoperformmatrixinversionintheprocessofimplementingpreciseintegration,

whichgreatlyreducesTheamountofcalculationisconducivetotherealization ofprogramming．
ComparingtheresultsoftheRunge Kuttamethodandthepreciseintegrationmethod,thefeasibilityof
applyingtheincrement dimensionalpreciseintegrationmethodtothefluxreconstructionalgorithmis
verified

Keywords　FluxReconstructionmethod(FR);Runge Kuttamethod;PreciseIntegrationmethod;

Increment dimensional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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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偏差线性化建模的飞控系统设计缺陷分析和检测

吕俊巧１　张　清１　于铁军１　王盼盼１　邢立伟２

１北京京航计算通讯研究所;２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针对传统的小偏差假设条件下的飞行力学建模和控制系统线性化的设计方法,结合实际飞

行参数和控制能力的偏差分析,定位出传统的设计方法在大攻角条件下鲁棒稳定性方面的缺陷,并通过

故障模式分析、故障注入设计和测试用例的执行与结果分析,给出飞控系统设计优化准则建议.
关键词　小偏差线性化;飞控系统;大攻角;故障检测;稳定性

０　引　言

随着现代飞行包络的不断扩展,飞行参数变化更加剧烈,带来大扰动和高动态等问题.因此,传统

的小扰动假设条件下的建模和控制系统设计在保障飞行系统的鲁棒稳定性方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常

用的数学仿真和半实物仿真方法能够满足部分的工程拉偏分析,但均具有局限性.在此,本文通过分析

外部干扰因素和系统建模设计的潜在缺陷,结合工程实际,将不同的故障注入结果与理论值进行比对分

析,达到定位系统设计潜在缺陷的目的[１].

１　传统的小偏差线性化建模

１１　基于小偏差线性化建模的飞行控制律设计方法

目前工程应用中进行飞控系统的控制律设计时,会采用小偏差线性化模型和冻结系数法及假设某一

飞行阶段的参数变化很小,忽略俯仰、偏航、滚动三通道相互间的部分耦合影响,得到简化的六自由度

刚体动力学模型 [如式 (１)和式 (２)].而后在飞行剖面上分段选出多个典型特征点 (如飞行弹道边

界、状态切换点、机动爬升或者转弯点等),进行线性化,从而实现控制器的设计,这种传统的分析和设

计方法,在很长的工程实践中证明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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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基于小偏差线性化建模的设计风险分析

随着现代飞行包络的不断拓展,简化的小偏差建模和凭经验选取特征点的方法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

和标称模型的不准确性越来越多,进而影响到控制系统的鲁棒稳定性,甚至影响到飞行试验的成败.从

理论分析和工程经验的角度,主要的设计风险点如下.

１)飞行控制系统的实质是时变非线性系统,当飞行包络增大后,非线性变化的影响加剧,传统的分

段小偏差建模方法的适应性下降.

２)选取特征点,目前仍然主要依赖于经验,缺少准确的理论依据.若选取过多的特征点,易导致控

制结构过于复杂,若特征点过少,则在状态切换时可能影响稳定性等性能,甚至会出现控制发散.

３)控制律的设计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气动动力控制结构等各分系统的传统经验,增益调度方法设计控

制器的系数并不能解决建模偏差和全飞行包线的稳定性评估.

４)广泛采用的蒙特卡洛仿真、半实物仿真、带飞试验、大系统联调试验等,都会随着参数的增多造

成测试覆盖率的下降,并不能保证获得系统的最坏情况或者边界情况等.

５)实际中,飞行系统是多变量系统,如果不能充分考虑各通道之间的耦合,采用增益和相位裕度等

分析控制性能是不充分不准确的.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的小偏差建模条件下,飞行控制律存在较多的设计风险,某些特定条件下,很

可能被激发,造成飞控失效.

２　小偏差线性化建模的飞控系统设计缺陷检测

在此以某飞控系统为例,分析助推器分离后的特定条件下,飞行参数超出小偏差范围后的控制系统

性能变化,从而定位设计缺陷,并提出相应的设计建议[２].

２１　气动控制性能在大攻角侧滑角条件下的变化分析

在助推器分离时刻之前,设计的爬升律中攻角和侧滑角较小,当助推器分离后,需要快速爬升,此

时进入大攻角飞行状态,此时滚转耦合干扰力矩随攻角的变化曲线如图１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攻角较小时的耦合干扰量不大,当攻角增大时,耦合干扰量明显增加,非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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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滚转耦合干扰力矩随攻角的变化曲线

强烈,若通过直接外插的方式获取该数据,将给气动模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２２　基于小偏差建模和大攻角飞行条件下控制能力影响分析

将实验中助推器分离后短时间内的攻角、侧滑角、马赫数、舵偏角等数据代入小偏差建模下的理论

气动数据插值表,并且计算实际的总滚转力矩和总航向力矩,与小偏差设计的理论力矩相比较,得到如

图２的结果.

图２　实际与理论偏差对比

图２中,黑色曲线为大攻角下的实际偏航力矩和滚转力矩,中虚线为理论设计曲线,细点线为两者偏

差.可以看出,实际中出现了较大的预计之外的干扰力矩,超出了航向和滚转的控制能力,造成滚转和

航向偏转角的增长,而航向偏转角的增长造成侧滑角增大,随之而来的是操纵面产生的 MY、MX继续增

大,进一步增大滚转角、航向偏转角和侧滑角,循环作用,最终导致滚动发散.

３　故障注入和缺陷检测

３１　故障模式分析和故障注入

从第３节中的分析可以看出,实际中级间分离后存在多种偏差和干扰因素会导致飞行偏离理论轨迹,

影响状态切换和飞行时序的准确实现,其中大姿态角和耦合干扰是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构建助推器分离

后的大攻角输入作为故障注入,进行系统验证和测试,从算法和系统工作流程入手,重点关注状态切换

点可能触发的异常分支,发现系统设计和程序实现中潜在的逻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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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为助推器分离后短时间内的故障注入以及飞行参数影响分析.其中红色虚线部分为攻角超过气动

数据中攻角插值边界后的异常分支流程,主要影响了气动数据的准确性和控制律的适用性,通过实际测

试结果可以看到最终导致飞控发散.

图３　故障注入和异常分支流程示意图

３２　测试用例设计和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进行测试用例设计,验证助推器分离后大攻角条件下可能触发的故障模式.
通过程序插桩在助推器分离后短时间内逐渐增大爬升律中的程序信号,使得攻角从alpha０开始较快

的递增到alpha５,验证软件在状态切换点的大攻角异常处理功能.其中alpha３是图１中的耦合力矩随攻

角转为非线性变化的阈值.设计具体用例参见表１.
分析测试未通过的原因是攻角超过一定阈值后,原有的气动数据模型数据失真,导致飞行参数的计

算失真,同时建模中未曾考虑到的耦合力矩非线性变化剧烈,控制律的适应能力的局限性增大,反映出

建模偏差和控制律鲁棒性差等设计缺陷.

表１　测试用例和执行结果

序号 测试输入(攻角) 期望测试输出 实际测试结果 测试结论

１ alpha１ 三通道控制系统稳定 三通道控制力矩和飞行参数与理论一致,系统稳定 通过

２ alpha２ 三通道控制系统稳定 三通道控制力矩和飞行参数与理论基本一致,系统稳定 通过

３ alpha３ 三通道控制系统稳定 三通道控制力矩和飞行参数与理论偏差较大,系统稳定 通过

４ alpha４ 三通道控制系统稳定 三通道控制力矩和飞行参数与理论偏差过大,系统基本稳定 通过

５ alpha５ 三通道控制系统稳定 三通道控制力矩和飞行参数与理论偏差过大,系统发散 通过

４　结　论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当飞行状态切换后,可能引起一些飞行参数变化较大和气动模型偏差较大,
在原有气动数据基础上的控制器的能力也相应的出现局限性,导致控制发散,说明小偏差线性化建模的

飞行控制系统设计存在缺陷.所以在设计前期需要增加气动数据对大角度情况的覆盖,在设计控制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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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加提升鲁棒稳定性的设计,比如用自抗扰控制取代传统的增益调度PID控制器等[３].

参 考 文 献

[１]　倪茂林,吴宏鑫线性不确定系统的鲁棒稳定控制器设计 [J]．自动化学报,１９９２,１８ (５):５８５ ５８９
[２] 尹浩,于秀山程序设计缺陷分析与实践 [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 伍振宇基于虚拟飞管系统的故障注入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２０１７．
[４] NI M L,WU H XA RICCATIEQUATION APPROACH TO THE DESIGN OF LINEAR ROBUST CONTROLLERS [J]．

AUTOMATICA,１９９３,２９(６):１６０３ １６０５．
[５] 刘春,边德勇,王巍,基于小扰动理论的潜航器动力学建模及仿真 [J]．计算机仿真,２０１９,８:２０ ２４．

Analysisofdesigndefectsinflightcontrol
systemswithsmalldeviationlinearizationmodeling

LYUJun qiao１,ZHANGQing１,YUTie jun１,WANGPan pan１,XINGLi wei２

１BeijingJinghangResearchInstituteofComputingandCommunication;

２BeijingElectro MechanicalEngineeringInstitute

　　Abstract　 Fortheflightmechanicsmodelingandcontrolsystemlinearizationdesignmethodunder
thetraditionalsmalldeviationhypothesis,basedonthedeviationanalysisofactualflightparametersand
controlcapability,thedefectsofrobuststabilityoftraditionaldesignmethodunderbigattackangle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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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式飞行器不同绕流状态的底部流动特征

朱德华　沈　清　杨武兵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摘　要　再入式飞行器在不同雷诺数条件下会出现层流、转捩以及湍流流动状态,本文采用大涡模

拟方法细致地刻画了类神舟返回舱外形不同绕流状态下的底部流动形态以及稳定性特征,从肩部剪切失

稳、底部分离失稳、尾迹发展区以及远尾迹区的耦合失稳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其底部流动特征的异同.结

果表明:不同绕流状态下类神舟返回舱外形的底部流动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在低雷诺数条件下类神舟返

回舱外形绕流基本为层流状态,其肩部剪切层失稳较晚,底部分离区较大,尾迹区域类卡门涡街的振荡

幅值较小;在高雷诺数条件下类神舟返回舱外形绕流存在转捩和湍流行为,其肩部剪切层失稳迅速,底

部分离区较小,尾迹区域类卡门涡街的振荡幅值较大;低和高雷诺数条件对肩部剪切失稳模式存在明显

影响,对底部流动结构失稳模式影响较小.
关键词　尾迹;返回舱;再入过程;底部流动

０　引　言

再入式飞行器如返回舱、弹头等都存在飞行稳定问题.由于底部流动失稳会产生非定常振荡的气动

力,会造成飞行器的非定常振动,因此底部流动的稳定特征是再入式飞行器稳定飞行的关键影响因素

之一.
由于再入式飞行器底部流动的数值模拟同时面临着分离和转捩等复杂物理现象,经典的数值模拟方

法往往不能准确的获得底部流动失稳特征.而风洞试验方面试验模型需要支撑机构,模型支撑对底部流

动失稳特征影响很大,会造成底部流动物理现象失真.因此人们在底部流动失稳现象观察与失稳机理认

知等方面一直存在理论认识上的不足和偏差.
近年来随着数值模拟能力的提升以及风洞试验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再次针对再入式飞行器底部流

动的特征开始了探索研究.在风洞试验方面,Herrin和 Dutton[１]对马赫数２５的超声速底部流场近尾迹

区域复杂流动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Bourdon和 Dutton[２]利用平面激光成像技术获得了超声速底部流场

近尾迹区域瞬时流动的图像;Danehy[３][４]等采用平面激光诱导荧光的技术研究了返回舱底部流动特征,

其发现返回舱肩部剪切层会存在层流、转捩以及湍流的形态特征,并且会对底部流动产生影响.钝体外

形的底部流动的试验研究还有一些类似的代表性工作如 Gregory[５]、Nishio[６]等,其试验测量的目的均为

认识底部流动特征.在数值模拟方面,高精度数值模拟方法是底部流动特征认知的主要研究工具.

Matthew MacLean[７]等针对返回舱外形进行了层流与湍流状态的数值计算,采用的是 US３D 代码中的

DES方法,获 得 了 不 同 流 动 状 态 下 的 模 型 表 面 压 力 和 热 流 信 息 并 与 试 验 进 行 了 比 对;Shingo
Matsuyama[８]等采用大涡模拟 (LES)方法针对火星进入舱外形进行了数值模拟,揭示了底部流动稳定性

研究受网格疏密程度、计算方法以及流动状态影响;Brock[９]等利用 RANS及 RANS/LES方法对高速返

回舱的底部流动进行了数值模拟,获得了返回舱底部流动的层流到湍流的数值结果.针对钝体外形底部

流动的数值模拟研究还有一些代表性的工作如 Datta[１０],Sandberg[１１],Sivasubramanian[１２],Simony[１３],

朱德华[１４],肖志祥[１５]等.在钝体绕流底部流动尾迹区域的研究也是热点之一,涂佳黄等[１６][１７]在低速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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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数情形下的圆柱和方柱绕流的尾流干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龚升和吴锤结[１８]对火星进入舱的

尾流对降落伞系统的影响开展了大涡模拟研究.
综上所述,再入式飞行器绕流的底部流动稳定性的研究无论是在风洞试验还是数值模拟方面均存在

一定的困难,其底部流动失稳现象以及失稳机理仍然存在理论认识上的不足和偏差.随着高精度数值模

拟方法的进步以及大规模并行计算能力的提升,认知此类钝体绕流底部流动特征成为可能.
本文将采用多区并行大涡模拟方法针对类神舟返回舱外形,在低、高雷诺数再入条件下,研究其底

部流动特征,为再入式飞行器外形设计、稳定性控制以及尾流干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理论

支撑.

１　控制方程和数值方法

控制方程为曲线坐标系下三维可压缩 Navier Stokes方程[１９],采用的是基于有限差分的高精度多区

并行隐式大涡模拟方法求解该方程.对于空间离散,无粘项采用五阶 WENO格式[２０],粘性项采用六阶中

心差分.时间离散采用三阶 TVDRunge Kutta方法[２１].
壁面处采用等温无滑移边界条件,奇性轴处理采用周向平均的方法,远场为无反射边界条件.另外

在无粘项处理方面,奇性轴在轴方向降阶为 NND格式[１４].

２　计算结果分析

计算条件选取参照的是Brock[９]等的试验条件.具体的计算条件为 (Re以１米为特征长度)

M ∞ ＝６４１,Re＝３９×１０６,４３×１０７

T∞ ＝７３０K,TW ＝２９３０K
计算模型选取的是缩比的类神舟返回舱,具体的尺寸如图１所示.

图１　计算模型尺寸图 (单位 mm)

本文初步给出了基于类神舟外形的高速绕流基本流动形态,为后续数值模拟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

支撑.
基于上述高速钝体绕流的基本流动形态 (见图２),选取结构网格开展高精度数值模拟工作.类神舟

返回舱外形具有轴对称特性,适宜选择C型网格和 H 型网格混合的方法来实现复杂流动区域的网格局部

加密.为了保证边界层的模拟精度,计算网格在壁面处第一层网格尺度为１０μm,y＋
wall ＝０８,网格量约为

４０００万.针对复杂流动区域进行局部网格加密的类神舟返回舱网格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２１　不同雷诺数条件下的底部流动失稳特征

高速再入式飞行器的绕流特征与典型的高速钝体绕流特征相似,其头部区域主要出现的物理现象是

脱体激波.图４中类神舟返回舱外形表面显示的是压力云图,可以看出,物面压力分布呈现轴对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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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返回舱外形基本绕流形态

图３　类神舟外形网格示意图

并且随着计算时间推进头部对称性保持很好.底部区域主要出现的物理现象是流动分离,在本文选择的

雷诺数范围内其本质上是结构不稳定,在扰动的存在下会出现非对称结构失稳,出现周期性以及非周期

性的结构振荡特征.肩部区域主要出现的物理现象是剪切层.图４中的中心对称面是采用密度梯度来显示

的,目的是显示底部流动区域的波系结构及肩部剪切层稳定性特征.从图４ (a)和图４ (b)的对比可以

看出高雷诺数状态的剪切层失稳较早,尾迹区的再压缩波强度较强.尾迹发展区以及远尾迹区主要出现

的物理现象是转捩、湍流以及类卡门涡街.图中的涡结构是用速度梯度第二不变量 Q 值来展示的.可以

看出高、低雷诺数状态尾迹区均出现了发卡涡结构,高雷诺数状态尾迹发卡涡结构出现较早,并振荡特

征明显.
综上所述,数值模拟获得的类神舟返回舱绕流符合高速钝体绕流的基本特征.图４中黑色圆圈示意位

置为压力信号监测点,在下文中将用于对其底部流动特征形成机制开展详细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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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返回舱外形绕流瞬时流动结构及监测点分布

２１１　底部流动结构失稳特征的异同
类神舟返回舱外形的底部流动存在大面积的流动分离,其流动拓扑结构不同时刻具有不同特征.中

心对称线附近流动的拓扑结构主要是由流动分离形成的,底部物面处的半鞍点S＇与再附鞍点S的连线本质

上是不稳定的,在水平和垂直扰动的作用下其会出现拉伸和振荡特征,导致局部的拓扑结构发生变化.
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对于不同雷诺数其底部流动拓扑结构复杂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图５显示的是高雷诺数状

态下底部流动存在的典型拓扑结构.可以看出此时其底部流动结构十分不稳定,在剪切层失稳等扰动因

素的作用下,其会出现多种拓扑结构变化,如SNS结构和SS结构等.

图５　高雷诺数状态底部流线的瞬时拓扑形态

图６显示的低雷诺数状态下的底部流动拓扑结构的典型特征.此时其底部区域仍然会存在多种拓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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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但相对高雷诺数状态底部流动拓扑结构容易识别,如图６中的SS结构和SNS等结构.

图６　低雷诺数状态底部流线的瞬时拓扑形态

图４ (a)的监测点１是为了分析底部分离区域的振荡特征而布置的,选取位置是中心对称面上底部

物面半鞍点S′与再附鞍点S 的连线附近,监测的是压力信号,其无量纲压力随任选无量纲时间 [t＝
t/(L/u∞ ),其中L 为特征长度为１m]间隔内的分布如图７所示.从图７可以看出高雷诺数状态下,其

压力振荡明显,受剪切层失稳影响其周期性特征受到了一定的干扰.

图７　监测点１任选时间间隔内的压力分布

压力信号进行傅里叶分析获得的频谱特征可以定量的验证上述的振荡特征.图８可以看出其存在无量

纲频率为５２左右的振荡频率 (Frequency＝１/t).
图９显示的是低雷诺数状态下图４ (b)的监测点１位置压力信号的频谱特征.可以看出其仍然存在

一个无量纲频率为５３左右的振荡频率.说明不同雷诺数状态下底部流动均存在结构失稳特征,在不同外

部环境作用下 (扰动条件)底部流动结构失稳模式未变,只是造成了一定的振荡频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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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基于监测点１压力信号的频谱特征

图９　低雷诺数状态下监测点１信号的频谱特征

２１２　肩部流动失稳特征异同
肩部剪切是高速钝体绕流普遍存在的物理现象,其在不同雷诺数下失稳特征差异明显.图４ (a)和

(b)的监测点２选择的位置是各自剪切层起始失稳位置附近,对于高雷诺数状态下的监测点２处的压力随

时间的分布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监测点２任选时间间隔内的压力分布

针对此压力信号进行傅里叶分析获得其频谱特征,从图１１中可以看出,存在一个无量纲频率为５２
左右的拓扑结构振荡频率,这是受底部分离影响的剪切层的整体振荡频率,而另一占优频率约为１４左右,

这是剪切层自身失稳产生的,对应着剪切层的基频,此时出现高频较少,也证实了剪切层处于起始失稳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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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基于监测点２压力信号的频谱特征

图１２显示的低雷诺数状态下的监测点２的压力信号的频谱特征.可以看出其存在一个受底部分离影

响的整体振荡频率和一个剪切层起始失稳频率,其他高频并未被激发,可以认为此时其剪切层刚出现失

稳.由于图４ (b)监测点２位置相对于图４ (a)监测点２位置要靠后,低雷诺数状态的肩部剪切层失稳

已经十分接近尾迹混合区域.

图１２　低雷诺数状态下监测点２信号的频谱特征

综上所述,从不同雷诺数状态下的底部流动区域和肩部剪切区域的稳定性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底部

流动结构失稳和肩部剪切失稳二者在各自主导区域内均具有各自的特征,相互作为扰动源推动各自的失

稳历程,雷诺数降低导致剪切层失稳延迟.

２１３　尾迹区耦合失稳特征的异同
在尾迹发展区可以预见上述两种失稳模式将会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出现耦合失稳,导致尾迹区出

现转捩、湍流以及类卡门涡街等复杂物理现象.选取尾迹发展区作为压力信号监测点 (参见图４监测点

３)分析其频谱特征.
图１３和图１４显示的是高低雷诺数状态下监测点３处的压力信号频谱特征.可以看出,不同雷诺数状

态下相似之处是底部结构失稳频率均存在,差异是剪切失稳以及剪切失稳与底部结构失稳作用后的宽频

谱特征.高雷诺数状态下,更多高频的能量被激发了出来.
图４的监测点４布置的目的是监测类卡门涡街物理现象,图１５显示的高雷诺数状态下尾迹区压力信

号监测点的频谱特征.
从图１５中可以看出,在尾迹区域更多的高频能量被激发出来,意味着更多小尺度涡的存在,即出现

了转捩和湍流行为.对于高雷诺数下的卡门涡街的振荡频率公式为f＝St×(U∞/D),无量纲参数St为

０２７,U∞ 为来流速度,D 为绕流物体直径,估算可得f＝０２７×(１０/０２５４)＝１０６.这与频谱分析中出

现的无量纲频率为１１左右的占优频率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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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高雷诺数状态监测点３信号的频谱特征

图１４　低雷诺数状态监测点３信号的频谱特征

图１５　高雷诺数状态监测点４信号的频谱特征

为了更加形象直观的观察尾迹区的卡门涡街振荡行为,在图１６中显示了不同时刻的中心对称截面处

的涡量分布演化规律.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 (a)~ (f)完成了一个周期的尾迹振荡循环,与频谱分析获

得的振荡频率基本一致.
图１７显示的低雷诺数下的尾迹区典型监测点４位置处的信号的频谱特征.图１８显示的是低雷诺数状

态下远尾迹涡结构振荡特征.对比高雷诺数状态可以看出,在尾迹区域存在一定的高频能量,但范围小,
说明小尺度结构发展不充分,流动未完全发展为湍流,但是其仍然存在类卡门涡街的振荡行为,只是其

振荡幅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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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高雷诺数状态下远尾迹涡结构振荡特征

图１７　低雷诺数状态监测点４信号的频谱特征

图１８　低雷诺数状态下远尾迹涡结构振荡特征

２２　雷诺数对再入飞行器绕流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同雷诺数状态下高速再入式飞行器的底部流动失稳均主要由分离失稳模式和剪切失稳

模式共同主导.两种失稳模式的耦合作用会在远尾迹区形成类卡门涡街流动行为.
雷诺数对剪切层失稳模式影响最大,底部分离区域的大小也存在较大影响,在底部流动区域的波系

结构方面也存在明显影响,如再压缩波的强度和角度,对类卡门涡街的振荡幅值影响也很大.这些影响

需要在再入式飞行器的肩部热流、底部阻力、飞行振动、尾流效应等问题研究中予以重点关注.
虽然本文针对雷诺数对再入飞行器绕流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认知,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采用的隐

式大涡模拟方法未加入任何人为的扰动信息,对于类神舟返回舱外形其前体边界层附着区较长,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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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层出现之前出现转捩行为,此时需要在此方法的基础上考虑在前体引入扰动信息,后续将开展此项

研究工作.

３　结　论

本文采用大涡模拟方法细致地刻画了不同雷诺数条件下的类神舟返回舱外形底部流动形态以及稳定

性特征.从肩部剪切失稳、底部分离失稳、尾迹发展区以及远尾迹区的耦合失稳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不同

绕流状态下类神舟返回舱底部流动特征的异同.结果表明:在低雷诺数条件下类神舟返回舱外形绕流基

本为层流状态,其肩部剪切层失稳较晚,底部分离区较大,尾迹区域类卡门涡街的振荡幅值较小;在高

雷诺数条件下类神舟返回舱外形绕流存在转捩和湍流行为,其肩部剪切层失稳迅速,底部分离区较小,

尾迹区域类卡门涡街的振荡幅值较大;低和高雷诺数条件对肩部剪切失稳模式存在明显影响,对底部流

动结构失稳模式影响较小.这些研究成果将为再入式飞行器外形设计、稳定性控制以及尾流干扰等方面

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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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FLOWCHARACTERISTICOFTHEREENTRY
VEHICLEWITHDIFFERENTFLOWSTAGE

ZHUDe hua,SHENQing,YANG Wu bing
ChinaAcademyofAerospaceAerodynamics

　　Abstract　TherearesomeflowstagearoundthereentryvehicleunderdifferentReynoldsnumber
condition,suchaslaminar,transition,turbulenceInthispaper,baseflow characteristicofreentry
vehicleunderdifferentReynoldsnumberconditionareinvestigatedby meansoflargeeddysimulation
(LES),base flow patterns and s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reentry vehicle are obtainedPhysical
mechanismsofbaseflowinstabilityareanalyzedfromtheaspectsofshouldershearinstability,baseflow
structureinstabilityand wakeregioninstabilityTheresultsshowthat:underlow Reynoldsnumber
conditionflow stagearoundthereentryvehicleislaminarflow,shouldershearinstabilityislate,

separationregionislarge,oscillationamplitudeofthe Karmanvortexstreetissmall;underhigh
Reynoldsnumberconditionflowstagearoundthereentryvehicleistransitionandturbulence,shoulder
shearinstabilityisfast,separationzoneissmall,oscillationamplitudeoftheKarmanvortexstreetis
large;differentReynoldsnumberconditionhasagreatinfluenceontheshouldershearinstabilitymode
andasmallinfluenceonbaseflowstructureinstabilitymode

Keywords　Wakes;Returncapsule;Reentry;Base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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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２１风洞 Ma１０吸气式推进试验体系构建与验证

卢洪波１　陈　星１　金　熠２　陈勇富１　谌君谋１　曾宪政１　陈　农１　纪　锋１　毕志献１

１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摘　要　针对高马赫数冲压动力地面试验能力不足问题,对FD ２１高焓激波风洞相关试验技术进行

了攻关,建立了高总温、高总压试验流场,发展了匹配的燃烧场吸收光谱测量技术和重模型自由飞推阻

测量技术,构建了 Ma１０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体系,设计了弯曲激波压缩二元发动机模型,完成了

试验体系的集成验证.在所模拟的 Ma９６２、速度３km/s、静压４３６６Pa流场中,定量测得了有/无氢

气与空气/氮气超声速气流作用下二元发动机模型的壁面压力、吸收光谱峰值吸收率、轴向力等数据,观

测到了进气道与燃烧室部位的纹影波系结构.冷热态及氮气对照组的壁面压力、峰值吸收率、轴向力等

数据表明二元发动机模型实现氢气点火燃烧、获得有效热功转换,同时确认所构建的试验系统具备应用

能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地面试验保障和有益启发.
关键词　FD ２１高焓激波风洞;自由射流试验;Ma１０流场;自由飞;吸收光谱

０　引　言

超燃冲压发动机,被认为是继螺旋桨和喷气推进之后的 “第三次动力革命”,与其他动力如火箭或涡

轮发动机融合形成组合循环动力,能够根据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灵活选择最优工作模态,实现动力技术

的突破性变革,满足大空域、宽速域、长航时、高机动乃至全空域、全速域等飞行需求,受世界各航天

大国高度重视[１７].经过６０多年的发展,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技术取得重大进展,马赫数７以下 (Ma ≤
７)的关键问题取得突破,配套研究能力较为完善,转入工程应用研制,但更高马赫数 (Ma ＞７)方面仍

处于原理探索阶段,诸多关键科学技术难题悬而未决[８９].首当其冲的就是燃烧组织难题,燃烧是吸气式

发动机唯一的能量来源,直接决定推力产生的大小.对于 Ma ≥８冲压发动机,采用爆燃/爆震中的哪种

燃烧组织形式以及如何组织燃烧、如何进行部件之间匹配,从而形成有机整体,达到气动低损、燃烧高

效的收益,获取正推力,国内尚缺乏较为有效的试验手段.
地面试验,作为核心研究手段,对高度一体化设计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来说更是核心中的关键,贯穿

于X ４３A和X ５１A等演示验证飞行器的整个研制周期[１０１１].然而受限于高马赫数吸气式推进试验的高

总温、高总压模拟要求,绝大试验设备如燃烧加热自由射流台均无法开展 Ma ≥８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

验.高焓激波风洞作为目前唯一能够实现总焓复现并兼顾总压、试验时间需求的地面设备,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后广泛用于高马赫数吸气式发动机推进性能研究,典型的有澳大利亚 T４、日本的 HIEST、德国的

HEG以及美国的 HyPulse[５７,１３２８].利用这些风洞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有效推动了国外 Ma ≥８冲压

发动机技术的进步.

面向相关研究需求,国内新近建设与改造了一批设备,包括力学所的JF １２风洞[２９３１]和JF ２４高马

赫数试验台[３２]、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FD ２３风洞及FD １４X高马赫数试验台[３３３４]、航天十

一院的FD ２１风洞[３５３７],进行了设备调试与试验验证,获得有益的数据,提升了高焓激波地面设备在推

进试验方面的应用认识.这些设备中,FD ２１自由活塞驱动高焓激波风洞 (简称FD ２１风洞)是少有

能够开展Ma ≥８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的地面设备,其作用不言而喻.本文对FD ２１风洞的相关试

１０５１



验能力作了进一步挖掘,提升了大尺寸自由活塞激波风洞的驱动能力,建立了高总温、高总压试验流场,
发展了毫秒试验时间的发动机燃烧场吸收光谱测量技术和基于重模型自由飞原理的推阻测量技术,构建

了Ma１０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体系,完成了集成验证,获得典型试验数据.

１　FD ２１高焓激波风洞

FD ２１风洞,如图１所示,是一座采用重活塞驱动的大尺寸高焓激波风洞,主要由高压储气室 (活
塞发射机构)、压缩管、激波管、喷管、夹膜机构、试验段及真空罐组成,详细结构及运行原理见文献

[３８].其通过高压储气室的高压空气,推动几百千克乃至几吨的活塞在压缩管内高速运动,压缩氦氩混

合驱动气体,使其达到预定的压力和温度后,位于压缩管与激波管之间的主膜片破裂,产生高速运动的

入射激波、膨胀波和接触面,与驱动气体一体冲入激波管内.入射激波沿激波管向下游运动,在末端反

射,产生高温高压气源,实现飞行滞止参数的模拟.高温高压气源冲破二道膜片,经喷管膨胀加速产生

所要模拟的飞行气动环境.

图１　FD ２１高焓激波风洞

调整活塞质量及其发射压力、驱动气体和试验气体的填充状态,FD ２１风洞可实现宽范围飞行气动

环境的地面模拟,如再入环境、吸气式动力Ma６~１５飞行环境、深空探测进入环境等,最大模拟速度约

７０km/s.不过受激波管容积及运行过程中的相关干扰等限制,其有效试验时间很短,目前只有几毫秒,
需进行匹配的试验技术研究,才满足含有燃烧组织的吸气式推进试验模拟与测量需求.

２　Ma１０飞行条件的风洞模拟

围绕燃烧对温度、氧分子数量等模拟环境的特殊需求,本文以吸气式动力飞行走廊 Ma１０、动压

２０~１００kPa为模拟目标,推算风洞运行参数.经过迭代及调试优化,获得一组运行参数,见表１,其中

PL 为活塞发射压力,mP 为活塞质量,ωHe、ωAr、P４、T４ 为压缩管内氦气/氩气的填充比例和压力、温度,

P１、T１ 为激波管内空气的填充压力、温度.

表１　FD ２１风洞 Ma１０模拟条件下的运行参数

PL/MPa mp/kg
氮气/氩气压缩管 空气激波管

ωHe ωAr P４/kPa T４/K P１/kPa T１/K

７５０ ２７５ ０１ ０９ ３０ ３００ ８０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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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波风洞的总温或总焓无法直接测量,一般通过激波管内的入射激波速度及激波理论计算获得.故

在激波管上布置一系列CY YD ２０５压电传感器,其中距离激波管末端１１７m (S９)、００２m (S１０)
还布置了 AK １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测量总压.以测点压力达初始压力５倍对应的时刻为激波到达测点

时间,再由相邻两侧点之间的距离得入射激波速度,如图２所示,纵坐标为入射激波马赫数 (用激波管填

充空气状态的声速无量纲处理),可以看出入射激波马赫数一致性较好,先小幅增加、后小幅减小,以距

离激波管末端００２m (S１０)处激波马赫数来计算模拟总温,可得１０次试验的入射激波马赫数均值为

Mas ＝６９６±０１９.

图２　入射激波马赫数 Mas 在激波管内的变化

图３与图４给出了S９、S１０测点的壁面压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其中横坐标以S９测点压力起跳时刻为

零时刻行归一处理后的时间,可以看出１０次试验激波末端压力变化规律较为一致,幅值差异较小.以图

４所示的３５~５５ms内的S１０测点压力均值作为总压,可得１０次试验的总压均值为Pt ＝１８６６MPa±
１０６MPa.

图３　距离激波管末端１１７m (S９)处壁面压力随时间变化

图４　距离激波管末端１１７m (S９)、００２m (S１０)壁面压力

以上述总压、总温为滞止参数,采用ParkⅡ５组分、５方程双温度模型[４０],对喷管非平衡流动进行

数值分析,可得喷管流场结构 (见图５)及自由流参数与气体组分 (见表２),表２的P∞ 为静压,T∞ 为

平动温度,Tvib∞ 为振动温度,Ma∞ 为马赫数,U∞ 为速度,CN２, ∞ 等为氮气、氧气、一氧化氮、氧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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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百分比,以速度与压力为匹配指标,可知实现了 Ma９６２、动压２８２kPa飞行条件的风洞模拟,包

含于Ma１０、动压２０~１００kPa飞行走廊内,符合Ma１０吸气式推进试验需求.

图５　总压１８６６MPa、总温３９６０K模拟条件下名义 Ma１０喷管的马赫数云图

表２　FD ２１风洞总压１８６６MPa、总温３９５０K模拟条件下名义Ma１０喷管出口参数

P∞ /Pa T∞ /K Tvib∞/K U∞ /(m/s) Ma ∞ C N２,∞/％ C O２,∞/％ C NO,∞/％ C O,∞/％

４３６６ ２５７５ １４７８ ３０００ ９６２ ７４３２ ２０８０ ４８５ ００３

３　高时间分辨率吸收光谱燃烧场诊断技术

３１　吸收光谱系统

面向高焓激波风洞的毫秒试验时间特殊应用环境,以燃烧产物水蒸气 (H２O)作为待测组分,综合

分析了测量信号的信噪比、相邻谱线干扰、测温灵敏度,筛选了谱线对,波长为１３９２nm 和１３４３nm,
进行了设备选型,搭建了一套高时间分辨率近红外吸收光谱系统 (TDLAS),如图６所示,包括信号发生

器、两台激光器控制器、两台近红外激光器、探测器及示波器等设备.

图６　高时间分辨率水蒸气 (H２O)近红外吸收光谱系统

采用双线时分复用的直接吸收方法,对燃烧场温度和水蒸气分压进行测量,具体工作原理如下:信

号发生器产生锯齿波信号,驱动激光器控制器产生同频的锯齿波电流,用以控制激光器产生锯齿波扫描

信号,使激光器输出激光发生同频的光强和频率变化;温度控制器控制激光器输出的中心波长;两台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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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器输出的激光经过２×１光纤耦合器耦合成一路光束,经准直后入射到待测区域;出口一侧由探测器接

收光强信号;数据采集系统对探测器得到的光电信号进行采样保存,用于后续的数据处理工作.

３２　低压室温气室标定

利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低压、室温气室标定池,对图６所示的近红外吸收光谱系统进行了时间分辨

能力验证,在５kHz、１０kHz扫描频率下的温度测量偏差分别为１３９％、０１８％,如图７所示,具备高

焓激波风洞毫秒量级时间内的燃烧场诊断能力.

图７　水蒸气吸收光谱系统在低压、室温气室中的验证数据,(a)扫描频率５kHz,(b)扫描频率１０kHz

４　基于重模型自由飞原理的推阻测量技术

４１　基本原理

针对高焓激波风洞试验时间短、发动机模型质量大的双重限制下推阻测量难题,发展了基于重模

型自由飞原理的发动机推阻测量技术.其原理是在风洞流场建立前,使试验模型处于自由落体运动

(只有重力作用),然后通过高速相机或加速度计传感器记录流场建立后气流作用下模型的位移或加速

度,再由动力学理论获得推阻数据.这种重模型自由飞测力技术与统风洞自由飞技术存在很大区别,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大方面:模型质量呈数量级差异,传统风洞自由飞的模型质量一般在０１~１００g之

间,而冲压发动机的质量至少１０kg以上;自重干扰,传统风洞自由飞模型自重远远小于气动载荷、可

忽略不计,而发动机模型自重可能与气动载荷在同一数量级、不可忽略;宏观位移等运动学参数的巨

大差别,传统风洞自由飞位移大、容易观测,而发动机试验的位移非常小,在高焓激波风洞几毫秒试

验时间内的位移一般在０１~１mm左右,观测难度大;模型的质量分布显著不同,传统风洞自由飞试

验需满足动态相似准则,意在复现飞行轨迹,而发动机试验一般不考虑模型质量分布,旨在测量受力

情况.

４２　常规高超声速风洞球锥模型气动力测量试验

为分析重模型自由飞测力技术的可行性,设计了理论质量２０kg球锥模型 (实际质量２１３kg),总长

５３３５４mm,头部半径为２２６１mm,半锥角１０°,在FD １６常规高超声速风洞 (简称FD １６风洞)Ma
８０７６条件下进行了气动力测量试验,如图８~图９所示.发展了边界识别与特征拟合相结合的非线性微

小位移图像辨识方法,如图１０所示,即由识别出的边界像素点和边界所满足的数学方程拟合出数学方程

的系数及边界轮廓特征参数如型心,本次试验提取球锥的轴线及球心来获取位移、攻角数据,如图１１所

示.这种方法能够提高位移辨识精度,由单个像素提升到单个像素的边界像素点之和的平方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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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FD １６常规高超声速风洞 Ma８０７６条件下２０kg球锥模型自由飞试验结构和实际质量

图９　FD １６常规高超声速风洞２０kg球锥模型在 Ma８０７６条件下的纹影结构

图１０　非线性微小位移图像辨识方法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采用二次多项式拟合,获得水平加速度与铅垂加速度分别为 １１６６ m/s２、

２６３m/s２,再根据拟合攻角１０３９° (０１８１３rad)进行轴向与法向分解,采用来流动压与圆锥底面积之

积无量纲处理,获得的轴向、法向气动力系数与静态天平数据插值偏差分别为１１％和２８％,如图１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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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FD １６常规高超声速风洞２０kg球锥模型在 Ma８０７６条件下的数据

图１２　FD １６常规高超声速风洞球锥模型在 Ma８０７６条件下自由飞与天平所得的轴向、法向气动力系数吻合度

４３　FD ２１风洞发动机模型通流轴向力测量试验

考虑高焓激波风洞时间短带来了瞬态释放问题,利用文献 [３５] [３６]中的４０kg类 Hyshot II发

动机模型及试验条件,在FD ２１风洞进行了通流轴向力测量试验验证,如图１３所示.与FD １６风洞不

同的是,在FD ２１风洞流场建立前,利用活塞发射信号触发发动机模型瞬态机构,使发动机模型提前处

于自由运动状态.考虑到发动机推阻的关注是内推力变化,在外表面安装圆形标记,由识别圆的轮廓拟

合出圆心来识别亚毫米量级的微小位移,获得了加速度数据,如图１４所示,图中同时给出了模型壁面压

力Pw 数据,可以看出两次试验的较为一致,取得有效时间内的均值,可得表３,两次重复误差约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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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FD ２１风洞４０kg类 Hyshot II发动机模型通流轴向力自由飞测量验证试验结构

图１４　FD ２１风洞毫秒试验时间内的类 HyshotⅡ模型轴向力自由飞测量可行性评估

表３　FD ２１风洞类Hyshot II模型轴向加速度两次重复性

Shot 壁面压力/kPa 轴向加速度/(m/s２)

２００８ １１３７ ４０１

２００９ １２３４ ４１８

误差 ３９５％

５　集成试验及典型结果

５１　弯曲激波压缩二元发动机模型及测量布置

为了综合考核上述技术的应用可行性,设计了二元发动机模型,如图１５所示,包括曲面压缩进气道、

等直隔离段、单面２°扩张角的燃烧室和１５°单面膨胀的尾喷管,总长１４m,理想捕获高度０１６m,内流

道宽度为００８m,喉道高度００１２m,唇口上游流向长度０５２５m,尾喷管长度流向长度０３m,设计马

赫数为Ma１０.综合进气道高效压缩及FD ２１风洞试验时间要求,进气道采用张堃元教授等[４１]提出的弯

曲激波方法设计,以降低总压损失、缩短长度、避免边界层分离、改善非设计点性能.

图１５　弯曲激波压缩二元发动机模型 (２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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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燃料分别从唇口上游单支板和燃烧室壁面喷注到发动机流道.两路氢气均由集成在模型内部的

１L氢气罐提供,通过电磁阀的开关控制氢气是否喷注.支板喷注通过３个直径ϕ１mm、且中心线与当地

气流近似平行的喷注孔实现.燃烧室喷注通过６个直径ϕ１mm、且中心线与当地气流成３０°的壁面倾斜喷

注孔实现.
压缩面中心线位置沿程布置３０个 NS ２压力传感器,同时在发动机内流道安装光学观察窗,用于燃

烧场的观测.距离二元发动机模型出口６５mm 处布置２×２的 TDLAS光路,并安装光学仪器保护罩,如

图１６所示,测量温度和燃烧产物水蒸气的分压.图１６所示的模型记为２DSM B,与下文不带 TDLAS
保护罩的模型２DSM A作区分,二者流道完全一致.竖直方向光束的光程为１０４１５mm,对应信号采集

系统的通道１和通道２,分别用 V１、V２表征;水平方向光束的光程为９６mm,对应信号采集系统的通道

３和通道４,分别用 H１、H２表征.采用谱线中心波长分别为１３９２nm 和１３４３nm 的双线比值法,对温

度和水蒸气分压进行测量.扫描信号为０~５V 半锯齿波信号.有燃烧情况的扫描频率fc ＝１５kHz,无

燃烧下,扫描频率fc ＝５kHz.１３９２nm 激光器工作温度为２２１０ ℃,１３４３nm 激光器工作温度为

３３００℃.数据采样率fm ＝１０MHz.

图１６　二元发动机模型的 TDLAS光路布置 (２DSM B)

为实现自由飞应用,设计了模型悬挂、瞬态释放、回收及相关测量一体的试验系统,如图１７所示,
包括尼龙绳悬挂、钢丝绳回收、微小位移光学追踪标记板及传感器线缆..悬挂尼龙绳释放后,模型不受

气动力情况下自由落体运动约１５０ms后,回收钢丝绳拉紧受力,模型结束自由运动.试验时,悬挂尼龙

绳在风洞流场建立前约４０ms释放,使风洞模拟流场与发动机内流场建立过程及准定常流场作用期间模型

处于无约束或半约束状态.加速度计传感器、发动机壁面压力传感器、燃料喷注电磁阀供电及吸收光谱

的光纤等线缆均置于一节不锈钢保护管内,使其免受高温气流破坏.在同一车次,可进行壁面压力、加

速度、吸收光谱、纹影等多技术的融合测量.值得注意的是,保护钢管、回收钢丝绳、悬挂尼龙绳等柔

性装置,可能导致不同车次的发动机外流存在一定差异,会给发动机冷热态推力增量的精确测量带来一

定误差,后续有待进一步改进.
由于发动机模型质量大 (２５kg),在几毫秒内的位移非常小,增加了圆形标记,如图１８所示,充分

利用圆的旋转不变与同心特性,光学追踪圆心的位置变化,给出发动机位移.此外,在模型上还安装了４
个加速度计传感器,分别用于测量发动机的轴向与法向加速度,但未测到有效数据.

５２　燃料喷注前置试验方法

实际工作过程中,超燃冲压发动机依次经历空气来流流场建立、燃料喷注、空气与燃料的混合、点

火、燃烧,受测控仪器响应时间限制,在高焓激波风洞几毫秒有效时间内几乎不可能实现这种工作过程

的模拟.本文采用燃料喷注前置方法,解决毫秒时间内空气来流与燃料射流在发动机内的交汇组织问题,
即调换空气来流与燃料射流两者的建立时序,在空气来流建立前,开启燃料喷注,使发动机内燃料射流

较长时间存在,将实际过程中的燃料 “寻找”超声速空气改为超声速空气 “寻找”燃料,如图１９所示,
使高马赫数超燃冲压发动机地面试验研究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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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二元发动机模型的推阻测量结构 (记为２DSM A)

图１８　用于二元发动机位移观测的圆形标记

这种燃料喷注前置方法难以完全模拟燃料与空气之间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燃料与超声

速空气之间的掺混过程无法模拟,混合的可能失真模拟造成不同的点火机制;但可以模拟燃料点燃后所

产生的效应,满足燃料释热量大小及其扰动等直接关系到发动机能否产生净推力方面的验证、确认乃至

评估.实际上,地面试验的实际结果往往都在理解并接受增加试验数据不确定性代价的基础上牺牲模拟

参数获得的[４２].例如,燃烧加热推进设备采用燃烧方法将气流温度加热到所需水平,带来的代价是试验

介质的失真,与空气完全不一致,并含有大量水蒸气、乃至二氧化碳等燃烧产物,但却在 Ma４~７超燃

冲压发动机地面试验中扮演着主角,有效支撑了相关技术的进步与突破[４３４４].

图１９　高焓激波风洞燃料喷注前置时序图,x 为发动机流向位置,用以表征燃料射流与发动机流场建立先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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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典型试验结果

利用图１５所示的二元发动机模型,在表２所示的试验条件下开展了９次验证试验,分别为冷态通流

试验 (无氢气喷注,车次为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及２０２６)、热态试验 (不同氢气喷注量,车次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４)及

氮气对照试验 (氮气来流且氢气喷注,车次为２０２５),模型２DSM A 与２DSM B 的区别仅存在于

TDLAS保护罩,对流场、TDLAS技术、推阻测量技术进行了集成验证,典型试验结果如图２０~图２５及

表４~表５所示.
图２０给出了有/无氢气喷注下的壁面压力随时间变化,横坐标为流向距离,纵坐标为采集时间,可以

看出,所有测点均存在２~５ms稳定平台,表明二元发动机模型流场成功建立,取稳定平台内的各测点压

力均值,得不同工况下发动机壁面静压沿程分布,如图２１所示.对比２０１８、２０２０车次壁面压力分布,可

以看出,两次通流壁面压力分布较为一致,表明风洞模拟流场较为稳定、重复性较高.对比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车次壁面压力分布不难发现,空气来流且有氢气喷注情况下燃烧室压力出现了显著的跃升,
氮气来流且氢气喷注量近似一致时与无氢气喷注空气来流的压力接近,表明二元发动机模型实现点火燃

烧,获得有效热功转换.

图２０　二元发动机模型壁面各测点压力随时间变化 (a:shot２０２０,通流,当量比φ ＝０;b:shot２０２３,φ ＝０３４６)

图２１　不同工况下发动机沿程壁面静压分布

图２２展示了氢气喷注当量比近似一致、不同试验介质对应的 TDLAS测得的 V１光路信号情况,纵

坐标为峰值吸收率,横坐标为采集时间 (与压力采集器的零时刻不同步).２０２３车次 (空气来流、当量比

φ＝０３４６)峰值吸收率在１０~１５ms内出现两次峰值,１７ms以后进入平稳段,与初始阶段 (０~１０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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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的跃升,如图２２ (a)所示.２０２５车次 (氮气来流、当量比φ ＝０３４７)峰值吸收率整体平稳,
保持在０００５以下,如图２２ (b)所示,此时的峰值吸收率可能来源于微弱的吸收、噪声和振动导致的信

号畸变等的贡献,无法判定是否发生燃烧.其他三通道的规律一致,未作展示.以上空气与氮气试验介

质对应的峰值吸收率显著差异,确认了燃烧过程的发生,包括点火前、点火过程、稳定燃烧阶段.不再

展示.对１５ms后的稳定燃烧阶段吸收信号进行处理,得温度和水蒸气分压随时间分布,如图２３所示,
取２０~２２ms内平均,得表４所示的四通道温度和水蒸气分压均值.

图２２　TDLAS测得的 V１峰值吸收率随时间变化

(a:shot２０２３,φ ＝０３４６,空气来流;b:shot２０２５,φ ＝０３４７,氮气来流)

图２３　TDLAS测得的２０２３车次稳定燃烧下温度 (a)与燃烧产物水蒸气分压 (b)随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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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进一步给出了进气道、燃烧室部位的纹影图.为克服高焓流场强自发光干扰,引入波长６４０nm
的单色激光光源 (CAVILUXSmart６４０nm),在记录相机前增加滤镜,实现了进气道唇口波系的观测,
如图２４右图所示,可见进气道处于起动.燃烧室波系结构辨识度相对低一些,但仍可以分辨出壁面倾斜

喷注的燃料与空气来流之间的作用结构.

图２４　进气道 (右:shot２０２６,φ ＝０)及燃烧室 (左:shot２０２３,φ ＝０３４６)纹影波系结构

图２５展示了由不同圆心位移所得的轴向加速度数据,其中加速度通过位移的二阶中心差分计算得到,
图中同时给出了燃烧室入口附近 (x ＝０６７４m)壁面压力分布,可以看出,壁面压力与加速度均在较为

平稳的时间段 (１４~１６ms),取该段平均值,可得表５所示的不同工况下二元发动机模型的加速度与轴向

力数据.轴向力N 为轴向加速度ax 与试验模型质量m 之积,采用来流静压P∞ 与发动机理想捕获面积A
无量纲处理,同时考虑每车次总压Ptspecial 差异的影响,具体定义如下:

图２５　二元发动机模型轴向加速度随时间变化 (shot２０２１,ϕ ＝０４１６)

表４　TDLAS测得２０２３车次的温度与水蒸气 (H２O)分压

Light path V１ V２ H１ H２ Meanvalue Maxerror

Timeaveragedtemperature(K) １２１５８ １１９４８ １１９５６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９９９ １３％

TimeaveragedpartialpressureofH２O (Pa) ２０３７ ２０７９ １７４７ １９６１ １９５６ １０７％

表５　基于自由飞原理测得的不同工况下二元发动机模型的轴向力数据

ShotNo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Testgas Air Nitrogen

Equivalentratio ０ ０４１６ ０３５８ ０３４６ ０３６０ ０３４７

Model ２DSM A ２DSM B

Axialacceleration/(m/s２) １４０８ １６８０ １１４４ ２１２８ ２１８２ ２４３４

Dimensionlessaixalforce ６５７０ ９１１７ ５２３９ １０５４４ １１３８８ １１９６０

Dimensionlessnetforcebetween
hotandcoldconditions

０ －２５４７ １３３１ １４１６ ５７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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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５可以看出,燃烧释热后发动机轴向力明显减小,与通流相比,在氢气喷注量近似一致、发动机

流道相同情况下轴向力减小量基本一致.对于２DSM A (见图１７),由２０２０、２０２２车次的轴向力,可得

当量比φ ＝０３５８时喷注/燃烧释热产生的无量纲净推力 N１ ＝１３３１.对于２DSM B (见图１６),由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车次的轴向力,可知同等氢气喷注情况下空气来流与氮气来流的轴向力显著不同,二者无量

纲轴向力之差N２＝１４１６,与无量纲净推力N１＝１３３１相差６４％ (当量比相差３３％),这与图２１所示

的氮气对照组与冷态通流的壁面压力分布较为一致所反映的规律相吻合,表明本文所发展重模型自由飞

测力技术具备发动机推力测量能力.

６　结　论

针对Ma１０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能力不足问题,基于FD ２１高焓激波风洞,开展了匹配的试验

技术开发.

１)围绕高马赫数燃烧对温度、氧分子数量等模拟环境的特殊需求,提升了FD ２１风洞的重活塞驱

动能力,获得了总压１８６６MPa、总温３９５０K、Ma９６２、静压４３６６Pa,、速度３km/s的高焓大动压模

拟流场,以速度与压力为匹配指标,实现了Ma９６２、动压２８２kPa飞行总压与总温的风洞模拟

２)面向高焓激波风洞的毫秒试验时间特殊应用环境,以燃烧产物水蒸气 (H２O)作为待测组分,研

制了一套高时间分辨率近红外吸收光谱系统 (TDLAS),经低压、室温气室标定池验证,在５kHz、

１０kHz扫描频率下的温度测量偏差分别达１３９％、０１８％.

３)针对高焓激波风洞试验时间短、发动机模型质量大的双重限制造成发动机推力测量难题,发展了

基于重模型自由飞原理的推阻测量技术,在FD １６常规高超声速风洞２０kg球锥模型、Ma８０７６验证试

验中获得的轴向/法向气动力系数与静态天平数据插值偏差分别为１１％和２８％,在FD ２１风洞４０kg类

Hyshot Ⅱ发动机模型、Ma９３０验证试验中测得的通流轴向加速度两次重复误差约４％.

４)设计了弯曲激波压缩二元发动机模型,构建了燃料在线供应与喷注控制、模型悬挂与瞬态释放及

相关测量一体的试验系统,在Ma９６２的风洞模拟环境中完成了集成验证试验,定量测得了有/无氢气与

空气/氮气超声速气流作用下二元发动机模型的壁面压力、吸收光谱峰值吸收率、轴向力等数据,观测到

了进气道与燃烧室部位的纹影波系结构.

５)多次试验所得的壁面压力、轴向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均存在２ms以上的平台,表明二元发动机

模型建立了准定常流动.冷热态及氮气对照组的壁面压力分布、峰值吸收率、轴向加速度等数据的显著

差异及多组对比一致性,一方面说明所建立的模拟流场、燃烧场诊断、推阻测量等技术是有效的,另一

方面也表明二元发动机模型实现了点火燃烧、获得有效热功转换,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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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jettestsystemconstructionandverificationof
air breathingpropulsionforMachnumberof１０in

FD ２１shocktunnel
LU Hong bo１,CHENXing１,JINYi２,CHENYong fu１,SHENJun mou１,

ZENGXian zheng１,CHENNong１,JIFeng１,BIZhi xian１

１ChinaAcademyofAerospaceAerodynamics;

２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

　　Abstract　 Free jettestsystemofFD ２１shocktunnelisestablishedtotestandverifyscramjet

performanceforMachnumberof１０,involvingthesimulationtechniqueofMa１０flightcondition,the
tunablediodelaserabsorptionspectroscopy(TDLAS)forcombustiondiagnosisandthelarge scalefree
flightforce measurement technique for scramjet experimentA two dimensional curved shock
compressionscramjetmodel(２DSM)isdesigned,togetherwithaset upofthefreeflightsystem
integratedwithhydrogenon boardsupply/injectioncontrolanddataacquisitionAseriesoffree jettests
areperformedatthesimulatedconditionsof Machnumberof９６２,velocityof３km/s,andstatic

pressureof４３６６Pa,includingairflow with/withouthydrogeninjectionandthecrosscheckshotswith
nitrogentestgasThosedataarequantitativelyobtainedincludingwallpressure,peakabsorption,and
axialforce,aswellasschlierenimagesoninletandcombustorTheconsistencyofthosedataisobserved
overshots,verifyingthesetechniquesarequantifiedforscramjetevaluationAnetthrustaswellasa
remarkableincreasein wallpressureisachieved betweenthesehotandcoldshots,indicatingthe
occurrenceofhydrogenignitingandburning,togetherwithobviousconversionofheatintopowerThe

presentachievementsshouldprovideasolidfoundationinthefuturedevelopmentofair breathing
propulsionforMachnumbergreaterthan８

Keywords　FD ２１highenthalpyshocktunnel;Free jettestsystem;Ma１０simulatedflow;large scale
free flight;TDLAS

６１５１



高速再入气体辐射加热的数值预测

吕俊明１,２　李　飞３　苗文博１,２　程晓丽１,２

１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飞行器气动热防护实验室;

３中国科学院高温气体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　要　高速再入飞行器的强激波层具有不可忽视的辐射能力,在热防护设计中必须考虑高温气体

辐射能量的发射与吸收,建立有效准确的辐射预测手段.针对高速再入飞行场景,建立基于 Navier
Stokes方程、适用于辐射预测的热化学非平衡流动模拟方法,发展考虑不同跃迁机制的分子、原子和离

子辐射特性计算方法,和基于有限体积法的辐射传输求解方法,形成飞行器流动 辐射 传输完整链路评估

手段.采用高分辨光谱辐射标定与测量技术,在燃烧驱动激波管上开展高温气体辐射强度定量化测试,
通过计算结果和试验数据的比对验证了数值评估手段.针对典型高速再入飞行器开展了辐射预测,表面

辐射加热通量的计算结果和文献与飞行数据符合,证明了方法的工程应用型.结果显示,在高速再入条

件下,流场中空气完全离解,各种原子和离子是短波辐射的重要来源;壁面催化条件显著影响对流加热,
但对辐射热流基本没有影响;辐射热流分布与对流热流区别较大,整体变化较小.

关键词　高速再入;高焓;非平衡;气体辐射;辐射加热

０　引言

高速飞行器周围形成的激波对气流具有强烈的压缩加热作用,激波层内高温气体发生内能级激发、

离解、电离和复合等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在更高速条件下还会伴随转动能级跃迁、振动能级跃迁、电

子能级跃迁等不同的辐射跃迁过程,激波层成为对飞行器加热的强辐射体[１].如 Apollo再入,辐射加热

达到总加热的３０％左右.在这种高速条件下,气体辐射在热防护设计中变得非常重要.
气体辐射加热一直是深空探测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开始,从探月返回条件下的

地球再入,到火星返回条件下的地球再入,以及其他行星进入,如金星和火星,辐射加热的实验技术和

计算模型[２]得到持续发展.从最初求解近似无粘流场和透明或灰体气体辐射,发展到耦合化学平衡的粘性

流场和半精细非灰光谱模型,随后热力学和化学非平衡流场求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３－５]促成了非平衡辐射

模型的建立[６,７].

气体辐射测试技术的发展为流场和辐射计算模型的验证、改进和新模型的提出创造了可能性.而目

前流动和辐射计算模型的不确定性仍较大.Brandis等[８]模拟地球大气环境中对激波速度８~１１５km/s的

真空紫外至近红外的空间、光谱分辨的辐射强度进行测量,与数值结果对比发现在不同的激波速度下,

LAURA/HARA辐射热流计算结果最大高估４０％、低估１２％,DPLR/NEQAIR 最大高估５０％、低估

２０％,计算模型仍需完善.Cruden等[９]对激波速度７~９km/s、光谱范围１９０~１４５０nm 的空气非平衡辐

射进行了测量.发现考虑不同反应速率的DPLR/NEQAIR对实验数据的复现结果较差.

FireII[１０]和 Apollo４[１１]飞行试验均提供了近似探月返回条件下的辐射加热测量,成为辐射加热预测

算法的校验基准.但在地面实验方面,能够开展高速气体辐射实验的设备不多,但气体辐射定量化测试

难度非常大,受到实验设备、光学成像系统等各方面的限制.NASA Ames研究中心的 EAST (Electric
ArcShockTube,电弧激波管)开展了大量空间和光谱高分辨的辐射测量实验[１２],促成了一系列非平衡

模型和反应速率的修正与改进.CUBRC (Calspan UniversityatBuffaloResearchCenter)的LENS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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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风洞[１３]、昆士兰大学的X２膨胀管[１４]和JAXA 的 HVST (HighVelocityShockTube)激波管[１５],
均开展了气体辐射测量实验.但实验结果表明,目前的流动和辐射计算模型不确定性仍较大,并且部分

实验数据也存在不准确的问题.Brandis和Cruden[１６]给出了纯净 N２在激波速度６~１１km/s的辐射强度

测量结果,包括平衡光谱辐射强度、给定波长范围的辐射强度空间变化和平均非平衡光谱辐射强度,以

及来流参数、激波运动函数等信息,希望引导基于这些结果的代码比较.
气体辐射分析需要考虑流体力学、量子力学、光学等学科,涉及化学反应、非平衡松弛和辐射跃迁

等物理化学过程,数学模型复杂,算法实现困难,现有计算模型和方法、包括实验测试仍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然而愈加频繁的深空探测计划对飞行器高速再入的辐射加热评估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亟待

突破高温非平衡激波层气体辐射研究的技术瓶颈,建立准确的、有效的预测手段.通过建立非平衡流动、
辐射特性和辐射传输模型与方程,发展相应计算方法,最终掌握流动特征、辐射强度和辐射通量的演变

与分布规律,可有效加深对高焓气动物理复杂效应的理解,并支撑国家深空探测等一系列重大工程.

１　数值模型与方法

高焓流动气体辐射数值模拟包括非平衡流场、能级布居、光谱计算和辐射传输等部分[１７].其中,流

场计算得到空间任一位置的气体组分数密度和各模态温度等,布居计算获得各能级激发态的数密度,光

谱计算则取得频率相关的发射和吸收系数,最终辐射传输计算得到辐射强度在空间不同位置沿不同方向

的分布,在此基础上通过积分即可得到表面辐射通量或者空间辐射源项.

１１　流场计算

不同气体组分具有不同的辐射机制和光谱参数,粒子高能态分布又受到内能不同模态的温度影响,
因此,气体辐射计算要求高焓流动计算采用较为复杂的物理化学模型.本文以双温度描述热力学非平衡

过程[１８,１９],假设平动转动温度平衡、振动电子温度平衡,考虑化学反应源项,此时三维 Navier Stokes
方程具体形式如下.

连续性守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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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s 为组分s的密度;uj 为混合气体速度;Ds 组分s的等效扩散系数;ys 组分s的摩尔分数;ws 组分s
的质量生成率;p 为压力;μ为混合气体粘性系数;eve 为单位质量振动电子能量;ηtr 为平动热传导系数;ηv

为振动热传导系数;Ttr 为平动转动温度;Tve 为振动电子温度;hve 为单位质量振动电子焓;τs 为热非平衡

松弛时间;ne,s 为自由电子生成率;Îs 为组分s的基态电离能;D̂s 为组分s的离解能;Qrad 为气体辐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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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E 为单位质量总内能;H 为单位质量总焓;η为混合气体热传导系数;T 为温度;h 为单位质量焓.
组分s的热力学参数Cp、Cv、e、eve、h 和hve ,输运系数μ、k、D 等参数通过温度拟合多项式计

算得到,相应的混合气体参数由 Wilke公式计算[２０].
化学反应源项采用有限速率化学反应模型[１８],本文采用 Gupta的１１组分 (O２,N２,O,N,NO,

NO＋ ,O２
＋ ,N２

＋ ,O＋ ,N＋ ,e－ )、１９反应模型[５].
温度３０００~８０００K条件下,热非平衡松弛模型采用 Millikan和 White的半经验关系式[２１],温度高

于８０００K时考虑Park修正[２２].
数值算法方面,对流项采用 Van Leer格式,其中半点值通过使用 Van Albada限制器的 MUSCL

方法得到;粘性项采用二阶中心格式;时间推进采用LU SGS和Runge Kutta方法.

１２　辐射参数计算

根据原子束缚 束缚跃迁 (原子线谱)、原子束缚 自由跃迁 (光致电离)、原子自由 自由跃迁 (韧致

辐射)和分子束缚 束缚跃迁 (分子带谱)等机制,计算与频率相关的发射和吸收系数.电子跃迁谱线吸

收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kη ＝
８π３η０

３hc
N′e,υ,JR２

e rυ′,υ″( )qυ′,υ″( )SJ′Λ′
J″Λ″Fη( )

２J″＋１
(５)

式中, Re r－υ′,υ″( ) ２ 为电子跃迁矩阵元;qυ′,υ″( ) 是 Franck Condon因子;SJ′Λ′
J″Λ″ 是线性强度因子;

N′e,υ,J 是分子在低能态的数密度;η０ 为中心频率的波数;Fη( ) 是谱线线型函数.更加全面和详细的辐射

参数计算公式可参考文献[１７].

１３　辐射传输计算

辐射传输方程描述了辐射强度由于吸收、发射和散射等过程引起的变化,是沿光线方向的能量守恒

方程.一般来说,辐射传递方程在笛卡尔坐标和柱坐标系统下更易求解,但对于复杂外形飞行器,这些

坐标系统不利于和流动、热化学物理过程的耦合,适体坐标系更便利于复杂流场内的辐射传输求解.直

角坐标系下,吸收、发射和散射性非灰介质的谱带辐射传输方程为

dIk l,ω( )

dl ＝－κkIk l,ω( ) ＋αkIbk l( ) ＋
σsk

４π∫ωm′＝４π
Ik l,ωm′( ) Φk ωm,ωm＇( )dωm＇ (６)

式中,αk,σsk,κk 分别为介质的谱带吸 收 系 数、谱 带 散 射 系 数 和 谱 带 衰 减 系 数,κk ＝αk ＋σsk ;

Φk ωm,ωm＇( ) ＝Φmm＇k 为散射相函数,其中ωm,ωm＇ 分别为入射角和散射角,下标k 表示谱带模型k 区域.
采用有限体积法离散辐射传输方程,具体公式参见文献[２３].

２　气体辐射计算验证

２１　实验设备与方案

气体光谱辐射强度测量实验在中科院力学所的氢氧燃烧驱动型激波管上开展,实验设备参见图１
(a).图１ (b)为测试系统示意.激波管驱动段与测试段由膜片分隔,运行时产生的高温激波用以模拟飞

行器头部脱体激波及波后流场.试验段尾部设有多对光学窗口,可进行波后时间空间分辨的分子、原子

谱线特征及其量化数据的测量.通过调节试验段或驱动段压力可获取不同的激波速度,实验中以一组间

距１２m 的离子探针进行激波速度的测量,试验结果表明激波速度测量值与理论值的最大误差不超

过２％.

２２　光谱辐射强度测量与验证

选用 N２试验的结果进行辐射强度计算的验证.该车次的激波管被驱段压力为５００Pa,充入纯 N２.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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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激波管设备和测试系统示意

验中测得激波速度为５７５~６２５km/s.光谱仪参数设置为波段２９０~３４０nm,光谱分辨率０２５nm,具

体设置参见文献[２４].
图２是模拟激波速度６２km/s得到的流场计算结果.N２约有３０％分解,主要生成 N,离子产物较

少.计算中设定x ＝１３６９m 为观测点,激波到达该位置为起始时刻０μs.时间推进２μs的结果显示该

位置处在波后非平衡区,温度和组分质量分数皆不同于４μs延迟的平衡区,非平衡区内气体温度略高、
离子数密度略大.

图３是波后不同位置处的辐射强度测量值沿波长的分布.０μs是激波抵达观测位置的时刻,２μs和

４μs延迟时间的辐射强度存在差异,表明２μs时刻仍位于非平衡区内.
提取不同延迟时间在测点x ＝１３６９m 的流动参数进行气体辐射计算,得到如图３所示的光谱辐射强

度随波长的变化曲线.通过与试验数据比较,３２０~３３０nm 波长范围内,延迟４μs结果和实验值符合更

好,延迟２μs的计算值略小于实验值,验证了高焓气流气体辐射计算模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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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试验状态的流场参数计算结果

图３　辐射强度测量结果与计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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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再入飞行器辐射加热预测

３１　模型与网格

图４是类 Apollo外形试验飞行器FIREII的前体外形和网格示意,采用 O－H 型拓扑结构,在激波

位置和肩部膨胀区进行网格加密.最小壁面网格距离采用了１×１０－５m、１×１０－６m 和１×１０－７m 等设置,
通过网格收敛性分析选用１×１０－６m.

图４　FIREII飞行器网格示意

对飞行器峰值热流时刻t＝１６４３s状态开展分析,飞行器等效半径为０７４７m 飞行高度、速度、温

度和密度分别为５３０４km,１０４８０m/s,２７６K和７８×１０－４kg/m３.

３２　流动与组分分布

图５是沿驻点线的温度和组分质量分数.由于峰值热流状态的飞行速度远高于地面试验气流速度,激

波层内气体温度更高,接近１２０００K.在 O２和 N２完全离解的同时,激波层气体 O和 N为主.同时存在

明显的离子产物,尤其是 O＋ 和 N＋ ,质量分数达到００１左右,并且在激波处 O＋ 存在峰值,超过平衡区

１倍以上.激波层内存在的 O＋ 和 N＋ 有能力产生极强气体辐射.

图５　沿驻点线组分质量分数

图６是对称面温度分布,图７分别是 O２、N２、N 和 O＋ 的质量分数在对称面的分布云图.激波层内

部气体温度已经升高至１００００K以上,由于再入器为曲率较大的球形,激波脱体距离和激波层流动参数

在前体各处均较为一致.对于该峰值热流状态点,极高速引起的高温造成肩部以前激波层内 O２和 N２均完

全离解,激波层内 N主要以原子形态存在,同时 O＋ 等离子生成明显.

２２５１



图６　对称面温度分布

图７　对称面组分质量分数

３３　气体辐射热流

图８和图９分别是非催化壁和完全催化壁条件下飞行器表面及沿对称面的对流和辐射热流.不同壁面

条件下,热流分布规律一致,完全催化壁对流热流较非催化壁高约３０％,而辐射热流基本没有区别.从

对称面变化来看,对流热流在驻点存在峰值,在肩部区域出现再次上升,出现局部极值.辐射热流则表

现出由驻点峰值向肩部逐渐缓慢减小的变化.
表１是计算和飞行测试的驻点热流对比.完全催化壁和非催化壁的计算总热流分别为８１６W/cm２和

１０８３W/cm２,飞行测试结果为１０２５W/cm２[２５],处于不同壁面条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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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催化条件的表面对流和辐射热流

图９　对称面对流和辐射热流

表１　驻点热流数据对比

热流(W/cm２) 完全催化壁 非催化壁 飞行测试

辐射热流 ２３６２ ２３００ －

对流热流 ８３８０ ５８０１ －

总热流 １０７４２ ８１０１ １０２５

４　结　论

通过建立高焓非平衡流动、辐射特性和辐射传输的数学模型与计算方法,开展地面光谱辐射强度测

量实验,以及典型超高速再入飞行器辐射加热预测,得到以下结论:

１)基于定量化测试技术,得到了非平衡激波的气体光谱辐射强度定量分布.对应试验状态的数值计

算结果与试验数据符合,验证了数值模型和方法.结果表明非平衡区气体辐射强度明显高于平衡区;

２)驻点热流计算结果和飞行测试数据符合,完全催化壁面总热流略高于飞行测试结果

３)典型再入飞行器在超高速流动条件下,空气完全离解,混合气体主要由各种原子和离子组分组

成;催化壁面条件显著影响对流加热,对辐射热流基本没有影响.对流热流由于肩部膨胀作用会出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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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上升,辐射热流远离驻点时呈现缓慢线性减小的变化规律.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重点关注紫外段气体辐射,以更准确预测辐射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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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predictionongasradiativeheating
ofhighvelocityre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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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ChinaAcademyofAerospaceAe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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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radiativeenergyemittedandabsorbedbythehigh temperaturegasinthenon
equilibriumshocklayermustbeconsideredinthethermalprotectiondesignofhypervelocityvehicles,

whichrequiresaccurateandeffectiveradiativeheatingpredictionmethodsAcompletedsetofnumerical
assessmentonflow radiation transferisestablished,includingthermochemicalnon equilibriumflow
simulationbasedonNavier Stokesequation,gasspectralradiationcalculationconsideringbothelectronic
transitionand vibro rotationaltransition,and radiationtransfersolving based onfinite volume
discreteRadiationintensity calibration technologyis developed,based on which high resolution

quantitativetestofhigh temperaturegasspectralradianceiscarriedoutinacombustion drivenshock
tubeCurrentcomputationalresultscorrespondingtotheteststateareconsistentwiththetestdata,that
validatesthenumericalmodelandmethodNumericalsimulationofthereentryflowofanApollo like
high speedreentryvehicleiscarriedout,andtheaerothermalenvironmentisobtainedThepredicted
resultsareconsistent withtheliterature,showingthereliability ofthe numerical methodinthe
engineeringdesign

Keywords　Highenthalpy;Non equilibrium;Gasradiation;Spectralradiation;Radiativeheating

６２５１



基于翼身升力焦点与操纵性匹配的布局设计方法研究

陈　伟　高　鹏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气动布局设计过程中操纵性和稳定性相互影响迭代过程较慢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简

易模型,从操纵力矩和稳定/不稳定力矩的角度,对具有对称外形的有翼战术武器的静稳定特性与舵面操

纵性的匹配性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以弹身弹翼组合升力焦点为参量的设计方法,通过简化力学模型,分

析了影响操稳比的各项主要因素,计算了舵面法向力斜率、质心、弹翼弹身组合升力焦点等因素对操纵

特性的影响程度,计算结果显示组合升力焦点与质心重合时效果最好,舵面法向力斜率增大有利于降低

焦点和质心变化对操稳比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了一种新的气动布局设计方法.
关键词　升力焦点;静稳定度;攻角配平;操稳比

０　引　言

弹体操纵性设计是弹总体设计时的重要设计指标,涉及弹体静稳定度、舵面效率的匹配,同时还要

兼顾升力、阻力影响,静稳定度又是影响弹体响应特性的主要因素[１],对发射分离也有重要影响,文献[２]

对弹射发射的导弹提出了静稳定范围要求.而实际设计过程中,操纵特性也是一个重要指标,良好的操

稳比使得操纵装置的易于实现,同时也能放宽静稳定度的要求,同时操稳比又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静稳

定状态,而静稳定度同时也是一个变量,随飞行器飞行时间、飞行状态不断变化,为尽可能在全过程全

状态下实现较为合理的操稳比特性,设计过程需要反复迭代,费时较长.文献[３]使用大量风洞试验数据来

求解各状态的平衡舵偏,获得操纵特性,但在设计初期难以获得这些准确的数据,难以实现操纵性的快

速设计.文献[４][５]从放宽静稳定性对飞航导弹升阻比的角度也进行了分析,证明升力焦点与中心接近过程

中舵面升力要求不断变小,阻力也变小,对操纵性设计给出了启发性意见.文献[６]以过载反馈回路为基础

提出一种确定静不稳定度边界值的方法,从控制系统对舵面效率和舵机要求的角度对布局进行设计.文

献[７]中以再入体攻角配平作为设计目标,比较了两种布局的操纵效率,提出了调整质心的方案,该需求

对总体布局仍存在较大工作量.由此可见静稳定度与操纵性匹配仍是总体设计中极为重要而又相互制约

的两个因素,本文从基本的飞行力学原理出发,结合正常式布局操纵性匹配的特点,提出一种简易模型,
从弹身弹翼组合升力焦点与质心的匹配对操稳比的影响出发,对正常式布局的弹体外形配置方案和舵面

操纵匹配性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布局设计方法.

１　正常式布局弹体的气动力模型

１１　纵向气动力和力矩

把弹翼、弹身、尾翼或舵面等部件组合到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导弹来研究其空气动力时,尽管存在

翼、身干扰,但仍可以将这部分干扰合成到弹身或弹翼中去,以正常式布局为例,全弹升力可以表

示成[８]

Y＝YW ＋YB ＋Yt 　 (１)

７２５１



式中,YB 为弹身升力;YW 为弹翼升力;Yt 为尾舵升力.
当攻角和舵偏角比较小时,升力随攻角/舵偏变化的线性度比较好时,全弹升力可以写成

Cy ＝Cy０＋Cα
yα＋Cδ

yδz 　 (２)

式中,Cy０ 为攻角和升降舵均为零时的升力系数;Cα
y 为升降舵为零时全弹升力系数对攻角的导数.

在攻角不大的情况下,通常把攻角引起的升力Cα
yα 在弹身纵轴上的作用点称为焦点,而把总升力在

弹身纵轴上的作用点称为压心[８].焦点无量纲坐标与纵向质心无量纲坐标之间的差值XF －XG 经常被称

为静稳定裕度.
纵向稳定力矩系数对攻角的偏导数与静稳定裕度存在以下关系

mα
z ＝－Cα

y(XF －XG)　 (３)

１２　部件力和力矩的组合形式

虽然各单部件在组合体状态下的总升力不完全等于各部件单独升力之和,但通过组拆试验或计算仍

可以通过增量对比得到组合状态下各部件的升力分量,文献[９]中给出了全弹总升力和部件升力的关系,
提出翼身干扰系数的预估方法,误差与试验值相差较小,在小攻角条件下,弹身截面积远大于弹翼截面

积时,翼身干扰系数约为１,因此按照全弹部件组成,将当前的升力公式改写

Cα
y ＝Cα

b ＋Cα
w ＋Cα

δ０ (４)

式中,Cα
b 为弹身升力系数对攻角的导数;Cα

w 为主升力面/固定弹翼升力系数对攻角的导数;Cα
δ０ 为零舵偏时

舵面升力系数对攻角的导数.
全弹在舵偏不为零时相对质心的力矩可写成如下形式

mz ＝mα
zα＋mδ

zδz (５)

假定各部件升力的作用点距离弹体理论顶点的无量纲坐标如下:弹身:Xb ,弹翼:Xw ,舵面:Xt .

对于剖面形状较为规则的翼面和舵面,其升力等效作用点在一定速度范围均较为固定[８],因此可以认为

在设定的速度范围内各部件升力的作用点相对固定,于是纵向稳定力矩系数可以表示成

mα
z ＝－Cα

b(Xb －XG)－Cα
w(Xw －XG)－Cα

δ０(Xt－XG)

XF ＝
Cα

b

Cα
y
Xb ＋

Cα
w

Cα
y
Xw ＋

Cα
δ０

Cα
y
Xt 　 (６)

绝大多数正常式布局中,尽管舵面升力系数斜率小于弹翼升力系数斜率,但舵面都会偏离质心较远,
因此在全弹压心中零舵偏的升力系数仍占有较大比重.在考虑舵偏配平后弹体的状态后,各部件力对质

心的力矩配关系如下

－Cδ
δ０(Xt－XG)δz ＝[Cα

b(Xb －XG)＋Cα
w(Xw －XG)＋Cα

δ０(Xt－XG)]αb (７)

一般正常式布局舵面的本地攻角较小,基本不考虑舵面失速的情况,故认为Cδ
δ０ 与Cα

δ０ 相同,同时为

简化表达方式,令

Cα
bwXbw ＝Cα

bXb ＋Cα
wXw

Cα
bw ＝Cα

b ＋Cα
w (８)

式中,Cα
bw 为弹身弹翼组合升力系数对攻角的导数;Xbw 为弹身弹翼组合升力作用点距离弹体理论顶点的无

量纲坐标.
将式 (８)代入式 (７)得到

Cα
bw(Xbw －XG)αb ＝－Cα

δ０(δz ＋αb)(Xt－XG) (９)
式 (９)即弹体纵向力矩配平的必要条件.

１３　力矩平衡条件的几种情况

对这一结果,分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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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Xbw －XG ＝０时

等式成立即纵向力矩可配平的充要条件是δz＝－αb ,对正常式布局,操稳比 (δz/αb)正好为１,此时

Cα
δ０ 大小对操稳比无影响.而从压心XF 的表达结果中可以看出,Cα

δ０ 越大则压心越靠后,形成更大的静稳

定度,但弹体操纵性并未降低.
(２)Xbw －XG ＞０时

配平的必要条件是αb 与 (δz ＋αb)异号,即:

δz ＝－(１＋η)αb ,η＞０

η＝
Cα

bw(Xbw －XG)

Cα
δ０(Xt－XG)

(１０)

此时操稳比大于１.通常情况下尾舵均远离质心,而弹身弹翼组合升力系数斜率远大于舵面升力系数

斜率,为了使操稳比δz/αb 不至于太大而导致操纵效率过低,需要保持Xbw 不能过于靠后或相应的增大

舵面.
(３)Xbw －XG ＜０时

配平的必要条件是αb 与 (δz ＋αb)同号,此时η 小于０,为了使操纵效率不至于太高,需要使得

η 远小于１,如此一来就需要保持Xbw 不能太靠前或提高舵面升力效率.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以操稳比为设计目的的外形匹配方案,最好的方案应该是翼身组合升力

的焦点与弹身纵向质心基本重合,实际情况则是升力中心随飞行马赫数、攻角变化存在一定变化范围,
弹身纵向质心也会随燃料消耗发生变化,因此实际上很难保证升力焦点与质心的重合,更需要折衷考虑

升力焦点位置的设计,使得操纵效率在全过程全包络范围内变化最小.

２　仿真算例

２１　理论模型升力焦点位置的影响

以某型正常式布局导弹气动参数为例,取纵向质心系数变化范围０４６~０５９,弹身组合升力焦点变

化范围０４９~０５５,弹身组合升力系数斜率０４３２,舵面升力系数斜率选取００５、０１、０２、０３,舵面

升力焦点坐标位置０９.比较不同弹身组合升力焦点变化及舵面升力系数斜率变化对全弹操稳比的影响.
从图１和图２对比可以看出,弹身组合升力焦点与纵向质心系数接近时,无论舵面效率高低,操稳比

都接近１０,且舵面效率较大时对焦点质心偏离的适应性较好,而舵面效率较小时对焦点质心偏离的适应

性较差,在质心靠后于焦点时易出现操纵比反号,这对于控制系统非常不利.

图１　组合升力焦点为０４９时操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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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组合升力焦点为０５５时的操稳比

对上述设定参数,假定纵向质心系数为０５０,其他参数不变,比较不同舵面升力系数下操稳比随弹

身弹翼组合升力的焦点变化的趋势,见图３.组合升力焦点相对质心靠前或靠后的关系决定了操稳比大于

－１还是小于－１,同等焦点变化量下,操稳比受舵面升力系数斜率大小影响明显,当舵面升力系数斜率

达到一定量级后,如翼身组合升力的一半以上,操稳比受焦点变化的影响程度就比较小了.

图３　质心系数０５０操稳比

２２　CFD计算验证

选取某型正常式 XX 外形,弹径１４０ mm,翼面后掠角１８°,梯形翼,六边形翼剖面,外露展长

１１０mm,弹体纵向质心无量纲坐标为０５０,弹翼位置可调,设置翼面位置分别为位置１、位置２,位置１
的翼面相对靠后,对应的翼身升力焦点无量纲坐标约为０５４,位置２的一面位置相对靠前,翼身升力焦

点无量纲坐标约为０５０５.
选取计算状态为该导弹主要飞行速度点 Ma＝０８,飞行攻角包含０°、２°、４°、６°、８°、１０°,１２°,舵

面位置固定,舵偏角分别为０°、－５°、－１０°,舵面剖面翼型为 NACA００１０,舵面１为四边形翼面,随展

长方向变厚度,展长５２mm.计算得到的不同外形升力系数及俯仰力矩系数见图５、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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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两种翼面位置布局示意

图５　两种翼面位置的升力系数

图６　两种翼面位置的纵向力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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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种翼面位置布局的气动结果,翼面位置１相对于位置２的升力系数变化不明显,攻角增大时位

置２的升力系数略大于位置１,但两种布局下相对质心的力矩系数差异较大,在相同舵面配置下,位置２
的力矩系数斜率明显减小,尽管翼身升力焦点基本与质心重合,但力矩系数仍保持较明显的负斜率,弹

体仍是静稳定的,位置２的操稳比为０８９~１０３,位置１的操稳比为１５,相较而言,位置１的槽纵效率

相对较低,对应相同飞行攻角时,舵偏略大,可能造成飞行阻力偏大.
为保证翼面位置１时的操纵效率,适当增大舵效率,选择舵面２与舵面１气动相似性一致,相对舵面

１等比放大一倍面积,舵轴位置不变,其他条件相同,计算得到力矩系数见图７,舵面增大后,位置１布

局的操稳比改善为１１~１３,位置２的操稳比仍保持在０８~１,可见在升力焦点与质心重合时舵面大小

调整对操稳比的影响很小.

图７　舵面增大一倍后的纵向力矩系数

３　结　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在正常式布局下,如果弹身弹翼组合升力的焦点能较好的与弹体

质心重合,则操纵特性对舵面效率的要求降低,可以通过较小舵面实现操纵.在初步设计中将翼身升力

的焦点布置在质心附近,能较好的适应攻角变化带来的升力焦点的变化,操纵效率变化较小.在弹体布

局中,改变原有的从静稳定入手的总体布局设计方法,如果先将弹身弹翼等固定件的升力特性计算完成,
通过调整弹翼的位置将弹身弹翼组合升力的焦点置于设计状态的质心处,后续的舵位置和舵面大小设计

难度将大大降低,该方法可为提高总体布局和外形设计效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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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layoutdesignmethodbasedon
thematchingofwingliftfocusandmaneuverability

CHEN Wei,GAOPeng
ShanxiZhongtianRocketTechnologyCo,Ltd

　　Abstract　 Thispaperdealswiththeslowiterativeprocessoftheinteractionbetweenmaneuverability
andstabilityinaerodynamiclayoutdesignA simple modelisproposedtostudythestaticstability
configurationscheme and rudder control matching of winged tactical weapons with symmetrical
configur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controlmomentandstability/instabilitymomentAdesignmethod
basedontheliftfocusofthecombinationofbodyandwingwasproposed,andthemainfactorsaffecting
theaircrafthandlingratiowereanalyzedbysimplifyingthemechanicalmodelTheinfluenceofthenormal
forceslope,thecenterofmassandtheliftfocusofthecombinationofwingandbodyonthehandling
characteristicswascalculatedTheresultsshowthattheeffectisbestwhenthefocusofcombinedliftand
thecenterofmasscoincideBasedontheaboveresults,anewaerodynamiclayoutdesign methodis

proposed
Keywords　Liftfocus;Staticstability;Angleofattacktrim;Handling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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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焓风洞自由流速度测量实验研究

宋华振１　文　帅１　谌君谋１　金　熠２　李佳胜２　陈　星１

１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摘　要　高焓激波风洞常被用来模拟高焓流场用以探究飞行器的强激波流场效应.可调谐二极管激

光器吸收光谱技术 (TDLAS)可以实现对高焓流场的非接触测量.首先对 TDLAS测量方法的测速原理、
标定方法和计算流程进行了介绍,并设计搭建了 TDLAS双线吸收测量系统.随后在 FD ２１高焓激波风

洞进行了 TDLAS 测速实验,得 出 了 风 洞 流 场 速 度 参 数,并 与 文 献 结 果 对 比,测 量 偏 差 在 ５％ 以 内.

TDLAS技术可用于高焓流场测速,搭建的 TDLAS系统测量精度良好.
关键词　高焓风洞;自由流;速度测量;TDLAS;实验研究

０　引　言

高焓激波风洞常被用来模拟高焓流场用以探究飞行器的强激波流场效应[１].虽然该类风洞可以模拟出

较高的压力和焓值的流场,但是其模拟出的流场环境与真实飞行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需要对模

拟的高焓流场进行流场参数诊断.然而,高焓激波风洞模拟的高焓流场的有效时间仅有几毫秒,并且形

成的流场总温和总压较高[２].因此,传统的测速方法,如测速管、热线风速仪等方法时间相应较慢,分辨

率低,且容易干扰原有流场.光学测量方法,如粒子图像测速法,适用于低速条件下的流场速度测量.
在高马赫数下,该方法误差较大.此外,该方法需要在流场中加入示踪粒子,严重干扰原有流场.[３ ４]

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吸收光谱技术 (TDLAS)通过将Beer lambert吸收定律和多普勒频移原理结合的

方法,可应用于高焓流场测速.该方法响应速度快,分辨率高,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５ ７].２０１５年,杨

斌等基于 TDLAS系统分别测量燃烧场和吸气式发动机来流的速度参数,整体偏差在１０％以内[８９].２０１６
年姚路等基于 TDLAS系统测量固体推进剂装药羽流速度参数,证明了该技术可以用于测量发动机羽流

速度[１０].
本文基于 TDLAS测量原理,选取１３９５nm 吸收谱线,设计搭建了高焓风洞自由流速度测量系统来

测量速度参数,通过与以往流场文献结果比较,分析测量误差.

１　测量原理

１１　Beer Lambert吸收定律

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吸收光谱技术 (TDLAS)主要基于Beer Lambert吸收定律,该定律描述了介质

对激光吸收的强弱.一束频率为υ的激光穿过待测介质后的光强吸收率可用下式表达

τυ( ) ＝
I
I０

＝exp[－PXLSφ(υ)] (１)

式中,τ(υ)为激光透射系数;I０ 为入射光强;I为出射光强;P 为气体压强;X 为吸收组分摩尔浓度;L 为

吸收光程.φ(υ)为吸收谱线线型函数,其满足归一化条件.S 为吸收谱线强度,它与具体的谱线有关,同

时也是温度的单值函数.
在Beer Lambert定律中,吸收谱线线型函数φ(υ)反映了吸收率随频率的变化关系.由于分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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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等因素,使得吸收谱线的吸收率不再是针对固定的频率,而是具有一定频率

宽度.按照谱线展宽产生的机制不同,可以将吸收谱线线型分为三类:高斯 (Gauss)线型、洛仑兹

(Lorentz)线型和福伊特 (Voigt)线型.
高斯线型是由于气体分子的热运动会产生多普勒频移效应,进而会引起吸收谱线加宽.Guass线型适

用于高温低压流场的吸收率拟合.洛伦兹线型是由于光子和分子相互作用时,周围介质对其的碰撞导致

的吸收线型加宽.气体压力对该线型的影响较大,Lorentz线型适用于高压低温环境.而在一般情况下,
以上两种加宽机制同时存在且均不占主导地位,此时吸收线型可描述为两种线型的混合,称之为 Voigt线

型.在计算吸收线型时使用的线型公式为 Whitting等在１９６８年给出的近似公式[１１].利用该经验公式可

以拟合出目标吸收线型的中心频率.

１２　速度测量原理

TDLAS用于流场速度测量,是基于激光的多普勒频移效应,实验中用于速度测量的两条射线呈角度

θ布置,如图１所示;当气流速度在激光传播方向上有分量,则会产生多普勒频移效应,如图２所示,频

移量可由下式表示

Δυ＝
Usinθ
c υ０ (２)

式中,c为光速;U 为来流速度;υ０ 为激光频率,因此由于多普勒频移效应,计算得到高焓流场速度为

U＝
cΔυ

υ０sinθ
(３)

图１　TDLAS测速原理图

图２　多普勒频移示意图

１３　标定方法

实验过程中采集到随着时间变化的吸收峰信号强度.根据Beer lambert吸收定律,需要将时间信息

转化为频率信息.因此,实验前需要使用标准具标定激光器输出频率与时间的关系.当激光以一角度射

入干涉仪并在其内部多次反射和透射.透射光经探测器可得到透射信号,如图３所示.图中透射信号相邻

极大值的频率间隔为常数,即为自由光谱区间.由图中数据可得到各透射信号极大值处的时间信息,将

时间信息和自由光谱区间进行多项式拟合,可得到时间与频率的转换拟合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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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标准具透射信号

１４　数据计算方法

根据Beer lambert吸收定律和多普勒频移原理,用于高焓风洞自由流速度测量的数据计算方法如

下:如图４所示,在采集到的两路光谱信号中查找带有吸收峰的谐波曲线a１和b１.根据该曲线未吸收部

分多项式拟合出谐波基线a２和b２.根据Beer Lambert吸收定律,计算得到时域下的吸收率曲线a３和

b３.通过标准具标定数据将时域信息转换为频域信息,随后使用 Whitting经验公式拟合频率 吸收率曲

线,可得到拟合吸收率a４和b４.根据拟合吸收率,提取出峰值吸收率处的吸收频率,即为中心频率υ０ .
根据多普勒频移定律可得出流场速度参数U .

图４　计算方法流程图

２　实验设置

本文基于以上原理设计搭建了中心频率为１３９５nm 吸收谱线的 TDLAS双线吸收测量系统,来测量

FD ２１高焓激波风洞流场的速度信息.该系统主要包括:近红外激光器、激光分束器、激光器控制器、
信号发生器、传输光纤、准直镜组、支撑架、探测器和采集系统等设备.激光分束器分出两条激光,其

中一条与来流方向垂直,另一条光束与自由来流呈３０°方向设置.以上设备在风洞布置如图５所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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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信号发生器和激光器控制器使输出目标波长的激光.风洞流场建立后,该激光经过高焓流场,发生

光谱吸收后由探测器接收,接收到的信号经计算机处理得到流场速度.

FD ２１高焓激波风洞可以模拟真实高焓气流效应[１２],依托该风洞进行速度测量实验,实验流场参

数为:总温２７００K,总压９２MPa,名义马赫数为１０.

图５　实验建立示意图

３　结果分析与讨论

３１　原始信号处理与分析

搭建 TDLAS双线吸收测量系统测量高焓流场速度参数.两条光束的吸收峰原始信号如图６所示.得

到的原始吸收峰较小,吸收率较低.可通过在风洞激波管或者喷管出口添加水来提高吸收强度.将得到

的吸收曲线结合２４节的数据计算方法,计算得到高焓流场速度.

图６　原始吸收信号

３２　测量结果对比

以FD ２１风洞为研究对象的以往文献[１２],使用 CFD仿真计算了本文状态下的喷管出口中心线速

度.将本文测量结果与文献结果对比,如图７所示.
使用 TDLAS测量系统测得的流场速度随着流场的建立,初始值较高,后逐渐减低并稳定.与仿真结

果相比,流场建立初期,测量结果高于计算结果,后吻合良好.该系统测得的流场建立５ms的流场平均

速度为２５０２m/s,文献中CFD计算的平均速度为２４１７m/s,测量偏差为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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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计算结果对比图

４　结论

１)TDLAS系统可以通过测量吸收谱线的中心频率偏移来实时测量高焓风洞自由流速度参数.

２)搭建的 TDLAS测量系统有良好测量分辨率,具有实时测量的特点,测量高焓风洞自由流的速度

结果与文献CFD模拟计算值对比,偏差在５％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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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researchinvelocitymeasurement
offreestreambaseonhighenthal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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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highenthalpyshockwavewindtunnelisusedtosimulatethehighenthalpyflowfield
toexplorethestrongshockwavefieldeffectoftheaircraftTunablediodelaserabsorptionspectroscopy
(TDLAS)canrealizenon invasivemeasurementofhighenthalpyflowfieldsFirstly,theprinciple,

calibration methodandcalculationprocessofthe TDLASareintroduced,anda TDLAStwo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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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ptionmeasurementsystemisdesignedandbuiltSubsequently,theTDLASvelocitymeasurement
experimentwascarriedoutintheFD ２１highenthalpyshock wavewindtunnel,andthevelocity
parametersofthewindtunnelflowfieldwereobtained,andcomparedwiththeresultsoftheliterature,

themeasurementdeviationwaswithin５％TDLAStechnologycanbeusedtomeasurevelocityinhigh
enthalpyflowfields,andthebuilt upTDLASsystemhasgoodmeasurementaccuracy

Keywords　Highenthalpywindtunnel;Freestream;Velocitymeasurement;TDLAS;Experiment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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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２非平衡流动中vtm跃迁速率计算方法的对比分析

周　越１,２　吴　杰１　朱希娟１　马　静１　亓鹏程２

１光学辐射重点实验室;２陆军装甲兵学院演训中心

摘　要　高温高速流动中气体分子往往处于热力学非平衡状态,相比于传统的多温度模型,态态模

型能够从分子能级层面精确描述气体分子的非平衡状态,是更准确的计算手段.本文以 N２分子的非平衡

流动为例,选取了两种vtm 跃迁速率的计算方法,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相关结论为模型计算

参数的选取校验及后续模型发展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非平衡流动;态态模型;N２;vtm

０　引　言

空间飞行器再入大气层或进行高速飞行时,流场中的高温会导致气体内能模式的激发,导致各个能

级的气体分子的粒子分布不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波尔兹曼分布[１].气体分子在微观状态上的差异最终决定

了高温流场宏观热物理特性的差异,准确预测高温气体的非平衡状态对于飞行器表面材料的热防护以及

深入理解认识热化学非平衡现象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非平衡流动中气体的平动状态和振动状态不再保持平衡,工程中发展了双温度模型或多温度模

型来描述非平衡状态下气体分子的热力学状态.比较典型的双温度模型是Park在１９８５年提出的[２],Park
模型通过引入振动温度描述气体分子自身的振动能量,不但解决了描述气体非平衡状态手段 “有无”的

问题,而且由于模型表征相对简单、便于和 NS方程耦合,Park模型在很多工程问题中得到了良好的应

用.可以说,振动温度的引入对于描述非平衡状态下的气体化学反应以及气体分子内能的分配方式都是

至关重要的,双温度模型以及后续的改进版本逐渐应用在了成熟的热力学计算程序中,比如 Gasp程序[３]

(GeneralAerodynamicSimulationProgram)和 LAURA 程序[４] (LangelyAerothermodynamicUpwind
RelaxationAlgorithm).利用多温度模型,国内外学者还纷纷开展了高速条件下的激波干扰计算[５].需要

说明的是,多温度模型给出了气体分子在振动能级上的宏观描述,这个描述具有一定的统计意义,但其

计算精度并不一定能完全保证.除此之外,采用多温度模型无法表征真实非平衡状态下气体分子内部振

动能量的具体分配,这对于准确计算高速非平衡流场的辐射特征是远远不够的.随着计算机能力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开始从能级层面研究气体分子的演化过程,这种方法被称为态 态模型 (statetostate)模

型[６９].态态模型建立了每一能级气体分子粒子数密度的变化方程,是目前为止描述气体非平衡状态最准

确的方法.态态模型对微观物理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每一过程的中间参数也都需要单独求解,因此

计算量很大,目前常见的态态模型主要有 N２分子和 O２分子两种[１０１１].受计算能力所限,态态模型最初只

是应用在零维问题中单纯分析气体非平衡特性的变化,后来逐渐开始和一维的 NS方程进行耦合,实现流

动和非平衡特性的耦合求解,目前国内国防科大、中科院力学所等单位均在态态模型方向上开展了相关

的研究[１２１３].

N２分子作为空气中的主要成分,详细研究其内能激发模式对于计算大气层再入目标流场具有重要意

义.非平衡流动中 N２分子涉及的化学反应十分复杂,主要包含的物理过程有:N２分子在不同振动能级之

间的跃迁 (vv过程)、N２分子在高温条件下离解成单个的 N原子 (dra过程)、N原子和 N２分子的碰撞引

起 N２分子能级的变化 (vta过程)、某一能级 N２分子和 N２分子整体碰撞之后引起自身能级变化 (vtm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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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上述物理过程往往同时存在正向和逆向两种反应模式,精确描述每个物理过程的反应速率是计算非

平衡状态演化过程的关键,需要大量的理论物理和量子力学理论作支撑.针对 N２分子的vtm 跃迁机制,
本文对比了公开文献中给出的三种计算方法,分析了三种计算方法的差异,为后续态态模型计算参数的

选取和校验提供了参考.

１　N２分子的振动能级描述及分布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分子平动、转动、振动的能量都是可以离散量子化的,不同的离散能量对应

不同的分子能级.在态 态模型中,要研究 N２分子的能级跃迁,首先需要明确 N２分子的总数以及每一振

动能级对应的振动能量.对于电子基态的 N２分子,目前文献中常用的能级数目划分有两种,一种是考虑

了N２分子的４７个能级,一种是考虑了N２分子的６７个能级[１４].每一振动能级对应的振动能量计算方法如

公式 (１)所示

Evib(ξ)＝ωeξ－ωexeξ２＋ωeyeξ３＋ωezeξ４

ξ＝ν＋
１
２

εv ＝Evib(v＋０５)－Evib(v＋０５)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

其中ν为振动能级级数,取值范围为０~６７;ωe ,xeye ,ze 为中间参数,εv 为每一能级对应的振动能量,
两种方式采用的计算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振动能级计算参数

coefficient 能级数:０~６７ 能级数:０~４７

ωe ２３７２４４６３０５４E３ ２３５８５７E３

ωexe １８１０１６７７７E１ １４３２４E１

ωeye １２７５５１６２４３５E－２ －２２６E－２

ωeze －７９５９４８７２４８５E－５ ０００E＋００

利用表１中的参数计算了 N２分子不同能级对应的能量,计算结果如图１所示.图中红色曲线及坐标

轴对应的是４７个振动能级的表征方式,黑色曲线及坐标轴对应的是６７个振动能级的表征方式.可以看

出,６７个振动能级的表征方式对 N２分子振动能级的描述更加细致.此外,两种方法在最高能级处 (分别

对应v＝４７、v＝６７)计算得到的振动能量值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文献 [１５]证明,６７个振动能级的表征

方式与EspositoandCapitelli等人在 QCT方法中采用的势能面保持一致,因此本文在后续计算中采用６７
个振动能级计算 N２分子的能级分布.

图１　N２分子的振动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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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状态下N２分子的能级分布满足经典的玻尔兹曼分布.图２给出了T ＝８０００K及T ＝２０００K条

件下 N２分子的振动能级分布,横坐标为 N２分子的能级数,纵坐标为当前能级分子所占的百分比.从图中

可以看出,随着温度升高,高能级的 N２分子占比变大,温度从２０００K升高到８０００K,v ＝６７的氮气分

子数密度增大了２０个量级,基态 N２分子所占的比重则从０８１０３３降低到了０３２８９５.说明温度越高,

N２分子的能级跃迁越活跃,高能级的 N２分子对气体宏观热物理特性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图２　N２分子的能级分布

２　vtm过程中跃迁速率的计算方法

２１　vtm跃迁过程

vtm 过程是指某一振动能级的 N２分子通过和其他 N２分子碰撞后引起自身能级的变化,其跃迁机制可

以用下述方程表示

N２(v)＋N２⇌N２(v－１)＋N２ 　 (２)
由于vtm 过程引起的 N２分子数密度变化可以表示为

dN２(v)
dt ＝Kvtm,f(v,v－１,T)∗N２(v)∗N２－Kvtm,b(v,v－１,T)∗N２(v－１)∗N２ (３)

其中Kvtm,f 代表正向反应速率,Kvtm,b 代表逆向反应速率,二者从数值上满足细致平衡法则.精确求解正

反向的跃迁速率需要详细的量子力学理论和复杂的计算公式,复现起来计算量较大,更实用的方法是基

于理论方法进行数据拟合,经过前期广泛文献调研,文献 [１４]以及文献 [１６]分别给出了vtm 跃迁速

率的计算方法 (分别记作方法一和方法二).
方法一:
首先利用能级计算公式求解当前能级v对应的v′,v的取值范围为０~６７,v′的取值范围为０~４７,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Eold
vib(ν′＋

１
２

)－Eold
vib(１

２
)＝Enew

vib (ν＋
１
２

)－Enew
vib (１

２
) (４)

将公式 (４)中的v′代入方程 (５),可以求解vtm 过程的跃迁速率Kvtm

lnKvtm ＝k０(lnv)＋a１(lnv)＋σ[lnT,c１(lnv),δ１(lnv)]＋a２(lnv)＋σ[lnT,c２(lnv),δ２(lnv)] (５)
公式 (５)中用到的变量及中间参数可以通过式 (６)~式 (８)以及表格２中的数据计算得到,利用

公式 (５)计算得到的Kvtm ,其单位为cm３/s.

coefi(ξ)＝α０＋(α１ξ)＋α２[exp(α３ξ)－１]＋α４ξ２ (６)

coefi ≡k０,ai,ci,δi 　 (７)

σ(x,c,δ)＝
exp(－(x－c)/δ)

exp(－(x－c)/δ)＋exp((x－c)/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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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公式 (５)所用计算参数

参数 α０ α１ α２ α３ α４

k０ －２３４５４５ －４２５３３８８ ２５２００８５ １７１E－０２ －０３１８５５４

a１ －２２８６６ －０５８３０９５ １２６E－０７ ４０６５９６８ ０

c１ ７４６０４８４ －１１２E－０１ －８０５E－０３ １４２E＋００ ０００E＋００

δ１ －１６４３４１ ７５３E－０３ －８９２E－０３ １２７８８８５ ０

a２ －５３１２７２ －０５３９１０２ ２５８E＋００ ３２４E－０１ ０

c２ ６１９１８０６ ２５０E－０４ ９２３E＋０１ －１２２E－０３ ６５９E＋００

δ１ －０５６５０２ ８９１E－０３ ０００E＋００ ０００E＋００ ０００E＋００

方法二:
该方法引入了 N２分子的谐振子假设,计算形式更加简洁,但是该方法划分的 N２分子能级总数为４５,

实际使用时可以通过插值的方法对能级进行匹配.

Kvtm ＝(v－１)f(T)exp[(v－２)δ(T)] (９)

f(T)＝１０－６NAexp(－３２４０９３－
１４０６９５９７

T０２
) (１０)

δ(T)＝０２６６７９－６９９２３７×１０－５T＋４７００７３×１０－９T２ 　 (１１)
式中NA 为阿伏伽德罗常数,需要说明的是方法二定义v＝１为 N２分子的基态能级,公式 (９)中v

的取值从２开始,利用方法二得到的跃迁速率单位为 m３/ (mols).

２２　计算结果对比

利用上述两种方法计算了v＝１→０、v＝６７→６６两种跃迁模式下速率系数随温度的变化,计算结果如

图３所示.

图３　vtm 跃迁速率对比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两种计算方法在绝对值上,存在明显的数量级差异.相比之下,本文认为方法二

的数据更可信,１９７９年文献 [１７]采用半经典的碰撞模型给出了第一能级 N２分子和基态 N２分子碰撞后

的能级跃迁速率系数,其数值量级及变化趋势与方法二的结果更加接近.由于采用半经典碰撞方法本身

也有误差,因此文献 [１７]的结果与方法二的结果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此外,文献 [１８]也对方法

一的拟合公式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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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文献 [１７]中的计算结果

N２(n)＋N２(０)→N２(n－１)＋N２(０)

T n＝１ n＝２ n＝３ n＝４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０－１７ ２６×１０－１７ ４７×１０－１７ ７７×１０－１７

１５００ ２２×１０－１６ ５３×１０－１６ ９３×１０－１６ １５×１０－１６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１５ ４６×１０－１５ ７８×１０－１５ １２×１０－１５

３０００ ２７×１０－１４ ６１×１０－１４ １０×１０－１４ １５×１０－１４

４０００ １３×１０－１３ ２８×１０－１３ ４６×１０－１３ ６６×１０－１３

６０００ １×１０－１２ １８×１０－１２ ２７×１０－１２ ３７×１０－１２

８０００ ３５×１０－１２ ５２×１０－１２ ７５×１０－１２ ７５×１０－１２

３　结　论

精确描述 N２分子在非平衡状态下的运动状态及化学反应可以从本质上认识非平衡现象的本质.不同

能级的跃迁往往是多种不同物理过程综合叠加的结果,针对每一物理过程详细建模是准确预测分子能级

跃迁的关键,本文以 N２分子vtm 运动过程为例,对比了公开文献中两种速率系数计算方法,两种方法均

给出了vtm 过程中能级跃迁速率系数的拟合公式,为工程计算提供了可选工具,但两种方法存在数量级

的差异,后续还需要对两种模型进行深入的验证分析.相比于常用的宏观模型,精细微观模型的发展目

前还不是很完善,采用量子力学理论知识来描述粒子的统计行为也还在持续发展中,但随着计算机水平

的发展,精细模型由于其独特优势会得到更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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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calculationmethodsforvtmtransition
rateinN２non equilibriumflow

　　Abstract　 Gasmoleculesinhightemperatureandhigh speedflowarealwaysinthermodynamic
non equilibriumstateComparedwiththetraditionalmulti temperaturemodel,thestate to state
modelcanaccuratelydescribethegas moleculevibrationalenergylevels,whichisa moreaccurate
calculationmethodInthispaper,thenon equilibriumflowofN２ moleculesistakenasanexample,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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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力式航天器气动力辅助轨道保持设计与分析

金宇帆　闫晓东　班焕恒　马　禄

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摘　要　针对升力式航天器在超低轨道飞行的轨道保持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稀薄大气环境下飞行

器动力学模型,分析了气动力和地球引力摄动对超低轨道飞行的影响;继而提出了利用气动力辅助超低

轨道飞行器进行轨道保持的策略和方法,应用优化方法对保持飞行轨迹进行了优化设计,同时对相关参

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气动力和地球引力摄动对超低轨轨道飞行具有显著影响,所设计的结

合气动力与脉冲推力的轨道保持策略,可以以较小的速度增量需求实现飞行器长期轨道保持.

关键词　超低轨道;轨道保持;气动力辅助;燃料消耗

０　引　言

超低地球轨道 (ULEO)通常被归类为海拔高度约４５０km 以下的轨道,因其所处的高度存在复杂的

大气干扰,在以往各国对太空轨道开发中较为空白.随着太空技术发展以及复合材料工艺的进步,超低

轨道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或组织逐鹿的蓝海[１].相较于传统LEO轨道高度,超低轨道可以为特定的飞行任

务带来独特的优势:一是更低的轨道高度意味着更低的发射成本,效费比优势明显;二是对于对地观测

卫星,轨道高度降低有效的提高了光学观测器的分辨率,提高了雷达或激光雷达系统的信噪比;三是在

超低轨道环境中,大气密度更高,进入该区域的轨道碎片都将迅速衰减到大气层内,具有更低的轨道碎

片碰撞风险[２].

但对于运行于超低轨道的飞行器,受地球引力和大气阻力摄动影响,其轨道高度可能会迅速衰减,
为了完成飞行器在轨任务、延长飞行器在轨飞行寿命,需要研究有效的轨道保持方法.

目前,已有学者对于超低轨道飞行器轨道保持问题展开研究.文献 [３ ４]中设置轨道高度上下界,
单纯采用化学燃料发动机冲量推力进行轨道修正,此方法简单易行,但没有考虑燃料消耗的最优性.文

献 [５ ８]中通过高精度测量超低轨道飞行器所受加速度情况,采用高比冲连续推力的电推进发动机抵消

大气阻力带来的干扰,实现阻力平衡轨道控制,此类方法需要高精度的加速度测量和高精度的姿态测量

与稳定控制.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应用化学推力或电推力实施轨道保持控制,一般将气动力

作为阻力摄动,没有过多考虑气动升力有益作用[９].事实上,对具有一定升阻比的升力式航天器而言,气

动升力可在超低轨道飞行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气动升力的辅助机动以及变轨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发

展,文献 [９]基于 Hill方程,设计了采用气动力作为辅助的轨道保持控制器,通过仿真验证了气动力辅

助轨道保持的积极影响.文献 [１０]采用气动力辅助变轨与推力结合的方式进行仿真,在异面变轨时相

较于单纯推进机动更有效率,文献 [１１]对微小卫星气动力辅助变轨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气动

力辅助变所需的速度增量远小于霍曼转移所需的速度增量,大大提高了微小卫星的有效载荷利用率.因

此,为了进一步减少超低轨道保持燃料消耗,延长飞行器在轨寿命,本文了提出基于气动升力以及气动

升力辅助与飞行器脉冲推力相结合的超低轨道保持策略.首先,分析了气动力和地球引力摄动对超低轨

道的影响;随后应用优化方法,设计了基于气动升力以及气动升力辅助与飞行器动力相结合两种轨道保

持方法和轨迹;最后分析了飞行器相关参数对气动力辅助保持性能的影响.仿真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策

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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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气动力辅助轨道保持问题

１１　飞行器低轨保持模型

在飞行保持建模部分,首先对飞行器在低轨飞行过程中进行受力分析,在地心赤道惯性系中建立运

动学方程,只考虑地球非球形引力摄动及大气阻力摄动影响.

mr̈＝－
mμ
r３r＋mΔg＋FA ＋FP１ ＋FP１

m

＝
FP１

Isp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

式中,r表示飞行器的地心矢量;μ 表示引力常数;m 表示飞行器的质量;Δg表示地球非球形引力摄动加速

度;FA 表示稀薄大气产生的气动力;FP１
表示化学推进产生的推力;FP２

表示电推进产生的推力;Isp 表示

化学推进剂比冲.
用Δa 表示和加速度为

Δa＝Δg＋
FA ＋Fp１ ＋FP２

m
(２)

为实现飞行器轨道保持飞行,同时考虑保持过程中的轨道机动动力学,建立地心惯性坐标系中的六

状态方程,考虑地球扁率,忽略地球自转,六自由度方程为

r ＝Vsin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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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osγcos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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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式中,r表示地心距;θ表示经度;ϕ表示纬度;V 表示速度;γ 表示轨迹倾角;ψ 表示航向角;FD 表示阻力;

FL 表示升力;α 表示攻角;σ表示倾侧角.当无电推进时,FP２ ＝０.FP１
在分析过程中只有开关状态,在开

启状态时推力大小为常值.
式 (３)中气动阻力FD 、气动升力FL 表达式

FD ＝１/２ρsV２CD α,Ma( )

FL ＝１/２ρsV２CL α,Ma( ){ (４)

式中,ρ为当前轨道高度大气密度,s为飞行器参考面积,V 为飞行器速度,CD,CL 分别为大气阻力系数和

大气升力系数,受飞行器攻角和速度影响.
式 (３)中gr 、gωe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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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３J２/２,J２＝１０８２６３×１０－３ ,μ 为地球引力常数,re 为地球半径.
从地心惯性坐标系中的状态量转换到轨道六要素分别为

h＝r×v

a＝
h２

μ １－e２( )

e＝
v×h
μ

－
r
r

i＝arccoshZ/h( )

Ω＝arctanhX/－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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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表示半长轴;h表示动量矩矢量;r表示位置矢量;e表示偏心率矢量;Ω 表示升交点赤经;i表示轨

道倾角;ω 表示近地点幅角;f 表示真近点角;X,Y,Z 表示位置矢量r的分量;hX ,hY,hZ 表示动量矩

矢量h 的分量;eX ,eY,eZ 表示偏心率矢量的e分量,轨道根数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经典轨道根数示意图

２　飞行器超低轨道衰减分析

在进行超低轨道衰减分析时,以 CAV H 飞行器作为对象,其参考面积０４８３９m２,初始质量

９０７kg.
考虑从初始１２０km 圆轨道衰减到１００km 高度过程.为了尽可能的减缓轨道衰减过程,延长飞行时

间,CAV H 飞行器以最小阻力的方式 (即０°攻角)飞行.此外,为了区分引力摄动 (J２ 项)的作用,
分别在带J２ 项摄动以及无J２ 项摄动下仿真.设定轨道初始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飞行器轨道初始参数

轨道要素 无J２ 项 带J２ 项

半长轴a ６４９８１３６m ６４９８１３６m

偏心率e ０ ０

轨道倾角i ３０° ３０°

升交点赤经Ω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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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km 圆轨道轨道高度衰减至１００km 仿真结果如表２和 图２所示.可以看到,考虑地球引力摄动

(J２)后,轨道衰减速度显著加快,１００km 高度的保持时间由３０４小时迅速减少到９０１小时,结果表

明:地球引力摄动对低轨飞行器具有更为显著影响.同时由图２的对比结果看出,大气阻力摄动 (无J２

项结果)主要通过衰减轨道能量使轨道高度降低 (对偏心率影响不大);而地球引力摄动的短期影响增大

了轨道偏心率,使轨道近地点高度迅速降低,加之１２０km 与１００km 轨道高度比较接近,使得这一作用

相比大气阻力摄动更为快速直接.相应的,近地点高度的降低会使大气阻力对轨道能量的耗散速度加快,
两者作用是低轨飞行器轨道衰减的主要原因.

表２　１２０~１００km轨道衰减仿真结果

无J２ 项 带J２ 项

衰减时间(hour) ３０４ ９０１

图２　１２０km 轨道高度衰减仿真结果

３　气动力辅助保持策略和方法

升力式飞行器在气动阻力和地球引力摄动作用下,轨道将出现衰减现象,主要体现在:轨道高度降

低,轨道半长轴减小,轨道偏心率振荡增大.为了恢复至原工作轨道,需要采用轨道保持机动.
在设计保持方法时,分别考虑了两种策略:第一种仅考虑利用气动升力保持,即通过合理调节升力,

尽可能降低轨道衰减速度,增加在轨寿命;第二种考虑结合气动升力和飞行器脉冲推力,通过间隔的保

持机动使飞行器长期维持在工作轨道区间,其中气动升力引入的目的为降低保持机动的燃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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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仅依靠气动升力轨道保持

在仅依靠气动升力进行轨道保持时,希望尽可能增加在轨时间.一般的,为了保证超低轨道飞行器

稳定运行,避免进入大气层脱离工作轨道,需使其近地点地心距 (rp)高于某一设定值,即

rp ≥re＋hp (７)
式中,hp 为要求的最低近地点高度,rp 由轨道根数约束

rp ＝a(１－e) (８)
在无脉冲推力的轨道保持过程中,通过调整航天器的攻角和倾侧角控制,其约束为

αmin ≤α≤αmax (９)

σmin ≤σ≤σmax (１０)
除了保证飞行器轨道高度,还需使其不脱离原轨道面,即

i(t)＝i(t０) (１１)
此时,保持轨迹的设计问题可转化为优化问题求解,即在式 (７)、式 (９)、式 (１０)和式 (１１)约

束条件下,最小化如下性能指标

J＝－tf (１２)

３２　结合脉冲推力的气动力辅助轨道保持

单纯依靠气动升力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在轨时间,为了保证飞行器的长期在轨运行,还需要结合

脉冲推力,因此设计了如下结合脉冲推力的轨道保持策略.
如图３所示,整个轨道保持过程包括四个阶段:轨道能量衰减段,第一次推进段,无动力滑行段和第

二次推进段.在实施时,飞行器首先在气动力和地球引力摄动下,轨道能量和高度不断衰减,当到达要

求的最低高度hp 时,触发实施轨道保持机动.为了实现最小燃料消耗,保持机动采用推 滑 推的飞行策

略,即首先进行第一次推进,工作时间Δt２ 后关机;随后飞行器进行无动力滑行Δt３ 时间;最后发动机再

次点火,工作时间Δt４,直至进入原工作轨道.

图３　轨道保持过程示意图

以上四个阶段即构成一次轨道保持周期,轨道保持周期时间为:T＝Δt１＋Δt２＋Δt３＋Δt４.飞行器通

过周期性的实施这样的轨道保持机动实现长期稳定在轨飞行.

为了降低燃料消耗,在轨道保持的四个阶段均考虑了气动升力作用,同时采用优化方法得到实现最

小的燃料消耗的轨迹和控制方法.

与仅依靠气动升力的轨道保持类似,将飞行器的攻角和倾侧角作为控制变量,其除了满足如式 (４)、

式 (９)、式 (１０)和式 (１１)所示的过程约束外,还需满足如下终端约束

γ(tf)＝０ (１３)

Vf ＝ μ
re＋h０

(１４)

h(tf)＝h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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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ϕtf( )sinψtf( ) ＝cositf( )[ ] (１６)
轨道保持各个飞行段的时间均设为自由变量,不同飞行段之间通过内点约束连接

Xt－
i( ) －Xt＋

i( ) ＝０,i＝１,２,３ (１７)
式中,t１＝Δt１;t２＝Δt１＋Δt２;t３＝Δt１＋Δt２＋Δt３ 分别为第一次推进段,无动力滑动段以及第二次推进

段开始时刻.优化的性能指标设为保持周期单位时间内燃料消耗最小

J＝
Δm２ ＋Δm４

Δt１＋Δt２＋Δt３＋Δt４
(１８)

式中,Δm２ 和Δm４ 第一次推进和第二次推进消耗的燃料质量.
以上定义的优化问题,尽管是求解单个保持周期的最优机动,但由于飞行器质量变化较小,通过采

用如式所示单位时间平均燃料消耗的性能指标,获得的解可近似作为一段时间内最优保持机动解.

４　气动力辅助保持仿真分析

４１　仅依靠气动升力轨道保持

使用CAV H 模型数据,应用２１节介绍的无动力条件下最优轨道保持策略,进行气动力辅助保持

仿真.在仿真时,假定目标轨道倾角０°,考虑从初始１２０km 圆轨道衰减到１００km 高度过程.作为对比,
加入了最小阻力的飞行策略 (即０°攻角),两者的轨道保持仿真结果如表３和图４所示.

表３　无动力最优气动力辅助轨道保持

最小阻力衰减 气动升力最优保持

衰减时间(hour) ０６４ ６１

图４　无动力最优气动辅助轨道保持仿真结果 １５５１



由结果可以看到,采用所提出的最优气动升力保持策略后,在轨保持时间显著延长,相比单纯最小

阻力的飞行方式,可将在轨时间增加近１０倍.同时结合第２节轨道衰减结果,可分析这一保持策略的作

用机理:单纯依靠气动升力轨道保持方式,并不能延缓轨道能量衰减速度 (气动升力机动将带来更大的

阻力,甚至会加快轨道能量衰减),但可以通过控制和调整轨道偏心率, “圆化”轨道的方式,克服地球

引力摄动对轨道近地点高度的影响,从而延长在轨时间.

４２　有动力最优气动力辅助轨道保持

使用CAV H 模型数据,应用３２节介绍的有动力条件下最优轨道保持策略,采用与４１节一致的

条件.
在１２０km 轨道高度下得到的最优保持机动周期时间以及速度增量如表４所示,飞行器轨迹如图５

所示.

表４　１２０km高度圆轨道最优机动保持

机动保持周期时间(hour) 保持周期Δv(m/s) ２４h平均Δv(m/s)

１２９６８ １５４４ ２８５７５

图５　１２０km 高度圆轨道最优机动保持仿真结果

由结果可以看到,采用脉冲推力与气动力辅助相结合的方式,飞行器先进入较稠密大气内,在无动

力滑行段不断调整攻角大小改变所受到的气动力,利用稠密大气内较高的气动升力抬升轨道高度,以较

少的燃料消耗量对飞行器进行轨道保持,可以满足飞行器长期在轨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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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气动特性对轨道保持燃料消耗影响分析仿真

以１２０km 圆轨道CAV H 飞行器为基准分析升阻比对轨道保持燃料消耗的影响.其中升阻比取大

攻角大马赫数下的最大升阻比.仿真结果如图６所示,可以看到,随着升阻比提高,飞行器采用脉冲推力

与气动力辅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轨道保持时的燃料消耗不断降低,在升阻比达到２８时进行轨道保持的燃

料消耗量基本达到最低值.

图６　不同升阻比燃料消耗速率曲线

５　结　论

本文以超低轨道飞行器为对象,研究了其在稀薄大气条件下的低轨保持策略以及相应的优化设计方

法,同时针对典型高度进行了飞行仿真和速度增量需求分析,结果表明:

１)大气阻力和地球引力摄动对超低轨飞行具有显著影响,地球引力摄动主要影响轨道偏心率,改变

近地点高度,作用快速直接;大气阻力摄动主要衰减轨道能量,使轨道高度逐渐降低,作用较为缓慢.

２)依靠气动升力进行轨道保持的方式可显著增加在轨时间,其作用机理在于调整偏心率,通过 “圆
化”轨道的方式减缓轨道高度降低;

３)结合气动力与脉冲推力的轨道保持策略,可以以较小的速度增量需求实现飞行器长期轨道保持;

４)提高超低轨飞行器的升阻比,可以提升本文保持策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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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AnalysisofAerodynamicAided
OrbitMaintenanceforLiftingSpacecraft

JINYu fan,YanXiao dong,BAN Huan heng,MALu
SchoolofAstronautics,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

　　Abstract　 Aimingattheorbitalmaintenanceproblemofliftspacecraftflyinginultra loworbit,the
dynamics modeloftheaircraftintherarefied atmosphereisestablished atfirst,the effects of
aerodynamicsandEarthsgravityperturbationonultra loworbitflightareanalyzedThenthestrategies
andmethodsfororbitmaintenanceofUltra loworbitalvehiclewithaerodynamicassistanceareput
forward,theoptimization methodisappliedtotheoptimaldesignofmaintainingflightpath,andthe
influenceofrelatedparametersisanalyzedSimulationresultsshow that:aerodynamicsand Earths

gravitationalperturbationhavesignificanteffectsonultra loworbitflightTheorbitkeepingstrategy,

whichcombinesaerodynamicforceandimpulsethrust,canrealizethelong termorbitkeepingofthe
vehiclewithsmallincrementaldemandofvelocity

Keywords　Ultra loworbit (ULO);Orbitmaintenance;Aerodynamicassisted;Fuel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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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轨道空间飞行器气动变轨特性分析

黄　飞　王贵东　沈　清　程晓丽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摘　要　本文针对空间航天器对轨道改变的需求,分别从变轨力产生的原理、产生变轨力的气动效

率、影响变轨力的关键因素等方面对空间飞行器气动特性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种混合轨道飞行器概念,

识别气动辅助变轨的可行性及其关键技术,并初步评估了不同气动载荷下的变轨能力及变轨效率.研究

发现,在１００~２００km 轨道高度存在可以利用的变轨力,物面特性对变轨力及变轨能力存在重要影响,

椭圆轨道的气动变轨方案具有较好的变轨能力.我们认为开展上层大气层空气动力学研究,对于未来发

展近地轨道空间飞行器意义重大.

关键词　上层大气层,气动力,航天器,物面适应系数,变轨效率

１　引　言

空间飞行器的变轨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动力变轨和气动力辅助下的动力变轨[１３],两者的区别在于

是否在变轨的过程进入大气层,利用气动力辅助.动力变轨的方式可以是直接冲量变轨和小推力矢量

变轨.

最早提出气动辅助变轨概念的科学家为 London H S[４],该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起.之后,

Walberg[５]对于气动辅助变轨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综述研究.对于运行在外太空

和高层大气层的卫星,其主流变轨方式是直接冲量变轨.对于卫星在轨工作时的轨道调整、机动和维护

任务的需求,要实现在轨卫星的快速变轨,需配置大推力的推进系统.传统的推进系统可以分为单组元

推力器、双组元推力器和冷气推力器等.单组元推进系统相对构成简单,但是最大推力有限,是目前轨

道机动要求不高的低轨卫星的常规推力器配置方式;双组元推进系统构成较为复杂,采用双基混合点火

的方式工作,比冲较为理想,同时也可以实现较大推力,大推力双组元推进系统也是目前在轨卫星实现

快速变轨的主要推进系统配置方式;冷气推力器比冲低,构成十分简单,主要用于１００mN级别的小推力

推力器适用的任务中,如由于振动要求无法使用角动量交换装置同时对比力控制有上限要求的重力场测

量卫星等.
这种直接冲量实现变轨的方式优点在于技术成熟,原理简单,理论分析及设计相对直观且部分工况

下有最优解,但是由于实现诸如轨道倾角调整这么大的冲量需求来说就不可避免需要多储备推进剂,造

成对平台重量控制以及运载能力的冲击,一般以高轨道卫星配置的４９０N 发动机为例,基本需要携带超

过２t左右的推进剂;由于整星重量限制,过多的为轨道机动储备的推进剂势必会压缩有限的轨道维持的

推进剂裕度,进而影响卫星在轨寿命.

针对已经暴露的问题,在传统的化学工质推进系统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电推进系统,这种推进系统主

要通过电离氙气喷射的方式实现２０００~３０００s的比冲,因此对于需要相同速度增量的任务来说所需的推

进剂会大为减少.但是这种推进系统对平台又提出了功率挑战,单台推力较小只有１００mN,多台发动机

的配置会给平台的能源、结构等设计提出一定的挑战.这种发动机多用于星际航行的航天器.

综上,采用变轨发动机的动力变轨方式是存在变轨能力有限,需要携带大量推进剂等问题,而电推

进的等离子体发动机推力太小,不能满足大范围机动变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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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飞机和X ３７B等升力体跨大气层飞行器的飞行成功,对航天器的变轨方式提出了新的需求,其

特殊的外形和运行轨道也为气动力辅助变轨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航天飞机是首次将航天与航空技术高度融合的结晶:空间轨道运行段,运用了航天技术;再入大气

层后的滑翔和水平着陆阶段,则运用了航空技术.航天飞机的成功运营开创了 RLV 时代,为研究下一代

完全可重复使用飞行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X ３７B作为在航天飞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轨道测试飞行器 (OrbitalTestVehicle),是美国空天飞机

研制计划发展的产物[６].

X ３７B的机动变轨能力是通过两种手段实现的:一是利用飞行器上自身配备的轨道机动系统;二是

利用空气动力的作用.X ３７B的轨道机动能力是由位于机尾部的轨道机动系统 (OMS)主火箭发动机与

位于机头和机尾的各一组反作用控制系统 (RCS)推进器共同实现的,即 OMS/RCS系统.
不能排除X ３７B存在应用气动力辅助变轨技术的可能性.如果能证明 X ３７B飞行器能够离轨进入

上层大气 (或高空大气层),然后利用飞行器的有翼/升力体外形能以最小的燃料消耗通过气动辅助方式

改变轨道平面,X ３７B将是一种用一次发射的代价能在不同轨道执行多项任务的独立空间飞行器,其节

省的成本非常显著,这与美国空军所期望的扩展X ３７B的轨道作战灵活性的构想相一致.

X ３７B在返回再入大气后的航迹具有较大灵活性,可以实现大范围的横向机动,但仍必须按固定轨

道位置点点火脱离轨道,经过漫长的无动力滑翔,才能降落到指定的机场,此过程中它没有作战能力.

X ３７B飞行器具备长期在轨、大范围轨道机动、离轨再入水平着陆的能力.根据气动力辅助变轨技

术研究进展,飞行器借助于气动力变轨技术实现轨道转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大范围轨道机动任务中,基

于此技术可以有效的延长飞行器在轨寿命、增强费效比.
必须指出的是,气动力辅助变轨技术,并没有被现有的航天器所采用,但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变轨技

术,已经在未来航天器的设计中加以运用.现有气动辅助变轨主要是利用气动阻力改变轨道高度,这一

原理已经运用在装备了气动帆的星际航行器的气动刹车和气动捕获中[７,８];而如何有效的利用气动升力提

高现有的变轨能力为本文探讨的重点问题.

２　混合轨道飞行器气动特性分析

２１　大气环境特征

我们按照飞行器的飞行空域将地上空域划分为稠密大气层、临近空间、上层大气层和太空[９].地球大

气层在２０km 以下为稠密大气层,是航空飞行器所利用的空域.２０~１００km 高空为较为稀薄的大气层,
称为临近空间,是高超声速飞行器所利用空域.３００km 以上为外太空,是宇航飞行器运用的空域.１００~
３００km 为上层大气层,目前尚无飞行器在这一空域长期在轨飞行.然而,该层空域依然存在稀薄大气,
大气层气体密度随海拔高度按指数律降低,如图１所示,其给出了不同大气模型所获得的大气密度及温度

变化曲线.根据气体分子运动特性一般分为连续流和稀薄流 (含滑移流、过渡流和自由分子流)等两种

流域,该空域处于过渡流和自由分子流区.

２２　混合轨道飞行器概念

混合轨道是指由空间飞行器的轨道属于非常规太空轨道.该轨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高轨道,

处于上层大气层之外;一部分是低轨道,处于上层大气层之中.混合轨道飞行器在混合轨道内运行,在

高轨道运行时无空气动力,在低轨道运行时有空气动力.
混合轨道飞行器按需选择轨道飞行.当飞行器选择２００km 以上的太空轨道时,不受空气动力的影

响,具有很长的轨道运行寿命.当飞行器选择混合轨道时,可以利用空气动力的作用,作出非常规变轨.
在混合轨道,还可以将气动变轨与动力变轨相结合,提高变轨能力和效率.运行在混合轨道上的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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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常用五种大气模型中密度及温度随高度的变化

既不同于卫星、空间站等完全在大气层外飞行的飞行器,也不同于长时间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高超声速飞

行器,是一种全新的空间飞行器.

图２　飞行轨道示意图

２３　变轨力及气动效率

高空飞行环境下气动载荷特性与飞行器气动受力面密切相关,为了简化,本节对１m２的平板气动力

特性进行了分析.假设飞行速度为轨道速度８km/s,攻角分别为２０°及３０°,轨道高度分别取１００km、

１１０km、１２０km、１５０km、１８０km、２００km 及３００km 等典型值,壁温取为３００K.此处暂取常规材料

的表面适应系数０８５进行分析.
图３~图５为气动力计算结果.图３为攻角２０°和３０°时产生的横向气动力 (垂直于运动方向)随高度

的变化.该结果表明,随着高度的增加,气动升力呈指数级下降;攻角３０°时,当高轨道度从１００km 增

加至２００km 时,气动升力约从４５N降低至约１mN,高度进一步升至３００千米时,气动升力降低至约

００５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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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攻角下升力特性随高度的变化图

图４为攻角２０°和３０°时气动阻力随轨道高度的变化.气动阻力规律与气动升力类似.攻角３０°时,当

轨道高度从１００km 升至２００km 时,气动阻力约从１１N 降低至约５５mN,当轨道高度进一步升至

３００km 时,气动阻力降低至约０２５mN.

图４　不同攻角下阻力特性随高度的变化

图５为升阻比随轨道高度的变化特性.该结果显示出升阻比随轨道高度的增加迅速降低,在高度

１５０km 以上,升阻比基本不再随高度升高而下降.攻角３０°时,当轨道高度从１００km 升至１５０km 时,
升阻比约从０４降低至约０１,高度进一步升至３００km 时,升阻比降低至约０１８.我们发现升阻比在所

研究的工况下均是小于１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获取气动升力的同时会产生气动阻力,会消耗轨道能

量.我们认为,若飞行器升阻比大于１,即消耗１个单位的轨道阻力可产生大于１个单位的气动升力,此

时采用气动升力进行变轨是有效益的.当升阻比小于１时,气动效率低,气动变轨方式在工程上不具有技

术效益.
我们在计算中发现,物面反射系数对气动特性及气动作用效率影响很大.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材

料表面反射系数分别为０２、０５、０８５、１０时的气动特性规律 (见表１).分析结果表明,在物面系数

为０２时,在２００km 的高度仍然可以保证升阻比大于１０.因此在高空低轨道进行要想利用气动力进行

辅助变轨,需保证物面系数在接近０２才能够产生高的气动效率.现有材料的气动效率较低,不利于气动

变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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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攻角下升阻比特性随高度的变化

表１　不同材料的物面特性及对应的变轨力

材料 物面特性
１００km １２０km １５０km １８０km ２００km

L D L D L D L D L D

镜面反

射材料
０２ ５４N ３７N ０２５N ０２N ２４mN １９mN ６mN ４８mN ３mN ２３mN

铝 ０５ ４２N ５４N ０１８N ０３N １６mN ３０mN ４mN ７４mN ２mN ３６mN

银、石英、
太阳帆板

热控涂层

０８５ ２８N ７５N ８０mN ４４３mN ６８mN ４２mN １７mN １０mN ０８mN ５１mN

１０ ２２N ８３N ３９mN ５０mN ２８mN ４７mN ０６mN １２mN ０３mN ５８mN

３　变轨能力及轨道寿命分析

图６为远地点高度与轨道平面变轨量的关系.随着远地点高度的提高,远地点速度降低,近地点速度

越来越大,轨道能量也随之增大,气动变轨能力也随之增强.但时,远地点高度到了１００００km 以上以

后,再增大远地点高度,轨道倾角变化量的增大速度变缓.这一结果表明,通过提高轨道能量,能够实

现轨道倾角１０°以上的变轨能力,甚至可达２０°以上.

图６　远地点高度与轨道平面变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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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分析了变轨能力与物面系数的关系,如图７所示.在同样的远地点和近地点初始高度的条件

下,随着物面系数的增大,升阻比减小,轨道能量损失变快,气动变轨能力随之降低.这一结果表明,
物面系数对变轨能力有重要影响.

图７　不同物面系数的变轨量对比

通过计算得到,采用气动帆外形变轨,近地点高度在１００km 以上时,变轨量可以达到１２°以上,变

轨效率最高达到０２８°/圈 (见表２).这一结果表明,通过气动帆变轨可以实现较大范围变轨,但变轨速

度较慢.

表２　气动帆外形气动变轨效率

近地点(km) 物面系数 变轨时间(天) 周期数 变轨量(°) 变轨效率(°/圈)

９０

０２ ０７６ ７０５ １１２８ １６０００

０３ ０６７ ６９０ ９７３ １４１０１

０４ ０６４ ６３０ ８４４ １３３９７

０５ ０５６ ５２３ ７７７ １４８５７

１００

０２ ３３８ ３３１８ ９４１ ０２８３６

０３ ２９０ ２８０７ ７３４ ０２６１５

０４ ２５７ ２５１８ ５９９ ０２３７９

０５ ２２８ ２２１７ ４９０ ０２２１０

１２０

０２ ４３９７ ４２６０１ １２３９ ００２９１

０３ ３７２１ ３６０１２ ９４３ ００２６２

０４ ３２２４ ３１２１４ ７１０ ００２２７

０５ ２８４４ ２７５１１ ５４８ ００１９９

１５０

０２ ３２８３３ ３１７４１５ １２８５ ０００４０

０３ ２７７１６ ２６７９０４ ９７４ ０００３６

０４ ２４００２ ２３２１０４ ７３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５ ２１１５２ ２０４５１２ ５５９ ０００２７

对于近地点７０km、８０km、９０km 的分析则以高超声速飞行器外形为例,质量取１０００kg,参考面

积５m２.通过计算得到,对于高超声速飞行器外形,随着近地点高度的降低,变轨效率增大,但在轨周

期数减小,近地点７０km 时,可实现１个轨道周期的变轨,最大变轨量可达近２０°,变轨效率可达

１４４４°/圈;在近地点为８０km 时,可以实现三个轨道周期以上的变轨,最大变轨量可以达到１７４°,变轨

效率可达５６２°/圈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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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高超飞行器外形气动变轨效率

近地点(km) 物面系数 变轨时间(天) 周期数 变轨量(°) 变轨效率(°/圈)

７０
０２ ０１３７７２００２ １３５０９９１３ １９５０４３６６ １４４４

０５ ０１２４６１８１７ １３４６９０７２ １６５４７０９５ １２２８

８０
０２ ０３５７３９５９４ ３０９６８６４２ １７３９５１１０ ５６２

０５ ０２６１５８５７６ ２９８７５００６ １３２５７９１２ ４４４

９０
０２ １２６７４０７５ １２９８７２８２ １４５０６１０３ １１２

０５ ０８３１８８６６７ ８２３９１６７５ ７５５８０６３８ ０９２

随着近地点高度的提高,大气密度减小,气动阻力的影响降低,因此提高轨道高度有利于延长在轨

时间.同样的近地点高度,当远地点越远,轨道能量越大,在轨寿命越长,近地点高度２４０km 以上,可

实现在轨寿命达５年以上,如图８所示.

图８　近地点高度与在轨寿命

４　结束语

通过对混合轨道空间飞行器概念进行探索分析,获得了以下基本认识:

１)飞行器在１００~２００km 高度进行轨道飞行,１m２ 的受力面可产生１mN~１N的气动力,若能够

设计出升阻比大于１的气动布局,则有可能实现利用上层大气层飞行.

２)物面反射系数对气动特性及气动作用效率影响很大.在物面系数为０２时,在２００km 的高度仍

然可以保证升阻比大于１０.因此在高空低轨道进行要想利用气动力进行辅助变轨,需保证物面系数在接

近０２才能够产生高的气动效率.

３)气动帆的变轨方式在２００km 以下可产生一定的变轨力,气动帆的变轨方案理想状态下可实现１０°
左右的变轨能力,但其变轨时间较长,需要近地点最好控制在１００~２００km 之间.高超声速飞行器外形

的变轨方式在７０~９０km 的高度能够获得较大的变轨力,该方案在理想状态下可实现约１７°的变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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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Fei,WANGGui dong,SHENQing,CHENGXiao li
ChinaAcademyofAerospaceAerodynamics

　　Abstract　The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spacecraftintermsoftheprincipleoforbital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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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influenceontheorbitalchangeforceandtheorbitalchangeabilityTheaerodynamicorb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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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Earthorbitspace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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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慢小目标复合拦截任务粒子群分配算法

贾彦翔　卞伟伟　刘　蝉　邱旭阳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摘　要　低慢小目标实施多体制拦截装备复合拦截任务分配时,需要克服拦截装备性能与目标距离、
航迹和飞行速度等约束条件的限制,以获取对目标的最佳拦截效能.针对拦截效能与约束条件特点,提

出了一种拦截效能可行域的粒子编码方案,缩小算法规划解空间的同时提高进化算法求解效率;采用多

样性控制方法以摆脱算法可能陷入局部最优解的情况.通过典型案例对改进的粒子群进化算法进行仿真

分析.结果表明,改进后的算法能够匹配全局寻优能力和收敛速度,在获取可行解的同时具有良好的时

间性能.该方法可为提高复合拦截任务规划效率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低慢小;复合拦截;任务分配;粒子群

０　引　言

随着国内低空空域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通用航空器研制水平的不断提升,以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慢小

类航空器发展迅速.其由于威胁样式更加先进、实战威胁能力更强,对要地防护与重大活动安保构成了

极大威胁[１５].用于低慢小防控的新型探测拦截系统层出不穷[６１０],但如何有效地协同现有的多体制处置

手段,充分发挥各型装备的拦截能力,获取最大化拦截效能,是任一低慢小防控系统面临的基础性关键

问题[１１],直接决定了低慢小目标防控方案生成制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当前,用于低慢小目标防控的系统基本分为固定式防控系统与移动式防控系统[１２],其中常用的处置

手段一般包括电子干扰诱骗、激光烧蚀硬毁伤、柔性网软毁伤、常规火力等处置手段[１３].而通过多体制

异构处置装备协同进行复合拦截,无疑是提高防控系统使用场景适用性和可靠性的最佳途径.在来袭的

低慢小目标被处置之前,复合拦截任务的优化分配是一个动态过程,分配预案将随着目标航迹、目标威

胁程度、各拦截装备效能范围、各拦截装备工作模式等情况变化而适时调整.
与火力分配问题相比,多体制装备复合拦截任务分配问题,也是典型的军事运筹学非线性规划求二

阶垒问题,其问题规模决定了算法解空间的大小,且二者存在指数级关系.为了有效地解决火力分配问

题,需要将动态和静态结合起来研究.传统的枚举法和动态规划法等算法逻辑实现思想较为简单,但编

程实现困难、且算法收敛速度较慢,难以满足复杂任务分配问题[１４].以蚁群算法和遗传算法为代表的进

化类算法,在求解火力分配问题以期获取满足杀伤概率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却难以同时满足时间

经济性和算法精度两方面的要求[１５].通常可采用收敛速度相对更快的优化粒子群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来

获得更快速有效的任务分配方案[１６].
本文研究一种考虑拦截可行域的编码方法,以缩小 NP问题的解空间;同时探讨了一种改进的种群控

制方法,解决算法早熟现象,以提高复合拦截任务分配算法的性能.

１　问题描述

１１　效能函数

为定量描述拦截装备拦截任务分配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来袭低慢小目标的威胁程度、拦截装备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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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拦截能力,下面讨论拦截效能求解最佳的复合拦截策略.
假设低慢小目标防控区域内有nM 个拦截装备,拦截装备集合表示为

RM ＝ M１,M２,,MnM
{ } (１)

来袭目标有nT 个,且其集合表示为

RT ＝ T１,T２,,TnT
{ } (２)

设Pij 代表第i个拦截装备对第j个目标的拦截概率,Pij＝０时表示拦截装备不能对相应的目标实施处

置拦截,Pij＝１时表示拦截装备能对相应的目标实施有效的拦截.则拦截装备对目标的处置拦截性能矩阵

可表示为

P＝

P１１ P１２  P１nT

P２１ P２２  P２nT

⋮ ⋮ ⋱ ⋮

PnM１ PnM２  PnMnT

æ

è

ç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

(３)

设Si 为第i个拦截装备拟处置拦截的目标序号,拦截装备拦截任务分配方案描述为

S＝{S１,S２,,SnM
} (４)

根据拦截装备与目标配对的规划问题特性[１７],定义决策变量dij, 当且仅当Si ＝j(表示第i个拦截

装备处置第j个目标)时,决策变量dij ＝１, 否则dij ＝０.
定义目标威胁系数表示为

w＝ w１,w２,,wnT
{ } (５)

式中,wj 为第j个目标对防控区域的威胁权重系数

效能函数定义如下

maxf＝∑
nT

j＝１
wj １－∏

nM

i＝１

(１－pij)dij[ ] (６)

１２　条件约束

低慢小目标拦截装备的复合拦截任务分配约束条件如下:

１)对于处置拦截低慢小目标的激光、柔性网、电子干扰诱骗等拦截装备来说,处于工作模式下时,
每个拦截装备Mi 每次仅能处置拦截一个目标Tj, 因此

∑
nT

j＝１,j≠k
dij ＝１ (７)

其中,i＝１,２,,nM ,j＝１,２,,nT,k＝１,２,,nT .

２)分配给某拦截装备Mi 的目标必须可被其处置拦截,有

pij ＞０,(dij ＝１) (８)
由此,以式 (６)作为目标函数,式 (７)与式 (８)为约束条件的０ １整数规划问题及组成了低慢小

目标复合拦截任务分配算法模型.

２　改进的粒子群算法

假设nE 维解空间存在n 个不同变量x＝ x１,x２,,xnE( ) 的粒子.第m 个粒子为xm ＝(xm１,

xm２,,xmnE
), 其当前经历过的最优位置为pm ＝ pm１,pm２,,pmnE

( ) , 第m 个粒子的速度为vm ＝
vm１,vm２,,vmnE
( ) , 种群全局最优粒子为pg ＝ pg１,pg２,,pgnE

( ) .设l为粒子进化代数,粒子

群优化进化更新算法如下

vl＋１
mb ＝wvl

mb ＋c１r１(pl
mb －xl

mb)＋c２r２(pl
gb －xl

mb)

xl＋１
mb ＝xl

mb ＋vl＋１
mb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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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拦截装备变量的维数为b＝１,２,,nM
;r１、r２ 为均匀分布在 [０,１]区间内的随机数;粒子自

我认知和群体协同能力的加速因子为c１、c２;粒子的惯性权重为w .
当粒子速度或位置在更新阶段超界时,粒子状态公式限定如下

xl＋１
mb ＝xb

min, xl＋１
mb ＜xb

min

xl＋１
mb ＝xb

max, xl＋１
mb ＞xb

max
{ (１０)

vl＋１
mb ＝vb

min, vl＋１
mb ＜vb

min

vl＋１
mb ＝vb

max, vl＋１
mb ＞vb

max
{ (１１)

设定粒子群算法总进化代数为lmax, 第l代的惯性权重系数进行更新采用的线性递减策略如下式

w＝wini＋(wend－wini)l/lmax (１２)
式中,wini 、wend 分别为起始代到终止代的惯性权重.

假设nT
Mb

为第b个拦截装备对应可处置拦截目标的总数量,在第l代中,第b个粒子的nD 维位置矢量

为xl
m ＝(xl

m１,xl
m２,,xl

mnM
), 其中第b个拦截装备与第xl

mb 个目标配对,xl
mb 的取值受限于第b个拦截

装备可拦截的目标数量.拦截可行域UT
b 表示第b个拦截装备可处置拦截的目标集合,它是所有来袭目标

集合UT 的一个子集,且

UT
b ＝{UT

i １≤UT
i ≤nT,１≤i≤nT

Mb
} (１３)

式中,１≤nT
Mb ≤nT,UT

b ⊂UT .
如图１所示,为了提升算法迭代速度,基于拦截效能可行域编码来缩小任务规划的映射空间.

图１　粒子编码

假设xl ＝(xl
１,xl

２,,xl
nD

)为复合拦截任务规划问题的解,则第b个拦截装备复合拦截任务的目

标为UT
b (xl

mb), 该粒子的位置为xb ∈ [xb
min,xb

max]＝[１,nT
Mb

], 速度为vb ∈ [vb
min,vb

max]＝[－nT
Mb
/２,

nT
Mb
/２].

在群体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样本浓度随着搜索空间的增大而降低.为控制算法的搜索过程,以增强

群体的覆盖范围,定义第l代群体的样本浓度为１/ρl, 并引进度量公式如下

ρl ＝
１
N∑

N

m＝１
∑
nM

b＝１
xl

mb －xl
b (１４)

式中,N 为种群的大小,xl
b 为粒子群第b维变量的平均值,且xl

b ＝∑
N

m＝１
xl

mb/N .

为了避免算法发生早熟从而陷入局部最优,通过浓度允许值改变粒子群的收缩与扩展运动,以增大

群体聚集时的样本空间,具体策略如下:

１)当ρl ＜ρmin 时,可采用速度更新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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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１
mb ＝wvl

mb －c１r１(pl
mb －xl

mb)－c２r２(pl
gb －xl

mb) (１５)

２)当ρl ＞ρmin 时,采用式 (１０)与式 (１１)更新策略.

３　仿真校验

以某次要地典型防控任务为例,现有７个拦截装备,来袭目标共５个.根据各探测装备搜索上报的来

袭目标的距离、速度与方向,将目标的威胁系数定义为 (w１,w２,w３,w４,w５)＝(０８,０７,０５,

０４,０７), 经过对各拦截装备的拦截性能分析,各拦截装备对目标的可拦截情况如表１所示.来袭目标

nT ＝５, 编号为RT ＝ T１,T２,,T５{ } , 拦截装备nM ＝７, 编号为RM ＝ M１,M２,,M７{ } .

表１　各拦截装备对目标的处置拦截情况Pij/sij

拦截装备编号
来袭目标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０ ０８３ ０６７ ０ ０

２ ０８１ ０ ０９ ０ ０８２

３ ０８７ ０ ０ ０ ０５３

４ ０９１ ０ ０８５ ０ ０

５ ０ ０６９ ０７７ ０７ ０

６ ０ ０８３ ０ ０９２ ０

７ ０５９ ０ ０ ０８５ ０

表１规定了各拦截装备的拦截可行域,如RT
１ ＝ ２,３{ } 表示第１个拦截装备能处置拦截的目标为T２

与T３, 以此类推.假设当来袭目标全部进入防控预警范围时,拦截装备全部正常工作,设置装备数nM ＝
７, 目标数nT ＝５, 种群规模n＝２０, 粒子维数nE ＝nM , 最大迭代次数lmax＝５０, 学习因子c１ ＝c２ ＝
１２.

经计算,全局最优粒子为pg ＝(１,３,２,１,２,１,２), 复合拦截分配方案为S＝(２,５,１,３,２,

４,１), 复合拦截概率为f ＝８９９２％.表２为最优目标分配方案:第３、７个武器平台拦截第１个目标,
依次类推.

表２　分配方案

来袭目标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拦截装备编号 ３,７ １,５ ４ ６ ２

目标拦截概率 ０９４ ０９３ ０８５ ０９２ ０８２

注意到第１和第２个目标的威胁值较高,所以分配了较多的武器,分配结果符合实际作战情况.分配

方案对应各目标的拦截概率,威胁值大的目标期望的拦截概率越大.
图２、图３给出了改进后的粒子群算法与基本粒子群算法的效能函数与粒子群寻优过程.

由图２、图３可以看出,采用改进的粒子编码策略,可有效地缩小分配问题的解空间,使算法获得了

全局寻优能力和更快的收敛速度.引入多样性增强机制后,避免了传统粒子群算法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的

问题.而通过增加多样性控制手段后,群体将经历收缩和发散两个交替过程,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粒

子样本在群体协同下向中心收缩,多样性最终趋于零,解决算法早熟现象,提升了粒子在可行域内的搜

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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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复合拦截效能

图３　粒子群寻优过程

４　结　论

低慢小目标区域协同防控过程多体制拦截装备复合拦截火力分配是快速组织区域内拦截装备处置拦

截来袭目标,尽可能发挥最大防控作战效能,形成对目标的有利防控态势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典型的

多约束整数规划问题.本文探讨的基于多样性控制策略的改进粒子群算法可加快粒子搜索速度,避免了

算法早熟现象,跳出了局部最优情形,可为多体制拦截装备复合拦截任务分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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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SwarmOptimizationAlgorithmforComplex
InterceptionTaskofLowSlowSmallTarget

JIAYan xiang,BIAN Wei wei,LIUChan,QIUXu yang
BeijingInstituteofMechanicalEquipment

　　Abstract　Inordertoobtainthebestinterceptionefficiencyofthesystem,itisnecessarytoovercome
theconstraintsofinterceptionequipmentperformanceandtargetdistance,trackandflightspeedwhenthe
lowslowsmalltargetimplementsmultisysteminterceptionequipmenttaskallocationAccordingtothe
characteristicsofinterceptionefficiencyandconstraints,aparticleswarmoptimizationcodingmethod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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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型多通道电流测试仪的设计与验证

严　嵘１,２　卢德清　崔　振１,２　季　业１,２　张德明

１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２空间智能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摘　要　太阳帆板驱动机构SolarArrayDriveAssembly (SADA)在进行功率环和信号环的电流测

试时,现有检测方法需要对被SADA 电流回路进行串联或并联操作.为了优化测试方法,同时对测量风

险进行预先控制.基于霍尔原理,设计了一种多通道电流测试仪并设计验证了该仪器的有效性.多通道

电流测试仪可以不接触被测目标的情况下对SADA 功率环和信号环中电流进行有效测量;经过对比试验

验证,该仪器测量精度高,不对被测电路产生任何影响,可以有效满足SADA 信号环和功率环的测试需

求,降低检测过程中的风险.
关键词　非接触;多通道;电流测试仪;设计;验证

０　引　言

太阳帆板驱动机构SolarArrayDriveAssembly (以下简称SADA)是卫星控制系统的关重件,在卫

星能源获取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１].SADA 一旦发生故障,对卫星在轨稳定运行的影响巨大,甚至

影响卫星的生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发现,SADA 故障中短路和卡死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磨屑及多

余物导致短路或卡死,轴系周向及轴向温度分布不均导致卡死,润滑失效导致卡死等[２７].SADA 功率环

和信号环的特征物理量为电流,对电流的密切监视可以有效在卫星发射前的地面测试和检测过程中发现

SADA短路和卡死问题.现有的检测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SADA 功率环和信号采用转接电缆到转接盒

展开后,直接使用电流表测量;另一种方法是使用现有的电流测试仪,该仪器内部原理是基于运算放大

器的并联电路组合[８９].以上两种方法对于产品的安全及检测过程规范提出了高要求;为了使SADA的地

面检测过程更安全,改进测试方法:设计一种非接触型多通道电流测试仪,不在测试目标与测试回路

(SADA功率环和信号环)中串联或并联检测设备的测试方法,尽可能降低电流检测中对SADA 的影响,
并予以验证.为卫星地面测试阶段的SADA功率环和信号环电流检测提供一种新的方案.

１　系统方案设计

多通道电流测试仪为测量SADA功率环和信号环的电流而设计.该仪器的主要用途是测量２４路线缆

中通过的电流的大小.测量电流同时不对被测SADA 产生任何影响.保存被测线路上电流的变化情况,
根据设置完成数据的输出,记录等工作,便于后续的数据分析.多通道电流测试仪采用标准工控机箱,
测量范围 (０~１０)A,测量最大允许误差优于±０５％,系统框架如图１所示.

多通道电流测试仪主要是电流采集和测试设备的一个载体.通过分布在前面板上的信号输入输出插

座,选通开关和测试端子的配合,对被测设备的电流进行精确的测量.机箱前面板安装现有的SADA 产

品通用接插件,负责待测电缆与转接电缆相连后的标准接口.同时,安装 (６２∗２)个选择跳线孔并配制

选通开关并安装 (２４∗２)个对应内部２４路电流测试单元的跳线孔.负责待测电缆中任意一根电线测试的

选通,整个测试设备亦可以视为一个电缆中电线分线器.其外后面板外形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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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框图

图２　多通道电流测试仪后面外形板图

２　硬件设计

多通道电流测试仪的硬件系统由测试计算机、测试设备箱两部分组成如图３所示.

测试设备箱内部安装了２４块电流互感器、３块＋２０mA 电流采集模块、一块通信转换模块、３块低

纹波开关电源、２个散热风扇等器件组成,是测试设备的核心部分.
(１)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是基于霍尔原理.由于通电螺线管内部存在磁场,其大小与导线中的电流成正

比,故可以利用霍尔传感器测量出磁场,从而确定导线中电流的大小.利用这一原理设计制成霍尔电流

传感器.其优点是不与被测电路发生电接触,不影响被测电路,不消耗被测电源的功率,特别适合电流

传感[１０].

霍尔电流传感器工作原理如图４所示,标准圆环铁芯有一个缺口,将霍尔传感器插入缺口中,圆环上

绕有线圈,当电流通过线圈时产生磁场,则霍尔传感器有信号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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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电流测试设备结构框图

图４　霍尔电流传感器工作原理

图５　霍尔电流传感器电路连接图

电流互感器利用霍尔原理测量出磁场,从而确定导线中电流的大小.其优点是不与被测电路发生电

接触,不影响被测电路,不消耗被测电源的功率,特别适合于有严格安全要求,非接触式的电流测量.
图５为霍尔电流传感器电路连接图,按照图示棕色箭头方向,将待测电线穿过即可进行测量.

(２)电流采集模块

电流采集模块采用１６位高精度 A/D转换,负责接收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将电流信号送到测

试计算机,再由测试计算机中的组态软件进行转换输出为测量信号.
(３)通信转换模块

通信转换模块负责将所有的４８５采集模块的信号转换为２３２通信信号,将数据传送到测试计算机的通

信口.AC/DC电源板将交流２２０V 电压转换成直流电源,＋１５V 的直流稳压电源为霍尔传感器供电,

２４V为采集模块和通信模块供电.测试计算机上运行组态软件和特别编写的组态工程,能够接收测试数

据,并将测试结果实时存入数据库中,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数据的存储间隔,并将数据转存到excel报表

中,所有的测试结果全部记录到测试计算机的硬盘上,采集模块由一个 ATmega３２单片机控制.

３　软件设计

多通道电流测试仪的软件由测试计算机的测试程序和测量单片机测试程序两部分组成,单片机内部

的测试程序能实时接收测试计算机的命令,根据命令把电流测量结果实时传送给单片机.测试计算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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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程序利用成熟的工控组态软件,完成界面友好的人机交互式程序,能够发送测试命令、接受测量数据,
并把测试结果实时存入数据库中,可以将数据保存到EXCEL报表中,便于数据的统计分析.利用测试程

序可以方便地同时测量多达２４路被测电流信号,利用软件的灵活性,可以修正硬件测量原理中的不足,
大大提高了测量精度.测试计算机程序显示界面如图６所示.

图６　测试计算机测试程序人机界面

４　调试校准和验证

４１　调试校准

对多通道电流测试仪功能性能有效性进行两个方面的验证试验:第一个方面是电流测量精度测试,
以考查仪器线性误差是否满足要求;第二个方面是电流测量的长时间稳定性测试,考查仪器稳定性误差

是否满足要求.
进行电流测量精度测试时,对多通道电压采集板卡第一通道进行校准,分别设置标准源输出电流标

准值为０１A,０５A,１A,５A,１０A,记录设备显示的测量值.电流误差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电流误差 ＝(电流显示值－电流标准值)/电流标准值

使用两台检电流检测仪器分别为安捷伦３４４０１A和安捷伦３４４１０A,经实际检测电流的误差在０２％以

内,实测部分数据见表１.

表１　电流测量精度测试

通道号 标准值(A) 显示值(A) 误差(％)

１ ０１ ０１０１ ０１

１ ０５ ０５００ ０

１ １ １０００ ０

１ ５ ５００１ ０１

１ 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２ ０１ ０１０２ ０２

２ ０５ ０４９９ ０１

２ １ １０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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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通道号 标准值(A) 显示值(A) 误差(％)

２ ５ ５００１ ０１

２ 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４ ０１ ０１０１ ０１

２４ ０５ ０５００ ０

２４ １ １０００ ０

２４ ５ ５００１ ０１

２４ １０ １０００１ ０１

电流测量的稳定性测试时,把所有通道加上同一个电流０５A,使用计算机记录１周数据 (每２分钟

记录一次),用每个通道的测量电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电流测量的稳定性误差.电流误差采用如下

公式计算:
电流误差 ＝(电流最大值－电流最小值)/０５

经测量电流的误差在的０５％以内.经实查询资料和实践检验,造成误差由０２％上升到０５％的检

测结果的根本原因是:霍尔器件对温度的敏感性所致.多通道电流测试仪通电１０小时后测量数据会有

０００２~０００４A的漂移.通过后续试验表明,测试环安装境温度的一致和通风都对测试结果有良好的改

善.为了保证测试箱内部温度的一致性,测试箱侧壁了两个散热风扇,保证了空气的良好流通.同时使

用环境温度应保持在２０~２５℃更有利于电流测试仪的长时间使用.如果长期在恒温２０℃空调房间内使

用,电流稳定性测试结果误差会减小.

４２　对比验证

试验对象为编号为X的SADA,试验室稳定温度２５℃湿度４０％,使用下面两种测试方法对SADA
功率环和信号环电流进行测试并对比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两种测试结果对比

通道号 功率环 A 功率环B 信号环 A 信号环B

２ ３００１ ３０００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０

９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１

１１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１

１６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１

２０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０

方法 A 使用转接盒将SADA功率环、信号环电缆展开,使用两台检电流检测仪器安捷伦３４４０１A 和

安捷伦３４４１０A进行检测,记录数据为 “功率环 A”/ “信号环 A”.
方法B使用多通道电流测试仪对SADA功率环进行检测,检测数据为 “功率环B”/ “信号环B”.
经过比对,试验结果表明:在对同一被测对象进行检测过程中,A 方法与B方法对SADA 信号环测

量误差在０１％之内,对SADA功率环测量误差在０１％之内,结果一致.

５　结束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一款基于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多通道电流测试仪的设计方案.具有精度高、易携带、

不对被测对象SADA产生影响的特点.作为一款地面测试设备,实现了对星上SADA电流信号环及功率

环中的电流进行测试.不接触式的设计,可有效避免因地面测试设备故障导致的星上设备损毁,安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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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高.该多通道电流测试仪不仅可以对SADA 进行专测,通过与不同接插件型号的转接电缆的匹配,可

以推广到其他被测产品的电流测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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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VerificationofNon contact
Multi channelCurrentTester

YANRong１,２,LUDe qing,CUIZhen１,２,JIYe１,２,ZHANGDe ming
１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２ScienceandTechnologyonSpaceIntelligentControlLaboratory

　　Abstract　Whensolararraydriveassembly(SADA)teststhecurrentofpowerloopandsignalloop,

thecurrentloopofSADAneedstobeoperatedinseriesorparallelInordertooptimizethetestmethod
andcontrolthemeasurementriskinadvanceBasedonHallprinciple,amulti channelcurrenttesteris
designedanditseffectivenessisverifiedThemulti channelcurrenttestercaneffectivelymeasurethe
currentinSADApowerloopandsignalloopwithouttouchingthemeasuredtarget;thecomparativetest
showsthattheinstrumenthashighmeasurementaccuracyanddoesnothaveanyimpactonthecircuit
undertest,whichcaneffectivelymeetthetestrequirementsofSADAsignalloopandpowerloopand
reducetheriskinthedetectionprocess

Keywords　Non contact;Multi channel;CurrentTester;Design;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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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集群目标的多体制动态火力分配模型

苑文楠　侯　师　贾彦翔　彭延云　欧阳铜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无人机集群目标的拦截问题,建立无线电、激光和网捕等多体制复合拦截武器的动态

火力分配模型,基于充分考虑武器目标在空间、时间、资源及环境方面的约束条件,提出关系矩阵进一

步限制模型解,提高分配决策在实战中的效用.对于传统遗传算法进化过程中出现个体不符合约束的问

题,提出个体可行性检验方法进行评估和优化,保证迭代解的可行性.同时,为平衡算法局部和全局的

搜索性能,提高算法精度和收敛速度,优化选择、交叉及变异遗传操作,并设计求解参数的自适应调整

方法.将本文所提建模方法及求解过程应用到仿真算例中,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解决无人机集群目标

的拦截问题,提供多体制装备的动态火力分配决策,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　多体制拦截;武器目标分配;遗传算法

０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通信等前沿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战场形势已逐渐演变为以无人

装备、无人控制作为战场主导的智能化作战模式[１,２].特别是小型无人机,凭借其难探测、抗毁性强、成

本低、作战效费比高等优势[３],使其在军事领域的地位和影响越发突出.但随着战场环境日益复杂以及作

战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单架无人机受自身软硬件条件限制及作战能力的约束,已经无法完成大范围搜索、
多维度精准打击、高风险监视探测等作战任务,极大地降低了无人机的应用范围.为了弥补单架无人机

的局限性,美军提出了将多无人机聚合,形成无人机集群,协同执行作战指令、共同完成作战任务.经

验证,无人机集群战术可突防目前海上综合防御能力最强的宙斯盾系统[４],随着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分别发

生在索马里和叙利亚的无人机空袭事件,足以体现无人机集群强大的威胁态势和作战能力,这也迫使对

无人机集群防控拦截技术的研究刻不容缓.

反无人机集群手段可分为 “硬杀伤”和 “软杀伤”两种方式[５].前者主要是通过导弹、炮弹等直接对

无人机进行摧毁式拦截,但这种拦截方法是利用武力威慑,其杀伤破片、流弹会对地面人群及建筑造成

二次毁伤.“软杀伤”是通过电子干扰、激光或捕捉网等方式对无人机进行拦截,也存在拦截范围较小、
受战场环境影响较大等限制.多体制复合拦截技术是将多种单一体制手段集成,协同完成无人机集群防

控的方法.该技术可更好地避免单一拦截手段的不足,提高目标的拦截概率.针对来袭无人机集群目标,
如何制定高效的火力拦截方案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火力分配模型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但当时所建模型简化程度较高,且应用场景较为

单一.随后很多学者基于此模型进行改进,如薛新华等人[６]、张明双等人[７]分别以武器最大期望效用和火

力浪费资源最少为目标建立了火力分配模型,以提高模型的适用性.为了应对战场的连续作战过程,当

武器完成一次拦截或雷达探测到新目标来袭时,需要实时根据武器及目标的当前状态进行动态火力分配,

以保证度多波次来袭目标的有效拦截.如李天龙等人[８]、王波等人[９]、卞泓斐等人[１０]均建立了适用于空

对地打击、反舰导弹、舰艇防空场景的动态火力分配模型.但现有模型均是基于开阔场景前提,利用武

器作战范围与目标位置关系建立约束.同时未考虑打击遮挡关系,忽略作战环境、武器效能等对分配方

案的影响,这大大降低了分配方案在实战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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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分配模型的求解过程被证明是NP (Non deterministicPolynomial)问题,当武器目标数量增加

时,算法复杂度会呈指数型增长[１１].对于少则几十、多则上万规模的无人机集群目标,传统动态规划算

法已无法满足求解需求.随人工蜂群[１２]、神经网络[１３１５]、遗传算法[１６１７]等启发式智能算法的不断涌现,
火力分配模型的求解精度和效率虽得到了一定改进,但也存在着不足.模拟退火算法具有较好鲁棒性,
但其优化过程往往较长;神经网络算法中采用了梯度下降法,易使解不收敛或陷入局部最优;遗传算法

在迭代中无法控制新个体产生,导致新个体可能不符合模型约束条件,需通过删除或重新产生的方式进

行调整,这种试错方式极大地降低了求解效率.
本文针对无人机集群的防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拦截武器在空间、时间、资源及环境等方面对火力

拦截效能的影响,以目标毁伤价值最大为目标,建立动态火力分配模型.基于传统遗传算法,改进选择、
变异等遗传操作过程,控制个体演化符合模型约束.引入自适应算子提高算法计算效率,最终通过仿真

算例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１　动态火力分配模型的建立

１１　模型建立

某一时刻,发现无人机目标n 个,防控区域部署拦截武器m 套,其中拦截武器类型包括无线电干扰、
激光武器和柔性网三种,它们对无人机目标的拦截概率各不相同.在目标突破防御之前,最多有T 个阶

段来进行火力分配.每个阶段分别根据以当前武器目标状态为初始条件建立模型和求解.这个动态作战

过程描述如图１所示.

图１　动态火力目标分配过程示意图

对于当前作战阶段,无法预测未来目标种类、数量及位置等信息,因此应发挥当前可用武器最大效

能、以最大的毁伤价值拦截目标,降低目标对防控区域的威胁,为后续波次的拦截过程争取更多时间.
用矩阵E 表示各拦截武器对目标的拦截概率

E＝

e１１ e１２  e１n

e２１ e２２  e２n

⋮ ⋮ eij ⋮

em１ em２  e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１)

式中,eij 表示武器i对目标j的拦截概率.
用矩阵X 表示火力打击决策矩阵

X＝

x１１ x１２  x１n

x２１ x２２  x２n

⋮ ⋮ xij ⋮

xm１ xm２  x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２)

式中,xij ∈ ０,１{ } ,xij ＝１表示拦截武器i拦截目标j, 否则两者不形成拦截关系.
第i个武器拦截第j个目标成功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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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j ＝１－ １－eij( ) xij (３)
目标j被成功拦截的概率可表示为

PWj ＝１－∏
m

i＝１
１－eij( ) xij (４)

因此,使用现有武器成功拦截全部目标概率为

P＝∑
n

j＝１
１－∏

m

i＝１
１－eij( ) xij[ ] (５)

考虑无人机集群攻击时,目标数量可能大于武器数量,因此模型应对目标优先级进行排序.引入μj

作为目标j的威胁系数,从而得到基于最大毁伤价值的火力分配模型为

W ＝max ∑
n

j＝１
１－μj∏

m

i＝１
１－eij( ) xij[ ]{ }

st

①∑
m

j＝１
xij ＝１

②∑
n

i＝１
xij ≤k

i＝１,２,,n
j＝１,２,,m

③xij ∈ ０,１{ }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６)

式中,约束条件①表示同一阶段,单个武器只能拦截一个目标;约束条件②表示每个目标分配的武器数

量不超过该类型武器的总数量;约束条件③表示决策矩阵中的元素取值范围.

１２　约束条件

为了模拟更复杂的战场环境,本文从空间、时间、资源及环境四方面因素对约束条件进行完善.
考虑武器与目标空间方面约束,即目标是否在拦截武器防御范围内.用dij 表示武器i到目标j的距

离,himin,himax[ ] 表示武器i的拦截范围,则空间约束需满足如下关系

himin ≤dij ≤himax (７)
考虑武器与目标时间方面约束,即武器拦截时,目标仍始终在武器火力范围内飞行.用ti１ 表示武器

i从收到作战指令到发射的响应时间,ti２ 表示武器i连续进行两次拦截的准备时间,ti－s 和ti－s＋１ 分别表示s
阶段和s＋１阶段武器i的发射时刻,tij 表示目标j在武器i威力范围内的逗留时间,则时间约束需满足如

下关系

ti１ ≤tij

ti－s１－ti－s ≤ti２
{ (８)

考虑武器打击资源方面限制,即武器进行拦截时需预先武器是否可用.针对无线电干扰和激光武器,
资源约束主要是指武器剩余时间是否可以实施一次拦截任务;对于柔性网武器,资源约束主要是指剩余

拦截网数量是否为零.
考虑战场环境方面限制,即天气因素对武器效能的影响,以及武器与目标之间是否存在遮挡.６级以

上风力情况下的柔性网武器、空气湿度大于８０％或可见度低于８０％的激光武器拦截效能都会急剧下降.
同时,若探测到武器与目标之间存在拦截障碍,都无法使用武器i对目标j进行拦截.因此,环境约束需

满足武器作战效能较高,且拦截路径无遮挡.
基于以上分析,用关系矩阵C 综合表示各武器目标之间是否同时满足空间、时间、资源及环境的约

束条件,进一步约束模型解,提高火力分配方案的可行性.关系矩阵C 定义为

C＝

c１１ c１２  c１n

c２１ c２２  c２n

⋮ ⋮ cij ⋮

cm１ cm２  c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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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ij ∈ ０,１{ } ,cij ＝１表示武器i可对目标j进行打击,否则不形成打击关系.

２　动态火力分配模型的求解

使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遗传算法是一种基于自然界生物进化的智能随机搜索算法,具有高

鲁棒性、强全局搜索的能力,现已成为一种解决许多实际优化问题的有效工具[１６].但基础遗传算法求解

火力分配模型时,经过交叉和变异后的新个体不能保证仍为可行解.为此,本文提出改进遗传算法,确

保个体始终在可行解范围内进化.

２１　编码方式及种群初始化

为直观表示分配结果,采用十进制编码方式表示解基因,即直接将式 (２)作为染色体进行后续的遗

传操作.
基于关系矩阵C 生成初始化种群,过程是:遍历每一个武器i, 在可打击的目标编号群中随机一个目

标编号k０≤k≤n( ) 作为唯一拦截对象,将X 矩阵中表示该打击关系置１,武器i与其他目标之间的打

击关系置０,如式 (１０)所示.重复该过程生成一定规模的初始种群.

X１＝

⋮ ⋮ ⋮

００ xik ＝１ ００
⋮ ⋮ ⋮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１０)

２２　选择操作

将式 (６)中目标函数作为适应度函数,对种群个体进行评价,并按照评价值对个体降序排列.为避

免优秀基因在迭代中丢失,本文将适应度值较高的个体直接保留.同时将适应度值较低的g 个个体淘汰,
复制适应度值排名前g 个个体补充淘汰个体位置,对其余 １－２g( ) 个体进行后续遗传操作.

２３　遗传操作

交叉操作作用于两个体之间,通过产生新个体提高种群的多样性.为了更好的发挥交叉操作的作用,

本文选择自适应交叉概率pc, 表示为

pc ＝
pc１－

pc１－pc２( ) f′－f( )

fmax－f
f′≥f

pc１ f′＜f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１)

式中,f为种群个体平均适应度,fmax 种群个体最大适应度,f′为交叉两个体中较大适应度值,pc１ 和pc２ 为

交叉常数,一般取值范围为 ０６,０９[ ] .

对于需交叉的两个体XA 和XB, 随机一个目标编号l, 将两个体中对应该编号之后的分配方案整体

交叉,产生新个体XA′ 和XB′, 如下式所示.

XA ＝

xA
１１ xA

１２  xA
１n

xA
２１ xA

２２  xA
２n

⋮ ⋮ ⋮

xA
m１ xA

m２  xA
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XB ＝

xB
１１ xB

１２  xB
１n

xB
２１ xB

２２  xB
２n

⋮ ⋮ ⋮

xB
m１ xB

m２  xB
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XA′＝

xA
１１xA

１l xB
１(l＋１)xB

１n

xA
２１xA

２l xB
２(l＋１)xB

２n

⋮ ⋮

xA
m１xA

ml xB
m(l＋１)xB

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XB′＝

xB
１１xB

１p xA
１(l＋１)xA

１n

xB
２１xB

２p xA
２(l＋１)xA

２n

⋮ ⋮

xB
m１xB

mp xA
m(l＋１)xA

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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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操作是遗传算法中产生新个体的辅助方法,通过种群中个体的小概率变异模拟生物种群中的个

体基因突变,以提高解集丰富性.为了更好的发挥变异操作的作用,本文选择自适应变异概率pm, 如下

式所示

pm ＝
pm１－

pm１－pm２( ) fmax－f( )

fmax－f
f ≥f

pm１ f ＜f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３)

式中,f 、fmax 含义与前文相同;f 为要变异个体适应度;pm１ 和pm２ 为变异常数,一般取值范围为

００１,０１[ ] .
对于需变异的个体XC, 随机一个目标编号h, 将h对应的分配方案进行变异,产生新个体XC′, 如

下式所示.

XC ＝

xC
１１ xC

１２  xC
１n

xC
２１ xC

２２  xC
２n

⋮ ⋮ ⋮

xC
m１ xC

m２  xC
mn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XC′＝

xC
１１xC

１(h－１) ! xC
１hxC

１n

xC
２１xC

２(h－１) ! xC
２hxC

２n

⋮ ⋮

xC
m１xC

m(h－１) ! xC
mhxC

mn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１４)

交叉和变异操作产生的新个体很可能不符合约束条件限制.因此,本文对新产生个体进行约束性验

证,步骤是:逐一判断每个武器是否只分配一个拦截目标的约束条件 (即式 (６)中①).若武器k 不满

足,结合当前分配方案及关系矩阵C, 从可打击目标群中随机分配新的打击目标,代替该武器原有分配

方案.

２４　终止条件

当迭代过程达到预设最大迭代次数或达到稳定迭代状态 (即在一定周期内最优个体未发生改变),算

法停止.适应度值最大对应染色体即为当前阶段最优火力分配方案.根据预设毁伤概率判断现有目标是

否存在,更新武器及目标状态,并将其作为下一阶段模型的初始条件,进行下一阶段的火力打击分配建

模和求解,直至全部目标销毁.遗传算法的计算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遗传算法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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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仿真校验

我方某阵地部署雷达设备探测情报,以及拦截装备:电子干扰、激光和网捕武器三种类型共１０个,

抵御无人机集群的侵袭.假设敌方无人机集群欲摧毁我方防控中心,部署武器信息、探测目标信息及武

器对目标拦截概率如表１、表２、表３所示.

表１　部署武器信息

编号 坐标(m) 武器类型 载弹量 拦截范围(m) 响应时间(s)

W１ (４１７,３９７,１８) 激光 — [４００,１５００] ５

W２ (４６７,３６０,１０) 无线电 — [０,２２００] ３

W３ (４６６,３４０,１７) 网捕 ８ [２００,８００] ２

W４ (４５７,３６６,６) 网捕 ８ [３００,１１００] ２

W５ (４０２,３５５,３) 网捕 ８ [２００,８５０] ２

W６ (４１８,３３３,１９) 无线电 — [０,２０００] ３

W７ (４５６,３２６,１５) 激光 — [４５０,１８００] ５

W８ (４４０,４００,１１) 网捕 ８ [２００,９００] ２

W９ (４４１,３９０,４) 网捕 ８ [３００,１０００] ２

W１０ (４３８,４００,７) 网捕 ８ [３００,１１００] ２

表２　无人机集群目标信息

编号 坐标(m) 威胁值 序号 坐标(m) 威胁值

T１ (１０６３,６５４,８２) ０８５２５６７ T９ (１２２９,６９８,８５) ０７８

T２ (９２８,７００,９７) ０７７７２３８ T１０ (９１０,６９３,９８) ０７７

T３ (９９６,６２８,８１) ０８９３１４ T１１ (－１１６３,－６８２,１００) ０７５

T４ (１４８３,６７９,９２) ０７００５４６ T１２ (－８９２,－１３５１,９３) ０７８

T５ (１２５５,６８５,１００) ０７５６５３２ T１３ (－４４２,－９８６,８９) ０８３

T６ (１２８７,６０６,８７) ０７３７８５１ T１４ (－４８６,－５０２,８１) ０８２

T７ (１２２７,６１７,８３) ０８３６２０４ T１５ (－４１５,－６４１,９８) ０８７

T８ (１１７９,６６３,９６) ０８４３５５ T１６ (－５８７,－７４４,８４) ０８９

表３　武器目标拦截概率

概率 T１ T２ T３ T４ T５ T６ T７ T８ T９ T１０ T１１ T１２ T１３ T１４ T１５ T１６

W１ ０８３ ０５６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６８ ０６１ ０８０ ０８４ ０６４ ０５３ ０５６ ０５４ ０６７ ０９６ ０５９ ０８７

W２ ０８６ ０８９ ０５１ ０５１ ０６５ ０７７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８３ ０５２ ０８２ ０８７ ０８６ ０６６ ０６４ ０８１

W３ ０５５ ０８８ ０８４ ０６１ ０８１ ０８８ ０７０ ０８３ ０７３ ０７１ ０６２ ０５０ ０５７ ０６０ ０８３ ０６９

W４ ０８７ ０６９ ０８７ ０５２ ０８２ ０５７ ０７８ ０６０ ０７２ ０８１ ０７１ ０８１ ０６１ ０６６ ０５１ ０６７

W５ ０７５ ０８２ ０７７ ０５４ ０５７ ０５５ ０８６ ０８７ ０８７ ０８７ ０５７ ０８３ ０５６ ０５４ ０５２ ０６８

W６ ０５４ ０５６ ０８０ ０８３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８８ ０６４ ０６１ ０５５ ０７４ ０８５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５７ ０８５

W７ ０６１ ０６７ ０８０ ０７８ ０６８ ０８８ ０８５ ０５８ ０８０ ０７３ ０６１ ０５３ ０８５ ０８８ ０８８ ０７０

W８ ０７２ ０８７ ０６６ ０６３ ０７６ ０６４ ０５６ ０８８ ０８６ ０６９ ０７６ ０６６ ０７３ ０８８ ０７９ ０７０

W９ ０８８ ０８２ ０７６ ０８８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５６ ０７５ ０６５ ０５０ ０７８ ０６０ ０７２ ０７３ ０７６ ０８３

W１０ ０８９ ０８８ ０５７ ０５１ ０８０ ０５９ ０８９ ０６９ ０７３ ０８９ ０８０ ０８２ ０５６ ０５２ ０６８ ０８２

根据上述仿真条件,初始化武器、目标及防控区域位置.认为目标拦截概率达到９５％时,目标被摧

毁.根据雷达探测结果判断不同时刻发现的敌方情报目标,建立火力分配模型并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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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种群规模３０,最大迭代次数为２００,稳定迭代周期１０,交叉概率pc１ ＝０９,pc２ ＝０６, 变异概

率pm ＝００１.整个拦截过程共持续了２５个阶段,进行了２３次求解,迭代次数及计算时间曲线如图３所

示.可以看出,对于本文仿真算例中的武器目标规模,单次模型计算时间处于毫秒级别,且随探测目标

或可用武器规模的增加,计算时间相应增加.

图３　迭代周期和计算时间演化图

各分配方案如表４所示.可以看出,存在目标被发现时未能立即分配打击方案现象.如第２阶段,出

现目标 T１３,可通过武器２、６拦截.但当前武器处于响应等待状态.直至第４阶段,武器状态可用后立

即对该目标进行拦截.另外,当目标未达到毁伤概率时,模型会分配二次拦截方案.如１６阶段出现目标

T９,分配 W８进行拦截的毁伤概率为８６％,未达到预设的９５％,因此该目标仍保留至下一时刻,通过

W２和 W５共同拦截,毁伤值达到９７％,满足预设要求.最终,各目标的毁伤概率均高于９５％,表示全

部目标都成功被拦截,如图４所示.

图４　目标毁伤概率分布图

表４　无人机集群目标拦截方案

阶段 出现目标 分配方案

１ T１５,T１６,T１７ W４,W７拦截 T１４;W２,W６拦截 T１５;W１,W３拦截 T１６

２ T１３ —

４ T１３ W２,W７拦截 T１３

５ T１０ W４,W５拦截 T１０

８ T２,T３ W３,W６拦截 T２;W４,W８,W１０拦截 T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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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段 出现目标 分配方案

１０ T１ W５,W８,W９拦截 T１

１４ T８,T１１ W６,W８拦截 T８;W２,W９拦截 T１１

１５ T７ W７,W１０拦截 T７

１６ T５,T６,T９ W１,W３拦截 T６;W８拦截 T９

１７ T５,T９ W４,W６拦截 T５;W２,W５拦截 T９

２１ T１９ W２,W６拦截 T１９

２２ T４ W１,W７拦截 T４

２５ T１２ W２,W３拦截 T１２

４　结　论

对于无人机集群目标拦截问题,以毁伤价值最大为目标建立了无线电、激光和网捕三种装备联合打

击的动态火力分配模型.基于三种武器的作战特性,分析了武器目标在空间、时间、资源及环境等方面

的关系,并基于此提出了关系矩阵约束模型可行解.采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为解决进化过程中

会出现不符合约束条件解的情况,设计了个体可行性检验方法,对遗传操作中的选择、交叉及变异过程

进行改进.同时,提出自适应交叉算子和变异算子,提高算法的计算精度和收敛速度.最后通过具体想

定算例验证了本文所提模型建立及求解方法的有效性,可为无人机集群目标的多体制火力拦截问题提供

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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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systemdynamicfirepowerassignment
modelforunmannedaerialvehicleclustertarget

YUAN Wen nan,HOUShi,JIAYan xiang,PENGYan yun,OUYANGTong
BeijingInstituteofMechanicalEquipment

　　Abstract　Aimingattheinterceptionproblemofunmannedaerialvehicleclustertarget,thedynamic
firepowerassignmentmodelofmulti systemcompositeinterceptionequipmentsuchasradio,laserand
net trapisestablishedOnthebasisofconsideringtheconstraintsbetweenequipmentandtargetsin
space,sequence,resourceandenvironment,therelationshipmatrixisproposedtofurtherrestrictmodel
solution,whichcouldals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assignmentdecisioninactualcombatForthe

phenomenonthattheindividualintheevolutionprocessoftraditionalgeneticalgorithmcouldnotsatisfy
theconstraints,anexaminationapproachisproposedtoevaluateandoptimize,soastoensurethe
feasibilityoftheiterativesolutionBesides,inordertobalancethelocalandglobalsearchperformanceof
thealgorithm,improvetheaccuracyandconvergenceefficiencyofthealgorithm,thegeneticoperationof
selection,crossoverandmutationisoptimized,andtheadaptiveadjustmentmethodofsolvingparameters
isdesignedThemodelingprocedureandsolvingprocessproposedareappliedtoasimulationexampleThe
resultsshowthatthismethodcouldeffectivelysolvetheinterceptionproblemofunmannedaerialvehicle
clustertargets,andprovidedynamicfirepowerassignmentdecisionofmulti systemequipment,which
hasacertainpracticalvalue

Keywords　Multi systemintercept;Weapon targetassignment;Genetic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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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相控阵连续波雷达直达波对消方法

薛立娟１　李骁骅２　邱旭阳１　吕　鑫１　苏成谦１

１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２成都博芯联科科技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相控阵连续波体制雷达存在的直达波干扰问题,分析了同频对消的数学模型,提出了

一种基于矢量调制有限状态搜索对消方案,分析了该方案的基本原理及幅相误差对对消效果的影响,并

在 Ka波段低慢小探测雷达上进行了实验验证.结果表明本方法对直达波的抑制具有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连续波雷达;矢量调制;直达波对消

０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都在研发低、慢、小监视系统以解决无人机的低成本化带来的安全问题,低慢小雷达

探测无人机是其中的一个手段.相比于脉冲雷达,连续波雷达具有测距精度高、制造成本低、发射效率

高等优点,但连续波体制存在的直达波干扰问题是限制雷达有效作用距离的重要因素.

针对直达波信号抑制问题主要采取的措施有:天线高隔离技术[１３];在接收通道基于信号特性的对消

技术[４６];基于基带数字处理的多普勒滤波或者时延滤波处理技术[７９].本文研究的探测雷达由于相控阵的

存在,直达波瓶颈位于射频前端部分,对于该类型雷达,在接收通道上对消直达波干扰的抑制显得尤为

必要.本文提出了一种可用在 Ka波段相控阵上的快速直达波对消器,通过仿真计算与实验验证了方法的

有效性,实验证明该方法对消效果稳定,可拓展,具有低成本的特点.

１　对消原理分析及仿真验证

１１　对消原理分析

直达波对消原理采用一个从发射信号中取得的信号样本,经过矢量调制控制其幅度和相位与直达波

信号幅度相同,相位相反实现对消[１０].

相对正交混频的处理方式[１１],本方案不需要混频,因而没有非线性器件,减少了滤波器和本振放大

器,布局简单,提升了整体电路温度稳定性.本方案也不采用数字移相器或数字幅相调制器.需要指出

的是,由于雷达发射信号为线性调频,而直达波有一定的时延,从发射机耦合出的对消信号必须通过延

迟线调整时延与直达波时延,才可以认为耦合信号与直达波频率相等,相干条件成立.另外,若两者时

延不相等,传输线色散效应也将影响到对消效果,急剧降低系统可用带宽.延迟线的时延量由暗室中测

试发射阵 接收阵对应端口时延确定,且接收通道硬件设计上保证进入对消器端口之前的布线等长.以下

理论分析都基于时延已配平的前提条件.
为分析方便起见,先考虑一个正弦信号经过９０°电桥分路,分别衰减后再同相合路的情况.模型如图

１所示.
设输入端正弦信号为

U(t)＝cos(ωt＋φ)　 (１)
电桥同相端输出相移－１８０°,衰减系数为A, 输出信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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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cos(ωt＋φ) (２)
电桥正交端输出相移－９０°,衰减系数为B,输出信号为

Q(t)＝Bcos(ωt＋φ) (３)
两个信号在０°合路器同相叠加为S(t)

S(t)＝I(t)＋Q(t)

＝－Acos(ωt＋φ)＋Bcos(ωt＋φ)
(４)

利用辅助角,S(t)可变换为

S(t)＝ A２＋B２sin(ωt＋θ) (５)

式中θ＝arctan(A
B

).

由式 (５)可见,合成后输出为一正弦信号,通过调整衰减系数A、B 比例,可控制信号S(t)初相,
调整范围在 (－９０°~９０°)之间.当 A/B增大时相位负向移动,反之则正向移动.

图１　矢量对消器原理框图

将图１隔离端匹配去掉,从隔离段输入一个幅度、频率与U(t)相同的信号V(t), 由于V(t),U(t)
相互隔离互不影响,故V(t)在０°合路器造成的响应与上述分析一致,仅衰减系数A、B 比例互为倒数.
可写出V(t)在０°合路器造成的输出R(t), 如式 (６)

R(t)＝ A２＋B２sin(ωt－φ) (６)

式中φ＝arctan(B
A

).

由式 (５)、式 (６)可见,存在关系

θ＝－φ (７)
若改变衰减比例A/B,S(t)和R(t)相位反向变化,故而必然可以找到一个衰减比例,达到相位相

同,幅度相同形成叠加.如需实现对消,可将同相支路插入１８０°相移即可.
由于arctan有效区间为 (－９０°,９０°),利用上述电路实现对消则U(t),V(t)的边界条件为:幅度

相等;相位差在 (－９０°,９０°)范围内.
若同相端插入１８０°相移的器件采用１位 (０°/１８０°)数控移相单元实现,则上述电路的相位差范围可

以扩展至全象限.当移相单元相移为１８０°时,相位差适应范围为 (－９０°,９０°),移相单元相移为０°时,
相位差适应范围为 (－９０°~－１８０°),(９０°~１８０°).这种全象限对消器原理框图如图２所示,分析方法与

上述相同.

图２　全象限矢量对消器原理框图

１２　仿真校验

根据图２,通过 ADS软件的谐波平衡 (HarmonicBalance)仿真器验证矢量对消器性能.ADS原理

图模型如图３所示,硬件框图如图４所示.其中射频输入,本振耦合输入分别用单音源P_１Tone产生,
参数控制信号相位差,幅度差由 ATTEN３、ATTEN４模拟.数控衰减由参数化的 ATTEN１,ATTEN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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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其余器件均采用理想模型.

图３　全象限矢量对消器 ADS仿真原理图

图４　矢量对消器硬件框图

表１给出在两路等幅度不同相信号输入时数控衰减器与移相单元相移设置,以及对应的直达波抑制度

D, 其中D 表达式见式 (８).其中Vi 为对直达波信号电压,Ve 为剩余信号电压,仿真结果见表１,θe 为

Vi 与对消信号相位差,仿真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对消器有效.

D＝２０lg(Vi

Ve
) (８)

表１　对消器仿真结果

θe (°) ATTEN１衰减(dB) ATTEN２衰减(dB) PS１相移(°) D(dB)

２５ ０ ４ １８０ ４５

１２５ ０ １０ ０ ６１

－１２５ １０ ０ ０ ６１

－２５ ４ ０ １８０ ４５

０ ０ ０ １８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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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对消比影响因素

(１)输入幅度一致性影响

全象限矢量对消器要求输入信号于V(t),U(t)幅度相同.此处考察幅度不一致性对对消效果的恶化

程度.由图３原理图,改变两个输入信号幅度考察幅度一致性,仿真结果见表２.

表２　幅度一致性的影响

幅度不一致性/dB D/dB

０ ４３

０５ ３０

１ ２４

３ １５

５ １５

上表可见若对消比保证＞３０dB,则输入信号幅度一致性＜０５dB.
(２)相位误差影响

在对消器稳定期间由于工作条件波动可能造成S(t)和R(t)相位出现波动.基于图２原理图,在正

交支路插入一个固有相移考察这种影响.仿真结果见表３.

表３　相位一致性的影响

相位不一致性/(°) D/dB

０ ４３

３ ３４

４ ２９

９ ２５５

１５ ２１５

可见要达到保持对消比大于３４dB,电路相位波动要求优于３°.３０GHz的电磁波,在基板RO４３５０上

波长约５５mm,其总体物理长度波动为００５mm,对应相位约为３°.对于相控阵雷达,由于一个观察周

期 (本方案的 Ka波段雷达观察周期７００us)后波束切换,对消器重新稳定,故只需要在７００us内保持相

位即可.

２　对消原理分析及仿真验证

基于上述全象限矢量对消电路的分析,本文在 Ka波段相控阵雷达中试验验证其有效性.本文采用两

个独立的对消电路,对和差两路信号并行处理.硬件原理框图如图５所示,由于差通道对消硬件完全一

样,图中只画出和通道处理部分.
对消器位于雷达接收阵与下变频接收机之间,由接收阵进入的直达波由耦合器 功率检波器得到其幅

度,由 ADC１采样滤波.发射机耦合信号经电缆延迟线配平时延后,由数控衰减器C控制幅度,经由耦

合器 功率检波器得到幅度并由 ADC２采样滤波.FPGA 通过比对 ADC１,ADC２的值并控制数控衰减 C
实现发射机耦合信号和直达波幅度相等,即幅度配平.

幅度相等的两个信号进入对消器矢量对消,输入由３dB耦合器 检波器检测剩余电压大小并由 ADC３
数字化.FPGA将搜索合适的配置使得 ADC３输出值最小.

对消稳定后随着时间推移需要实时改变对消器状态以跟踪直达波的相位、幅度随时间变化.对于相

控阵雷达,阵面状态切换时间间隔很短,通常为数百us到几个 ms级别,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可认为阵面

状况没有变化,采用闭环跟踪控制方式反而没有优势,难以压缩环路稳定时间.为达到快速响应,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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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矢量对消器硬件框图

案采用开环搜索方式工作.相控阵状态切换结束时,给出使能信号触发对消器工作.对消器在FPGA 控

制下首先幅度配平.然后进入相位搜索.相位搜索为有限状态,状态位为７位,包含６位数控衰减和１位

移相单元.搜索流程如图６所示.

图６　相位搜索流程图

为了加速相位搜索过程,观察式 (５)、式 (６),对消器输出结果求幅度如下式

S(t)＋R(t)|＝ A２＋B２ sin(ωt－arctan(A
B

))－sin(ωt－arctan(B
A

)}{ (８)

在A ＝１,B ∈ (０,１)或者B ＝１,A ∈ (０,１)范围内,上式仅存在一个极小值,是一个关于A 或

B 的单峰函数,适用三分法查找极小值.
相位搜索结束后理论上即已经实现信号对消,对消器可触发信号处理单元进入采样处理环节.但是,

系统长期工作条件变化可能造成 ADC１、ADC２值无法精确反映实际射频信号大小,导致固有的幅度配平

误差.为解决长期稳定性问题,在相位搜索之外嵌套小范围的幅度搜索,即小范围改变数控衰减C, 搜

索最优的抵消效果.本系统最长稳定时间为３８４μs,与雷达信号处理观察时间的７００μs相比,对消稳定

时间不足其十分之一,对雷达刷新周期影响可忽略.
若将本文方法用于非相控阵雷达,仅需要在信号处理系统采样之前触发对消并等待对消器状态到位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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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

基于以上思想,本文基于试验型 Ka波段雷达进行实验验证.对消器采用整版 RO４３５０多层微波印制

板制造,整版尺寸１４０mm×８０mm,其中数控衰减器采用 ADRF５７３０,０°/１８０°度移相单元采用 Rat
race耦合器通过开关选通实现０°/１８０°切换,包络检波器采用 ADL６０１０,控制和电源处理整版集成,延迟

线采用层间带状线实现,内置开关实现不同延迟的调整.单板测试结果如图７、图８所示.可见通过一级

对消器处理,在中心频率３０GHz,６０MHz带宽内可稳定达到－３０dB的对消抑制度.

图７　对消前的直达波功率 (dBm)

图８　对消后的直达波功率 (dBm)

为了保证时延、相位差尽可能的稳定,对消器和阵列模块、本振模块均采用SMP连接器直接对扣连

接并用螺钉紧固.试验证明本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完全可以满足相控阵连续波雷达对直达波抑制的要求.

４　结　论

本文阐述了一种适用于相控阵连续波雷达的直达波对消器的原理和方案,并在实验证明了其有效性.
该种方法有其独特的优点:电路简洁,成本低,稳定速度快,便于同信号处理系统相匹配.

本文基于 Ka波段相控阵连续波雷达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由于其快速锁定的特性,此方法并不局限

于相控阵,亦适用与非相控阵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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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viewofdirectwaveinterferenceinphasedarraycontinouous wave (CW)radar,

throughanalyzingthe modelofRFfrequency,a methodofdirectwavecancellationbasedonvector
modulationandfinitesatesearchingisproposedInthispaper,thebasicpincilpleandtheinfluenc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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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星星箭分离装置技术研究

李文彬　张　爽　郭晓华　郝建伟　姜宇鹏

山东航天电子技术研究所

摘　要　立方星是一种采用国际通用标准设计的低成本皮纳卫星,以 “U”为标准的单元划分,每

１００mm×１００mm×１００mm 为１U,是皮纳卫星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常规立方星的尺寸一般为１U~
１２U.立方星发射和在轨弹出均采用立方星星箭分离装置 (POD装置),POD装置可为立方星提供外部机

械接口,提供合理的力学环境,保证立方星的弹射速度和初始姿态.

为实现立方星在轨高可靠高精度分离,本文提出了一种采用新型双冗余电磁解锁机构的 POD 装置.

首先从解锁机构、机箱主体、舱门组件、推出组件四个方面介绍了 POD 装置的设计方案,给出了 POD
装置的设 计 参 数;其 次 用 ABAQUS 软 件 建 立 了 有 限 元 模 型 进 行 了 模 态、正 弦、随 机 力 学 分 析,用

ADAMS软件建立了运动学模型进行了动力学耦合分析,立方星分离速度、分离角速度分析.设计和分析

结果显示该POD装置具有承载能力强、可靠性高,冲击量级低,解锁时间短、分离姿态精度高的优点,

能够很好的满足立方星发射、在轨解锁和弹射分离的各项需求,对于１U~１２U 立方星具有普遍的适

用性.

关键词　立方星;星箭分离;POD装置;解锁机构

０　引　言

立方星具有标准化程度高、接口统一、研制成本低、研制周期短等优点,近几年立方星的研制得到

了迅速发展,在所有商业微纳卫星中的占比超过５０％,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立

方星的发射数量分别达到了１０８颗、４５颗、２９０颗、１９０颗、１８５颗.

立方星星箭分离装置 (POD装置)用于立方星的装载和在轨弹射,POD装置可为立方星提供外部机

械接口,为立方星提供合理的力学环境,保证立方星的弹射速度和初始姿态.本文提出了一种采用新型

双冗余电磁解锁机构的POD装置,介绍了POD装置的组成、工作原理,并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力学

和运动学分析验证.

１　POD装置设计方案

１１　POD装置整机

POD装置采用六面体箱体式结构,内有导轨和推出弹簧,箱体顶部为锁紧释放机构,立方星沿导轨

装入POD装置,通过舱门和锁紧机构压在POD装置里面,POD装置有８个ϕ６５安装孔与火箭连接,火

箭发射时,立方星装在POD装置里面随火箭一起发射,火箭入轨后,按预定时间由火箭发送分离信号,

POD舱门解锁,在舱门扭簧作用下旋转到１２０° (角度根据实际情况可调)锁定,立方星在推出弹簧作用

下推出POD舱体,立方星和火箭分离.

POD装置整机主要由机箱主体和解锁机构组成,其中机箱主体包括壳体组件、推出组件、舱门组件,

壳体组件是整机的主体框架,用来提供POD和火箭之间的机械接口,为立方星提供良好的力学支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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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星提供滑出轨道;推出组件采用弹簧加推板的结构形式,推板在推出弹簧的作用下沿四条导轨做直

线运动,推板运动到位后有止动结构;舱门组件在关闭时将立方星压在POD壳体内,当解锁时,在扭簧

作用下打开到１２０°后用定位销锁住,防止舱门打开到位后反弹;解锁机构采用双冗余电磁解锁方案,该方

案采用了两个电磁拔销器作为解锁触发器件,任何一个电磁拔销器工作或两个电磁拔销器同时工作,均可正

常完成舱门的解锁功能,具有可靠性高、操作方便、可重复使用等优点.POD装置组成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POD装置组成图

POD基本工作原理如下:将POD装置舱门打开,沿导轨方向装入立方星,关闭舱门把立方星压在

POD箱体内.在发射阶段,通过POD装置四个壁板 (包含导轨)、舱门和推板将立方星固定限位.火箭

入轨后,在预定时间给POD装置发送分离指令,POD装置接到分离指令后,解锁机构工作,解除对舱门

的约束,舱门在扭簧的作用下快速旋转打开,在转到１２０°后被定位销锁紧,POD 装置舱门打开后,被

POD舱门压紧的行程开关弹起,产生舱门打开遥测信号.同时,立方星在推出组件弹簧的推动下,沿着

壳体内部导轨滑出POD装置,当推出组件将立方星完全推出后,推板会压紧POD装置上推板到位行程

开关,产生分离成功遥测信号.

１２　POD装置机箱

机箱采用面板拼接而成,主要由上盖板、下盖板、左侧板、右侧板、底板、加强框组成,机箱由高

牌号铝合金加工而成,所有面板内部设计为光滑表面,外部设置加强筋以增加机箱的刚度和强度,面板

之间采用螺钉连接固定.机箱端部开口位置为机箱的结构设计的薄弱环节,在该处设置加强框,对开口

部位进行加强,减小机箱开口部位的变形量.导轨与面板用高精度数控机床整体加工而成,能够保证导

轨具有良好的结构刚度和尺寸精度,机箱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机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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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POD装置解锁机构

解锁机构用于舱门的锁紧与释放,是POD装置中的关键组件.解锁机构三维结构图如图３所示,舱

门锁紧机构由安装基座、锁紧杆１、锁紧杆２、锁紧杆３、弹簧１、弹簧２、弹簧３、电磁拔销器１、电磁拔

销器２、摆杆组成.

图３　解锁机构三维图

当电磁拔销器通电后,电磁拔销器的芯轴在电磁力作用下回拉,解除摆杆的锁定,杆３在弹簧３的作

用下向下移动,带动杆顶端的长圆形限位块向下移动,当杆３顶部限位块和杆１、杆２的凹槽脱离时,杆

１、杆２分别在弹簧１弹簧２的作用下向中间移动,杆１杆２端部从舱门上的限位孔内抽出,舱门解除锁

定.两个电磁拔销器之间的摆杆可以绕旋转轴摆动,因此两个电磁拔销器有一路解锁,即可解除舱门的

锁定状态,两路电磁拔销器构成双冗余备份.

弹簧１弹簧２用于提供舱门解锁的拔销力,弹簧３用于提供杆３的拔销力,电磁铁用于提供摆杆的拔

销力,考虑到１５倍安全系数,其拔销力需要满足式 (１)、式 (２)、式 (３)要求.F１、F２、F３ 为拔销力,

μ 为摩擦系数,N１、N２、N３ 为由分离弹簧、预紧力、舱门扭簧产生的压力载荷.

F１

(μ１N１＋μ１N２＋μ１N３)－１≥１５ (１)

F２

２μ２F１
－１≥１５ (２)

２F３

２μ３F２
－１≥１５ (３)

１４　POD装置推出组件

推出组件由分离弹簧、推板组成,组成图如图４所示.推板由铝合金加工而成,推板直接和立方星的

导轨接触,用于推出立方星;分离弹簧用于提供立方星推出的驱动力,弹簧由弹簧卡子固定在机箱底

板上.

根据能量转化原理,假定弹簧的能量转化效率为８０％,立方星的分离和弹簧的参数关系见式 (４).

M１、M２ 为立方星质量和推板质量,k为弹簧刚度系数,X１、X２ 弹簧的最小最大压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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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推出组件三维图

１
２

(M１＋M２)V２＝０８×
１
２k(x２

２ －x２
１) (４)

１５　POD装置舱门组件

舱门组件由舱门、转轴、扭簧、定位销组成,舱门打开时通过２个扭簧提供驱动动力,扭簧安装在舱

门转轴上,可持续为舱门打开提供开门扭矩.舱门锁定采用舱门转轴处的定位销结构,当舱门转到１２０°
后,定位销在弹簧作用下插入舱门轴部的定位孔,实现舱门锁定,防止反弹.

２　力学分析

采用abaqus软件对POD装置进行了力学建模和网格划分,有限元网格划分时,主要采用了六面体网

格结构,如图５所示.

图５　网格划分

２１　模态分析

模态分析了POD装置前６阶固有频率,模态响应云图如图６所示,模态频率数值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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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模态响应云图

表１　模态频率

模态阶次 频率/Hz 模态阶次 频率/Hz

１ １０７ ４ ２２６

２ １５２ ５ ２４１

３ １８６ ６ ３０４

２２　正弦振动分析

对整机进行了正弦振动响应谱分析,模型中取模态阻尼比００３.分析条件见表２.

表２　正弦分析条件

方向 频率范围/Hz
加速度/幅值 (g)/(mm)

鉴定级 验收级

X,Y,Z

１０~２０ ５mm ３３mm

２０~４０ ５３ ３５

４０~８０ ８ ５５

８０~１００ ３３ ２２

扫描速率 ２Oct/min ４Oct/min

X、Y、Z 方向变形云图分别如图７所示.

图７　正弦分析变形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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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方向应力云图分别见图８所示.

图８　正弦分析应力云图

X、Y、Z 方向加速度云图分别见图９所示.

图９　正弦分加速度响应云图

经过正弦频谱响应分析,最大变形为０２７mm,最大应力为５５MPa,最大加速度响应为１６７g,均

满足使用要求.

２３　随机振动分析

随机振动是用统计量描述的一种现象,通常按准则作为估算方法的基础,即以随机振动输入均方根

加速度的３倍作为静力载荷,在X、Y、Z 三个方向上对POD装置进行随机振动的评估计算.随机振动

条件见表３,按鉴定量级三个方向的静态等效载荷为３８４g.

表３　随机振动力学条件

频率范围/Hz
鉴定级 验收级

功率谱密度/(g２/Hz) 功率谱密度(g２/Hz)

１０~１００ ＋３dB/oct ＋３dB/oct

１００~６００ ０２ ００８

６００~２０００ －９dB/oct －９dB/oct

均方根加速度 １２８１grms ８１grms

时间 ２min １min

方向 X、Y、Z X、Y、Z

等效成静力后,X、Y、Z 方向静力分析变形云图如图１０所示.

等效成静力后,X、Y、Z 方向静力分析应力云图如图１１所示.

由等效静力分析得出,最大变形为０９０mm (导轨位置最大变形０４mm),最大应力为２１０MPa,

均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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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随机分析变形云图

图１１　随机分析应力云图

２４　分析结论

根据模态、正弦振动和随机振动试验条件下有限元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该POD装置基频１０７Hz,

满足POD装置刚度要求;最大应力２１０MPa,结构设计安全系数１５,结构强度安全裕度０７３,整机在

振动试验过程中,不会发生塑性变形;整机在正弦振动中最大加速度响应１６７g,在和立方星接触位置,

最大响应加速度在１０g 以下,满足立方星使用需求.

３　运动学分析

３１　分离时间和分离速度分析

用 ADAMS软件进行建模分析,解锁机构能够正常解锁,解锁时间、立方星分离时间、立方星分离

速度曲线如图１２、图１３、图１４所示,可见解锁时间小于１０ms,立方星分离时间为３３６ms,立方星分离

速度为１４８m/s.

图１２　解锁时间曲线

９９５１



图１３　立方星分离时间曲线

图１４　立方星分离速度

３２　立方星分离精度分析

影响立方星分离精度的因素主要有立方星质心的偏移和立方星导轨与POD装置导轨之间的间隙,立

方星质心偏移一般在５mm 以内,按质心偏移５mm 的最坏情况,用ADAMS软件建模,分别对立方星导

轨和POD装置导轨间隙为０３mm、０５mm、０７mm 进行仿真,结果如图１５、图１６、图１７所示.
可见立方星导轨和POD装置导轨间隙变大,立方星弹射角速度会随之变大,考虑到POD装置、立

方星结构的加工精度和分离角速度的设计裕度,优选设计间隙为０３mm,此时X、Y、Z 三个方向分离

角速度均小于３ (°)/s.

３３　运动学分析结论

通过运动学仿真分析,POD装置解锁时间小于１０ms,立方星弹射时间小于５００ms,分离角速度小

于３ (°)/s,可见,该POD装置具有解锁快,分离时间短,分离精度高的优点,能够很好的满足立方星

在轨分离的时间要求和角速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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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间隙０３mm

图１６　间隙０５mm

图１７　间隙０７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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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采用新型双冗余电磁解锁机构的立方星星箭分离装置,该立方星星箭分离装置具有

承载能力强、可靠性高,冲击量级低,解锁时间短、分离姿态精度高的优点.经过仿真分析,该立方星

星箭分离装置在力学特性上能够满足运载的需求;解锁时间小于１０ms,弹射分离时间小于５００ms,分离

角速度小于３ (°)/s,能够满足立方星在轨弹射分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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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Satellite rocketSeparation
DeviceforCubeSat

LIWen bin,ZHANGShuang,GUOXiao hua,HAOJian wei,JIANGYu peng
ShandongInstituteofSpaceElectronicTechnology

　　Abstract　CubeSatisalowcostpico nanosatellitedesignedbyadoptinginternationalgeneral
standardItconsistsofstandardunitsof “U”(１００ mm×１００ mm×１００ mm),andisone major
developmentdirectionofpico nanosatelliteThesizeofnormalCubeSatistypically１ １２UPicosatellite
OrbitalDeployers(POD)isusedforboththelaunchandinorbit ejectingofCubeSatPODcanprovide
theexternalmechanicalinterfaceforCubeSatwithareasonableloadingenvironmenttoensuretheejecting
speedandinitialattitudeofCubeSat

ThispaperpresentsaPODdevicewhichadoptsanewdual redundantelectromagneticunl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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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torealizein orbithighreliabilityandhighprecisionseparationFirstly,thedesignschemeof
PODdeviceisintroducedfromaspectsofunlockingmechanism,boxmainbody,doorassembly,push
assembly,anddesignparametersaregivenSecondly,thefiniteelement modelisestablishedusing
ABAQUSsoftwaretoperform modal,sineandstochasticmechanicsanalysis,andthekinematicsmodel
isestablished using ADAMSsoftwaretoperform dynamiccoupling,CubeSatseparationspeedand
separationangularrateanalysisTheresultsofdesignandanalysisshowthatthePODdevicefeatureshigh
loadcapacity,highunlockingreliability,lowshocking,shortunlockingtime,highseparationattitude

precisionItcanmeetrequirementsofCubeSatlaunchandinorbit ejectingseparationverywell,andcan
bewidelyappliedto１ １２UCubeSat

Keywords　CubeSat;Satellite rocketSeparation;PODDevice;Unlocking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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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高速路面的分数阶微分方程模拟法

程梦文　王汉平　张宝振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摘　要　三维高速路面的精确建模是车辆运输动态特性研究的基础.双轮辙功率谱密度阵的 LU 分

解得到了白噪声滤波传递函数阵的解析表达,进而基于Pade展开和 Chebyshev Pade展开实现相干函数

及其复杂超越函数的高精度有理近似显式表达,最后采用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数值求解完成高速路路面不

平度的二维及三维仿真模型的构建.仿真结果表明,模拟功率谱与参考功率谱吻合较好,左右轮辙间的

相干性也与参考模型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这表明新方法的可信性和高效性,可以用于指导三维高速路面

的构建.
关键词　路面不平度;分数阶微分方程;功率谱密度;相干函数;LU 分解;Chebyshev Pade展开

０　引　言

平顺性是评价车辆综合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而路面不平度则是影响车辆行驶平顺性的主要因素[１].

随着CAD/CAE/CAM 技术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成熟,借助计算机对三维非线性车辆系统进行时域的分析设

计已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作为其中主要激励因素的三维随机路面,其数字模拟也显得越发重要.公开

文献显示,路面不平度的模拟方法主要有谐波叠加法 (HSM)、快速逆傅里叶变换法 (IFFT)、白噪声滤

波法 (WNF)、分形模拟法、滤过泊松模拟法以及基于神经网络识别路面不平度的方法等.张永林[２３]虽

详尽论述了多种方法的路面生成过程,但均没有考虑轮辙间的相干性,因此,其三维随机路面的模拟并

不完备.余贵等[４]根据国标采用IFFT完成了三维随机路面的建模与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准确而且

快速.Liu等[５]提出的方法是,将路面不平度分解为原始不平度和扰动不平度,并基于IFFT方法,借助

功率谱密度函数和左右轮辙的相干函数来独立生成原始不平度和左右轮的扰动不平度,最终叠加得到左

右轮路面不平度.卢凡等[６]基于单轮辙的白噪声滤波和随机振动理论,解算出左轮辙不平度是某白噪声的

滤波,而右轮辙不平度则是前一白噪声与另一独立白噪声的非线性滤波叠加,并使用低阶的有理传递函

数来近似该非线性滤波传递函数,从而生成了适用于时间域的泛化二维随机路面,但是其理论阐述不太

简洁,且模拟出的时域路面不适合用于同路面不同速度的三维车辆运输仿真.袁俊等[７]基于实测路面不平

度数据,利用分形插值构建了路面不平度的分形插值模型,不足之处在于,该方法依赖于路面实测数据,

且很难泛化推广到在二维或三维路面的应用中,且其精度也有待分析.张宝振等[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分形尺度参数对改进 W M 分形函数在路面不平度模拟精度的影响.李杰等[９]采用神经网格

方法,将车辆响应作为神经网络输入,对路面不平度进行识别,既而建立车辆响应和路面不平度的关系,
完成路面模拟模型的构建.该逆向分析方法的准确度受到测试集采样点数、随机噪声和车速等因素的影

响,但目前尚不能进行三维路面的模拟.王新明等[１０]认为路面功率谱可深刻反映路面性能,是研究路面

特性、汽车路面动力学的良好指标,提出了功率谱面积分级法,不足之处是分析思路仍局限于国标分级

的路

面功率谱函数,未考虑除功率谱面积之外的高速公路路面功率谱函数的其他参数指标的合理性.杨

瑞峰[１１]对我国部分高速路面进行了采样分析,其分析结果表明,路面功率谱函数的频率指数普遍介于１５
至３之间,与国标分级标准的频率指数值２存在一定差距,故国标 GB/T７０３１ ２００５的功率谱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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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标分级标准不太适用于高速公路,如何基于高速公路的实测路面谱以白噪声作为激励来重构其路面

不平度特性就显得缺乏有效的工具和手段.有鉴于此,本文构造了白噪声激励下面向高速公路路面谱的

分数阶微分方程模拟模型,借助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求解获得了高速公路空间域路面不平度特性,同时,
藉由相干函数的Pade有理展开以及相干函数的复杂超越函数的 Chebyshev Pade有理近似构建了有理

传递函数阵,既而实现了三维高速路面的模拟模型.仿真对比表明,左右轮辙的自功率谱密度几乎重

合,不同轮辙之间的相干特性与参考相干函数曲线也吻合较好,这为高速路面的精确模拟提供了一种

新思路.

１　高速路面不平度分数阶微分方程的重构方法

路面不平度常被假设为一均值为０、不同截面具有相同统计方差特征的平稳随机过程,普遍采用路面

功率谱密度函数来描述路面的统计特性.其中,高速公路路面功率谱密度函数[１１]表达式为

G(n)＝G０ (２πn)－w (１)

式中,n∈ [n１,n２]＝[００１１,３３３３]m－１,为空间频率;G０ 为参考空间频率下的路面不平度系数;w ∈
１５,３( ) , 是与路面特征有关的频率指数.

由于式 (１)是单边功率谱G(n), 将其转化为双边功率谱S(n)之后,引入截止空间频率n１ 即可

构造稳定的动态滤波系统,以确保在白噪声激励下响应的功率谱特性能与上述路面双边功率谱逼

近[１２],即

H(n)＝
G０/２

(２πn)w
２ ＋(２πn１)

w
２

(２)

当w ≠２时,式 (２)就是分数阶的滤波传递函数.假设空间圆频率Ω＝２πnj,j为虚数,最终可反

演出单轮辙空间域路面不平度的白噪声激励的分数阶微分方程

d
w
２q(x)

dx
w
２

＋(２πn１)(w２)q(x)＝ G０/２wi(x) (３)

式中,D 是微分算符;x 是路面行程;q(x)是路面不平度特性;wi(x)是功率谱谱值为１的理想白噪声.

式 (３)就是高速路面不平度的分数阶微分方程的重构模型.

２　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

分数阶微分是关于任意阶微分的理论[１３１４],它与整数阶微积分是统一的.对于 Caputo分数阶导数,

其左侧α阶Caputo导数的表达式为

αD α
xq(x)＝

１
Γ(m－α)∫

x

α
(x－s)m－α－１q(m)(s)ds m－１＜α＜m

dmq(x)
dxm α＝m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４)

式中,α为正实数,且满足m－１＜α≤m,m 是正整数,q(x)是定义在 [a,b](a,b为有限或者 ∞ )
区间上的函数.

根据文献 [１５],对于含Caputo分数阶导数的初值问题,即

０D αq(x)＝f[t,q(x)]), ０≤x ≤T,α＞０

q(t０)＝q０
{ (５)

其相应的分数阶积分方程为

q(x)＝q０＋
１

Γ(α)∫
x

０
(x－s)α－１f[s,q(s)]ds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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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估 校正算法的基本思想:首先,利用梯形积分公式,将积分区间 [x０,x]等分为k 个子区

间,其中h＝
x－x０

k
, 节点xj ＝x０＋jh,(j＝０,１,k＋１), 权函数为 (xk＋１－s)α－１ .因此可以推

导出

∫
xk＋１

０
(xk＋１－s)α－１g(s)ds≈ ∑

k＋１

j＝０
aj,k＋１g(xj) (７)

式中

aj,k＋１＝

hα

α(α＋１)[k
α＋１－(k－α)(k＋１)α], j＝０

hα

α(α＋１)[(k－j＋２)α＋１－２(k－j＋１)α＋１＋(k －j)α＋１], １≤j≤k

hα

α(α＋１), j＝k＋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因此,可以得到式 (６)的校正公式

qk＋１＝q０＋
１

Γ(α)∑
k

j＝０
aj,k＋１f(xj,qj)＋ak＋１,k＋１f(xk＋１,qP

k＋１)[ ] (８)

式中,qP
k＋１ 为必需的预估逼近值,即预估值.

其次,基于矩形公式可以得到

∫
xk＋１

０
(xk＋１－s)α－１g(s)ds≈ ∑

k

j＝０
bj,k＋１g(tj) (９)

式中,bj,k＋１＝
hα

α
[(k＋１－j)α －(k－j)α], 则预估公式为

qp
k＋１＝q０＋

１
Γ(α)∑

k

j＝０
bj,k＋１f(xj,qj) (１０)

根据预估 校正算法,结合式 (８)和式 (１０),可以得到Caputo分数阶导数的数值解.

３　基于轮辙功率谱密度阵LU分解的分数阶微分方程算法

根据双轮辙不平度的功率谱矩阵[１６１７]

G(n)＝
S(n) S(n)coh(n)

S(n)coh(n) S(n)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１)

对式进行LU分解,即可得到传递函数 H(n)的一个特解

H(n)＝ S(n)
１ ０

coh(n) １－coh２(n)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２)

其中,公路路面不同轮距轮辙路面不平度相干函数coh(n)经过大量试验获得[１８],即

coh(n)＝
e－ρnB n ∈ (n１,n２)

０ n ∉ (n１,n２){ (１３)

式中,B 为左右轮的轮距;为ρ跟路面有关的经验值.
根据式 (１２)与式 (１３)可以构造两个相互独立、谱值为１的白噪声w１(x),w２(x)(其对应的傅里

叶变换为W１(n),W２(n)),则双轮辙不平度与两个白噪声之间满足传递函数为 H(n)的传递关系,即

QL(n)

QR(n){ }＝H(n)
W１(n)

W２(n){ }＝
S(n)W１(n)

S(n)coh(n)W１(n)＋ S(n) １－coh２(n)W２(n){ } (１４)

根据式 (１４)可以得到QL(n)的分数阶滤波微分方程,即

d
w
２qL(x)

dx
w
２

＋(２πn１)(w２)qL(x)＝ G０/２w１(x)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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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QR(n)存在两个超越函数:coh(n)和 １－coh２(n), 因此选择将超越函数coh(n)在ρBn＝０处

按P(６,６)阶进行Pade展开,以及将超越函数 １－coh２(n)进行Chebyshev PadeP(６,６)阶的有理近

似.其中,Chebyshev Pade展开主要是按正交的 Chebyshev多项式进行函数的有理分式逼近[１９],

Chebyshev多项式为

Tk(x)＝cos[karccos(x)] (１６)

其中:－１≤x ≤１,k＝０,１,２,k表示Chebyshev多项式的阶数.

则函数f(x)的有理分式逼近过程如下

f(x)－
∑
n

i＝０
piTi(x)

∑
m

j＝０
qjTj(x)

＝Ο(xm＋n＋１) (１７)

而函数f(x)的直接Chebyshev展开即为

f(x)＝∑
N

k＝０
ckTk(x) (１８)

结合式 (１７)和式 (１８)可得

∑
N

k＝０
ckTk(x)∑

m

j＝０
qjTj(x)－∑

n

i＝０
piTi(x)＝０ (１９)

其中:N ≥m＋n＋２.

由于Chebyshev多项式满足如下性质,即

Tj(x)Tk(x)＝
１
２

[Tj＋k(x)＋T j－k (x)] (２０)

令式 (１９)方程中同类项的系数为零,即可确定未知系数pi,qj, 既而实现Chebyshev Pade展开.

根据Pade展开以及Chebyshev Pade展开方法,得到:

coh(n)≈
(ρBn)６－４２(ρBn)５＋８４０(ρBn)４－１００８０(ρBn)３＋７５００(ρBn)２－３３２６４０(ρBn)＋６６５２８０
(ρBn)６＋４２(ρBn)５＋８４０(ρBn)４＋１００８０(ρBn)３＋７５６００(ρBn)２＋３３２６４０(ρBn)＋６６５２８０

(２１)

１－coh２(n)≈

００００６００１１８８６７８８３３０９×(ρBn)６＋０００２３３１９８１７１７３０４２５×(ρBn)５

＋０００５１０７８３７１４２５９０６５×(ρBn)４＋００１６０６７３２４６９３８１３７×(ρBn)３

＋０００４９４１１１４２８７１６６５９×(ρBn)２＋００００１６５７４９７９７７３３４２８×(ρBn)

＋１７４２７９６３７０５８６５５×１０－１

００００６０７０５７８８５９００６１２×(ρBn)６＋０００２２０６０１０３５５７４７６７×(ρBn)５

＋０００６００５１７７８５０５９３４８×(ρBn)４＋００１３１０６７１７２１３２８０８×(ρBn)３

＋０００８６１０５７７４８７５９７６４×(ρBn)２＋００００８７４８４４３７８２７５７８５×(ρBn)

＋７１１２１１８４１７８６５８８×１０－６

(２２)

式 (２１)与式 (２２)两式均能保证其特征方程的根值在左半 S平面 (见表１),也就是能保证系统的

稳定性.

表１　coh(n)的Pade展开式以及 １－coh２(n)的Chebyshev Pade展开式特征方程的根

特征根阶次 coh(n)展开式的特征根 １－coh２(n)展开式的特征根

１ －８５０＋１７４j －２３０

２ －８５０－１７４j －０８０

３ －７４７＋５２５j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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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特征根阶次 coh(n)展开式的特征根 １－coh２(n)展开式的特征根

４ －７４７－５２５j －００１

５ －５０３＋８９９j －０２１＋２５１j

６ －５０３－８９９j －０２１－２５１j

图１为相干函数coh(n)及其Pade展开的对比图,图２为 １－coh２(n)及其Chebyshev Pade展开

的对比图,从中不难看出,两种有理展开都与原函数吻合较好.因此,改变B 值,就可以模拟对应轮辙

宽的路面纵剖面的不平度特性.
联立式 (１４)、式 (２１)以及式 (２２),并将n＝Ωj/２π分别代入,便可以得到路面不平度针对白噪声

激励的频响函数.利用分数阶微分方程求解的方法,即可得到对应高速路面的三维不平度特性.

图１　相干函数coh(n)及其 P (６,６)阶 Pade展开曲线的对比

图２　函数 １－coh２(n)及其P (６,６)阶 Chebyshev Pade展开的对比

４　路面生成和结果检验

通过式 (１４)、式 (２１)和式 (２２)的组合,利用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即可构建高速路面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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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特征.利用 Matlab编写了路面不平度特性的生成程序,对不同的高速路面进行了大量的仿真验证,模

拟所得的路面功率谱与给定的标准谱吻合良好,但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便一一列出.仅对 (ρ＝１,w ＝
２４８５,G０＝２２３１)的高速路面仿真情况[１]进行展示 (其中:路面纵向长度X ＝１５００m, 轮辙距离B＝
５０m, 空间频率范围从００１１m－１到３３３３m－１).图３是基于上述方法获得的左右轮辙路面不平度曲

线,从图 (a)、图 (b)中不难看出路面不平度整体的波动性.

图３　基于分数阶微分方程求解的高速路面的路面不平度特性

图４和图５分别为高速路面左右轮轮辙功率谱密度和相干函数的仿真曲线与对应标准参考曲线的对

比,其中,参考功率谱密度函数曲线由式 (１)得到,参考相干函数就是式 (１３).通过图４不难看出,左

右轮辙的自功率谱密度几乎重合,不同轮辙之间的相干函数与参考相干函数曲线相近,进而验证了本文

采用的分数阶微分方程模拟法、左右轮轮辙功率谱阵 LU 分解得到的传递关系以及使用Pade展开所获得

的对coh(n)的有理近似、使用 Chebyshev Pade展开所获得的对 １－coh２(n)的有理近似是合理可信

的.但是因为左右轮辙不平度的模拟均为随机模拟,在相干性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数值差异,这是随机模

拟无法规避的问题,此外,Pade展开以及 Chebyshev Pade展开在更宽频率范围的误差可能对结果也存

在一定的影响.

图４　高速路面左右轮路面不平度功率谱密度函数对比 图５　高速路面左右轮路面不平度相干性对比

图６为基于分数阶微分方程模拟法仿真构建的宽度为５m,(ρ＝１,w＝２４８５,G０＝２２３１)的三维

高速路面的不平度特性,由此可见,本方法对于构造三维高速路面的路面不平度均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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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三维高速路面不平度路面仿真结果

５　结　论

基于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数值算法,利用双轮辙功率谱密度阵的 LU 分解得到了白噪声滤波传递函数

阵的解析表达,并且对传递函数阵中所涉及的相干函数直接采用 Pade展开、对涉及相干函数的超越函数

使用Chebyshev Pade展开,从而构建了高速路路面的二维及三维仿真模型,仿真结果表明模拟功率谱

与参考功率谱具有较高的吻合度,左右轮辙间的相干性也与参考模型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这验证了基于

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模拟方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计算效率也很高.因此,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模拟方法

可很好地用于频率指数非２的高速路路面不平度模拟,为车辆在高速路运输动力学仿真的空间域路面构建

提供了一种准确且高效的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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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ionaldifferentialequationsimulation
methodfor３Dhighwaysurface

CHENG Meng wen,WANGHan ping,ZHANGBao zhen
SchoolofAerospaceEngineering,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

　　Abstract　Theaccurate modelingof３D highwayisthebasisoftheresearchonthedynamic
characteristicsofvehicletransportationTheanalyticalexpressionofthewhitenoisefiltertransferfunction
matrixisobtainedbyLUdecompositionofthedualwheelrutpowerspectraldensitymatrix,andthenthe
coherencefunctionanditscomplextranscendentalfunctionareexpressedinahigh precisionrational
approximateexplicitformbasedonPadeexpansionandChebyshev PadeexpansionFinally,the２Dand
３Dsimulationmodelsofhighwaysurfaceroughnessareconstructedbynumericalsolutionoffractional
differentialequations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simulatedpowerspectraldensityfunctionisin

goodagreementwiththereferencepowerspectraldensityfunction,andthecoherencebetweentheleftand
rightwheelrutsisalsoingoodagreementwiththereferencemodel,whichshowsthatthemethodis
credibleandefficient,andcanbeusedtoguidetheconstructionof３Dhighwaysurface

Keywords　 Roadroughness;Fractionaldifferentialequation;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

Coherencefunction;LUdecomposition;Chebyshev Pade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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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多轴特种车虚拟台架预示与试验方法研究

白文通　刘　迁　吴　艳　岳玉娜　齐志会　管　理

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摘　要　车辆耐久性是车辆产品研发试验过程中一项极其关键的性能指标,道路模拟试验被广泛应

用于整车及其关键零部件耐久性与可靠性考核.将实测路面谱转换为台架激励道路载荷谱,以某重型多

轴特种车为研究对象,建立整车道路模拟台架虚拟试验系统模型,开展虚拟试验,获取关键部件接口载

荷谱,开展转向节结构强度仿真预示与台架验证.
关键词　多轴特种车;道路模拟;虚拟仿真;台架试验;耐久性

０　引　言

车辆产品研发过程中,车辆耐久性能是其非常关键的性能指标之一,需要通过耐久性试验进行重点

验证.车辆耐久试验能尽快地评估出车辆结构的疲劳耐久性能是否达到设计期望目标并提供改进信息,

车辆耐久试验主要包含用户道路试验、试车场试验、室内台架试验,虚拟仿真试验[１].

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提升产品品质,在车辆研制阶段,要获得符合疲劳耐久性能要求的高质量产品

和实现新产品的短期开发,在实际基于 CAE的虚拟验证技术在车辆研发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运用CAE虚拟试验技术能在产品试验样车制造出来之前,在产品设计阶段即可在虚拟平台上评估和优化

整车及零部件的强度、疲劳耐久性能指标,同时也可以初步获取结果载荷.实车试验仍是不可缺少的手

段,实车试验不仅能对设计进行考核和改进建议,同时也可验证CAE虚拟试验分析结果[２３].

重型多轴特种车辆其主要使用剖面为机动运输工况,由于重载荷、高机动、复杂环境等因素,通常

需要经历严酷的振动与冲击环境,易造成其关键部件或薄弱部位损伤失效[４].目前研制过程制约重型多轴

特种车辆耐久性试验的主要原因包括:１)车辆产品研制前期阶段不具备试验样车;２)车辆产品实物试

验受场地、成本、周期等众多因素限制;３)零部件级试验往往优先于整车级试验,试验信息少、试验等

效性不清、滞后于研制流程等.

因此采用道路模拟虚拟台架试验方法,研究重型多轴特种车辆整车及关键零部件载荷边界情况,为

产品耐久性台架试验提供基础.

典型车辆结构强度研试技术路线如图１所示.
本文聚焦于车辆结构仿真与试验环节,以某重型多轴特种车辆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车辆道路载

荷谱的分类,并确定了本文研究对象的道路载荷谱获取方法;开展重型多轴特种车整车动力学建模,搭

建车辆道路模拟台架虚拟试验系统模型,开展虚拟试验,获取关键部件接口载荷谱.以双横臂悬架转向

节为例,结合虚拟试验所获取的载荷谱,开展结构强度仿真预示与台架验证,指导后续试验.

１　道路载荷谱获取与转换

１１　道路载荷谱获取

道路谱主要用路面不平度进行表征,通常用来描述路面的起伏程度,是汽车行驶过程中受到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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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试技术路线

激励,影响车辆行驶的平顺性、操纵稳定性、零部件疲劳寿命等.因此获得准确的道路谱信息对车辆受

激振动特性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关键.
道路载荷谱获取方法通常以下三种方式:１)实车或相似车型道路载荷谱采集测试;２)试验场路面

高程测量,重建道路载荷谱;３)基于路面不平度标准重构路面载荷理论谱[５６].
由于车辆研制初期并不具备实物样车或相似车型,故采用实车测试往往处于最后整车验证阶段,并

不适用于初期设计与改进试验要求.而标准路面不平度重构的路面载荷谱较为理论,存在很大局限性.
汽车试验场的耐久性道路是不变的,如果以实际测量重建的高程信号作为驱动信号,然后将车辆在试验

台上模拟道路耐久性试验状态,即可得到各种车型通用的台架耐久性试验路谱驱动信号,这样就会大大

缩短试验周期,减少试验费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路面载荷谱的通用性.故本文采取该道路载荷谱获取

方式.
重型多轴特种车辆设计试验过程中通常参考的标准为 GJB４２５７—２００２ «军用越野汽车设计定型试验

规程»,标准[７]规定了跑车试验包括高速环路、碎石路、越野路、土路等各种路面,同时还规定了各路面

里程分配情况.常用典型路面谱特点如图２~图４所示.

图２　典型碎石路面谱数据

１２　道路载荷谱转换

道路模拟台架驱动载荷谱试验要求试验车车轮垂向位移按照试验车道路行驶车轮轨迹处路面的高程

变化运行,既将测试的路面谱空间信息转为为期望的道路模拟托盘垂向位移随时间的激励信号,台架驱

动信号根据测试路谱信号、试验车速和车辆轴距按照如下公式[８]生成

Xn＋１(t)＝Xn(t－L/v)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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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典型搓板路面

图４　典型三角冲击路面

式中,Xn＋１(t)与Xn(t)分别代表相连两个轴的激励信号;t为时间;L 代表两轴轴距;v 代表试验车速.

２　道路模拟虚拟台架试验

２１　整车虚拟试验系统建模

本文基于LMSVirtualLabMotion多体动力学软件开展车辆虚拟建模与试验研究工作[９].

整车虚拟试验建模思路与关键技术说明如下:

１)重型多轴特种车虚拟试验系统包含车身子系统、悬架子系统、串通油气弹簧子系统、台架子系统

组成;采用子机构建模与模型总装配技术,各子系统间连接关系通过 MotionPublication发布方式完成系

统模型接口关联与自动装配;

２)串通油气弹簧力通过串通力计算公式求得并反馈给悬架;

３)简单轮胎模型所参考的路面与作动器托盘承载与限位面一致,轮路关系建立后,将路面建立在托

盘坐标系,这样路面运动与托盘一致,解决了轮路耦合台架的建模问题.

重型多轴特种车道路模拟虚拟试验系统模型组成如图５所示.

车辆虚拟试验动力学系统建模完成后,开展静平衡调试,从而检查模型正确性.静平衡调试时台架

位移信号采用常值零激励,目的是完成车辆各参数匹配达到满载静平衡状态,从而作为道路模拟工况虚

拟试验初始状态.

通过对比模型输入参数与调试结果,验证模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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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虚拟试验系统模型组成

２２　虚拟试验与关键部件载荷提取

重型多轴特种车道路模拟虚拟试验系统建模与调试完成后,将由道路载荷谱转换获得的台架驱动激

励信号输入到虚拟台架上,开展整车虚拟试验.
道路模拟虚拟台架试验完成后,可根据需要提取车辆各关键部件接口动态响应结果.
本文以双横臂悬架转向节为例,简单说明关键部件结构动态载荷的利用.将动态载荷进行时域与频

域统计,确定最大载荷,用于加载仿真预示与试验验证,确定载荷分布情况,用于疲劳耐久性考核.

３　关键零部件仿真预示与试验验证

３１　双横臂悬架转向节仿真预示

本文基于 Abaqus有限元软件开展双横臂悬架转向节静强度仿真预示[１０].
建模中采用以下简化:

１)以整车全局坐标系为基础,转向节支承轴所指方向为Y 轴正向,Z 轴正向垂直地面向上,X 轴正向

由右手定则确定.

２)采用球铰连接单元模拟上、下横臂与转向节之间的铰接关系,省略球铰模型建模.

３)转向节与支撑轴之间采用绑定关系等效,省略螺栓建模.

４)使用虚拟拓扑对模型进行几何清理,以便生成高质量网格.
设置材料属性、定义耦合关系、附加边界条件、施加载荷并求解,转向节有限元模型及应力结果云

图如图６所示.
通过分析仿真预示结果,评估转向节整体应力分布情况,校核安全系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定位高

应力薄弱区域,为开展台架试验验证测点布置与结果对比提供参考.

３２　双横臂悬架转向节试验验证

依托实验室道路模拟台架试验系统,搭建双横臂悬架转向节模拟加载试验系统,试验系统组成及试

验现场情况如图７所示.
根据仿真预示结果,确定转向节关键位置应力较大位置,将其作为应变片测点位置,测试该区域应

力结果.
完成转向节加载试验,测试获得各测点区域应力结果,结果对比情况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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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有限元模型与应力云图

表１　试验与仿真结果对比

测点编号
测点区域平均等效应力/MPa

试验值 仿真值
相对误差

S０１ ２０１８ ２０８２ ３２％

S０２ １８８４ １８６７ －０９％

S０３ １６５４ １６０６ －２９％

S０４ １６０３ １５７１ －２０％

S０５ １５６７ １５８９ １４％

通过对比试验数据与仿真结果,验证了仿真模型对实际状态的高度一致性,具有很好的参考与指导

意义,可以以此为基础开展深入研究与验证工作.

３３　部件疲劳耐久性考核展望

后续可根据整车道路模拟虚拟试验获得的部件动态载荷谱,开展时域统计、频域分析,确定其载荷

幅值与激励频率分布范围.利用带通滤波和雨流计数和雨流矩阵外推等方法,根据损伤等效原理 (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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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试验系统组成图

损伤累计法示意图如图８所示),确定适合台架试验的等幅值加载组合,完成疲劳仿真预示与试验验证

工作.

图８　线性损伤累计法示意图

４　结　论

本文主要为道路模拟虚拟试验与台架试验相关工作提供了一种设计思路.以重型特种车为研究对象

为例,从路面载荷谱获取与台架激励转换为出发点,开展了整车建模与道路模拟虚拟试验,完成关键部

件动态载荷提取;以双横臂悬架转向节关键零部件为例,介绍了利用提取的动态载荷从开展仿真预示与

试验验证工作思路,后续指导疲劳耐久性考核,在研制阶段进行失效分析与优化设计工作,缩短研发与

试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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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绳索非线性有限元模型性能仿真分析

卞伟伟　刘　蝉　贾彦翔　邱旭阳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摘　要　针对过于精细化的建模方法会耗费大量的计算时间且在精度提高方面成效不够明显这一工

程问题,基于非线性有限元方法对柔性拦截网的绳索单元特性进行仿真分析.该方法基于两节点绳索单

元间插值形函数为线性的假设,建立大变形构件在参考构形下的控制方程与非线性有限元动力学方程.
仿真结果表明,相对于绝对节点坐标法的计算精度高但计算耗时长,集中质量法计算速度快但精度较低,
非线性有限元方法兼具了计算时间经济性和高精度特性.

关键词　柔性绳索;有限元;集中质量法;绝对节点法

０　引　言

柔性拦截网具有质量轻、强度大和易折叠储存等优点,在空间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１].特别是在

在轨清除领域,由柔性绳索编织而成的绳网展开面积大且极易与目标发生钩挂和缠绕,对目标外形及运

动状态的适应性远远大于常规捕获方式,在空间任务上具有重大的发展潜力[２３].近年来无人机技术的迅

猛发展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效益的同时,由于相关法规尚未成熟,无人机黑飞也对社会安全造成了

巨大的威胁.采用柔性绳网捕获低空无人机目标亦成为一种具有较高性价比的可靠手段[４５].相比于空间

环境,柔性拦截网空中展开过程作用时间短、动态变化快,流固耦合现象严重,且其处于超低空,气动

环境复杂多变,导致柔性拦截网发射后易受气流干扰,其空中动态展开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６].

在柔性拦截网绳索单元研究方面,雷江涛[７]等针对单一拦截网防御面积对鱼雷的拦截过程进行了动力

学建模与仿真分析.因能够有效避免直接刚性碰撞优点,空间工程中使用的柔性飞网在空间垃圾处理等

方面得到了较多研究[８].而且,很多学者对空间飞网动态展开过程中的动力学理论模型[９]、柔性网的网型

设计及其动力学特性１０]、地面抛射试验研究[１１]、地面碰撞试验有限元仿真[１２]、抛射参数对飞网动态展开

过程的影响[１３]、飞网捕获目标过程的动力学特性[１４]和飞网释放动力学与控制方法[１５]等开展了理论及实践

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鲜有关于柔性网绳索单元动力学特性的研究,所以柔性拦截网

动力学特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柔性绳索由有机纤维编织而成,其内部结构十分复杂,采用过于精细化的建模方法会耗费大量的计

算时间并且在精度提高方面成效不够显著.目前,常用的绳索建模方法有弹簧阻尼模型和绝对节点坐标

法.本文基于有限元方法,推导了大变形绳索的两节点非线性有限元单元,并通过一个简单的算例来对

比分析三种建模方法的计算效率与精度,为柔性拦截网设计选取合适的建模方法提供参考依据.

１　柔性绳索非线性动力学

柔性绳索的动力学过程[１６]具有典型的几何非线性特征,基于小变形理论的力学方法无法建立绳索的

动力学控制方程.为此,本文从连续介质力学的基本理论出发,阐述大变形过程的应变度量和应力度

量[１７],建立大变形构件在参考构形下的控制方程,并推导出大变形绳索的非线性有限元动力学方程.

令物体在t＝０时的外形作为参考构形Ω０, 物体当前时刻的变形构形域为Ωt, 物体变形域的边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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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采用三维空间单位正交矢量e１、e２ 和e３ 作为参考系,如图１所示.位置矢量X 表示任意材料点在参

考构形中的材料坐标,以表征材料点的标识.以材料坐标X 和时间t作为函数变量,可将任意材料点在空

间中的位置标识为 x＝φ X,t( ) ＝φ ∑
３

i＝１
Xiei,t( ) ＝∑

３

i＝１
xiei (１)

图１　一个物体的初始构形和当前构形

考虑在初始构形中的一个无限小段dX, 由式 (１)可知,它在当前构形下对应的微段dx 可表示为

dx＝
Əφ
ƏXdX 或dxi＝

Əφi

ƏXj
dXj (２)

Green应变张量定义为

dx２－dX２ ＝２dXEdX (３)
式中,E 为应变.

结合变形梯度与式 (３)可得

E＝
１
２ FTF－I( ) (４)

在几何非线性力学问题中,具有多种应力度量,由于第二类Poila Kirchhoff应力S 与 Green应变E
在能量上是耦合的,故选取第二类Poila Kirchhoff应力E 作为应力度量.

如图２所示,在当前构形下变形体某一微元截面上内力的合力为df, 截面积为dΓ, 当前状态下的

变形梯度为F, 则第二类Poila Kirchhoff应力的定义为

n０SdΓ０＝F－１df (５)
式中,dΓ０ 为参考构形下的微元截面积;n０ 为外法线单位矢量.

图２　变形体变形前后作用力的相对变化

在当前构形上建立平衡方程,转换至参考构形后可得变形体控制方程为

∫
Ω０

SijδEijdΩ０＋∫
Ω０

ρüiδuidΩ０－∫
ƏΩ０

piδuidS０＝０ (６)

其中,ρ 为材料密度,pidS０ 为作用在变形体表面的外力.
从一般性考虑,应力与应变的关系为

０２６１



Sij ＝CijklEkl (７)
其中,Cijkl 为弹性模量的四阶张量.
在绳索单元中,当仅考虑单元的轴向力时,应力应变关系可简化为

S１１＝EcE１１ (８)
式中,Ec 为绳索轴向拉伸杨氏模量.

２　控制方程的有限元求解方法

有限元方法的求解精度取决于对积分域的分割程度以及插值形函数的构造方式.以两节点绳索单元

为例,设两节点间的插值形函数是线性的,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两节点线性绳索单元

选取单元的节点坐标为节点i的位置坐标ri 和节点j的位置坐标rj .令w＝(ri rj)T, 在参考构形

上距离节点i为s的点,其在当前时刻的位移为

rs( ) ＝ １－
s
L

æ

è
ç

ö

ø
÷I３

s
LI３

é

ë
êê

ù

û
úúw＝Ns( )w (９)

其中,L 为单元的长度,Ns( ) 为单元的形函数.

记rs( ) ＝ x y z( ) T, 则单元变形梯度可表示为

F＝

Əx
Əs ０ ０

Əy
Əs ０ ０

Əz
Əs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１０)

单元在rs( ) 点处的 Green应变为

E＝
１
２

Əx
Əs

æ

è
ç

ö

ø
÷

２

＋
Əy
Əs

æ

è
ç

ö

ø
÷

２

＋
Əz
Əs

æ

è
ç

ö

ø
÷

２

－１æ

è
ç

ö

ø
÷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１１)

令Nis( ) 为形函数矩阵Ns( ) 的第i行 (i＝１,２,３), 则结合式 (９)可得到

E１１＝
１
２wTBw (１２)

其中,

B＝
１
L２

I３ －I３

－I３ I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３)

仅考虑绳索轴向变形产生的应变能,结合本构方程 (８),并代入控制方程 (６),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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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０
Ec

１
２ wTBw－１( )wTBTδwds＋∫

L

０
ρ Nẅ( ) TNδwds－∫

L

０
p( ) TNδwds＝０ (１４)

消去变分项后,可得线性形函数下的非线性有限元动力学方程为

∫
L

０
ρNTNds( )ẅ＋

L
２Ec wTBw－１( )Bw－∫

L

０
NTpds＝０ (１５)

在得到上式后通过数值积分算法即可进行动力学求解.

３　算例分析

近些年的研究经验表明,采用显示 Newmark方法求解动力学方程,仿真结果稳定且可靠[１８].本文采

用了该积分算法,算法简述如下

u ＝
αu－up( )

βΔt ＋ １＋
α
β

æ

è
ç

ö

ø
÷up ＋ １－

α
２β

æ

è
ç

ö

ø
÷üp (１６)

式中,α 和β 为 Newmark系数;Δt为时间步长;up 、up 和üp 分别代表单元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下面通过一个算例来对比三种建模方法的计算效率与精度,以对三种方法的数值求解特性进行分析.

如图４所示为一各向同性材料的柔性单摆,摆长为１m,截面直径为１mm,杨氏模量E 为１×１０７Pa,密

度为１×１０３kg/m３,不考虑绳索阻尼,在重力作用下从水平位置开始摆动.

图４　柔性摆示意图

将集中质量模型、两节点非线性有限元模型、绝对节点坐标法模型的单元数目均设为１０个,计算柔

性摆１s的动力学响应.各种求解方法的计算时间见表 １,其中绝对节点坐标法 ANCF (Absolute
coordinatenodalmethod)、非线性绳索单元建模方法 NCE (Nonlinearcableelement)、集中质量建模方

法CMM (Concentratedmassmodel).

表１　单元数目相同时不同建模方法计算时间

建模方法 ANCF NCE CMM

计算耗时/s ２０８５０４ １２３４９ ３７１６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绝对节点坐标法耗时最长,计算时间远远超过其他方法,集中质量模型耗时

最短.为对比仿真结果的差异,图５输出了３种计算模型所得到的位形变化.
从图５可知,在短时间内三种方法的动力学响应基本一致,但随着时间的增长,不同方法的差异逐渐

显现出来.绝对节点坐标法的响应与非线性绳索单元的动力学响应较为接近.三种求解方法得到柔性摆

末端的动力学响应如图６和图７所示.
从图中可见,由于质量分布的不连续性,集中质量法与其他两种方法间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总体相

差不大.分析仿真结果可知,从时间和精度两方面考虑,两节点的非线性绳索单元具有适中的计算时间

及较高的计算精度,是柔性绳索系统建模较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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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时刻三种模型的动力学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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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柔性摆末端在x 方向的运动

图７　柔性摆末端在y 方向的运动

４　结　论

文中给出的仿真实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本文结合一柔性摆的仿真算例,分析了非线性绳索单

元、集中质量法和绝对节点坐标法三种建模方法的数值计算性能,可形成如下结论:

１)就计算精度而言,绝对节点坐标法对绳索的力学描述更加全面,精度最高,集中质量法精度最

低,非线性绳索单元介于二者之间;随着时间增长三者的计算偏差会略有增加,但整体差异不大.

２)就计算时间而言,在系统划分单元数目相同的情况下,绝对节点坐标法的计算时间远远超过其他

两种方法,集中质量模型计算时间最短.

３)综合比较三种模型,非线性绳索单元兼具了计算时间经济性和高精度特性;绝对节点坐标法计算

耗时,但其精度最高.在进行碰撞仿真时,绝对节点坐标法的绳索单元的外形更加逼近真实情况,适合

于碰撞仿真的建模;集中质量法计算速度最快,对于一些精度要求不特别高的应用场合,是一种进行快

速仿真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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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SimulationAnalysisofNonlinear
FiniteElementModelofFlexibleRope

BIAN Wei wei,LIUChan,JIAYan xiang,QIUXu yang
BeijingMachineandEquipmentInstitute

　　Abstract　Aimingattheengineeringproblemthattheoverrefinedmodelingmethodwillconsumea
lotofcalculationtimeandhasnoobviouseffectinimprovingtheaccuracy,thecharacteristicsoftherope
elementoftheflexibleinterceptionnetworkaresimulatedandanalyzedbasedonthenonlinearfinite
elementmethodBasedontheassumptionthattheinterpolationshapefunctionbetweenthetwonodecable
elementsislinear,thecontrolequationandnonlinearfiniteelementdynamicequationofthelarge
deformationcomponentinthereferenceconfigurationareestablished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
absolutenodalcoordinatemethodhashighcalculationaccuracybutlongcalculationtime,thelumpedmass
methodisfastbuthaslowaccuracy,andthenonlinearfiniteelementmethodhasthecharacteristicsof
timeeconomyandhighaccuracy

Keywords　Flexiblerope;Finiteelement;Concentratedmassmodel;Absolutecoordinaten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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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地面设备高可靠性供配电系统设计

王建新１　钱冰华２　马兵兵１　王新兵１

１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２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摘　要　供配电系统是车载地面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车载地面设备提供及分配电能,其性能的

优劣直接关系到车载地面设备执行任务的成败;为提升车载地面设备供配电系统的可靠性和信息智能化

程度,根据机械底盘和电驱底盘运载车的特点,通过设计合理的供配电系统拓扑,并结合智能化配电和

高效高可靠性电源变换等关键技术实现高可靠性供配电系统设计;搭建了两种供配电系统试验平台,完

成了相关试验,试验中两种供配电系统试验平台工作状态稳定可靠,可以实现整车供配电系统相关信息

采集上报、并进行智能化控制;试验结果表明通过上述设计方法可以保证车载地面设备供配电系统高可

靠性工作.

关键词　车载地面设备;供配电系统;高可靠性;智能化

０　引　言

近年来,车载地面设备得到广泛应用,供配电系统作为车载地面设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工作

状态直接影响车载地面设备的工作状态,高可靠性供配电系统是整车地面设备正常工作的前提,这对车

载地面设备供配电系统的高可靠性及智能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针对采用机械式和电驱式底盘的车载地面设备特点,通过使用智能配电技术、高功率密度电源

变换技术,优化供配电系统拓扑结构达到提升供配电系统可靠性的目的[１].

１　高可靠性供电拓扑结构

车载地面设备供配电系统用于实现车载地面设备的供电变换及配电,供配电系统设备安装在地面运

载车上,运载车的底盘主要有机械底盘和电驱底盘,依据两种底盘的特点,设计了适应两种底盘的供配

电系统拓扑.

１１　适应机械底盘的供配电系统拓扑

机械底盘采用底盘发动机驱动底盘,根据机械底盘的特点,供配电系统可以使用三种一次电源,分

别为车载取力发电装置、外供电、车载柴油发电机组.适应机械底盘的供配电系统拓扑如图１所示,取力

发电装置将从底盘发动机取力口获取的机械能转换成三相３８０V 交流电,输出至交流母线为系统内用电

设备供电;车载柴油发电机组采用柴油发电机组自带的柴油机驱动发电机产生三相３８０V 交流电至交流

母线;在具备外供电条件时,通过外接供电电缆将三相３８０V 交流电接至交流母线进行供电.同时为了

实现野外机动过程中静默供电功能,采用交流电源 (含高压电池)并接在交流母线上,实现静默供电功

能.为提升一次电源供电的可靠性,取力发电装置、柴油发电机组均具备同外供电热并机功能,通过交

流热并机实现一次电源的高可靠性热冗余并联供电[２５].

针对低压直流用电需求,供配电系统内部的 AC/DC直流母线电源将三相３８０V交流电隔离变换为低

压直流电并输出至低压直流母线,为提升低压直流母线供电的可靠性,使用低压电池并接在低压直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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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机械底盘车载供配电系统拓扑

线上,实现热冗余供电,确保低压直流母线的不间断供电.
供配电系统内各设备通过双冗余通信总线连接到显控终端,实时显示各设备工作状态信息,并通信

控制交流智能配电装置、低压智能配电装置,实现远程供配电控制操作,实现供配电系统的智能信息化

控制[６].

１２　适应电驱底盘的供配电系统拓扑

电驱底盘采用车载IPU (智能动力单元)发电至高压直流母线为驱动电机供电进而驱动底盘,根据电

驱底盘的特点,设计了适应电驱底盘的供配电系统拓扑,如图２所示,供配电系统可以使用两种一次电

源,分别为外供电、车载IPU供电,当IPU工作时,其输出高压直流电至高压直流母线,为用电设备供

电;在具备外供电条件时,通过外接供电电缆将三相３８０V 交流电接至供配电系统的整流电源,整流电

源将三相交流电变换为高压直流电输出至高压直流母线,同时将高压电池并联至高压直流母线,实现不

间断供电功能,在仅使用高压电池组为高压直流母线供电,可以实现静默供电.
针对低压直流用电需求,供配电系统内部的DC/DC直流母线电源将高压直流电隔离变换为低压直流

电并输出至低压直流母线,同时使用低压电池并接在低压直流母线上,实现热冗余供电,确保低压直流

母线的不间断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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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电驱底盘车载供配电系统拓扑

供配电系统内各设备通过双冗余通信总线连接到显控终端,实时显示各设备工作状态信息,并通信控制

高压智能配电装置、低压智能配电装置,完成远程供配电控制操作,实现供配电系统的智能信息化控制.

２　智能化配电技术

传统配电装置采用诸如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等机电配电设备,具有连接线缆过多过重、装置维

护困难、不易扩展、因机电元器件失效率高导致装置可靠性较低等缺点.
智能配电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电气负载管理方法,通过上位机数据处理单元将具有智能化、网络功

能的固态功率控制器 (SSPC)模块有机的组合起来,根据用电设备的使用需求采用分布式就近布置,实

时检测设备工作状态.固态功率控制器功能框图如图３所示,主要由微处理器、逻辑处理电路、辅助电

源、驱动电路、检测电路、功率开关电路等组成.针对上位机控制系统发出的指令实现各种逻辑切换功

能,在供配电系统内部起到连接纽带的作用,是一种实现数据采集、过载保护、数据集成及故障记录功

能的新型技术,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同时它利用智能配电模块来代替人员

操作,进行自动控制和负载管理,降低人为原因造成故障的风险.
智能配电具备故障预防和智能诊断功能,与常规配电产品相比,智能配电产品在完成电能分配的同

时,还可以对配电切换器件的动作状态、对用电设备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等健康状态进行在线实时监

测,发现用电设备故障预兆,可实现故障预判及隔离,从而保障用电设备不间断供电,显著提升配电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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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固态功率控制器功能框图

置的可靠性及安全性,改善配电装置的测试性、维修性,降低维修难度、减少维修时间和对维修工作人

员要求,提高电源系统的工作可靠性[７,８].
智能配电与传统配电性能对比见表１,智能配电在功耗、寿命、负载适应性、对外电磁干扰、状态检

测、保护值设定、环境适应性等方面优于传统配电,采用智能配电技术配电设备的可靠性、信息智能化

水平均得到大幅度提升.

表１　智能配电与传统配电性能对比

性能比较 智能配电 传统配电

功耗 驱动功耗小 驱动功耗大

使用寿命 寿命长 机械触点满载工作次数最高为几万次

负载特性

适应性

　过负载能力强,对电机、容性、灯负载适应性好,无需增

大降额设计量
　过负载能力差,对电机、容性、灯负载需增大降额量

对系统

干扰

　无驱动线圈、开关速度快、无回跳、对周围环境的电磁干

扰小
　负载通断瞬间会产生高压感应电动势干扰供电系统

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依据i２t曲线,可根据负载特点选择不同过流

保护曲线,过流保护后可通过软件设置自动恢复,自动恢

复次数和自动恢复间隔时间可由软件设置

　熔断器、断路器保护模式单一,出现故障后需更换熔断器或

复位断路器,费时费力

短路保护 　短路保护时间快,短路保护门限可设置 　短路保护时间长,保护门限难以更改

电压监控 　可对负载电压实时监控,过压、欠压实时报警 　无此功能

负载状态监控
　可对负载状态实时监控,对过流、短路、开路等异常状态

实时上报
　无此功能

负载电流监控 　可实时查询每一路负载电流状况 　无此功能

连接控制方式
　总线连接(总线类型可定制),简单、方便连接用户控制

系统
　各种控制信号导线众多,增加了体积和重量

环境适应性
　无机械触点,抗振动、冲击指标高,高低温下过流/短路

保护参数基本不变

　机械触点存在振动敏感方向,抗振动、冲击指标较低,高低

温下熔断器过流/短路保护参数会发生较大偏移

３　高可靠性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源变换技术

两种供配电系统拓扑中的 AC/DC直流母线电源及 DC/DC直流母线电源均为降压隔离变换电源,传

统电源变换技术采用模拟控制方式,使用分立元器件搭建功率变换电路,整机使用的分立元器件数量多,
功率密度较低,无法实现数字信息化控制,且故障率较高.

为提升整体性能指标,采用高功率密度数字化控制软开关变换技术替代传统功率变换技术,设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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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度电源模块,替代传功的分立元器件.电源模块原理框图如图４所示,主要由功率电路和控制电路组

成,其中功率电路由电压预调节电路、高频高效软开关谐振电路、同步整流电路等组成,实现高效功率

变换,控制电路主要由数字控制器、采样电路、隔离驱动电路等组成,用于实现功率变换控制.模块通

过串行通信总线上报其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模块温度、故障状态等信息,同时上位机可以通过串行通

信总线远程调节其输出电压、保护值.通过采用上述高功率密度数字化控制电源变换技术,实现高低压

功率变换的智能信息化,并有效提升高可靠性[９,１０].

图４　电源模块功能框图

根据系统的低压直流用电需求,采用多模块并联的方式提升供电功率,如图５所示,各电源模块均连

接至均流线,多模块并联时具备自动均流功能,实现输出功率平均分配,在满足功率要求时,采用电源

模块的N ＋１冗余并联设计,实现冗余热备份,进一步提升可靠性[１１,１２].

图５　电源模块并联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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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试验结果

分别搭建了基于机械底盘和电驱底盘的车载地面设备供配电系统试验平台.

４１　机械底盘车载地面设备供配电系统试验结果

在该试验平台上进行了车载取力发电装置、车载柴油发电机组、外供电热并机试验,试验时系统交

流负载的用电功率为３０kW,实测并机功率波形如图６所示,三种源交流同时并机时,可平均提供负载用

电功率,柴油发电机组异常断电时可以不间断实现交流供电,经过短暂的动态过程,车载取力发电装置、
外供电均分负载功率,柴油发电机组恢复正常后再次并入交流母线,仍可以实现不间断供电,经过短暂

的动态过程三种源均分负载功率.试验结果证明了交流并机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图６　交流并机动态功率分配波形

在该试验平台进行了 AC/DC直流母线电源 (采用高功率密度数字控制电源模块并联方式)与低压电

池进行热并机试验,试验工况为低压电池电压３０V,AC/DC直流母线电源输出电压３３V.试验中系统

正常工作时母线电压为３３V,由AC/DC直流母线电源提供低压用电功率,关断低压电池输出后,母线输

出电压维持不变,恢复电池输出,然后关断 AC/DC直流母线电源输入模拟其无输出故障,此时直流母线

电压由３３V跌落为３０V后由低压电池不间断供电.试验结果表明 AC/DC直流母线电源与低压电池可以

实现热备份并联供电,单个设备出现故障时仍可保证低压直流母线不间断完成供电任务.

在试验中使用显控终端进行远端加电操作,供配电系统能够完成用电设备的交流及直流供电操作,

同时采集供配电系统各设备工作状态,并根据整车控制策略进行全车能源动态分配.试验中模拟用电设

备异常过载工况,交流智能配电、低压智能配电可以快速隔离故障设备并上报故障状态,确保了其他设

备的正常工作.

针对智能配电设备进行了过流反时限保护功能测试试验,测试数据曲线如图７所示,依据智能设备内

部反时限保护程序,当轻度过载时,智能配电设备跳闸保护时间较长,过载严重时,跳闸保护时间变短.

当电流超过短路限值后,进入短路保护,短路保护策略为在５００μs内自动判断并限制最大短路电流,消除

短路影响,然后短路掉旁路限流支路后再次进行加电操作,发现仍处于短路故障后切断短路支路,切断

该供电支路隔离故障,进而不影响低压直流母线上其他设备的正常工作.短路保护实测电流波形如图８所

示,可以实现上述保护短路保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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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反时限过流保护试验测试数据曲线

图８　短路保护波形

４２　电驱底盘车载地面设备供配电系统试验结果

在该试验平台上进行了驻车状态外供电、高压电池、IPU 热并机试验,试验过程中三种源同时并接

在高压直流母线上,实现了直流热并机,同时由IPU 输出６００V 直流电为高压直流母线提供用电功率,

IPU关断后,高压直流母线由高压电池不间断供电,操作高压电池断电后,外供电通过整流电源继续提

供５３０V直流电,保证了整个过程高压直流母线的不间断供电,试验结果证明了高压直流母线热并机的

可行性和可靠性.
在该试验平台进行了DC/DC直流母线电源 (采用高功率密度数字控制电源模块并联组成)与低压电

池热并机试验,试验工况为低压电池电压２４V,AC/DC直流母线电源输出电压２８V.DC/DC直流母线

电源与低压电池并接时,母线电压２８V,DC/DC直流母线电源提供低压用电功率,试验中关断低压电池

输出,母线输出电压维持不变,恢复电池输出,关断DC/DC直流母线电源输入模拟其无输出故障时,直

流母线电压由２８V跌落为２４V后继续不间断供电.试验结果表明DC/DC直流母线电源与低压电池可以

实现热备份并联供电,单个设备出现故障时仍可保证低压直流母线不间断完成供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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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本文设计了基于机械底盘和电驱底盘的车载地面设备的供配电系统,首先在系统拓扑层面进行了高

可靠性设计,采用多种源热冗余式并联供电设计,实现交流母线、高压直流母线、低压直流母线的不间

断式供电设计,在配电层面采用交流、高压直流、低压直流的智能化配电技术,实现精准保护、快速故

障隔离及远端状态实时采集监测、启动控制,在功率变换方面设计了采用高功率密度数字控制技术的电

源模块,并采用N ＋１多模块冗余式并联设计,有效提升功率变换电路可靠性.
试验结果说明通过设计合理的供电拓扑,并采用智能化配电、高功率密度数字控制技术的电源模块

的方案,达到了提升车载地面设备供配电系统可靠性、智能信息化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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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HighReliabilityPowerSupplyand
DistributionSystemforOn board

GroundEquipment
WANGJian xin１,QIANBing hua２,MABing bing１,WANGXin bing１

１BeijingInstituteofMechanicalEquipment;

２BeijingInstituteofRemoteSensingEquipment

　　Abstract　Powersupplyanddistributionsystemisanimportantpartofon boardgroundequipment
thatprovideanddistributeelectricalenergyforon boardgroundequipment,itsperformancedirectly
affectsthe missionsuccessofon boardgroundequipment;Inordertoimprovethereliabilityand
intelligentinformationlevelofpowersupplyanddistributionsystemforon boardgroundequipment,

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mechanicalchassisandelectricdrivechassis,reasonabletopologiesof
powersupplyanddistributionsystemaredesigned,keytechnologiessuchasintelligentdistributionand
highefficiencyhighreliabilitypowerconversionareadopted,highreliabilitypowersupplyanddistribution
systemsaredesigned ;Twokindsoftestplatformforpowersupplyanddistributionsystemare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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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testsarecompleted,duringthetesttwokindsoftestplatform arestableandreliable,the
collectionreportingandintelligentcontrolofrelevantinformationofthewholevehiclepowersupplyand
distributionsystemarerealized;Thetestresultsshowthattheabovedesignmethodcanguaranteethe
highreliabilityofpowersupplyanddistributionsystemofon boardgroundequipment

Keywords　 On board ground equipment;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High
reliability;Intell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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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rk β逐步积分法的载荷识别

李晓旺　李利军　杨翔飞　黄瀚锐　黄　科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摘　要　在已知节点振动响应的前提下,引入 Newmark β逐步积分算法在时域内对结构动力学微

分方程解耦,将时间历程离散化为多个时间步,最终得到一个将结构响应、结构特性和动载荷联系在一

起的线性离散方程,从而反求动载荷在各个时间步上的幅值.数值算例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快速准确

识别动载荷的时间历程,并有效抵御噪声干扰.
关键词　载荷识别;Newmark β;时域;线性离散方程

０　引　言

低慢小目标网式捕获系统[１]用于城市环境下低空慢速飞行小型航空器的处置,对于维护城市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低慢小系统在发射拦截弹时会对发射装置产生内压载荷和冲击载荷,如果载荷过大有可能引

起装置损伤破坏甚至造成操作人员伤亡,因此及时准确获取作用在装置上的载荷信息对于结构的健康监

测和优化设计[２]十分必要.动态载荷识别属于结构动力学中的第二类逆问题[３].目前,载荷识别方法主要

有频域法、时域法以及一些智能算法[４７].对于每一种算法来讲,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建立起输入载荷和输

出响应以及系统特性之间的数学模型[８].Newmark β法[９]原本是用来计算线弹性结构的响应的一种隐式

的逐步积分法.对于一种优良的逐步积分法而言,要求收敛性和稳定性好、精度高、计算工作量少.本

文将该方法做了公式上的改进,并应用于载荷识别.Newmark β法的实施过程是选取一个时间步长,在

这个时间步长内将后一个时刻振动响应表示成关于前一个时刻振动响应的表达式,再代入到动力学基本

方程中,从而将振动系统离散化,得到一个将载荷、响应和系统的固有属性结合在一起的线性方程.

１　Newmark β逐步积分算法

对于一个多自由度线弹性结构,动力学方程为

Mẍ＋Cx

＋Kx＝Ft( ) (１)

M,C 和K 分别代表结构的质量、阻尼和刚度矩阵,Ft( ) 代表施加在结构上的动载荷,ẍ,x

和x 分

别代表加速度、速度和位移响应.
假设阻尼形式为瑞利阻尼[１０],则阻尼矩阵可以表示为

C＝c１M ＋c２K (２)

式中,c１ 和c２ 表示阻尼系数.

Newmark β法的核心是对相邻时间ti 和ti＋１ 内的加速度响应ẍi 和ẍi＋１ 之间的值做出合理假设,设

ẍi 和ẍi＋１ 之间的某一点ẍ 的值可以表示为

ẍ＝ １－γ( )ẍi＋γẍi＋１ (０≤γ ≤１) (３)

ẍ＝ １－２β( )ẍi＋２βẍi＋１ (０≤β ≤０５) (４)

ti＋１ 时刻的速度和位移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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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１＝xi＋Δtẍ (５)

xi＋１＝xi＋Δtxi＋
１
２Δt２ẍ (６)

将式 (３)代入式 (５)可得

xi＋１＝xi＋ １－γ( ) Δtẍi＋γΔtẍi＋１ (７)
将式 (４)代入式 (６)可得

xi＋１＝xi＋Δtxi＋
１
２－β

æ

è
ç

ö

ø
÷Δt２ẍi＋βΔt２ẍi＋１ (８)

对式 (８)变形可得

ẍi＋１＝
１

βΔt２ xi＋１－xi( ) －
１

βΔtxi－
１
２β

－１æ

è
ç

ö

ø
÷ẍi (９)

将式 (９)代入到式 (７)可得

xi＋１＝
γ

βΔtxi＋１－xi( ) ＋ １－
γ
β

æ

è
ç

ö

ø
÷xi＋ １－

γ
２β

æ

è
ç

ö

ø
÷Δtẍi (１０)

将式 (９)和式 (１０)代入到式 (１１)中

Mẍi＋１＋Cxi＋１＋Kxi＋１＝Fi＋１ (１１)

可获得ti＋１ 时刻的位移xi＋１ 与ti 时刻的ẍi,xi,xi 之间的关系

xi＋１＝A０Fi＋１＋Adxi＋Avx

i＋Aaẍi (１２)

将式 (１２)代入到式 (９)中可获得ti＋１ 时刻的加速度ẍi＋１ 与ti 时刻的ẍi,xi,xi 之间的关系

ẍi＋１＝C０Fi＋１＋Cdxi＋Cvx

i＋Caẍi (１３)

将式 (１２)代入到式 (１０)中可获得ti＋１ 时刻的速度xi＋１ 与ti 时刻的ẍi,xi,xi 之间的关系

xi＋１＝B０Fi＋１＋Bdxi＋Bvx

i＋Baẍi (１４)

xi＋１

xi＋１

ẍi＋１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A０

B０

C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Fi＋１＋

Ad Av Aa

Bd Bv Ba

Cd Cv Ca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xi

xi

ẍi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５)

在零初始响应状态下,式 (１５)可以简化为

xi＋１

xi＋１

ẍi＋１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i－１

j＝０

Ad Av Aa

Bd Bv Ba

Cd Cv Ca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j A０

B０

C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Fi－j (１６)

令

Hj ＝

Ad Av Aa

Bd Bv Ba

Cd Cv Ca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j A０

B０

C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７)

式 (１６)可以简化为线性离散方程:

X＝HF (１８)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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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t１( )

x t１( )

ẍt１( )

⋮

xtn( )

x tn( )

ẍtn(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H ＝

H０ ０  ０
H１ H０  ０
⋮ ⋮ ⋱ ⋮

Hn－１ Hn－２  H０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F＝

Ft１( )

Ft２( )

⋮

Ftn(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由于矩阵不适定的存在,引入正则化方法[１１]反求F 的值

F＝ HHH ＋λI( ) －１HHX (１９)
式中λ 为正则化参数,λ 的数值通过L 曲线法[１２]计算.

２　数值算例分析

为了说明 Newmark β逐步积分算法的有效性,建立了两个数值算例模型.两个不同形式的载荷分

别被施加在一个悬臂梁上,悬臂梁的物理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悬臂梁参数

弹性模量 ２００GPa

泊松比 ０３３

密度 ７８００kg/m３

长度 １２００mm

横截面外径 １００mm

横截面内径 ９０mm

２１　渐变式载荷识别

算例１的载荷作用形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算例１载荷示意图

在本算例中,作用在悬臂梁上的载荷是变化较为平缓的渐变式载荷,振动响应混入５％水平的高斯白

噪声.在此前提下采用 Newmark β算法对载荷进行识别,识别结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被识别载荷的时间历程与真实载荷的时间历程基本吻合.为了更加直观的了解算法的精

度,计算出每一个时刻的识别误差,如图３所示.
根据图３,Newmark β算法对渐变式载荷的识别误差始终保持在１％以下,没有因为５％噪声的干扰

而严重偏离真实值,体现了较高的精度和较强的抗噪性能.

２２　突变式载荷识别

算例２的载荷作用形式如图４所示.
在本算例中,作用在悬臂梁上的载荷是变化较为剧烈的突变式载荷,振动响应混入１０％水平的高斯

白噪声.在此前提下采用 Newmark β算法对载荷进行识别,识别结果如图５所示.

８３６１



图２　算例１载荷识别结果

图３　算例１载荷识别误差

图４　算例２载荷示意图

图５　算例２载荷识别结果

９３６１



从图５可以看出,通过 Newmark β算法识别出的突变式载荷与真实值在时间里程上基本保持一致.
图６展示了算法对于本算例的识别误差.

图６　算例２载荷识别误差

图６中的误差曲线显示,由于算例２的载荷形式更加复杂,响应噪声的比例也更高,导致算例２的识

别误差比算例１有所升高.但从整体来看,误差值仍保持在较低的数值,不超过１６％,体现了算法的有

效性.

３　结　论

本文在时域内对 Newmark β逐步积分法进行了改进,将该算法运用于载荷识别领域.该算法用于

载荷分析具有如下优越性:

１)收敛性.

２)稳定性.在任意时间步长上所得到的解不会由于初始条件或计算过程中的舍入误差增加而无限增

加或振荡,因而该方法是无条件稳定的.

３)简洁性.该算法可以最终得到一个形如X＝HF 的简单的线性方程,因而在计算过程中避免了传

统逐步积分法需要对每一个时间间隔都做积分运算的弊端,在不影响求解精度的前提下大大减少了运

算量.
数值算例结果证明,对于复杂程度不同的载荷以及不同的噪声水平,该方法均可以准确反演出载荷

的时间历程,显示出了较高的识别精度,并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和抗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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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rk βstepwiseintegration
methodforLoadIdentification

LIXiao wang,LILi jun,YANGXiang fei,HUANGHan rui,HUANGKe
BeijingInstituteofMechanicalEquipment

　　Abstract　Underthepremiseofobtainingnodevibrationresponse,Newmark βstepwiseintegration
methodisintroducedDifferentialequationofstructuraldynamicsisdecoupledintimedomainTime
historyisdiscretizedintomultipletimestepsAlineardiscreteequationcombiningstructuralresponse,

structuralcharacteristicanddynamicloadissetupAsaresultdynamicloadamplitudeateachtimestepis
calculatedNumericalresultsindicatethatproposedmethodisabletoidentifyloadtimehistorywithhigh
speedandaccuracyMeanwhile,thismethodpossessesstrongnoiseresistance

Keywords　Loadidentification;Newmark β;Timedomain;Lineardiscrete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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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发射筒活塞制动过程仿真分析

杨翔飞　李利军　李　广　陈爱锋　杨　杰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基于动力学理论,对小型发射筒活塞与制动环制动过程进行有限元仿真分析.通过

ABAQUS有限元软件利用Johnson Cook (J C)本构模型和失效模型模拟活塞与制动环的冲击过程,
结果表明冲击过程中,活塞动能逐渐转化为制动环塑性变形消耗能和摩擦能,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变形

一致.该仿真过程具有一般性,可以指导活塞与制动环设计过程,提高设计效率和系统可靠性.
关键词　冲击;有限元;活塞;制动环

０　引　言

对于低慢小拦截弹系统,发射时高压燃气作用在活塞上推动拦截弹获得初始射速和射向.通过制动

环制动保证拦截弹出筒瞬间活塞与拦截弹可靠分离,同时活塞保留在筒内阻隔高压燃气.低慢小拦截弹

系统制动过程是通过活塞和制动环冲击产生塑性变形,将活塞动能转化为活塞和制动环的塑性变形能和

摩擦热能.发射过程能量转化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发射过程能量转化

制动过程对拦截弹的发射至关重要.研究活塞和制动环冲击过程,可以了解结构变形特点和能量吸

收特性,对设计活塞和制动环结构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冲击过程的试验可重复性差、周期长、花费巨

大.近年来有限元技术的发展,逐渐有学者利用仿真手段解决这个复杂问题[１３].针对冲击时考虑应变率

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在有限元仿真中引入应变率进行大量的研究[４７].
本文通过建立活塞与制动环冲击过程有限元模型,基于动力学理论采用Johnson Cook (J C)[８]本

构模型对制动环进行冲击仿真分析,并和实际发射过程活塞与制动环冲击结果进行比对验证.

１　活塞与制动环的冲击及撞击力分析

１１　制动原理分析

活塞和制动环的制动过程是一次冲击过程,冲击过程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大变形动态响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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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下与制动环发生冲击变形,活塞和制动环迅速超越弹性阶段进入塑性流动状态,
可能产生断裂、屈曲等形式的破坏和失效.对制动过程冲击响应很难用传统理论计算和分析方式解决.
利用非线性有限元仿真软件,可以很好的模拟冲击作用过程,并对冲击后受力已变形进行全面的分析.

１２　本构关系与失效模型

活塞与制动环冲击动载荷的作用下本构关系不同于其静态,在强动载荷作用下,动态屈服极限有明

显的升高且屈服有滞后现场出现.在仿真过程中不能忽略材料应变率对冲击过程的影响,需要选用合适

的本构关系和失效模型.工程上应用最广泛的是J C本构模型和失效模型[８１０].

J C本构模型可以反映金属材料塑性强化、应变率硬化和温度软化效应,且形式简单.对应的失效

模型考虑了应力、应变率和温度对材料失效应变的影响,模型物理意义明确.J C本构模型表达式为

σeq ＝(A＋Bεn
eq)(１＋Clnε

∗
eq)[１－(T∗ )m] (１)

ε
∗
eq ＝

εeq

ε

０

(２)

T∗ ＝
T－Tr

Tm －Tr
(３)

式中,σeq 为等效应力;A 为参考应变率及参考温度下屈服强度;B 和n 为应变强化系数;m 为温度软化系

数;C 为应变率敏感系数因子;εeq 等效应变;ε
∗
eq 为等效塑性应变率;ε


０ 为参考应变;T∗ 为温度因子;Tr 为

参考温度 (２９３K);Tm 为材料熔点;T 为当前温度.
利用J C失效模型拟合活塞和制动环冲击过程的失效应变与应力、温度和应变率关系.其对应的J

C失效模型表达式为

εf ＝[D１＋D２exp(D３σeq)](１＋D４lnε
∗
eq)(１＋D５T∗ ) (４)

式中,D１~D５ 为材料参数.

１３　材料参数

在低慢小拦截系统中,拦截弹出筒速度较高.活塞和制动环制动时产生冲击载荷较大.为保证制动

过程可靠,对活塞和制动环的强度要求较高.其中活塞材料选用铝合金７A０４,制动环选用有较高强度的

３０CrMnSiA合金钢,避免冲击过程活塞及制动环产生破坏.两种材料静态力学参数入表１所示,J C本

构模型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１　材料静态力学属性

材料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密度/(g/mm３) 泊松比

７A０４ ４２０ ５６０ ２７ ０３

３０CrMnSiA ８５０ １０８０ ７８ ０２５

表２　J C本构模型参数

材料 A(MPa) B(MPa) m n C Tm(K) Tr(K) D１ D２ D３ D４ D５ εf

７A０４ ６０２５ ７３２１ ０ ０７５３ ００１４ ８７８ ２９３ ００５９ ０２４６ －２４１ －０１ －０１ ０６

３０CrMnSiA １０８０ ３２０ ０ 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１８００ ２９８ ００７ １７３ －０５４ －００１ ０ ０１

２　冲击过程有限元仿真

２１　有限元模型及网格划分

活塞和制动环制动过程,是制动环固定在套筒内和活塞进行冲击的过程.仿真过程需要三个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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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制动环和套筒.套筒是起定位固定作用,不直接参与碰撞过程,本次仿真主要研究活塞和制动环

的碰撞过程.
在Creo中建立活塞、制动环及套筒模型,并进行装配,保证活塞和制动环同轴,制动环装配在套筒

内.对模型进行适当简化导入 ABAQUS中,自定义活塞和制动环材料属性.在仿真软件中对模型进行网

格划分,为保证计算精度对活塞、制动环和套筒采用八节点线性六面体网格单元,采用C３D８R单元,在

活塞和制动环截面变窄部分进行细化网络,保证制动环弯曲网格层数在四层以上.网格划分如图２所示.

图２　模型网格划分

２２　约束及接触设置

在有限元模型中设置接触,制动环装配在套筒内,制动环外壁与套筒内壁为显式通用接触.为活塞

和制动之间设置碰撞接触,采用有限滑移,摩擦系数设为０２.
制动环与套筒通过装配关系约束,制动环径向位移受套筒内壁约束,轴向装配在套筒槽内.约束套

筒外壁径向自由度,对套筒底面固定约束.活塞不施加约束默认为自由状态.活塞制动环约束与边界条

件如图３所示.

图３　模型约束示意图

２３　载荷条件

经过内弹道仿真计算,根据内弹道仿真输入设置活塞初始速度为１６０m/s.对活塞施加一个沿Y 轴方

向速度为１６０m/s的速度场力.利用abaqus显式动力学模拟冲击过程制动环的塑性变形过程,流程如图

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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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仿真流程图

３　冲击结果仿真分析

３１　应力分析

图５~图７为活塞与制动环０１１５ms、０１５ms、０２ms冲击时刻的等效应力云图.由云图可知制动

环在冲击过程中应力分别达到５４４８MPa、１３２６MPa、１３３５MPa.制动环材料为３０CrMnSiA高强度合

金钢,材料屈服应力为１０８０MPa,在制动环变形的过程中制动环上部首先接受冲击,应力最大,产生应

力波向端部传递;应力超过静极限强度,但制动环随着冲击加载产生塑性硬化,从而保证制动环在冲击

过程中没有破坏.

图５　０１１５ms时模型的应力云图

　　
图６　０１５ms时模型的应力云图

３２　变形分析

图８~图１０为活塞冲击制动环过程中制动环的变形云图,制动环发生延径向的变形,从开始接触的

０mm逐渐达到最大４１１mm.图１１为实际发射后活塞与制动环变形情况,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仿真结果

和实际变形类型一致,制动环径向变形明显,仿真模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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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０２ms时模型的应力云图

　　
图８　０１１５ms时制动环的变形云图

图９　０１５ms时制动环的变形云图

　　
图１０　０２ms时制动环的变形云图

图１１　实验中制动环的冲击变形

３２　塑性变形分析

图１２为冲击过程制动环塑性变形云图,可以看出制动环的等效塑性变形逐渐增加,最大部位在制动

环前端,０２ms时最大为０１,即将达到制动环的塑性应变断裂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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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制动环等效塑性应变云图

３３　能量分析

图１３为活塞与制动环冲击过程能量变化情况曲线,活塞在０１１５ms时接触制动环随后动能开始逐渐

减小,内能和摩擦能逐渐增加,到０２ms时动能衰减最小,冲击过程完成,活塞冲击制动环的过程中,
活塞动能逐渐转化为内能 (塑性变形消耗能和弹性应变能)和冲击过程的摩擦能,塑性变形消耗的能量

为５４４８２J,占模型系统总能量 (总能量为１４９９２１J)的３６３４％.

图１３　冲击过程中模型能量的变化曲线

４　结　论

对于活塞与制动环的冲击过程,本文利用Johnson Cook (J C)模型来描述材料的动力学特性,通

过有限元方法进行活塞冲击制动环仿真.结果表明制动环在被冲击过程中,活塞动能逐渐转化为制动环

塑性变形消耗能和冲击过程的摩擦能,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验证了仿真模型可靠性,制动环

可以起到缓冲活塞冲击的作用.文中给出的仿真实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通过仿真分析可以计算出

冲击过程的应力、变形及能量变化情况,对于结构设计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可以将本文计算过程运用到

一般冲击过程中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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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ofBrakingProcessofSmallLauncher
YANGXiang fei,LILi jun,LIGuang,CHENAi feng,YA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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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thispapar,basedonthedynamicstheory,thefiniteelementsimulationanalysisiofthe
brakingprocessofsmalllauncherpistonandbrakeringiscarriedoutTheimpactprocessofpistionand
brakeringissimulatedbyusingJohnson Cook (J C)constitutive modelandfailure modelwith
ABAQUSfiniteelelmentsoftwareTheresultsshow thatthekineticenergyofpistonisgreadually
transformedintoplasticdeformationconsumptionenergyandfrictionenergyofbrakeringduringthe
impactprocess,andthesimulationresultsareconsistentwiththesimulationresultsThesimulation

processisgeneral,whichcanguidethedesignprocessofcylinderpistonandimprovethedesign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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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心区域整体顶破式薄膜盖设计研究

陈爱锋　李利军　邱旭阳　杨翔飞　李　广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某导弹采用的头部中心进气道方式,在已有薄膜盖基础上提出了中心区域整体顶破的

薄膜盖初步方案.通过仿真和试验结合的方法对薄膜盖初步方案进行验证,并对仿真参数进行优化,对

冲破盖过程进行复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薄膜盖优化方案的设计,并采用新参数进行仿真确认,最终采

用冲破盖试验验证,获得了中心区域整体顶破式薄膜盖方案,避免了弹头顶破薄膜盖时碎片进入导弹头

罩进气道进而影响导弹功能的风险.
关键词　薄膜盖;碎片;瞬态动力学;头部进气

０　引　言

薄膜盖是导弹发射筒的重要部件,布置到发射筒筒口,能起到密封、隔热等作用,为导弹提供良好

的储存环境,对导弹的贮存、使用和发射时的反应时间都有直接影响[１].
薄膜盖的基本要求是:平时贮存、运输时能可靠关闭,发射时能可靠打开,不能给导弹的发射带来

不利影响.
目前薄膜盖按开盖方式有机电式、爆破式和易碎式.机电式不会破坏薄膜盖,但发射流程中需要有

电机开盖动作,会延长反应时间.爆破式通常采用燃气或爆炸螺栓方式,反应时间缩短,易碎式采用弹

头顶破方式,发射流程中无需额外的开盖动作,目前防空导弹多采用易碎式薄膜盖[２].
易碎盖碎片控制与预制槽的形式有关[３],通过改变弱化槽深度进行可等强度槽设计,从而实现多碎片

同步破坏与碎片数量控制[４５].某导弹发射筒研制过程中首先采用了中心预制槽方式薄膜盖,如图１所示.
导弹头罩为非金属材料,头罩中心为进气孔,如图２所示.发射时导弹运动,弹头顶破薄膜盖后顺利出

筒.试验过程中发现偶然会有碎片会进入到导弹头部的头罩中,影响导弹的功能.

图１　薄膜盖中心预制槽方案

本文针对薄膜盖碎片产生方式,通过仿真与试验结合的方法,对一种新的预制槽方式进行研究.薄

膜盖采取新预制槽后,能依靠弹头顶破方式开盖,破裂后中心区域碎片的大小尺寸可控,不会进入到导

弹头部进气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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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薄膜盖、导弹和发射筒布置图

１　主体材料选择

目前薄膜盖材料一般为玻璃纤维布铺设或聚氨酯发泡而成,材料整体上具有一定的强度,且能沿预

制槽破裂.本薄膜盖设计过程中需要选择透光性好的材料,玻璃纤维布铺设和聚氨酯发泡的方案均不可

行.通过调研,采用的是聚苯乙烯材料,该材料可以做成透明的制品且易碎,满足薄膜盖使用要求.

２　结构设计

２１　初步设计

为使薄膜盖按要求的方式破裂,并控制中间碎片的大小,薄膜盖设置成圆形平板结构,平板结构上

设置圆形和径向辐射两种样式的削弱槽,如图３所示.圆形槽有两个,小圆形槽直径比导弹头部直径略

大,导弹头部顶破时能整体破裂,不产生碎片进入进气道.大圆形槽直径与发射筒法兰孔直径一致,沿

大圆槽破裂后,不影响到弹的飞行.薄膜盖设计时先确定本体厚度,再确定本体开槽的深度,通过前期

薄膜盖经验,开槽深度初定为０５mm.

图３　薄膜盖方案 (正、反两面)

２２　仿真分析

２２１　模型介绍
仿真模 型 由 薄 膜 盖、头 罩、弹 体 三 部 分 组 成,采 用 ANSYS WORKBENCH 软 件 中 的 Explicit

Dynamics模块分析三者的碰撞性能.计算时模型设置如下:

１)薄膜盖设置有大、小两个圆形槽,大圆形槽外侧的环形区域设置成固定约束,如图４所示;

２)薄膜盖材料为聚苯乙烯,具有良好的透光性,强度４０MPa,弹性应变００１,断裂时的应变为

００８,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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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导弹头罩外形及内腔进气道尺寸与实际产品一致,材料选择聚苯醚材料,参数从机械设计手册获取;

４)弹体沿轴向施加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速度,通过内弹道计算知为０~８m/s,时间为０００３s.

图４　薄膜盖模型

图５　材料应力 应变曲线

２２２　结果分析
分析结果如图６所示.
由分析结果知:弹头撞击薄膜盖时,薄膜盖中部与导弹头罩接触部分发生了碎裂,如６ (b)、(c)所

示.弹头部在撞击薄膜盖过程中,头罩没有碎裂,说明导弹头罩强度满足要求.薄膜盖首先沿削弱槽破

裂,随着弹体运动,薄膜盖碎裂成小块碎片,有进入头罩中的风险.
为验证薄膜盖方案并对仿真参数进行优化,进行了薄膜盖冲盖试验.试验后残骸如图７所示.
通过试验知:薄膜盖大部分能够沿径向辐射槽破裂,未按径向辐射槽破裂的部分,碎片尺寸较大.

薄膜盖中心区域沿小圆形槽破裂不均匀,部分薄膜盖在小圆形槽处仍然未破裂,这与仿真结果一致.部

分薄膜盖中心区域破裂,不能达到整体破裂的目的.

３　结构优化

３１　碎裂过程仿真分析

由分析及试验结果知,薄膜盖虽然结构简单,但中心碎片破裂并不满足要求,仍然会有碎片进入导

弹头罩进气道内.为保证导弹头罩撞击时,中部不碎裂,可行的方法是将中间圆形区域增加厚度,经初

步计算,增加２５mm,如图８所示.
分析结果如图９所示.
由分析结果知:弹头撞击薄膜盖时,薄膜盖中部与导弹头罩接触部分未碎裂,如图９ (a)、 (b)所

示,只沿中部削弱槽处断裂,可以避免碎片进入导弹头罩内.撞击薄膜盖过程中导弹头罩没有碎裂,说

明导弹头罩强度满足要求.薄膜盖沿径向辐射槽破裂比较整齐,最后沿大环形槽破裂,中间不会产生碎

片进入导弹头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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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位移和应变云图

图７　试验后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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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薄膜盖改进方案

图９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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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承压能力分析

薄膜盖除碎片破裂满足要求外,还需要承受筒内外压差变化时产生的应力.仿真时筒体外部压强比

内部大０１MPa,即对薄膜盖外表面施加０１MPa.薄膜盖承压能力计算结果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薄膜盖承压能力计算结果

由仿真可知,在内外压差下薄膜盖的应力达到４９５MPa,出现在大圆形槽位置,薄膜盖材料强度为

６７５MPa,安全系数１４ (６７５/４９５),强度满足要求,薄膜盖优化方案满足压差和破裂的要求.

３３　试验验证

薄膜盖优化完成后,针对破盖过程进行了试验验证.试验采用含导弹头罩的模型弹在运动撞击薄膜

盖的方法.试验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冲盖试验结果

由试验过程可知:导弹冲盖过程中,头罩结构能够保持完好.薄膜盖能够沿削弱槽整齐破裂,中心

部分可以整体破裂.薄膜盖沿部分削弱槽断裂处存在毛边和分层现象,这是因为低速冲盖时薄膜盖材料

存在弯曲作用下变软现象.冲盖过程中,速度越快,破裂越整齐,碎片的体积均大于导弹头罩孔直径,

不会进入头罩孔中.

４　结　论

本文研究了导弹头罩为非金属材料且中心有进气道时,采用弹头顶破方式的薄膜盖设计.弹头顶破

薄膜盖过程中,一方面薄膜盖不能有碎片进入导弹头罩进气孔中,以避免对头罩内电子设备造成不良影

响,另一方面薄膜盖需要沿外边缘整齐碎裂,不能产生棱角等残留物.薄膜盖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导

弹头罩和薄膜盖二者材料和结构强度的协调性,通过设置削弱槽形状、深度和开槽方向来控制中心碎片

的大小,以达到中心整体碎裂、导弹头罩结构完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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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oraheadcenterairinletmethodofmissile,thispaperprovidesapreliminaryschemeof
centerarea rupturable film coverFirstly,the preliminary schemeis verified by sim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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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lehoodandaffectingthemovementofmissile　

Keywords　Filmcover;Fragment;Transientdynamic;Headairin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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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旋翼飞行器技术平台及关键设计方法研究

张佳林　刘相新　毛子夏　熊大顺

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摘　要　本文根据多旋翼飞行器的结构组成和功能原理,构建了功能层、能力层、核心层、基础层

四个层级的关键技术平台,梳理了核心技术.从四个方向探索了该类型飞行器的关键设计方法,包括旋

翼型飞行器总体构型及优化设计方法、主动阵风增稳减缓技术、可变桨距和可变推力矢量的设计方法、

基于遗传算法的飞行控制策略等,为多旋翼飞行器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多旋翼;技术平台;总体构型;可变桨距;可变推力矢量;遗传算法

１　引　言

多旋翼飞行器是具有３个及以上旋翼轴的飞行器,依靠电机旋转驱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当旋翼的升

力之和大于及等于负载重力时,可实现起飞.多旋翼飞行器根据起飞质量不同,可分为微型、小型、中

型、大型等不同类型.

多旋翼无人机一般都搭载特定载荷以应用于设定场景.根据搭载载荷的不同,在民用上一般用于航

拍、娱乐、货物运输、消防、气象、农业植保等领域;在军事上用于侦察、诱饵、电子对抗、通信中继、

靶机、战斗等领域.近年来还提出了与地面设备或地面车辆结合,进行空地协同探测、空地任务协同、

空地协同无人作战等应用场景.由于其广泛的应用领域,对其关键技术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２　功能原理

一般按轴数和桨数分为几轴几旋翼飞行器,最常见的构型是四旋翼、六旋翼,还存在八旋翼、共轴

双旋翼、纵列双旋翼等混合构型.它通过改变每个旋翼电机的相对转速,进而改变升力来实现飞行平台

的姿态和位置控制.

根据不同飞行阶段,飞行器的行为可划分为定点悬停、垂直起降、偏航旋转、滚转旋转、俯仰旋转、

前飞、侧向飞行等七种动作.多旋翼无人机的飞行控制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无人机高度

方向位移及速度控制,第二部分是水平方向位置和速度控制,两个部分在控制层面上相互独立.水平方

向位置的变化是由姿态控制实现的,垂直方向的起飞降落和悬停运动是直接控制油门量来实现的.

３　关键技术平台构建

多旋翼飞行器的设计,涉及平台总体、结构、空气动力学、控制、动力能源、感知、通信等综合学

科,包括总体构型、飞行装置、飞行控制、动力能源、任务载荷等功能组件.现根据多旋翼飞行器的结

构组成和功能原理,按照功能层、能力层、核心层、基础层四个层级,构建多旋翼飞行器的技术平台如

图１所示.

从图１可见,多旋翼飞行器的技术平台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复杂系统,其核心技术包括整体构型、旋

翼布局、空气动力学、浆翼设计、欠驱动系统飞行姿态控制、悬停控制、多电机转速智能匹配控制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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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旋翼飞行器的技术平台

个方向.在科技不断发展进步下,国内外在多旋翼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现对近年来提出的一些新概

念、新思路和关键设计方法进行梳理和探索.

４　关键设计方法研究

４１　多旋翼总体构型及翼型优化设计

多旋翼一般可分为共轴双旋翼、纵列双旋翼、四旋翼、六旋翼等,一般多旋翼机驱动源 (即可变转

速的驱动电机)数量少于需要控制的自由度,是一个欠驱动系统,需要通过机电控制来增加驱动,所以

旋翼数量越多控制越复杂,目前最多设置八旋翼.
多旋翼机的布局有多种形式,需要从结构复杂程度、载荷有效性、安全性、体积重量、抗干扰能力、

价格成本等多个维度,优化布置旋翼机构型.以四旋翼机为例,可以有 X４、I４、H４等多种构型,如图２
所示,具备不同的特点.

图２　以四旋翼飞行平台为例说明多旋翼机的不同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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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旋翼机要实现稳定飞行,其桨叶能力、电机功率都需匹配负载需求.旋翼机的桨叶设计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涉及空气动力学、结构动力学、气体弹性和飞控系统等诸多工程学科.由于旋翼系统运行在

复杂的非定常气动环境中,旋转桨叶上的离心力和气动载荷会周期性变化,因此在旋翼型飞行器设计中,
如何降低振动和噪声,提升旋翼性能、主动维持桨叶尾迹和增稳控制都是重要的方面.旋翼机的飞行能

力,主要受制于其电机能力、转速、桨叶设计等.旋翼的桨叶设计包括桨叶数量、直径、平面几何形状、
翼型截面、梯形度、上反角、扭转和桨尖设计等.

多旋翼飞行器构型、桨叶和桨尖的空气动力学优化对旋翼型的负载能力影响很大,是提高性能的重

要途径.旋翼型飞行器的优化设计方法如图３所示[１].

图３　旋翼型飞行器的优化设计方法

多旋翼飞行器的设计是一个反复迭代优化的过程,对此,英国的 Leishman[２]给出了选择翼型的基本

指导原则,定义多旋翼机所需功率与理想功率之比FM 由下式给出

FM ＝
１

k＋
２６
σ

(C
３/２
L

Cd
)
－１

(１)

式中,CL 为升力系数;Cd 为阻力系数;σ为实度,k为翼型系数.经过迭代的FM 值越接近１,其整体优化

越完善.

４２　主动阵风减缓技术

受阵风吹袭时,多旋翼机很容易失去稳定性,质量越小越容易受到阵风的干扰.对抗外界干扰时,

除了自身姿态刚性和鲁棒性外,还有一些主动控制方案来消除振动.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提出了一

种新概念,用收集的能量来主动减少阵风在飞行器上引起的振动.总体思路是,在正常飞行条件下,能

量收集系统从多功能组件的振动中收集能量,储能到薄膜电池中;当传感器系统检测到多功能组件正在

经历阵风载荷时,开启主动控制系统来抵消阵风的振动效应[３].

该技术的其核心是多功能组件,它安装在多旋翼飞行器中,需要将电池功能集成到该组件中,在提

供强度、功能以外,还兼具能量收集存储作用.同时,该组件还提供计算电路来管理用于执行采集和存

储功能的电子设备,以及阵风减缓控制器,使系统具有自主性.

能量收集模块通过压电效应将低级别的飞行振动转化为可用的电能.压电效应是一种三维效应,可

使材料在电场的作用下产生应变,在受到机械应变时产生电场.整合了自传感、自收集、自存储和自控

制功能的多功能组件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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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整合了自传感、自收集、自存储和自控制功能的多功能组件示意

常用压电作动和传感的材料是皓钛铅酸PZT,采集、传感和作动PZT层位于组件根部,因为该部位

在振动或阵风扰动时会经受最大应变.基于PZT的收集器/传感器 (图４中B)在玻璃纤维基层 (图４中

E)的顶面上分层布置.作动器 (图４中F)层位于玻璃纤维基层的底面,薄膜电池 (图４中C)可储存

收集能量,并为阵风减缓功能.电子模块将调节、传感、控制电路整合在一块PCB板上 (图４中 D).从

组件振动中收集的能量表现为交流电压,为对电池充电,需对其进行整流和平滑处理,这些多功能层连

同玻璃纤维复合基层一起,形成了多层组件.
为设计该减缓系统,需要对阵风和压电效应进行建模计算.阵风可通过多种方式建模,本文采用的

是DrydenPSDΦDry模型来模拟阵风[４],由下式给出

ΦDry(ω)＝
σ２

vLv

πuo

１＋３(Lvω
uo

)
２

(１＋(Lvω
uo

)
２

)
２

(２)

式中,ω 是能量采集点相对多功能组件固定端的横向位移;u０ 是飞行器的速度;Lv 是湍流垂直尺度;σv 是

垂直阵风速度的均方根.
压电效应的本构定律可简化为

S＝sET＋dE
D＝dT＋εTE

(３)

式中,S 为机械应变;T 为机械应力;E 为电场强度;D 为介电位移;sE 为零电场下测量的柔度;εT 为零应

力下测量的介电常数;d 为压电常数决定了机械场和电场之间的耦合.
经过数值模拟和实验表明,采用上述主动阵风减缓技术,能够将由阵风干扰引起的飞行器振幅降低

７~１１dB.

４３　可变桨距和可变推力矢量的设计

传统多旋翼机驱动源数量少于自由度,处于欠驱动状态,其控制性能受到一定限制.为提高多旋

翼垂直起降及飞行过程的稳定性,需要增加驱动并添加机电机构,为此,近年来科学界提出一些新

概念.
一种是可变桨距的多旋翼机,带有与直升机类似的可变桨距旋翼和自动倾斜器,可实现灵活控制,

还可将单独的各电机替换为由传动带传动、连接到中央电机的旋翼;或替换为带安装在每个旋翼臂端部

的空心轴电机,通过空心轴内的操纵杆更改桨叶迎角.虽然这种设计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但它会带来

增加控制器带宽和实现高效反推能力的优势,适用于执行激进、灵活飞行任务的工况.
第二种是带伺服推力矢量的倾转旋翼机,使用差分推力和旋翼倾转技术,每个旋翼都可独立倾转和

旋转,通过伺服机构来改变方向,无需在飞行中倾斜机身,以满足机身始终保持水平且不能使部分电机

负荷过大的飞行条件.这个设计需要两个回路控制,一个控制回路控制电机转速,另一个回路控制旋翼

臂的倾斜角度 (不借助机体倾斜),使得飞行器能够独立控制六个自由度,在任意方向施加力,在三维空

间内姿态完全可控.一种倾转四旋翼系统如图５所示[５],由一副机身、两副机翼、四副旋翼以及两组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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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转系统组成.蜗轮轴作为旋翼倾转轴,通过蜗轮与蜗杆的啮合传动带动左右两副旋翼倾转,实现飞行

模式的转换.

图５　某倾转四旋翼飞行器模型示例

倾转四旋翼机的控制策略如图６所示,它是输入矢量u１、输入矢量 (u２、u３、u４)以及两个线性平

动矢量 (u５、u６)与四旋翼机的线性输出 (x,y,z)和转动输出 (Φ,θ,Ω )参数之间的关系.

图６　倾斜四旋翼机的控制策略

第三种是襟翼推力矢量控制技术,这种技术目前研究比较少,难度较大,需要在能够完全驱动的旋

翼机中[６],利用来自上位旋翼的气流在襟翼 (或叶片)上产生气动力,从而产生平行于旋翼旋转平面的水

平分力,也就是利用空气动力学产生的侧向力将多旋翼机往期望的方向驱动.

４４　基于遗传算法的飞行控制策略

为实现无人机的起飞、降落、悬停以及姿态调整的稳定控制,尤其是实现在存在外界力的干扰,如

有风的情况下抵抗风力干扰因素实现稳定飞行,国内外开展了很多飞行姿态稳定算法研究,如PID算法、

姿态解算算法、神经网络算法、双PID算法等.

近年来西安交通大学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控制策略[７],它是一种对自然界进行学习的一种搜索

优化算法,模拟了生物的遗传过程中所发生的遗传物质的增殖、交叉和突变的现象.模拟基因复制的机

制进行迭代,每次算法的迭代过程都留下一组解作为子代解群,然后模拟优胜劣汰的生物自然选择,设

计一定的指标,从解群里选取较优的解,利用算法中设计好的选择、交叉、变异等遗传算子对这些解进

行修改和下一步的增殖,产生新的子代解群.按照精度的需要设置算法的收敛条件,不断重复以上的流

程,直至满足设置的收敛条件停止迭代,如图７所示.

在利用遗传算法进行参数自适应调整之后,在相同的实验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悬停飞行实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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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滚转角和俯仰角数据如图８所示.可以看出,设定角度为零,飞行器横滚角动态输出在 [－１７,＋
１９]范围内,误差上下波动大小为３６°;俯仰角动态输出在 [－１９,＋１８]范围内,误差上下波动大

小为３７°.基本实现了飞行的稳定控制.

图７　基于遗传算法的控制策略原理

图８　利用遗传算法飞行试验的动态数据曲线

５　总　结

１)本文根据多旋翼飞行器的结构组成和功能原理,建立了功能层、能力层、核心层、基础层四个层

级的关键技术平台,归纳出其核心技术包括整体构型、旋翼布局、空气动力学、浆翼设计、欠驱动系统

飞行姿态控制、悬停控制、多电机转速智能匹配控制等内容;

２)介绍了旋翼机总体构型、桨叶和桨尖的空气动力学优化迭代思路,并推荐采用所需功率与理想功

率之比作为优化判据;

３)介绍了一种基于压电效应的主动阵风减缓概念,可通过对阵风和压电效应仿真建模来匹配设计,
增强飞行过程的抗风能力;

４)通过可变桨距设计、带伺服推力矢量的倾转旋翼、襟翼推力矢量控制、遗传算法等硬件结构和控

制策略研究,进一步提高多旋翼机飞行过程的姿态及动作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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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ccordingtothestructurecompositionandfunctionofmuti rotorflightaircraft,the

pivotaltechnologyplatformwasbuiltincludingfunctionlevel,capacitylevel,coreleveland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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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层绝缘结构的电磁轨道发射器减振优化

冯　刚　李腾达　连仲谋　时建明　任师达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摘　要　为有效缓解轨道在发射过程中的振动变形,延长轨道寿命,从弹性支撑的角度出发,在普

通电磁轨道发射器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双层绝缘体结构的电磁轨道发射器模型.通过建立轨道 弹

性支撑结构模型,分析了绝缘体结构的力学特性.针对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设计,基于响应面法进行了

刚度匹配实验,建立了响应面模型,分析了变量灵敏度并根据条件约束进行了结构刚度匹配选择.仿真

结果表明,提出的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模型能够有效提高轨道的临界速度,增大内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

性模量均能够减小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从而减小轨道的振动变形.
关键词　电磁轨道发射器;振动;弹性支撑;响应面法

０　引　言

电磁发射技术是一项利用电磁力推进负载达到高速或超高速的新概念武器技术[１４],能够轻松地突破

火药发射的速度极限,在短时间内赋予负载非常大的初速度[５].但电磁轨道发射器在发射过程中随着电流

变化、电枢运动等因素影响,受到的载荷作用极其复杂.发射器轨道在剧烈变化的载荷作用下发生振动

出现挠曲变形,再与高速运动的电枢相互作用,不可避免的产生摩擦磨损、刨削、转捩等现象,这对发

射器的发射精度和使用寿命有着很大影响[６１１].

针对电磁轨道发射过程中的振动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Tzeng等认为电磁轨道发射

器的动态响应是由电枢移动磁压力所导致的,其推导了动态载荷下发射器的振动控制方程,分析了不同

材料、几何 形 状 以 及 轨 道 截 面 下 的 临 界 速 度[１２];Lee 等 将 电 磁 轨 道 发 射 器 简 化 为 弹 性 基 础 上 的

Timoshenko梁,建立了动态载荷下的控制方程,从应力波传播的角度描述了电磁力对轨道动态响应的影

响[１３];鲁军勇等实现了对轨道间电磁排斥力和枢轨接触力的瞬态加载,研究了临界速度效应对轨道变形

的影响[１４];SchupplerC等分别采用光纤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对螺栓预紧式轨道的振动响应进行测量,

并对两种传感器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１５];张永胜等在电磁轨道发射器轨道背面设置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

测量轨道的动态响应,据此分析电枢在发射过程中的动态稳定性[１６].但对于电磁轨道发射器具体的减振

优化结构的研究较少.
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双层复合绝缘体的结构设计方案,基于响应面法进行了刚度

匹配实验,建立了响应面模型,分析了变量灵敏度并根据条件约束进行了结构刚度匹配选择.

１　基础物理模型及力学特性

１１　基本弹性支撑结构模型

图１为电磁轨道发射器基本结构的截面示意图,其中由外围封装、绝缘体以及螺栓预紧件共同组成的

弹性支撑用于抵抗轨道变形,保持枢轨之间的有效滑动电接触.
在建立的发射器结构基本有限元模型中,发射器的口径为２０mm×３５mm, 轨道的几何参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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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电磁轨道发射器截面示意图

１０００mm×３０mm×１０mm, 螺栓预紧力为１２Nm,电枢和轨道的材料参数见表１.其中,弹性支撑

材料选择环氧树脂 (玻璃钢),其弹性模量为各向异性,分别为４５GPa、１０GPa、１０GPa.

表１　电枢和轨道材料参数

材料参数 电枢 轨道 封装板 绝缘体

材料 铝合金 铜合金 结构钢 环氧树脂

密度ρ/(kg/m３) ２８２０ ８９００ ７８５０ ２０００

弹性模量/GPa ７０ １２４ ２０６

１２　绝缘体结构的力学特性分析

图２、图３分别为电磁轨道发射器静荷载下绝缘体的受力情况.图４、图５分别为电磁轨道发射器在

临界速度时刻绝缘体的受力情况.

图２　静荷载下绝缘体外表面受力

由图２、图３分析可知,在电磁轨道发射器静荷载下,绝缘体主要受到外围封装上的螺栓预紧件施加

的压应力以及电枢过盈导致轨道变形的挤压应力.在绝缘体外表面,支撑结构尖角处存在规律性的应力

集中现象,其与外围封装的预紧件分布位置及大小有关;在绝缘体内表面,电枢加载对应位置有明显的

应力集中,其与电枢过盈量以及轨道材料刚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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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静荷载下绝缘体内表面受力

图４　临界速度时刻绝缘体外表面受力

图５　临界速度时刻绝缘体内表面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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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图５分析可知,在电磁轨道发射器发射过程中,绝缘体除了受到外围封装上的螺栓预紧件施

加的压应力以外,还受到电枢过盈、轨道所受电磁排斥力以及轨道振动等因素导致轨道变形的挤压应力.
可以看出,临界速度时刻,绝缘体主要是在轨道通流部分对应位置处受到轨道电磁排斥力的挤压作用,
并且在电枢所处对应位置达到应力集中最大值,为３０１８５MPa.

２　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设计

２１　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模型

为了较好地同时满足发射器的横向稳定性和垂向弹性,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采用内外两层不同力学

特性的材料,其提供的横向和垂向刚度能够较好地满足发射器结构在各个方向上的力学性能要求.
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的刚度受到内外两层材料的弹性模量影响,需要分析各层材料的弹性模量和刚

度之间的匹配关系,通过选择合理的材料弹性模量以达到较好的刚度匹配关系,从而起到减振的最终

目的.
图６为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示意图,即将原绝缘体结构划分为两层,为便于仿真分析,设定每层的尺

寸相同.

图６　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示意图

２２　基于响应面法的刚度匹配试验

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应具备合适的刚度以控制轨道在不同方向上的垂向位移与挠曲变形,但是若刚

度过大也会导致轨道振动过程中的应力集中及磨损的加剧,这无疑会影响轨道的使用寿命.绝缘体结构

材料的力学性质是影响轨道刚度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绝缘体结构材料的弹性模量与轨道整体刚度之间

的联系,建立拟合曲面来确定最佳的弹性模量组合以匹配预计的轨道刚度.
在发射器有限元模型中,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之间采用实体粘结处理,具备良好的整体性.在电磁

轨道发射器发射过程中临界速度时刻轨道产生共振,此时轨道上的变形与应力集中现象最为严重,对发

射器轨道的强度要求很高,这就要求绝缘体紧固提供一定的限制支撑作用,起到减振的目的.因此,对

于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的刚度匹配分析在临界速度时刻进行,满足该时刻的刚度强度要求的刚度匹配关

系能够起到较好的减振作用.
响应面法 (ResponseSurfaceMethodology)是一种统计学方法,通过设计综合实验来对一个复杂系

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行分析.其在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将预计目标的实验数据进行拟合,
得到变量与响应之间的函数关系,最终可通过变量与响应之间的拟合函数关系构造出响应曲面,得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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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目标响应值所对应的变量组合水平.
响应面法具有多种不同的实验方法,但针对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而言,变量取两种紧固材料的弹性

模量,变量较少.BBD (BoxBehnkenDesign)试验方案的试验次数较少且能够保证求解出的变量组合水

平在许可范围内,比较适合于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的刚度匹配优化,因此采用 BBD试验方案进行设计

优化.
通过试验将内外两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作为离散变量,即在试验过程中使内外两层材料的弹性

模量同时变化.内外两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取值见表２,共９种变量组合.

表２　内外两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取值

材料 取值/GPa

内层弹性模量En ６０ １２０ ２００

外层弹性模量Ew ６０ １２０ ２００

将各变量组合对应的材料参数输入有限元模型,可以计算出对应的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最大垂向位

移dc 和最大剪切应力τh .
表３为各变量组合对应的试验结果.

表３　各变量组合对应的试验结果

试验点 En/GPa Ew/GPa dc/mm τh/MPa

１ ６０ ６０ ００５１８３ ３３１６８

２ ６０ １２０ ００４８６６３ ３３４５６

３ ６０ ２００ ００４７８２ ３３３８５

４ １２０ ６０ ００４８３８６ ３３０６３

５ １２０ １２０ ００４５８５１ ３４４６

６ １２０ ２００ ００４４９７５ ３４１６９

７ ２００ ６０ ００４７７１９ ３２６１７

８ ２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４５１４７ ３４４４２

９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４４２７６ ３４１３９

２３　响应面模型建立与求解

为了建立电磁轨道发射器的振动特性与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材料的弹性模量之间的关系,根据表３中

的试验点所对应的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和最大剪切应力的响应值,并按照试验点的试验变量与

响应值之间的关系建立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刚度匹配的二次多项式响应面模型.
响应面模型可以表示为

Ym X( ) ＝a０＋∑
２

i＝１
aixi＋∑

２

i＝１
aiix２

i ＋ ∑
１≤i＜j≤２

aijxixj (１)

其中,Ym X( ) m＝１,２( ) 为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dc 和最大剪切应力τh ;X＝ A,B( ) T 为

设计变量的列向量;xi 和xj i,j＝１,２( ) 为设计变量的各分量;a０,ai,aii 和aij 为待定系数,aii 为xi

的二次效应,aij 为xi 和xj 之间的交互作用效应.
式 (１)可改写为

Ym X( ) ＝DmBm ＋εm (２)
其中,Dm 为有９组试验点组成的设计变量矩阵;Bm 为响应面模型中的未知系数矩阵,εm 为误差项

矩阵.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响应面模型进行求解,即

Bm ＝ DT
mDm( ) －１DT

mYm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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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３)可得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刚度匹配的响应面模型,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dc 和最大

剪切应力τh 的响应面模型具体表达式分别为

dc＝００６１７－１０７７２E－４En ＋２９９５４E－７E２
n －９４４３６E－５Ew ＋２５１２５E－７E２

w ＋２５６１４E－８EnEw

(４)

τh ＝３０１３６４＋００１６４En －８１４８８E－５E２
n ＋００４０５Ew －１５９０８E－４E２

w ＋６０４１３E－５EnEw

(５)
为了验证建立的响应面模型的可靠性,工程中采用负相关系数R２ 和修正负相关系数R２

a 来对响应面

模型进行检验,即

R２＝
Sn

Sz
(６)

R２
a ＝１－

Scfz

Szfc
(７)

Sn ＝∑
M

i＝１
y
~

i－y( ) ２ (８)

Sz ＝∑
M

i＝１
yi－y( ) ２ (９)

fz ＝M －１ (１０)

Sc ＝∑
M

i＝１
yi－y

~

i( ) ２ (１１)

fc ＝M －N (１２)

y＝
１
M∑

M

i＝１
yi (１３)

其中,Sn 为响应面模型的回归误差平方和;Sz 和fz 分别为响应面模型的误差总平方和与自由度;Sc

和fc 分别为响应面模型的残差平方和与自由度;yi和y
~

i分别为试验点i的真实响应值和回归响应值;M 为

响应面试验的样本数;N 为响应面模型中采用的基函数的个数;y 为响应值的均值.
若R２ 和R２

a 的值越接近１,则说明所建立的响应面模型的精度越高.两个响应值的误差分析结果见

表４.

表４　响应面模型的误差分析

响应 R２ R２a

dc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５３

τh ０８９８５ ０７８９９

由表４可知,响应值dc 的R２ 和R２
a 均接近１,且R２ 和R２

a 之间的误差较小,说明建立的响应面模型

拟合精度较高.响应值τh 的R２ 和R２
a 也已接近０９,其存在一定误差的原因是,轨道挠曲变形引起的剪切

应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规律较为复杂.

２４　变量灵敏度分析

为了研究内外层绝缘体结构的弹性模量对响应的影响,假设当设计变量由S１ 变化为S２ 时,轨道的振

动响应由M１ 变为M２, 则该设计变量的灵敏度定义为

γi＝
M２－M１( )/M２＋M１( )

S２－S１( )/S２＋S１( )
(１４)

其中,γii＝１,２( ) 分别为设计变量对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dc 和最大剪切应力τh 的灵敏度.
当对某一设计变量进行计算的时候,另一变量应取初始值,则令内外两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的

初始值均为６０GPa,计算结果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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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设计变量对响应值的灵敏度

设计变量 S１ S２ γ１ γ２

En ６０ ２００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１５６

Ew ６０ ２００ －００７４７ ０００６１

由表５可知,内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对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dc 和最大剪切应力τh 外的

影响较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更大.对于轨道变形,增大内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均能够减小

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对于轨道所受应力,内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对最大剪切应力的灵敏

度为负,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对最大剪切应力的灵敏度为正,即内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越大,
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最大剪切应力越小,而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越大,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最大

剪切应力反而越大.内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对两个响应值的影响规律,应结合响应曲面,具体

分析.

３　结构刚度匹配选择

两个响应值与设计变量的拟合曲面和等高线图如图７、图８所示.

图７　两个响应值与设计变量的拟合曲面

结合变量灵敏度分析和拟合曲面变化趋势可知,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dc 与内外层绝缘体材

料的弹性模量呈负相关,最大剪切应力τh 与内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之间的关系变化较为复杂,其

受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的影响较小.将等高线进行叠加之后,得到同时满足较小轨道垂向位移和

较小最大剪切应力的取值区域,如图８中的阴影部分所示.因此,在支撑结构的刚度匹配选择中,可取内

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为１８０GPa,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为７０GPa.此时,双层复合绝缘体结

构相比于原绝缘体结构具有更好的缓解轨道振动损伤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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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等高线叠加图

４　结　论

本文对电磁轨道发射器进行基于支撑结构刚度匹配的减振优化,通过建立轨道 弹性支撑结构模型,
分析了绝缘体结构的力学特性,探讨了轨道 弹性支撑结构的刚度匹配关系.针对双层复合绝缘体结构设

计,基于响应面法进行了刚度匹配实验,建立了响应面模型,分析了变量灵敏度并根据条件约束进行了

结构刚度匹配选择.研究表明:

１)内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对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dc 和最大剪切应力τh 外的影响较外

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更大.增大内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均能够减小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

位移;

２)临界速度时刻轨道的垂向位移dc 与内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呈负相关,最大剪切应力τh 与

内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之间的关系变化较为复杂,其受外层绝缘体材料的弹性模量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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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ofVibrationReductionof
ElectromagneticRailLauncherBased

onDoubleInsulationStructure
FENGGang,LITeng da,LIANZHong mou,SHIJian ming,RENShi da

AirForceEngineeringUniversity

　　Abstract　Inordertoeffectivelyalleviatethevibrationanddeformationoftherailduringthelaunch

processandprolongtheraillife,theelectromagneticraillauncher modelbasedonthedoublelayer
insulatorstructureisproposedonthebasisoftheordinaryelectromagneticraillaunchermodelfromthe
angleofelasticsupportThemechanicalcharacteristicsofinsulatorstructureareanalyzedbyestablishing
rail elasticsupportstructuremodelForthedesignofdouble layercompositeinsulatorstructure,the
stiffnessmatchingexperimentiscarriedoutbasedontheresponsesurfacemethod,theresponsesurface
modelisestablished,thesensitivityofvariablesisanalyzedandthestiffnessmatchingselectionofthe
structureiscarriedoutaccordingtotheconditionalconstraints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

proposeddouble layercompositeinsulatorstructuremodelcaneffectivelyimprovethecriticalvelocityof
therail,andincreasetheelasticmodulusoftheinnerandouterlayerinsulatormaterialscanreducethe
verticaldisplacementoftherailatthecriticalvelocitymoment,thusreducingthevibrationdeformationof
therail

Keywords　Electromagneticraillauncher;Vibration;Elasticsupport;Responsesurfac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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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扭簧驱动贮翼舱门机构展开运动分析及仿真

杨福仁　夏铭渊　张　刚　李洪波　宋雨雨

四川航天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为保证弹翼展开后,舱门自动关闭并锁紧,使弹身表面保持良好的气动外形和隐身效果,

需在两侧设计贮翼舱门机构.传统贮翼舱门采用扭簧及锁紧机构完成舱门自动闭合和锁紧功能.本文采

用压扭簧驱动的贮翼舱门结构,无需额外增加锁紧机构,仅需转轴和压扭簧即可实现舱门的折叠、展开

和锁紧功能,实现舱门的展开和锁紧机构一体化设计,占用空间小,结构简单,可靠性高.为了研究压

扭簧驱动贮翼舱门展开过程的运动特性,通过受力分析建立了该机构展开过程的数学模型;并 利 用

Simulink搭建了该模型的参数化设计模块.仿真结果得到了贮翼舱门展开过程的载荷、转角、展开时间

等参数.该模型可用于压扭簧驱动贮翼舱门的参数化设计,快速适应不同工况下贮翼舱门机构的设计,

具有一定的工程意义.

关键词　压扭簧;贮翼舱门;运动分析;Simulink仿真

０　引　言

带有长弹翼的战术导弹飞行器为减小发射包络尺寸,通常将弹翼设计为具有可折叠的功能的结构,

发射前,弹翼折叠于弹身内部,发射后展开.但弹翼在展开后会在整流罩与弹体之间留下缝隙.为保证

弹翼展开后,弹身表面仍保持良好的气动外形和隐身效果,需在两侧设计贮翼舱门机构.弹翼展开后舱

门自动关闭并锁紧,以保证气动外形完整.传统贮翼舱门采用扭簧及锁紧机构完成舱门自动闭合和锁紧

功能[１４].本文采用压扭簧驱动的贮翼舱门结构,无需额外增加锁紧机构,仅需转轴和压扭簧即可实现舱

门的折叠、展开和锁紧功能,实现舱门的展开和锁紧机构一体化设计,占用空间小,结构简单,可靠

性高.

采用压扭簧驱动的贮翼舱门结构折叠舱门时,将舱门沿转轴方向向前压缩压扭簧,将舱门从锁紧槽

中退出.然后折叠舱门,扭转压扭簧,此时压扭簧在轴向和舱门展开方向同时蓄能.当弹翼展开后,舱

门失去约束,在压扭簧的作用下,舱开始展开.展开过程中,在锁紧槽斜面和压扭簧轴向力的作用下,

舱门进入锁紧槽.通过设计锁紧槽斜面角度,可实现舱门自锁.
目前针对舱门展开机构的传统设计方法是结构力学、运动学等理论进行计算,通过试验手段进行测

试,然后进行性能改进,其过程烦琐、设计周期长.采用 MATLAB中的Simulink工具可以通过对展开

过程进行建模仿真分析,得到舱门所受载荷、转角、展开时间等参数的变化曲线[５１０].该模型可用于压扭

簧驱动的贮翼舱门参数化设计,快速适应不同工况下贮翼舱门机构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工程意义.

１　贮翼舱门运动分析

１１　舱门运动机构受力分析

如图１所示,压扭簧驱动贮翼舱门由整流罩、转轴、舱门和压扭簧组成.其中,舱门、转轴和舱体配

合处设计了锁紧槽及锁紧斜面,用于舱门的限位和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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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压扭簧驱动贮翼舱门结构示意图

舱门展开过程的受力分析如图２所示,OAB 为舱门结构简图,在径向上,压扭簧驱动舱门绕O 逆时

针旋转,舱门在运动过程中受重力G, 外部侧向力F 和弹簧扭矩M, 扭簧工作角为７２°.

图２　舱门径向受力分析图

轴向上,如图３所示,舱门在压扭簧作用下沿水平方向运动.运动过程中,舱门受弹簧弹力F１和摩

擦力f .已知舱门高度AB ＝５８mm,偏心距OA ＝８mm,舱门质量m ＝０５kg,舱门转动惯量为J ＝
５７kgmm２,弹簧扭转刚度系数为K ＝９Nm/ (°),力臂r＝１０mm,轴向刚度系数k＝１９７Nm/

mm,摩擦力系数fN ＝１４０,侧向力F ＝２０N.

图３　舱门轴向受力分析图

１２　舱门运动机构运动微分方程

当弹翼展开后,贮翼舱门失去约束,在压扭簧的作用下展开,单独考虑轴向和径向上的受力,可建

立如下方程

Jβ＝M －MG －MF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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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M －MG －MF

J
(２)

ω＝∫βdt＝∫M －MG －MF

J dt (３)

θ＝∫∫βdt＝∫∫M －MG －MF

J dt (４)

M ＝K(７２＋３０－θ) (５)

MG ＝ OA２＋
AB２

４ cosθmg (６)

轴向上

ma＝kx－f (７)

x＝∫adt (８)

f＝fNFN (９)

FN ＝Mr (１０)
式中,θ为舱门转度;MG 为舱门重力绕O 点的力矩;MF 为舱门外力绕O 点的力矩;β为舱门绕O 点的角加

速度;ω 为舱门绕O 点的角速度.

２　贮翼舱门建模与仿真

２１　舱门Simulink仿真模型建立

根据以上微分方程,基于 MATLAB软件中Simulink模块搭建了压扭簧驱动贮翼舱门展开运动模型,
如图４所示.

图４　压扭簧驱动舱门Simulink模型

为了便于参数化设计,对所搭建模型重新进行封装,如图５所示.
图示左侧为压扭簧驱动贮翼舱门的输入参数,如舱门高度、偏心距、舱门质量、转动惯量、侧向力、

预压角等参数,通过计算模块搭建模型并计算出相应的轴向位移、轴向力、周向转角、轴向扭矩及舱门

关闭时间等数据.

４７６１



图５　封装后模块化模型

图６　舱门转角变化

由仿真曲线如图６~图９所示,当舱门偏心距为８mm,弹簧预压角为１０２°时,舱门所受扭矩及转角

变化如图所示,舱门关闭需要５４５５ms,关闭时弹簧释放角度为７２°,剩余扭矩为０２７Nm,轴向上也

仍然有３９４N的剩余预紧力,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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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舱门扭矩变化

图８　舱门轴向位移变化

图９　舱门轴向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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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无需额外增加锁紧机构,仅需转轴和压扭簧即可实现舱门的折叠、展开和锁紧功能

的舱门机构,占用空间小,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同时基于Simulink模块建立了仿真模型,可调节参数

以分析各因素对舱门关闭时间、扭矩及转角等参数的影响,了解该机构在展开过程的运动特性,可提高

设计计算效率和并优化设计参数,快速且高效,具有一定的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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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analysisandsimulationofthecabindoor
mechanismdrivenbyacompressiontorsionspring

YANGFu ren,XIA Ming yuan,ZHANGGang,LIHong bo,SONGYu yu
SichuanAcademyofAerospaceTechnology

　　Abstract　Inordertoensuretheautomaticclosingandlockingofthecabindoorafterthedeployment
ofthewing,thecabindoormechanismshouldbedesignedonbothsidestokeeptheaerodynamicshape
andstealtheffectoftheshellsurfaceThetraditionaldesignadoptstorsionspringandlockingmechanism
torealizethefunctionofautomaticclosingandlockingInthispaper,thecabindoorstructuredrivenby
thecompressiontorsionspringisadoptedWithoutadditionallockingmechanism,onlytherotatingshaft
andthecompressiontorsionspringareneededtorealizethefolding,unfoldingandlockingfunctionsofthe
cabindoorTheintegrateddesignofthedoordeploymentandlockingmechanismisrealized,whichhas
smallspace,simplestructureandhighreliabilityInordertostudythemovementcharacteristicsofthe
unfoldingprocessofthewingdoordrivenbythecompressiontorsionspring,themathematicalmodelof
themechanismisestablishedbyforceanalysis,andtheparametricdesignmoduleofthemodelisbuiltby
Simulink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load,angleandtimeofthewingdoordeploymentare
obtainedThemodelcanbeusedtodesignthewingdoorbythespringofcompressionandtorsion,andit
canbeusedtodesignthemechanismofthewingstoragecabindoorunderdifferentworkingconditions

quickly
Keywords　Compressiontorsionspring;Cabindoor;Motionanalysis;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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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航天器锂离子电池组地面充电系统设计

任　亮１,２　何永丛２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２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针对高密度发射以及缩短测试时间、优化测试流程的需求,设计了一种基于虚拟仪器技术

的电池组地面充电系统,有效满足临射前航天器电池组充电以及日常充电维护需求,缓解测试资源与时

间的冲突.该系统硬件采用PXI的数字化构架,满足了高集成度、模块化的功能需求,节约了充电时间,
软件采用LabView编写实现对多台恒流源的控制、采集和数据存储,可以实时监测多个电池组单体的电

压、电流,依靠对配置文件的修改,使得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实现不同型号间的复用.经实践证

明该系统不仅提高了充电系统的可靠性,而且配置灵活,在某航天器电池组充电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并且可以满足电池组充电功能测试及日常维护的需求.该系统可为复杂的航天器电池组充电系统设

计提供了一种通用架构.
关键词　航天器;充电系统;锂离子电池;PXI构架

０　引　言

锂离子电池以能量密度大、循环周期长、可串并联组合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
军事通信等领域,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已成为我国第３代航天器的储能电池[１２].锂离子电池组是

载人航天器能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电能起贮存和调节作用,产品的质量关系到航天器的在轨寿

命[３４].在航天器的研制过程中必须对电池组进行充电功能的试验验证,保证测试的覆盖性;同时,为验

证充电控制设计能否满足航天器的工作要求,应对电池组电压、电流等控制参数进行测试[３４].文献 [５]
设计了基于LabView的锂电池组充电管理系统,解决了锂电池组串联充电单体电池差异的问题.文献

[６]研究了高轨卫星锂电池组的充电方式,选择合适的充电方式有助于电池延长寿命.我国载人航天器

对地面充电系统的需求是一致的,仅有个别型号有少量的特殊需求.某航天器的地面充电系统具有典型

性.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配置灵活、可靠性高的地面充电系统以满足电池组的充电功能测试和日常充

电维护.

１　设计需求

由于严禁锂电池过充电,目前充电主要采用恒流恒压充电方式,初期使用恒流充电,后期采用恒压

充电,确保电池充电的同时避免过度充电[７,８].地面充电系统主要完成在不同的充电曲线下对电池组的充

电,以及充电电流的监测和数据存储,并提供航天器充、断电控制指令,实现与主测试处理器的接口通

信.确保充电控制的可靠和状态监视的正确是地面充电系统的基本要求.某航天器电池组的充电通路多,
且相互独立.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硬件上优先采用通用设备、标准设备,提高设备的标准化、通

用化.软件上通过配置文件任意裁减功能,有效降低系统复杂度,节省软件开发和维护的时间成本.结

合任务需求,本系统采用了PXI构架的测试系统,通过LabView内部的 VISA 模块与各设备通信,利用

SCPI语言实现对恒流源的控制,可以满足灵活多变的测试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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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硬件设计

硬件系统是整个系统设计的重点.设计时,以通用的硬件平台来构建,突出模块化设计,增强模块

内的内聚性、模块间的松散性.根据系统需求,采用了基于PXI构架的充电系统,硬件框架图如图１所

示.该系统包括由PXI控制器、交换机、接口机箱、恒流源组成.

图１　基于PXI构架的系统框图

PXI控制器包括控制计算机、通用开关板、网卡模块.控制计算机完成采集数据的存储和显示;通用

开关板控制接口机箱中充电通路的控制;网卡模块负责与交换机建立连接.
交换机将多台相互独立的恒流源连接起来,构建成一个基于局域网 (LAN)的综合电子系统,并通

过局域网负责恒流源的指令控制,数据采集.
恒流源采用精度高的通用电源模块,并带有LAN口,可根据任务需求进行裁减.
接口机箱实现各路恒流源的机械式继电器加断电控制.接口机箱内部使用板卡模块,如图２所示,每

个板卡模块有三个接口,分别是输入接口、输出接口以及控制接口,负责四路相互独立的恒流源加断电

控制.板卡模块是设计的关键点,充电系统不能因任何因素对航天器造成危害.为此,在硬件上采取了

保险措施.第一,每路都采用了隔离二极管,实现地面与航天器的隔离.第二,板卡模块中的继电器选

型为磁保持继电器,防止因控制电路异常导致通路断开.通过对板卡模块的电路重构,满足航天器充电

电源通路多、相互隔离的要求,实现接口机箱的模块化.

３　软件设计

充电系统采用LabView软件进行开发,主要实现数据的采集、存储,提供图形化人机界面功能,完

成充电曲线设置及充电指令控制.整个软件功能可分为:系统配置、指令控制、数据采集、数据显示和

数据存储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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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接口机箱板卡模块示意图

充电系统是基于局域网 (LAN)的综合电子系统,为实现上位机对组网设备的控制,软件通过

LabView的 VISA模块与恒流源通信,利用SCPI语言实现对恒流源的控制.VISA (VirtualInstrument
SoftwareArchitecture)是一种仪器编程标准,开发者不需要学习各种通信协议就可以直接利用 VISA 控

制各种不同接口的仪器,这对于复杂的系统来说非常简便[９,１０].
系统的功能主要完成电池组的充电测试及日常维护.图３是系统软件流程.进入系统后,按照测试需

求选择相应的充电曲线,闭合接口机箱中的继电器后,恒流源输出.软件对系统的充电曲线参数进行记

录并在界面显示,同时可实现对单台、单组以及全部恒流源进行控制.如何能够跨型号复用软件模块,
避免不同型号之间的反复开发和版本增殖的问题,是软件设计时要考虑的问题.因此,系统软件采用了

配置化的设计思想,利用对配置文件的修改,使得地面充电系统根据需求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并保证

系统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软件设计的灵活性和效能,缩短了开发周期.
在表１中,每一行代表一条指令,包括指令代号、指令内容以及对应PXI指令板卡的通道.在表２

中,代表对应的一路充电恒流源是否使用,通过 LabView 的 VISA 对选择的恒流源进行通信与控制,通

过局域网实时传输输出电压、电流.其中第三列数字１或０分别表示使用还是留做备份,便于根据测试需

求灵活的配置资源.EXCEL表格使配置信息更加严格,使软件具有通用性、扩展性.

表１　指令控制配置表示例

板卡通道 指令代号 是否使用 指令内容 指令类型 指令宽度

１ XX００１ １ XX参数设置 １ １００

２ XX００２ １ XX输出允许 １ １００

３ XX００３ １ XX输出禁止 １ １００

４ XX００４ ０ 备份 １ ０

表２　恒流源资源分配表示例

电源名称 VISA资源名称 是否使用 通道号 电池组

XX组恒流源１ TCPIP０::１９２８１XX::INSTR １ １ A

XX组恒流源２ TCPIP０::１９２８１XX::INSTR １ ２ B

XX组恒流源３ TCPIP０::１９２８１XX::INSTR １ ３ C

XX组恒流源４ TCPIP０::１９２８１XX::INSTR ０ ４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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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系统软件流程

４　应用效果

工程应用中,往往希望锂电池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充入的能量越多越好[１１].根据上述设计思想实现了

航天器电池组地面充电系统,完成对对电池组的充电功能验证以及日常的充电维护,并能对测试数据实

时显示和存储.图４是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主要分为曲线、信息及参数、控制及状态三部分区域,软件

用户界面良好,有方便易学的人机对话窗口.
对电池组进行充电,如图５所示,软件控制多个地面恒流源对航天器电池组充电并实现对各个电池组

的电压监测,充电过程中通过单路充电曲线控制,实现对单体电池间的电压均衡,解决充电过程中的不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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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系统人机交互界面

图５　电池组充电电流

５　应用效果

本文介绍了航天器电池组地面充电系统的结构,简述了系统的设计思想.该系统能够完成对航天器

充电功能的测试以及电池组的日常维护,解决了多电池单体间通信协调的问题,并在多个重要型号中应

用.经实践证明,该系统设计合理、运行稳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方法对航天器电池组地面充电系

统的设计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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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GroundChargingSystemfor
Manned SpacecraftLi ion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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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responsetotheneedsofhigh densitylaunch,shorteningthetesttime,andoptimizing
thetestprocess,agroundchargingsystemforbatterypacksbasedonvirtualinstrumenttechnologyis
designedtoeffectively meettherequirementsofspacecraftbatterypackcharginganddailycharging
maintenancebeforelaunch,andalleviatetestresourcesConflictoftimeThehardwareofthesystem
adoptsthedigitalarchitectureofPXI,whichmeetsthefunctionalrequirementsofhighintegrationand
modularization,andsaveschargingtimeThesoftwareiswrittenin LabViewtorealizethecontrol,

acquisitionanddatastorageofmultipleconstantcurrentsources,anditcanmonitormultiplesourcesin
realtimeThevoltageandcurrentofthebatteryunitdependsonthemodificationoftheconfigurationfile,

sothatthesystemcanbeadjustedaccordingtotheneeds,andtheextensionofdifferentmodelscanbe
realizedPracticehasprovedthatthesystemnotonlyimprovesthereliabilityofthechargingsystem,but
alsohasaflexibleconfigurationIthasachievedgoodresultsinaspacecraftbatterypackcharging
application,andcanmeettheneedsofbatterypackchargingfunctiontestinganddailymaintenanceThis
systemcanprovideageneralframeworkforthedesignofcomplexspacecraftbatterypackcharging
system

Keywords　Spacecraft;Chargingsystem;Li ionBatteries;PXI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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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发射平台低压驱动电路统型设计

刘　洋　周永明　赵龙飞　刘　澎

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摘　要　在全国产化、低成本的应用背景下,信息化发射平台中低压负载驱动电路的统型设计尤为

关键.本文以PMOS为核心器件,搭配不同的分立器件组合成三种不同的高边开关基本拓扑机构,经仿

真分析和试验验证,功能和性能指标基本吻合,满足低压负载的驱动需求.这三种驱动电路可作为 “最

小硬件单元”,搭配其他功能电路如过载保护、电流反馈等,可增强驱动电路的鲁棒性.
关键词　PMOS;低压驱动;电路仿真

０　引　言

信息化发射平台是航天地面发射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信息化、电气化、高度集成等优点,是

世界上各个国家军事装备领域竞争激烈的焦点.
近年来,信息化发射平台中低压电气功率执行元件大量使用.针对低压负载驱动电路的性能及统型

化设计是电控系统需要重要考虑的问题.

１　概　述

信息化发射平台的低压功率执行元件主要有以下几类:液压控制系统中的电磁阀、比例阀、伺服阀

等;底盘系统中的各种指示灯、电动推杆等;电源系统中的各种继电器、接触器等;环控系统中的轴流

风机、PTC加温单元等.
上述各种类型的低压负载使用方式和负载特性均不相同,但抽象出负载类型一般分为纯阻性负载

(如指示灯、PTC等)和感性负载 (电磁阀、电机、继电器等).
基于线缆及负载的安全性考虑,一般习惯使用高边驱动 (无输出时线缆不带电).在世界汽车电子领

域,智能高边驱动开关芯片应用及其广泛,如国外英飞凌、罗姆等公司的相关产品.该类芯片集成度高、
功能强大,但同样存在一些弊端:如持续电流较小、不适合高频PWM 驱动等.同时从电路通用性、国产

自主可控性角度考虑,基于低压 MOS功率管等分立元件设计的驱动电路是我们需要着重设计的内容.
目前,高边驱动电路存在多种方案:一种是上桥臂使用 NMOS管,其导通电阻小、开关速度快、性

价比高,广泛应用于工业场合.NMOS管作为高边驱动时一般采用自举电容或隔离电源的方式,但需要

高边驱动电路持续导通时,上述方案的可行性较差.另外一种方案是上桥臂使用PMOS管,可以实现持

续导通,并且外围电路简单可靠.
本文着重分析了三种低压PMOS功率驱动典型电路,不同应用场合可以使用不同形式的电路拓扑结

构,针对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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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PMOS功率驱动电路分类

２１　PMOS特性分析

MOS管是一种电压型驱动器件,由于没有少数载流子的存贮效应,输入阻抗特别高,使得 MOS管

可以获得很高的开关速度.但 MOS管内部存在着寄生电容,会影响其开关速度.
以增强型PMOS管为例,其等效模型如图１所示.其中栅源极电容Cgs和栅漏极电容Cgd与PMOS管

的内部结构有关,漏源极电容Cds与PMOS管的PN结有关.从外向内看,PMOS管的栅极相当于容性网

络,驱动的过程相当于电容充放电的过程,会造成栅极驱动信号和PMOS管完全导通之间的延时,影响

电路的实际开关速度[１].

图１　PMOS管内部模型图

为了提高PMOS管的开关速度,需要较大的电流为极间电容进行充放电,在栅极电压建立完成之后,

栅极流过的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不计.PMOS管的驱动电路不仅需要提供足够的栅极电压,同时需要瞬

间提供足够大峰值驱动电流的能力.同理,当PMOS管关断时,其栅极电容需要放电,驱动电路还需要

提供快速合理的放电回路.

２２　普通光耦隔离驱动电路

当PMOS作为大功率负载开关时,一般要求负载电路和控制信号进行隔离,比较传统简单的方式是

在控制信号处加一级光耦进行隔离处理.如图２所示.

图２　光耦隔离PMOS驱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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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使用 Multisim１４软件进行仿真.光耦使用 ACPL ２１７ ５６DE 为模型,其电流传输比最大

２６０％,上升时间约５μs,下降时间约６μs.光耦的原边电流约If＝５/３９０＝１２８mA.光耦的副边负责

PMOS管栅极驱动信号的通断.由于PMOS管的导通电压Vgs绝对值最大不能超过２０V,而功率电源电

压为２４V (１８~３６V 浮动),因此光耦副边采用２个阻值５１０Ω 的电阻进行分压处理.光耦导通后

PMOS管栅极导通电压约１２V (９~１８V浮动),满足PMOS管Vgs (th)门限电压要求,能保证可靠导

通,并且不会超过最大值.
其中R４为栅极串联电阻,在 PMOS管导通瞬间为驱动电流的震荡产生阻尼作用,减小di/dt 对

PMOS管栅极的冲击,保护PMOS管.R４的取值一般为几十欧姆以内[２].
输出负载为RL负载,电阻１０Ω,电感８mH,取值为某类型电磁阀的等效负载模型.

D２为续流二极管,并联在负载端.在PMOS管处于开通状态时,为感性负载提供电流续流通路.一

般选用快恢复二极管,在选型时需要考虑反向恢复时间、反向耐压、正向电流等指标.
图３为控制信号PWM 频率为４kHz时,输入输出的波形对比图.由图可测,上升时间约８μs,下降

时间１３μs.

图３　光耦隔离电路输入输出波形

由于光耦自身存在控制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对于负载电路端的上升、下降时间会有所增加.由

于光耦副边分压电阻的存在,限制了开通瞬间栅极驱动电流的峰值;同时控制信号关断时,PMOS管栅

极电荷只能通过电阻R１被动消耗,延缓了其关断时间[３].

２３　三极管推挽驱动电路

三极管推挽电路由一个 NPN型三极管和一个PNP型三极管组成图腾柱形式输出,为PMOS的开通

和关断提供通路,提供足够的灌电流和拉电流[４].

三极管推挽输出驱动PMOS管电路如图４所示.仿真图中电压电流值为电路的静态工作输出,Q１和

Q３选用 NPN管,Q２选用PNP管.

R４电阻提供 Q１需要的基极电流,当输入信号为５V时,Vbe＝７０８mV,Vce＝６０３mV.Q１工作在

饱和区,为开关功能,功耗为２５７mW.

控制信号为高电平时,Q１导通,R７下方为低电平输出;控制信号为低电平时,Q１截止,R７下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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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三极管推挽驱动电路图

压上拉到功率电源 VCC.

当 Q１导通时,Q３的基极电压为６０３mV,Q３为截止状态.Q２管的Ve＝８３２mV,Vb＝１８７mV,

Q２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此时功率电源 VCC经过 R２、R１、Q２形成回路,产生栅极电压Vgs为－１０３V,

PMOS管 Q４为饱和导通状态.此时流经 Q２的电流为１３１mA,Q２功耗为１１mW.

当 Q１截止时,经仿真可得 Q１－Q３均处于截止状态,R１,R２处均没有回路,PMOS管的Vgs为０,

PMOS管为截止状态.

在激励源 V１为PWM 输入信号时仿真可得,PWM 高电平时 Q２导通,PMOS管导通;当PWM 高

低电平转换时,Q３管会短暂导通,时间约７８μs.当PMOS内部栅极电荷释放完成后,Q３管发射极电

平为高,Q３管关断,PMOS管关断,Q３的开通给PMOS内部电荷提供释放通路,加速了PMOS的关断

时间[５].

图５为输入信号为４kHz频率的PWM 信号时的输入输出对比波形.由图可测,推挽驱动电路输出端

的上升时间约１１７μs,下降时间约４５６μs.

图５　推挽电路输入输出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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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路分析及仿真波形可知下管的Veb与上管的Vbe不会同时为高电平,存在大约３３８ns的转换时间,
同时三极管推挽电路拓扑结构为共射极电路,上下管基极为同一个电平.在原理上,上下管不会直通,
功率电源短路这种风险不存在.

２４　 “浮栅”集成驱动电路

集成栅极驱动器大量应用于 MOS管驱动电路中,如IR２１１７.其一般用来直接驱动低端的NMOS管,
或者增加自举电容后用来驱动高端的 NMOS管[６].

IR２１１７内部为悬浮通道设计,输入口经过CMOS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后,通过推挽方式输出,具有欠

压闭锁功能,输入输出同相位.IR２１１７的开通/关断时间约３３０/２３５ns.
现设计 “浮栅”集成驱动电路如图６所示.IR２１１７输出侧为 “浮栅”(VS端与COM 端隔离),输出

HO点高电平上拉至 VB,低电平下拉至 VS.１N４７４３A 为１３V 稳压管,串联５１k电阻连接功率电源

VCC与GND.IR２１１７的VB点连接VCC,VS点连接稳压管阳极,这样 HO输出高电平为VCC,PMOS
管关断;输出低电平为１３V左右,PMOS管的Vgs＝－１１V左右,PMOS管开通.

图６　IR２１１７浮栅驱动PMOS电路图

IR２１１７逻辑电源电压推荐使用１５V输入,IN脚推荐与逻辑电源同电压.IN 脚默认为低电平时,输

出 HO脚下拉至 VS,PMOS为导通状态.
这样的初始态不符合系统整体逻辑,因此前端增加 NPN 三极管,一方面进行控制信号的反向处理,

同时实现了５/３３V与１５V控制信号的转换.
图７为频率１０kHz占空比５０％的PWM 输入信号下,输入输出的对比波形.由图可见输出波形无失

真,跟随性能好.图７放大后测得的输出波形的动态响应特性,可得上升时间为５９μs,下降时间为

１２μs.

２５　仿真结果分析

由表１可得,三种PMOS驱动电路各有优缺点.针对需要隔离的负载驱动,优先选用光耦驱动,若

输入信号PWM 频率较低或者只是开通关断控制,可以使用低速光耦;若输入信号PWM 频率较高,可以

选用动态响应高 (上升、下降时间短)的高速光耦器件[７].若不需要负载驱动隔离,可以选用三极管推挽

驱动或浮栅集成驱动器电路.注意三极管推挽电路中,NPN和PNP对管最好选用同一厂家一个系列的高

频开关管,器件一致性高,稳定性高;浮栅驱动电路中要注意稳压管的选型很关键,其功耗、稳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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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浮栅电路输入输出波形图

都是需要着重考量的器件指标.

表１　三种PMOS驱动电路仿真指标对比

电路类型 上升时间/μs 下降时间/μs
PWM 控制频

率 max/kHz
PWM 控制

占空比范围
关键器件种类 成本预估

光耦驱动 ８ １３ ７６ １６２％~８３８％ １ 中

推挽驱动 １１７ ４５６ ２１９ １２６％~８７４％ ２ 低

浮栅驱动 ５９ １２ １６９ １２％~８８％ ３ 高

３　实验测试

由于 Multisim１４为国外仿真软件,仿真库里的模型绝大部分为国外成熟器件参数值,若满足元器件

全国产化的要求,只能全部选择国产元器件.
上述三种驱动电路均能满足基本的PMOS开通/关断的功能.在PWM 控制信号输入时,为了满足输

出波形的动态指标,需要考察电路的上升/下降时间.通过仿真实验验证,驱动电路的动态指标基本不随

负载特性及PWM 控制频率改变,因此按照上述仿真指标进行分析即可[８].

在工程实践中,一般取驱动电路的上升/下降时间最大值的１０倍为控制PWM 信号的最小周期时间.
以普通光耦驱动电路为例,仿真计算得到上升时间为８μs,下降时间为１３μs.

推算可得,该电路输入的PWM 控制信号周期最小值为:Tpwm (min)＝１０∗１３μs＝１３０μs,PWM
控制信号的频率最大值为Fpwm (max)＝１/１３０μs＝７６kHz.为了保证分辨率,控制信号的PWM 占空

比最大和最小值都取决于上升/下降时间之和.以普通光耦驱动电路为例,占空比最小为 (８＋１３)/１３０
＝１６２％,占空比最大为１－１６２％＝８３８％.

国产元器件的参数与国外产品并非完全一致,因此仿真结果仅具有参考意义,还需要实验测试验证.
在国产元器件优选目录中,我们进行了如下器件的选择:
光耦选择瑞普北光公司生产的 GH２８１,电流传输比 CTR 值为 ３００％;PMOS 管选择朝阳厂的

CYC３０P１０,其Vds＝－１００V,Id＝－３０A,Vgs (th)＝－３V,输入电容Ciss＝２７００pF;稳压管选择朝

阳厂的１N４７４３A,工作电压Vz＝１３V,稳压精度为±５％,耗散功率为１W;续流二极管和防反灌二极管

选择朝阳厂的超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HER１００８,其内部为双二极管共阴极结构,反向工作峰值电压Vrwm＝
１０００V,最大正向平均电流为１０A,反向恢复时间为７５ns;NPN和PNP三极管选择朝阳厂的３DG４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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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３CG４４０３,工作电流均为Ic＝６００mA,特征频率f＝１００MHz;TVS管选择朝阳厂的SMBJ３６CA,最

高反向工作电压Vrwm＝３６V,反向脉冲峰值功率为６００W;仿真电路中的IR２１１７并没有完全替代的国产

芯片,只能选择功能替代的中电５８所生产的高速栅极驱动器JS６１４,其开启和关断的传输延时均在９０ns
以内,可以实现对后端的PMOS管的快速导通与关断控制.

将上述器件分别焊接至试验 PCB板进行摸底性能测试,使用的负载为纯电阻负载及某类型电磁阀

(感性负载).图８为实验室测试图.

图８　实验室测试图

试验结果如下:普通光耦驱动电路输入输出实测波形如图９所示,由于实际实验电路控制端为光耦输

入的负端,与仿真电路的输入极性相反,因此输出波形极性相反,但电路性能无变化.

CH４通道为输入激励源 (５００Hz),CH３为输出驱动信号波形:频率为５００Hz,上升时间为７８μs,
下降时间为９４μs.

图９　光耦隔离电路实测波形图

三极管推挽驱动电路输入输出实测波形如图１０所示,CH４为输入激励源 (１５kHz),CH３为输出

信号波形:频率为１５kHz,上升时间为１６μs,下降时间为８２μs.
“浮栅”驱动电路输入输出波形如图１１所示,CH４通道为输入激励源 (４０９Hz),CH３为输出驱动

信号波形:频率为４０９Hz,上升时间为７２μs,下降时间为３２μs.
由实验结果分析可知,国产元器件搭建的试验板和仿真电路的性能基本一致.
三极管推挽驱动电路部分的下降时间处仿真和实验电路差距较大,分析原因是由于推挽电路经过了

两级三极管驱动,国产元器件性能指标和仿真电路的模型差距较大[９].同时推挽电路部分元器件较多,在

PCB板布局布线时若对信号完整性考虑欠缺,很容易造成传输信号的动态响应特性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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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推挽电路实测波形图

图１１　 “浮栅”电路实测波形图

表２　三种PMOS驱动电路仿真与实验动态指标对比

电路类型 仿真上升时间/μs 实验上升时间/μs 仿真下降时间/μs 实验下降时间/μs

光耦驱动 ８ ７８ １３ ９４

推挽驱动 １１７ １６ ４５６ ８２

浮栅驱动 ５９ ７２ １２ ３２

４　应用分析

通过仿真及及实验验证,这三种基于PMOS的驱动电路在功能及性能上均满足低压负载的需求,是

可以作为 “最小硬件单元”应用在信息化发射平台车控硬件系统电路中.
但是这三种类型的电路有所区别,因此在使用上也应该按照负载特性分类使用.
例如,普通光耦驱动电路适合系统隔离设计,同时对驱动输出进行调制的精度需求不高的场合,例

如开关电磁阀、接触器或继电器原边线圈、车用LED灯、PTC加温单元的驱动电路中.
三极管推挽驱动电路的分立器件最多,成本较低,同时也适合PWM 输出场合,可以应用在信息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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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平台环控系统的轴流风机调速中.
“浮栅”驱动电路由于使用了集成栅极驱动芯片,可靠性较高,实测数据显示其上升/下降时间较短,

动态性能较好,可以应用在需要高精度PWM 调制的场合,例如伺服阀、比例阀的驱动回路中.
若稍微改造栅极驱动电路,使用四个 MOS功率管组合成 “H 桥”电路,可以对直流有刷电机进行高

精度调速控制;使用六个 MOS功率管组合成三相全桥电路,可以对直流无刷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等三相

负载进行高精度控制[１０].
本文列举的这三种电路只是低压驱动回路的基本拓扑结构,在实际产品中应用必须要增加相应的外

围功能电路,比如过载保护、电流检测、输入输出抗干扰等功能,同时在PCB板布局、布线过程中要考

虑大电流回路造成的压降及温升、MOS管栅极驱动信号的信号完整性等问题.

５　结　论

本文分析了三种典型的低压PMOS功率驱动电路,进行了详细的原理分析、仿真验证及实验测试,
并对驱动电路不同的应用场合及关键点进行了阐述.

可以在信息化发射平台及其他地面特种装备中使用本文介绍的驱动电路为基本拓扑结构进行拓展,
针对不同类型的负载需求开发对应的低压功率驱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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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LowVoltageDriveCircuitfor
InformatizedLaunchPlatform

LIUYang,ZHOUYong ming,ZHAOLong fei,LIUPeng
BeijingInstituteofSpaceLaunchTechnology

　　Abstract　Underthebackgroundoflocalizationandlowcostapplication,thedesignofthedriving
circuitforthemediumandlowvoltageloadofinformatizedlaunchplatformisparticularlyimportantIn
thispaper,PMOSasthecoredevice,withdifferentdiscretedevicescombinedintothreedifferenthigh
edgeswitch basictopology mechanism,simulationanalysisandtestverification,thefun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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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indicatorsarebasicallyconsistent,to meetthedrivingrequirementsoflow voltage
loadThesethreedrivecircuitscanbeusedasthe “minimum hardwareunit”,together withother
functionalcircuitssuchasoverloadprotection,currentfeedback,etc,toenhancetherobustnessofthe
drivecircuit

Keywords　PMOS;Lowvoltagedrive;Circuit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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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重力来反重力的飞行器发射系统
(重力势能飞行器发射系统)

张志刚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市电力公司

摘　要　为了解决火箭发射费用高、有效载荷小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重力来发射飞行器的

方法;将滑轮组定滑轮侧固定在有巨大坠落高差的地方,在滑轮组动滑轮侧悬挂一个重物,通过重物的

自由落体运动,使滑轮组动滑轮侧获得一个较快的移动速度,利用滑轮组的增速效应,使滑轮组柔索自

由端获得一个特别快的移动速度;滑轮组柔索自由端连接一个具有一定气动外形,表面经过防热处理的

飞行器,飞行器通过柔索的牵引获得前进动力,通过气动外形获得升力或通过自身动力获得升力,像放

风筝一样在天空飞行;在飞行器达到设计速度后,脱钩装置与飞行器脱钩,飞行器利用惯性或自身动力

到达预定轨道;利用几万吨的重物,几千米的坠落高差,几十到上百个滑轮组成的滑轮组,本方法可使

几千吨重的飞行器达到或超过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
关键词　坠落高差;滑轮组;柔索;飞行器;发射;防热;脱钩;软着陆

０　引　言

人类的未来在太空,目前各国对太空的探索热情高涨,在太空探索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

受制于运载火箭技术的发射成本及火箭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太空探索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我国长征３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一次费用大概在４亿~５亿人民币;欧洲由于小批量生产火箭,发射一

次费用大概在３亿~４亿美元;美国的宇宙神、德尔塔火箭成本１４亿~２亿美元,发射一次总费用大概

４３亿美元.

当前世界上主流的大型运载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２０t左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在８~１２t级;
我国的长征五号火箭运载能力为近地轨道２５t及以下,同步轨道１４吨及以下.

目前世界运载火箭推力排名第一的美国土星５号运载火箭,高度１１０６m,直径１０１m,质量３０３９t,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１１９t,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已经退役;我国正在研制的长征９号运载火箭,预计

２０２８年左右研制成功,其推力约为３０００t,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１４０t,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约５０t,
与美国土星５号运载火箭运力相近.

正是因为火箭研制技术难度大、发射成本高、有效载荷小,才导致只有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大国

或大公司才有航天发射的能力,这影响了人类向着星辰大海前进的速度.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论文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飞行器发射系统、发射方法及飞行器,以便

降低发射成本、增大有效载荷、加快飞行速度,另辟蹊径的解决目前飞行器发射领域遇到的技术瓶颈

问题.

１　发射原理

滑轮组:滑轮组是由多个动滑轮、定滑轮组装而成的一种机械,既可以省力也可以改变用力方向;

滑轮组省力公式:F＝(G物 ＋G动 )/n 　拉力＝ (物体重力＋动滑轮重力)/动滑轮上柔索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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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０个滑轮组成的５ ５滑轮组示意图

滑轮组柔索自由端移动距离公式:S＝nh ;柔索自由端移动距离＝动滑轮上柔索段数×物体移动

距离;
滑轮组柔索自由端移动速度公式:V＝nV物 ;柔索自由端移动速度＝动滑轮上柔索段数×物体移动

速度.
滑轮:滑轮是一个周边有槽,能够绕轴转动的小轮,由可绕中心轴转动有沟槽的圆盘和跨过圆盘的

柔索 (绳、胶带、钢索、链条等)所组成的可以绕着中心轴旋转的简单机械;
重力加速度:通常指地面附近的物体受地球引力作用在真空中下落的加速度,记为g, 为便于计算,

其近似值通常取９８m/s２;
重力加速度公式:g＝GM/r２,g 为重力加速度,GM 为与地球质量有关的常数,R 为地球中心至计算

点的距离或半径;在月球、其他行星或星体表面附近物体的下落加速度,则分别称为月球重力加速度、
某行星或星体重力加速度.

自由落体运动下落时间与距离关系公式:gt２＝２h ;重力加速度×下落时间的二次方＝２×下落距离.
三大宇宙速度:人们通常把航天器达到环绕地球、脱离地球和飞出太阳系所需要的最小发射速度,

分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第一宇宙速度７９km/s,第二宇宙速度１１２km/s,第三宇宙速

度１６７km/s;
铁的密度:７８６g/cm３,１００００t铁的体积,约为边长１１m 的立方体.

图２　大气层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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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飞行原理:飞机的飞行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前进,二是上升;前进靠的是发动机的动力带动

螺旋桨旋转产生的向前牵引力或是喷气产生的向前推力;上升是根据伯努利原理,即流体的流速越大,
其压强越小;流速越小,其压强越大;另外,升力和迎角等也有很大关系.飞机一般在对流层、平流层

飞行.
飞机升力公式:L＝(ρV２SCI)/２;升力＝ (气流密度×速度的平方×机翼面积×升力系数)/２

图３　风筝飞行图片

风筝飞行原理:风筝起飞主要利用的是升力,风筝的上下面存在一定的压力差,放风筝的时候一般

都是在有风的情况下才可以飞起来;在放风筝的时候,也可以一只手拉着风筝的牵引线一边跑,这样在

跑起来的过程当中随着风的压力就会直接起飞.２０１６年时,我国广东汕头放飞了一个风筝,打破了吉尼

斯世界纪录,其飞行高度约为４０００~５５００m 之间.

２　发射方法

将滑轮组定滑轮侧固定在基座上,对滑轮组动滑轮侧施加一个巨大的牵引力,使滑轮组动滑轮侧获

得一个较快的移动速度,利用滑轮组的放大效应,使滑轮组柔索自由端获得一个特别快的移动速度和一

个较大的牵引力;

滑轮组柔索自由端连接一个具有一定气动外形、气动布局,表面经过防热处理的飞行器,飞行器通

过柔索的牵引获得前进动力,通过气动外形、气动布局获得升力或通过自身动力获得升力或通过以上方

式组合获得升力,像放风筝一样在天空飞行;

在飞行器达到设计速度后,脱钩缓降装置与飞行器脱钩,飞行器利用惯性或自身动力到达预定轨道;

飞行器到达安全距离后,脱钩缓降装置打开,使高空的柔索缓慢降落到地面;同时制动装置进行制

动,使牵引装置缓慢停止;

滑轮组动滑轮侧施加的巨大的牵引力可通过以下方法获得:

利用重力来反重力:将滑轮组定滑轮侧固定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如峡谷顶侧、高山山顶、深井顶侧,

在滑轮组动滑轮侧悬挂一个重物,利用巨大的坠落高差,通过重物的自由落体运动获得牵引力和速度;

举例１:我们以重物有效坠落高差２０００m,悬挂１００００t重物,１００个滑轮的滑轮组来计算 (本计算

只是举例用,忽略动滑轮重量和柔索重量、忽略系统阻力):

重物下落时间约为２０１９s,下落末端速度约为１９７９m/s,柔索自由端加速度为１００倍重力加速度;

柔索自由端飞行距离约为２００km,柔索自由端最终移动速度为１９７９０m/s,柔索自由端牵引力约为

１００t;

即:理论上可以在２０１９s内,给飞行器提供近１００t的牵引力,将飞行器以１９７９km/s的速度发射

出去,该速度已经超过第三宇宙速度１６７km/s.

举例２:我们还可以在高山顶上挖一个深井,例如在海拔６０００m 的山顶上挖一个１１０００m 的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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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有效坠落高差１００００m,悬挂１００００t重物,３０个滑轮的滑轮组来计算,重物下落时间约为

４５s,下落末端速度约为４４１m/s,柔索自由端加速度为３０倍重力加速度;
柔索自由端飞行距离约为３００km,柔索自由端最终移动速度为１３５００m/s,柔索自由端牵引力约为

３３０t;
即:理论上可以在４５s内,给飞行器提供近３３０t的牵引力,将飞行器以１３５km/s的速度发射出

去,该速度已经超过第二宇宙速度１１２km/s,牵引力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安２２５的２倍多,可以将

上千吨的飞行器,以超过第二宇宙速度的速度发射出去.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俄罗斯的安２２５采用了６台推力为２２９kN 的 D １８T涡扇发动机,单台推

力约为２３t,６台总推力约为１４０t,飞机起飞质量６００t、载重２５０t;
我国为国产大飞机C９１９自行研制的长江 １０００涡扇发动机,单台推力约为１５t,２台总推力约为

３０t,飞机起飞质量７７t、载重２０t.

３　发射系统图解

图４　牵引装置为重物发射系统示意图

图５　飞行器、分离装置、脱钩缓降装置连接示意图 图６　飞行器、发射车、分离装置、脱钩缓降装置连接示意图

１—滑轮组;２—转向定滑轮;３—柔索;４—跑道;５—飞行器;６—分离装置;７—脱钩缓降装置;８—温度控制装置;

９—制动装置;１０—复位牵引装置;１１—重物;１２—缓冲水池;１３—滑跑装置;１４—防热材料;

１５—柔索中间连接装置;１６—发射车;１７—发射车脱钩装置;１８—基座;１９—接地装置

装置作用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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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滑轮组的作用

通过调整滑轮组的滑轮数量来调节柔索自由端的速度放大倍数和牵引力缩小倍数.

３２　转向定滑轮的作用

改变柔索的方向;在柔索下方托举柔索,防止柔索接触地面或交叉跨越物;转向定滑轮的数量是根

据现场地形的实际情况确定的.

３３　柔索作用

传递力和速度.

３４　跑道的作用

在飞行器没有达到起飞速度时让飞行器安全、快速地滑跑.

３５　飞行器的作用

承载载荷执行目标任务;
飞行器还可以像神舟飞船、航天飞机一样通过增加不同的部件实现不同的功能;
可以设有升力、平衡控制装置,用于飞行器发射和返回时调节飞行器升力、速度与平衡;
可以设有滑跑装置,该滑跑装置可以是轮子,也可以是水面滑跑装置,还可以是冰上滑跑装置,用

于飞行器起飞、降落;
可以设有动力装置,用于飞行器在发射时获得悬空升力,也可以用于飞行器与柔索脱钩后前往目标

轨道,还可以用于飞行器返回,实现飞行器重复利用;
可以设有姿态调整装置,用于执行任务时姿态调整;
可以设有对接装置,用于与目标飞行器对接;
可以设有机械手臂,用于执行目标任务;
可以设有缓降装置、缓降反推装置,用于飞行器像神舟飞船一样软着陆;
可以设有减速伞,用于飞行器降落返回时像航天飞机一样在跑道减速滑跑;
可以设有飞行控制系统,负责协调、控制各部件的安全、有序运行.

３６　分离装置的作用

在发射前将飞行器固定在跑道上;在发射时,分离装置与飞行器分离,开始进行发射.

３７　脱钩缓降装置的作用

飞行器到达设计速度后,使柔索与飞行器脱钩;脱钩后使高空的柔索缓慢降落到地面;脱钩缓降装

置可以设计成一个装置,也可以设计成脱钩装置和缓降装置两个装置,分别实现脱钩功能和缓降功能.

３８　温度控制装置的作用

防止柔索、滑轮组、转向定滑轮、制动装置过热;防止缓冲水池里的水低温结冰.

３９　制动装置的作用

控制柔索的移动速度;控制、辅助控制牵引装置的速度;防止柔索混乱;制动装置的数量是根据现

场实际情况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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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复位牵引装置的作用

发射完成后快速将发射系统复位.

３１１　重物的作用

在高处时储存势能;

在发射过程中将势能转化为动能,为系统提供牵引力和速度;
在复位时提供张力,使发射系统有序复位.

３１２　缓冲水池的作用

对高速下落的重物进行缓冲,降低制动装置承受的荷载;防止重物损坏.

３１３　滑跑装置的作用

在飞行器静止时给飞行器提供支撑;

在飞行器没有达到起飞速度前使飞行器稳定滑跑;

３１４　防热材料、防热装置的作用

防止柔索、脱钩缓降装置、飞行器等在高速飞行时与空气摩擦、挤压产生高温损毁.

３１５　柔索中间连接装置的作用

将不同性能的柔索连接在一起,在不同的段落使用不同的柔索,以便实现防热、制动等不同的功能;

还可以降低发射成本.

３１６　发射车的作用

为飞行器提供一种不用安装滑跑装置的方法,使飞行器可以共用发射车,减少飞行器配件,降低发

射成本;如果利用水面、冰面做为跑道,发射车可以改为发射船、发射雪橇.
在飞行器达到起飞速度后,发射车脱钩装置脱钩,飞行器起飞.

３１７　发射车脱钩装置的作用

在飞行器到达起飞速度后,使飞行器与发射车脱钩.

３１８　基座的作用

固定相应的装置,使装置稳定运行.

３１９　接地装置的作用

整个发射系统覆盖范围太大,防止雷电将发射系统损毁,保护工作人员.

３２０　发射控制系统的作用

负责协调、控制各装置、部件安全、有序的运行.

４　发射步骤

下面结合附图对发射系统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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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图４,本发射系统包括:滑轮组 (１)、转向定滑轮 (２)、柔索 (３)、跑道 (４)、飞行器 (５)、分

离装置 (６)、脱钩缓降装置 (７)、温度控制装置 (８)、制动装置 (９)、复位牵引装置 (１０)、重物 (１１)、
缓冲水池 (１２)、基座 (１８)、接地装置 (１９);

所述:滑轮组 (１)定滑轮侧、转向定滑轮 (２)、分离装置 (６)、温度控制装置 (８)、制动装置

(９)、复位牵引装置 (１０)均与自己的基座 (１８)相连;滑轮组 (１)、转向定滑轮 (２)、分离装置 (６)、
制动装置 (９)、复位牵引装置 (１０)均与自己的接地装置 (１９)相连;滑轮组 (１)动滑轮侧与重物

(１１)相连,滑轮组柔索 (３)自由端绕过若干转向定滑轮 (２)后,通过制动装置 (９),再绕过若干转向

定滑轮 (２)后,与脱钩缓降装置 (７)相连,脱钩缓降装置 (７)与飞行器 (５)相连,飞行器 (５)通过

分离装置 (６)与基座 (１８)相连,飞行器 (５)停在跑道 (４)上,缓冲水池 (１２)设置在重物下方.
下面说明本发射方法的具体发射过程:
第一步,分离装置 (６)动作,与飞行器 (５)断开,飞行器 (５)受到柔索 (３)牵引在跑道 (４)上

快速滑跑,同时温度控制装置 (８)开始给滑轮组 (１)、转向定滑轮 (２)、柔索 (３)降温.
第二步,飞行器 (５)滑跑速度达到起飞速度后,离开跑道 (４)开始飞行.

第三步,飞行器 (５)飞行速度达到设计速度后,脱钩缓降装置 (７)与飞行器 (５)脱钩,飞行器

(５)利用惯性或自身动力前往目标轨道.
第四步,飞行器 (５)离开脱钩缓降装置 (７)到达安全距离后,脱钩缓降装置 (７)打开,使高空的

柔索 (３)缓慢降落到地面;同时制动装置 (９)开始制动,使柔索 (３)、重物 (１１)速度开始下降;同

时温度控制装置 (８)开始给制动装置 (９)降温.
第五步,制动装置 (９)继续工作,将柔索 (３)和重物 (１１)速度降为０,同时缓冲水池 (１２)对重

物 (１１)进行缓冲,使重物 (１１)软着陆.

第六步,脱钩缓降装置 (７)持续打开,使高空柔索 (３)缓慢下降到地面,柔索 (３)软着陆.
第七步,复位牵引装置 (１０)将柔索 (３)、重物 (１１)、滑轮组 (１)动滑轮侧提升至初始位置,复

位完成.
第八步,温度控制装置 (８)停止工作,发射完成.

５　结论

本方案的技术关键点和优点如下.

５１　柔索技术

需要一条轻便、柔韧、耐摩擦、耐高温、最小破断拉力大的柔索.

我国航母舰载机着舰拦阻索技术全球领先,拦阻索是特种合金钢制成的钢丝绳,强度、韧性极高;
以美国使用的拦阻索为例,利用钢丝绞尼龙聚酯纤维制造的拦阻索直径约为３６５毫米,可以抵抗９３吨破

坏力;此外,阻拦索要求无磁,防止铁粒被吸附索上发生磨损降低寿命,阻拦索还耐高温,要求短时耐

８００~１０００℃.
另外由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制造的绳索,比同等直径钢丝绳强度高１５倍左右,密度只有０９２~

０９６g/cm３,热变形温度 (０４６MPa)８５℃,熔点１３０~１３６℃.

５２　防热技术

我国神舟飞船返回舱的防热技术全球领先,神舟飞船采用低密度烧蚀防热材料,飞船再入大气的时

候速度有７９~１１２km/s,强烈的摩擦与挤压空气,使飞船表面的温度高达２０００℃以上,整个再入过

程有５００多秒,但是神舟飞船里面有航天员,里面的温度不超过３０℃;
可以考虑借用神舟飞船返回舱的防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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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高速滑轮技术

对滑轮的要求很高,可以考虑滑轮采用多层轴承来增加转速和降低摩擦力,采用水冷、风冷等方法

来控制温度,利用电磁力使滑轮非接触式转动来降低摩擦力,使用强力鼓风机顺滑轮转向吹风来降低摩

擦力,增加托举滑轮数量等方式来解决.系统摩擦力越小,对柔索最小破断拉力的要求也越小.

５４　节省资金

发射系统可以反复使用,发射成本很低,复位牵引机通过电力就可以对系统进行复位储能,不需要

火箭及加注燃料.

５５　节能环保

减少火箭使用,减少化学推进剂的使用,减少太空垃圾.

５６　使用灵活

通过调节滑轮组的滑轮数量、牵引装置牵引力的大小、牵引装置的速度快慢,可以灵活调节柔索自

由端的放大倍数、牵引力量、牵引速度,使发射系统可大可小,发射飞行器可轻可重,发射速度可快

可慢.

５７　爆发力强

利用重力加速度,可以在几秒到几十秒内将飞行器发射出去,很容易达到或超过第一、第二、第三

宇宙速度;但是爆发力强、加速度大也是一个缺点,人体能承受的最大加速度大概在５~１０个重力加速

度,不同的人身体承受能力有差别,所以本发射方法目前很难实现载人发射,载人发射还是需要火箭或

采用其他方案.可以通过人、物分开的方式进行发射,然后在指定区域实行对接,再执行目标任务,或

者分别发送到目的地后再执行目标任务.

５８　有效载荷大

发射无需携带大量燃料,增加了有效载荷.

５９　应用范围广

在没有大气层或大气层稀薄的其他星球也可以应用,飞行器通过自身动力悬空后,利用其他星球山

脉坠落高差,通过本发射系统加速,也可以发射飞行器;可以推动月球基地、火星基地建设;可以从月

球发射飞行器,运送矿物,推动月球氦３开采活动;可以一次大批量发射卫星;可以用于飞行器太空探

索;可以迅速使很多国家都可以开展航天发射,推动人类航天探索;还可以应用于空气动力学实验.

致　谢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大量:西瓜视频、３６０百科、悟空问答、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罗丽

娟演讲视频、李永乐老师讲课视频、科技袁人袁岚峰讲课视频、科学火箭叔讲课视频、新浪博客、搜狗

问问、搜狗百科、百度百科、综合百科等各种网络搜索,在此对本文写作提供帮助的众多物理学家、航

空航天学前辈、视频创作者、图片创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１０７１



Anaircraftlaunchsystemthat
usesgravitytocountergravity

ZHANGZhi gang
StateGridBeijingElectricPowerCompany

　　Abstract　Inordertosolvetheproblemsofhighrocketlaunchcostandlowpayload,aschemeof
usinggravitytolaunchaircraftisproposedinthispaper;thefixedpulleysideofthepulleyblockwasfixed
intheplacewithahugefallheightdifference,aheavyobjectissuspendedonthesideofthemovingpulley
ofthepulleyblock,andthemovingspeedofthepulleysidewasfasterthroughthefreefallingmovement
oftheweight,andthefreeendoftheflexiblecableofthepulleyblockwasfasterbytheincreasingeffect
ofthepulleyblockTheflexiblecablefreeendofthepulleygroupisconnectedwithacertainaerodynamic
shape,thesurfaceoftheaircraftafteranti heattreatment,theaircraftthroughthetractionofthe
flexiblecabletogetforwardpower,throughtheaerodynamicshapetogetliftorbyonesownpowerto

getlift,likeflyingakiteathighaltitude;Aftertheaircraftreachesthedesignedspeed,thedecoupling
deviceisdecoupledfromtheaircraft,andtheaircraftreachesthepredeterminedorbitbyinertiaoritsown

power;Usetensofthousandsoftonsofweight,fallingheightdifferencesofseveralkilometers,and

pulleyscomposedofdozenstohundredsofpulleys,thismethodcanmaketheaircraftweighingseveral
thousandtonsreachorexceedthefirst,secondandthirdcosmicspeeds

Keywords　Fallheightdifference;Pulleyblock;Softcable;Aircraft;Launch;Heatprotection;

Decoupling;Asoft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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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前准备及发射主动段卫星推进系统热环境分析

高　永　杨家艾　马彦峰　林　倩　王　渊

１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２北京市高效能及绿色宇航推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摘　要　为获得发射期间复杂热环境条件对卫星推进系统工作状态的影响规律,研究了某试验卫星

发射前３小时至星箭分离时间段内单组元肼推进系统温度和压力的测试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发射准备

段,推进系统需１５小时达到温度平衡;在发射主动段,抛整流罩前推进系统与罩内气体的对流换热会导

致系统温度的降低,抛整流罩后在自身热控装置及太阳辐照等作用下推进系统温度开始上升.在整个射

前准备和发射主动段,贮箱温度波动小于１℃,贮箱压力波动约１个大气压;管路温度波动范围在３~
５℃,管路压力波动接近２个大气压;５N 推力器的催化床温度在射前准备阶段的大气环境下温升略高于

４０℃,在发射主动段温升约２０℃;５N 推力器的电磁阀温升小于６℃.本文研究结果可为卫星单组元肼

推进系统在发射前的状态设置和入轨初始阶段的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单组元推进;肼推力器;发射;热环境

０　引　言

单组元推进技术是液体推进技术的一个分支,用在火箭等运载工具上主要以短脉冲的方式执行姿态

控制,用在卫星、飞船等航天器上则以短脉冲和长脉冲结合的方式执行姿态和轨道控制.常用的单组元

推进剂包括高毒性的无水肼 (N２H４),以及无毒性的二硝酰胺铵 (ADN)、硝酸羟铵 (HAN)等绿色推

进剂[１].

对于单组元肼推进系统,用在运载火箭上时由于工作时间短,不需要加热器对推力器的催化床预热;
用在卫星上则需要在启动工作前对推力室进行电加热,使催化床达到一定的启动温度,以保证催化剂的

工作寿命.对于采用绿色推进剂的单组元推进系统,其推进剂热稳定性比肼类推进剂强,但催化活性比

肼类推进剂差,一般采用预加热方式保证推力器正常工作[２].另外,单组元肼推进系统需采取热控措施保

证所有装填推进剂的管路和部件的温度高于推进剂的冰点,避免推进剂结冰造成工作失效.因此,推进

系统的热环境是保证其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３].

目前,面向单组元肼推进系统的温度控制需求,已有较为成熟的热控设计和应用.段德莉[４]等针对不

同空间推力器的热控需求,研制了管式铠装加热器、管式铠装测温传感器、铠装加热电缆、异形铠装加

热器以及一体化加热器等多种铠装热控器件;贾世锦[５]等针对推进系统贮箱膜片热胀冷缩疲劳和机组阀门

超温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周砚耕[６]等针对推进舱内肼管路及部件进行加热带缠绕和多层隔热组件包覆问

题,提出了一种优化设计方案;Kandula[７]等提出了一种推进系统封闭管路内压力 温度变化的简化计算

方法;闫波[８]、刘海娃[９]等基于在轨环境开展了发动机在轨的热分析研究.

以上工作主要集中在对方案的设计和在轨应用阶段.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射前准备及发射主动段是

卫星入轨前建立工作状态的关键时间段,该阶段单组元肼推进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对整个系统进行温度控

制.在射前准备段,卫星静止存放在运载火箭的整流罩内,推进系统的热环境相对稳定;在发射主动段,
受到太阳直接辐射、地球反照和地球的红外辐射等因素影响,星外热环境极其复杂,推进系统的温度和

压力也受到较大影响[１０１１].本文以某试验卫星单组元肼推进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射前准备及发射主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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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热环境的测试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两个过程中的热量交换规律,为卫星单组元肼推进系统的热控

设计和在轨应用提供参考.

１　系统组成及热控

单组元肼推进系统主要由贮箱、压力传感器、自锁阀、推力器以及相应的加排阀和过滤器等部件组

成,通过钛管连接成一套封闭系统.加注时,推进剂加注量一般为贮箱容积的７５％,加注到推力器上游,
并加氦气增压到一定的压力.

单组元肼推进系统需采取热控措施保证所有装填推进剂的管路和部件的温度高于推进剂的冰点

１５℃.具体措施包括主动控温和被动控温两种:主动控温包括贮箱粘贴加热片和管路缠绕加热带,被动

控温是指采用热控多层材料对推进部件和管路进行包覆.在轨期间,整个推进系统的温度控制范围不超

出５~６０℃.图１给出了单组元肼推进系统组成及热控的示意图.

图１　卫星推进系统组成及热控示意图

单组元肼推力器工作前通过内置加热器对催化床预热,使催化床达到一定的启动温度,以保证催化

剂的工作寿命.每台推力器一般装有主备两套铠装电加热器,外包多层隔热套筒,催化床的测温采用热

敏电阻.带加热器的５N推力器内部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带加热器的５N推力器内部结构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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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射前准备段推进系统热环境分析

卫星发射前放置在运载火箭的整流罩内,射前３小时开始对星上状态进行设置,称为射前准备段.下

面分别以某试验卫星为研究对象,对星上推进系统的贮箱、管路和推力器在射前准备段的温度变化情况

进行分析.

２１　贮箱热环境分析

射前准备段,贮箱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图３所示,图中０h指发射时刻.从图中可以看出,射前３~
２５h,贮箱温度受到整流罩内气流影响,呈下降趋势;射前２５h,贮箱开启加热进行控温,其温度逐步

稳定并上升.由于外界气流与贮箱壳体主要通过对流换热,对内部推进剂及增压气体的影响较为缓慢,
贮箱压力在最初的０５h内无明显变化;贮箱开启主动加热后,压力开始明显升高,加热约２h贮箱温压

达到平衡.整个射前准备段,贮箱温度波动为０８９９℃,贮箱压力波动为１８７８kPa.

图３　射前准备段贮箱温度和压力变化实测曲线

２２　管路热环境分析

射前准备段,管路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图４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管路温度的变化与贮箱类似:射

前３~２５h,管路温度受到整流罩内气流影响,呈下降趋势;射前２５h,管路开启加热进行控温,其温

度逐步稳定并上升.然而管路压力的变化与贮箱存在较大差异:管路压力在最初的０５h内随着管路温度

降低明显减小;管路开启主动加热后,压力亦随着管路温度上升开始升高,但管路压力的变化波动更大、
波动趋势与温度更为一致,表明管路压力对温度变化更为敏感.整个射前准备段,管路温度波动为

３４５３℃,管路压力波动为９１２kPa.

２３　推力器热环境分析

射前准备段,两台５N 推力器催化床和电磁阀的温度变化如图５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射前约

２５h,推力器的催化床开启加热后,催化床温度迅速升高,约１５h小时后,催化床温度达到平衡,平

衡温度为６５~６７℃;受推力器热回浸影响[３],推力器的电磁阀温度也呈上升趋势.整个射前准备段,推

力器的催化床温度升高值为４１~４４℃,电磁阀温度升高值为４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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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射前准备段管路温度和压力变化实测曲线

图５　射前准备段５N推力器催化床和电磁阀温度变化

３　发射主动段推进系统热环境分析

运载火箭发射后至星箭分离前,称为发射主动段.发射主动段,受到星外温度、气压、辐照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推进系统的热环境变化极为复杂.下面同样以某试验卫星为研究对象,对星上推进系统的

贮箱、管路和推力器在发射主动段的温度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３１　贮箱热环境分析

图６给出了发射主动段贮箱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图中０s指发射时刻.从图中可以看出,发射后贮箱

温度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分界点为运载火箭的抛整流罩时刻.在最初的数分钟内,影响卫星温度的主

要因素是整流罩[１２１３]:整流罩外部受到强烈的气动加热而急速升温;但是由于升空放气的原因,整流罩

内气体压力和温度急剧下降,并与贮箱进行较强的对流换热,对流换热带走的热量超过了贮箱加热器输

入的热量,导致贮箱温度下降.短时间过后,整流罩分离,此时组合体已经飞到足够的高度,周围空气

稀薄,压力接近并快速降至１０－３Pa以下,对流换热效应消失;环境温度接近并达到宇宙空间温度,贮箱

通过辐射作用与周围环境进行热交换,热辐射带走的热量小于加热器输入的热量,贮箱温度得以上升.
由于压力传感器类型为表压传感器,在发射后的短时间内,随着升空放气导致的外部压力下降,压力传

感器输出值明显上升,抛整流罩后贮箱压力很快达到稳定.整个发射主动段,贮箱温度波动为０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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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箱压力波动为９７９２kPa.

图６　发射主动段贮箱温度和压力变化实测曲线

３２　管路热环境分析

图７给出了发射主动段管路的温度和压力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管路温度的变化与贮箱类似,
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总体趋势,同样明显受到整流罩因素的影响;由于管路热容远小于贮箱热容,管路

温度的波动幅度更大、更频繁.虽然管路与贮箱监测所用压力传感器类型相同,但管路压力的变化与

贮箱截然不同,尤其是在抛整流罩前,管路压力不升反降,其趋势与管路温度更为吻合,表明温度对

管路压力的影响超过了外压变化的影响.整个发射主动段,管路温度波动为４３３６ ℃,管路压力波动

为１７９６kPa.

图７　发射主动段管路温度和压力变化实测曲线

３３　推力器热环境分析

图８给出了发射主动段两台５N推力器催化床和电磁阀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推力器催化床和电磁

阀温度的变化与贮箱类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主要受到整流罩因素的影响.整个发射主动段,推

力器的催化床温度升高值为１９５~２１１℃,电磁阀温度升高值为１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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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发射主动段５N推力器催化床和电磁阀温度变化

４　结　论

本文以某试验卫星单组元肼推进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射前准备和发射主动段推进系统的贮箱、管路

和推力器等三部分的测试数据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卫星发射前推进系统的热环境变化规律,从热量交

换角度分析了温度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１)射前准备和发射主动段,贮箱温度波动不超过１℃,贮箱压力波动约１个大气压.

２)射前准备和发射主动段,管路温度波动较为明显,波动范围在３~５℃,管路压力波动最大值接近

２个大气压.

３)５N推力器的催化床温度在射前准备阶段的大气环境下,温升略高于４０℃,热平衡时间约１５h;
在发射主动段复杂环境下,温升约２０℃;推力器电磁阀温升不超过６℃.表１给出了某试验卫星在射前

准备及发射主动段推进系统参数变化统计.

表１　射前准备及发射主动段推进系统状态变化

参数 射前准备段 发射上升段

贮箱温度波动(℃) ０８９９ ０７５８

贮箱压力波动(kPa) １８７８ ９７９２

管路温度波动(℃) ３４５３ ４３３６

管路压力波动(kPa) ９１２ １７９６

推力器催化床温升(℃) ４１~４４ １９５~２１１

推力器电磁阀温升(℃) ４４~５５ １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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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environmentanalysisofsatellitepropulsion
systemduringlaunchpreparingandascentstage

GAOYong,YANGJia ai,MAYan feng,LINQian,WANGYuan
１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２Beijing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ofEfficientandGreenAerospacePropulsionTechnology

　　Abstract　Tostudytheinfluenceofcomplexthermalenvironmentonsatellitepropulsionsystem
duringlaunch,temperatureandpressuredataofahydrazinepropulsionsystemfrom３hoursbeforelaunch
totheseparationperiodofsatelliteandrocketwerestudiedTheanalysisresultsshowthatittakes１５
hoursforthepropulsionsystemtoreachtemperaturebalanceinthelaunchpreparationstageIntheascent
stage,theheatconvectionbetweenthepropulsionsystem andoutergasinthefairing willleadto
temperaturedecreaseAfterthefairingisthrown,thepropulsionsystemstemperaturebeginstorisedue
toitsthermalcontroldeviceandsolarirradiationDuringthelaunchpreparationandascentstage,the
temperatureofthetankfluctuateslessthan１ ℃,andthepressureofthetankfluctuatesabout１
atmosphereThefluctuationrangeofpipetemperatureis３~５℃,andthefluctuationofpipepressureis
closeto２atmospheresThetemperatureriseofthecatalyticbedof５Nthrusterisslightlyhigherthan
４０℃intheatmosphericenvironmentbeforelaunch,andabout２０℃intheascentstageTemperaturerise
ofsolenoidvalveof５Nthrusterislessthan６℃Theresultsofthispaperprovidereferenceforthestate
settingbeforelaunchandtheapplicationintheinitialstageoforbitentryforthesatellitepropulsion
system

Keywords　Monopropulsion;Hydrazinethruster;Launch;Therma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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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能力研究

安静伟　程　龙　胡云龙　解维奇

航天工程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系

摘　要　针对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对我国航天发射安全性、可靠性构成

威胁的严峻现实,在对目前我国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情况的调研基础上,重点研究了

中央处理器 (CPU)、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交换机、核心元器件等关键设备的国产化能力.详细论述了

推动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的困难,并提出了应对措施与建议.研究表明地面测试系统中国产工

控机主板、网络交换机已经具备替代进口产品的可行性;核心元器件如 FPGA 等国产化能力弱,在较长

时期内仍需要依赖进口.
关键词　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能力;应对措施

０　引　言

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主要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地面测试工作.为了提高火箭发射时场地、人员的安

全性,目前我国运载火箭已经全部采用了远距离测试控制体系.地面测试系统一般由前端和后端组成.

前端主要负责箭地测试系统关键信号的接入、隔离调理、采集、发控配电功能等;后端设备主要用于处

理、分析前端发送来的测试结果并将其按要求进行显示.前、后端通过网络交换设备或光纤进行通信[１].

以我国某型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为例,其结构框图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以看出整个地面测试系统的关键设备主要有:前后端控制计算机、网络交换机、核心元器件

(主要是数据采集卡、计数卡、数字I/O卡等,它们的核心芯片主要是FPGA、A/D转换器等).由于我

国电子元器件工业起步较晚以及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等客观因素,目前在基地上述大多数关键设备要么

完全依赖于进口,要么核心部件仍需进口.这些进口产品面临着性价比低、订货周期长、代码不开放、

植入后门等问题,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高技术领域

的打压与封锁,对出口我国的航天关键元器件实施严格控制,先后通过 “巴黎统筹委员会议案”“瓦纳森

安排 ”等手段实行对华禁运.大力推进地面测试系统关键器件国产化,以点带面,逐步提高航天领域关

键设备国产化率,解决航天领域核心器件存在的 “卡脖子”问题,确保航天领域自主可控水平是解决这

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在广大科研人员的刻苦攻关下,许多之前被国外垄断

的高技术产品逐步具备了国产化能力.笔者通过对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情况调研,就

中央处理器、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交换机、核心元器件的国产化能力进行探讨.

１　关键设备国产化能力

１１　中央处理器

目前在各基地地面测试系统中控制计算机使用的主要品牌是德国西门子,用于数据显示等功能的普

通计算机主要包括:德国西门子,美国戴尔、惠普,国产品牌主要是联想系列.无论何种品牌,作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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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某型火箭地面测试系统结构框图

算机的两大核心:操作系统和中央处理器 (CentralProcessingUnit,CPU)主要是依赖于 Windows操作

系统和Intel、AMD处理器.

CPU是电子计算机的主要设备之一,电脑中的核心配件,其功能主要是解释计算机指令以及处理计

算机软件中的数据.自１９７１年世界上第一块微处理器４００４在Intel公司的诞生,CPU 的发展走过了５０
年的历程,目前占主流市场的仍然是Intel和 AMD 两大公司.按复杂指令集 (CISC)和精简指令集

(RISC),可以将 CPU 分为２ 种类型,其中 CISC 的代表架构是 x８６,而 RISC 主要有 ARM、MIPS、

SPARC、POWER 等架构.我国自２００１年启动处理器设计项目,经过２０年发展,产生了以中科龙芯、

天津飞腾、上海申威、上海兆芯等为代表的国产 CPU,并且产品的性能逐年提高,应用领域不断扩展,

使中国长期以来无 “芯”可用的局面得到了极大扭转.目前,国产主要处理器架构及相应实际应用见

表１[２].

表１　国产主要处理器架构及实际应用

代表产品 实际应用

X８６架构
上海兆芯ZX A和ZX C系列

北大众志 Unicore １、Unicore ２系列

ARM 架构

飞腾FT ２０００、Mars、Earth
上海兆芯ZX １０００、ZX ２０００

华为麒麟９７０、晟腾９１０、鲲鹏９２０

天河超算

天河网关

华为手机

个人笔记本

Alpha架构 申威SW１００、SW４１１、SW２６０１０ “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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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代表产品 实际应用

MIPS架构 中科院龙芯１、龙芯２、龙芯３
“北斗”导航

龙芯网关

在以上代表性国产 CPU 中,飞腾系列芯片目前已经在国防、金融、民生等领域有了较为广泛的应

用,建立了良好的生态图谱,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飞腾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自主核心芯片提供商,致力于

“飞腾”系列国产高性能、低功耗通用计算微处理器的设计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其生产的处理器已应用于

政府办公、互联网、电信、金融、税务等行业信息化系统,以及数据中心、高端服务器上[３].主要分为两

类:兼容SPARC架构和兼容 ARM V８架构.飞腾作为国内第一家得到 ARM V８架构授权的芯片设计公

司,即使 ARM 公司中止后续技术支持,也可以保证我国在未来２０年内的芯片供应.
飞腾当前高效能桌面CPU最新产品是FT ２０００/４,FT ２０００/４芯片集成４个飞腾自主研发的新一

代高性能处理器内核FTC６６３,兼容６４位 ARM V８指令集并支持 ARM６４和 ARM３２两种执行模式,其

主要性能指标已经能够达到I５第５代产品水平.FT ２０００/４所有安全相关模块均为飞腾公司自主设计,
是首款可在CPU层面有效支撑可信计算３０标准的国产CPU[３] (见图２).

图２　FT ２０００/４微处理器

飞腾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经构建了完善的终端全栈生态 (见图３),终端全栈生态包括硬件层、固

件、操作系统及驱动层和应用层.于２０１９年发布了 «飞腾安全架构规范PSPA１０»,提出了自主处理器

的安全平台架构标准,定义了飞腾芯片安全相关的软硬件实现规范,是国产 CPU 企业首次发布的 CPU
层面的安全架构标准[４].目前飞腾母公司中国电子正在进行飞腾Phytium＋麒麟 Kylin体系的建设,国产

CPU良好的生态正在建立.
地面测试系统中对 CPU 的运算性能要求不是很高,但是对其可靠性、无故障工作时间具有很高要

求.飞腾CPU在金融、国防、军工等重要领域的成功应用,证实了其可靠性、安全性;其最新一代CPU
与目前Intel公司主流中高端产品性能相当,良好的生态正在建立.综合以上因素,在地面测试系统中国

产飞腾CPU可以替代进口CPU.

１２　计算机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管理着复杂而庞大的计算机系统软件,协调和指挥计算机的各个组件按照一定的计划协同

工作,有序的控制计算机中的处理器、存储器和I/O 设备的分配,保证计算机系统能够正常稳定的工

作[５].计算机操作系统历经５０多年的发展,目前流行的主要是 Windows、UNIX和Linux等.Windows
操作系统经历了从 Windowsl０到当前 Windows１０的发展过程.Windows操作系统深受广大用户欢迎,
几乎独霸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目前地面测试系统计算机的操作系统都是 Windows,主要包括

WinXP、WinCE、Win２０００、Win７等.微软公司早就停止了对这些型号的系统更新,更加剧了计算机被

病毒攻击、信息泄密的风险.如果被特意设置后门或恶意代码,将对航天任务带来巨大的潜在威胁,甚

至出现难以预想的后果.因此在航天领域使用国产操作系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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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飞腾平台的终端全栈解决方案

我国的操作系统起步于１９９９年,主要是以Linux为核心的操作系统,并在２０１９年推出了同一操作系

统 UOS概念.目前主要的操作系统有中标普华 Linux、共创 Linux桌面操作系统、中标麒麟操作系统、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等.２０１９年１２月银河麒麟和中标麒麟进行整合,共同组成了麒麟软件公司.为了方便

叙述,下文将中标麒麟和银河麒麟统称为麒麟操作系统.
麒麟操作系统作为我国操作系统第一品牌,连续八年国内Linux操作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一[６],是由国

防科技大学、中软公司等合作研制的操作系统.此操作系统目的是打破国外操作系统的垄断,研发一套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经历近３０年的发展,麒麟操作系统已经形成了包括服务器、桌面、安全

三种类型的操作系统体系.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麒麟软件公司发布了最新的桌面麒麟操作系统 V１０,该系

统是银河麒麟和中标软件共同打造的最新成果,支持飞腾、兆芯、申威、龙芯、鲲鹏、海光等国产处理

器,提供类似 Win７的体验,操作简便,上手快速.该系统具备同源代码构建、自主平台优化、轻量桌面

环境、统一应用商店、兼容安卓环境、内生安全体系等特点.
在操作系统生态领域,麒麟软件公司已经与国内５００多家核心企业进行合作,面向党政军办公、事务

处理、实时处理等重大信息化应用需求,采用联合技术攻关和体系化解决思路,攻克了整机适配环境、
办公及实时业务、事务处理软件集成优化等一系列关键技术,为事务处理、复杂办公和实时业务类系统

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形成了良好的操作系统生态.部分核心合作伙伴见表２.

表２　麒麟操作系统核心合作伙伴

合作领域 合作厂商

应用软件类 百度、腾讯、金山毒霸、国家电网、紫光

办公应用类 方正集团、金格科技、金山、搜狗

数据库、中间件类 人大金仓、神舟通用、华如科技、达梦数据库

整机 清华同方、迈普、浪潮、联想、长城银河

云、大数据 阿里云、金山云、腾讯云、３６０云安全、紫光云

CPU 飞腾、龙芯、申威、兆芯、海光、鲲鹏

系统集成商 中软、中国航天科技、东软、东华软件、太极

近年来,国产操作系统经过不断优化,越来越成熟,在商务办公、教育科研等领域有了较为广泛的

应用,且操作系统生态不断完善,因此在地面测试系统中用于数据显示等功能的普通计算机可以使用基

于麒麟 Kylin＋飞腾Phytium 体系的国产计算机.
由于前端采集机主板工作环境较为恶劣、连续工作时间长、对可靠性要求和安全性要求更高,国内

满足相应条件的工控机主板生产厂家较少.经过团队的大量查询和详细调研,最终确定了成都天玙兴科

技公司的 CP６ FT２K４ V 主控板卡 (见图４)满足地面测试要求.CP６ FT２K４ V 国产 FT２０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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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I主控卡是基于 FT ２０００/４四核处理器的一款６UCPCI计算机主控卡,内存采用国产芯片,而且采

用了国产显示控制器和桥芯片,国产化率高达９５％以上,其功能接口和结构符合 CompactPCI标准技术

规范,集成了丰富的外围接口和总线,使用户可以快速的搭建基于飞腾 FT ２０００/４处理器的国产化系统

平台.其具体参数见表３.

图４　CP６ FT２K４ V主控板卡实物图

表３　CP６ FT２K４ V参数表

项目 描述

尺寸 ６U/４HP,２３３３５mm ×１６００mm ×２０３２mm

CPU FT ２０００/４,四核,主频２２~２６GHz

操作系统 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４

内存 ８GBDDR４ SDRAM

桥芯片 兆芯ZX ２００

显示控制器 GP１０２图形显示控制器

存储 板载安装２５寸SATASSD

工作温度 －４０℃~＋７０℃

工作湿度 １０％~９０％(无凝结)

目前,团队已经用此主控板卡替代了凌华公司生产的板卡,正在进行采集卡等的底层驱动编写,并

进行相应适配性研究.相信国产主控板卡将会逐步取代进口产品.

１３　网络交换机

交换 (switching)是按照通信两端传输信息的需要,用人工和设备自动完成的方法,把要传输的信

息送到符合要求的相应路由上的技术统称.广义的交换机就是一种在通信系统中完成信息交换功能的设

备.从广义上来看,交换机分为两种:广域网交换机和局域网交换机.广域网交换机主要应用于电信领

域,提供通信用的基础平台.而局域网交换机则应用于局域网络,用于连接终端设备,如PC机及网络打

印机等.
运载火箭测试发射控制网络由核心网和信息网组成,核心网采用多台交换机实现,通过千兆光缆环

形连接,实现网络核心层冗余[７].设备联网方式采用千兆以太网技术和交换式以太网技术.国产网络交换

机已经较为成熟并且有了很广泛的应用.国内从事网络交换机生产的厂家主要有华为、中兴、锐捷、巨

龙等,其中以华为为代表的网络交换机已经逐步进入运载火箭测试领域,替代之前的进口设备.
同时军工科研院所也加强了国产网络交换机在航天测试领域的研究.例如国防科大采用国产网络交

换设备,提出了基于国产化设备的网络架构设计方案,并开展了原理性验证试验[８].总体而言,国产网络

交换机已经在基地有了初步应用,我国网络交换机核心开发能力较强,网络交换机具备国产化能力,因

此完全可以取代进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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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核心元器件

在我国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中用到了很多元器件,如数据采集卡、数据管理卡、脉冲计数卡等.
它们的核心主要是FPGA、A/D转换器、DSP、固态放大器等.目前以上绝大部分元器件都依赖于进口,
国内基本上没有能够满足测试系统要求的元器件厂家.

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欧美国家对于我国的航天元器件进口实行较为严苛的控制,从上世纪末以来,
美国就禁止对华的一切航天等军事用途的关键元器件.而我国的航天元器件的自主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关键元器件的国产化率不高,质量也不能完全满足要求.以某型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的数据采集卡为

例,该模拟数据采集卡可以提供９６路单端/４８路差动的模拟输入通道,在对控制系统模拟信号测试中,
一片采集卡就可以满足采集要求;但是国产采集卡目前最多可以支持３２路单端/１６路差动的模拟输入通

道,需要三片才能达到采集要求,而且采集卡的核心芯片———A/D转换器、FPGA 需要进口.在地面测

试系统中增加元器件不是简单的加法,还需要考虑带来的额外功耗以及对整个系统可靠性带来的危害.
当前我国航天型号核心元器件自主保障的形势较为严峻,以某重点型号为例:使用的关键元器件的

国产化率低系统核心技术指标受制于人.进口元器件需求中已识别出存在禁运、停产风险的元器件占

进口元器件需求总数的１/４左右.严重影响了型号批产和高密度发射任务.随着航天领域竞争日益激烈,
世界航天强国十分重视核心元器件的自主研发工作.美国 NASA设有专门的EEE元器件保证组,并将主

要精力放在FPGA、存储器的改进中;日本自２００３年实施航天关键元器件发展计划以来,以SOI ASIC
为突破口,带动了关键元器件全面发展;欧洲和俄罗斯也都制定相应发展计划,力争实现核心元器件的

国产化[９１１].因此种种的困难不应成为开展关键元器件国产化的阻碍,一定要坚定关键元器件１００％国产

化的总体目标,通过顶层设计、政策支持、加强研发人才培养等手段加快推进核心元器件的研发与生产.

２　推进关键设备国产化存在的困难与建议

２１　存在的困难

１)国内相关技术基础较差,核心技术被垄断.这类问题主要表现在CPU、FPGA等关键芯片上.由

于许多核心专利被国外垄断,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市场机制自然地形成了技术积累与产业优势等原

因,构建起了极高的芯片准入门槛,客观上增大了关键设备国产化的难度.同时缺乏完整的芯片产业链,
从芯片设计工具EDA到芯片加工的光刻机都要依赖于国外产品.

２)国产化器件质量不够高.对于一个成熟的火箭型号,其地面测试系统的使用寿命往往超过１０年.
这对元器件的质量和可靠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国产元器件的可靠性比较低、器件品质控制不严、
技术水平难以满足设计要求,产品价格相对较高,因此工程技术人员选用积极性不高.

３)软件生态不健全,用户体验感较差.这类问题集中表现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上.Windows作为全球

使用最为广泛的操作系统,在我国市场占有率甚至一度高达９９％,绝大多数使用者自始至终都是接触

Windows系统,操作习惯已经形成,对于基于Linux的国产操作系统的体验感较差.地面测试系统中设

备驱动是基于 Windows编写,这意味着国产器件不仅要完成硬件替代,还需要单独编写设备驱动.很多

设备存在代码不开放的问题,重新编写国产操作系统下的驱动耗时耗力,对项目进展造成影响.

４)技术人员选用积极性不高.由于国产器件可靠性较低,为了规避使用风险,很多设计人员在项目

开始时便选择进口器件.这种选择倾向性一方面是由于国产器件的性能指标、技术水平与进口产品相比

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航天发射领域实行归零制度,如果选用新的产品在归零时对技术人员思想

上造成了较大压力,因此技术人员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经过实践检验的进口部件.这种基于进口器件

展开设计的惯性一时半会难以扭转,也对推进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造成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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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应对措施与建议

通过对存在困难的分析,笔者对推进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国产化提出以下建议:

１)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把推动关键设备国产化作为发展思路,完善相应政策体系,制定实施

管理办法,构建统一高效、职责明确的管理机构;从国家层面上解决相关资源配置和进行统筹管理,建

立规范的产品体系和市场准入制度;简化审批流程,积极鼓励已有国产化产品进入航天测试领域.

２)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完善培养体系.人才是一切的根本,以操作系统的开发为例,目前国产

操作系统的开发群体比较少,教材稀缺,人才体系没有建立,人才培养缺乏系统性,国产操作系统下开

发者社区基础薄弱,严重制约了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与应用.习主席指出: “我国面临的许多 ‘卡脖子’
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要持续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人

才培养,积极营造良好科研氛围.

３)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推进地面测试系统国产化应当有序进行,在操作上可以在对进口产品核心

技术的研究与学习的基础上,对部分进口产品进行仿制替代,而后逐渐实现国产化.要在确保航天发射

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单个器件、分系统、整体系统的顺序逐步进行国产化替代,最终实现地面测试系统

关键设备１００％国产目标.适当放宽对国产设备、器件的可靠性要求和技术归零标准,建立容错机制,减

轻技术人员心理压力,积极引导和鼓励航天部门使用国产设备.

３　结　论

运载火箭地面测试系统在航天发射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地面测试系统关键设备仍然依赖于进

口,给地面测试设备带来了巨大的信息失泄密、系统瘫痪等潜在威胁,这与未来我国高密度、高可靠性

航天发射要求存在突出矛盾,推进关键设备国产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通过对 CPU、计算机操

作系统、网络交换机、核心元器件国产化能力进行探讨,分析得出国产工控机主板、网络交换机具备替

代进口设备的能力,核心元器件国产化能力较弱,需要不断加强研发.该研究是实现我国地面测试系统

关键设备国产化,增强我国航天领域自主可控能力的先行性与基础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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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技术火工产品生产及试验管理要点分析

王珺岩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摘　要　以发射技术为主要研究及发展方向的企业在具体业务中广泛涉及火工品生产和相关试验.

针对这两种作业形式的业务管理,是相关企业管理的要点也是难点.本文对发射技术相关火工产品生产

及相关试验的分类及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识别了管理需求.总结该类作业活动的特点为:基于安全管

理要求的,综合考虑现有基础设施能力的,多项目并行的计划排程管理.提出管理改进措施,主要包括:
提升作业场地火工品当量,强化安全管理制度,安全传感器建设升级,提升成品及物料流转速度,统筹

生产和试验安排,优化计划管理方法,提升生产计划排程的科学性,建设信息化质量记录采集手段和火

工品生产自动化产线,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　发射技术;火工产品;试验;管理要点

０　引　言

发射系统是导弹武器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进行导弹发射姿态准备、发射基准确定、目标随动、

发射控制及发射程序实施的专用设备的总称[１].发射技术是指导弹武器系统依托发射装置,使导弹进入发

射准备,实施发射,并在自身的推力或外力作用下飞离发射装置的相关技术[２].目前通用的导弹发射方式

划分方式如下:

１)按发射基点不同,可分为陆基 (地面、地下、半地下)发射、海基 (海面、水下、海底)发射、
空基 (载机)发射等;

２)按发射动力不同,可分为自力发射、外力弹射、投放发射;

３)按发射姿态不同,可分为倾斜发射、水平发射、垂直发射;

４)按发射装置不同,可分为筒 (管、箱)式发射、架 (轨道)式发射、台式发射;

５)按有无机动,可分为固定式发射、半固定式发射、机动式发射;
可见,发射技术涉及专业广,技术复杂度高,产品形式多样.此外,发射技术的试验和生产过程中

涉及压力容器、吊装、火工品作业等作业形式,危险度高.加之客户对产品需求的进度日益紧张.因此,

以发射技术为主要研究及发展方向的企业,为适应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符合军方体系化作战需求,着

眼于未来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应重点建设自身发射相关核心部组件批量生产能力及针对发射技

术的试验验证能力.识别此类业务的管理难点,分析其中的管理要点,提出有效的管理措施至关重要.

１　发射技术相关火工产品简介

１１　发射技术相关火工产品分类及关键技术分析

在导弹武器系统执行作战工作工程中,战斗姿态的转换,导弹飞离等许多环节都需要特定的火工品

完成相关的功能,这些特定的火工品是利用燃烧或爆炸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作为动力实现做功,从而

完成特定的功能[３].针对发射技术而言,火工部组件产品主要有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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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燃气发生器.燃气发生器又称气体发生器,是利用火药或烟火剂的燃烧产生气体的火工品.是

发射系统功能实现的动力来源.燃气发生器的主要结构包括:主装药、点火机构、燃气过滤器和壳体

组成.
主装药采用丁羟复合推进剂,药柱表面采用硅橡胶进行包覆阻燃,保证燃气发生器在工作的前期具

有最大做功能力.
点火机构的组成主要有两部分即点火器 (主要是电爆管)和放大点火药环 (主要是点火药盒组件),

这种结构有利于点火能量的高效率利用,同时兼备中心部位对高压室全部主装药进行同步点火,从而使

燃气输出特性更贱稳定易控.

２)弹射动力装置.弹射动力装置又称作动装置,他是利用电能使主装药爆燃产生推力做功,从而实

现导弹起飞动作的功能组件.目前弹射动力装置可分为两类:火药作动装置和活塞杆式作动装置.
火药作动装置是直接利用主装药的高压燃气的高速喷射形成反作用力,从而实现导弹脱离发射装置.

为避免高压燃气直接作用于弹体造成弹体灼伤,该类弹射动力装置一般设计有 “水室”和 “整流装置”
等结构,从而形成温度较低的水蒸气气团颗粒,提升发射安全性和稳定性.

活塞杆式作动装置是利用主装药燃气的高速喷射形成反作用力,从而驱动装置活塞杆作活塞运动,
从而实现将电能转换为化学能,再由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为了使运动的活塞完成设计预定的动作,需

要考虑活塞连杆端头与弹体的匹配,并兼顾预防做功前活塞杆在外加负载时可能会出现的位移.

１２　发射相关火工产品生产需求分析

火工品生产属危险作业,从事火工品生产需要在具备火工品生产资质的场地进行,该场地严格按照

火工品生产建设标准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火工品生产的从业人员必须经过火工品培训并获得从业资

质.火工品生产设备必须符合火工作业设备 “防爆”标准要求[４,５].火工品作业管理要遵守作业审批制

度、生产场地点检制度、火工品当量管理制度、出入库台账管理制度、火工品专车转运管理制度等[１１].

２　发射技术试验简介

２１　发射技术试验分类及关键技术分析

发射技术相关的验证试验对于发射技术研究与批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目前产品在研发阶段仿真

手段日益成熟,产品生产制造过程质量管控手段逐步提升,但实物验证试验依然是发射技术相关产品在

进行研制和生产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为可信的验证方式.该类实验依据试验目的不同,主要分为两类:
研制阶段关键技术验证试验及批生产产品质量抽检试验.

１)研制阶段关键技术验证试验主要包括热试车试验和弹射试验 (包括:模拟弹射试验).所谓热试

车试验,通常是为验证某一研制阶段的产品的相关技术参数,通过试验获取数据从而判断是否满足研制

要求,并提出技术改进措施的试验.所谓弹射试验,是验证处于某一研制阶段的武器系统的发射系统的

综合技术性能的试验.该类试验的目的不仅要验证火工品部组件的性能,同时还要验证发射装置、发射

控制系统、遥测系统、弹上相关系统、电源系统等分系统在发射程序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性能.

２)批生产产品质量抽检试验是指批量生产的与发射相关的部组件在交付客户之前按照技术要求和工

艺文件进行的例行抽检试验.抽检子样按照产品数量,依据国军标要求,从批次产品中抽取,依据研制

要求开展试验,通过试验结果得出结论该批次产品是否具备产品交付条件.该类试验主要包括发射装置

防护盖破碎试验及弹射动力装置弹射试验等.

２２　发射技术验证试验需求分析

发射技术验证试验涉及火工产品生产,其作业需求在１２火工产品生产制造需求的基础上,需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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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国军标及产品技术要求验证的附属配套设施,主要包括:弹射动力装置弹射试验需要使用的高低温

发射井;模拟弹射试验需要的压力容器工装;远距离接收产品数据的遥测设备;测量弹道、射角、初速

等指标的光学测量设备;模拟使用场景的模拟阵地;为战车等设备弹射所需的呈现为一定角度的坡道.
此外,试验现场管理要关注试验现场的安全距离、现场指挥调度系统、试验现场保障等.涉及业务面广,

管理难度大[６,１０].针对发射系统验证试验的需求,应在产品研制初期通盘考虑,结合武器系统综合技战

术性能特点,依据单位基础设施实际,同步规划、设计、建设、实施.

３　发射技术相关产品生产及试验管理的特点及改进措施

综合１２和２２之分析,发射技术火工产品生产及试验硬件需求主要满足两个方面,即安全管理要

求、产品技术性能要求.考虑到目前日益繁重的科研生产任务,多项目并行日趋常态化.由此,决定了

发射技术火工产品生产及试验现场的管理特点为:基于安全管理要求的,综合考虑现有基础设施能力的,
多项目并行的计划排程管理.由此决定管理要点聚焦于安全管理、物流管理、计划管理和质量管理四个

方面.针对上述管理要点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１)提升作业场地火工品当量,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以发射技术为主要研究及发展方向的企业要把作业场地火工品当量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看待.火工品当量直接决定了企业承接任务的能力.越大的火工品当量,就意味着企业可以承接更多的

研制生产任务;同时也意味着企业能够涉足大当量火工作业的产品领域,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２)强化安全管理制度,加快安全传感器建设升级,确保本质安全

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十分关键,从人、机、料、法、环、测六个维度详细规定涉及火

工作业管理的每一细节,做到即严谨规范,同时又易于掌握,从而营造良好的安全管理文化氛围.此外,
应重点关注安全传感器建设和持续升级,通过视频影像、温湿度测量等技术手段提升安全管理能力,确

保本质安全[７].
(３)协调生产试验上下游配套,加快成品及物料流转速度

火工品当量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的特定场地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火工品当量,做到

物料配送、入库存储、生产试验、半成品管理、成品交付各流程协调统一,提升物料及成品流转速度,

尽可能减少当量被长时间占用[５].
(４)统筹生产和试验,提升协调管理能力

生产和试验并行是常态,但并行一定会造成共同占用火工品当量、场地、人力和设备等资源.需要

统一指挥火工生产和试验两种业务,提升协调管理能力.
(５)基于火工品当量要求,优化计划管理方法,提升生产计划排程的科学性

生产和试验计划的排程管理应以火工品当量的占用率为依据,尽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火工品当量资

源.此外,军工火工品生产依旧属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由于产品的特殊性,因此通常需要确定

具有代表性的产品的生产周期,其他产品则按其复杂程度与代表性产品相匹配.总的计划是各项产品生

产和试验在时间上的统筹安排,需要进行推算并实时更新序时计划,以保证其可行性.对于短时间的试

验产品的生产则可以插空安排,以避免生产线停工等待、资源共享率低、资源浪费等现象[８].
(６)建设信息化质量记录采集手段,提升质量监督能力

传统火工品生产采用人员跟检的方式进行,即操作手操作过程中一名甚至是多名检验人员全程陪同

监督.传统方式不符合批量生产的进度需求;同时由于人工监督的方式易于出现人为因素造成的差错,
产品质量很难保证;且不满足安全管理 “压点减员”的要求.因此,建设信息化终端,全程自动采集数

据影响记录和力矩等过程参数要求,成为相关行业企业的普遍做法和发展趋势[９].
(７)提升火工品生产自动化水平

为实现安全管理 “压点减员”的相关要求,彻底做到 “人药分离”;提升产品生产的质量可靠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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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提升生产能力.研发自动化火工品生产线,提升火工品生产自动化水平,已经成为成熟企业的通

用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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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在太阳翼充气控制系统上的应用

王　盼１　严素欣１　刘嫣洁１　张红涛２

１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２河南航天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

摘　要　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航天产品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无论是民

用还是军用领域 (如通信、气象、导航等),对航天产品尤其是具备先进技术的航天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

广泛.这就要求航天产品的研发速度要提高上来,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商业航天行业的快速兴起,
对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提高产品研发质量、快速响应任务的要求也愈发显著.所以,提高航天产品研发

效率已经成为各航天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
本文将结合太阳翼的充气控制系统项目研制经验,阐述数字化设计在提高航天产品设计效率中的

作用.
关键词　航天产品;研发周期;快速响应;数字化

０　引　言

对于空间飞行器,特别是一些载有大功率载荷的飞行器,需要有足够的能源支持,为确保其正常工

作,必须具备足够太阳翼基板尺寸,从而获得较高的电能.充气展开结构采用轻质柔性复合材料制作而

成,并以折叠状态发射,到达预定轨道后充气展开,展开机理简单、重量轻、折叠体积有限,能有效解

决质量、体积、力学响应放大等问题[１].
充气展开式结构是近年广泛运用于各种航天器的一种新型空间结构形式.充气展开太阳翼质量比相

应的传统机械太阳翼轻６０％以上,折叠包装后的体积是相应的机械展开结构折叠后的体积２５％不到.可

以预测,未来充气展开结构有望代替传统结构成为航天器的主结构,如小卫星大功率太阳翼、大型应用

型空间站、太空旅馆、月球或火星居住基地等.

１９９９年ILCDover公司、L’Grade公司和AEC ABLE在ST４新千年工程的主导下联合设计了充气

太阳能阵列 (见图１):ST４太阳能阵列,由标准拼合板和位于阵列中心轴的展开管构成,收拢状态下充

气管与拼合板呈 “Z”字形折叠[２].

图１　充气展开太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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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在２００７年左右开展了相关研究,并研制了一套基板面积为５m２的地面原理样机.此

外哈工大与航天科技集团５０８所联合研制的充气式重力梯度杆,于２０１２年底进行在轨验证,试验取得圆

满成功,标志着空间充气展开关键技术得到突破.
充气展开太阳翼主要由充气控制系统、太阳能电池阵、充气管、压紧释放装置等部分组成.由于卫

星在随运载火箭发射过程中要经受复杂和严苛的力学环境 (如加速度、振动、噪声等),要求各组成分系

统具有较好的强度和刚度以及良好的功能稳定性.
下面我们将结合充气展开太阳翼的充气控制系统的产品设计过程,阐述数字化、模块化设计在提高

航天产品设计效率的作用.

１　充气控制系统数字化设计

充气控制系统在充气展开太阳翼各组件中占着比较重要的地位,系统主要由各种阀门、管路连接组

成,由于其为高压系统,对气密性要求较高,在发射过程中又要承受恶劣、复杂的力学环境.如果充气

控制系统失效将可能导致太阳翼无法展开,甚至影响整个卫星是否成功发射的判定,所以对充气控制系

统的可靠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
充气控制系统的原理图如图２所示,它主要由气瓶、手动截止阀、过滤器、减压阀、安全阀、电磁

阀、压力变送器、管路及接头组成.

图２　充气控制系统原理图

在充气控制系统设计研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多轮设计方案和技术路线的迭代,主要原因如下

所述:

１)系统要保证高可靠性:飞行器在发射过程中受到冲击、振动、加速度等的力学环境影响,而充气

控制系统属于需要密封性能要求高的高压气路系统,所以系统的各元器件组成以及元器件之间的布局就

必须要合理,且保持占据空间小、轻量化、气压输出稳定的特点,一次性设计方案可能不能全面覆盖到

全部要求,或做不到方案最优化.

２)输入条件的变更:任务提出方出于对系统功能的增加 (或减少)的需求,在设计过程中也可能存

在对输入条件的变更,此时设计方案需要随之做出改变来响应任务变更.

３)系统设计存在不同的设计阶段:一般情况下,航天产品的设计要经过原理样机、初样产品、正样

产品等阶段,其中原理样机属于地面验证阶段,与初样、正样产品的实际状况会存在方案差别 (主要体

现在元器件的布局方面).所以要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进行多次产品布局设计.

那么如何快速响应设计任务,在各轮方案论证、提出修改意见或者输入条件变更后迅速完成方案迭

代,以求缩短项目周期,便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可从以下两个策略入手来帮助解决此问题:

１)数字化、模块化设计:由原理图及上述系统组成分析可知,充气控制系统主要由气瓶、各种阀

门、管路、传感器及接头组成,可将这些元器件进行模块化设计,组成数字化元件库,在方案变更涉及

元器件的更改时,在数字化元件库中直接调取相应原件即可,无需再次进行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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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标准化设计:如图所示,各元器件按照先后顺序布局到管路上,一般是以多通零件作为连接单

元,此时涉及多通类元件与元器件的接口问题,为了实现迅速连接和装配,可将各元器件接口标准化设

计,按照工程使用频率和行业标准确定接口尺寸,涉及接口尺寸转换的可用转接工装替代.
此次充气控制系统为地面样机设计阶段,数字化设计在充气控制系统方案设计中的使用如下所述.

１１　方案一

此为初始方案,也是根据任务要求做出的第一轮原理设计方案,其原理图和数字化模型如图３、图４、
图５所示.

图３　充气系统原理图

工作原理为:气瓶中存储一定量的高压气体,经过减压器控制输出气体压力,节流减压,控制器发

送指令给一个二位二通电磁阀,控制电磁阀通电打开,气瓶放气使气体进入充气管中.直至充气管内压

力达到压力变送器的设定值时,控制器发送指令关闭二位二通电磁阀.停止充气.在减压器后面设置安

全阀,防止减压器输出压力高于设定值,起到保护作用.
方案设计之前已经建立数字化元件库,将气瓶、截止阀、减压阀、电磁阀、压力传感器、各类型通

类转接件、过滤器、安全阀等常用的气液系统组件按照各种型号和尺寸进行建库,并且将各元件的接口

尺寸设置统一值.在原理方案设计之后,迅速在数字化元件库中选取相应元器件进行装配建模.方案一

的装配模型如图４、图５所示.

图４　充气系统总图

气瓶至控制箱之间由特氟龙软管连接,控制箱至出口之间布置过滤器、减压阀、压力表、压力传感

器等元件,通过不锈钢管路连接,减压器集成高压压力表、低压压力表、高压安全阀和低压安全阀.
根据相关设计并结合原理图、技术要求,从零件库暂定零部件型号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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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充气系统控制箱图

表１　元器件选型表

序号 部件名称 备注

１ 气瓶 外购

２ 二位二通电磁阀 货架产品

３ 减压阀 货架产品

４ 手动截止阀 货架产品

５ 气体过滤器 货架产品

６ 特氟隆软管 货架产品

７ 管路直属件 需制作

方案讨论后的迭代意见为:

１)设计存在问题:气瓶尺寸过大,不利于安装于卫星上,作为地面试验设备同样也存在携带不方便

的弊端.建议缩小气瓶尺寸,提高其工作压力,且气瓶应集成于控制箱内部,便于移动和携带.

２)设计存在问题:气瓶端未设置快速充气阀门,在气瓶内的气体使用完后,不方便气瓶多次充气.
建议添加快速充气阀门.

３)增加设计输入条件:增加设计要求为充气系统可同时给３根充气管充气,建议增加四通零件,引

出３个充气端头.

１２　方案二

由于进行了模块化设计、建模,并进行了接口标准化规范约束,在第二轮原理方案设计结束后直接

从元件库选择相应元器件进行组装,迅速得到第二轮设计方案如图６所示.

图６　充气系统控制箱图

按照第一轮方案迭代意见,此次方案设计的特点为:缩小气瓶尺寸并集成于控制箱内部,气瓶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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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充气阀门,减压器之前的管路压力范围调整为高压范围,减压器至出口之间的管路压力为任务要求

的充气压力,充气系统尾部增加四通零件并引出３根充气端口,各通类零件与管路之间均以管接头和外套

螺母的形式连接.
根据相关设计并结合原理图、技术要求,从零件库暂定零部件型号见表２.

表２　元器件选型表

序号 部件名称 数量 备注

１ 气瓶 １ 外购

２ 二位二通电磁阀 １ 货架产品

３ 减压阀 １ 货架产品

４ 截止阀 ２ 货架产品

５ 气体过滤器 １ 货架产品

６ 特氟隆软管 １ 货架产品

７ 管路直属件 — 需制作

方案讨论后的迭代意见为:

１)增加设计输入条件:三根充气管端口之间存在固定距离为１０００mm (见图７),故引出的３个充

气端口还需要再增加足够长度的软管,接到３个充气管的充气端头.

２)增加设计输入条件:因此轮方案为地面验证方案,在充气完成后还需要给充气管排气,以便于将

充气管收纳起来,故充气系统后端还应增设排气阀门.

图７　充气端口固定距离

１３　方案三

由于进行了数字化设计、建模,并进行了接口标准化规范约束,在第三轮原理方案设计后直接从数

字化元件库选择相应元器件进行组装,迅速得到第三轮设计方案原理图和数字化模型如图８所示.

图８　充气系统控制箱图

如图８所示,根据第二轮迭代意见,增加了排气阀门,３根与充气管充气端头连接的软管为定制产

品,未在图中表示.根据相关设计计算并结合原理图、技术要求,从零件库暂定零部件型号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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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元器件选型表

序号 部件名称 数量 备注

１ 气瓶 １ 外购

２ 二位二通电磁阀 １ 货架产品

３ 减压阀 １ 货架产品

４ 手动截止阀 ３ 货架产品

５ 气体过滤器 １ 货架产品

６ 特氟隆软管 １ 货架产品

７ 管路直属件 — 需制作

此次方案设计后已达到充气控制系统地面样机的使用要求,接下来可进行详细方案的设计.
从三次方案设计过程来看,由于进行了数字化设计、建模,并进行了接口标准化规范,从新的迭代

意见给出,到新的设计方案完成,平均反馈间隔在１天左右,与重新设计尺寸、重新建立模型的传统设计

工作模式相比,大大提高了设计效率,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２　数字化设计在充气展开结构研制中的意义

在具有展开功能的航天产品设计中,充气展开式结构具有成本低廉、存储体积小、重量轻、可靠性

高等优点,能够实现传统结构很难达到的性能.因此,充气展开式结构在各类航天器上的应用将成为空

间研究和开发的热点.
充气展开式结构可用于构建航天器的结构部件和功能部件,如大面积天线、高功率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聚光器、太阳遮光罩和月球基地的充气展开式建筑等[３],充气展开结构的其他应用实例如图９
所示[３].

图９　充气式空间产品

由以上可知,充气展开结构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在航天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同时作为一

种全新的设计概念,在为未来大型航天器的发展和轻量化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气瓶储气式充气系统具有成熟度好、可靠性高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空间飞行器,如火箭轨姿控动

力系统、卫星轨姿控动力系统、充气可展结构等;在地面设备应用方面,同本文类似组成的气路系统也

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气液试验的实验台设备中.所以,将其进行模块化、标准化设计,对此类气液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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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商业航天的兴起,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快速响应的设计方案,并且根据客户需求的

变化,快速进行方案迭代,减少时间成本将是航天企业提高市场优势的硬能力.现代计算机技术已经高

度发展,各种建模软件、仿真软件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而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应用这些计算机

技术提高设计效率将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一个课题.
如本文第２节所述,根据研发产品的特点,建立数字化元件库,能够在原理方案设计好后,快速从元

件库选型建立相应数字化样机作为可提交方案,并且根据讨论意见以及任务输入条件的变更,及时更改

设计,缩短各轮方案的迭代周期.模块化、数字化设计不但降低了设计人员的工作量,也能够成为航天

产品设计工作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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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材料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刘嫣洁　安迎和　杨苗苑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摘　要　航天材料的发展是航天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石,航天产业的发展为航天材料的不断革新提供

新的契机和动力.近年来,航天材料在航空、机械、电子、汽车、家电等领域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航

天材料将服务于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进步和经

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先导.
关键词　航天产业;材料;航天材料的发展;航天材料的应用

０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材料产业是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技术领域,我们要

迎头赶上、奋起直追.材料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发展最快的重要科学技术领域之一,已成为世

界各国必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代装备,一代材料”向 “一代材料,一代装备”的转变[１],彰显了材

料的战略作用.发展材料技术不仅能够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又可带动支柱产业

与传统产业的技术提升和产品更新.
材料作为航天产品的基础元素,发挥着结构支撑、传输载体、能量通道、阻隔屏蔽等多样工程特性

的作用.随着未来载人航天、深空探测、高超声速飞行器、重复使用运载器、返回舱、临近空间机动飞

行器等航天领域技术的发展,对材料提出更新、更苛刻的要求,为航天领域新材料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和动力[２].同时,随着高性能航天材料的发展,航天材料的应用领域更加广泛,在航空、电子、机械、汽

车、家电产品等领域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航天材料将成为国家安全、社会进步、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

和先导,服务于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国民经济与生活的各个领域.

１　应用研究现状

１１　国际发展现状

近年来,航天领域新材料的研究与发展,尤其是高性能轻质金属合金、复合材料、特种功能材料、

石墨烯材料及超材料等,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达国家新材料产业各具特色,侧重领域各不相同[３]:

美国致力于材料技术领域的研发、始终保持全球材料领先地位;日本注重现有材料性能的改进和新材料

的研发,希望利用有限资源发挥最大作用;欧盟新材料科技战略目标是保持在航天材料领域的竞争优势.

１１１　高性能轻质金属合金材料
为适应航天飞行器轻量化、高推比、高可靠等设计需求,高性能轻质金属合金材料已广泛应用于航

天领域.加拿大肯联公司推出被美国航空界称为 “超级合金”的第三代铝锂合金[４],具有轻质、耐腐蚀等

优良性能,已用于庞巴迪公司的F １６军用飞机、C系列飞机,以及空中客车公司的 A３５０等[５].钛合金

价格相对昂贵,常用于承力大的关键部位.美国 Allegheny技术公司研制了具有优良的冷成形和热加工性

能的 Ti ４AL ２５V １５Fe ０２５O钛合金,其性能类似于航天用的 Ti ６AL ４V 合金,但价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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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２０％[６].镁合金以其高强、轻质、良好的高温性能及韧性,得到美、俄、法等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

不断扩大其在航天领域的应用范畴.

１１２　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可以综合多种材料的优点,弥补单个材料的性能缺陷.树脂基复合材料在耐高温、抗湿热、

抗冲击、热稳定性、损伤容限等方面都具有良好性能,近年来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在生产方面取得

显著进步,极大降低材料成本,已在导弹弹体和发动机壳体等方面得到应用[７].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８]强

度远高于硬铝,成本低且具有良好的尺寸稳定性,已被广泛运用于航天器各类光学设备的支架结构、惯

性制导系统和测量单元等;此外,美国哈勃望远镜高增益天线的杆结构采用超高模量碳纤维增韧的铝基

复合材料,可有效确保太空机动飞行时的天线方位;陶瓷基复合材料具有成本低、高韧性、抗氧化性、
高温强度等优异的力学性能,目前美、法等已将带有冷却结构的陶瓷基夹层材料用于导弹发动机燃烧室.
高导热沥青基树脂复合材料导热率高、热稳定性强、密度低,且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已广泛应用于航

天器天线、光学设备、散热器等的机热一体化设计,据了解,日本在工程试验卫星－８的对地面采用碳纤

维面板铝蜂窝夹层结构散热器;德国 HPS公司采用高导热沥青基碳纤维/氰酸酯复合材料制造出频段天线

反射面[９];同时,具有优良尺寸稳定性的高导热沥青基碳纤维复合材料可实现太阳翼的热平衡设计,有效

改善太阳翼在空间冷热交变环境中的供电性能.

１１３　特种功能材料
为对航天飞行器进行有效防护,国外航天领域积极研发和应用特种功能材料[４].高温合金材料 (如美

国 NASA马歇尔空间飞行中心研发出的弥散强化钼 铼合金等)能够突破传统高温合金的温度上限,获得

大延展性、抗氧化性及高温抗蠕变性能等,已被广泛用于航天发动机部件.热防护材料可显著保护飞行

器免受高速飞行带来的热环境伤害.美国 NASA 戈达德航天中心通过在多层隔热材料上集成高疏水性、
超低密度的纤维增强气凝胶材料,研发出具有高硬度且热性能良好的结构隔热一体化材料,真正实现微

流星体防护.美国高超声速飞行器采用陶瓷隔热瓦进行隔热结构设计;德国高超声速飞行器采用多孔纳

米材料作为隔热层;俄罗斯采用玻璃纤维作为巡航导弹的热防护材料[１０]. (如美国 NASA 喷气推进实验

室研制的块状玻璃合金BMG是一种性能优异的微流星体轨道碎片防护材料,其密度是铝合金密度的１/２
倍,硬度是铝合金硬度的６倍,熔化温度与铝合金熔化温度相同,适合用作各类航天飞行器的防护屏

材料.)

１１４　石墨烯材料
石墨烯是目前自然界最薄、强度最高的材料.利用石墨烯的特点,澳大利亚研发了一种石墨烯壳体

材料,较普通钢壳体减重８３％,屈服强度提高１２倍;韩国三星公司发明了一种新型 “高度结晶石墨烯编

码”的硅阴极材料,可大幅提升锂电池容量;美国莱斯大学研制的 “激光诱导石墨烯”(LIG),有望用于

航天电子系统中的柔性电容器的生产[１１].此外,由于石墨烯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可用于制备超强耐腐

涂层:美国布法罗大学曾研制出超强耐腐蚀涂料,实验表明,将涂覆了该涂料的钢材浸泡在浓盐水中,
历时一个月后仍不会被腐蚀,该涂料有望用作航天武器装备的防护材料.

１１５　超材料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制造出一种能够使近红外光和可见光发生逆转的 “隐身斗篷”,该斗篷是通过特

殊工艺复合镁的氟化物、银以及纳米银线而成.美国洛马公司开发了一种可用于卫星等航天器的新型三

维超材料天线,具有低能耗、质量轻、宽带大、能量利用率高和价格便宜等优点[３].印度国家技术研究所

设计了椭圆形零阶谐振天线,解决了零阶谐振天线工作频带带宽较窄的问题[１２].英国研制出的一种可用

于新型天线透镜的新型复合材料,可进一步提高隐身能力.

１２　国内发展现状

国内航天航天器新材料的应用起步滞后于西方国家近半个世纪,然而我国航天领域技术发展十分迅

速,近年来我国载人航天、空间站、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重点工程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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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研制水平的不断提升,对新材料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进而推动了我国多项新材料关键技术的

突破.

１２１　高性能轻质金属合金
兰州物理所在微重力环境下,研制出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铝锂合金[１３].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通过在传统镁合金中添加特定比例的钆和钇,研制出具有更高强度、耐热性和抗蠕变性能更强的

高性能新一代镁合金,为高性能新一代镁合金在航天领域的推广及应用奠定了基础技术基础.钛铝合金

研制方面,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的钛铝合金薄板材 (厚度为２mm 的前提下,最大尺寸可达７００mm×

２００mm)[１４]、北京科技大学研制的高抗氧化性 (最高抗氧化温度可达９００℃)钛铝合金材料[１５]、北京钢

铁研究总院研制的其他钛铝合金板材[１６],均促进了钛铝合金在航天领域的推广与应用.

１２２　复合材料
陈祥宝院士通过制备新型固化剂,并控制其在环氧树脂的溶解,研制出低温固化高性能复合材料,

解决了复合材料成本过高的问题[１７].黑龙江科技大学研究出高性能碳纤维预浸料的生产配方和加工工艺,

填补了国内高端碳纤维复合材料自主生产的空白[１８].

１２３　特种功能材料
中南大学研制出兼具钨的低膨胀性能和铜的高导热性能的高性能钨铜电子封装材料,可有效提高各

类高性能电子器件的散热性能[１９].当前,钨铜电子封装该材料已经在航天飞行器上的电力电子器件、激

光二极管、大功率脉冲微波管、集成电路模块等元器件中得到初步应用.

１２４　石墨烯材料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的青年科研人员首创了一种具有优异性能的新型高端合金材料——— “烯合金”

材料,在国际石墨烯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使我国成为石墨烯材料领域的领跑者[２０].江苏省泰州市泰

州巨纳新能源有限公司研制出多项性能均较优异的全球首台商用石墨烯飞秒光纤激光器,后续将着重开

发该设备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市场.

１２５　超材料
相对国外在超材料领域较为发散的发展模式,我国采取更加集中的发展模式.国内多所高校已在隐

身超材料、声波负折射超材料等超材料技术研究方向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已在国际超材料技术领域抢占

先机.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所的刘若鹏团队在 «科学»杂志发表的 «新型超材料宽频带隐身衣»中,

提出一种电磁超材料天线,可通过无线连接卫星宽带,解决偏远地区网络通信问题[２１].

２　应用研究现状航天材料在其他产业的应用

当前,高性能航天材料的持续研发更新,在正面临深刻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扮演者更加重要的角

色.我们要高度重视先进航天材料的产业化,逐步促进我国从生产消费大国向生产消费强国转变.

２１　先进复合材料在大型民用机上的应用

２０世纪末期,我国相继研制了一批如碳纤维、碳化硅纤维、氧化铝纤维、硼纤维、芳纶纤维、高密

度聚乙烯纤维等高性能增强材料,并使用高性能树脂、金属、陶瓷为基体,制成了先进复合材料

(ACM)[２２],是航天飞行器的理想材料.

目前,先进工业技术及其民用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即碳纤维在该工业领域的使用份额.环氧树脂

基碳纤维复合材料是 ACM 的典型代表,具有良好的工艺性、价格低等优异的综合性能,当前已经广泛应

用于马赫数低于１５的飞机上.据统计,使用环氧树脂基碳纤维复合材料代替传统金属材料,可使飞机减

重２５％~５０％;可节约能源,提高材料利用率;可提高飞机使用寿命、可靠性、耐腐蚀性和空气动力学

性能;可降低运费等[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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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轶纶 ９５”在纺织业中的应用

“轶纶 ９５”聚酰亚胺纤维是国家 “十二五”规划中的战略性新兴材料,作为世界高技术含量有机高

分子材料之一,具有热传导率低、耐高低温、质轻、性能稳定等特性,主要用于航天环保等高技术领域,

可承受航天器在飞行过程中经历的－２５０℃~１５０℃的温度变化,可抵抗各类宇宙射线[２４].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科学家丁孟贤团队在历经５０年钻研后,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实现了 “轶
纶 ９５”聚酰亚胺纤维的产业化,并在原有技术基础上针对服装纺织行业的特点,研发出了 “轶纶 ９５”

服用纤维,这是全球首次将 “轶纶 ９５”聚酰亚胺纤维这一航天技术材料应用于民用纺织领域[２５].
“轶纶 ９５”服用纤维手感柔软、顺滑,具有很强的保温、阻燃、绝缘能力以及远红外等功能,在保

健、户外、消防、婴幼儿用品以及军事用品等其他特殊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该团队一直致力于 “轶
纶 ９５”在功能性治疗产品和防寒保暖服装领域的设计研发,目前已形成部分样品.

２３　气凝胶在节能保温领域的应用

气凝胶具有极好的隔热性能和极低的密度,室温真空热导率可达１mW/ (mK),密度可低至

２mg/cm３,是目前密度最小的固体材料,已作为隔热材料广泛应用于航天飞行器,在航空、石油化工、

电力冶金、建筑节能等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传统隔热材料革命性替代产品[２６].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责任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团队突破产业化技术瓶颈,成功从廉价原材料中提取了气

凝胶材料,提取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团队目前已制作出国内最薄建筑保温板———气凝胶绝热保

温板[２７],让成本昂贵的 “航天级”材料走进了民用建材市场,并致力于实现气凝胶材料的大规模产业化

应用.

３　航天材料发展趋势

３１　高性能、低成本、可回收

为满足新一代航天飞行器的超高速度、机动飞行、重复使用等高性能指标应用需求,航天新材料技

术得到迅猛发展,一是在保持传统材料优异性能的同时,重视传统材料的持续改进[２８].各类航天金属材

料向着更高韧性、更优异的高温性能和工艺性能等方向发展,例如,为了改善航天飞行器的抗冲击、抗

气动热、抗疲劳等性能,有望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获得上述性能均优于现有热固性树脂基材料的纤维增

强热塑性树脂基复合材料.二是从材料成分、加工工艺以及微观结构等方向采用创新概念,不断开展新

型材料的探索研究.石墨烯材料不仅轻薄,而且具有良好的电学、力学、热学以及光学性能,被誉为

“后硅时代”的新潜力材料,未来石墨烯材料的发展,将促进新型材料性能快速升级;２０１８年５月,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成功开展新型非热压罐固化工艺技术,通过将烙铁与树脂表面角接触,启动树脂内部的级

联化学反应波以固化树脂,无需外部能源即可得到符合标准的复合材料部件,开启了高效低成本树脂基

复合材料的新时代;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东丽公司通过控制纳米级石墨晶体结构,将碳纤维拉伸强度和拉伸模

量并行提高到最大,开发出同时具有高强度和高模量的 MX系列碳纤维,将有助于减轻航天复合材料部

件的重量.
“十三五”期间,新材料产业提出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短流程、低污染、低能耗、绿色化生产

制造、节约资源以及材料回收循环再利用,是新材料产业满足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２９].在

航天新材料技术领域,我国已开始着手改变高投入、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产业模式,发展新材料的回

收和再利用技术.同时,我国也正在致力于调整材料产业结构,将生态环境意识贯穿于新材料开发的全

过程,加大绿色环保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持续提升材料产业的资源利用率,加速实现材料回收再利用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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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纳米材料

随着纳米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的进步,可以开发更多的新型高性能材料,有望大幅提升航天飞行器

性能[３０].美国 NASA验证了碳纳米管 (CNT)复合材料对提高航天承力结构强度的作用.２０１７年５月,
美国 NASA用CNT复合材料制造的承力结构件搭载探空火箭进行首次飞行试验,试验验证表明,CNT
复合材料构件在太空中具有卓越的拉伸强度等力学性能;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美国 NASA 与亨斯曼集团合作

研究用于开发CNT复合材料的高强度CNT线材/带材,其强度至少是现有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两倍.氮化

硼纳米管有望提升航天器受热部位的高温稳定性.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美国 NASA 与美国宾汉姆顿大学共同

研制出耐高温氮化硼纳米管材料,该材料能在９００℃仍保持热稳定性 (碳纳米管最高能在４００℃保持热稳

定性),可显著保障航天飞行器热环境恶劣部位的安全;２０１８年５月,莱斯大学发现了一种可以优化电绝

缘性氮化硼纳米管的方法,为下一代复合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奠定基础[３１].

３３　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

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是指在单一的结构材料/功能材料上集成两种或以上的功能,可有效简化航天器

结构[３２].多功能金属构件有望简化航天器热管理系统.美国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利用增材制造技术,
加工出出同时具备抗冲击、反射和吸收光/热的结构功能一体化金属构件,其外观类似古代盔甲,构件正

面可反射光和热,背面可吸收光和热,将精简航天得星期热控分系统的设计和总装集成,降低生产成本.
预陶瓷化聚合物材料有望简化再入飞行器热防护系统.美国 NASA兰利研究中心发明了结构/防热一体化

材料—预陶瓷化聚合物 (PCP)复合材料,用其制成热防护涂层烧尽时,可在高温下立即发生反应,转变

为耐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保证承载结构的完整性,起到热防护作用[３３].

３４　可变性材料

近年来,可变形材料在国内外航天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旨在简化航天器结构的同时减轻其质量.新

型可折叠散热器将改变传统散热方式.美国 NASA戈达德航天飞行中心和杨伯翰大学提出一种三维可折

叠散热器[３４],可自动感应温度变化,通过形变控制热损失率,有望进一步提升航天飞行器表面的散热能

力.高强超轻可折叠变形结构可用于大型天线等航天器部件.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利用３D打印机研制出

可随温度变化发生变形的高强超轻可折叠结构,可用于轻质大型天线等可展开结构和空间超轻结构,甚

至可用于柔性变形机器人等.

３５　信息超材料

信息超材料是一类介电常数和磁导率可人为控制、各参量可人工调节的复合电磁材料,具有电磁反

射波、负折射、谐振吸收等特性,拥有电磁波软件自定义、精确设计、智能化可重构等功能,在军用和

民用领域都有着很大的应用潜力,军事领域主要可应用于装备制造、隐身技术、侦察成像、军事通信等,
民用领域主要可应用于民用通信、５G、特种材料等,推广应用前景广阔[３５].

在电磁隐身领域,信息超材料可应用于设计制造隐身装备;在声学隐身领域,可对来自任何方向波

的轨迹和速度进行重定向和变更,实现其覆盖下的物体对声波 “不可见”;基于信息超材料研制的衍射天

线,能实现对不同频率范围和不同空域范围内各类电子设备信号接收和发射的覆盖,可有效提高飞机、
舰艇和卫星上电子设备的整体通信能力和瞬时天线带宽内增益,提升电子设备的干扰/抗干扰能力;信息

超材料在材料轻量化应用上也有很好前景,美国 HRL实验室研制的轻量级信息超材料晶格[３６],９９９９％
的成分是空气,是未来解决汽车和航空航天能效问题的理想材料.

４　结　论

材料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材料领域紧密结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目标,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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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经过２０多年的不懈奋斗,突破材料关键技术、开发产品与技术系统、建设应

用与示范工程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随着新世纪科学技术蓬勃发展、持续革新,以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向新时代展示出惊

人的力量,航天材料的发展不仅是航天技术突飞猛进的基石,而且在其他产业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

可以极大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航天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是科技水平发展的标志,在一定环境下,将会

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１]　倪赵云峰先进高分子材料在航天工业领域的应用 [J]．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２０１３,(６):７ １２

[２] 朱资鉴新型航天用铝镁和铝锌镁合金材料概述 [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２０１８,(４):７５ ７７

[３] 特日格乐,贾平,李虹琳２０１７年航天材料领域发展综述 [J]．中国航天,２０１８,(３):２３ ２８

[４] 吴凯,张铁军,姚为,等航天新型高性能材料的研究进展 [J]．宇航材料工艺,２０１７,(６):１ ９

[５] KellyPL,VenkayyaVEvolutionofUSmilitaryaircraftstructurestechnology[J]．JournalofAircraft,２００２,３９ (１):１８ ２９

[６] LeyensC,PeterMTitaniumandtitaniumalloys[M]．Weinheim:Wiley VCH,２００４:３８５

[７] 杜善义先进复合材料与航空航天 [J]．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２００７,２４(１):１ １２

[８] 文章苹,张骋,张永刚碳纤维增强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及应用 [J]．人造纤维,２０１８,４８ (１):１８ ２４

[９] RobertIMAdvancedcompositestructuresresearchinAustralia[J]．CompositeStructures,２００２,５７:３１０

[１０] MouritzAPInttrouctiontoaerospacematerials[M]．Sawston;WoodheadPublishingLtd,２０１２

[１１] 王皓冉纳米材料及石墨烯的应用研究 [J]．化工管理,２０１７,(３６):２０１ ２０３

[１２] BoyerRRAnoverviewonthesueoftitaniuminaerospaceindustry[J]．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１９９６,２１３A:１０３

[１３] 耿桂宏,达道安,郝维新,等微重力电磁模拟制备高锂含量铝锂合金 [J]．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２００３ (２):１１ １３

[１４] 陈玉勇,孔凡涛TiAl合金熔模精密铸造及精密热成形技术 [C]．中国铸造活动周会议,２０１４

[１５] 赵丽利,林均品,张来启,等Al和 Nb元素对高 Nb－TiAl合金高温氧化行为的影响 [J]．材料工程,２００９ (s１):１２６ １３０

[１６] 张继变形钛铝合金的关键技术和研究进展 [J]．航空材料学报,２０１４,３４ (４):１１９ １２５

[１７] 陈祥宝,张宝艳,李斌太低温固化高性能复合材料技术 [J]．材料工程,２０１１ (１):１ ６

[１８] 刘明昌碳纤维增强环氧树脂预浸料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２０１２

[１９] 陈德欣钨铜电子封装材料的工程化研究 [D]．长沙:中南大学,２００５

[２０] 沈英甲 “烯合金”的发明是合金材料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革命———访中航工业董事长、党组书记林左鸣 [J]．环球飞行,２０１４ (６):

４０ ４１

[２１] LIUR,JIC,MOCKJJ,etalBroadbandground planecloakScience[J]．Science,２００９,３２３ (５９１２):３６６ ３６９

[２２] 吴良义先进复合材料的应用扩展:航空、航天和民用航空先进复合材料应用技术市场预测 [J]．化工新型材料,２０１２,４０ (１):

４ ９．

[２３] 王虎先进复合材料在航天飞机和大型民用机上的应用 [J]．玻璃钢/复合材料,１９９２,(４):５０ ５１

[２４] 常观深企推动航天材料应用于民用纺织 [N]．今日财经,２０１３ ０８ ２０

[２５] 锁菁航天技术材料 ORWINNER首次用于民用纺织 [J]．纺织服装周刊,２０１３,(３１):１０

[２６] 中国绝热节能材料气凝胶:航天材料打造节能保温材料市场 [N]．资源节约与环保,２０１６ ０２ ０７

[２７] 王涛让航天材料走进民用建材 [J]．中国建材,２０１６,(６):１１２

[２８] 王惠芬,杨碧琦,刘刚航天器结构材料的应用现状与未来展望 [J]．材料导报,２０１８,(１):３９５ ３９９

[２９] 唐见茂航空航天复合材料绿色化发展浅析 [J]．航天器环境工程,２０１５,３２ (５):４５７ ４６３

[３０] 赵云峰,陈江涛纳米材料技术在航天工业领域的应用展望 [C]．中国航天论坛暨学术报告会论文集,２００２:１０４ １０９

[３１] 魏雯俄航天纳米技术发展现状 [J]．中国航天,２０１５,２７ (６):２２ ２４

[３２] 董彦芝,刘芃,王国栋,等航天器结构用材料应用现状与未来需求 [J]．航天器环境工程,２０１０,２７ (１):４１

[３３] CampbellFCManufacturingtechnologyforaerospacestructuralmaterials[M]．ElsevierLtd,２００６

[３４] 李明我国航天器发展对材料技术需求的思考 [J]．航天器工程,２０１６,２５ (２):１ ５

[３５] 刘峻峰,刘硕,傅晓建,等太赫兹信息超材料与超表面 [J]．雷达学报,２０１８,７ (１):４６ ５５

[３６] BobPiascik,JohnVickers,DaveLowryNASAsintegratedtechnologyroadmap TA１２[M]．NASA２０１２:６

４３７１



ApplicationandDevelopmentTrendofAerospace
MaterialsinAerospaceIndustryandOtherIndustries

LIUYan jie,ANYing he,YANG Miao yuan
ChinaAerospaceScienceandIndustryCorporation

　　Abstract　Thedevelopmentofaerospacematerialsisthecornerstoneof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aerospaceindustryThedevelopmentofaerospaceindustryprovidesnewopportunitiesandimpetusfor
thecontinuousinnovationofaerospace materialsInrecentyears,the marketdemandofaerospace
materialsinthefieldsofaviation、machinery、electronics、automobilesandhouseholdapplianceshas
beenconstantlyexpandingTheaerospacematerialswillservethenationaldefenseconstruction,social
development,nationaleconomyandallfieldsofpersonallife,andbecomethematerialfoundationand

guideofnationalsecurity,socialprogressandeconomicconstruction
Keywords　 AerospaceIndustry;Materials;Developmentofaerospace materials;Applicationof

aerospacematerials

５３７１



一种导弹天线罩测试转台零位标定方法

王新达　孙祥溪　吴　翔　何　鑫　常慧娟　张　健　孙　涛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

摘　要　导弹天线罩转台是进行天线罩信号测试的核心设备,其各轴零位一般通过激光跟踪仪依次

标定的方式来完成,但该过程中需要不断更换靶球的位置,较为复杂和耗时.针对此问题提出一种新的

天线罩转台零位标定方法,首先通过固定非关键轴的方式,将转台抽象为串联机器人模型,并完成运动

学模型解算,随后基于机器人学中运动学标定理论推导出转台的误差模型,并利用参数辨识算法完成误

差补偿值求解.通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所提出的将机器人建模和标定算法应用于

导弹天线罩测试转台领域属国内首次,极大提高了标定效率,并为天线罩转台的后续控制研究开辟了新

思路.
关键词　天线罩转台;零位标定;参数辨识

０　引　言

天线罩转台作为导弹天线测试系统的核心组成之一,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暗室微波测试.为了保证微

波数据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转台各轴通常需要具有较高的位置精度,所以一般采用激光跟踪仪[１]等高精度

设备对其进行零位标定和精度验证.传统的零位标定方法通常是利用跟踪仪对转台的每个轴依次进行标

定,虽然可以保证具有很高的精度,但测量时需要不断对靶球的位置进行更换和固定,整个过程复杂

耗时.

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导弹天线罩测试转台的零位标定方法,通过将机器人学中运动学

建模和参数辨识理论[２４]应用于天线罩转台,进而抽象出转台的正、逆运动学模型,然后通过在转台工作

空间中随机采点的方式,利用参数辨识算法[５６]进行数值迭代,最终求得各轴零位补偿及其他参数补偿

值,从而完成零位标定.

１　天线罩测试转台运动学建模

所设计的天线罩测试转台的三维模型如图１所示,除基座外,其主要组成包括:天线罩方位轴、天线

罩俯仰轴、天线罩伸缩轴、天线罩横滚轴以及天线转台下方位轴、天线伸缩轴以及天线转台.为保证天

线罩转台末端三轴相交度,天线罩转台的伸缩轴通常需固定使天线罩方位轴、俯仰轴和横滚轴的轴线交

于一点,此外,天线伸缩轴需要根据导弹天线罩尺寸运动至固定位置,因此,我们对天线罩转台进行数

学抽象时只考虑旋转轴变量即可.此外,由于末端天线转台无需进行零位标定,因此只需要对天线罩方

位轴、俯仰轴、横滚轴以及天线转台下方位轴这四个 “关键轴”进行建模.

基于以上分析,采用机器人学中的Denavit Hartenberg (D H)法[７８]对天线罩测试转台进行运动

学建模,如图２所示,虽然实际工作中天线罩俯仰轴无法到达该位置,但为保证所建立的运动学模型的关

节变量无偏置值,因此采用该位姿为初始零位 (末端固连于横滚轴)进行建模.模型共分为天线罩转台

和天线转台两部分.图３所示为所建立的转台整体的连杆坐标系,并标出了D H 参数,其中下标为零的

坐标系为天线罩转台基坐标系,下标为T 的坐标系为天线转台基坐标系.D H 参数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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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天线罩测试转台三维模型

图２　天线罩转台部分初始零位

　　　　
图３　转台连杆坐标系

表１　天线罩测试转台D H参数

i αi/rad ai/mm di/mm θi/rad

１ －π/２ ０ ２５９４ θ１

２ π/２ ０ ０ θ２

３ ０ ０ １０９４ θ３

４ ０ ０ ３６８８ θ４

运动学正解是已知关节变量求解末端位姿[９],即关节空间至笛卡尔空间的映射变换,对于本文的天线

罩转台部分,其关节变量为q＝ θ１,θ２,θ３[ ] T, 天线转台部分关节变量为q＝θT, 由于天线转台部分较

为简单,因此,本文只以天线罩转台部分为例进行正运动学推导和后续标定研究.连杆坐标系i相对于i
－１的变换矩阵为

i－１
i T＝Rotzi－１,θi( )Trans０,０,di( )Transai,０,０( )Rotxi,αi(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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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１
i T＝

cosθi －sinθicosαi sinθisinαi aicosθi

sinθi cosθicosαi －cosθisinαi aisinθi

０ sinαi cosαi di

０ ０ ０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２)

根据表１中天线罩转台的D H 参数,可分别求得其相邻坐标系间的变换矩阵 ０
１T, １

２T, ２
３T .对于n

自由度的模型,末端相对于基坐标系的齐次变换矩阵为
０
nT＝０

１T１
２Ti－１

i Tn－１
n T (３)

因此,可得到天线罩转台的正运动学方程为

T＝０
１T１

２T２
３T＝

c１c２c３－s１s３ －c１c２s３－s１s３

s１c２c３＋c１s３ －s１c２s３＋c１c３

－s２c３ s２s３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ê

　

c１s２ c１s２d３

s１s２ s１s２d３

c２ c２d３＋d１

０ １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４)

式中,si 和ci 分别表示sinθi 和cosθi .
对于本文天线罩转台的逆运动学解算,实际上可将天线罩方位、俯仰、横滚三轴视为ZYZ 欧拉角,

通过旋转矩阵所求解的欧拉角即为各关节角度值.已知末端位姿

T＝

nx ox ax px

ny oy ay py

nz oz az pz

０ ０ ０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５)

因此可得到其关节角度为

θ１＝arctan２ay,ax( )

θ２＝arctan２ a２
x ＋a２

y ,az( )

θ３＝arctan２oz,－nz( )

ì

î

í

ï
ï

ï
ï

(６)

或

θ１＝arctan２－ay,－ax( )

θ２＝arctan２－ a２
x ＋a２

y ,az( )

θ３＝arctan２－oz,nz( )

ì

î

í

ï
ï

ï
ï

(７)

至此,完成了本文天线罩转台部分正逆运动学模型的推导.

２　参数标定

在机器人学中,运动学标定理论为通过机器人末端位姿的一系列测量数据来对其运动学参数进行精

确估计的过程,其基本框架包括建模、测量、参数辨识和误差补偿[１０１１].本节我们将该理论应用于所设

计的天线罩测试转台,并基于前文所建立的运动学模型,对天线罩转台的参数进行标定.

２１　误差模型的建立

误差模型的推导是参数标定的前提.首先根据机器人微分运动学可得到坐标系间的微分变换关系为

dxM

dyM

dzM

δxM

δyM

δzM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

nx ny nz (p×n)x (p×n)y (p×n)z
ox oy oz (p×o)x (p×o)y (p×o)z
ax ay az (p×a)x (p×a)y (p×a)z
０ ０ ０ nx ny nz

０ ０ ０ ox oy oz

０ ０ ０ ax ay az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dx
dy
dz
δx
δy
δz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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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xM ,dyM ,dzM ,δxM ,δyM ,δzM 和dx,dy,dz,δx,δy,δz分别构成两坐标系的微分

运动矢量.

基于D H 模型下设连杆i的名义变换矩阵为TN
i , 实际为TR

i , 由于存在几何参数误差,包括关节转

角误差Δθi 、连杆偏置误差Δdi 、连杆长度误差Δai 以及连杆扭角误差Δαi, 故TN
i 与TR

i 之间相差一个

微分摄动矩阵dTi, 实际齐次变换矩阵可表示为

TR
i ＝Rotz θi＋Δθi( )Transz di＋Δdi( )Transx ai＋Δai( )Rotx αi＋Δαi( ) (９)

连杆i的误差模型为

dTi＝TR
i －TN

i ＝TN
iΔi (１０)

式中,Δi 为相对于连杆i坐标系的微分变换,dTi 可根据式 (２)求得

dTi＝
ƏTN

i

Əθi
Δθi＋

ƏTN
i

Ədi
Δdi＋

ƏTN
i

Əai
Δai＋

ƏTN
i

Əαi
Δαi (１１)

由式 (１０)可求得Δi 为

Δi＝TN－１
i dTi (１２)

将Δi 可看作由dxi、dyi、dzi、δxi、δyi、δzi 所构成的微分运动矢量组成的,用ei 表示,其前三个

参数表天线罩转台末端位置误差,后三个参数为姿态误差,由式 (１２)等号两侧对应相等可得

ei＝

dxi

dyi

dzi

δxi

δyi

δzi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

Δαi

aicαiΔθi＋sαiΔdi

－aisαiΔθi＋cαiΔdi

Δαi

sαiΔθi

cαiΔθi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１３)

将式 (１３)以几何参数误差Δqi＝ Δθi　Δdi　Δai　Δαi[ ] T 形式表示

ei＝

０ ０ １ ０
aicαi sαi ０ ０

－aisαi cαi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sαi ０ ０ ０
cαi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Δθi

Δdi

Δai

Δαi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GiΔqi (１４)

式中,Gi 为误差参数矩阵;ei 表示的是转台轴i的参数误差所引起的连杆i的误差.

由于实际中要对天线罩转台末端坐标 (相对于基坐标系)进行测量,因此需要将各连杆的参数误差

变换到转台末端坐标系,根据微分变换关系,关节i引起的末端误差为

ndxi

ndyi

ndzi

nδxi

nδyi

nδzi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

nx ny nz (p×n)x
ox oy oz (p×o)x
ax ay az (p×a)x
０ ０ ０ nx

０ ０ ０ ox

０ ０ ０ ax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p×n)y (p×n)z
(p×o)y (p×o)z
(p×a)y (p×a)z

ny nz

oy oz

ay az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dxi

dyi

dzi

δxi

δyi

δzi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１５)

简化为如下表示
nei＝njiei (１６)

式中,nei 的前３个元素表示杆件i的参数误差所引起的天线罩转台末端位置误差,后３个元素是姿态误

差,nji 为从坐标系i到坐标系n 的微分变换矩阵,且各参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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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ox ax px

ny oy ay py

nz oz az pz

０ ０ ０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i
nT＝i

i＋１Ti＋１
i＋２T n－１

n T (１７)

由此可得所有关节造成的转台末端位姿总误差为

e＝∑
n

i＝１

njiei＝∑
n

i＝１

njiGiΔqi＝JΔq (１８)

对于本文天线罩转台部分,式 (１８)中n＝３.
由于实际中转台末端位置测量相对容易,而末端姿态的测量则较为困难.此外,转台各关节之间同

串联机器人一样存在强耦合关系,使其末端姿态精度会随位置精度提高而提高.因此,在保证标定精度

的前提下为了简化计算过程,本文只建立转台的位置误差模型,即取式 (１８)的前三行,最终得到所建

立的转台误差模型为

ep ＝JpΔq (１９)

式中,ep 表 示 转 台 末 端 位 置 误 差;Jp 表 示 转 台 末 端 位 置 误 差 雅 可 比 矩 阵.Δq ＝

Δθ１,Δd１,Δa１,Δα１,,Δθ３,Δd３,Δa３,Δα３[ ] T 为待辨识的几何参数误差.至此,完成了天线罩

转台误差模型的推导.

２２　参数辨识及误差补偿

参数辨识过程实际上即为非线性方程组求解问题,最常用的方法是最小二乘法[１２].需要根据一系列

测量点的位置误差得到超定方程组,最终求出各参数误差的最小二乘解,此外,为了防止矩阵奇异,本

文引入阻尼因子,利用阻尼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辨识,其迭代公式为

Δq＝ JTJ＋μI( ) －１JTep (２０)

式中,μ 为阻尼因子,初始时通常设为０００１,I为单位阵.基于此算法设计参数辨识的流程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参数辨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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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实际关节角度以及实际到达位置,对转台的辨识雅可比矩阵和初始时刻末端位置偏差等参

数进行初始化,随后进入算法的迭代过程.

１)计算第k次迭代的辨识雅可比矩阵Jp qk( ) .

２)求解第k次迭代的参数误差值:Δqk ＝ JT
p qk( )Jp qk( ) ＋μkI[ ] －１JT

p qk( )ep qk( ) .

３)根据Δqk 更新第k＋１次迭代的几何参数值:qk＋１＝qk ＋Δqk, 并计算此时的天线罩转台末端位置

误差ep qk＋１( ) , 随后更新迭代次数.

４)更新第k＋１次迭代时的阻尼因子μk＋１ .

５)直到两次迭代过程中转台末端位置误差二范数 (综合误差)之差趋于零,则已收敛.
辨识出参数误差Δqk 后,即可以将误差值补偿到各几何参数中,由此便可获得包括各轴零位在内的

所有参数的修正值.天线转台部分的标定过程同上,在此不作说明.

３　仿真和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所推导的天线罩转台误差模型和标定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本节将设计并完成仿真

及实验验证.所有算法都是在具有Intel (R)Core (TM)i５ ７２００U２５GHzCPU,８GBRAM 的

Windows７系统上使用 MATLAB２０１５b实现的.
首先将 表 １ 中 模 型 参 数 作 为 转 台 的 真 实 参 数q, 然 后 预 设 定 一 组 转 台 的 参 数 误 差 值 Δq ＝

Δθ１,Δd１,Δa１,Δα１,,Δθ３,Δd３,Δa３,Δα３[ ] T, 如表２所示,将q′＝q＋Δq即作为名义参数值.
随后,在整个工作空间内随机选取１５个点作为采样点实际位置,采样点的位置要尽量均匀.利用q 进行

逆运动学解算,获得转台每个位置所对应的实际关节角度,再根据得到的关节角度,将其代入q′下的正

运动学方程,便可获得１５个采样点的名义位置.由此便可以根据图４的各步骤,利用阻尼最小二乘法进

行参数辨识.将最终辨识得到的参数误差值与预设误差值进行对比,并比较标定前和标定后１５个点的位

置误差值,得出仿真结果.

表２　预设参数误差值

i Δαi/rad Δai/mm Δdi/mm Δθi/rad

１ ０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００３０

２ －００１２ ０５０ －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３ ００１８ ０６０ ０９０ ００１８

表３给出了参数辨识结果,可以看到,所获得的参数误差结果与预设的参数误差值基本一致,将辨识

得到的参数误差值补偿到天线罩转台的几何参数中,经过计算可得到标定后１５个点的绝对定位误差.如

图５~图７所示,给出了１５个采样点分别在基坐标系x、y、z轴方向上标定前 (白格)和标定后 (黑格)
的绝对定位误差值对比图,通过计算各采样点的名义值与真实值间的位置误差二范数可得到标定前和标

定后的综合定位误差对比图,如图８,可以看到,经过误差补偿后的天线罩转台末端位置误差在各方向上

均几乎收敛到０.证明了本文提出方法的正确性.

表３　参数辨识所得误差值

i Δαi/rad Δai/mm Δdi/mm Δθi/rad

１ ００２５０ ０２０００ ０８０００ ００３００

２ －００１２０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３ ００１８０ ０６０００ ０９０００ ００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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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x 轴方向标定前和标定后的绝对误差对比

图６　y 轴方向标定前和标定后的绝对误差对比

图７　z轴方向标定前和标定后的绝对误差对比

图８　标定前后的综合定位误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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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方法实际应用于天线罩测试转台,通过观察,将转台各轴位置近似置零后,按照本文标定方法

完成零位补偿,最终再利用激光跟踪仪依次标定每个轴的实际零位,进而计算出本文方法标定的各轴零

位值与实际零位的误差值,如表４所示.可以看到,所标定的零位值与实际零位值基本接近.因此,实验

结果证明了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表４　标定后各轴的零位误差值

i １轴 ２轴 ３轴 ４轴

误差/rad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导弹天线罩测试转台的零位标定方法.通过引入机器人学中的运动学建模和标

定理论,基于转台工作空间内的随机测量点,求解出转台各轴的零位补偿值,极大提高了标定效率,并

通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本文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除了天线罩转台实际用于测试时所关心的各轴零位值,本文还标定出了其他的几何参数以提高转台

的绝对位置精度,因此可用于后续运动控制研究,这为导弹天线罩转台的控制提供了新思路.但是本文

的方法也有局限性,虽然提高了效率,但对于零位精度要求很高的场合,该方法标定的精度可能会低于

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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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eroCalibrationMethodforMissile
RadomeTestTurntable

WANGXin da,SUNXiang xi,WUXiang,HEXin,CHANGHui juan,ZHANGJian,SUNTao
BeijingInstituteofRadioMetrologyandMeasurement

　　Abstract　ThemissileradometurntableisthecoreequipmentforradomesignaltestingThezero

positionofeachaxisisgenerallycalibratedbyalasertrackerinsequenceHowever,thepositionofthe
targetballneedstobeconstantlychangedduringthisprocess,whichismorecomplicatedandtime
consumingTosolvethisproblem,anewzerocalibrationmethodfortheradometurntableisproposed．
First,theturntableisabstractedintoaseriesrobotmodelbyfixingthenon criticalaxis,andthe
kinematicsmodelissolved,andthenbasedonthekinematicscalibrationtheoryinroboticsTheerror
modeloftheturntableisderived,andtheparameteridentificationalgorithmisusedtosolvetheerror
compensationvalueTheeffectivenessoftheproposedmethodisverifiedbysimulationandexperiment．
Theproposedapplicationoftherobotmodelingandcalibrationalgorithmtothefieldofmissileradometest
turntableisthefirstinChina,whichgreatlyimprovesthecalibrationefficiencyandopensupnewideasfor
thefollow upcontrolresearchoftheradometurntable

Keywords　Radometurntable;Zerocalibration;Parameter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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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分段PMSLM 段间电流协同控制技术

邢文华　巫伟男

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

摘　要　为实现初级分段永磁同步直线电机段间运行时恒推力控制,减小内部电磁参数扰动及外界

干扰影响,本文针对分段电流协同控制技术进行了研究.首先结合有限元仿真得到的电机电磁参数变化

规律提出了一种无差拍预测控制 (DBPC)与扩张状态观测器 (ESO)复合的电流控制策略.其次,基于

电机分段数学模型和双逆变器并联供电拓扑提出一种段间电流协同控制策略,该控制策略根据加速度波

动量进行绕组电流的补偿,从而实现段间恒推力控制.最后进行了仿真验证,仿真结果表明,该种电流

控制策略可以保证电机恒推力运行.
关键词　恒推力控制;无差拍预测控制;扩张状态观测器;段间电流协同控制策略

０　引　言

随着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对发射装置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采用直线电机作为推进装置

的发射技术在军事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项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幅提高武器作战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
在中小型负载 (如无人机)的发射系统中,永磁同步直线电机具备高功率因数、高效率的特点,综合性

能优越,因此应用较为广泛[１２].在长行程的应用场合中,为减小系统损耗、降低供电电源、逆变器输出

压力,电机多采用初级分段式结构,即初级由多段定子串联组成,实际应用中,需结合位置反馈信号控

制与动子耦合的定子绕组通电,因此定子绕组间电流的协同控制是保证电机推力控制精度的前提.初级

分段永磁同步直线电机主要包括两类:绕组非连续型和绕组连续型,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前者开展的

电流协同控制研究较多,后者较少,以军用装备为应用背景下的连续型分段直线电机电流控制的研究则

更少[３５].
文献 [３]为解决段间励磁电流不一致的问题,提出一种段间电流同步跟踪控制策略,根据动子与定

子段耦合程度的不同,确定主从定子段,给定电流环指令电流.这种电流同步跟踪控制的优点是 “主 从”
定子段相互交替跟踪,可以实现从定子段内的电流实时与主定子段的电流同步,极大的减小各段间的电

流差异,有效的保证了段间推力恒定.但当主定子段中实际电流作为从定子段参考电流时,由于实际电

流本身含有一定的电流谐波,因此从定子段的电流纹波会比主段大,由此造成额外的损耗.
文献 [６]以段间损耗最小为优化目标提出一种段间损耗优化驱动控制技术,动子出入相邻两段定子

时,开始阶段仅驱动第n＃ 段,(n＋１)＃ 段不通电,随着动子与定子n＃ 段耦合程度逐渐减小,结合建立

的损耗优化模型确定共同供电区位置区间,一旦进入,使n＃ 和(n＋１)＃ 段定子同时通电,退出该区间

后,由 (n＋１)＃ 段定子单独供电,直至段间运行过程结束.该方法计算量较小,工程中易实现.但该种

控制策略没有考虑绕组与动子脱离耦合后反电势消失,绕组两端施加电压后造成绕组电流和损耗增大的

问题,因此该控制策略的应用仍需进一步完善.
综上,本文首先建立了电机分段数学模型,分析了电磁参数变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差拍

预测控制与扩张状态观测器复合的电流控制策略,然后结合电机分段数学模型,提出了一种段间电流协

同控制策略,最后通过仿真验证了设计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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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初级分段PMSLM数学模型及规律分析

１１　初级分段电机结构及驱动方式

本文中初级分段PMSLM 为双边动磁式结构,如图１所示.从图中可知,电机单侧初级由四段定子组

成,其中前三段定子长度相等,为ls１, 最后一段定子长度为ls２, 动子长度为lm, 小于单段定子长度.

图１　初级分段永磁同步直线电机结构原理图

电机采用双逆变器并联驱动方式,两逆变器分别为奇数段和偶数段定子绕组供电,以实现电机推力

的精确控制,供电原理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双逆变器并联供电方式原理图

１２　初级分段电机主要参数变化规律分析

当动子仅与单段定子耦合时,由于耦合面积不变,电机电磁参数变化规律与旋转电机类似.当动子

同时与两段定子耦合时,由于动子与单段定子耦合面积的变化,造成电磁参数变化剧烈,产生较大的参

数扰动,因此针对动子段间运行时电磁参数变化规律的研究十分重要,利用有限元仿真进行分析.
首先研究电机永磁磁链的变化规律,通过坐标变换可得段间运行时dq轴永磁磁链变化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３　段间运行时d 轴永磁磁链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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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１和图３可得到永磁磁链段间运行时数学模型如式 (１)所示

ψmd１(x)＝ψm
３ls１－３x

ls１

ψmd２(x)＝ψm
３x－２ls１

ls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２
３ls１ ≤x ＜ls１

ψmd１(x)＝ψm
６ls１－３x

ls１

ψmd２(x)＝ψm
３x－５ls１

ls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５
３ls１ ≤x ＜２ls１

ψmd１(x)＝ψm
９ls１－３x

ls１

ψmd２(x)＝ψm
３x－８ls１

ls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８
３ls１ ≤x ＜３ls１

(１)

式中,ψmd１(x)为退出侧初级的d 轴永磁磁链,ψmd２(x)为进入侧初级的d 轴永磁磁链,ψm 为永磁磁链峰

值,x 为动子相对初始定位零点的位移.
由图３可知,退出侧和进入侧d 轴永磁磁链变化趋势相反,可近似认为是线性变化,二者合成曲线

近似恒定.
通过仿真同样可得电机dq轴电感变化曲线,如图４所示,从图中可知,电感变化曲线与磁链类似,

但由于漏感的原因,退出侧定子电感并不会下降到零,而是最终维持在一个恒定值.

图４　段间运行时dq轴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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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段间运行时dq轴电感数学模型为

Ld１(x)＝Lq１(x)＝Lσ１＋
(L１－Lσ１)(３ls１－３x)

ls１

Ld２(x)＝Lq２(x)＝Lσ１＋
(L１－Lσ１)(３x－２ls１)

ls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２
３ls１ ≤x ＜ls１

Ld１(x)＝Lq２(x)＝Lσ１＋
(L１－Lσ１)(６ls１－３x)

ls１

Ld２(x)＝Lq２(x)＝Lσ１＋
(L１－Lσ１)(３x－５ls１)

ls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５
３ls１ ≤x ＜２ls１

Ld１(x)＝Lq２(x)＝Lσ１＋
(L１－Lσ１)(９ls１－３x)

ls１

Ld２(x)＝Lq２(x)＝Lσ１＋
(L１－Lσ１)(３x－８ls１)

ls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８
３ls１ ≤x ＜３ls１

(２)

式中,Ld１(x)、Lq１(x)表示进入侧初级dq轴电感,Ld２(x)、Lq２(x)表示退出侧初级dq轴电感.
综上,可得电机dq轴电压和段间运行时电磁推力数学模型分别如式 (３)和式 (４)所示

ud(x)＝Ld(x)did

dt －
π
τvmLq(x)iq ＋Rid

uq(x)＝Lq(x)diq

dt ＋
π
τvmLd(x)id ＋

π
τvmψmd(x)＋Riq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３)

式中,ud(x)、uq(x)表示dq轴电压;id、iq 表示dq轴电流;τ表示极距,vm 表示动子速度,R 表示绕组

电阻.
段间运行时电磁推力为相邻两段定子输出推力的合力,可表示为

Fe ＝Fe１＋Fe２

＝
１２π
τ

[ψmd１(x)iq１＋id１iq１(Ld１(x)－Lq１(x))]

＋
１２π
τ

[ψmd２(x)iq２＋id２iq２(Ld２(x)－Lq２(x))]

(４)

式中,Fe１、Fe２ 表示相邻两段定子输出推力.

２　初级分段PMSLM段间电流协同控制

２１　复合电流控制器设计

由上述分析可知,动子段间运行时,关键电磁参数变化剧烈,引入较大的参数扰动,此外,结合运

行过程短时、高速的特点可知,电流控制器的动态响应性能和鲁棒性十分重要,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无差

拍电流预测控制与扩张状态观测器复合的电流控制策略.
将式 (３)中电磁参数视为恒定值,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和离散化,可得离散电压状态方程为

u∗ (k)＝G－１[i∗ (k＋１)－Fi(k)－H] (５)

式中:G ＝

Ts

Ld
０

０
Ts

Lq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i∗ (k ＋１)＝
i∗

d (k＋１)

i∗
q (k＋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i(k)＝

id(k)

iq(k)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u∗ (k)＝

u∗
d (k)

u∗
q (k)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H ＝

０

－
πψm

τLq
vm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F＝
１－

RTs

Ld

πLq

τLd
vmTs

－
πLd

τLq
vmTs １－

RTs

Lq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８４７１



上式为无差拍电流预测控制离散数学模型,此时电流环稳定条件为０＜L ＜２Lo
[７],L 为电机标称

值,Lo 为电机参数实际值.为进一步提升电流环抗扰性,引入扩张状态观测器.将式 (３)参数视为恒定

值并改写为包含参数扰动和随机性扰动的电流状态方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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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

dd ＝ΔRid ＋ΔLd
did

dt －
πΔLqiq

τ vm ＋εd

dq ＝ΔRid ＋ΔLq
diq

dt ＋
πΔLdid

τ vm ＋
πΔψ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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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式中,dd,dq 表示dq轴总扰动,εd,εq 表示dq轴随机性扰动.

取电机dq轴电压和电流作为系统输入量和输出量,其余状态变量视为系统扰动,式 (６)写为

i

＝Bu＋f

f

＝a(t)

y＝i

ì

î

í

ï
ï

ï
ï

(８)

式中,f 表示系统总扰动,且满足f＝Ai＋C－D .
结合上式设计二阶扩张状态观测器为

e＝î－i

î


＝f̂－β１e＋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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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２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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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

ï
ï
ï

ï
ïï

(９)

式中,î表示电流观测值;f̂ 表示扰动观测值;β１、β２ 为观测器增益.

上式离散化为可得

e(k)＝î(k)－i(k)

î(k＋１)＝î(k)＋Tsf̂(k)＋Gu(k)－β１e(k)

f̂(k＋１)＝f̂(k)－β２e(k)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０)

由上式可计算得到引入扩张状态观测器的闭环传递函数为

Gic(z)＝ β１(z－１＋β２/β１Ts)
z２＋(β１－２)z＋β２Ts －β１＋１

(１１)

离散系统稳定的充要条件为系统所有特征根均分布在z平面的单位圆内,即|zi|＜１, 由上式可计

算得到观测器稳定条件为

０＜β１ ＜４

β２ ＜β２
１ ＋４
４Ts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１)

基于稳定条件,扩张状态观测器参数增益可取β１ ＝０６、β２ ＝８００.基于上述设计,可绘制出引入扩

张状态观测器的无差拍电流预测控制算法的闭环极点分布图如图５所示.

由上图可知本文采用的电流控制算法在０＜L/Lqo ≤２３时,闭环极点分布在单位圆内部,因此电流

环保持稳定,相较仅采用无差拍预测控制时,稳定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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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电流控制器闭环极点分布图

２２　初级分段电流协同控制策略

由图３可知,段间运行时相邻两段定子永磁磁链合成曲线近似为恒定值,当采用id ＝０的电流控制方

式时,由式 (４)可知,只需要保证相邻两段定子电流相等即可实现段间恒推力运行.由此可得电机分段

供电控制原理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分段供电控制原理图

动子段间运行时,当初级内绕组与动子脱离耦合后,绕组反电势迅速下降,如果此时还保持绕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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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会出现绕组电流激增的现象,威胁电机运行安全,因此需要结合位置信号将与动子脱离耦合的绕组

断开.此时需要考虑当定子内接入供电回路的绕组相数数量下降导致供电电流增大的问题.基于上述考

虑本文提出一种段间运行分段电流协同控制策略,如图７所示,图中τs 表示线圈节距,红色部分表示绕

组处于通电状态.

图７　分段电流协同控制原理图

如上图所示,本文将段间运行过程分为三个区间,即 “n＃ 段初级独立供电区” “两段初级共同供电

区”“(n＋１)＃ 段初级独立供电区”.初始时刻,动子与n＃ 段初级耦合,此时仅n＃ 段初级通电,当动子

右端与 (n ＋１)＃ 段初级B１ 相耦合时,将 (n ＋１)＃ 段初级与动子耦合相通电,此时电磁推力由两段初

级提供,即 “两段初级共同供电区”,当动子左侧与n＃ 段初级B３ 相绕组脱离耦合时,n＃ 段初级断电,电

磁推力仅由 (n ＋１)＃ 段初级提供,直到动子完全进入 (n ＋１)＃ 段初级,段间运行过程结束.

在上述电流控制策略中,当单段定子独立运行时,由于绕组数量不断变化,为保证推力恒定,应通

过增大电流的方式实现,电流补偿值的确定可通过检测动子加速度实现,电机动力学方程为

(M ＋m)dvm

dt ＝Fe －Fc －Bvvm (１２)

式中,M 表示负载质量;m 表示动子质量;Fc 表示摩擦力;Bv 表示粘滞系数.

式 (１２)中,电磁推力Fe 数值远大于后两项,当采用id ＝０的电流控制方式时,式 (４)和式 (１２)

可等效转化为

Fe ＝(M ＋m)dvm

dt ＝
１２π
τ

[ψmd１(x)iq１＋ψmd２(x)iq２] (１３)

由上式可知,在单段定子独立供电区中,为保证电磁推力恒定,需控制q轴电流,使其变化趋势与永

磁磁链变化趋势相反.当推力大幅变化时,加速度会出现较大波动,可通过采样一定时间间隔的速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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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计算实际加速度a, 然后与理想加速度区间 (a∗
１ ,a∗

２ )比较,确定电流补偿值,计算公式为

i∗
q１＝i∗

q
a∗

１ －a
a∗

１
a ＜a∗

１

i∗
q１＝i∗

q (１－
a∗

２ －a
a∗

２
)a ＞a∗

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４)

式中,i∗
q １ 表示段间运行时参考电流值;a∗

１ 、a∗
１ 表示理想加速度区间上下限,取a∗

１ ＝９４m/s２,a∗
２ ＝

９６m/s２,a 表示实际动子加速度.

３　仿真校验

结合电机分段数学模型和分段供电控制原理图,搭建电机SIMULINK仿真模型进行仿真校验,逆变

器开关频率５kHz,电机工作在额定负载状态下,电机段内运行时参数见表１.

表１　电机参数表

参数名称 数值 参数名称 数值

动子质量m/kg ３０ 负载质量 M/kg ４０

极距τ/mm ４６ 额定频率f/Hz ２８４

永磁磁链ψm/Wb ０１０８ 相电阻R/Ω ０１１８

d 轴电感Ld/μH ４３３ q轴电感Lq/μH ４３３

首先进行复合电流控制算法的校验,设置仿真时间为００５s,电流环给定电流iq
∗ ＝１５０A,经过仿

真,可得到当L＝２３Lo 时,采用该算法前后dq轴电流响应曲线如图８所示.

图８　L ＝２３Lo 时dq轴电流响应曲线

由图８波形可知,算法应用前,dq轴电流出现较大的振荡现象,实际电流与给定电流之间存在较大稳

态误差,控制效果较差.算法应用后,电流振荡现象消失,稳态误差减小,系统抗扰能力增强.
同理,设置仿真时间０４s,可得电机推力输出响应曲线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 (a)和 (b)可知,段间运行过程中,单段定子独立运行时,通过增大q 轴电流维持电机恒推

力输出,最大值为２０８A,退出侧定子和进入侧定子电流变化趋势相反.从电机推力输出响应曲线可以看

出,段间运行电磁推力最大波动量为７００N,占设计平均推力的５３％,满足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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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电机输出响应曲线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研究了电机参数变化规律,建立了电机分段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无差拍预测控制与扩张状态观测器复合的电流控制策略,结合电机运行特点提出一种分段电流协

同控制策略,根据仿真结果可知,采用该复合电流控制策略能够较好地提升电流环抗扰能力,分段电流

协同控制策略能够实现段间运行恒推力控制,最大推力波动量仅为设计平均推力的５３％.本文提出的控

制算法易于实现,具备实际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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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 segmentCurrentCooperativeControl
TechnologyofPrimarySegmentedPMSLM

XING Wen hua,WU Wei nan
BeijingInstituteofSpecializedMachinery

　　Abstract　InordertorealizetheconstantthrustcontrolofprimarysegmentedPMSLM,reduce
internalparameterdisturbanceandexternalinterference,thesegmentedcurrentcooperativecontrol
technologyisstudiedinthispaper．Firstly,acurrentcontrolstrategycombiningthedeadbeatpredictive
controlandtheextendedstateobserverisproposedbasedonthevariationlawoftheelectromagnetic

parametersofthemotorobtainedfromthefiniteelementsimulationAndthen,aninter segmentcurrent
cooperativecontrolstrategyisproposedwhichbasedonthemathematicalmodelofthemotorandthe

parallelpowersupplytopologyofdualinverters,itcompensatesthewindingcurrentaccordingtothe
accelerationfluctuationsoastorealizetheconstantthrustcontrolFinally,thesimulationresultsshow
thatthecurrentcontrolstrategycaneffectivelyensuretheconstantthrustcontrol

Keywords　Constantthrustcontrol;Deadbeatpredictivecontrol;Extendedstateobserver;Inter
segmentCurrentCooperativ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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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紧缩场扫描架直线度实时补偿系统研制

孙祥溪　吴　翔　何　鑫　张　沛　马永光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

摘　要　紧缩场扫描架主要应用于紧缩场静区电性能指标测试.随着待测紧缩场静区平面的不断增

大,紧缩场扫描架的行程范围也越来越大,需要专门的精度补偿方法来保证扫描架直线度、平面度等指

标.本文针对自研有效行程３０m×１０m 的大型紧缩场扫描架,设计了一套基于电子凸轮的大型紧缩场扫

描架直线度实时补偿系统.利用电子凸轮主从轴同步控制的特性,将扫描轴和补偿轴建立凸轮耦合关系,
根据扫描轴直线度误差拟合的凸轮误差曲线进行实时补偿.该补偿系统既可以保证扫描架直线度精度,
又可以实现扫描架连续测试功能,已成功应用于多个紧缩场静区电性能测试.

关键词　紧缩场扫描架;直线度;电子凸轮;实时补偿系统

０　引　言

紧缩场性能测试多采用探头扫描法实现,即紧缩场扫描架带动标准探头在测试平面内对紧缩场静区

准平面波场的幅度和相位进行测试和评估[１].紧缩场扫描架则是测试紧缩场静区电性能指标的关键设备.

随着天线及RCS测试需求的不断发展,紧缩场静区平面越来越大,指标越来越高,这就对紧缩场扫描架

的测试行程范围、扫描直线度和平面度等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型紧缩场扫描架直线度及平面度指

标仅靠机械加工装配已很难实现,还需要依靠各种精度补偿方法来保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春华[２]等设计的φ４５m 极坐标紧缩场扫描架,测试静区中心高７１m,采用经

机械装配调整后平面度小于００８mm,直线度小于００５mm,但机械装配调整方法受限于机械加工精度,

且调整流程复杂,扫描架结构尺寸越大,可实现精度越低;北京林业大学张厚江等[３]研制的２m×２m 直

角坐标扫描架先将各测试点补偿值预存于工控机中,扫描架到达测试点后,工控机调用补偿数据,控制

小车微调机构进行补偿,可将平面度误差控制在００４mm 以内,该补偿方法采用定点补偿的方式,实时

性较差,效率偏低.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曹铁泽等[４]研制的φ３５m 圆柱形极坐标扫描架和北京

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寇鹏[５]等设计的紧缩场扫描架平面度补偿系统,均采用激光扫平面原理,通过固定

在接收天线基座的激光敏感探测器检测与标准激光扫描平面的位置偏差,进行平面度补偿,该补偿方法

的实时性受限于激光敏感探测器的数据传输速度 (２０ms以上).

针对现有扫描架精度补偿方法实时性差,测试效率偏低的问题,本文在自研有效行程３０m×１０m 的

大型紧缩场扫描架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基于电子凸轮的实时补偿系统,可以实现紧缩场扫描架直线度的

快速实时补偿.

１　大型紧缩场扫描架设计

１１　扫描架结构组成

大型紧缩场扫描架采用倒 “T”型结构设计方案,扫描架整体长３４５８m,高１７８３m,最大可测试

紧缩场静区范围３０m×１０m (见图１).扫描架水平和竖直主体结构采用多段拼接的方式,可以根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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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范围需求,灵活组装,调整扫描架有效行程,以适应不同的紧缩场测试需求.

图１　扫描架结构尺寸示意 (单位/mm)

大型紧缩场扫描架共包含水平轴,竖直轴,天线极化轴和进给补偿轴等四个活动轴.其主体结构主

要由水平运动单元、天线运动部件 (竖直运动单元,天线极化转台,进给补偿单元)、直线平移框架、竖

直运动框架、固定支撑节等组成 (见图２).
水平运动单元安装于直线平移框架上,包含伺服电机、皮带副、蜗轮蜗杆减速机、消隙齿轮、多圈

绝对编码器等,主要完成扫描架的水平驱动功能.天线运动部件依据一体化原则设计,安装于竖直运动

框架上,包含竖直运动单元,天线极化转台,进给补偿单元等功能模块 (见图３).竖直运动单元传动方

式与水平运动单元相同,主要完成扫描架竖直方向驱动功能.天线极化转台是微波测试天线的安装支撑

及运动部件,主要用于在主极化旋转过程中承载微波测试天线完成角度旋转以保持天线的相对正交位置.
进给补偿单元是平面度偏差补偿的执行机构,主要用于对天线在水平或竖直运动中的直线度偏差进行实

时补偿.

图２　紧缩场扫描架整体示意图

为保证安装面机械精度和扫描架整体刚性,直线平移框架、竖直运动框架、固定支撑节等支撑结构

件均由矩形钢管及钢板焊接、热处理后整体铣削加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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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天线运动部件示意图

１２　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如图４所示为紧缩场扫描架控制原理框图.紧缩场扫描架控制系统主要由上位工控机、运动控制单元

(运动控制器,串口通信模块,I/O输入输出模块,安全PLC模块等)、电源控制单元 (开关电源,断路

器等)、驱动控制单元 (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多圈绝对编码器)等组成.

图４　紧缩场扫描架控制原理框图

为保证紧缩场扫描架运动控制和动态补偿的精确性和实时性,控制系统采用 EtherCAT总线控制技

术.EtherCAT总线具有微秒级的处理速度,可以将每个伺服周期控制在２００μs以内.同时,EtherCAT
总线采用分布式时钟机制,可以保证所有从设备的同步时钟偏差小于１μs,适用于多个伺服轴精确同步控

制的应用场景[７].
当紧缩场扫描架控制系统上电后,电源控制单元为运动控制组合和驱动控制单元提供所需交直流电源.

运动控制单元解析上位指令并生成相应控制信号,通过EtherCAT 总线传递给各轴驱动控制单元.各轴驱动

控制单元驱动相应轴运动,并通过伺服电机自带的绝对编码器反馈构成速度闭环,通过各轴末端的绝对位置

编码器构成位置闭环.“速度 位置”全闭环的控制方式保证扫描架各轴定位精度满足测试需求.

２　基于电子凸轮的实时补偿方法

该大型紧缩场扫描架已成功应用于某大型柱面场的静区电性能的检测.紧缩场静区中心高１３m,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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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横向尺寸１２m,纵向尺寸９m.其幅相特性在静区中心十字线处测量,交叉极化按轴比法在十字线左

右端点处测量[６].故需保证以紧缩场静区中心为零点,扫描架水平轴±６m,竖直轴±５m 行程范围内,
静区中心十字线处水平轴和竖直轴的直线度需满足不高于０１７mm 的要求.本文根据以上测试需求开展

相关紧缩场扫描架精度测试及补偿工作.
电子凸轮是利用构造的凸轮曲线来模拟机械凸轮,以实现与机械凸轮系统相同的凸轮轴与主轴之间

的相对运动[８].根据电子凸轮的特性,可以将扫描架水平轴或竖直轴设定为主动轴,将进给补偿轴设定为

凸轮从动轴,建立凸轮耦合关系.以水平轴或竖直轴绝对位置为横坐标,以相应位置点的直线度误差为

纵坐标拟合生成凸轮误差曲线.主动轴运动过程中,进给补偿轴根据凸轮误差曲线对相应主动轴的直线

度实时进行补偿.如图５所示为电子凸轮控制原理框图.

图５　电子凸轮控制原理框图

基于电子凸轮的实时补偿方法主要分以下五步:
(１)扫描架定位精度补偿

紧缩场扫描架组装完成后,为克服由于扫描架固有精度和随机误差等导致的拼接几何量误差,需利

用激光跟踪仪对扫描架各轴定位精度进行测量并补偿[９] (见图６).

图６　扫描架现场定位精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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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轴和竖直轴采用多圈绝对编码器构成位置全闭环,补偿后定位精度均可优于±０４mm (见图７、
图８).进给补偿轴采用绝对光栅尺构成位置全闭环,补偿后定位精度优于００１mm.

图７　水平轴定位精度误差曲线

图８　竖直轴定位精度误差曲线

(２)直线度误差测量

在扫描架各轴定位精度满足要求后,利用激光跟踪仪等间隔测量水平和竖直轴相应位置点的直线度

误差.以扫描架水平轴为例,建立直线度误差分布表 (见表１).

表１　水平轴直线度误差分布

序号 水平轴位置/mm 直线度误差/mm 序号 水平轴位置/mm 直线度误差/mm

１ －６６００ －００４ ２４ ３００ ００２

２ －６３００ －０４ ２５ ６００ ００６

３ －６０００ －０６４ ２６ ９００ －０１２

４ －５７００ －０６９ ２７ １２００ －０１

５ －５４００ －０６８ ２８ １５００ －０１３

６ －５１００ －０５４ ２９ １８００ －００５

７ －４８００ －０３ ３０ ２１００ ００４

８ －４５００ －０２８ ３１ ２４００ ０１１

９ －４２００ －０２５ ３２ ２７００ ００８

１０ －３９００ －０１７ ３３ ３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１ －３６００ －００８ ３４ ３３００ ００４

１２ －３３００ －００２ ３５ ３６００ ００７

１３ －３０００ ００３ ３６ ３９００ ０１４

１４ －２７００ ００５ ３７ ４２００ ０２３

１５ －２４００ ０１ ３８ ４５００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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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水平轴位置/mm 直线度误差/mm 序号 水平轴位置/mm 直线度误差/mm

１６ －２１００ ０１８ ３９ ４８００ ０１７

１７ －１８００ ０２３ ４０ ５１００ ０１３

１８ －１５００ ０２５ ４１ ５４００ ０１８

１９ －１２００ ０２１ ４２ ５７００ ０２１

２０ －９００ －００５ ４３ ６０００ ０３２

２１ －６００ －００１ ４４ ６３００ ０４１

２２ －３００ ００７ ４５ ６６００ ０３７

２３ ０ ０

(３)凸轮误差曲线拟合

根据水平轴直线度误差分布表,则可得离散误差坐标集

T＝[(x１,y１),(x２,y２),,(xN ,yN )] (１)
其中,xi 为竖直轴测量点坐标值,yi 为相应直线度误差值,(i＝１,２,,N ).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多项式凸轮曲线方程,求多项式p(x)＝a０＋a１x＋a２x２＋＋anxk 使得

∑
k

i＝１

[p(xi)－yi]２＝min (２)

将误差坐标集代入如下方程可求得多项式凸轮曲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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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补偿过程中进给补偿轴补偿速度、加速度、加加速度等的运动平稳性,本文采用五次多项式

拟合凸轮误差曲线 (见图９)[１０].误差曲线可以准确的反应扫描架竖直轴误差变化趋势,用于扫描架误差

实时补偿.

图９　水平轴直线度误差凸轮补偿曲线

(４)配置电子凸轮

电子凸轮的配置在运动控制器中编程实现,先生成凸轮误差补偿表来确定主从轴之间的非线性或线

性的函数关系,定义主动轴及从动轴,编写耦合逻辑.主动轴与从动轴耦合以后,凸轮表中定制的凸轮

位置能够被拉伸或收缩.设定主动轴速度为VM , 从动轴速度为VS, 从动轴加速度为aS, 从动轴加加速

度为jS, 则相应运动关系如下所示:

从动轴速度

VS ＝VMVEditor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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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轴动加速度

aS ＝V２
MaEditor (５)

从轴动加加速度

jS ＝V３
MjEditor (６)

(５)扫描架直线度动态补偿

测试状态下,当扫描轴开始运动时,进给补偿轴自动与扫描轴建立凸轮耦合关系,并载入相应凸轮

误差补偿表.运动控制器将扫描轴多圈绝对编码器反馈的位置信号进行解码、运算处理,并根据凸轮误

差补偿表确定补偿误差,控制进给补偿轴进行实时补偿,补偿伺服周期可以控制在２００μs以内,从而保

证扫描架直线度满足要求.

３　静区测试验证

如图１０所示,为补偿后扫描架水平轴直线度误差曲线,水平轴直线度误差降到０１１mm 以内.

图１０　补偿后水平轴直线度误差曲线

以标准反射面为参考,对比测试直线度补偿前后紧缩场反射面的幅相特性 (见图１１、１２).补偿前由

于水平轴直线度存在误差,造成相位角度不对称,且达到１００度以上,补偿后相位角明显改善,可以准确

反映反射面的相位特性.

图１１　补偿前标准反射面幅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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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补偿后标准反射面幅相特性

４　结　论

针对大型紧缩场扫描架的精度补偿需求,本文介绍了的一种基于电子凸轮的大型紧缩场扫描架直线

度实时补偿系统,详细论述了补偿系统的构成、控制原理及和实现方法,并针对某型号紧缩场的测试需

求,进行了实际精度补偿测试.经对比实验,该补偿系统可以充分发挥电子凸轮同步控制的优势,实现

大型紧缩场扫描架的高精度实时补偿,提高了测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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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real timecompensation
systemforstraightnessoflargescale

compactrangescanningframe
SUNXiang xi,WUXiang,HEXin,ZHANGPei,MAYong guang

BeijingInstituteofRadioMetrologyandMeasurement

　　Abstract　Compactrangescanningframeismainlyusedtotesttheelectricalperformanceindexof
compactrangestaticzoneWiththeincreaseofthestaticzoneplaneofthecompactrangetobemeasured,

thetravelrangeofthecompactrangescanningframebecomeslargerandlargerSpecialprecision
compensationmethodisneededtoensurethestraightnessandflatnessofthescanningframeInthispaper,

areal timestraightnesscompensationsystembasedonelectroniccamisdesignedforalargecompact
scanningframewithaneffectivetravelof３０m×１０mBasedonthesynchronouscontrolcharacteristicsof
themaster slaveaxisoftheelectroniccam,thecam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thescanningaxisand
thecompensationaxisisestablished,andthereal timecompensationiscarriedoutaccordingtothecam
errorcurvefittedbythestraightnesserrorofthescanningaxisThecompensationsystemcannotonly
ensurethestraightnessaccuracyofthescanningframe,butalsorealizethecontinuoustestfunctionofthe
scanningframeIthasbeensuccessfullyappliedtothestaticzoneelectricalperformancetestofseveral
compactranges

Keywords 　 Compact range scanning frame; Straightness; Electronic cam; Real time
compens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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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发射火工品激活点爆通路测试方法研究

刘庆山　周海洋　严颖辉　赵鹏辉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

摘　要　火工品激活点爆通路检查是导弹射前检查的关键环节,要求必须安全和可靠.为了在导弹

射前可靠进行火工品点爆通路检查,本文提出了定性检测和定量检测两种火工品激活点爆通路的检测方

法,并对两检测方法的具体实施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具体实施的设计电路,对于定性测量,给出了测试

结果的局限,以及可能存在问题.对于定量测试方法,给出了数据计算公式,以及误差范围,并对电路

的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通过实际的项目应用和验证,这两种方法可靠有效,能够满足导弹武器系统在

射前对火工品激活点爆通路可靠检查的要求.
关键词　火工品;激活点爆;通路检测

０　引　言

导弹火工品作为弹上点火或引爆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其工作正常与否直接影响导弹发射和飞行的

成败,因此,弹上火工品及相应的供电通路的可靠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实现火工品快速、自动化测试是

确保其可靠性的有效手段[４].

火工品是装有火药或炸药,受外界刺激后产生燃烧或爆炸,以引燃火药、引爆炸药或作机械功的一

次性使用的元器件和装置的总称.包括爆炸雷管、爆炸螺栓、点火头、启动器等.目前导弹火箭的弹上

电池激活、发动机点火采用顿感火工品作为激活引爆装置.一般火工品的启爆均采用电启爆模式,电启

爆系统的作用是准确可靠的启爆火工品,电启爆电路系统包括点爆时序产生电路、安全保险装置、点火

装置.为确保电路系统的可靠性,完整的发射控制系统中必须配置点爆通路的检测电路,以确保点爆通

路正常.

传统的火工品通路测试方案,将火工品回路的测试分为通路测试和火工品电阻两部分分别测试.目

前采用的测试方法是在系统内可进行通路测试,但不能进行火工品电阻测试.火工品电阻的测试只能在

舱段组装前,借助外部专用的测试装置进行测试[３].从而无法满足全弹状态下的测试覆盖性要求[１].

在确保测试安全的前提下,需要在导弹临射前对火工品的整个回路进行测试.为保证现有测发控设

备功能的完整性和继承性,减少现有设备的改动,本文提出将火工品测试单元安装到现有的测发控设备

中,配合测发控设备完成火工品回路的测试的方法.
图１给出了点爆通路测试单元测试示意图,在激活控制开关的输出端并联通路测试和火工品电阻测试

电路.

１　通路导通检测方法

火工品点爆通路检查需要检查确认的通路范围包括连接器、设备间电缆以及设备内部的连接关系.

测试需要满足安全性要求,根据顿感火工品点火的技术特点[２],小于１A的电流为安全电流,不会点爆点

火装置.因此通路设计为光电耦合器进行导通检测.一般光电耦合器导通的典型电流值为１０mA,远小

于１A的安全电流.图２给出了一种采用光电耦合器检测火工品点爆通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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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点爆通路测试示意图

当安全保护控制开关继电器 K１和激活控制继电器 K２处于断开状态时,控制通路检查继电器 K３闭

合,检测电源通过 K３继电器的触点,接通连接器、电缆和火工品,并通过限流电阻和光电耦合器形成检

测通路,光电耦合器的输出可通过检测计算机的IO读取和识别.若通路正常,则光电耦合器将导通,否

则为不导通

一般检测电源采用２８V发控电源,线路中可串联３k的限流电阻,光电耦合器的输入二极管压降一

般为１３V,根据欧姆定律可计算得出测试通路的电流为８９mA,小于１０mA安全电流.
由于光电耦合器的导通电流最小可达到２mA以下,所以当通路中出现导通阻抗异常增大异常时,在

不断路的情况下,将出现通路检测正常的情况,但此时,点爆单元电路无法为点爆器件提供５~１０A 的

正常的点爆电流.
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当通路电阻为１０k时,测试电路中的光电耦合器前级就会接近２mA,导致光电

耦合器后级导通,进而让测试系统误判为通路正常,此时通路中可能存在远大于火工品电阻阻值的异常

情况,所以异常电阻阻值小于７k时,通路无法识别这种异常情况.
所以这种通路检测方法只能作为定性的检测,是通路检测的辅助手段,检测通路断开的电阻大于７k

的异常情况.

图２　点爆通路导通检测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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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火工通路电阻检测方法

火工通路电阻包括连接器、导线和火工品,由于火工品的电阻的阻值一般１~３Ω,连接器的接触电

阻和导线线阻可以按照３Ω取值.本文给出了一种火工品电阻测试方法,该方法采用基准电压源、精密电

阻和仪表放大器组成[９１０],具体见图３.

图３　火工通路电阻检测电路图

由于安全检测电流值一般要求小于１０mA.因此选取２５V作为测试基准电压,测试回路的R１取值

为３６５Ω,R２的取值为４９９Ω.

由于电压值较小,其两端的输出电压较小,所以采用仪表放大器[７８]将电压放大,以便于后续计算机

利用 AD进行读取.图中仪表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

A＝
１００k
R３ ＝

１００k
３k

(１)

经计算为３３３３.

执行激活回路阻值测试时,继电器 K４动作,K４B和 K４C的常开触点闭合,首先数据读取继电器 K３
不动作,测量电压值UM ;然后继电器 K３动作,测量电压值UN .根据欧姆定律可得公式[９]

UM
１
A

R火工品电阻 ＋R其他线路电阻 ＋R２
＝
UN

１
A

R２
(２)

进而推导出计算出R火工品电阻 的阻值为

R火工品电阻 ＝
UM －UN

UN
R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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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工品激活回路阻值的测试电压为２５V 基准源,输出最大电流为１０mA,满足安全测量的要求.
若基准源失效,其最大输出５V电压,由于有３７０Ω的限流电阻,最大测试电流为１３５mA,仍满足安

全测量５０mA的要求.
测试回路中选用的限流电阻为片式膜固定电阻器,该型器件的失效模式为开路,没有短路的失效模

式.因此该测试电路满足安全测试的要求.
由电阻的计算公式 (３)可知,激活电阻的测量误差来源于电阻 R２和电压测量的误差.电压测量的

误差取决于仪表放大器的误差.各误差分析如下:

a)R２选取精度为４９９Ω的０１％的精密电阻,电阻温度特性为±２５×１０－６/℃,当温度由２５℃变

为１２５℃时,R２阻值变化最大为１７５mΩ,当R激活 阻值为０６Ω时,R２阻值偏差造成的测量误差最大

约为２mΩ;

b)仪表放大器选用的７F０４为单电源仪表放大电路,全温度范围最大失调电压为０６ mV,当

R火工品电阻 阻值为０６Ω时,仪表放大器造成的R火工品电阻 的测量误差最大约为±１１mΩ;

c)精密电压基准７W０３,输出基准电压２５V,精度最大为０６％,温度稳定特性为５０×１０－６/℃,

因此基准电压的最大偏差为００２V.

考虑所有误差项后分析得出,当R火工品电阻 阻值为０６Ω 时,误差最大约为１８mΩ;R火工品电阻 阻值为

１Ω 时,误差最大约为２７５mΩ;当R火工品电阻 阻值为６Ω时,误差最大约为１５０mΩ.具体见表１.

表１　误差统计表

序号 误差源 ０６Ω １Ω ６Ω

１ R２的０１％的精度偏差,电阻温度特性为±２５×１０－６/K ２mΩ ３５mΩ １８mΩ

２ 仪表放大器全温度范围最大失调电压为０６mV １１mΩ １８mΩ １０６mΩ

３ ２５V基准源０６％的偏差,温度稳定特性为５０ppm/℃ ５mΩ ６mΩ ２６mΩ

综合误差 １８mΩ ２７５mΩ １５０mΩ

３　试验校验

根据本文提出的火工品电阻测试方法,在某型导弹系统的发控设备中进行－４０℃~＋８０℃实际测试

应用,测试结果满足使用要求.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火工品电阻的阻值为４９９Ω和１Ω两个值在常温下进行数据列表,取２０个数

值.表２为对４９９Ω电阻进行模拟测试的数据表,表３为对１Ω电阻进行模拟测试的数据表.
表中数据说明,测试数据准确,误差在设计计算的范围内.

表２　模拟４９９Ω电阻测试数据及误差

序号 UM (V) UN (V) R (Ω) 误差(mΩ)

１ ２２１３１ １０９９９ ５０５０ ６０

２ ２２１１９ １１１１０ ４９４５ －４５

３ ２２１５６ １１０６０ ５００６ １６

４ ２２１０７ １１１１１ ４９３８ －５２

５ ２２１２５ １１１０８ ４９４９ －４１

６ ２２１３７ １１０４７ ５００９ １９

７ ２２１０７ １１１０２ ４９４６ －４４

８ ２２１４４ １１１０８ ４９５８ －３２

９ ２２１１９ １１０４７ ５００１ １１

１０ ２２０９５ １１１０２ ４９４１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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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UM (V) UN (V) R (Ω) 误差(mΩ)

１１ ２２１４４ １１１０８ ４９５８ －３２

１２ ２２１３７ １１０６０ ４９９８ ８

１３ ２２１５０ １１０９６ ４９７１ －１９

１４ ２２１５６ １１０６６ ５００１ １１

１５ ２２０８３ １１０６６ ４９６８ －２２

１６ ２２１２５ １１１１５ ４９４３ －４７

１７ ２２１１９ １１０９０ ４９６３ －２７

１８ ２２０８９ １１０８４ ４９５４ －３６

１９ ２２１３１ １１１０８ ４９５２ －３８

２０ ２２１２５ １１０９０ ４９６５ －２５

表３　模拟１Ω电阻测试数据及误差

序号 UM (V) UN (V) R (Ω) 误差(mΩ)

１ １３４７７ １１１５７ １０１６ －１６

２ １３４６４ １１１６９ １００９ －９

３ １３４２２ １１２１８ ０９８０ ２０

４ １３４４０ １１２２４ ０９８５ １５

５ １３４８３ １１１８２ １０１３ －１３

６ １３４４０ １１２２４ ０９８５ １５

７ １３４０９ １１１８２ ０９９４ ６

８ １３４６４ １１２２４ ０９９６ ４

９ １３４５２ １１２３７ ０９８４ １６

１０ １３４５２ １１２００ １００３ －３

１１ １３４５２ １１１７６ １０１６ －１６

１２ １３４４０ １１１９４ １００１ －１

１３ １３４５２ １１１９４ １００７ －７

１４ １３４４６ １１２００ １００１ －１

１５ １３４８９ １１１８２ １０１５ －１５

１６ １３４４６ １１２０６ １００２ －２

１７ １３４１６ １１２１８ ０９８３ １７

１８ １３４４０ １１２２４ ０９８５ １５

１９ １３４４０ １１１７６ １０１１ －１１

２０ １３４４０ １１１６３ １０１８ －１８

４　结　论

本文给出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导弹临射前对火工品的整个回路进行测试的两种方法,并给出了

具体设计电路,通过实例测试说明该方法合理可行,误差满足测试要求.本方法大大提高了火工品回路

的测试覆盖性[６],缩短火工品测试时间,提高导弹射前测试的自动化程度,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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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inspectionoftheinitiatingdeviceexplosionpathisthekeylinkofthemissilepre
launchinspection,anditmustbesafeandreliableInordertoinspecttheinitiatingdeviceexplosionpath
beforethemissileislaunched,thispaperproposestwodetection methods,qualitativedetection,and

quantitativedetection,andanalyzesthespecificimplementationofthetwodetectionmethods,andgives
thecircuitforthespecificimplementationForqualitativemeasurement,thelimitationsofthetestresults
andpossibleproblemsaregivenForthequantitativemeasurement,thedatacalculationformulaanderror
rangeareprovided,andthetestresultsofthecircuitareanalyzedRealprojectapplicationandverification
showthatthesetwomethodsarereliableandeffective,andcan meettherequirementsofthemis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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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飞行器装置无缆化设计

赵鹏辉　刘庆山　周海洋　孙　雨　孙祥溪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

摘　要　空间飞行器装置面板上安装的连接器与装置内部电路板通常采用手工焊接导线的方式连接.

此种连接方式有如下缺点:一是装置内部导线数量多、密度大,其对内部空间和质量的占用大;二是大

量的手工布线和焊接工作容易出错;三是导线线束可能和结构、元器件、紧固件等发生挤压破损,且排

查检测困难.以上问题将导致产品可靠性降低,质量不稳定.
为了实现空间飞行器装置的小型化、轻量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可靠性,本文介绍了一种弯插印

制板连接器板前安装的方法,使空间飞行器装置的外部连接器与装置内部电路板实现了无缆化连接[１２],

有效利用了装置内部空间,减少了质量,缩短了电装时间,提高了装置的检测性和维修性,效果明显.
为空间飞行器装置无缆化设计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空间飞行器装置;无缆化;连接器;弯插印制板连接器;板前安装

０　引　言

空间飞行器装置是指空间飞行器内部用于实现各项目标功能的装置.科技的发展以及各国之间军事

对抗的升级,对空间飞行器的机动性和续航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等功能条件下,空间飞行器

的发展趋于小型化、轻量化.此外,现代新型武器系统对快速列装、长期储存,以及随时能战都有了更

高需求.因此,空间飞行器装置的小型化、轻量化,以及提高其生产效率和可靠性就显的尤为重要.
空间飞行器装置结构外壳上通常安装有多个对外连接器,其结构内部是具有电气交换功能的电路板

及元器件,连接器和电路板之间通常通过手工焊接导线的形式连接.装置内部导线以及用于导线固定和

防护材料的质量约占装置干重的７％~８％,这不仅增大了装置质量,也使装置升级困难.此外,手工焊

接导线的形式安全性及可靠性较差,一旦发生防护层破裂、导线折断等问题,不宜检测,维修难度较大,

且容易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３６].

空间飞行器装置受结构外形限制,大多无缆化设计采用弯插印制板连接器,但由于弯插印制板连接

器后端的弯针尺寸大于安装法兰尺寸,所以弯插印制板连接器无法进行板前安装.使用时是根据厂家提

供的安装方案,用厂家提供的专用安装结构形式将弯插印制板连接器与电路板直接安装后,再同电路板

一起板后安装到设备面板上[７８].这种安装形式,由于连接器与电路板安装后再往设备上安装,存在过定

位问题,从而会产生应力集中,尤其当设备有多个面有连接器、多层电路板栈接时,这种安装方式的过

定位现象更加突出,加工和装配难度也更高,所以往往只是做到部分连接器的无缆化连接,且组装后连

接器、电路板受力情况复杂,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不适用于空间飞行器复杂的工作环境[９１０].

本文对空间飞行器装置无缆化设计方法进行了研究,并采用该方法生产了原理样机.首先,本文将

介绍弯插印制板连接器板前安装方法,说明样机的设计方案,展示原理样机并给出结论.

１　设计方法

本文介绍的是将面板开孔设计在两个不同的结构壳体上,两结构壳体安装后,组合成一个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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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弯插印制板连接器的板前安装,如图１所示.
首先,弯插印制板连接器通过锁紧件先板前安装在结构壳体凹槽内,此时连接器锁紧件不拧紧;然

后,将电路板装入结构壳体上,装入过程中微调连接器位置,让弯插印制板连接器弯针插入对应的印制

板开孔中.此时连接器、电路板分别安装在结构壳体上,弯针跟孔之间有间隙,不存在过定位问题;最

后,锁紧弯插印制板连接器锁紧件,锁紧电路板上所有紧固件,将弯插印制板连接器弯针和对应的印制

板开孔上的焊盘焊接,实现连接器、电路板和结构件的组装,如图２所示.

图１　面板开孔示意图

图２　弯插印制板连接器板前安装示意图

２　样机设计

针对某型电气控制装置,采用弯插印制板连接器板前安装的方法,进行电气装置无缆化设计.根据

任务要求和结构协调图,对功能模块进行划分,设计完成各功能模块见图３所示.

图３　无缆化电气控制装置分解视图

图４以 A１模块分解视图为例,说明弯插印制板连接器板前安装的方法.首先,在 A１结构对应凹槽

位置装入弯插印制板连接器;其次,安装电路板,微调各连接器位置,确保每个弯针均通过印制板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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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孔,紧固连接器锁紧件,紧固电路板上两个定位销和其余电路板上的锁紧件;最后,将弯插印制板连

接器弯针与电路板对应开孔焊盘焊接,实现电路板模块的电装.A１和 A２电路板上均安装有电路板栈接

用的板间连接器,此处选用的为航天电器J５６连接器,样本推荐栈接距离２~４mm,设计的理论栈接距

离在３５mm.

图４　A１模块分解视图

图５为设计完成 A１结构壳体,结构选用２A１２ H１１２硬铝合金,模型设计过程中按任务指标要求的

力学冲击、振动等条件,进行了有限元仿真分析和优化.结构壳体安装面上设计有凸台、连接器安装凹

槽、定位孔等特征.除结构外壳和必要的安装位置外,在满足力学条件和构造需要的基础上,将其余结

构全部铣削去除.
控制连接器开槽公差,减小组装后安装面缝隙,来提高装置的电磁屏蔽性能[１１１３].

图５　A１结构壳体

图６是设计完成后支撑框架模型.支撑框架有两个安装面,分别用于与 A１模块和 A２模块组装.支

撑框架的两侧安装面上设计有整圈内表面,用于与 A１模块和 A２模块结构凸台插合,插合高度大于栈接

连接器有效栈接距离,凸台和内表面之间留有０２~０５mm 的间隙,可以在组装过程中起到导向作用,
保证板间连接器的准确栈接,又留有余量避免过定位.支撑框架内表面上,设计有与弯插连接器安装凹

槽对应的凸起,可以起到防插错功能.支撑框架宽度方向控制负公差,确保顺畅装配后,安装在 A１模块

和 A２模块上的连接器法兰与支撑框架保留微小间隙,样机设计间隙为００５mm 以内.
图７为设计完成的无缆化电气控制装置模型图.

３　样机验证

某型电气控制装置无缆化设计完成后的样机如下图所示,其中图８为 A１电路板模块,图９为 A２电

路板模块.产品实测各项指标均符合任务要求,尤其产品质量与设计预估完全吻合.相比于同类产品,
电装时间缩短７０％以上,调试过程简单,检测时开盖和组装工艺操作便捷,产品升级换代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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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支撑框架

图７　无缆化电气控制装置模型图

图８　电装完成后 A１模块

图９　电装完成后 A２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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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提出的空间飞行器装置无缆化设计,使得空间飞行器装置的质量更轻,结构空间利用更高,生

产效率更高.该项设计使得产品技术状态稳定,便于维修和检测,为批量化、自动化生产提供了有利条

件.经过样机产品的试验验证,本文提出的设计方法效果明显,可在空间飞行器装置及类似应用场景中

推广,对于装置的质量控制,生产效率,故障排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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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le freedesignofspacevehicle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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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wiresbetweentheconnectorinstalledonthepanelofthespacecraftdeviceandthe
circuitboardinsideusuallyrequiremanualworkThisapproachhasthefollowingdisadvantages:firstly,

thelargenumberandhighdensityofwiresoccupyovermuchinternalspaceandweightofthedevice;

secondly,toomuchmanualworkofwiringandweldingareliabletocauseerrors;thirdly,thewiresare
moreliabletobedamagedbyfrictionfromthesurroundingextrusionofstructuralparts,electronic
componentsandfastenersItsdifficulttobecheckedandtestedTheproblemsabovemightresultinlow
reliabilityandlessstablequality

Inordertoachievetheminiaturizationandlightweightofthespacecraftdevices,improveproduction
efficiencyandproductreliability,thisarticleintroducesamethodofinstallingangleconnectorsinfrontof

panel,sothattheexternalconnectorofthespacecraftdevicesandthecircuitboardinsideachievethecable
freeconnection[１２]Thismethodeffectivelyutilizetheinternalspaceofthedevice,reducethequality,

shortentheelectricalinstallationtime,improvethedetectionand maintenanceofthedevice,andthe
effectisobviousItprovidesadesignreferenceforthecable freespacecraftdevice

Keywords　Spacecraftdevice;Cable free;Connector;Angleconnectors;Panelfront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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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任务的小型综合测控站设计

庄传刚　袁延荣　贾现普

空间物理重点实验室

摘　要　为适应航天器地面系统集成化和通用化的发展趋势,满足高强度航天器发射任务的需求,

解决传统设备存在的功能单一、集成度和通用性差等问题,在对射频前端链路和后端基带处理平台优化

设计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款体积小、功能全、可重构的综合测控站.设计中采用了射频共用一体化、宽

带收发一体化及基带处理重构化等设计技术.通过多个型号的应用证明,该设备可同时实现不同频段、
不同体制遥测、外测、遥控以及信标等功能,并可重构实现其他功能,满足不同型号航天器的测控任务.

关键词　共用射频一体化;捷变收发器;可重构

０　引　言

测控站作为航天器发射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对航天器进行综合测试、性能评价和功能控

制,为试验任务的顺利开展提供重要支撑[１].传统的测控站受过去电子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普遍采用特

定设备实现特定功能的思路进行设计,导致测控站功能单一、设备离散、集成度差、通用性差.随着航

天器测控手段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测控站需要同时具备不同频段、不同体制遥测、外测、遥控以及信标

等测控功能,导致一个型号任务需要配置多套不同功能的测控站,其研制周期长、研制成本高、使用维

护的难度大、产品的可靠性得不到保障.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多任务天线集成化[２]、射频共用一体化[３４]、宽带收发一体化和基带处理可

重构化设计[５６]应运而生,对不同频段和不同功能的前端射频进行共用一体化设计,后端接收机、发射机

进行宽带多通道数字化设计,基带信号处理软件进行可重构化设计,实现宽带范围内不同体制遥测、外

测、遥控以及信标等功能集成,并具备灵活的拓展能力,提高了测控站的集成化、综合化和通用化水平,
可满足不同型号航天器的测控需求.

１　面向多任务的小型综合测控站设计

１１　小型综合测控站总体设计及工作原理

对不同任务收发天线采用共孔径设计、前端射频链路的共用一体化设计、后端接收机和发射机的宽

带数字化设计及基带处理可重构化设计的思路实现了测控站的小型化、综合化和通用化,可满足多个任

务的测控需求.小型综合测控站由射频前端组合、射频矩阵单元以及测控综合处理终端组成,其中射频

前端组合集成了不同频段收发共孔径天线和滤波器、低噪声放大器 (LNA)、功率放大器 (PA)及上下

变频等组件,测控综合处理终端集成了多块宽带收发一体机,设备组成及连接关系如图１所示.
在试验过程中,测控站需要与航天器建立上、下行无线通信链路,对于下行信号而言,射频前端组

合利用宽带天线接收整个工作频段内的射频信号,并对其进行滤波和放大,其中 Ka频段下行信号需要经

收发组件 (TR)下变频处理至S频段,射频前端输出的信号经射频矩阵单元功率均衡、分路处理后,进

入处理终端完成射频信号的宽带滤波、放大和零中频接收处理,采样出的基带信号通过低电压差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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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小型综合测控站设计框图

(LVDS)传输至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 (FPGA)并完成遥测、外测和信标等信号的解调、解码和解密处

理,解析出航天器内部工况信息和外弹道测量信息;上行信号的处理流程与下行信号互逆,由宽带发射

天线输出上行遥控和外测信号,完成对航天器的控制和测量.小型综合测控站可实现对飞行器遥测、外

测、遥控以及信标信号的实时高精度处理,完成对航天器整体及各部件的工作性能检查和评判,并实现

对航天器飞行轨迹测量和控制.

１２　天线共孔径设计

为满足航天器的复杂测控需求,传统测控站需要配置满足不同频段、不同体制遥测、外测、遥控等

功能的发射和接收天线,导致天线的数量多,天线与后端设备之间的电缆连接关系复杂,使用维护的难

度增大,且系统的可靠性得不到保障.采用不同功能天线共孔径的设计方法,在一个共同的射频孔径天

线上同时实现不同频段不同功能信号的接收和发射[７].

采用宽频双圆极化波纹喇叭天线来实现 Ka频段射频信号的接收和发射,其中接收为右旋圆极化方

式,发射为左旋圆极化方式,工作频带范围内天线的收发增益不小于１０dB,能同时实现 Ka频段不同体

制遥测、外测、遥控以及信标等信号的接收和发射.
采用宽频圆极化平面螺旋天线来分别实现宽带范围内射频信号的接收和发射,其中接收为右旋圆极

化方式,发射为左旋圆极化方式,收发工作频段覆盖１~６GHz,天线的收发增益不小于－４dB,能同时

实现宽带范围内不同体制遥测、外测、遥控以及信标等信号的接收和发射,满足不同任务的测控需求.

１３　前端射频共用一体化设计

面对不同频段不同体制的遥测、外测、遥控和信标等任务,测控站都需要完成无线电信号的接收和

发射.前端射频共用一体化将建立一个统一的射频处理架构,在这个架构下不同功能的天线共孔径,发

射和接收天线进行隔离设计,天线和信道的工作频段相匹配,接收天线与接收信道直接相连,发射天线

与发射信道直接相连,中间不需要天线接口单元,在宽带范围内共同完成射频信号的整带接收和整带发

射,保证在任意时刻能同时接收和发射多路不同功能的上下行信号,为不同功能信号的并行处理提供

保障.

Ka频段前端射频接收链路可完成宽带范围内不同功能信号地整带接收、放大、滤波等处理,并采

用低本振一次变频方式将整带信号下变频至S频段;前端射频发射链路可将S频段整带信号上变频至

Ka频段,并完成信号的功率放大、滤波和发射,实现 Ka频段宽带范围内不同功能信号的同时接收和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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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频段前端射频发射和接收链路不需要上下变频处理,仅需要对上下行信号进行整带放大、
滤波即可,共同实现１~６GHz范围内不同功能信号的同时接收和发射.

１４　宽带数字化收发一体机设计

ADI公司的捷变收发器 (AD９３６１)是新一代软件无线电单芯片解决方案的杰出代表,在单块芯片上

集成了所有收发功能必要的 RF (RadioFrequency)、混频和数字模块,具备２路射频信号接收和２路射

频信号输出的能力[８].基带综合处理终端采用了基于子带重构的多路信号并行处理方法和基于 AD９３６１的

宽带收发一体机设计方法,实现了宽带数字化收发一体机,其工作原理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宽带收发一体机

下行宽带信号首先经宽带滤波器滤除带外杂散后,由LNA对其进行放大,再经窄带电调滤波器 (中
心频点和带宽可设置)进行滤波,实现不同功能信号的子带重构;重构的子带信号由 AD９３６１ (输入输出

频点可设置)对其进行零中频接收和 A/D采样,通过高速LVDS接口电路将采样输出的基带数字信号送

至FPGA,完成基带信号的接收、解调、解码以及解密等处理.上行信号与下行信号的处理正好互逆.采

用 AD９３６１实现了射频到基带之间的零中频双向转换,为后续数字信号处理提供了数字配置接口,实现了

宽带数字化收发一体机,大大减少了设备数量和体积,改善了设备使用的灵活性.
宽带数字化收发一体机最终以板卡的形式集成在测控综合处理终端的机箱内,每块板卡支持１个频点

信号的接收和１个频点信号的输出,收发信号的频点范围可达７０MHz~６GHz,支持的通道带宽范围可

达２００kHz~５６MHz[９].不同型号可根据飞行器的测控需要对板卡数量和收发频点进行灵活配置,实现

宽带范围内多通道射频信号的收发并行处理.

１５　可重构基带处理平台设计

基带处理平台采用通用、开放的体系结构,借助FPGA 的可重构性、可拓展性及并行运算优势,通

过加载 “软件电路”和 “数字算法”完成特定的测控功能,实现了软件定义功能即软件无线电[１０１３];采

用基于IP核的软件模块化设计方法,对特定调制体制、编码体制的软件模块进行IP封装,并统一软件接

口,实现PCM FM、PCM DPSK FM、PCM CDMA BPSK、PCM QPSK等多种调制解调方式,
同时实现了卷积、RS、TPC、MSD 等编解码和加解密处理,顶层上位机通过加载IP 核数字算法和

FPGA软件电路即可实现多路不同信号的并行处理,满足特定型号任务的特定测控功能需求;通过加载不

同的IP核和FPGA,并通过参数配置及状态管理即可实现不同的测控功能,实现测控站的功能重构,满

足不同型号任务的测控需求,从而达到 “一机多能”的应用效果.

２　实施效果

２１　测控站的小型化综合化

通过对不同任务天线的共孔径设计和前端射频共用一体化设计,减少了收发天线和信道设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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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了设备体积,实现了宽频带范围内不同任务信号的同时接收和发射;采用基于 AD９３６１的宽带多通道

收发一体机,实现了射频信号的零中频收发处理,省去了大部分中频信道设备,并通过子带重构实现了

不同任务信号的并行处理,提高了测控站的综合处理能力.该设计方法实现了测控站的小型化和综合化,
提升了产品的易用性和可靠性,在实现不同频段不同体制遥测、外测、遥控以及信标等测控功能,满足

不同型号测控需求的前提下,将设备规模压缩到了传统设备的２０％.

２２　测控站的通用化

通过宽带收发天线设计和前端射频共用一体化设计方法,实现了宽带范围内射频信号的整带接收和

发射,为后端多路信号的并行处理和功能重构提供了基础;测控综合处理终端采用宽带多通道数字化收

发一体机的设计方法,可同时实现７０MHz~６GHz频率范围内５路接收和５路发射,通过增加板卡的方

式可拓展至８路接收和８路发射;采用 “通用硬件平台＋FPGA＋IP核”的设计方法,实现了基带处理的

可重构.该设计方法提高了测控站的通用性和功能拓展性,可满足不同型号的测控需求,缩短了研制时

间,节省了研制成本.

２３　测试结果

小型综合测控站已在某型号飞行试验中进行应用,经过与应答机构建射频测试环路,系统测试结果

如表１所示,PCM FM 调制体制,５Mbps码率,误码率１×１０－４时,系统解调损失优于２dB;扩频遥

测体制下,３０kbps码率,误码率１×１０－７时,系统解调损失优于２dB;扩频外测体制下,测距随机误差

０１３２m、测速随机误差０００１m/s;调频和扩频体制下,遥控指令传输正确率１００％,可满足该型号飞

行器测控的功能和性能指标要求.

表１　测控站系统测试结果

测试项目 品质因数(Ka) 有效辐射功率(Ka) 品质因数(S/L/C) 有效辐射功率(S/L/C) 作用距离

测试结果 ≥－２０dB/K ≥５dBW ≥－４０dB/K ≥－２５dBW ２~１０００m

４　结　论

本文设计实现的小型综合测控站具有功能全、集成度高、通用性和扩展性强的特点,通过不同功能

天线共孔径设计、前端射频共用一体化设计、宽带多通道收发一体机设计以及可重构基带处理平台的设

计,实现了不同频段、不同体制遥测、外测、遥控等测控功能,可满足不同型号航天器的测控需求,对

适应高强度测试任务和确保任务成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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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ordertoadapttothedevelopmenttrendofintegrationanduniversalizationofspacecraft

groundtestsystem,tomeettherequirementsofhigh intensityspacecraftlaunchmissions,andtosolve
theproblemsoftraditionalequipmentsuchassinglefunction,poorintegrationandversatility,basedon
theoptimizationdesignofRFfront endlinkandback endbasebandprocessingplatform,we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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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hared RFarchitecture,theintegrationofbroadbandtransceiverandthereconfigurationof
basebandprocessingareadoptedTheequipmentcansimultaneouslyachievedifferentfrequencybands,

differenttypetelemetry,externalmeasurement,telecontrolandbeaconfunctions,anditcanalsobe
reconfiguredtoachieveotherfunctionstosatisfythedifferenttypesofspacecraftTT&Ctasks,whichhas
beendemonstratedbyitsapplicationinmanydifferent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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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姿参考系统模糊自适应互补滤波器设计

陈　昊１　张东升１　王　婧２　张富强１　胡振邦３

１西安交通大学;２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３陕西科控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航姿参考系统 (AHRS)易受复杂环境干扰,以及固定滤波参数难以适应无人机、航天

发射装备等非稳态运动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范数判断的姿态估计模糊自适应互补滤波算法,引入

模糊控制器,自适应调整方案等方法对互补滤波进行改进,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复杂环境和不同运动状

态.测试表明,本文提出的姿态估计算法可以保证系统在稳态或高速转动情况下兼具较高的解算精度,
同时俯仰、横滚解算角度不受运动加速度干扰,偏航角不受外界磁场干扰.

关键词　姿态解算;航姿参考系统 (AHRS);互补滤波;模糊自适应

０　引　言

AHRS是一种包括 MEMS陀螺、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等传感器的多传感系统[１２],为无人机、航天发

射装备等提供姿态反馈,其数据精度决定了飞行质量的好坏.但在实际飞行过程中,无人系统会受到外

界磁场,运动加速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各传感器信息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动态特性而难以给出准确的

姿态信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研究者尝试采用把陀螺仪、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的信号进行融合来提

高 AHRS的精度,卡尔曼滤波[３５] (KF)和互补滤波 (CF)是两种最常用的传感器融合方案.
卡尔曼滤波要求系统为线性,且噪声为白噪声,这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针对传感器中存在

的大量有色噪声,后续很多学者以卡尔曼滤波算法为基础发展了各种扩展和衍生算法.SabatelliS等人[６]

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 (EKF)设计了一种新型的两级滤波器,有效提高了解算的灵活性以及对磁场异常

的鲁棒性.但是,由于EKF采用线性化近似非线性函数,其估计精度不高.对于非线性系统,无迹卡尔

曼滤波 (UKF)更有优势[７].但以卡尔曼滤波为基础的算法要求飞行器要有稳定的飞行状态,这在实际

飞行中很难实现,导致实际应用中的长期可靠性较差.Mahony等人[８]提出了一种用于无人机姿态估计的

显式互补滤波器 (ECF),以加速度计补偿陀螺的漂移,该算法具有良好的横滚角和俯仰角估计性能,但

偏航角修正较小.于是文献[９]在IMU的补偿滤波器基础上,引入磁场传感器用于偏航角度校准,建立了

完整的 AHRS三维空间姿态测量系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算法中固定的滤波器系数很难保证系统在

高速和低速情况下都具有高的解算精度.针对这种情况,文献[１０１１]提出了一种自适应互补滤波算法

(ACF),解决了互补滤波算法由于固定参数而导致的难以在多种运动情况下都能获得最优运动姿态角的

问题,但论文没有解决外界非地磁磁场干扰和运动加速度干扰的问题.
显然,在工程实际应用中,以一组固定不变的滤波器参数去适应空间装备不同的飞行状态及复杂的

环境干扰等众多的变化因素,难以获得满意的解算效果.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范数的模糊自适应互补滤

波姿态融合算法.根据环境干扰及航天装备的动态变化,自适应调整滤波器参数和传感器权重,以提升

解算精度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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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互补滤波算法

１１　互补滤波原理

陀螺仪具备较好的高频特性,加速度计和磁力计具备较好的低频特性,互补滤波利用两者频率上的

互补特性,以陀螺仪数据为主,用加速度计和磁力计弥补陀螺仪自身的漂移,从而提高姿态的测量精度.
互补滤波原理如图１所示.加速度计无法感知水平方向的旋转,因此利用加速度计数据gb, 对比重

力矢量,对横滚角和俯仰角进行校准,得到横滚、俯仰弥补量eω
g ;利用磁力计的数据mb, 对比地磁矢

量,对偏航角进行校准,得到偏航弥补量eω
m, 两者分别乘以加速度计和磁力计权重ωacc 、ωmag 并求和,

得到陀螺仪弥补量eω

eω ＝eω
gωacc ＋eω

mωmag (１)

为减少传感器噪声的影响,消除静态误差,提高响应速度,对陀螺仪弥补量eω 增加PI控制[１２１３]

δ＝kpeω ＋ki∫eω (２)

最后将PI控制器的输出与陀螺仪数据累加,得到修正后的陀螺仪数据ω̂, 完成对陀螺仪自身漂移的

弥补

ω̂＝ωgyro ＋δ (３)

式中,ωgyro 为陀螺仪原始数据;ω̂ 为修正后的陀螺仪数据.

图１　互补滤波原理

根据上述公式,不难得出陀螺仪修正模型

ω︿＝ω＋kpeω ＋ki∫eω ＝ω＋kp eω
gωacc ＋eω

mωmag( ) ＋ki∫eω
gωacc ＋eω

mωmag( )
(４)

１２　影响因素

结合解算原理及陀螺仪修正模型,总结影响其解算精度的３个因素:

１)求算俯仰、横滚补量eω
g 过程中,算法要求加速度计所测量的加速度矢量为重力矢量.若飞机处于

非匀速飞行状态中,加速度计会受到运动加速度干扰,所测量的加速度矢量的大小和方向与重力矢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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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差,则导致eω
g 误差过大.

２)求算偏航弥补量eω
m 过程中,算法要求磁力计所测量的磁场矢量为地磁矢量.若飞行环境存在非地

磁场干扰,所测量的磁场矢量的大小和方向与地磁矢量存在偏差,则导致eω
m 误差过大.

３)kp 决定了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比例项kp 越小,互补滤波输出姿态主要取决于陀螺仪数据,然而当

系统处于低速或稳态时;kp 越大,互补滤波输出姿态主要取决于磁力计和加速度计数据,然而磁力计和加

速度计高频特性较差,当系统处于高速转动中,会有较大的时滞.

２　模糊自适应互补滤波算法

２１　自适应互补滤波算法原理

基于范数判断的模糊控制自适应互补滤波器,算法结构框图如图２所示.首先设计权重自适应调整方

案,根据加速度计测量值范数 gb , 自适应调整加速度计校准权重ωacc, 处理运动加速度干扰下,弥补

量eω
g 的不准确对陀螺仪弥补量eω 的影响;然后根据磁力计测量值范数 mb , 自适应调整磁力计校准权

重ωmag, 处理外界非地磁磁场对磁力计的干扰时,偏航弥补量eω
m 的不准确对陀螺仪弥补量eω 的影响;最

后根据陀螺仪范数 ωgyro 可反映机体运动状态这一特性,设计模糊控制器,根据系统运动状态自适应调

整滤波器kp 系数,使得滤波器在不同转动状态下兼具合适的截止频率.

图２　模糊控制自适应互补滤波原理

２２　传感器权重自适应调整规则

gb 为加速度计测量值的范数,代表加速度计测得的加速度矢量模值.令g 表示重力常量的大小,

可视为常数.当系统有运动加速度干扰时,gb 会与g 出现较大误差.

考虑到传感器噪声误差ea, 当 gb ∈ g－ea,g＋ea[ ] , 加速度计可信度最高,应赋予加速度计

较大权重;当 gb ∉ g－ea,g＋ea[ ] , 说明系统存在运动加速度干扰,加速度计可信度较低,应赋予

加速度计较小权重.于是描述输入 gb 与输出ωacc 的函数曲线应该在横坐标 g－ea,g＋ea[ ] 区间为平

坦的通带,且通带之外曲线应在极小范围内迅速衰减,其形状类似于钟形.因此本文采用钟形函数,设

计自适应控制方案.gb 与ωacc 的关系由函数f(gb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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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acc ＝f(gb )＝ωacc_max
１

１＋
gb －c
a

２b
(５)

式中,ωacc_max 为加速度计弥补权重上限;a、b为正数,b 决定函数曲线的陡峭程度,b 值越大,通带越平

缓,两边滚降越快;a 决定曲线宽度,其值越大,顶峰越平缓,两边滚降越慢;c为曲线峰值对应的坐标

点,在本文等于重力常量的大小g .
钟形曲线描述了加速度计弥补权重ωacc 随着 gb 的改变而表现出来的变化.钟形曲线的顶端通带表

示ωacc 达到最大的条件,表明 gb 在g 附近时,加速度计可信度最高,其权重最大;随着 gb 数据由

中心c点向两侧偏离,曲线迅速下降,所对应权重越来越小.同时,考虑到传感器噪声等误差,在c点附

近时,曲线应变化平缓.通过采集大量数据,计算加速度计方差,从而确定加速度计噪声误差ea 为０６５
m/s２,最终设定b＝４,a＝１.

钟形函数f(gb )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３　钟形函数曲线

同理,当系统周围存在外界磁干扰时,在姿态估计过程中则出现因素２)所导致的问题. mb 为磁

力计测量值的范数,代表磁力计测得的磁场矢量模值.令m 表示当地磁常量的大小,可视为固定值.当

无外界磁干扰时, mb 与m 相等;当载体周围存在外界磁干扰时, mb 与m 出现较大误差.磁力计校

准权重ωmag 的调整办法与上述ωacc 的调整办法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２３　比例系数自适应调整规则

当滤波器系数为固定值,姿态解算过程中出现因素３)所叙述的问题.
依据系统运动状态 ωgyro , 利用模糊控制规则自适应调整kp 参数.系统运动状态 ωgyro 的大小代

表了机体转动速度,定义为

ωacc ＝f(gb )＝ωacc_max
１

１＋
gb －c
a

２b
(６)

取 ωgyro 作为模糊控制器的输入,根据所采用L３GD２０H 型号陀螺仪最大量程,得到 ωgyro 实际范

围 (模糊论域)为 [０,２００],将 ωgyro 的模糊论域划分为５个模糊子集 {NB,NS,ZE,PS,PB}.取

kp 作为模糊控制器的输出,kp 的范围 (模糊论域)根据工程经验与实际要求取 [０,１２],同样划分为５
个模糊子集 {NB,NS,ZE,PS,PB}.其中 NB＝很小,NS＝较小,ZE＝正常,PS＝较大,PB＝很大.

在工程应用中,隶属度函数的选择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到设计中微处理器实现模糊化与解模糊的时

间,以及尽可能的减少规则查询表所占用的内存空间,同时又能满足控制效果,因此输入输出变量的隶

属函数选用三角型隶属函数.模糊规则是进行模糊推理的基础,在本节中建立模糊的控制规则为:１ 当

系统处于低速转动或稳态时,此时 ωgyro 较小,陀螺仪温度漂移较严重,姿态解算主要取决于加速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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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磁力计数据,则kp 应增大;２当系统处于高速转动时,此时 ωgyro 较大,磁力计和加速度计因高频

特性差出现较大时滞,姿态解算主要取决于陀螺仪数据,则kp 应减小.
因此得到模糊控制规则见表１.

表１　P系数模糊控制规则

ωgyro NB NS ZE PS PB

kp PB PS ZE NS NB

３　实验方法与结果

３１　测试平台

本文基于开源飞控Pixhawk搭建了航姿参考系统硬件平台 采用三轴电动转台搭建了测试平台.设计

了静态、动态及干扰实验,通过对比模糊自适应互补滤波 (FACF)、互补滤波 (CF)以及单独使用陀螺

仪积分的解算结果,验证算法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其中传统互补滤波算法就是把自适应互补滤波算法的

参数固定下来,并选用效果最好的参数.
测试平台采用了三轴电动转台,由偏航轴、俯仰轴和横滚轴三个旋转转台构成.其整体结构如图４所

示.其驱动部分为三个步进电机,由下至上分别控制实验台偏航、俯仰和横滚方向的旋转.控制层面,
设计PLC控制箱,可以实现实验台定速、定点旋转.将Pixhawk硬件平台固定在实验台衔接板处,通过

控制转台运动可以模拟飞行器的各种飞行姿态.

图４　三轴电动实验转台

３２　动、静态测试实验

(１)静态测试实验

将传感器静置,设置采样频率为２００Hz,采样时间为３００s.静态条件下实际角度不变,解算误差为

解算结果与初始角度之差.表２列出了静态情况下,三种算法解算出的姿态角误差的均值、标准差和最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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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静态情况下姿态角解算误差表

名称 FACF CF 陀螺积分

横滚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０７３° ０１０４° ４１５６°

标准差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５° ２７９２°

最大值 ０１５０° ０１７７° ９１４３°

俯仰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０４７° ０２１１° １０６６°

标准差 ００２４° ０１４８° １０８６８°

最大值 ０１２３° ０３６１° ３１６７°

偏航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１４７° ０１９６° ２５３６°

标准差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６° １４２４°

最大值 ０２３０° ０３１８° ４９２６°

三种算法所解算的横滚角、俯仰角和航向角误差如图５所示.

图５　静态情况下姿态角解算误差

(２)动态测试实验

动态试验分为两种情况,姿态变化较慢的情况 (设置实验转台转速为０５ (°)/s)以及姿态变化较快

的情况 (设置实验转台转速为２０ (°)/s).由于多数飞行器在实际飞行过程中,俯仰和横滚控制角度不超

过４５°.于是横滚、俯仰角的测量范围为－４５~４５°,偏航角测量范围为０~３６０°.鉴于电动转台可以实现

匀速运转,所以不难推出实际角度α与转动时间t的函数曲线为一条起始于初始角度α０, 斜率为转速ω的

斜线,其关系式为

α＝α０＋ωt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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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得全过程的实际角度,与解算角度做差,可以得到全过程解算误差.表３列出了姿态变化较

慢 (０５ (°)/s)情况下,三种算法解算出的姿态角误差的绝对值均值、标准差和最大值.

表３　姿态变化较慢情况下姿态角解算误差表

名称 FACF CF 陀螺积分

横滚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２８０° ０３４３° ２０６４°

标准差 ０２２２° ０２９０° ０９５４°

最大值 ０７１７° ０６５６° ３７８８°

俯仰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３９２° ０７９５° １８５３°

标准差 ０４１２° ０４５４° １４１６°

最大值 ０９３６° １５７° ４２６５°

偏航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３６１° ０６４７° ２４６８°

标准差 ０２０７° ０３２４° １５６°

最大值 ０５９８° １０５２° ５１０３°

姿态变化较慢情况下,三种算法所解算的姿态角误差如图６所示.

图６　姿态变换较慢情况下姿态角解算误差

表４列出了姿态变换较快 (２０ (°)/s)的情况下,三种算法解算出的姿态角误差的绝对值均值、标

准差和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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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姿态变化较快情况下姿态角解算误差表

名称 FACF CF 陀螺积分

横滚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１５２° ０８０２° ０２６２°

标准差 ０１７２° ０３５７° ０２５６°

最大值 ０３２４° １３８５° ０７２６°

俯仰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１０２° ０３５６° ０１９９°

标准差 ００８４° ０２０２° ００３７°

最大值 ０１９６° ０６８２° ０２９２°

偏航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１７０° １１７０° ０１８８°

标准差 ０１６１° ０４８７° ０１８６°

最大值 ０４５９° ２１３７° ０５３４°

姿态变化较快情况下,三种算法所解算的姿态角误差如图７所示.

图７　姿态变换较快情况下姿态角解算误差

对比静态、动态实验结果,可以得到结论:１ 传统互补滤波由于固定的滤波器系数,仅能满足一种

状态下的解算精度,如本文中,传统互补滤波只能保证在静态或低速转动 (姿态变化较慢)情况下具备

较好的解算效果,而在系统高速转动 (姿态变换较快)时,解算效果最差;２ 无论系统处于低速或者是

高速转动,自适应互补滤波算法均可自适应调整PI控制器系数,使得滤波器在不同转动状态下兼具最佳

的解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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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干扰实验

干扰实验分为磁干扰实验和运动加速度干扰实验.其中磁干扰试验用来测试自适应算法在外界磁场

干扰下算法的精度变化情况;加速度干扰实验用来测试自适应算法在运动加速度干扰下算法的精度变化

情况.
(１)磁干扰实验

将传感器静置,拿一块磁铁靠近传感器,随后移开.表５列出了外磁场干扰下,自适应互补滤波和传

统互补滤波解算出的偏航方向姿态角误差的均值、标准差和最大值.自适应互补滤波算法和传统互补滤

波算法的解算数据如图８所示.

表５　磁场干扰情况下偏航角误差表

名称 FACF CF

横滚角

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１４１° ５４７３°

标准差 ００７０° ８０２２°

最大值 ０２４８° ３２７５４°

图８　磁干扰情况下的偏航角解算数据

由表５和图８可以看出,传感器在 A点受到了磁铁干扰,磁铁在B点处离开.利用传统互补滤波解

算的航向角在磁干扰下产生了３８°左右的较大误差;而自适应互补滤波在磁场干扰的情况下,所解算的航

向角最大误差为０２４８°,平均误差为０１４１°.证明自适应互补滤波算法可以有效的处理外界磁场干扰,
解算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算法.

(２)运动加速度扰实验

设计直线变速导轨,具体组成如图９所示.

图９　直线变速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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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感器固定在导轨滑块上,保持姿态不变.控制电机带动导轨滑块非匀速转动,产生运动加速度,
模拟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与外界环境交互时产生的运动加速度.

表６列出了运动加速度干扰下,自适应互补滤波和传统互补滤波解算出的横滚、俯仰方向姿态角误差

的均值、标准差和最大值.图１０为运动加速度干扰下自适应互补滤波算法和传统互补滤波算法的横滚角、
俯仰角解算数据.

表６　运动加速度干扰下横滚、俯仰角解算误差表

名称 FACF CF

横滚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０２６° ０２８５°

标准差 ００３８° ０５０１°

最大值 ０３２０° ３６４１°

俯仰角误差

绝对均值 ００９３° ０５９８°

标准差 ００７１° １０２０°

最大值 ０２６３° ３６５６°

图１０　运动加速度干扰下俯仰、横滚角解算数据

由表６和图１０可以看出,在运动加速度干扰情况下,传统互补滤波解算的横滚及俯仰角产生了较大

的误差.而自适应互补滤波所解算的横滚角最大误差０３２０°,俯仰角最大误差０２６３°.证明自适应互补

滤波算法可以有效的处理运动加速度干扰,解算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算法.

４　小　结

为了解决环境干扰和飞行状态对航姿系统精度和可靠性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种互补滤波器的权值

和参数随传感器范数变化的自适应估计方案.首先建立了陀螺仪的修正模型,然后根据磁场范数和加速

度范数设计磁力计和加速度计权重的自适应调整规则,其次根据飞行器运动状态及系统偏差设计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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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模糊自适应整定规则;使得 AHRS能够在不同飞行状态、磁场干扰和加速度干扰等情况下都能获

得准确可靠的姿态信息.为了验证方案的有效性,搭建了 AHRS测试平台,设计了静态、动态和干扰实

验.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案在所有飞行动态条件下都具有较高的精度,同时,该方案对运动加速度干扰

和磁场干扰均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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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environmentanddifferent motionStatusThetestresultsshowthattheattitudeestimation
algorithmproposedinthispapercanensurethatthesystemhashighaccuracyinsteady stateorhigh
speedrotation,andthepitchandrollanglesarenotinterferedbythemotionacceleration,andtheyaw
angleisnotinterferedbytheexternalmagnetic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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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胀自锁紧液压缸应力应变特性研究

申文强　张振华　张　明　王　飞　杨凯强

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

摘　要　针对内胀式自锁紧液压缸靠锁紧套与缸筒壁之间的过盈配合实现机械锁紧,解锁时通过相

应的解锁油路将高压油作用于锁紧套和缸筒壁之间实现涨开解锁特点;本文通过计算公式和有限元仿真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出锁紧套距缸筒壁最大外径在不同间距b下的径向位移、径向应力分布云图和缸筒

内壁径向位移折线图,当缸筒壁最大外径、中径、缸筒内径分别取值为１４０m、１３３mm、１２０mm 时,最

终得出当两间距取值为２８mm 时,可有效避免因径向位移变化对自锁缸零部件造成的影响;通过对比理

论计算与仿真结果,当负载为３０t时在２１MPa的解锁压力下,得出缸筒壁最小过盈量为００８mm,与计

算得出径向位移误差在可接受的６２５％以内,充分证明该分析方法的正确性,为后期进一步优化自锁紧

液压缸提供了理论和仿真依据.
关键词　自锁紧液压缸;有限元分析;径向位移;间距

０　引　言

车载液压系统在重型机械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其中液压缸作为一种执行元件其性能优劣直接决

定液压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机械重载调平系统中普遍应用自锁型液压缸作为支腿起到调平作用,
保证负载在任意位置并保持长时间锁定而不发生 “软腿”现象.当重型机械对调平锁定精度有较高要求

时,一般采用机械自锁紧型液压缸来实现较高位置精度锁定.针对机械式自锁紧液压缸内部应力应变的

分布情况,有些研究学者通过相关计算公式和仿真分析软件,对自锁紧液压缸过盈量及应力应变进行了

分析研究;丁问司[１]利用 ANSYS静力学分析对自锁缸支腿在自锁状态下的应力应变分布进行了相关仿真

分析和试验研究;韩传军[２３]通过分析不同过盈量和不同载荷下的接触面的接触状态,得出随着弯曲载荷

的增大,接触面上的滑移区间大小不变,滑移分布位置逐渐向接触面中心位置移动;李玉宝[４６]对薄壁圆

筒零部件集中应力下产生的塑性变形进行了有限元分析研究,用于解决圆筒类零部件受径向集中载荷的

加工工艺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ANSYS有限元仿真软件,对缸筒外壁和锁紧套在不同间

距下的径向应力和径向应变情况进行了理论和仿真分析.

１　内胀自锁紧液压缸主要结构

内胀自锁紧液压缸的主要结构如图１所示,主要包括轴套、缸筒、下端活塞、锁紧套、上端活塞、推

杆、传感器等部件,其中锁紧套处于缸筒内部.工作时可分为锁紧状态和解锁状态;当自锁紧缸处于锁

紧状态时,缸筒和锁紧套之间由于过盈配合产生的接触面挤压应力将锁紧套锁死,此时解锁油路无压力,
缸筒与活塞之间实现机械锁紧;当需要解锁时,高压油通过解锁油口进入锁紧套和缸筒之间的配合间隙,
缸筒由于受到内部高压向外涨开,此时锁紧套和缸筒之间由原来的过盈配合变成间隙配合,当液压缸有

杆腔或无杆腔通过压力油时,活塞杆就可以在高压油的作用下实现往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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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内胀自锁缸主要结构

１—轴套;２—缸筒;３—下端活塞;４—锁紧套;５—上端活塞;６—传感器;７—推杆

２　过盈接触面应力应变分析

２１　缸筒与锁紧套基本参数

本文所研究的内胀自锁紧液压缸额定载荷为３０t,缸筒内径１２０mm,缸筒壁厚６５mm;锁紧套内外

直径分别取值为８０mm 和１２０mm,长度取值为１８０mm 摩擦系数选取０１８;其中缸筒材料拟选用

２７SiMn,锁紧套拟选用 QT５０ ５.
由以上缸筒和锁紧套材料基本信息可计算出最小解锁压力为

Pmin＝
F

２πr２Lf＝２１０６MPa

２２　缸筒与锁紧套应力应变理论计算

缸筒内部受压力时内壁径向应力最大施加压力值P, 缸筒外壁径向应力最小为０,其中壁厚之间的应

力变化趋势沿抛物线,轴向应力为固定值,切向应力变化趋势沿抛物线;锁紧套外壁受圆周压应力时外

壁受最大径向应力,内壁受径向应力最小值为０,其中轴向应力和切向应力与缸筒轴向应力和切向应力相

似,具体圆环受内外压[７９]时任意位置应力变化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　缸筒、锁紧套应力分布图

自锁缸锁紧应力主要依靠缸筒和锁紧套之间过盈产生的接触压应力,解锁时将高压油液通过解锁油

路进入缸筒和锁紧套之间的环形间隙,由于缸筒内壁在高压油液的作用下向外膨胀,锁紧套同样在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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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油液的液压力时向内压缩,其中缸筒和锁紧套在高压油液的作用下产生轴向应力、径向应力和圆周

应力,而径向应变量可由拉美公式求得.
缸筒内壁径向应力、切向应力和轴向应力为

σr１(x)＝
r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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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紧套径向应力、切向应力和轴向应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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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负载３０t解锁压力约为２１MPa时缸筒和锁紧套最小过盈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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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式中σr１ 、σr２ 表示缸筒内壁径向应力和锁紧套径向应力;σθ１ 、σθ２ 表示缸筒内壁切向应力和锁紧

套切向应力;σz１ 、σz２ 表示缸筒内壁轴向应力和锁紧轴向应力;r１、r２ 分别代表缸筒外径和锁紧套内径;p
表示两者间隙压力值;ε１ 和ε２ 表示缸筒和锁紧套过盈量,经计算缸筒和锁紧套最小过盈量分别约为

００８５mm 和００１２mm.

３　自锁缸缸筒有限元仿真分析

在内胀自锁液压缸解锁后,锁紧套沿缸筒内壁往复滑动,其中当推杆处于完全缩回状态即锁紧套处

于缸筒底部时,锁紧套与最大径缸筒壁之间的距离将会影响自锁缸在解锁时的压力大小和解锁后锁紧套

与缸筒壁之间的摩擦力;为避免在推杆缩回时锁紧套启动压力过大,需合理设计间距b的具体取值,其中

缸筒和锁紧套内外径基本参数如图３所示.

图３　缸筒和锁紧套基本尺寸参数

３１　缸筒径向应力应变分析

由于缸筒在内部压力的作用下,其径向位移对锁紧套能否正常解锁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故对缸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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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不同间距b下径向位移和应力进行 ANSYS有限元仿真分析.其中为保证在仿真过程中模拟真实缸筒

壁受力状态需对局部缸筒内壁施加一个圆周力,将缸筒内壁通过平面分割的方式分割出与锁紧套一样长

度的圆周面;在分割出的圆周面上施加压力为２１MPa的解锁压力,对缸壁两端施加固定约束为便于计算

划分网格采取六面体网格划分方式,最后得出有限元分析模型如图４所示.

图４　缸筒有限元分析模型

３２　缸筒径向应力应变图

为便于进一步对缸筒内壁径向位移和径向应力进行研究,在有限元分析模型缸筒内壁上取沿轴向与

锁紧套同等长度的直线,通过该直线上的径向位移和应力的变化可以直接反映缸筒内壁变化.其中分别

对间距b取值为－６mm、－３mm、０mm、４mm、８mm、１２mm、１６mm、２０mm、２４mm、２８mm
进行了研究,得出相应的径向位移和应力折线图;由于取值较为集中因此位移和应力变化图分布类似,
主要区别在于锁紧套与最大缸筒外壁边缘处位移量,为便于直观看出径向位移量变化取较为典型的

－６mm、０mm、２８mm 三个位置的云图分布,具体如图５、图６、图７所示.

图５　间距为－６mm 时的变化云图

由于最大位移量主要取决于缸筒和锁紧套之间的内压力、材质和两者具体尺寸参数.因此在压力、
材质和尺寸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径向位移量和锁紧套与缸筒大径间距b有着很大的关系.由图５可知当

锁紧套与缸筒大径间距b取值为－６mm 时,最大位移量在缸筒与锁紧套中间重合位置变化趋势和形状呈

“鼓形”状[１０１３],其中最大位移量约为００８７mm;当负载为３０t时解锁压力为－２１MPa,得出缸筒壁最

小过盈量为００８５mm;锁紧套越靠近左端缸筒径向位移越小,其中最小位移量取值为０００４７mm 左右;
对比图５、图６、图７可以发现最大径向位移量基本保持００８mm 不变,但是随着b取值变大左端径向位

移越趋于平均对涨紧缸解锁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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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间距为０mm 时的变化云图

图７　间距为２８mm 时的变化云图

从图５、图６、图７中的径向应力变化云图可以看出除应力集中点外,缸筒内壁与锁紧套重合位置的

平均应力约为－２１MPa左右.为进一步对缸筒径向位移和应力进行研究,在模型缸筒内壁上取长度为锁

紧套长度１８０mm 的直线,得出不同间距b 下的缸筒径向位移和应力折线图,具体变化如图８和图９
所示.

在图中分别对间距b取值为－６mm、－３mm、０mm、４mm、８mm、１２mm、１６mm、２０mm、

２４mm、２８mm 进行了研究,由图９中径向应力折线图看出径向应力基本保持不变,径向位移当距离锁

紧套长度为３０mm－１５０mm 位置时,平均位移为００８mm 左右与分析计算结果００８５mm 误差保持在

６２５％;通过径向位移局部放大得出随着间距b变大,在锁紧套距离为０mm 时的径向位移量变大,其中

当间距b取值为－６mm、－３mm 时径向位移量在００３mm 左右,当间距取值为２４mm、２８mm 时径向

位移量在００５５mm 左右;并且间距b 每增加４mm 径向位移量增加大约０００３mm,当间距取值为

２４mm、２８mm 时锁紧套距离为０mm 处的径向位移量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缸筒壁最大外径、中径、
缸筒内径分别取值为１４０m、１３３mm、１２０mm 时,间距取值大于２８mm 时对自锁紧液压缸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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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间距下径向位移折线图

图９　不同间距下径向应力折线图

４　结　论

１)对内胀自锁紧液压缸模型进行分析计算,得出在锁紧力为３０t时解锁压力为－２１０６MPa,并得

出在２１０６MPa的解锁压力下缸筒内壁最大径向位移量为００８５mm,该计算参数为后期模型绘制提供一

定参考依据.

２)通过有限元模型分析得出在取值不同间距b下的径向位移和径向应力,其中为便于突出变形量选

取较为典型的－６mm、０mm、２８mm 三个位置的云图分布,得出变化形状呈 “鼓形”状,径向应力变

化云图可以看出除应力集中点外,缸筒内壁与锁紧套重合位置的平均应力约为－２１MPa左右,与计算解

锁压力－２１０６MPa结果相符.

３)通过径向位移折线图可以看出中心径向应力基本保持不变,径向位移除距锁紧套两边３０mm 内的

变化较小以外,锁紧套中心平均位移为００８mm 左右与分析计算结果００８５mm 误差保持在６２５％;在

缸筒壁最大外径、中径、缸筒内径分别取值为１４０m、１３３mm、１２０mm 时,间距取值大于２８mm 时对

自锁紧液压缸缸筒最为有利,同时可避免因解锁时径向位移量过小造成自锁缸解锁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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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tressandStrainCharacteristicsof
InnerExpansionSelf lockingHydraulicCylinder

SHEN Wen qiang,ZHANGZhen hua,ZHANG Ming,WANGFei,YANGKai qiang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Inviewoftheinternalexpansiontypeself lockinghydrauliccylinder,themechanical
lockingisrealizedbytheinterferencefitbetweenthelockingsleeveandthecylinderwallWhenunlocking,

thehighpressureoilisappliedbetweenthelockingsleeveandthecylinderwallthroughthecorresponding
unlockingoilcircuitRealizethecharacteristicsofexpansionandunlocking;thispapercombinesthe
calculationformulaandthefiniteelementsimulationanalysismethodtoobtaintheradialdisplacement,

radialstressdistributionclouddiagramandthecylinderbarrelwiththemaximumouterdiameterofthe
lockingsleevefrom thecylinderwallatdifferentintervalsb Thebrokenlinediagram oftheradial
displacementoftheinnerwallWhenthemaximumouterdiameter,middlediameter,andinnerdiameter
ofthecylinderwallare１４０m,１３３mm,and１２０mmrespectively,itcanbeconcludedthatwhenthe
distancebetweenthetwois２８ mm,theradialdirectioncanbeeffectivelyavoidedTheinfluenceof
displacementchangesonthepartsoftheself lockingcylinder;bycomparingthetheoreticalcalculation
andsimulationresults,whentheloadis３０tandundertheunlockingpressureof２１MPa,theminimum
interferenceofthecylinderwallis００８mm,whichiscomparedwiththecalculateddiameterTheaxial
displacementerroriswithintheacceptable６２５％,whichfullyprovesthecorrectnessoftheanalysis
method,andprovidestheoreticalandsimulationbasisforthefurtheroptimizationoftheself locking
hydrauliccylinderinthelaterstage

Keywords　Self lockinghydrauliccylinder;Finiteelementanalysis;Radialdisplacement;Sp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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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地面设备环境适应性评估建模技术研究与软件开发

钱庚建　叶　超　樊战军　王海龙

贵州航天天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航天地面设备功能性能特性被复杂、恶劣的自然以及诱发使用环境条件严重影响,且

难以在设计阶段对设备环境适应能力进行准确评估与设计的问题,建立一种地面设备的通用环境适应性

评估软件平台.该平台首先基于模糊层次分析算法,以地面设备为载体,建立航天地面设备环境适应能

力评估模型通用架构;其次针对模型工程化应用的需求,建立地面设备环境适应性评估软件平台.实例

分析结果表明,该平台实现了复杂环境下地面设备在设计阶段中的环境适应能力评估.该软件平台对处

于设计阶段的地面设备环境适应性设计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已有设备的环境适应能力评估及其环境

适应能力的改进提供支撑.
关键词　航天地面设备;环境适应性;模糊层次分析法;评估软件平台

０　引　言

航天地面设备使用过程中自然环境条件、诱发环境条件恶劣,严重影响着产品的通用质量特性.而

系统复杂程度的不断提升,对于地面设备的环境适应性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典型的环境作用条件如

气压、温度、湿度、盐雾、霉菌、振动等,环境条件的作用可能会带来地面设备性能下降、结构材料腐

蚀与老化、电子器件功能失常等问题,严重时可导致产品使用事故的发生.在地面设备的设计阶段对其

进行环境适应性设计与评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机电设备的环境适应性评估主要针对已有的成品设备,以设备的性能或以环境因素作为环境

适应性的评价指标,对设备的环境适应性进行评估.董素鹏、刘鹏宇等人[１]对车用柴油发动机在高原环境

下的环境适应性进行研究,通过模糊算法计算该发动机在高原环境下的环境适应性能;张炜灵[２]将舰船的

耐波性、快速性、稳性、操作性、人员工作以及舒适性作为一级评价指标,以此完成舰船在风浪环境中

的环境适应能力评估.杨阳等人[３]以温湿度、气压、沙尘、辐射、路况作为飞行保障设备在高原环境的环

境适应能力评价指标,采用主客观权重法结合专家经验确定权重,最后采用灰色理论确定该设备的环境

适应性等级.荣辉[４]采用层次分析法评估复杂电磁环境对通信设备的影响.

针对特定成品设备的环境适应能力评估仅用于分析该产品的环境适应设计等级/缺陷,评估其在特定

环境条件下的可使用性,或为后续的产品改进提供设计参考;相关环境适应性评估模型不具备通用性,
仅能用于单个特定产品的环境适应能力评估.本文以航天地面设备为研究对象,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提

出设备环境适应能力评估通用方法,并形成环境适应性评估软件平台.该软件平台可以针对通用类型的

地面设备,在产品设计阶段对其环境适应能力进行分析与多方案快速对比,为其环境适应性设计提供指

导参考;也可以用于成品设备的环境适应能力等级/缺陷分析.

１　模糊层次分析法

模糊层次分析法是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模糊综合评价理论是对具有多种属性的事物,做出一个能合理地综合这些属性的总体评判[５],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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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学语言去处理难以用数学语言描述的变量,并且该模型推理形式简单,易于理解.层次分析法

(AHP)主要用来解决具有复杂层次结构的多指标决策问题,它通过建立递阶层次模型,把一个复杂问题

进行逐层划分,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６].层次分析法基于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价,对主观判断进行综合

数据分析,可减少人为主观臆断带来的问题,有利于保障指标评价结果的可靠性[７].

航天地面设备所处环境条件因素众多,环境条件对产品的影响作用复杂,难以从机理层面准确量化

环境条件对于地面设备产品的功能性能影响.应用模糊综合评价理论,以专家知识数据库为依托,建立

环境条件对于地面设备的功能性能影响模糊数学关系模型,从而实现对环境条件作用效果的评估.
航天地面设备组成复杂,包含机械、液压、电气等多个子系统,各子系统又由多个产品部套/元器件

组成.航天地面设备各子系统的功能性能重要程度各不相同,环境条件对各子系统的影响作用程度不同.
基于上述原因,采用层次分析法可有效实现对地面设备系统总体、各子系统、各部套/元器件不同层级的

环境适应性评估,进而找出环境适应性设计的不足,有针对性的进行产品设计提升.

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具体原理见文献[８９].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两者相互融合,

对评价有着很好的可靠性,使评价结果科学合理、符合客观实际.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环境适应性评

估具体实现流程包含:航天地面设备的评估结构树 (层次)划分,形成通用化的航天地面设备环境适应

能力评价模型总体架构;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理论的专家知识数据库创建,实现模型各层级环境适应能力

自动计算;评价软件平台系统集成,形成环境适应性评估系统.

２　模型总体架构

２１　评估结构树

梳理设备环境适应性薄弱点,对薄弱点进行共性分析与合并[１０１１],完成评估模型的总体架构.图１
以机械子系统各级指标结构树为例,对评估模型总体架构进行展示.电气、液压等子系统结构树参照机

械子系统进行划分.
航天地面设备是集合了机械、电气、液压等子系统的复杂系统.环境对各子系统的影响机理不同,

各子系统采取的防护措施也不尽相同.首先将系统总体划分为电气系统、机械系统、液压系统,针对各

子系统的环境适应性进行评估.
针对各子系统中具有共同特性的一类结构设计进行环境适应性评估.以机械子系统为例,机械系统

主要环境适应性关注特征包含主体承载、固定连接 (包含螺栓/铆接、焊接)、可移动接触 (包含滑动摩

擦、撞击接触)等.按照特征将机械子系统划分为承载类、摩擦类、撞击类、螺/铆接类、焊接类等子类

别,环境对各子类别作用机理不同,各子类别采取的环境适应性设计措施不同.针对各子类别进行环境

适应性评估.
同一子类别下包含多部套/元器件产品,分别针对各部套/元器件进行环境适应性评估.对于同一子

特性类别下各部套,环境作用机理相同,采取防护措施选项相近:

１)承载类主要评估各部套中承受大载荷的部位的环境适应性,主要考虑基材属性、表面处理方式、
涂覆类型、安全系数以及结构几何特征作为部套承载类特征的防护设计参数.

２)摩擦类主要评估各部套中机械传动摩擦部位、导轨滑动部位等摩擦接触部位的环境适应性.在该

类别部套/元器件设计中,材料属性、表面处理方式以及润滑方式都将直接对其环境适应能力造成影响.

３)撞击类主要评估部套中易受到冲击碰撞的部位的环境适应性,这类部位由于时常受到撞击,无法

通过防腐涂层进行防腐蚀保护,主要考虑部件的材料属性和表面处理作为其环境适应性的设计参数.

４)螺/铆接类主要评估螺/铆连接部位的环境适应性.螺钉/铆钉自身的基材和表面处理类型都将会

直接影响该类别的防腐蚀能力,螺/铆钉所连接的部件是否发生电化学腐蚀[１８]以及连接处是否灌有密封胶

都将对该类别环境适应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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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焊接类主要评估焊接部位的环境适应性.焊接形式采用断续焊还是连续焊、焊缝表面打磨程度以

及涂层涂覆质量、是否针对缝隙进行密封等设计都将影响该类别部位的环境适应性.
将航天地面设备环境适应性评估模型结构树划分为五级,依次为系统级、子系统级、特性类别级、

部套级、防护措施级.对于不同的航天地面设备,其系统级、子系统级、特性类别级、防护措施级结构

树具有通用性,仅需针对产品特色增减部套级项目便可实现对多类型航天地面设备的环境适应性设计与

评估.相关模型结构树划分具备通用性.

图１　环境适应性评估模型结构树

２２　模糊层次分析评估

根据图１所示结构树,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建立数学计算公式,完成在给定设计参数下的各层级

的环境适应性的评估.评估系统模糊层次分析模型如图２所示.设计人员选定环境适应性设计参数,基于

专家知识数据库,实现 “五级指标评价”;以 “五级指标评价”结果为输入,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实

现 “四级指标评价”;以 “四级指标评价”结果为输入,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实现 “三级指标评价”.
以此类推,最终实现各级环境适应性能力评估.

２３　专家知识数据库

不同航天地面设备使用的环境严酷等级不同.即使在同一环境条件作用下,不同部套所处的环境严

酷等级也不尽相同.针对各项环境适应性设计备选项,在不同环境严酷等级下,按照模糊算法中的评语

集专家评价统计方法,通过统计分析的手段汇总专家知识形成数据库,用于实现 “五级指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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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评估系统模糊层次分析模型

３　环境适应性评估系统及实例分析

３１　环境适应性评估系统

为保证航天地面设备环境适应性设计质量,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备使用寿命,需构建环境适应性

评价系统.软件平台系统架构如图３所示.

１)数据区.存储专家知识数据库,包含专家针对各项设计参数在不同严酷环境下的环境适应性评

价、专家针对各级评价指标给予的权重.适应于特殊设备的环境适应性设计评估需求,通过扩展模块实

现数据库的完善.

２)界面区.对于采取的环境适应性设计进行软件输入,并反馈各级环境适应性评估结果.要求能够

反映各级指标的环境适应能力,并且快速辨识影响设备总体环境适应能力的关键设计因素.

３)计算程序.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方法,接收界面区传递的数据,计算各级指标环境适应能力,并反

馈给界面区进行展示.

３２　评估软件设计实例

软件输入界面如图４所示.该评价软件将航天地面设备环境适应性评价系统分为机械、液压、电气系

统模块,每个系统模块里嵌套多个类别模块,同时主界面还包含数据库模块,便于后期不断填充数据库.
如图５所示,以机械系统中摩擦类评估为例进行环境适应性评估.每个类别模块中包含了部套参数输

入模块、部套增减模块、权重分配模块、类别环境适应性计算模块.其中部套参数输入模块通过选择的

方式输入该部套所属环境、选用基材、表面处理的具体参数;部套增减模块可以根据不同的设备对部套

进行增减;权重分配模块通过填写某一部套与其他部套的相对重要性值,自动填充判断矩阵,并计算权

重值.从图５所示计算工况以及分析结果可知:

１)在该环境载荷作用下,起落架摩擦部位处于 “恶劣环境”条件,按照恶劣环境下专家数据库进行

环境适应性评估;平衡机、高低机、方向机处于 “一般环境”,按照一般环境下专家数据库进行环境适应

性评估;

２)以起落架评估为例,对第五级指标环境适应能力进行评估.摩擦类别下设计参数包含基材与表面

处理、润滑脂/油两个参数,其中基材与表面处理所占评价权重为０７５,以满分７５分为参考,该选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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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环境适应性评估软件平台架构

图４　评价系统输入主界面

境适应性分值为４４ (即图５中 “４４/７５”含义);润滑脂/油所占评价权重为０２５,以满分２５分为参考,
该选项环境适应性分值为１８ (即图５中 “１８/２５”含义);

３)以起落架评估为例,对第四级指标环境适应能力进行评估.第四级指标中,起落架、平衡机、高

低机、方向机包含摩擦类特性.其中起落架所占评价权重为０１６,以满分１６分为参考,该选项环境适应

性分值为９ (即图５中 “９/１６”含义).参照相同计算原理,完成三级、二级、一级指标的环境适应能力

评估.

４)当前环境条件作用下,摩擦类 (三级指标)环境适应性分值为７３,造成摩擦类环境适应能力失分

的主要四级指标为起落架 (环境适应性分值９/１６)、高低机 (环境适应性分值３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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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摩擦类环境适应性计算结果

借助环境适应性评估软件,完成各层级指标环境适应能力评估,找出环境适应性设计不足,指导产

品环境适应性能力设计提升.

４　结　论

针对航天地面设备特点,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建立了通用化的环境适应性评估模型,并编制环

境适应性评估软件平台.借助专家知识数据库,实现对环境适应性设计的快速评估与关键影响设计参数

辨识.在设备方案设计阶段实现产品环境适应性的设计;对于成品设备,实现其环境适应能力等级/缺陷

分析,指导环境适应能力改进提升.相关研究对其他工程产品环境适应性评估模型的开发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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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oftwarePlatformfor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AssessmentofSpaceGroundEquipment

QIANGeng jian,YEChao,FANZhan jun,WANGHai long
GuizhouAerospaceTianmaElectromechnicalS&TCo,LTD

　 　 Abstract　Itisdifficulttoaccuratelyevaluatetheinfluenceof workingenvironmentonthe

performanceofspacegroundequipmentAimingtoevaluatetheequipments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in
designstage,ageneral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evaluationsoftwareplatformforgroundequipmentwas
establishedFirstly,based on th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algorithm,the general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assessmentmodelforspacegroundequipmentwasestablishedwithground
equipmentasthecarrierSecondly,asoftwareplatformforevaluatingthe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of

groundequipmentwasestablishedaccordingtotherequirementsoftheengineeringapplicationofthe
modelTheresultofexampleanalysisshowsthatthisplatformcanevaluatethe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
ofground equipmentin complex environment during the design stageThe platform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forthe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designofgroundequipmentinthedesignstage,and

providessupportfortheevaluation of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 ofour own equipmentandthe
improvementof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

Keywords　Spacegroundequipment;Environmentaladaptability;Fuzzyanalysishierarchyprocess;

Evaluationsoftware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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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发射场一箭多星同频转发收发模式研究

王学东　杨中甲　张翔宇　张瑶瑶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摘　要　本文以一箭多星为例,依据卫星信号频段、星上结构布局、塔架环境以及收发信号需求,

结合现有设备工作能力,分析发射区测控链路中各天线特性,计算各个卫星透波口与地面天线接收相对

关系,模拟估算各条测控链路接收功率,提出多种测控链路架设方案,评估不同测控信号收发模式的可

行性,探讨发射场一箭多星同频转发模式研究,为卫星系统提供发射区测控链路收发方案和链路评估,

为发射场塔架复杂环境下卫星与地面测控系统数据传输提供可靠依据.
关键词　一箭多星;射频信号;测控链路;天线;信号电平

０　引　言

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一箭多星模式渐渐增多,一发火箭同时搭载多颗卫星,同时还有上面级

搭载多颗卫星.每年发射卫星的种类繁多,卫星搭载布局各不相同,信号透波口又可能面朝四面八方.
不同卫星型号有不同结构布局,有些卫星上下结构,有些卫星环形围绕,有些透波口面向固定平台,有

些背对固定平台.无论那种结构布局,卫星测控链路信号都要求接收到火箭起飞,尽量多接收卫星信号,
避免卫星在起飞前有测控数据盲区,保证卫星在起飞前一切正常.

发射场某任务卫星采用一箭多星的同频扩频传输体制,卫星呈环形状分布在同一平面内,每颗卫星

有内向和外向两副天线.多颗卫星在塔架上需要同时加电测试,需要保证多颗卫星测控链路工作正常,
由于卫星整流罩内电磁环境复杂,只有局部透波口,塔架防风百叶窗是钢铁材质,易对信号造成多径干

扰,同时塔架活动平台在射前３０分钟展开,天线架设困难,地面天线不易确定卫星信号,地面解调设备

不易锁定卫星测控信号,因此如何解决测控链路是急需解决的难题.

１　基本情况

１１　卫星布局

以卫星试验任务一箭多星为例,假设同时有六颗卫星 (以A、B、C、D、E、F 星区分)分布在一

个平面,呈环形均匀分布在舱内,整流罩透波口分布在同一高度均匀分布在卫星天线附近,具体布局可

参考图１.

１２　天线特性

１２１　卫星星上天线特性
卫星星上天线端口输出电平为１６dBm,工作频率范围上行在２０５０~２０７０MHz,下行在２２３０~

２２５０MHz (收发共用);工作带宽:Δf ≤１４MHz;天线极化方向为左旋圆极化;组阵后最大增益约为

３２dBi;其中在±７０°的波瓣宽度内天线净增益不小于－４dBi(含电缆损耗);组阵装星后±７０°的波瓣宽

度内天线增益不小于－８dBi(含电缆损耗).±９０°的覆球波束范围内天线净增益≥－９dBi;单天线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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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星整流罩透波口及星上测控天线位置图

近半空间覆盖,单一主瓣;通过仿真计算,星上测控天线同旋组阵后 (下行中心频率)方向图如图２所示.

１２２　卫星地面天线特性
卫星地面测控天线工作频率范围为２０００~２４００MHz (收发共用);极化方式为线极化;收发合一;

圆饼天线增益大于１０dBi,在±７０°的波瓣宽度内天线净增益不小于－２dBi/喇叭天线增益:大于１５dBi单

天线方向图:近半空间覆盖,单一主瓣.

由于星上测控天线是左旋圆极化,考虑到极性损耗,在实际使用中测控天线增益下降３dB,即圆饼

天线最大增益为７dBi;喇叭天线最大增益为１２dBi.

１２３　地面转发天线特性
地面接收天线工作频率范围:上行２０５０~２０７０MHz,下行２２３０~２２５０MHz;天线极化方式为左

旋圆极化;收发合一;增益:≥６dBi.

１３　位置关系约束

由于透波口高度与固定平台相对位置受火箭、上面级高度等限制,测控信号受地面天线高度和方位

影响,首先需要考虑卫星在塔架时透波口和地面测控天线相对关系.塔架平台在射前３０分钟展开,展开

前把天线架设活动平台,展开后利用周围建筑架设对应天线建立测控链路.

１３１　透波口及星上测控天线位置
卫星整流罩供设６处透波口,每处尺寸３００mm×１５０mm (弧长×高),透波口中线高度约４２米,具

体透波口与星上测控天线位置如图１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卫星天线都在透波口附近,大部分天线正对透

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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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测控天线同旋组阵后的方向图 (下行中心频率)

１３２　固定平台与各星位置关系
临射前３０分钟后,由于活动平台打开,放置在活动平台处的测控天线需要撤收,此时对应的卫星测

控信号需在固定平台、X厂房、瞄准间等位置架设地面测控天线,以实现活动平台打开后的测控信号收

发.塔体、X厂房、瞄准间与卫星所处距离及位置如图３所示.

１３３　固定平台接收高度计算
测控天线顶端距离透波口约２００mm,正对透波口水平中心线,透波口垂直高度为１５０mm,天线距

离固定平台最近约９m,据此可估算出固定平台位置波束可覆盖的垂直高度为±３３５m (测控天线水平面

为中心线).
固定平台层高约３m,理论上可完全覆盖两层,卫星实际位置约在八层半,地面天线可架设在八层、

八层半、九层位置,优选八层半位置.

２　测控天线布置方案

２１　测控方案设计

２１１　测控信号接收位置
活动平台抱臂内:可在卫星测控天线正对方架设地面测控天线,收发６星测控信号,但在活动平台打

开前需撤离抱臂内的测控天线,撤离后无法收发测控信号;
固定平台:在发射区固定平台A/F/C 三星能接收卫星测控信号,其中F 星可以收到稳定的卫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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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卫星与塔体、X厂房及瞄准间对应关系示意图

号,A、C 星－３０分钟前受活动平台影响,不能保证信号质量,－３０分钟后活动平台打开后,预计可以接

收到A、C 星信号;

X厂房:X厂房与固定平台中心线的垂直面成４８°夹角,距离塔架为２５km,经计算 X厂房在E 星

天线与透波口边沿的视场范围内,－３０分钟后理论上在X厂房可以接收到E星信号;

B 星天线安装面与透波口边沿的视场线与X厂房与上面级中心连线成４°夹角,X厂房不在B 星主波

束视场范围内,但在天线安装面中心往上４cm 的波束与透波口边沿的视场范围内,－３０分钟后理论上存

在接收到B 星信号,预计信号偏弱,地面测控设备不能确认能否解调;
瞄准间:经过固定塔架周边实地查看及计算,塔架北偏东２６°、距塔架约１３４m 的瞄准间,在D 星测

控天线波束范围内,可以在此收发活动平台打开后的D 星测控信号.

２１２　测控信号收发方案
测控信号收发方案主要为确定活动平台打开前和打开后的地面测控天线收发布置,测控信号收发方

案见表１,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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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星测控天线架设方案

卫星 活动平台打开前 活动平台打开后 备注

A 活动平台 固定平台

C 活动平台 固定平台
活动平台打开前在固定平台,可收到则活动平台不再架设天线

F 固定平台 固定平台 抱臂打开前后天线位置不变

B 活动平台

E 活动平台

D 活动平台

固定平台不具备收发条件

拟在 X厂房架设天线

拟在 X厂房架设天线

拟在瞄准间架设天线

对于A、C 星,采用在抱臂内架设２副天线用于接收活动平台打开前的A、C 星测控信号,固定平

台架设２副天线用于接收活动平台打开后的A、C 星测控信号;在发射区电性能测试验证活动平台打开前

固定平台是否可以收到A、C 星测控信号,若可以收到,则在发射当日采用固定平台架设２副天线接收临

射前A、C 星测控方案;
在固定平台架设１副天线,用于接收临射前F 星测控信号;
在抱臂内架设３副天线,分别用于接收活动平台打开前的B、D、E 星测控信号;
在X厂房架设２幅天线,用于接收活动平台打开后的B、E 星测控信号;
在瞄准间架设１副天线,用于接收活动平台打开后的D 星测控信号.

注:１２抱臂打开前后F 星地面测控天线收发各一副、放置在固定平台位置不变;其他５星使用收发

分开的测控天线.

２２　链路功率分析

２２１　地面接收功率分析
从星上测控天线发射到地面测控天线接收,计算地面测控天线的输出,即地面接收功率P, 整个测

控链路功率受星上发射功率、空间衰减、地面天线接收等影响,约定以下计算公式

P＝Gt１－P３＋Gt２ (１)

即地面测控天线接收功率P ＝ (星上天线发射增益)－ (空衰)＋ (地面天线接收增益)

＝ (测控前端电缆端输出功率P１＋星上天线指向增益P２)－ (空间衰减P３)＋ (地面天线最强增

益P４－ 极性衰减P５－ 指向衰减P６)

公式中的参数说明如下:

Gt１:星上天线发射增益;

Gt２:地面天线发射增益;

P１:测控前端输出功率固定为１６dB;

P２:星上天线指向增益与地面接收点和星上测控天线波束中心线角度相关,当前选取增益是±５°角

度范围中最差增益;

P３:空衰指星上测控天线与地面接收点之间的空间衰减;

P４:地面天线最强增益,喇叭天线最强增益按照１５dB,圆饼天线最强增益按照１０dB,按测控天线

按照６dB计算;

P５:极性衰减,线极化天线的极性衰减按照３dB计算;

P６:所有地面测控天线指向衰减统一按照０dB计算.

空间衰减链路计算公式为

R＝２０lg(４πL/λ)＝９２５＋２０lgf(GHz)＋２０lgL(km) (２)

其中R 表示空间两点的衰减,f 表示射频信号频率,单位 GHz,L 表示发射源与接收源之间的距离,

单位为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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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各星测控链路功率分析
各卫星的星上测控天线与透波口角度关系以及与地面测控天线能接收到信号的位置,可以由图４~图

８,分别在固定平台、X厂房及瞄准间等位置放置地面测控天线,计算出各星在对应位置各点的P 值,计

算结果见表２.

图４　A 星地面测控天线在固定平台的位置

图５　B/E 星地面测控天线在 X厂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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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C 星地面测控天线在固定平台的位置

图７　D 星地面测控天线在瞄准间的位置

２３　测控信号收发链路分析

在发射区,整个测控链路包括地面测控天线、测控光纤转发系统、测控地面设备及各设备间连接的

电缆.抱臂打开前,地面测控天线在塔架上接收的各星测控信号通过电缆进入光纤转发系统,由测控光

纤转发系统将测控信号转发至XX厂房测试区,在XX厂房以射频信号方式输出至测控地面设备.为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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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F星地面测控天线在固定平台的位置

测控信号收发正常,各星使用收发分开的测控天线,每颗星的收发两副天线安装在一个支架 (配有两个

天线安装头)上,活动平台打开前各星测控天线摆放如图９所示.
活动平台打开后,F 星测控天线位置不动,A/C 星地面测控天线转到固定平台,再由测控光纤转发系

统转发至XX厂房厂房测试区;B/E 星测控信号则在X厂房厂房合适位置进行接收,再由光纤转发至 XX
厂房厂房测试区;D 星测控信号则在瞄准间合适位置接收,再由视频方式传至XX厂房厂房测试区.

３　方案分析

通对各星不同状态下的测控收发信号链路进行计算,在活动平台打开后,部分星的测控收发信号在

不同状态下,存在各种干扰情况、信号弱等问题,可能导致测控收发信号无法接收的风险,需在合适的

时机对各种状态下的测控收发状态进行实际评估.通过具体评估可以看出面向固定平台的卫星基本可以

满足测控链路需求,背对固定平台的卫星通过架设周边建筑物上的天线来收发来解决测控需求.

表２　各星测控收发信号情况分析

序号 风险点 控制措施 备注

１
　光纤转发设备解调信号时,两路信号相差

１０dB时,会处理掉弱信号

　１实施透明转发,由后端筛选;

　２测量每路信号,在强信号地面测控天线后端增加可调

衰减器.
６星

２
　测控天线由于移动导致信号不稳或完全

收发不到
　测控天线需要紧固,放置天线的三角架也需要固定. ６星

３
　活动平台打开后,测控天线收到信号太弱

或收不到信号

　在大系统第一次总检查时,确定A、C 测控天线在固定平

台的放置位置、方位及角度,且需尽量远离固定平台的边缘,
确保对活动平台的打开无影响.

A/C 星

４
　活动平台打开后,瞄准间接收测控信号太

弱导致不能锁定;
　在大系统第一次总检查时,在瞄准间架设天线,寻找测控

信号收发位置,验证测控信号收发情况; D 星

５
　活动平台打开后,B 星在 X 厂房厂房找

不到测控点

　在大系统第一次总检查时,在 X厂房厂房增加大功率测控

天线和放大器,寻找合适位置. B 星

６
　活动平台打开后,E 星在 X 厂房厂房找

不到测控点

　在大系统第一次总检查时,在 X厂房厂房配置大功率测控

天线和放大器;寻找合适位置. E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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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活动平台打开前各星测控收发信号链路

４　结　论

本文是针对一箭多星在发射场塔架电测期间的测控信号收发难题进行研究的,根据卫星信号频段、
星上结构布局、塔架环境以及收发信号需求,结合现有设备工作能力,分析发射区测控链路中各天线特

性,计算各个卫星透波口与地面天线接收相对关系,提出多种测控链路架设方案,通过模拟计算各条测

控链路接收功率,评估不同测控信号收发模式的可行性,解决星上与地面无线信号收发难题.
发射场卫星型号繁多,结构布局不尽相同,本文以一个平面内六颗卫星模型为例,针对现有最为复

杂的测控链路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并计算分析评估,给其他结构布局相似的卫星提供参考方案.但是科技

日新月异,如果发射场执行结构更复杂的卫星,现有的设备难以满足测控信号收发需求,因此我们应当

认真思考,提前布局,为基地航天任务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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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种通用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

王　博　刘相新　毛子夏　李　曜

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随着美国近几年连续发布的多个关于无人系统的发展规划和发展路线图,无人系统在全域

化作战中越发重要,其中深海环境下的无人系统将可能为未来作战样式带来概念上的变革.本文通过对

深海、远海作战概念的分析出需要建立的海基能力,并就水下无人武器的发展现状,指出深海无人武器

系统发展趋势,继而提出一种适用于我国军事力量部署特点的基于通过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描述

了系统工作模式及应用效果,探索利用海洋作为机动空间,通过分布式部署,为敌方作战决策带来诸多

困扰的同时,为我方提供传统阵地拓展及多样化保障.

关键词　通用发射装置;深海武器系统;无人系统;阵地拓展;分散式保障

０　引　言

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７１％,海洋的平均深度深３７３３m,其中１０００m 水深以下的深海是海洋主

体部分,约占海洋总面积的９０％以上[１].近现代海战自一战启发展并在二战期间逐步成熟,其中远海作

战主要依托航母、核动力潜艇以及海外基地支援.２１世纪以来,单纯依靠传统有人水面、水下装备的海

战作战样式,受打击效能的影响,不能满足未来多样化、全域协同的作战需求,水下无人装备及深海无

人武器系统的研发及系统论证近年来成为世界海战作战样式的研究热点.

本文简述了国内外典型无人水下装备的现状及技术特点,根据我国军事力量部署特点,分析了在全

域战、网络战及分布战的背景下,对深海无人装备及武器系统的需求,并提出了一种基于通用发射装置

的深海武器系统,扩充海上军事力量投送方案,同时提高远海保障能力,以提高作战体系的整体效能.

１　深海武器系统的作战概念及需求

国内外现役航母综合性能以美国福特级、尼米兹级,英国的伊丽莎白皇后级,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

号以及中国的辽宁号为代表.航母的自持力受制于航母战斗群 (包括驱逐舰、巡洋舰、核潜艇、战斗支

援舰等),现役航母、巡洋舰、驱逐舰独立航行自持力一般不大于６０昼夜,核潜艇一般在４５昼夜左右,

战时,航母战斗群的自持力主要受到弹药、燃料、生活物资的制约,一般不超过１５昼夜.因此,在远海

作战时需要动用周边海外基地进行战术支持.

深海水下战传统主要是潜艇战、反潜战和水雷战等,随着作战概念的创新和颠覆性装备的提出,逐

渐发展出机动能力和渗透能力更强、安全性和适应性更高的深远海无人作战系统,以更好地适应水下恶

劣、危险和信息不畅的复杂作战环境,并且拓展了体系作战能力.

与传统海战模式相比,深远海无人作战具有军事活动空间范围大、作战体系复杂灵动、隐蔽性强以

及威慑力强的特点.从广度和垂直尺度方面可形成立体多层次部署,作战部署空间大,多域互联协同人

机互联,加之作战体系的动态重构,达到灵活自主,作战反应快速.水下特殊的海洋环境对作战装备形

成天然伪装,降低武器系统被发现的概率,提高战场生存能力.核潜艇、深海母舰和深海预置系统等水

下作战力量的结合可实现快速打击和隐蔽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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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深海、远海的海洋环境下,传统作战无法或难于实施或较难进行作战部署,但却是重要的军事

空间,也是对军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拓展.深海、远海作战需要克服远离大陆、远离基地的无依托作

战条件,通过深入大洋、深入海底的极限环境开展作战研究和装备需求研究,将使得深海、远海作战成

为多域战中重要而高效费比的一环,也为变革性技术提供了新的发挥效能平台.
深远海无人作战系统通常包括水下无人作战平台、感知系统或武器载荷、任务规划与指控系统、支

援保障设施设备、发射 (布放)及回收装置、信息网络等[２].

２　深海武器系统的发展现状

深海作战空间是传统水下作战平台 (包括常规潜艇、核潜艇)及武器 (鱼雷、水雷)无法涉及的领

域,受目前深海通信等技术水平所限,各国海军在深海领域的行动能力极为有限,与传统的海、陆、空

注重平台对抗相比,当前深海作战主要是通过固定设施,具备在作战深海海区感知、解析、行动能力,
进而掌控指定范围的深海空间.

随着作战概念的发展,深海武器发展的基本布局趋于明朗,首先深海武器将由无人系统占据主导,
顶端是形成族群的武器系统,其中根据部署方式分为固定式部署和移动式部署,按核心功能区分,包括

功能性武器和武器载具.美军无人潜航器发展规划及海军无人系统发展路线图中也能够作证[３７].图１为

深海武器系统发展金字塔.

图１　深海武器系统发展金字塔

a美国 深海浮沉载荷 (upwardfallingpayloads,UPF);b法国 声呐浮漂 (Sonaflash);

c美国 MantaRayUUV;d美国 X Ray

族群式武器系统典型代表为美国 DARPA 研制的 Hydra系统,能够无人值守、在深海长期待机,系

统携带情报监视侦察型武器、火力打击型武器、水下/空中无人载具母船型武器及特种部队装备支援型装

备等.系统具备海空监测手段,智能化程度高,响应迅速,突防概率高,具备强大的打击能力,且与有

人/无人平台协同作战能力[２].

武器载具主要指在族群式武器系统中为多种载荷提供完成水下作战任务要求的运载平台,典型代表

为美国波音的Echovoyager,Echovoyager是一种无人值守、长期待机的巨型无人潜艇 (XLUUVs),航

程约为６５００海里 (约１２０２５km),下潜深度可达３３５３m,并能在深海海区连续潜伏数月,系统具备高

自主性,能够在与水面失去通信时,按照制定好的规则开展行动.美海军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多种改进,
并签订了２０２２年完成样机研制的研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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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型武器主要指武器功能单一,但能够弥补深海环境下某一军事领域致命短板的武器,固定部署

式的功能型武器典型代表为自导水雷及 “赛艇”导弹,可移动式部署的功能型武器典型代表为美国的

UFP以及分布式敏捷反潜系统 (DASH).已研发的固定部署式的功能型武器主要用于攻击.自导水雷是

一种无动力锚雷,俄罗斯和美国均 (曾)有部署,如美国 MK６０ “开普特”系列、俄罗斯IIМT １、

МТIIК等,是早期无人水下武器的雏形;俄罗斯研制的 “赛艇”导弹,是一种通过锚在海底进行固定的

导弹,目前已完成性能试验.现今的可移动式部署的功能型武器则更倾向于提供战术支持或通信支持等.

UFP主要用于对敌方目标进行突袭、侦察或干扰,为己方提供态势感知;分布式敏捷反潜系统主要用于

长期潜伏、覆盖水域空域的大范围探测侦察[１,８９].

深海武器未来的发展将向三个方向同时发力,第一是精进功能型武器的性能,第二是加强武器载具

长航时、大带载能力,第三是通过系统级创新解决以上两个方向的发展瓶颈—新型族群式武器系统.

３　基于通用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的技术途径及应用

３１　概念设想

在未来深海作战水域部署基于通用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 (以下简称 “深海系统”),能够在解决

陆地基地保障不到问题的同时,形成实施对远海目标快速打击的能力.

深海系统的部署区域可分为近海部署和远海部署,近海部署主要为陆上机动发射及海基机动发射提

供阵地拓展,远海部署主要提供远海保障及反潜支持 (见表１).在近海区域进行部署时,按２万平方公

里部署一个深海系统计算,我国约３０万km２ 的海域中可选择１５个区域进行分散部署.在远海区域进行

部署时,以打击为目的时,可按２０００万km２ 部署一个深海系统计算,大西洋面积约为１８１３４万km２,

分为９个区域进行部署就能够实现覆盖,以保障为目的时,可按１０００万km２ 部署一个深海系统,分为

１９个区域进行部署即可覆盖大西洋.

表１　部署方式及作战意义

作战使命 支援保障 支持打击

近海部署

①近海防御

②战略打击

③近海侦察

　侦 察 近 海 区 域 威 胁 国 土 安 全 的

行为

　极端天气时,为附近船只提供短暂

停靠

　为内陆增加一道导弹拦截网

　不占用陆地资源进行隐蔽部署

远海部署

①机动打击

②前移阵地

③远海保障

④战略打击

　利用海洋作为机动空间灵活作战,
支持跨洋作战部队即时部署、使用及

维持

　使敌人造成多种困境,从而大幅提升敌人决策复杂度

　做到平战过渡,快速转换,提供可扩展的、反应迅速的

火力投送

　为固定翼、旋转翼飞机和无人机的

行动建立轮换式的前沿装弹和加油点

　为水面作战舰再装弹、水面作战模

块的置换以及导弹/鱼雷/舰艇编队的

驻存提供安全的中继处所

　通过多种介入方式可以弥补和/或

减少对前沿基地的依赖

　从海上维持联合部队作战,保持海

上支援能力同时减少作战物资在岸上

的积存,采用分布式保障,最大限度地

减少保障负担

　采取分布式支援,迅速取得战场主动权

　通过多个进入点和多种进入方式,实现分散作战和分

布作战,从战略距离实现作战机动,快速投送可扩展的联合

部队

　封闭先期进入部队和后续部队之间的缺口,把战略性

部队投送与战役的作战敏捷性结合起来,配合整个联合作

战区内的打击和机动,进行连续作战并控制作战节奏,缩短

联合作战力量投送至整个战场的时间,以影响、威胁、牵制

或击败敌人

其部署模式特点如下:

１)平时在任务水域,深海系统通过水面军用舰船、民用货船或飞机进行分散式布放,由于布放时较

易被侦察卫星识别及定位,所以深海系统在布防后需要自行在水下移动,一方面寻找适合锚固的海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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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另一方面移动出以布放点为中心的敌方导弹攻击精度范围.

２)半移动部署的方式,使敌方难以准确预判深海系统的具体位置;超过１０００m 的部署深度,使敌

方侦察、通信受到较大阻碍,同时在通过跨域打击时,较难实现理想的打击效果.

３)深海系统采用被动通信方式,信号接收装置位于浅水水域,通过可收缩的绳缆与深海系统主体进

行连接,平时敌方无法通过对通信信息的侦察进行定位.

４)深海半移动的部署方式,敌方对其开展排除时成本高昂,较难进行大面积排查,从而使得由多个

深海系统组网的更高层级的作战体系顽存性更优.

３２　一种基于通用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方案设想

本文提及的基于通用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是一种武器族群,能够在水下移动,并在一定深度的

海域长期自持.系统以通用发射装置为核心,多种战争资源为载荷,载荷可包括水下无人潜航器、鱼雷、
导弹、无人机等无人装备以及保障资源,如弹药、生活物资等.多种载荷装载于模块化的载荷舱中,于

布放前装载到具有统一接口的通用发射装置中,深海系统可通过飞机、舰船完成投放,深海系统脱离投

放载具后,在一定水深下进行移动,选择适宜停靠的位置后进行长期静默.
为适应不同载荷的布放条件要求,需要根据载荷提供相匹配的布放操作.通用发射装置分为两套子

系统:推升系统及载荷发射系统.推升系统 (见图２)通过环深海系统外壳体的气囊及气体发射装置,将

整个深海系统推升至浅水区域;载荷发射子系统工作模式分为常规布放模式和非跨域布放模式,常规布

放模式为通过少量弹射动力推出载荷,非跨介质布放模式需要将筒状装置从系统伸出水面后打开桶盖,
使载荷无需经历出水过程 (见图３).

图２　推升系统示意图

深海系统除通用发射装置、模块化载荷舱外,还包括动力系统、姿态稳定系统、锚固系统、通信系

统、耐压舱体等关键子系统,动力系统为整体的水下移动以及载荷的电力维持提供能量.
姿态稳定系统能够全时段自主调节深海系统姿态,使其在海底保持竖直状态,并于执行任务时保证

耐压舱体姿态,以满足发射要求.姿态稳定系统通过调节耐压舱体外围的气囊中充气量进行小幅度调节,
当需要进行大幅度调整时,则控制布局在耐压舱体多方位的发动机进行快速调整.

锚固系统用以将深海系统系留于海底,受洋流及绳缆强度影响,深海系统静默深度不大于１０００m,
通过可收缩的锚固系统固定于海底,当需要上浮时,须先断开绳缆才能执行后续任务,当深海系统需要

重复使用时,对整个锚固系统进行更换即可.
动力系统是深海系统长期自持运行的关键系统,采用多种能源组合工作模式,具备发电、储电及为

无人/有人潜航器充电的系统,深海系统需要整体移动时,启动进行采用自身携带的燃料电池提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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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工作于非跨域布放模式的深海系统

在平时静默状态下电力维持,可采用海流能等方式提供能量.燃料每６个月更换一次.近海部署时可通过

海底电缆电力补充,或通过船舶无人水下作业进行燃料补充.远海部署时须通过船舶无人水下作业进行

燃料补充.

深海系统具有自毁功能,借助敌我识别系统,当深海系统受到外力影响,如试图破解耐压舱体或试

图切断锚固系统绳缆时,深海系统通过注水实现自毁.

３３　通用发射装置工作模式及应用效果

本文所提出的深海系统可通过一套通用发射装置完成多种载荷的布放/发射,根据通用发射装置布放

深度分为深水布放、浅水布放、非跨域布放以及水面布放.深水布放主要针对载荷为无人潜航器等在深

海区域执行任务的无人装备,对于系统处于静默状态下,存放于耐压外壳中的保障物资需要采用深水布

放.浅水布放通常在牺牲系统的潜伏条件下采用,主要针对载荷为无人潜航器、鱼雷及保障物资等进行,

推升装置直接将系统推升到载荷工作深度,之后将载荷推出系统完成布放.水面布放与浅水布放类似,

推升装置将系统推升至水面后采用弹射方式释放无人机.非跨域布放主要针对非海基发射条件的导弹提

供布放.

表２　载荷布放方式及深海系统工作模式

　载荷

布放条件　　　　

作战物资 保障物资

无人潜航器 鱼雷 导弹 无人机 弹药、生活物资等

系统潜伏 深水布放 √ √

系统暴露

浅水布放 √ √ √

非跨域布放 √

水面布放 √ √

基于通用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具有以下应用效果:

１)打击效能高:优秀的隐身条件,致使顽存性能比常规有人海基武器具有更高的优势,并且通过单

一深海系统即可实现多种作战任务,一次部署,即可长期待机,且能实现快速平战转换;

２)多样性部署:体现在分布式部署深海武器,同时也体现在部署载荷的多样性,对于海基发射条件

的导弹,即可满足更深的隐蔽待机,又可满足现有浅射条件,扩充了导弹应用空间.对于非海基发射条

件的导弹,提供一种全新的部署方案,在不对导弹进行改造的前提下,通过通用发射装置完成海基发射;

３)成本低:作为无人系统,系统无需配备专门作战人员,且系统遭受打击时不会对作战人员产生伤

害,在特定条件下系统可替代高价值目标牺牲,相比海外基地、固定基地、作战保障舰船等,无需再选

址、建设或设计、建造等方面投入较多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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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采用通用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通过利用海洋作为机动空间,使其部署和作战均具有较好的隐

蔽性,通过采用分散式部署,能够为敌方决策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干扰作战节奏;为我方

提供传统阵地拓展和分布式保障,削弱了建设海外基地的必要性,实现阵地前移,平战快速转换.基于

通用发射装置的深海武器系统为战略威胁和战术防御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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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切换控制在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的应用

杨　婷１,２

１北京空天技术研究所;２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

摘　要　多管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的转动惯量和负载力矩在发射过程中呈现较大的实时变化特性,
会对位置控制的准确性产生较大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模糊切换系统描述转动惯量和负载力

矩的随机时变特性,利用切换特性描述多个平衡点之间的随机变化,结合模糊特性描述在平衡点附近的

连续变化.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根据Lyapunov稳定性理论,设计模糊切换控制器实现闭环系统的σ
均方稳定,并保证系统输出与时变负载力矩引起的扰动之间的 H ∞ 性能.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控制策

略对随机时变转动惯量和负载扰动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关键词　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模糊切换控制;时变参数摄动;时变扰动

０　引　言

随着微型计算机和电子元器件的迅速发展,基于高精度伺服控制的多管火箭炮在近程自主防空领域

的优势日益凸显.多管火箭炮发射过程中,转动惯量和负载瞬态变化较大,为了克服系统参数变化和外

界干扰的不良影响,实现高精度自动瞄准等要求,必须提高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的控制性能.近年来,
反步法控制[１]、滑模变结构控制[２４]、鲁棒自适应控制[５]等多种控制策略,神经网络、粒子群、扩张状态

观测器[６１０]等估计和滤波方法都被广泛用于处理和分析火箭炮伺服系统的参数摄动和外部扰动问题.
本文针对多管发射过程中,转动惯量和负载力矩的离散和连续变化动态交叉现象,基于模糊切换系

统描述转动惯量和负载力矩的随机时变特性,利用切换特性描述多个平衡点之间的随机变化,结合模糊

特性描述在平衡点附近的连续变化,提出了一种新的建模方法.同时,采用模糊切换控制策略,实现了

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的 H ∞ 鲁棒控制.

１　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

本文研究图１所示的电流 速度 位置三环系统构成的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３],其中电流环和速度环采

用比例控制.假设电流环的响应速度远大于速度环,电势反馈可以忽略.

图１　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框图

上述系统的负载力矩TL 和转动惯量J 在火箭炮的发射过程中随时间大幅变化,其变化过程既具有离

散特性也具有连续特性.即,负载力矩TL 和转动惯量J 会在β个平衡点之间离散变化,同时在当前平衡

点附近连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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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系统,采用采样时间为T 的数字控制,取负载实际位置θ 及其导数为系统状态,即x＝

x１ x２ x３[ ] ,x１＝θ,x２＝θ
,x３＝θ̈, 则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可由下述模糊切换系统近似描述.

规则i:如果ξ(k)为μi, 则

x(k＋１)＝Ai(r(k))x(k)＋Bi(r(k))u(k)＋Didi(k,r(k))

y(k)＝Cix(k){ (１)

其中

Ai(rk)＝

１ T ０
０ １ T
０ a３２(i,rk)T １＋a３３(i,rk)T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Bi(rk)＝ ０ ０ b３(i,rk)T[ ]′,Ci＝ １ ０ ０[ ] ,Di＝ ０ ０ T[ ]′,

a３２(i,rk)＝(BKiK ＋BR＋KvKiKcKw)/LJ(i,rk),

a３３(i,rk)＝(LB＋J(i,rk)KiK ＋J(i,rk)R)/LJ(i,rk),

b３(i,rk)＝KvKcKi/iLJ(i,rk),

di(k,rk)＝－(KiTL(k,rk)＋LT


L(k,rk))/iLJ(i,rk),

u(k)＝ωref(k),i∈R＝{１,２,,α},α为模糊规则的个数,ξ(k)＝θ
(k)为模糊规则的前件变量,

μ(k)＝[μ１(k),μ２(k),μ３(k)]为模糊规则的模糊集.假设外部扰动 {d(k,r(k))}k∈N ∈l２[０,∞).
特别的,r(k)是切换信号 (为节省空间缩写为rk ),对应转动惯量J 、负载力矩TL 及其变化率的不

同平衡点,表征了其离散特性.考虑到上述离散特性在时间上既具有后效性,也具有随机性,因此采用

semi Markov过程描述r(k)的变化.即,{r(k)}k∈N 为状态空间为I＝{１,２,,β}的semi Markov
随机过程.

为了避免r(k)切换引起的输入跳跃,采用如下的模糊控制策略

u(k)＝Ki[r(k),δ(k)]x(k) (２)
其中,δ(k)是系统在当前模态的已停留时间,Ki(r(k),δ(k))为待设计的控制器增益.则系统的闭

环形式为

x(k＋１)＝∑
α

i＝１
hi(k)∑

α

j＝１
hj(k){Ai[r(k)]＋Bi[r(k)]×Kj[r(k),δ(k)]x(k)＋Didi[k,r(k)]}

y(k)＝Cx(k){ (３)

其中,hi(k)＝vi[ξ(k)]/∑
α

i＝１vi[ξ(k)],vi[ξ(k)]＝μi[ξ(k)]≥０,μi[ξ(k)]为前件变量ξ(k)属

于模糊集μi 的程度.易证,hi(k)∈ [０,１], ∑
α

i＝１hi(k)＝１.

为了更好的阐述后续工作,下面给出几个相关定义.
定义１[１１１３] 随机过程 r(k){ }k∈ℕ＋ 称为基于 Markov更新链 Rχ,kχ( ){ }χ∈ℕ＋ 的semi Markov链

[semi Markovchain(SMC)],如果r(k)＝RN k( ) , ∀k∈ ℕ＋, 其中N k( ) ＝ maxχ∈ ℕ|kχ ≤k{ } .

Markov更新链 Rχ,kχ( ){ }χ∈ℕ＋ 满足无后效性,即:

PrRχ＋１＝j|R０,,Rχ ＝i;k０,,kχ( ) ＝PrRχ＋１＝j|Rχ ＝i( ) ＝PrR１＝j|R０＝i( )

其中,∀i,j∈I, ∀τ∈ ℕ＋ 和 ∀χ ∈ ℕ＋ . Rχ( ){ }χ∈ℕ＋ 的随机变化可由转移概率

θij ＝PrRχ＋１＝j|Rχ ＝i( ) ,∀i,j∈I (４)
且θii＝０,i∈I描述.
本文采用semi Markov链描述火箭炮位置伺服系统负载力矩TL 和转动惯量J 在β个平衡点之间的

随机离散变化,较之其他的描述方法,不仅可以从统计学角度描述随机特性,而且不具有 Markov链的无

后效性,即过去的状态会影响后续的系统变化,因而包含了驻留时间分布特性,更具有普遍性.
因为系统模态的驻留时间可为任意长度,甚至可以为无穷大,所以依据均方稳定性很难得到可检测

的稳定性分析条件.同时,鉴于实际发射过程是时间有限的,研究给定驻留时间上界的情况下系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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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方稳定条件及控制器设计方法具有现实意义.因此,下面基于均方稳定性给出σ均方稳定的定义.

定义２[１２１３]给定一个驻留时间的上界Tmaxi ∈ ℕ≥１,∀i∈I, 系统 (３)是σ 误差下的均方稳定

(σ errorMeanSquareStable),简称σ均方稳定 (σ MSS)的,如果对于uk( ) ≡０和任意初始条件x０

∈ ℝnx ,r０ ∈I, 下面的等式成立

lim
k→∞

E ‖xk( ) ‖２[ ] x０,r０,Rχ＋１≤Timax|Rχ＝i＝０ (５)

且有,

σ＝∑
β

i＝１
lnFi Tmaxi( )[ ] (６)

其中,Fi(τ),i∈I,τ∈ ℕ＋ 为系统模态i的驻留时间的累积密度函数.

由上述定义可知,误差σ只依赖于Ti
max,i∈I且随Ti

max,i∈I的增大而减小.特别的,当Ti
max →

∞, ∀i∈I时,我们有Fi(Ti
max)→１.进而可知,误差σ→０.综上所述,采用σ描述σ均方稳定相对于

均方稳定性的 “近似误差”的程度是可行的.同时,误差σ＝０当且仅当Ti
max＝∞, 此时σ均方稳定等同

于均方稳定.

本文将在σ均方稳定的定义下,研究随机时变参数摄动和扰动情况下的时变模糊状态反馈控制器设计

方法,使得闭环系统σ均方稳定且满足H ∞ 扰动衰减性能指标σ.

２　模糊切换控制算法

定理１考虑系统 (１)和形如 (２)的控制器.则闭环系统 (３)是σ均方稳定的且满足H ∞ 扰动衰减

性能指标γ, 如果对于所有的p∈I, 存在Tp
max ∈ ℕ＋ 和一组对称矩阵 Hi(p,ϑ)＞０{ } ,Ui(p,ϑ),

Z, 其中i∈R,ϑ∈ ℕ[０,Timax], 使得对于所有的i,j,g ∈R,p,q ∈I,ϑ ∈ ℕ[１,Timax], 不等式

(７)和 (８)成立.

－I ０ CZ ０
∗ H(j,p,ϑ) U(g,p,ϑ) D
∗ ∗ －Hi(p,ϑ－１) ０

∗ ∗ ∗ －γ２I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０ (７)

∑
Tp

max

ϑ＝１
∑

q≠p,q∈I
ηpq(ϑ)Hiq(０)－Hip(ϑ){ } ＜０ (８)

其中,H(j,p,ϑ)＝Hj(p,ϑ)－Z′－Z, U(g,p,ϑ)＝Ai(p)Z＋Bi(p)Ug(p,ϑ－１).

同时,一组可行的控制器增益为

Kg(p,ϑ)＝Ug(p,ϑ)Z－１ (９)

３　仿真校验

为了实现仿真验证,假设箭炮私服系统的参数如下:理想情况下电机转动惯量J＝２６２７×１０－３kg

m２, 定子相电阻R＝２６Ω, 转子永磁体磁势Φf ＝０１８５Wb, 等效电感L＝５０×１０－３ H, 极对数pn ＝

４, 粘滞摩擦系数B＝１４３×１０－４Nms, 减速器减速比为１∶１９２, 速度环反馈系数KW ＝００３９８, 电

流环反馈系数K＝１, 速度环比例控制器系数为Kv ＝８９０, 电流环比例控制器系数为Ki＝１５.电机转动

惯量J 在理想值附近变化,取J１＝J－ΔJ,J２＝J＋ΔJ,ΔJ＝０１J.负载力矩TL 为随时间变化的随

机扰动,TL(１)＝５sin(３πt)e－３t,TL(２)＝１０sin(３πt)e－３t .系统各模态的驻留时间概率分布函数分别为

ω１２(τ)＝０６τ０４５－τ５! /[(５－τ)!τ! ],ω２１(τ)＝０４(τ－１)１３－０４τ１３ .模态r(k)的转移概率矩阵Θ＝
[θij]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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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r(k)]＝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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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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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模态最大驻留时间为Tmax(１)＝５,Tmax(２)＝１０.模糊规则的前件变量的论域为 [－１０,１０], 模糊集

为 {N(负),Z(零),P(正)}, 采用三角隶属度函数.采样时间T＝００１s.采用定理１给出的控制器设

计方法,可得如表１所示的模糊切换控制器,对应的γ ＝３１４３６E－０４.由于空间限制,仅列出规则１对

应的系数 (见表１).在所得的控制器下,给定负载参考位置θ ＝１５°,可得如图２~图６所示的结果.由

图２可知,系统在图３~图５所示的参数摄动和外部扰动下,依然可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在零状

态下,测得γ ＝４７５６９E－０５,满足设计要求.图６给出了每个采样时刻实际使用的控制器系数.如图６
所示,控制器系数随时间变化,依赖于系统模态和该模态已经停留的时间.

图２　参考轨迹和系统输出

图３　系统模态

图４　系统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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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时变参数

图６　时间依赖控制器系数

表１　规则１对应的控制器系数

[i,r(k),δ(k)] K[i,r(k),δ(k)]

(１,１,０) [－００１４４　７６３９５　００００３]

(１,１,１) [－００１４４　７６３９５　００００３]

(１,１,２) [－００１４３　７６３９５　００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０１３８　７６３９６　００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０７１　７６４０６　００００３]

(１,２,０) [－００４２８　７６３５４　００００８]

(１,２,１) [－００４１６　７６３５５　００００８]

(１,２,２) [－００４０９　７６３５６　００００８]

(１,２,３) [－００４００　７６３５８　００００８]

(１,２,４) [－００３９２　７６３５９　００００８]

(１,２,５) [－００３８１　７６３６０　００００８]

(１,２,６) [－００３６６　７６３６３　００００８]

(１,２,７) [－００３４３　７６３６６　０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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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r(k),δ(k)] K[i,r(k),δ(k)]

(１,２,８) [－００３００　７６３７２　００００８]

(１,２,９) [－００２０７　７６３８６　００００８]

此外,可以验证参数为 [P,I,D]＝[８０,０,０２]的PID位置控制器在无参数摄动和外部扰动时可

以稳定上述系统,但是当引入上述数摄动和外部扰动时,该PID控制器不能满足控制要求.倘若采用单

一控制参数,如 K ＝K１(１,０), 也无法满足控制要求.由此可见,所提出的控制策略具有较强的鲁

棒性.

４　结　论

本文采用模糊切换系统描述转动惯量和负载力矩的实时变化引起的参数摄动和外部扰动,利用切换

特性描述离散变化特性,结合模糊特性描述其连续变化.基于Lyapunov稳定性理论,设计并分析了模糊

切换控制策略下闭环系统的σ均方稳定条件和控制器求解方法.所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保证系统的 H ∞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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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SwitchingControlforPosition
ServoSystemofRocketLaun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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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uringthelaunchingprocesses,themomentofinertiaandloadtorqueofmultipler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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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erpositionservosystem usuallyshow greatchangeswithtime,which willgreatlyaffectthe
accuracyofpositioncontrolTosolvetheaboveproblem,thispaperemploysthefuzzyswitchingsystem
todescribetherandomtime varyingcharacteristicsofmomentofinertiaandloadtorqueTherandom
changesbetweenmultipleequilibrium pointscanbemodeledbytheswitchingcharacteristics,andthe
continuouschangesnearanequilibrium pointcan be modeled bythefuzzyrulesAccordingtothe
Lyapunovstabilitytheory,afuzzyswitchingcontrollerisdesignedtoguaranteetheσ meansquare
stabilityoftheclosed loopsystem,andtoensuretheH ∞ performancebetweenthesystemoutputand
thedisturbancecausedbytime varyingloadtorque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proposedcontrol
strategyiseffectiveunderthetime varyingchangesofinertiaandloaddisturbances

Keywords　 Rocketlauncher;Positionservosystem;Fuzzyswitchingcontrol;Time varying
parameter;Time varyingexternal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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铍铝合金在航天复杂薄壁结构件中的应用

谢秋石１　李军义２　王东新２

１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２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有限公司稀有金属特种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　要　铍铝合金具有低密度、高弹性模量等特点,已经成为未来轻量化航空航天产品的优选材料,
特别是对重量和刚性要求比较高的光 机 电产品.本文以铍铝合金复杂薄壁法兰结构件为研究对象,分析

了其微观组织和性能特点,并对其在各种使用环境条件下进行了测试评价,结果表明铍铝法兰结构件性

能稳定.
关键词　铍铝合金;性能

０　引　言

铍铝合金结合了铍的刚性和铝的韧性,具有质量轻、比强度高、比刚度高、热稳定性好、高韧性、
高模量、抗腐蚀等特点,已经被欧美等国广泛应用在弹载、机载和星载多种平台,被美国列入研制动能

拦截器的关键材料,欧空局也明确提出将铍铝合金列为I等高性能材料[１４].美国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率先

开发出铍铝合金,并将其广泛运用在国防领域,它是制作动能拦截器、机载态势感知设备以及定向能杀

伤武器等高端装备的关键材料.以SM ３导弹为代表的动能拦截器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最重要的一

环,采用全铍铝合金制作SM ３导弹导引头,解决了导弹在轻质和高刚度上的突出矛盾,从而保证导弹

的高机动性和高精确拦截.诺格公司于２０１８年为全球鹰无人机研发出新一代 MS １７７光电吊舱,由于其

核心光学元件和结构元件均为铍铝合金材质,在实现机身减重的同时还将光电成像系统的温度稳定性提

升了１个量级.F３５战机配备的EOTS光电传感器的摆镜和反射镜全由铍铝合金制作.美国军方激光定向

能武器主要供应商Raytheon公司已确定将铍铝合金作为下一代高功率 (１００kW)激光武器反光镜的首选

材料.
我国自２００４年开始铍铝合金制备,现已具备粉末冶金和精密铸造两种技术路线制备铍铝合金的技术,

多种产品已在航天得到了应用.本文以铸造铍铝合金法兰产品为例,介绍了铍铝合金的产品特性,并其

在航天领域的应用效果进行详细评述,对铍铝合金新材料在国防工业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推动具有重要

意义,对新材料在提升航天装备过程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１　铍铝合金材料制备及性能

１１　法兰产品结构特点

法兰产品是承载光学及器件的重要结构,刚度要求高,同时也是安装在舱段的主要承力件,外形高

约２１０mm,最大长度尺寸约为３４０mm,宽度尺寸约２６０mm,安装面要求０００５mm;为满足轻量化的

要求,法兰的最薄处仅为１５mm,属于薄壁曲面结构,采用轻质高刚的铍铝材料制造.

１２　材料制备

毛坯采用传统精密铸造工艺进行合金制备.以一定比例的纯铍 (９９５％)、纯铝铸锭 (９９９％)、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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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 (９９８％)、纯钴 (９９９％)和纯锗 (９９５％)为原料,在真空感应炉中熔化金属,在工艺温度下将溶

液浇注法兰陶瓷模壳中,冷却后清理模壳及切割铸件,铸件经过热等静压致密化处理后,按照图纸要求

加工产品,实验所用力学试样 (见图１),弹性模量和泊松比按照 GB/T２２３１５—２００８要求检测,线膨胀

按照 GB/T４３３９—２００８要求检测,热导率按照 GB/T２２５８８—２００８要求检测.

图１　拉伸试样尺寸

合金力学性能在Instron５５８２型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上进行测试;采用ZEISSSUPRA５５型扫描电镜

(SEM)分析合金组织.采用排水法测量产品密度.使用线膨胀测试仪PIL４０２C检测,泊松比和弹性模量

采用３８００应变校准仪进行,热导率采用LFA４５７激光闪光导热分析仪检测.

１３　铍铝合金微观组织

金属铍和铝之间的溶解度相当小,仅有０３at％的铍溶解在铝中,０００７at％的铝溶解在铍中[６].铍铝

合金中铝相是一种连续相,因此铍铝合金是一种铝基复合材料,图２为铍铝合金SEM 照片,黑色的为金

属铍相,浅颜色的是铝相.

图２　铍铝合金微观组织照片

由于铍铝两相溶解度低,熔点差别大,因此铍铝合金铸造过程是典型的 “糊状凝固”方式,因此铸

造凝固过程中会产生铸造缺陷.为了改善铸造性能,常在合金中添加银钴锗等元素[５],同时在凝固工艺方

面采取降低浇注温度、快速冷却和合理设计凝固热场等方式来提高铸造质量,图３为铸造法兰产品,经过

X射线检测该产品内部质量基本满足需要.法兰产品整体检测密度２０９g/cm３,该产品加工后质量小于

１４kg,较铝合金设计质量减少三分之一.铍金属本身具备良好的加工性,铍铝合金产品相比铝基碳化硅

材料可加工性更强.

１４　铍铝合金的性能

铍铝合金法兰产品样品采用单炉试样,表１为产品力学性能.由表可以看出铍铝合金的抗拉强度和屈

服强度与常规铸造铝合金和镁合金强度略高或相当,但是其弹性模量要远远优于这些金属,同时结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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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法兰产品照片

低的密度,因此铍铝法兰产品更适合设计需要.

表１　铍铝合金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MPa 屈服强度/MPa 延伸率/(％) 弹性模量/GPa

２２９９ １８８８ ２６１ １７０１

表２为铸造铍铝合金法兰产品的物理性能,由表可知铍铝合金具有高的热导率、低的热膨胀系数和高

的热容值.这些优异的物理性能对铍铝合金使用过程中的尺寸稳定性提供了保证.

表２　铸造铍铝合金物理性能

密度g/cm３ 热导率 W/(mk) 热膨胀系数μm/m 热容J/(gK) 泊松比

２０９ １０７０ １５０３ １５２４ ０１９

２　仿真对比

采用铍铝合金材料与铝基复合材料对法兰结构进行仿真比较,图４为仿真结果,铍铝合金材料比铝基

复合材料固有频率平均高出２０％,而质量减少３５％左右.

图４　法兰仿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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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集成状态下,通过了各种使用环境的试验,经过验证铍铝合金结构性能稳定,满足产品的使

用要求.

３　结　论

铍铝合金材料具有轻质高刚的特点,是新一代轻量化航天航空产品优选材料,铍铝合金材料的制备、
检验检测技术成熟.该材料在航天领域得到验证,文中的仿真以及环境适应性试验说明了该材料优越的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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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固体推进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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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航天发射用大型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发展,大型固体火箭助推器工作时燃气中的氯

化氢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甚至导致局部酸雨的形成,因此,为了降低含高氯酸铵复合固体推

进剂燃气中氯化氢的含量,在 AP/HTPB推进剂中加入 KDN 部分替代高氯酸铵,开展了试验研究,初步

暴露了推进剂的力学性能和燃烧性能,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BSFΦ３１５发动机装药及地面试车,发动机工

作曲线平稳正常,实测标准比冲２３７５７Ns/kg,且推进剂燃气中氯化氢含量降低５４３％.
关键词　固体推进剂;绿色推进剂;氯化氢

０　引　言

固体火箭发动机具有结构简单、可靠性高、机动性好、易实现大推力等优点,因此在航天运载领域

中,为提高火箭运载起飞推力,常采取液体芯级与固体助推器组合的动力方式.如欧洲航天局阿里安５运

载火箭、美国航天飞机、美国大力神４火箭、日本 H Ⅱ火箭等.目前,美国直径６６m 的大型固体助推

器研制成功,为固体发动机在航天运载领域中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固体推进剂作为固体发动机的

动力源,由于常含有大量氧化剂 AP,故燃烧时产生大量的 HCl气体.随着航天运载市场及大型固体火箭

助推器的迅速发展,航天发射频次日益增加,固体火箭发动机工作产生的 HCl等有毒气体对大气环境的

影响逐渐加剧,甚至导致酸雨的形成[１~５].

为了降低并消除固体火箭发动机燃气对环境的影响,世界各国都开展了环境友好型绿色固体推进剂

的研究.欧洲各主要工业国家合作开展了 EUCLID洁净推进剂研究计划[６].美国空军战略环境研究发展

计划 (SERDP)[７]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环境友好的绿色固体推进剂.日本也开始研制含 HCl清除剂的新型

HTPB复合推进剂,以将燃烧产物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８,９].

随着我国载人登月、深空探测及空间站建设等航天强国战略发展,以及商业航天发射市场需求的快

速增长,我国航天科技、科工两大集团以及多家民营航天公司陆续开展了运载火箭固体发动机研制,CZ
１１系列、捷龙系列、快舟系列、OS X系列、双曲线系列等固体运载火箭也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目前

国内固体运载及固体助推器均采用 AP/Al/HTPB推进剂,燃烧产物中 HCl质量含量高达２０％以上,因

此开展固体助推器用绿色推进剂研究,消除推进剂燃气中 HCl是固体运载领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通常,降低和消除推进剂燃气中 HCl主要有添加 HCl清除剂和无氯氧化剂两种技术途径.一种是在

推进剂中添加 HCl清除剂 (如 KN、镁粉等)取代部分 AP或铝粉,当推进剂燃烧时,HCl清除剂与氯反

应生成稳定的氯化盐 (如 KCl、MgCl２等),从而降低或消除燃气中的 HCl.另一种是在推进剂中添加无

氯氧化剂 (AN、HMX、RDX、CL ２０、ADN等)部分或全部取代推进剂中的 AP,可以降低或消除推

进剂中的氯元素,从而降低或消除推进剂燃气中的 HCl.但由于 AN和 ADN吸湿性较强,影响推进剂力

学性能和贮存性能,且推进剂燃烧性能调节困难及点火滞后等问题[１０１３],制约了 ADN和 AN在推进剂中

的应用,因此,目前仅 HMX、RDX和CL ２０等少数几种无氯氧化剂在推进剂中得以应用.
作者以燃气中 HCl含量降低５０％为目标,在理论计算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吸湿性较好的 KN 作为

HCl清除剂,并开展了其在 AP/Al/HTPB推进剂中的应用研究,虽然推进剂燃气中 HCl实测含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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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６％,但BSFφ１６５发动机实测比冲仅２３３６s[１４],与发动机实际应用要求的２４０s差距较大.因此,为

进一步提高推进剂能量性能,以 ADN为基础,制备了 ADN的钾盐 KDN,降低其吸湿性,并将 KDN 作

为 HCl清除剂,开展了 KDN在推进剂中的应用研究.

１　实验

１１　推进剂配方组成

推进剂配方组成见表１.

表１　推进剂配方组成

组分 AP＋KDN Al DOS HTPB＋TDI＋其他

含量(％) ７０ １７ ３５ ９５

１２　样品制备

按推进剂配方称量好推进剂各组分,在保温５０℃的 VKM ５L或 VKM １００L立式混合机中混合均

匀后出料,在５０℃下真空浇注入特定的模具和试验发动机燃烧室中,然后在５０℃下固化７天得到推进剂

药块和试验发动机燃烧室.

１３　测试方法

推进剂力学性能及燃烧性能按 GJB７７０B—２００５ «火药试验方法»进行测试,BSFφ３１５发动机试车及

数据处理按 GJB９７A—２００１ «标准试验发动机技术要求和数据处理»进行处理,燃气中 HCl按 Q/Gt
４８３—２０１８ «固体推进剂燃气中氯化氢含量测定方法»进行测试.

２　KDN/AP配比对燃气中HCl含量的影响

为了降低推进剂燃气中 HCl的含量,在推进剂中加入 KDN 部分替代 AP,通过推进剂热力学计算,
考察了 KDN与 AP配比对推进剂密度、比冲及燃气中 HCl含量的影响,结果见表２.

表２　含KDN推进剂的热力学计算结果 (Tp ＝２０℃,Pc ＝６８６MPa,α＝１５°)

No
AP
wt％

KDN
wt％

ρ
g/cm３

I１５°
sp Ns/kg I１５°

vol Ns/L
HCl
wt％

１ ７０ ０ １７８１ ２５３６ ４５１７ ２１５５

２ ６５ ５ １７８９ ２５２３ ４５１４ １８７５

３ ６０ １０ １７９７ ２５０９ ４５０９ １５９６

４ ５５ １５ １８０６ ２４９３ ４５０２ １３１９

５ ５０ ２０ １８１４ ２４７７ ４４９３ １０４３

６ ４５ ２５ １８２３ ２４６２ ４４８８ ７７２

７ ４０ ３０ １８３１ ２４４６ ４４７９ ５０７

８ ３５ ３５ １８４０ ２４２９ ４４６９ ２６０

９ ３０ ４０ １８４９ ２４０９ ４４５４ ０８９

根据表２中数据可以计算得到 KDN 含量与推进剂燃气中 HCl含量及密度比冲的关系,结果如式

(１)、式 (２)所示.

HCl％＝２１２４－０５２８WKDN％ (N＝９,R＝０９９９,R(１－００１)＝０７９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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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ol＝４５１２－１４３０WKDN％ (N＝９,R＝０９９９,R(１－００１)＝０７９８) (２)
由式 (１)和式 (２)可知,当配方中加入１％的 KDN 时,推进剂燃气中的 HCl含量可以降低约

０５３％,但推进剂密度比冲损失约１４３Ns/L.
因此,以燃气中 HCl含量降低５０％为目标,在配方中加入２０％时推进剂理论密度比冲仅降低约

０４２％,基本可以满足发动机使用要求.

３　试验结果与讨论

在推进剂配方中加入２０％的KDN替代部分AP,采用VKM ５L立式混合机进行装药,考察了KDN
对推进剂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含２０％的 KDN推进剂的力学性能

No R０

２０℃ ７０℃ －４０℃

σm/MPa εm/％ εb/ ％ σm/MPa εm/％ εb/％ σm/MPa εm/％ εb/％

１ １３２ ０５０ ４３１ ５０８ — — — １４４ ４５１ ６１８

２ １３７ ０６３ ４７６ ６３３ ０３１ ３６２ ４６５ １７３ ４９５ ６４６

３ １４２ ０７５ ４４６ ４９８ — — — ２２９ ４４７ ５５０

由表３的数据可知,当推进剂表观固化参数在１３２与１４２之间变化时,推进剂常温和低温力学性能

较好,而推进剂高温伸长率偏低,且存在脱湿现象.
在推进剂配方中加入２０％的 KDN替代部分 AP,并加入二茂铁类燃速催化剂EMT,考察了EMT含

量对推进剂静态燃烧性能的影响,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EMT含量对推进剂静态燃烧性能的影响

No ContentofEMT,wt％ r６８６MPa,mm/s n(３~９MPa)

１ ０ ７９２ ０６９

２ ０３ ９２４ ０５０

３ ０６ １０３６ ０４８

４ ０９ １２０７ ０５１

由表４数据可知,推进剂药条燃速可以通过 EMT 含量进行调节;含２０％的 KDN 推进剂在３~９
MPa范围内静态压强指数约０５０,高于普通不含 KDN推进剂的压强指数.

将表４中推进剂静态燃速与EMT含量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式 (３)

r＝７８６２＋４５２３×WEMT％ (N ＝４,R＝０９９６,R１－００５＝０９５０) (３)
由式３可知,推进剂燃速与EMT含量显著相关,当EMT含量变化０１％时,推进剂６８６MPa下燃

速约变化００４５mm/s.
为了考察含２０％的 KDN推进剂能量性能,采用 VKM １００L立式混合机完成了１台BSFΦ３１５发动

机装药,其随机推进剂药块性能测试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含２０％KDN推进剂的性能

R０

２０℃ ７０℃ －４０℃

σm/MPa εm/％ εb/ ％ σm/MPa εm/％ εb/％ σm/MPa εm/％ εb/％

r６８６MPa

mm/s
n

(３~９MPa)

１４２ ０７８ ４５１ ４９８ ０３６ ４０２ ４９５ ２５３ ４８２ ６６４ ９７１２ ０５２

对比表３和表５中力学性能数据可知,在推进剂配方中加入２０％的 KDN取代部分 AP后,推进剂

常温抗拉强度偏低,且推进剂高温及低温下断裂伸长率与最大伸长率相差较大,表明其存在一定程度

脱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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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ADN具有较强的吸湿性,虽然通过钾盐化在一定程度上较低了其吸湿性,但在自然环境

条件下仍容易吸湿 (尤其是在高温高湿季节),导致 KDN 与粘合剂之间的界面粘接强度偏低,推进剂在

外界载荷作用下容易发生脱湿,从而造成推进剂力学性能偏低.
此外,由于基础推进剂配方中使用的键合剂只是 AP和 Al粉的有效键合剂,当推进剂中加入 KDN

时,由于填料 KDN缺乏有效的键合剂,导致 KDN 和粘合剂基体之间容易脱湿;同时由于采用 ADN 制

备的 KDN外观呈针状,当推进剂受到拉伸时极易形成应力集中点,加剧了 KDN 颗粒与粘合剂之间界面

脱湿,也会导致推进剂伸长率降低,尤其在高温慢速拉伸条件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为了满足大型固体助推器的使用要求,需要开展 KDN晶型控制、球形化及表面改性研究,并

设计合成适合于 KDN的键合剂,减少应力集中点,提高其与粘合剂相的粘接,从而提高含 KDN 推进剂

的力学性能.
采用２０％ KDN的推进剂装药的BSFΦ３１５发动机试车结果如表６所示,试车照片及工作曲线分别如

图１和图２所示.

表６　BSFΦ３１５发动机试车结果 (T ＝２０℃)

ta/s tb/s Pa/MPa Pb/MPa rb/(mm/s) C∗/(m/s) Isp/(Ns/kg) I１５°
sp

/(Ns/kg)

４５１５０ ４２６８６ ６１８４ ６３６１ １０３０８ １５６１ ２３４６０ ２３７５７

由表６数据可知,当推进剂配方中加入２０％的 KDN替代部分 AP时,BSFΦ３１５发动机实测比冲分别

为２３４６０Ns/kg,修正到６８６MPa下为２３７５７Ns/kg.

图１　BSFΦ３１５发动机试车图片

由图２发动机试车曲线可知,虽然推进剂含２０％的 KDN 时其燃速压强指数相对纯 AP偏高,但

BSFΦ３１５发动机装药推进剂燃烧稳定,P t曲线和F t曲线平稳,发动机工作正常.
根据固体推进剂燃气中氯化氢含量测定方法,采用试验发动机测试了燃气中的 HCl含量,结果表明

含２０％的 KDN 推进剂燃气中 HCl质量含量为９８４％,比无 KDN 的基础推进剂燃气中 HCl含量降

低５４３％.
因此,通过在基础推进剂配方中加入２０％的 KDN,不仅推进剂燃气中 HCl含量降低５４３％,实现

了 HCl含量降低５０％以上的目标,而且BSFΦ３１５发动机实测推进剂标准比冲为２３７５７Ns/kg,解决

了含 KN推进剂比冲偏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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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BSFΦ３１５发动机试车曲线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１)采用 KDN 含 量 ２０％ 的 推 进 剂 装 药 的 BSFΦ３１５ 发 动 机 地 面 试 车 曲 线 平 稳,实 测 标 准 比

冲２３７５７Ns/kg;

２)加入２０％ KDN替代推进剂中相同含量的 AP后,推进剂燃气中 HCl含量实测降低５４３％.

４２　建议

建议开展适合于 KDN的键合剂设计及应用研究,解决含 KDN 推进剂高温脱湿问题,提高推进剂高

温伸长率,为含 KDN推进剂工程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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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ththedevelopmentoflargesolidrocketboostersforthespacelaunches,theinfluenceof
hydrogenchlorideintheexhaustduringworkingoftheboostersontheatmosphericenvironmentisfurther
aggravatedandsomuchastheregionalacidrainwouldbeformedSothat,theexperimentalinvestigation
ontheaddingpotassiumdinitramide(KDN)asapartofsubstituteofammoniumperchlorateintheAP/

HTPBpropellantswascarriedouttodecreasethehydrogenchloridecontentintheexhaustofammonium

perchloratebasedcompositepropellantsTheresearchpreliminaryexposedthemechanicalpropertiesand
theburningbehaviorofthepropellants,andonthatbasis,themanufactureofthepropellantgrainsofthe
standardmotorwith３１５mmdiameterandtheirstaticfiringtestswerecompletedTheresultsoffiring
showedthatthemotorsworkednormally,thespecificimpulseofthepropellantis２３７５７Ns/kginthe
standardstateandthehydrogenchloridecontentintheexhaustofthemotorsdecrease５４３％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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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运载火箭测试发射控制训练
系统的地面直流电源设计

张　鑫１　李　彬１　罗大雷１　李　波２　包晨明１

１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２上海航天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摘　要　航天发射场工作人员缺少运载火箭测试发射工作的实物化训练系统,设计一种实物化训练

系统的地面直流电源,包括输入输出、调压精度等性能,功率单元、输入控制单元、监控单元、控制计

算机 (含控制软件)、机柜组成等方面,并对电源功率单元和监控单元的采样、调压、显示、设置、控

制、告警、通信等功能进行重点说明.
关键词　运载火箭;发射场;训练;电源;测试发射

１　引　言

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由火箭飞行时的制导、供配电、时序、姿态控制和地面测试时的测试发射控制子

系统组成[１].对航天发射场来讲运载火箭地面测试发射控制 (简称测发控)系统,完成火箭在地面测试的

最后工作,并实施发射和应急控制,具有重要作用[２].

航天发射场工作人员长期以来使用工业部们研制生产的测发控系统,并且一直在工业部们辅助把关

下进行航天任务的测试发射[３],此种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家对航天活动的需求,迫切需要提高航天场

工作人员的测试发射能力,并向独立快速测试发射方向发展[４].

现在各航天发射场没有一套实物化测发控训练系统,没有一种测发控训练系统的地面电源[５].航天发

射场工作人员训练主要依靠发射任务,虽然实战性能得到很好检验,但增长工作人员实际技术能力却很

有限,只能在工业部们人员把关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机械式指挥操作,将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设

计一种测发控训练系统的地面电源,用以实现运载火箭测试发射控制实物化训练,帮助航天发射场工作

人员提高训练水平具有实际意义.

２　地面直流电源设计

某型号地面直流电源主要用于实现某型号运载火箭训练系统的控制系统单机供电功能,和其他电源

组合成机柜模式;电源主要实现功率输出、采集显示、保护功能、本控/遥控功能、以太网通信、远端补

偿等功能.电源机柜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２１　电源性能设计

某型号地面直流电源性能:交流输入２２０V (１±１０％)/５０ Hz (４７~６０);直流输出２６~４０V
(DC),连续可调,稳压精度≤３％ (负载变化±５０％);调压精度≤１５％,电压稳定度≤１％,纹波电压

Vpp≤１５０mV (真实负载),≤３５０mV (电阻负载);额定直流输出电流２０A;电压超调量小于１０％,恢

复时间小于６００ms,过流保护精度小于２％,过压保护精度小于１％,限压保护精度小于１％;具有本控/
遥控启停和直流输出通断、自动调压、远端补偿、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等功能.电源采用液晶触摸屏显

示设定,可按使用要求调整电源相关参数或设置过压、过流保护值.
系统的输入为单相三线制２２０V 市电.市电输入后,接通总开关,电源模块启动工作,输出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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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电源机柜示意图

２８V.电源实现三路输出,分别为模拟电缆输出、脱拔供电、电源供电输出.可在手动/遥控状态下实现

通/断操作 (电池加温遥控控制),电源控制电路采用数字化设计,以嵌入式 ARM 控制器为核心,连接高

分辨率触摸屏组成触摸式微型单板控制器,实现电源通信、控制以及采集等功能.
某型号地面直流电源主要由功率单元、输入控制单元、监控单元、控制计算机 (含控制软件)、机柜

等组成.设备组成框图如图２所示.
功率单元采用小型模块组建电源系统,由于地面直流电源均为２８V,可通过相同型号的模块满足总

体不同功率电源使用要求.此外,电源具备远程通信端口,可通过以太网远程控制电源输出通断以及参

数的设定,并采集电源运行参数,与后端总控计算机进行交互通信[６].
输入控制单元主要对外部２２０V交流供电输入实施集中式控制和管理,该设备可同时控制１个机柜内

所有程控电源输入,并配备安全控制电路和滤波功能,保证输入供电稳定,同时具备一体化电源输入

控制[７].

２２　电源组成设计

监控单元主要由控制电路、反馈补偿切换电路、显示电路、保护电路、以太网通信电路和显示电路

(触摸屏)组成.控制电路主要实现地面电源供电、模拟电缆供电等输出本控及遥控功能以及电源各项参

数设定 (电压、通信参数及功能设定)[８].反馈补偿电路实现地面电源反馈和模拟电缆反馈切换,保证在

接通相应负载时,反馈点能引入电源,实现远程压降补偿.显示电路主要将采集到的模拟量信号进行处

理,并在屏幕上显示,实现本地电源运行状态监控[９].保护电路实现电源保护参数设定,当实测值超过设

定值时,立即切换电源输出,保护箭上负载[１０].
控制计算机内的执行软件通过以太网通信接口向地面电源发送执行指令,完成每台电源的远程控制

功能,使每台地面电源能够通过主机进行输出通断、调压、参数设置等操作,同时也实时接收来自所有

地面电源的运行参数,并将实时数据解析后同步发送给服务器,达到对每台电源的运行参数的动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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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电源系统组成框图

获取电源运行状态的目的.此外,通过上位机软件实时判读电源数据,及时发现故障隐患,并对故障电

源进行应急操作,保证电源工作的可靠性.

２３　电源功率单元

功率单元采用小型电源模块组成电源系统,电源模块如图３所示.地面直流电源模块选用上海佳略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国产电源模块,型号为JLB３PT２０２４F,该模块是一款高功率密度、高效率的工业级开

关电源模块,其具备输出稳定性高、输出纹波小、工作温度宽等显著特点,大量应用于特级工控设备、

通信设备、安控设备、总控交换网工作站等场合.

图３　电源模块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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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源模块主要优势如下:极宽的输出范围２６~５０V;体积小,大功率,在装备散热装甲的情况下

高度仅为７５cm,输出功率达到２０００W;高转换效率:效率转换高达９０％,显著减少系统损耗;工业级

工作温度范围－２５~５５℃,存储范围－４０~８５℃,－２５℃的工作温度尤其适合在发射场冬季使用;智能

风冷,高效的散热通道,同时根据模块温度智能调节;具备过流、短路、过压保护功能;双通道功率输

出,除主输出外,配备一路１２V/２A辅助输出;其主要工作参数见表１.

表１　JLB３PT２０２４F电源模块工作参数

AC输入

输入电压范围 AC２２０V±１０％

频率 ４７~６６Hz

输入电流 ＜１５A

冲击电流 ＜３０A

DC输出

调压范围 ２６~５０V

最大功率 ２０００W

最大电流 ４０A

效率 ９０％

其他

工作温度 －２５~５５℃

贮存温度 －４０~８５℃

重量 ２５kg

体积 ３００mm×２００mm×７５mm

２４　电源监控单元

如图４所示,电源监控单元以嵌入式控制器３２位 ARM 高性能单片机为核心,连接高分辨率触摸屏

组成触摸式微型单板控制器,其上运行监控处理软件,电源的电压、电流等传感器模拟量通过 A/D转换

为数字量,经过监控电路的处理,通过数据总线传输电压、电流等参数至后端总控计算机[１１].同时,高

性能单片机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解析,并将电源状态信息同步通过显示接口显示在触摸屏上.用户通过

触摸屏发送控制指令到数据处理分类模块,数据处理分类模块解析后传到电源控制模块,经电源控制模

块的逻辑判断通过 GPIO接口控制继电器组实现电源开关的通断.远端上位机可通过网络向嵌入式控制器

发送请求实现电源的监控,数据处理分类模块接收到请求指令后,向相应模块读取信息或发送控制命令

从而实现远端监控.同理,用户也可通过远端通信通路对参数设置模块进行参数设置[１２].
当地面直流电源在驱动重负载的情况下,会输出很大的电流,经过输出电缆传输至负载端后,由于

电缆长度达到几十米,线路间本身存在一定大小的阻抗,会根据电流大小产生一定大小的线压降[１３],导

致负载端输入的电压等于输出电压减去电缆上的分压,小于地面电源实际输出的工作电压,引起负载端

工作电压过低的情况.因此,在地面直流电源的使用上,需要采取电源远程反馈补偿技术以弥补在电缆

损耗的部分功率.地面直流电源可以实现长线远距离供电补偿,补偿长线引起的线压降,确保电源输出

电压达到负载所需的驱动能力,长线反馈补偿点分为２路,可根据负载工作需要进行切换.
地面直流电源可以实现长线远程反馈补偿,在电源正常带载的工作状态下,补偿长线电缆所引起的

线压降,确保程控电源输出电压的稳定和负载端工作电压达到额定需求.原理如图５所示,补偿反馈点分

为箭上供电补偿反馈和模拟供电补偿反馈２路,可在实际工作情况下根据需要进行切换.
电源监控单元具有:采样、调压、显示、设置、控制、告警、通信等功能.
采样功能:监控单元通过 A/D转换电路将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等数据进行采集,对采集到的数字

量信号进行处理,根据逻辑对各种情况做出判断处理,实现地面电源设备本身的闭环设计,达到智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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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电源监控单元工作原理框图

制的目的[１４].
调压功能:监控单元对电源输出进行调整,通过采样功能采集到的参数信息和用户对电源输出进行

设置的参数,综合处理分析输出对应数字量信号,再通过 D/A转换电路将其转换为模拟量信号,达到对

电源输出的调压控制.

图５　稳压切换示意图

显示功能:对下级设备上报的各种信息进行处理后实时显示,这些信息包括采集数据、设置参数等,

如系统的输出电压/电流、当前告警信息及温度、时间等.通过触摸屏操作可随时查阅系统运行的信息和

３４８１



历史、当前告警信息等.同时,在设置系统参数过程中,显示各种设置情况.
设置功能:设置系统参数,一旦这些参数输入到电源监控系统,将保存这些设置,便于以后恢复和

调用.如:输出电压过压告警点、过流保护点、输出电压、日期时间设置、通信口设置 (系统地址设

置)、测量设置 (校准数值、设置零点、设置量程、设置测量偏移)等.
控制功能:监控单元根据采集的数据,参考监控单元的设置,综后合进行判断和处理,控制下级设

备执行相应的动作.如:输出通断等.
告警功能:告警信息是监控单元根据采集到的数据和系统设置产生,监控单元接受此告警信息并做

相应的处理,在LCD 屏上实现弹出告警信息.告警信息有:输出电压过高、过流、温度过高、温度过

高等.
通信功能:配置一路快速以太网,通信速率为１０M/１００M 自适应.本系统支持计算机后台监控,满

足无人值守机房环境条件的要求.提供通信协议,使电源能够实现集中监控.

２５　其他功能设计

电源各类参数的数字显示原理如图６所示.电源的直流电压模拟信号经过直流电压传感器进行模拟量

信号的调理、运算、转换,产生０~５V的直流电压模拟信号,此模拟信号经过A/D模块高速实时地采样

并转换为数字量并传输给高性能单片机[１５].各模块电流信号I２C总线传输给单片机,单片机进行计算算

出总电流.经单片机经过协同工作的图形处理器 GPU 将各信号以图形和数字形式显示在高分辨率 LCD
屏幕上.各型号电源也可以通过以太网口,在后台上位机上集中显示.

图６　电源参数显示原理框图

电源告警、保护功能的实现如图７所示,电源的告警保护功能主要通过单片机逻辑来实现,电源监控

单元可以直接进行电源各项参数告警值的设置.在LED显示屏主界面中点触 “设置”按钮,进入 “告警

参数设置”界面.再点击相应参数的数字框,将会弹出数字输入框,即可方便的设置告警参数值[１６].单

片机将采样值与设置值进行比较,并在液晶屏上显示告警信息提示用户相关的运行状况,同时通过 GPIO
接口驱动继电器进行动作,对电源输出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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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电源告警保护原理框图

３　结束语

某型号地面电源的设计是航天发射场上由零到一的突破,虽然功能简单,有助于实现发射场工作人

员关于运载火箭测试发射实物化、全流程训练,但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后续发射场改善训练条

件、提高训练水平有助力,为发射场圆满完成航天测试发射工作做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１]　李辉,毛万标,敬锦运载火箭测试仿真系统体系结构设计及实现 [J]．载人航天,２００７ (３):３３ ３６
[２] 胡为民,周晓明,郑教训试验基地测试发射装备训练系统研究 [J]．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２ (１２):３３ ３７
[３] 高家智航天发射场试验指挥信息系统建设探讨 [J]．导弹试验技术,２００３ (１２):１６ １８
[４] 罗大雷,杨永忠,李强,等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快速测试发射关键技术及思考 [C]．长沙:第六届全国航天动力与控制学术会议论

文集,２０１９ (９):５４１ ５４５
[５] 李新欣,严平波航天测试发射部队训练评估指标体系设计探析 [J]．航空航天,２０１５ (９):９ １１
[６] 张晨光,杨华,杨军运载火箭新型地面测试发控系统构想 [J]．宇航学报,２００５,２６ (３):２４９ ２５２
[７] 吴美金,邵琼,王秉臣,等电源并联均流技术在航天器测试中的应用 [J]．电子设计工程,２０１６,２４ (１９):１７７ １８０
[８] 张磊载人航天运载火箭地面测试发射控制系统 [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２００４ (１):３４ ３７
[９] 方嘉麟某型地面电源自动测试系统设计 [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２０１６
[１０] 支晶运载火箭测发控系统远距离供配电设计研究 [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６
[１１] 张珂,郑桂波,刘苑伊,等一种基于云计算的运载火箭地面测发控系统:中国,CN２０１２２０２９７００２ [P]．２０１２ ０６ １４
[１２] 侯彦娇,吕明,刘巧珍,等一种基于双工位的火箭测发控系统:中国 CN２０１３２０１１２０５７ [P]．２０１３ ０６ ３０
[１３] 刘绍楠,曾鸿,李立,等一种通用便携式卫星供配电系统等效器:中国 CN１０４２８０７１０ [P]．２０１４ ０９ １５
[１４] 谢芳,卢逸斌,吴睫,等新型运载火箭的测试、发射和控制系统:中国 CN２０４１４２１０６U [P]．２０１５ ２ ４
[１５] 魏永国,潘博,丁景义,等一种基于以太网的运载火箭测试装置:中国 CN１１０５６２５０３A [P]．２０１９ １２ １３
[１６] 徐昕,方嘉麟,马玉璘,等一种基于嵌入式控制的运载火箭测试发射控制装置:中国 CN２１１１２３７０６U [P]．２０２０ ７ ２８．

５４８１



DesignofGroundDCPowerSupplyforLaunch
VehicleTestLaunchControlTrainingSystem

ZHANGXin１,LIBin１,LUODa lei１,LIBo２,BAOChen ming１

１TaiyuanSatelliteLaunchCenterLaunchSite,KelanCounty;

２ShanghaiAerospaceComputerTechnologyInstitute

　　Abstract　Thepersonnelatthespacelaunchsitelackedaphysicaltrainingsystemforthelaunch
vehicletestandlaunchworkAkindofgroundDCpowersupplyforphysicaltrainingsystemisdesigned,

includinginputandoutput,voltageregulationaccuracyandotherperformance,powerunit,inputcontrol
unit,monitoringunit,controlcomputer(includingcontrolsoftware),cabinetcomposition,etcAndthe
sampling,voltageregulation,display,setting,control,alarm,communicationandotherfunctionsof
monitoringunitandpowersupplyunitareemphasized

Keywords　Launchvehicle;Launchsite;Training;Powersupply;Testand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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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一

航天先进材料与制造装备技术论坛





航天谐波减速器刀具参数设计与齿形控制研究

宋洪舟１　范元勋２　侍　威１　于志远１

１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２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　为超短杯CTC谐波减速器的齿形加工提供制造依据,本文通过对航天应用工况的超短杯谐

波减速器输入技术指标分析,给出了考虑承载能力、扭转刚度和疲劳寿命的柔轮最优结构设计参数;在

以基准齿形获得柔轮刚轮齿形包络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滚齿刀和插齿刀的详细结构设计参数,并利用

编程计算对刀具加工齿形过程进行仿真验证;提出齿形切制过程的齿厚控制方法并对 M 值进行了研究,
通过滚齿刀和插齿刀的刀具定制,完成超短杯谐波减速器的原理样机制造,为后续批量化生产奠定基础.

关键词　超短杯谐波减速器;滚齿刀;插齿刀

０　引　言

谐波减速器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承载能力大、传动精度高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空间

飞行器、运载工具、卫星系统等机电伺服技术领域[１].CTC齿形改善了柔轮齿根的应力分布与传动的啮

合质量,提高了传动的承载能力与扭转刚度[２３],而且能够缩短柔轮的轴向尺寸,减小产品的重量与体

积,在航天伺服传动机构中应用更具备优势.
针对CTC谐波减速器的齿形理论推导方面,目前国内外学者以滚齿刀齿形为基准齿形、基于齿廓法线

法或范成加工原理,建立了柔轮滚刀齿形与柔轮齿形之间的数学模型;基于包络理论,建立柔轮齿形与刚轮

齿形之间的数学模型,进而利用坐标变换求解插齿刀齿形,较为全面地描述了齿形与刀具之间的关系[４６].

CTC齿形相比S、IH 齿形而言,刚、柔轮采用最为成熟的插齿、滚齿加工工艺,有利于技术推广和

批量生产.本文定位于一种航天应用工况下的超短杯高刚度CTC谐波减速器,提出满足总体设计指标的

减速器主要技术参数,给出了插齿刀和滚齿刀的主要参数之间的关系和相应取值范围,同时考虑加工过

程中的齿形质量控制问题,提出齿形关键工序检测方法,为该型减速器生产与制造奠定应用基础.

１　超短杯CTC谐波减速器设计指标

谐波减速器在机电作动装置中,主要起到对输入端伺服电机进行减速、增加扭矩作用,输出端为伺

服控制系统的负载对象,通常谐波减速器的安装形式为刚轮固定安装,波发生器与伺服电机通过键连接,
柔轮输出旋转运动,如图１所示为超短杯谐波减速器的装配结构图,包括波发生器１、柔轮２、刚轮３、
端板４、柔性轴承５、螺钉６.

图１　超短杯谐波减速器结构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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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伺服系统通过位置测试、扫频测试、暂态测试等对系统性能进行综合考核,基于机电伺服系统

总体设计,通过参数计算和指标分解,在满足伺服系统高动态响应、高精度控制、短时过载能力的要求

下,对谐波减速器轴向尺寸、传动误差、传动效率、额定/峰值转矩等提出以下技术指标,见表１.

表１　谐波减速器技术指标要求

参数 指标

减速器类型 超短杯

齿形 CTC

传动比 ８０

额定输入转速 ２０００rpm

额定输出扭矩 １５０Nm

峰值输入转速 ３５００rpm

峰值输出转矩 ３００Nm

空回(角分) ≤１′

传动误差(角分) ≤１′

扭转刚度 ≥１×１０６kgfcm/rad

额定输出扭矩、额定输入转矩时,机械传动效率 ≥８０％

２　谐波减速器柔轮结构参数设计

在确定为CTC齿形啮合的情况下,谐波减速器的承载能力、扭转刚度和疲劳寿命取决于柔轮的结构

设计参数,既要保证柔轮壁厚轻薄,满足变形协调适应能力,又要具备足够的刚度和强度,避免过载和

疲劳断裂.
柔性轴承为标准件,柔轮内壁结构尺寸dRB取决于轴承外径,同时为降低谐波减速器的轴向安装尺

寸,限定了柔轮杯体长度L .如图２所示.

图２　谐波减速器柔轮结构图

根据经验公式确定柔轮结构尺寸取值,再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峰值负载工况下的应力进行分析,
获得最佳取值区间.柔轮主要结构参数见表２.

表２　柔轮结构参数

名称 符号 取值/mm

柔轮内径dRB dRB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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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符号 取值/mm

柔轮杯体长度L L ２６

齿圈壁厚δ１ δ１ ０８８~１０４

筒体壁厚δ δ ０５~０９

齿圈前沿宽度b b １

齿圈宽度bR bR １１~１１８

齿圈过渡圆角r r ０５~０９

杯底过渡圆角R R １８~３

柔轮凸台长度L１ L１ ４２

凸台内孔直径d０ d０ ３２

凸台螺栓孔位置直径d１ d１ ４０

柔轮凸台直径d２ d２ ４８

３　CTC齿形加工刀具设计研究

谐波传动的瓶颈技术之一就是加工技术,开展对CTC齿形谐波传动加工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要,主要

涉及两方面加工技术:第一,谐波传动本身的加工问题;第二,刀具加工的相关理论与工艺.
前人依据共轭齿廓的包络原理,建立CTC齿形刚柔轮刀具的曲面方程,为齿轮加工刀具 (滚刀、插

齿刀)的设计、制造提供理论依据[５６].
刀具几何参数设计需充分考虑工艺因素和不同传动比谐波传动齿廓加工的通用性以及变位齿轮加工

的需求,为样机的试制奠定基础.

３１　柔轮滚齿刀的几何参数设计

由于柔轮采用的CTC齿形结合了双圆弧齿形和渐开线齿形的优点,所以对其滚刀刀具结构尺寸、精

度以及技术条件的设计,可参考圆弧齿轮滚刀和小模数渐开线齿轮滚刀的标准进行选取和设计,其不同

之处在于其法向齿形应选择包络原理中所设计的滚刀基准齿形.
为使滚刀对于同一模数、不同齿数、不同螺旋角的圆弧齿轮具有通用性,需将滚刀的法向齿形作为

标准齿形,以简化滚刀的设计和制造.这虽是一种近似的设计方法,但经过验证,是符合保持齿轮共轭

齿面的最佳齿形曲率半径差要求的,这一点在CTC齿形设计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如图３所示为柔轮滚

齿刀结构参数示意图.

图３　柔轮滚齿刀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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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柔轮的结构和齿廓参数,选取非全切式滚刀,切削柔轮时只有顶刃和侧刃参加切削,而齿底不

参加切削,切削时旋转方向为右旋.根据性能要求,本文设计的柔轮滚刀精度等级为AA级,加工得到的

柔轮为７级精度,经过计算与经验选择得到柔轮滚齿刀几何参数设计表３.

表３　柔轮滚齿刀几何参数

名称 符号 数值/mm

外径 da０ ２５

内径 D１ １５

全长 L １５

孔径 D ８

轴台最小长度 amin ２５

分度圆直径 d０ ２３９４２

齿全高 h０ ０８２８

刀齿数 Zk １２

铲背量 K １１５

齿槽深 H ２４８７

槽形角 θ １５°

前角 γ ０°

顶刃后角 αe １０°

侧刃后角 αc ３°２６′２４″

按照参考文献中的滚齿刀齿廓齿形,结合本文中的刀具结构设计参数,通过编程计算对柔轮的齿形

包络进行仿真,如图４所示为完成的柔轮齿形加工过程.

图４　柔轮的包络仿真加工

３２　刚轮插齿刀的几何参数设计

谐波齿轮传动中刚轮属于刚性内齿轮,采用插齿刀插齿加工而成,与普通刚性内齿轮的加工方法无

异.对于CTC齿形谐波齿轮刚轮插齿刀的设计,其技术条件和结构参数可参考小模数渐开线插齿刀进行

选取和设计,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插齿刀齿形应选用依据包络理论所求的插齿刀齿廓曲线.如图５所示为刚

轮插齿刀结构示意图.
参考锥柄型小模数渐开线直齿插齿刀,刚轮插齿刀采用２号莫氏短圆锥,精度等级为 A 级,加工得

到的刚轮为７级精度.经过计算与经验选择得到刚轮插齿刀几何参数,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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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刚轮插齿刀结构示意图

表４　刚轮插齿刀几何参数

名称 符号 数值/mm

模数 m ０４６

齿数 Z０ ５５

插齿刀变位系数 x０ ０２９

分度圆直径 d０ ２５３

前截面齿顶圆直径 da０ ２６５６５

原始截面齿顶圆直径 da ２６３９７

锥柄直径 D １７９８１

长度 L ７０

短圆锥长度 L１ ４０

原始截面到前端面距离 bb ０８

厚度 B ６

齿顶前角 γ ５°

齿顶后角 αp ６°

刚轮插齿刀齿廓依据刚轮齿廓曲线按照坐标变换原理得到,根据本文给出的插齿刀结构设计参数,
得到插齿刀加工刚轮的包络仿真加工过程,如图６所示.

图６　刚轮的包络仿真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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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刚轮插齿刀参数验算

(１)不发生齿形干涉顶切

谐波传动中的刚轮一般加工的变位系数较大,这种情况下,若插齿刀齿数过少,将导致刚轮齿顶伸

到插齿刀根部齿形之内,在切削过程中,就会发生干涉顶切.文中插齿刀齿数Z０＝５５,通过式 (１)检验

可知,所选插齿刀加工刚轮时可避免干涉顶切.

Z０ ≥ １－
tanαa２

tanα０

æ

è
ç

ö

ø
÷ (１)

(２)插齿深度的验算

由于刚轮采用了新齿形,故插齿深度能否满足要求显得尤为重要.若插齿深度不够,将影响刚轮的

齿廓形状,进而影响谐波齿轮的工作性能.因此,需满足条件式 (２).

０５m Zg －Z０( )
cosα０

cosαa２
＋０５daG ≥０５m Zr ＋xr －２h∗

fr ＋２ω∗
０( ) (２)

代入已知数据,左边计算得到深度尺寸６１２mm,右边计算深度尺寸为３６６mm,检验可知,所选

插齿刀满足插齿深度的要求.

４　齿形检测方法与质量控制

在柔轮和刚轮齿形加工过程中,在完成刀具与齿坯的对刀后,按切削用量的进刀量和走刀次数,调

整径向进给刻度值,最后一次进刀之前借助于控制齿厚方法,即沿量棒测量距 M 值实际与理论计算值之

差的一半值,作为最后一刀进给深度.

４１　柔轮测量方法与齿厚控制

对于模数小于１的齿轮,用测量公法线和其他方法不能实现,一般都用量棒测量距 M 值控制齿厚,
外齿轮的测量方法如图７所示.测量时,将按模数选定的同一直径的两根量棒放在齿轮的两相对齿槽内,
用千分尺或指示千分尺测量最外端 (最大值)的M 尺寸.

图７　柔轮 M 值的测量

柔轮为模数一般m ＝０１５~１,齿数z＝６~３００的外啮合直齿圆柱齿轮,此时柔轮齿形为渐开线.其

量棒测量距M 值求解如下:
对于偶数齿,M 值的计算如式 (３)所示

M ＝Dx ＋dp (３)
对于奇数齿,M 值的计算如式 (４)所示

M ＝Dxcos
９０°
z ＋dp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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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 ＝mZR
cosα
cosαx

invαx ＝invα＋
dp

mZRcosα－
π

２ZR
＋

２xRtgα
ZR

dp ＝(１６８~１７３２)m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５)

式中　Dx ———量棒中心到齿轮中心距离２倍;

dp ———量棒直径;

zR,xR ———柔轮齿数和变位系数.

４２　刚轮测量方法与齿厚控制

对于渐开线齿形的刚轮,用量棒测量距M 值控制齿厚的方法,如图８所示.

图８　刚轮 M 值的测量

对于偶数齿,M 值的计算如式 (６)所示

M ＝Dx －dp (６)
对于奇数齿,M 值的计算如式 (７)所示

M ＝Dxcos
９０°
z －dp (７)

Dx ＝mZG
cosα
cosαx

invαx ＝invα＋
dp

mZGcosα－
π

２ZG
＋

２xGtgα
ZG

dp ＝(１６８~１７３２)m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８)

式中　dp ———测量量棒直径;

Dx ———量棒中心到齿轮中心距离２倍;

zG,xG ———刚轮齿数和变位系数.

４３　刚柔轮齿形的量棒测量距M 值

为计算出CTC刚柔轮齿形量棒测量距M 值,首先计算出刚轮和柔轮的量棒直径,再利用二维绘图软

件绘制出刚轮、柔轮的轮廓,并使量棒与齿廓相切.再由测量得到刚柔轮的M 值大小.
以本文中的圆弧—切线—圆弧齿形的谐波减速器的量棒测量距 M 值的求解为例,其模数 m ＝

０４６mm,柔轮齿数z＝１６０,变位系数x ＝０８５,刚轮齿数zg ＝１６２,变位系数x ＝０８６,齿顶高系数

h∗
a ＝０７,齿根高系数h∗

f ＝０９.其中求解的结果为:柔轮的量棒直径dp ＝０８６６,作图测量相应的 M
值:M ＝７５７１６.刚轮的量棒直径dp ＝０８６６,相应的M 值:M ＝７３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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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实物样机制造

根据以上CTC齿形滚齿刀和插齿刀几何参数,并充分考虑我国现有制造刀具的工艺能力,设计出用

于批量加工生产的小模数高精度刀具,如图９所示.

图９　CTC齿形滚齿刀和CTC齿形插齿刀

刚轮材料选择为４０Cr,柔轮材料选择为４０CrNiMoA,均经过调质处理后保证一定硬度范围,采用综

合性能较好的滚齿机和插齿机,实现CTC齿形谐波减速器的样机加工,从图１０中可以看到齿形加工精度

较高,表面处理后硬度纹理细致,样机经过传动效率试验、扭转刚度试验、承载能力试验以及传动精度

试验,试验结果均达到了设计技术要求.

图１０　CTC超短杯谐波减速器样机

６　结　论

本文针对航天超短杯谐波减速器的技术指标需求,给出了优化后的谐波柔轮结构尺寸,并在CTC基

准齿形范成柔轮齿形和刚轮齿形的理论基础上,重点对刀具加工几何参数进行研究,参考小模数渐开线

齿轮滚齿刀、插齿刀以及公切线式CTC齿轮滚齿刀、插齿刀,完成了加工柔轮、刚轮的模数为０４６mm
的滚齿刀、插齿刀的结构设计,并进行了包络仿真,验证刀具设计的合理性.对刚柔轮齿形在切制过程

中关于齿厚控制方法中的量棒测量矩 M 值进行了研究,并得到了相应的 M 值,通过对 CTC齿形滚齿刀

和插齿刀的刀具定制,实现了超短杯谐波减速器的原理样机制造,为后续该类型减速器的批量化生产提

供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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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航天产品装配的柔性生产线设计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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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复杂产品智能制造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２北京市复杂产品先进制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仿真中心

摘　要　针对航天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特点,以航天产品智能装配生产为研究对象,开展柔性

生产线设计方法研究,提出从顶层方案设计到具体单元设计的包含整体架构设计、智能管控系统、柔性

功能网络布局、柔性功能单元和模块化末端执行器的柔性生产线整套设计方案,从不同层级满足航天产

品装配的柔性生产需求,以指导航天产品柔性生产线的设计工作.

关键词　柔性生产线;航天产品装配;柔性功能单元;生产线设计

０　引　言

航天产品具有典型的多品种、小批量、结构复杂、集成度高的特点,考虑成本因素,传统的生产线

主要以手工装配为主,辅助以部分专用自动化设备.这种传统的生产线工艺设备和生产条件通用性差,

数字化手段低,作业过程人工占比大,导致生产管控困难,产品一致性差,难以满足国家对航天复杂产

品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批产需求[１].近年来,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必须对现有生产模式进

行变革,航天工业才能在大国竞争中保持足够的竞争力,智能化研制生产模式势在必行.

鉴于此,本文以航天产品智能生产为研究对象,探索面向航天产品装配的柔性生产线设计方法,以

适应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的通用生产线建设需求.

１　航天产品装配生产线建设面临的特殊需求

当前,工业领域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与工业生产的深度融合将给工业生产带来巨

大的改变.从产品装配技术发展方向看,采用机器人等先进自动化设备进行自动化与数字化装配是智能

化工厂的主要发展趋势.然而,相对于民用产品大批量生产而言,航天产品生产线建设需要特别关注以

下需求.
(１)能够支持多型产品生产

由于航天产品主要是以多型号、小批量生产为主,单独为一个特定型号建立智能生产线,生产建设

的设备、时间、场地成本折算到单个产品上会导致产品成本过高,因而生产线能够支持同类型多个航天

型号产品的生产,是智能生产线设计与建设的必要目标.
(２)能够实现生产工艺的快速变更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航天工业形成了研制与批生产并重的发展模式,智能生产线往往需要在型

号研制阶段就能满足生产需求.而在型号研制阶段,随着设计的逐步迭代优化,产品的生产工艺也要对

应调整以适应不同阶段的设计方案,这就要求智能生产线具备生产工艺快速变更的能力.
(３)关键工艺参数的在线采集能力

航天产品一般结构复杂、技术要求高、研制周期长,为达到预定设计目标,要对生产装配过程中各

工艺参数严格控制,对影响产品性能的关键工艺参数需要在线采集与监控,以避免由于设备及生产过程

中的不稳定因素导致的产品缺陷.另外,航天产品研制过程中经常需要分析各种设计数据的合理性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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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关键工艺参数的在线采集为产品的问题分析及优化提供数据基础,是研制阶段对产品装配生产的

基本需求.
综上所述,航天产品装配生产线应具有足够的柔性与通用性,以更好地服务于航天产品的研制与生

产阶段,降低生产线建设分摊到每个产品上的成本.

２　国内外发展趋势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外各航天企业积极布局智能工厂建设,探索航天产品研制

生产新模式.
美国雷神技术公司在虚拟仿真设计规划、自动化装配、智能仓储物流等环节充分应用了虚拟现实技

术、激光制导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等大量的先进技术,采用 “柔性生产单元” “数字化管理系统” “制
造创新智能系统”等先进装配与管理系统[２],如图１所示,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生产,达到精细化装配效

果,生产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

图１　美国雷神公司航天产品自动化装配线

２０１８年７月,法国空客公司与一网公司 (OneWeb)合资的 OneWebSatellites公司在美国肯尼迪航

天中心附近建设了卫星智能装配工厂[３],建有２条微小卫星批量生产线,如图２所示.卫星生产线引入汽

车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将卫星各系统进行模块化设计,各模块生产单元和总装线引入了协作机器人、
光学检测、自动测试、大数据控制系统等多种智能制造手段[４],提出了自动化生产线模式的全新理念.生

产线具备整星组装、集成测试一体化生产测试功能,每条生产线每天可生产２颗微小卫星,大幅缩短了量

产微小卫星的制造周期并降低了生产成本.
国外其他主要航天军工企业也在生产线建设中采用了先进的装配技术.如美国波音公司的航天复杂

产品柔性对接系统[５],通过实时测量反馈实现对接过程的数字化管控.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于２０１７
年８月启动 “门廊中心” (GatewayCenter)卫星制造智能工厂建设[６],生产线采用快速可重构技术,旨

在形成敏捷、高效、高精度的多尺度卫星柔性生产能力.
多年来,国内的航空企业在各类飞机的生产研制中探索了大量的柔性工装、数字化装配、脉动生产

技术,相关技术在典型型号的装配中已经获得了应用[７].在航天复杂产品的装配生产领域,国内相关院所

也进行了探索,如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建设的制导产品装调生产线[８]、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建设的

智能集成装配生产示范线[９]、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航天产品数字化生产线[１０]等,但整体而言,国内

航天企业在柔性生产线建设方面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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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OneWebSatellites公司微小卫星批量生产线

３　面向航天产品的柔性生产线设计方法

３１　总体设计方案

为满足航天产品智能装配生产线对柔性生产的高要求,本文依据智能生产线建设技术积累及经验总

结,提出一种柔性生产线设计方案,总体设计思路如图３所示.
在智能生产线的最顶层,以智能管控系统作为生产线生产管理平台,包括生产线制造执行系统

(MES)、仓库管理系统、物流管理系统等数字化管控系统,形成功能齐全的生产线管理系统.在生产线

总体布局设计上,从生产需求出发,综合各生产单元形成柔性功能网络布局方案;在生产工位设计上,
针对航天产品装配特点,设计柔性功能单元,以实现产品装配、测试、检验等生产环节;在工装夹具的

设计上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形成通用夹具设计方案,以实现夹具的通用化.

图３　柔性生产线总体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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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智能管控系统

智能管控系统是生产线的运行管理平台,是生产管理者与生产线交互的接口,负责整个生产线的

整体运行控制,向上与ERP/MES/PDM 等企业业务系统相连,承接生产订单与物资调度管理,向下与

生产线的管理与控制系统交互,实现生产线的运行控制.包括生产线 MES、仓库管理系统、物流管理

系统、工位控制系统、生产监控系统以及电气控制系统等,系统架构如图４所示.生产线 MES通过仓

储、物流等管理系统实现对装配生产过程的控制与实时进度采集,根据现场执行反馈情况及时做出生

产决策调整.

图４　生产线智能管控系统架构

３３　柔性功能网络布局

面向航天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的装配生产任务需求,建立柔性功能网络布局设计方案,功能网络可

根据生产需求进行工艺的灵活配置,图５给出了一种柔性功能网络方案布局设计案例,包含仓储系统、物

流配送系统、装配执行系统.其中,装配执行系统主要由处于中心位置的线内搬运机构和布局在搬运机

构两侧的各柔性功能点组成,柔性功能点可根据装配生产任务进行选配,并接入管理系统,柔性功能点

包括临时存储缓存货架、装配工位、检测工位等.对于不同的产品,根据装配工艺要求,物料可通过线

内搬运机构在各柔性功能点之间流转,从而实现不同的装配工艺路线,进而满足不同产品的混线生产需

求.线内搬运机构可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替换以达到更方便灵活的效果,如采用移动操作机器人可进一步

减少场地空间大小的限制.

３４　柔性功能单元

对于单个功能点 (工位),为适应不同产品的装配任务需求,需要工位具备执行不同产品装配任务的

能力,本节介绍两种典型柔性功能单元设计方案.
(１)双机协同装配单元

双机协同装配单元以２台工业机器人作为装配任务运动执行机构,集成多维装配平台、上料台、固定

工装库、自适应工装库、视觉检测系统等功能设备,形成可灵活配置的自动装配单元.机器人根据任务

需要可单独完成装配动作,也可双机协作完成复杂装配任务.针对不同产品的装配任务,更换工装库中

对应的末端执行器 (夹具),可支持多品种装配生产.如图６所示.
(２)人机协作装配单元

航天产品具有空间紧凑的特点,部分产品柔性线缆多,采用自动装配实现难度大、成本高,更适合

人工参与完成装配任务.人机协作装配单元通过人机协作机器人和人的配合,共同完成复杂的装配任务,
通过协作机器人降低人的劳动强度,同时又能保证复杂任务完成的能力,人的参与极大地增加了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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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柔性功能网络布局设计

图６　双机协同装配单元

柔性.人机协作装配单元组成如图７所示,硬件部分主要由协作机器人、装配平台、固定工装库、上料

台、定位测量机构等组成.

３５　模块化夹具

为适应不同结构的机器人夹取定位需求,需要为机器人设计夹具,且夹具需要具备统一的接口,以

便不同的机器人能够共用,可采用如图８所示的模块化设计方案.模块化夹具设计方案由接口模块 (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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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人机协作装配单元

人对接接口、存放接口)、运动驱动源模块、夹持定位结构模块组成.机器人对接接口模块选用标准机器

人快换装置,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通用;运动驱动模块可选用气缸等系列化货架产品,根据需求选配;
夹持定位结构依据产品外形确定.该模块化设计方案具有通用性,在机器人接口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只需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驱动源,设计夹持定位结构即可实现具体的夹具设计,且同一个夹具可适应尺寸

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结构,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图８　模块化夹具设计方案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航天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特点,提出了总体架构设计 智能管控系统 功能网络布局

柔性功能单元 模块化夹具的整套柔性生产线设计方案,指导面向航天产品装配的柔性生产线设计,可提

高生产线的柔性,满足变化的产品对航天产品生产线生产能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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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内孔加工工艺研究

陈　军　单秀峰　钟　茵　李晓强　杜长林　李全洲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以某航空航天 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为例,对高表面粗糙度要求的内孔加工进行工艺摸

索和验证,确定了 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高表面粗糙度要求内孔加工的工艺方案.该工艺方案对类似 TC４
钛合金薄壁零件的内孔加工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表面粗糙度;工艺方案

０　引　言

由于钛合金具有比强度高、比刚度高、抗腐蚀性和结合性能良好、高温变形小、重量轻、抗疲劳和

蠕变性能良好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的产品中[１].TC４钛合金是目前性能数据最全、用量最大

的钛合金,TC４属于α＋β类钛合金,Al和 V 元素是 TC４所含的主要合金元素,Al是α相稳定化元素,

V是β相稳定化元素.TC４钛合金由于其化学成分的不稳定和导热性不高的特点,导致其加工难度非常

大[２].本文以某航空航天 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为例,摸索薄壁零件内孔的加工工艺流程,找到合适的加

工路线,使该类薄壁零件的内孔加工满足设计要求.

１　加工实例

１１　技术要求

图１所示为某航空航天钛合金薄壁零件,材料为 TC４.该零件为回转体,内孔尺寸 Φ２６０mm,公差

为０１８５mm,内孔圆度要求０１８５mm,内孔表面粗糙度要求Ra０１２５,长度尺寸为６８５mm,壁厚尺

寸仅１８mm,是典型的薄壁筒形零件.该零件具有壁薄、刚性差、内孔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

特点.

图１　某航空航天 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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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工艺难点

由于 TC４钛合金的比强度高、导热系数低和弹性模量小的特点,该航空航天钛合金薄壁零件加工过

程中主要有以下工艺难点.
(１)材料组织切削加工性差

钛合金材料组织复杂,亲和力大,晶格原子不易脱离平衡位置,切削时切削温度大幅度提高,刀具

易磨损.
(２)材料加工切削温度高、刀具磨损快

钛合金材料的导热系数小于不锈钢和高温合金,在加工时散热性差,使切削区温度迅速上升,累积

在切削刃附件不易发散,造成刀尖附近应力集中、刀具磨损崩刃.
(３)零件尺寸精度、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要求不易保证

该零件内孔尺寸精度、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的要求比较高,受工艺流程、加工工序等因素的影响

难以保证.
(４)零件加工和装夹容易变形

该零件壁薄、刚性差,切削加工后的应力释放,造成零件变形,影响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零件装

夹时,在径向夹紧力作用下产生变形,影响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３].

１３　内孔加工工艺方案

通过对图 １ 零件进行工艺分析,该零件表面粗糙度要求最高的是内孔表面,其粗糙度要求为

Ra０１２５,因此,先确定内孔的最终加工方法为精磨,再确定前面的各预备工序.该零件的加工工序分为

粗车、热处理时效、半精车、粗磨、精磨,采取工序分散原则.其中粗车以去除余量为主要目的;钛合

金薄壁件切削量大,会产生更多残余应力,发生回弹现象,导致加工精度下降[４５],因此增加热处理时效

来释放加工中产生的应力;半精车是在保证内孔磨削余量情况下,将外圆及端面加工到设计要求,此工

序对后续加工的零件尺寸、表面粗糙度有重要影响;粗磨是去除磨削余量,保证内孔尺寸精度和形位公

差,进一步提高内孔的表面粗糙度;精磨是最终保证内孔的表面粗糙度达到设计要求.
通过选择合适的切削参数,包括切削速度、进给量和切削深度等,该薄壁零件半精车后的内孔尺寸

检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该薄壁零件半精车后的内孔尺寸检验结果

测量截面

(距端面)/mm

内孔直径(Φ２５９７＋０１８５
０ )/mm

测量点１ 测量点２ 测量点３ 测量点４
内孔圆度(０１８５)/mm 内孔表面粗糙度/μm

１００ ２５９８４ ２５９８０ ２５９７２ ２５９８５ ００６５

２００ ２５９８７ ２５９８５ ２５９７７ ２５９８３ ００５０

３００ ２５９８６ ２５９８３ ２５９７９ ２５９８１ ００３５

４００ ２５９８２ ２５９８２ ２５９７９ ２５９８０ ００１５

５００ ２５９８８ ２５９８８ ２５９８７ ２５９８７ ０００５

Ra３６

国内外学者对钛合金磨削表面粗糙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６８],为我们确定磨削零件内孔选取磨具、磨

料以及工艺参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及实验基础.该零件的粗磨和精磨工序都在内孔珩磨设备上进行,设

备型号为上海善能机械公司的 HTB ２０００SC.粗磨工序需要去除磨削余量,加工内孔尺寸至设计要求,
并使内孔表面粗糙度达到Ra０４,因此应选用颗粒较粗的磨料.本工序选用的磨具为油石,型号是上海善

能机械公司的 GH７０AW１１J０６.
精磨工序主要是珩磨内孔的表面粗糙度,因此选用磨粒较小的砂纸.在精磨工序中采用三种不同工

艺方案对 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内孔进行处理,来选择最优的精磨工艺方案,使得精磨后的内孔表面粗糙

度满足设计要求.第一种工艺方案是仅用４００目砂纸对零件内表面进行精磨,再用抛光轮结合钛合金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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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蜡进行抛光;第二种工艺方案是用４００目砂纸精磨后,再用６００目砂纸进行二次精磨,最后用抛光轮

结合钛合金专用抛光蜡进行抛光;第三种工艺方案是用４００目砂纸精磨后,再用８００目砂纸进行二次精

磨,然后用抛光轮结合钛合金专用抛光蜡进行抛光.这三种精磨工艺方案加工后的内孔表面粗糙度结果

见表２.

表２　三种精磨工艺方案的内孔表面粗糙度对比

序号 精磨工艺方案
表面粗糙度(Ra０１２５)/μm

测量点１ 测量点２ 测量点３

１ ４００目砂纸＋抛光 ０３４２ ０３１０ ０３３２

２ ４００目＋６００目砂纸＋抛光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５ ０２２３

３ ４００目＋８００目砂纸＋抛光 ０１２３ ０１０９ ０１２４

由表２可以看出,第一种和第二种精磨工艺方案加工的内孔表面粗糙度均不满足 R０１２５的设计要

求,只有第三种精磨工艺方案加工的内孔表面粗糙度满足设计要求.
因此,TC４钛合金薄壁高精度内孔加工的工艺路线为:车加工→粗磨→精磨→抛光,且在精磨工序

中需采用４００目＋８００目砂纸的工艺方案,零件加工后的实际效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加工后的实际效果

通过检验结果验证了高表面粗糙度要求的内孔加工工艺方案的可行性.该工艺方案保证了钛合金薄

壁零件内孔加工后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满足设计要求.

２　结　论

本文结合具体的 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内孔加工案例,摸索了钛合金薄壁零件内孔加工的工艺方案,
保证了钛合金薄壁零件内孔加工后的结果满足设计要求.该工艺方案对类似 TC４钛合金薄壁零件的内孔

加工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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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pin增强技术在防热结构件上的应用研究

田银俊　魏晓婷　耿洪波　胡　伟

内蒙古航天红岗机械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防热结构件研制需求,为解决树脂基复合材料在烧蚀过程中容易分层、开裂的问题,
采用Z pin技术对复合材料进行了厚度方向增强.试验研究了Z pin增强技术的工艺性,并与手工缝合

增强技术成型的样件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表明,采用Z pin增强的防热结构件不仅表观质量好,而且

抗气流冲刷能力也显著增大,进一步验证了Z pin增强技术的可行性.
关键词　Z pin;防热结构件;增强技术

０　引　言

热防护系统是保证固体火箭发动机壳体正常工作,实现系统作战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防热结构外

层材料与大气直接接触受严苛的气动加热和高速气流冲刷,温度变化显著,需要材料能够耐受一定的热

冲击和抗气动剪切,从而保证发动机全程飞行过程中结构的完整性,维持导弹气动型面.
传统的二维层合结构 (缠绕、模压)层间强度低、抗气流冲刷性能差,为满足某型号产品气动热流

环境要求,需对其防热结构件进行层间增强.在产品研制初期,采用缝合工艺进行层间增强,由于织物

预浸料树脂含量较高,手工缝纫针较难穿刺,因此采用了电钻打孔 (ϕ２mm)＋手工缝合工艺[１].该缝

合工艺虽然初步解决了缝合问题,但由于电钻打孔直径较大,不仅对预浸料面内性能损失较大,存在质

量隐患,而且由于所用缝合线直径较小 (ϕ０８mm),在后序工序中,缝合线不能起到固定预浸料的作

用,极易发生预浸料层间滑动,模压时产生起皱、错位等缺陷,严重影响产品的合格率和研制进度.针

对上述问题,开展了Z pin增强技术在防热结构件中的应用研究.

１　Z pin增强技术

Z pin增强技术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增强层合结构复合材料层间韧性的新技术.

Z pin技术增强的关键核心技术是将复合材料细杆 (即Z pin)植入到铺贴好的复合材料坯体中,并与

其共固化成型,在原本薄弱的层间界面产生桥联作用,提高材料的抗分层能力.图１为Z pin超声植入

技术示意图.

图１　Z pin超声植入技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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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pin增强技术作为制造３D复合材料的一项新技术,在众多工程结构中都具有潜在的用途.其最重

要的一个用途是作为复合材料接头结构的增强材料,如搭接接头、T型接头和加强筋等,代替螺栓和铆

钉,它可以使连接区域的载荷分布更加均匀.它还可以用于复合材料的局部增强以减少边缘分层、共固

化构件增强 (如加筋壁板中筋条与壁板)及厚板层间增强等,还可以用于增强夹层结构使面板剥离和脱

粘的可能性降到最小.相关研究表明,采用Z pin增强技术可提高层间性能约３０％[２５].

２　工艺试验

针对产品研制需求,通过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开展了防热结构件Z pin增强技术研究工作,主

要针对Z pin增强材料及制备、Z pin植入工艺技术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艺试验研究.

２１　Z pin增强材料及制备研究

Z pin增强材料是决定层间增强效果的关键因素,结合防热结构件本体材料特点,综合考虑增强效

果及共固化性能,选取B型石英纤维和酚醛树脂作为Z pin制备材料,通过拉挤设备,研制出满足使用

要求的Z pin针棒.拉挤设备及样品如图２所示.

图２　拉挤设备及样品

穿刺用Z pin的直径和植入密度是影响制品性能的关键因素 (通常直径为０２~１０mm),相关研究

表明,在预制体中穿刺直径和密度越大,对产品的层间增强效果越好,但同时对面内性能损伤也越大且

生产效率也会降低.
因此开展了不同Z pin直径和植入密度的工艺试验研究,结合微观结构分析,综合考虑增强性能和

研制效率,最终优化选取Z pin直径为０５mm、植入密度为５mm×５mm 制备的Z pin预制体,见

图３.

图３　Z pin预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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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Z pin植入工艺研究

未进行层间增强的防热结构件,其层间主要依靠树脂结合,而进行Z pin穿刺的制品,布层间除了

有树脂结合之外,还引入了准三维的Z pin,Z pin在布层间起到钉扎的作用,使布层之间的结合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因此,Z pin的植入深度是决定每一根Z pin在防热结构件中发挥效力程度的重要因素.
考虑防热结构件预浸料固化收缩量,采用多种植入深度进行工艺试验,固化后解剖观察Z pin在试

样板中的位置.结果表明,在Z pin植入深度为４mm 时 (预浸料铺层未固化前约７mm),固化后Z

pin基本能完全穿透预浸料.因此,防热结构件最终采用植入深度为４mm.Z pin植入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Z pin植入过程

３　试验验证

３１　手工缝合和Z pin植入对比验证

防热结构件手工缝合和Z pin层间增强实物如图５所示.

图５　产品实物图

由图５可知,采用手工缝合,由于缝纫线在防热结构件固化时无法收缩,因此多余缝纫线在固化后制

品表面打弯、折叠,影响其层间增强效果.采用Z pin成型的防热结构件,表面光滑、整洁,效果较好.

３２　手工缝合和Z pin植入防热结构件的风洞考核

为考核验证防热结构件实际环境使用性能,在相同风洞试验参数下,对两种成型方式的防热结构件

开展了电弧风洞试验,试验结果见图６、图７和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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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风洞试验设备及试验过程

图７　风洞试验后照片

表１　风洞试验数据

项目 手工缝合 Z pin植入

背面温升/℃ ５８６ ５５９

质量烧蚀率/(g/s) ０３０４ ０２８６

由表１可知,两种成型方式的防热结构件背面温升以及质量烧蚀率基本相当,均能满足使用要求,相

比而言,后者防隔热性能更优.由图７对比可以看出,手工缝合成型的防热结构件表面剥蚀较大,且表面

有大块整布层脱落现象;Z pin层间增强的防热结构件烧蚀后表面剥蚀较小,表观较为完整,表现出更

优异的抗气流冲刷能力.

４　结　论

１)采用Z pin增强的防热结构件解决了手工缝合存在的缺陷,产品表观平整度和质量稳定性得到了

大幅提升.

２)采用Z pin增强的防热结构件顺利通过相关试验考核,进一步验证了实际使用性能.

３)Z pin增强技术的成功应用为后续防热结构件的研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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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制造过程精细化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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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推进航天产品制造过程质量控制向数据驱动转变的过程中,本文提出了一种适应航天产

品结构特点和制造模式的过程质量控制总体框架.针对质检模板创建效率低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规

则和分类算法为核心的质检模板生成模块,实现工艺文件中文本与表格形式检验点高效准确识别.针对

航天制造领域内网与工控网分离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在线检测与离线检测方法.最后,基于该框架搭建

了一套由质检策划、质检任务、质检执行、过程监控、异常处理、质量绩效评估、数据包和质量改进模

块组成的过程质量控制系统,实现快速生成精细化质检模板,实现产品制造过程质量数据高效准确采集

记录,并形成产品生产全生命周期质量数据包,有效提升产品过程质量控制及过程质量保证能力.
关键词　质量控制;数据驱动;数据包;信息系统

０　引　言

航天产品具有多品种、多状态、定制化特点,产品尺度横跨毫米级到米级,公司承担着数十个型号

上万种零件的研制与批产,国内尚未有成熟的适应航天产品特点和制造模式的精细化过程质量控制系统.
“十三五”期间,航天一院提出基于数据驱动开展质量保证能力建设,实现运载火箭发动机、贮箱、

管路和活门等关键产品质量 “用数据说话”[１].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开展了基于

数据驱动的精细化制造过程质量控制技术研究工作.着力解决质检模板创建效率低、精细化水平差和结

构化不足的问题,解决生产和检验环节检测数据采集效率低、记录不完整和无法用结构化数据表达的问

题,解决产品质量数据包生成效率低和质量绩效评估滞后的问题[２４].

１　总体框架

航天制造过程质量控制系统是以制造全生命周期质量精细化控制为目标,以制造过程质量数据采集

为基础,以统计过程控制和数据分析为核心,依托在线检测和离线检测实现产品加工和试验全过程检测

数据的高效、准确采集记录,系统自动监控采集的数据并进行异常预警,避免产品的批量超差报废,产

品加工完成后形成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数据包[５９],过程质量控制系统总体框架见图１.

１１　系统主流程

首先,工艺准备阶段过程质量控制系统自动读取并解析工艺文件形成质检模板;其次,在生产派工

阶段同步生成质检任务;再次,在生产执行阶段同步采集产品生产各工序工步下质量特性和过程要素数

据;最后,基于过程质量数据进行异常监控与预警、问题处理、质量绩效评估、数据包生成和质量知识

库构建[６９],系统主流程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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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过程质量控制系统总体框架

图２　系统主流程 ５７８１



１２　系统网络拓扑

过程质量控制系统网络拓扑见图３,服务器由应用服务器、数据服务器和采集服务器组成,应用服务

器部署过程质量控制系统服务端,数据服务器用于存储制造过程检测数据,采集服务器用于对联入工控

网设备的数据采集分发;交换机由内网交换机和工控网交换机组成,内网交换机与工控网交换机之间通

过网闸连接;现场人员电脑终端接入内网交换机;数据采集设备接入工控交换机,三防交互机通过中转

站与工控网交换机连接.采集方式包括自动数据采集、数据导入、人工填报和多媒体记录等方式,数据

采集通信方式包括RJ４５网口通信、RS２３２/RS４８５串口通信和 USB通信等方式.

图３　系统网络拓扑图

２　系统组成

航天制造过程质量控制系统由八大功能模块构成,具体为质检策划、质检任务、质检执行、过程监

控、异常处理、质量绩效评估、质量改进与创新和过程数据包以及过程改进组成,系统组成见图４.

图４　航天制造过程质量控制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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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质检策划

工艺文件中检验要求以文本形式存储,设计了一种基于规则算法和分类算法为核心的质检模板快速

生成功能模块,系统自动匹配工艺文件中的工序、工步编号并形成产品工艺结构树,系统识别各工步检

验要求,并依次对工步检验要求进行清洗、转义、检验点分割和检验点分类解析,实现基于工艺文件自

动提取检验项目并快速创建标准化的检测模板对加工检验环节进行技术状态控制,质检策划模板见图５.

图５　质检策划模块

２２　质检执行

在产品制造过程中,通过在线检测和离线检测方式实现过程要素数据和产品质量特性数据,以结构

化形式、电子化手段准确准时记录,并形成质量数据包.质检执行模块适应单特征检验点、多特征检验

点的检验要求,检测过程加工人员和检验人员可清楚识别各工序工步检验项目,可有效减少由人员错漏

检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质检执行见图６.
系统支持数显量具数据采集、检测测试设备数据采集和环境监测设备数据采集等,具体如下:

１)数显量具数据采集:数显卡尺、数显千分尺、数显深度尺、数显千分表和数显高度尺等.

２)检测测试设备数据采集:三坐标测量机、比对仪、质心测量仪和流量试验台等.

３)装配工具数据采集:数显手动力矩扳手和电动力矩扳手等.

４)环境检测设备数据采集:数显温度计、数显湿度计、洁净度测量机、压力变位器等.

图６　质检执行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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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过程监控

加工检验环节,系统自动应用统计控制工具[１０１２]和大数据分析工具对加工检验环节的关键影响因子

和产品质量特性数据进行监控,基于检测数据采集记录对关键影响因子和质量特性失控或超差数据进行

预警,实现检测结果目视化显示,过程监控见图７.
系统根据制造过程各检验点质量特性数据和统计过程控制结果,对各工序工步过程能力进行自动计

算,对各质量特性进行合格率、超差率、缺陷率和报废率自动计算.

图７　过程监控与预警

２４　异常处理

当加工检验环节的关键影响因子和产品质量特性数据处于失控或超差状态,过程质量控制系统中基

于制造过程具体产品质量问题快速提起问题处理流程进行各类型各层级问题处理,基本信息可实现自动

准确填报,提高质量问题提起效率,并实现产品具体问题点与该质量问题处理流程关联统一,系统自动

跟踪问题状态,可有力确保产品快速质量追溯与质量复查[１３１４],异常处理见图８.

图８　异常处理

２５　质量绩效

系统自动计算各层级产品质量绩效,提升质量评估考核能力.层级按产品加工阶段分为原材料级、
在制品级工序级和成品级,按组织结构分为人员级、设备级、班组级、生产线级、车间级,按产品类型

分为产品级、型号级、批次级,质量绩效数据包括各层级缺陷率、合格率、超差率、报废率和质量成本,
质量绩效见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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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质量绩效

２６　数据包

系统基于质检执行结果形成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数据包,相关人员可实时了解产品加工检测数据和

问题处理意见,同时有利于质量问题快速追溯.同时建立各型号产品在各阶段、各批次产品关键质量特

性数据包以及质量问题处理知识库,有利于数据分析、问题处理和型号传承,有利于产品缺陷分级管理

体系和产品设计制造性能评估体系,数据包见图１０.

图１０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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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质量改进

基于质量绩效和数据包可有效识别产品制造过程薄弱环节,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制造过程数据进行

挖掘和建模,指导产品质量改进,质量数据挖掘见图１１.

图１１　质量数据挖掘

３　结　论

基于航天产品的结构特点和制造模式,本文提出了一种制造过程质量控制的总体框架,并使用该总

体框架设计开发了一套适用于航天产品的制造过程质量控制系统.通过该系统的应用实现工艺文件自动

快速生成质检模板,实现质检执行过程基于在线检验装置和离线检验装置高效准确采集记录检测数据,
实现基于检测数据对产品制造过程进行自动监控与异常预警,极大提高了制造过程检测数据采集记录效

率和检测数据的可用性,最终形成结构化的产品加工过程质量数据包,为产品交付提供质量保证,实现

产品质量状态用数据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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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theprocessofaerospacemanufacturingprocessqualitycontroltransformingtodata
driven,aprocessqualitycontrolframeworkwasproposedwhichisadaptedtothe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
andmanufacturing modesofaerospaceproductsAimingattheproblem oflow efficiencyofquality
inspectiontemplategenerating,amodulebased onrulesandclassificationalgorithmsisdesignedto
realizeidentificationintextandtableforminspectionpointsinprocessdesigningdocumentsefficientlyand
accuratelyAimingatthe separation ofintranet and industrialcontrol network in the aerospace
manufacturingfield,an online and offline detection method is proposedFinally,based on this
framework,aprocessqualitycontrolsystemisbuiltwhichisconsistingofQualityPlanning,Quality
Task,QualityExecution,Process Monitoring,Problem Handling,QualityPerformanceEvaluation,

DataPackagesandQualityImprovementmodulesThroughthissystem,qualityinspectiontemplateis

generatedrapidlyandfinely,processqualitydataisacquiredefficientlyandaccurately,andqualitydata

packagefortheentirelifecycleofproductproductionisformedAllthiseffectivelyimprovesproduct

processqualityandprocessqualityassurancecapabilities
Keywords　QualityControl;Data driven;DataPackage;Inform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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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铍铝合金法兰结构瞬态动力学分析

李　鹤　宋德坡　苏泽浩　邵　琦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摘　要　铸造铍铝合金是一种质量轻、比刚度高、热稳定性好的复合材料,对减轻产品结构重量具

有明显的优势.本文采用模态仿真分析法对某采用铸造铍铝合金加工的薄壁法兰零件进行模态仿真,并

通过模态验证试验对模态仿真结果进行验证.经过分析法兰结构件前４阶模态参数可知,仿真结果与试验

结果最大相对误差为１１３％,在合理范围内,因此仿真模型可应用于该零件的瞬态动力学分析.在此基

础上建立铸造铍铝合金、铝合金及铝基碳化硅三种材料的法兰结构件的瞬态响应分析模型.经过分析,
采用铸造铍铝合金加工的法兰结构件比采用铝合金和铝基碳化硅材料加工的相同零件的瞬态冲击变形位

移量分别平均减小了约８７％和７７％.综上所述,采用铸造铍铝合金的薄壁法兰结构件在瞬态冲击下的变

形位移量最小,铸造铍铝合金耐瞬态冲击特性在三种常用航天材料中具有明显优势.
关键词　铸造铍铝合金;模态分析;模态试验;瞬态动力学分析

０　引　言

轻量化是目前航空航天领域结构设计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航空航天用先进

复合材料发展报告中指出,采用复合材料可以有效减轻结构重量.在众多新型复合材料中,铸造铍铝合

金作为一种质量轻、比刚度高、热稳定性好的复合材料,对实现结构轻量化具有明显的优势[１２].
薄壁法兰结构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在受到瞬间冲击载荷的影响下而产生断裂或折断,因此利用瞬态

动力学分析手段,了解结构在瞬态冲击载荷条件下产生的位移变化规律,对研究铸造铍铝合金材料的

动态特性具有一定意义.但利用试验手段测量结构在瞬态下的响应比较困难,因此本文利用计算仿真

分析的方法建立铸造铍铝合金法兰结构计算仿真分析模型,得到零件的４阶模态,建立仿真试验验证

对仿真模型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量级瞬态冲击下,铸造铍铝合金零件的位移响应特性,并

进一步对比分析铸造铍铝合金与铝合金及铝基碳化硅三种材料的法兰在受到轴向和径向冲击时法兰的

变形量.
(１)瞬态动力学理论概述

产品在冲击环境条件下的响应分析属于瞬态动力学分析.瞬态动力学分析 (亦称时间历程分析)是

用于分析承受任意的随时间变化载荷的结构的动力学响应的一种方法,可以确定结构在瞬态载荷作用下

位移、应变、应力及力随时间变化的历程[３４].
(２)铍铝合金材料特性

铸造铍铝合金是一种用铍相强化铝相的复合材料,其综合了铍的高弹性模量 (２７６~３０３GPa)、高强

度、低密度 (１８５g/cm３),以及铝的高延展性、低温韧性和易加工性等特点,质量轻,比强度高,比刚

度高,具有良好的加工性和热稳定性[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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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模态仿真模型建立

１１　结构模型

本文研究的零件为某航天产品上常用的主承力薄壁法兰结构件,高度２０２ mm,长度最大尺寸

３３６５mm,宽度２６０mm,上表面加工平面度要求为０００５mm;结构最薄处仅为１５mm,结构外形图

如图１所示.

图１　薄壁法兰结构外形图

１２　仿真模型建立

模态分析是动力学分析中的一项基础性分析,在进行瞬态动力学分析之前应先进行法兰体的模态分

析[７].本文通过 ANSYS软件对模型进行前处理及网格划分,整体网格数量为６７９３２,如图２所示,并定

义材料属性和单元属性,施加约束条件,最后进行计算迭代求解.

图２　网格划分

模态仿真结果见表１.

表１　模态仿真参数 (固有频率)

阶数 固有频率/Hz

１ ５３１０５

２ ６０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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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数 固有频率/Hz

３ １１５７６

４ １５７９５

２　仿真验证试验

本文采用多点激励单点拾振法[８],逐点锤击激励,使用一个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响应信号.通过模态试

验,得到法兰的４阶模态参数.

２１　试验台搭建

(１)实验测试设备

本实验中所采用的试验仪器设备见表２.
(２)测点布置及参数设置

利用DASP软件的模态分析模块在整体结构上布置了３６个测点,生成如图３所示的结构模型.
(３)数据采集

在试验过程中,产品处于自由状态.通过单点激励,多点拾取振动加速度响应的方法.每次激励在

测点处激励３次取平均值,采样频率为１０２４kHz,变时基倍数取４,采样块数为１块.采样结束后,通

过DASP软件的信号分析模块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得到如图４所示的拟合结果.

图３　测点布置

表２　模态试验测试设备

仪器 型号 性能参数

力锤 MSC １ 测力范围５００N,灵敏度４pC/N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４３６７ ２０１pC/g,固有频率３９kHz

电荷电压滤波积分放大器 BZ２１０５ ８ —

数据采集分析仪 INV３０６U —

DASP数据采集及信号处理软件 V１０专业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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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模态拟合结果

２２　模态参数拟合结果

通过模态试验得出铸造铍铝合金结构件的模态参数 (固有频率)见表３.通过对比试验结果与仿真结

果,两种方式得出的模态参数结果趋势一致,计算通过仿真与试验得到４阶模态的模态参数的相对误差,
可知仿真得到的模态参数与试验得到的结构模态参数最大相对误差为１１３％,为第４阶模态,最小相对

误差为４４％,为第２阶模态,由于铸造缺陷及加工应力等情况的存在,因此随着模态阶数的增加,仿真

结果与试验结果误差增大,但误差在合理范围,因此仿真模型参数设置比较合理,与实际结果基本相符,
可以用于瞬态动力学分析的基本模型.

表３　试验模态参数 (固有频率)

阶数 固有频率/Hz 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对误差(％)

１ ５０４９７９ ５１６％

２ ５７７９９５ ４４％

３ １０４５６６３ １０７％

４ １４１９７１８ １１３％

３　瞬态动力学模型建立

基于模态叠加法进一步建立铸造铍铝合金法兰的瞬态冲击响应计算模型,分析该结构在施加不同载

荷后瞬态的位移量,本文所施加的冲击载荷为 T型冲击[９１０],载荷方向为轴向,其冲击波谱形如图５所

示.法兰下表面１４个孔进行固定轴向约束[１０],分别给模型赋予铍铝合金、铝基碳化硅材料、铝合金材

料.对薄壁法兰在１５g、２０g、５０g、１００g、５００g的冲击载荷下的位移变形量进行分析.

图５　T形冲击波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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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与分析

铸造铍铝合金与铝合金及铝基碳化硅三种材料为航空航天常用材料,三种材料在相同冲击和约束条

件下,瞬态冲击位移变形量见表４,不同冲击下铸造铍铝合金与铝合金和铝基碳化硅材料相对位移量对比

情况见表５.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同一冲击载荷作用下,采用铸造铍铝合金加工的零件比采用铝合金和铝基碳化

硅材料加工的相同零件瞬态冲击变形位移量分别平均减小了８７％和７７％.

表４　相同条件下三种材料的瞬态冲击位移变形量

冲击载荷G/g
结构变形位移量S×１０－６/mm

铸造铍铝合金 铝基碳化硅 铝合金

１５ ００１９１３９ ００８４７７ ０１５２３７

２０ ００２５５１９ ０１１３０３ ０２０３

５０ ００６５７９７ ０２８２５５ ０５０７８６

１００ ０１２５７５８ ０５６５０５ １０１５６

５００ ０６３７６４ ２８２３１ ５０７５１

表５　不同冲击下铸造铍铝合金与铝合金及铝基碳化硅材料相对位移量比较

冲击载荷 G/g
铍铝合金与铝合金相对变形位移量

ΔS铍铝－铝合金 ×１００％

铍铝合金与碳基铝合金相对变形位移量

ΔS铍铝－铝基碳化硅 ×１００％

１５ ８７％ ７７％

２０ ８７４２％ ７７４２％

５０ ８７０４％ ７６７％

１００ ８７６２％ ７７７％

５００ ８７４４％ ７７４１％

５　结　论

综上所述,在同一冲击载荷作用下,采用铸造铍铝合金加工的零件比采用铝合金和铝基碳化硅材料

加工的相同零件瞬态冲击变形位移量分别平均减小了８７％和７７％,即采用铸造铍铝合金的薄壁法兰结构

件在瞬态冲击下的变形位移量最小,因此铸造铍铝合金耐瞬态冲击特性在三种常用航天材料中具有明显

优势.

参 考 文 献

[１]　罗楚养高温复合材料在空空导弹上的应用研究 [J]．航天科学技术,２０１７ (１):１９ ２４．

[２] 王战宏铍铝合金结构材料制造研究 [J],采矿技术,２００６,６ (４):１６ １８．

[３] 傅志方振动模态分析与参数识别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

[４] 郑兆昌机械振动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０．

[５] 张秋平,等Be Al合金的机械性能 [J]．飞航导弹．

[６] ParsonageTBeryllium metalmatrixcompositesforaerospaceandcommercialapplications [J]．MaterialsScienceandTechnology,

２０００,(１６):８９５．

[７] 戴旭东多缸内燃机缸体瞬态动力学分析 [J]．内燃机学报,２００３,(３):２６７ ２８２．

[８] 邵忍平,黄欣娜机械系统动力学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 卢晓艳,薛强利用有限元动力响应分析预测复杂零件的机械振动 [J]．天津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１２．

６８８１



[１０] 凌桂龙,丁金滨,温正AnsysWorkbench１３０从入门到精通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Transientdynamicanalysisofthecast
Be AlcompositesflangeStructure

LIHe,SONGDe po,SUZe hao,SHAOQi
BeijingInstituteofRemoteSensingEquipment

　　Abstract　ThecastBe Almatrixcompositepartisakindofcompositematerialstructurewithlight
weight,highspecificstiffnessandgoodthermalstability,whichhasobviousadvantagesinreducingthe
weightoftheproductInthepaper,themodalsimulationmethodisusedtosimulateathin walledflange

partmadeofcastberyllium aluminumcompositesThe modalsimulationresultsareverifiedbythe
verticalmodalverificationtestThemaximumrelativeerrorbetweenthesimulationresultsandthetest
resultsis１１３％,whichisareasonablerangeTherefore,thesimulationresultscanbeappliedtothe
transientdynamicsanalysisofthepartOnthisbasis,thetransientresponseanalysismodelsofthecast
beryllium aluminumcomposites,aluminumalloyandaluminum basedsiliconcarbidematerialsare
establishedTheresultsshowsthatthetransientimpactdeformationdisplacementoftheflangedparts

processedbycastberyllium aluminum compositesisreducedbyabout８７％ and７７％ respectively,

comparedwiththesamepartsprocessedbyaluminum alloyandaluminum basedsiliconcarbideIn
summary,thethin walledflangestructureofcastberyllium aluminumcompositeshastheminimum
deformationdisplacementundertransientimpact,sothecastberyllium aluminumcompositeshavean
obviousadvantageinthesethreecommonlyaerospacematerialsintransientimpact

Keywords　 Cast beryllium aluminum composites; Modal analysis; Modaltest; Transient
dynamic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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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A封装器件的电装及检验技术研究

温静彦　王京伟　姜　森　汤子坡　甄红莹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针对BGA 封装器件引腿多且密,电装、检验及返修的难度大,本文讲述该封装器件的电装

全过程,主要包括器件来料检验、器件电装前处理、贴片以及电装,其中包括各个步骤的检验,最后是

BGA 封装器件返修植球的操作技巧.重点是贴片及检验操作技巧、电装及检验操作技巧和BGA 封装器件

返修植球的操作技巧.通过本文论述,达到BGA 封装器件良好焊接,无偏移、焊球粘连、气泡等不良缺

陷的目的.当出现不合格品时,可以进行器件的返修植球,降级到初样阶段的产品中使用.
关键词　BGA 封装器件;贴片;电装;检验;植球

０　引　言

随着航天工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电子产品的功能要求越来越多、对性能要求越来越强,而对体积

的要求越来越小、重量要求越来越轻.这就促使电子产品向多功能、高性能和小型化、轻型化方向发展.
为实现这一目标,适应发展要求,BGA封装技术应运而生.

BGA全称BallGridArray (焊球阵列封装),它是在器件底部制作阵列焊球作为电路的I/O端与PCB
互接,是一种表贴封装器件,如图１所示.

按封装材料的不同,BGA 元器件主要有几种:PBGA (塑料封装的 BGA)、CBGA (陶瓷封装的

BGA)、CCBGA (陶瓷柱状封装的BGA)、TBGA (载带状封装的BGA)和CSP (μBGA).

图１　PBGA 和CBGA实物图

本文主要以PBGA 和CBGA 为对象.PBGA 器件根据器件封装形式,可分为密封封装器件 (器件为

塑封灌注,无金属壳,如PBGA４８４器件)以及非密封封装器件 (器件上方有金属壳,金属壳与塑料本体

之间留有透气孔,如PBGA１１４８),对于不明确器件本体是否留有透气孔的器件,可采用 X RAY扫描器

件侧面,确认其是否有透气孔.CBGA器件一般为密封器件.

１　概述

BGA封装器件装联工艺流程如图２所示.本文讲述BGA封装器件的电装和检验过程,重点是器件的

贴片、贴片后的检验、电装、电装后的检验及器件的返修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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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BGA封装器件装联工艺流程图

２　BGA封装器件电装、检验全流程及难点解析

２１　印制板外观检查

目测或１０倍放大镜检查印制电路板外观平整,镀层均匀,无划伤、起泡、翘曲、分层等缺陷,如图

３所示.在 VS８显微镜下观察,BGA封装器件焊盘无损伤,无可见氧化现象,焊盘不可被阻焊膜覆盖.
检验时采用 VS８显微镜 (３０倍)逐排逐点检验,焊盘完好无损,未被印制板上的绿膜覆盖,光亮、

无氧化、无划伤等缺陷.

图３　印制板外观检验示意图

２２　元器件来件检查

器件外观应无损伤,特别是焊球无磕碰、变形、缺球等,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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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时用 VS８显微镜检验,芯片外壳本体处的缺损长度不超过１５mm 或深度不超过有效厚度的

２５％,重点是焊球的检验,焊球应完整,不允许有任何缺损,不能有针孔和氧化,相邻焊球之间不能有

多余物,发现任一不符合项应及时提出.
印制板及元器件外观检验是后续检验的基础,是成功焊接器件的前提,检验时应予以高度重视.

图４　元器件外观检验示意图

２３　器件本体保护 (非密封PBGA器件)

对于非密封PBGA器件,在贴片前要进行器件本体保护,检验过程分为两步:

１)检验器件四边缝隙位置是否被２２１１ ８SQ 阻焊膜完全覆盖,阻焊膜不宜过多,需保证被后涂的

GD４１４覆盖.

２)阻焊膜固化后器件四边涂 GD４１４,检验 GD４１４长度是否满足２０mm.
检验２２１１ ８SQ阻焊膜是否完全覆盖缝隙位置;另外阻焊膜不可过高,需保证硅橡胶完全覆盖先前

涂的阻焊膜,硅橡胶不能粘到器件焊球上,如图５所示.进行涂覆前后宽度对比,确认阻焊膜被硅胶覆

盖.图６中的 (a)、(b)是涂２２１１ ８SQ 阻焊膜后的正、反面合格示意图,(c)、 (d)是涂 GD４１４后的

正、反面合格示意图.

图５　阻焊膜及硅橡胶点封位置示意图

２４　印刷锡膏

PCB烘烤完后,固定到丝网印刷机上刷锡膏,要选择新锡膏.刷锡膏前要对网板进行清洁,避免有

多余物进入印制板或者焊膏中,影响焊接质量.刷完锡膏后要在 VS８下检查锡膏的情况,若有多余物及

时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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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阻焊膜及硅橡胶点封位置合格示意图

２５　焊球氧化层处理

PBGA/CBGA器件贴片前,需对焊球进行去氧化处理,始终保持焊球向下,在 W５ １２００＃的细金相

砂纸上轻轻地进行 “８”字形研磨,约５次,以去除焊球底部氧化层.研磨时要注意按压器件时的力不宜

过大,要均匀作用在器件上,避免研磨时出现一边轻一边重的情况.

用异丙醇溶液清洗焊球,对于非密封器件,清洗时应先将器件焊球朝下,放置在蘸异丙醇溶液的无

尘纸上蘸一蘸,去除金属粉末.然后用毛刷蘸异丙醇溶液清洁球列,清洁过程中保持器件焊球朝下,防

止异丙醇溶剂浸入到本体中.清洗后对器件进行烘干或自然晾干.

完成上述操作后,用 VS８自检互检,检查所有焊球表面均存在光亮部分 (小平面).

此步检验与２２元器件来件检查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之处.两步都是对芯片的外观检验,而２２主要是

器件外观的完好性检验,而此步是在前面检验的基础上对重点检验焊球的氧化层的去除,检查是否光亮.

２６　贴片

如印制板为刚挠连接板,需根据印制板尺寸设计辅助固定工装,待焊膏印刷完成后,将印制板固定

在工装上,保证贴片及焊接过程中印制板的平面度.

采用Sumit１８００返修工作站进行贴片.贴片主要保证器件贴片后的精度要求,为保证器件自校正效

果,利用光学检测系统保证器件引脚与焊盘贴装后在X、Y 方向上的最大允许偏差小于２５％.贴片时的

技巧如下.

１)器件放在载物台上,要器件中心与载物台中心对应且与载物台四边平行.

２)设置器件参数是一定要设置准确,以免影响贴片.

３)器件对中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节器件的高度和光线强弱.

４)器件对中时,要先用器件的两边与丝印的两边对齐以校正角度.

５)裂变时最好选择倍率为１,裂变后的四角都能在视野内.裂变后可以选择合适的倍率来进行确认

器件引腿是否对正.

PBGA/CBGA器件贴片均完成后,将PCB从返修台上小心水平取下,放在ERSAscope２下进行贴片

后的检查,如对中偏移量超过允许值 (X、Y 方向上的最大允许偏差小于焊盘直径的２５％),则允许手动

微微调整,直到满足对中要求.贴片后进行自检互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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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贴片检验

贴片后进行检验时一定要轻拿轻放,此时芯片粘在焊膏上,过大地晃动会使芯片发生位移,从而影

响后续的焊接.检验内容分为以下两方面.

１)器件外观检测,判断器件贴片方向正确.

２)采用ERSASCOPE２侧向光学检测系统观察X、Y 方向外围焊球,焊球与焊盘一一对应,焊球无

偏斜、无损伤,X 和Y 方向四面焊球与焊盘的中心相对位置偏差小于焊盘直径的２５％.
检验的难点是第２)项,包括检验焊球有无粘连、对位是否准确、是否有多余物.
项目一:焊球有无粘连检查

调节ERSASCOPE２侧向光学检测系统的光源与聚焦,检验光源是否能从器件一边通透到另一边,将

芯片调转９０度,重复上述操作,此步检验贴片后的焊锡有无粘连.
项目二:焊球对位检查

调节ERSASCOPE２侧向光学检测系统的光源,聚焦到边缘每个焊球上,检验器件相对于焊盘、焊锡

膏的偏移量不超过焊盘直径的２５％,因回流焊时焊锡膏的表面张力作用会对器件进行自校正,所以允许

焊球一定量的偏移.芯片的四边均需进行此步检验,边缘焊球对位准确即可确认整个芯片的所有焊球对

位准确.
项目三:多余物检查

调节ERSASCOPE２侧向光学检测系统的光源,聚焦在芯片每排、每列,检查是否有多余物,此步如

发现多余物时,清理的风险较大,极有可能在清理过程中造成焊锡膏的粘连,所以贴片时的多余物重点

在操作时的控制,检验时发现多余物时应与工艺人员讨论、分析,焊接后不影响后续清理或不会造成焊

锡球的粘连的情况可酌情不予以处理,否则应进行返工.
图７ (a)为贴片后的合格图例,图７ (b)为贴片后的焊球偏移的图例.

图７　贴片后的图例

２８　焊接

在印制板转运过程中要轻拿轻放,不要有震动,以免影响贴片效果.焊接时,放在支架上时一定要

确保印制板的平面度,不可以有角度.

２９　电装后的检验

电装后的检验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检验元器件安装位置及安装方向正确,外观良好.

２)采用ERSASCOPE２三维光学检测系统检查最外排焊点情况,器件端焊盘和PCB焊盘均与焊球有

足量焊料连接,焊球无偏斜,且外侧焊点光滑亮泽、无桥连,焊球间隙无可见多余物,外侧焊球与焊盘

的中心偏移量不超过焊盘直径的１５％,检查印制板板面,焊点间无多余物情况.

３)底部焊料填充情况需要用X ray确认,所有焊球均与底部焊盘完好连接,无分离、无漏焊;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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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焊盘的中心偏移量不超过焊盘直径的１５％;气孔总面积小于焊球总面积的２５％.
检验的难点是第２)、３)项,包括ERSASCOPE２三维光学检测系统检验和X ray检验两大项.
项目一:ERSASCOPE２三维光学检测系统检查

检验方法及内容见图７所述,此外增加锡球焊接质量的检验.焊点应光滑、润湿良好,无拉尖、针孔

等缺陷.如图８所示为合格焊点图例.此步发现的多余物应使用异丙醇溶液清洗.对于锡珠类金属多余

物,直径大于０１mm 的锡珠视为不可接受金属多余物,必须进行去除;直径小于００３mm 的锡珠视为

可接受金属多余物,不必去除.直径为００３mm 到０１mm 之间的锡珠,同一个元器件引脚周围锡珠总

数不能超过１０个.焊接后焊球之间存有多余物时,如图９所示,应返回操作者清洗.

图８　焊接后合格焊点图例

图９　焊接后有多余物的图例

项目二:X ray检验

X ray垂直透照BGA本体,检查下方不可见焊锡球间有无金属多余物、有无粘连缺陷、焊球与焊盘

的中心偏移量有无超过焊盘直径的１５％.如有锡珠类金属多余物,直径大于０１mm 的锡珠视为不可接

受金属多余物,必须进行去除,如图１０中 (a)所示.直径小于００３mm 的锡珠视为可接收金属多余物,
不必去除.直径为００３mm 到０１mm 之间的锡珠,同一个元器件引脚周围锡珠总数不能超过１０个.检

查过程若发现粘连的情况,如图１０中 (b)所示时,应返回操作者返工.如有焊球与焊盘的中心偏移量超

过焊盘直径的１５％的,应返回操作者返工.

X ray４５℃透照BGA 本体,检查所有焊球与底部焊盘是否连接完好,有无分离、漏焊等情况,如

图１１所示.检查焊锡球气孔总面积是否小于焊球总面积的２５％,如图１２所示.

PBGA/CBGA检验合格后,由电装人员用３M 防静电胶带将 PBGA/CBGA 器件四周密闭,对于非密

封PBGA器件,硅橡胶保护的部位放置１~２层无尘纸进行隔离,防止后期去除胶带时将保护用硅橡胶去

除.此胶带要待单板调试完成,固封环节清洗后,PBGA/CBGA 器件涂覆之前再拆除以避免后道电装和

清洗过程中多余物引入焊球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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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 ray检查有多余物图例　　　　 (b)X ray检查有粘连图例

图１０　X ray检查有多余物及粘连图例

图１１　焊球与底部焊盘连接完好图例

　　　 (a)合格图例　　　　　　　　 (b)焊锡球气孔面积大于２５％图例

图１２　焊锡球气孔面积图例

３　BGA的返修植球

当电装后的检验过程中发现不合格项目时,需要对BGA 器件返修,该步操作的难点在于BGA 引腿

多而且密集,在返修过程中难度极大.目前对淘汰后的器件经过植球后可以用于初样产品,操作流程如

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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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BGA器件返修植球流程图

３１　准备

３１１　去锡
如图１４所示,先用烙铁逐个将PBGA本体焊盘上的锡去除,去除时要保证焊盘不受损伤,必要时可

采用吸锡绳去除.

图１４　去锡后示意图

３１２　检查焊盘
去除后,要用 VS８进行检查,首先要检查器件本体、整体焊盘的平整度,高度差要保持在００５mm

范围之内.可以用游标卡尺测量其高度,尽量保持焊锡不拉尖.

３１３　清洗
清洗时先用硬度适中的毛刷进行清洗,力度不宜过大,避免损伤焊盘.清洗干净后放入５０℃烘箱烘

干待用.

３１４　检查焊盘
烘干后,要用 VS８进行检查,首先要检查器件本体、整体焊盘的平整度及完整性,高度差要保持在

００５mm 范围之内.其次要检查焊盘是否清洗干净以及焊盘周围是否有锡球,检查器件本体无其他多

余物.

３２　安装工装

安装工装时要注意器件的高度,器件与网板之间应紧密贴合,当器件高度不足时,需要把器件垫起

来,如图１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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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安装工装示意图

３３　校正网板

将小网板放在器件正上方,此时需要注意,将器件垫起来高度约为锡球高度的三分之二,校正网板

使它与器件焊盘对应,对正之后用手轻轻压住网板,不要使之移动.用放大镜观察网板与焊盘是否对正.
将一块网板对正之后,再将另一块网板对正,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　校正网板示意图

３４　刷锡膏

刷锡膏时,用一只手轻轻压住网板,另一只手拿着小刮刀,沿一个方向力度适中,一次性刮好.刷

锡膏时网板不要晃动,避免锡膏粘连,如图１７所示.

３５　植球及脱模

植球时要注意将小网板垫起,高度约为锡球高度的三分之二,此时需要另一个人从旁协助.一个人

轻轻压住网板,另一个人慢慢地将适量锡球撒入网板上,撒完后,用双手握住整个工装,轻轻左右晃动,
使每个焊球都流到网板孔中,然后将剩余的锡球沿导流口倒入容器中,再将底座轻轻压下使之与网板分

离,下降到锡球高度时停止下降,将没有顺利漏到器件上的锡球用小毛刷轻轻刷下,使锡球落到器件的

锡膏上.此时再将底座全部按下,取走网板,如图１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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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刷锡膏示意图

　 (a)　　　　　　　　　　　 (b)　　　　　　　　　　　　　 (c)　　　　　　　　　　　　 (d)

图１８　植球与脱模示意图

３６　拾取器件

稍微松开紧固工装螺钉,用两把弯勾的防静电镊子,深入器件底部,轻轻托起器件,放在防静电盒

中,如图１９所示.

图１９　拾取器件示意图

３７　检查植球情况

使用 VS８检查植好球的器件,用镊子或者针头将其中的多余物去除,以免影响焊接,如果发现焊球

不正,可以用针头轻轻拨正,若焊球偏离小于焊盘１５％,可不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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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焊接及清洗

打开返修工作站,选取焊BGA的曲线,将器件放在废印制板上,调试机器,开始焊接.在焊接结束

后,让器件在印制板上冷却几分钟,待焊球完全冷却后,再将器件取下,用 VS８进行观察,焊球良好,
焊接成功,如图２０所示.软毛刷蘸异丙醇清洗器件,清洗时要注意力度,避免损伤焊球.

图２０　焊接焊球后示意图

３９　植球效果验证

植球后的BGA器件经过工艺实验,焊点情况良好,BGA植球技术能够应用.

４　结束语

本文主要讲述BGA器件的电装及检验全过程,以器件表贴及焊接两方面为重点,论述电装及检验中

的难点及发放改进.在砂纸上进行 “８”字形研磨的焊球氧化层处理方法,贴片操作时的五条注意事项,

借助ERSASCOPE２侧向光学检测系统检验贴片后的焊球间有无粘连和多余物、器件对位是否有偏移.焊

接后的检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使用ERSASCOPE２侧向光学检测系统检验,参考贴片后的检验方法和

内容,此外还需检验焊球的焊接质量;另一方面是使用 X ray的检验,可检验每个焊锡球的锡量、有无

气泡和多余物,是检验的最后一道保障.BGA引腿多而且密集,在植球返修过程中难度较大.本文详细

介绍了植球返修的整个过程,从准备工作、校正网板、刷锡膏、植球与脱模、拾取器件、焊接和清洗等

方面讲述技巧和注意事项,解决了BGA封装器件电装、检验全过程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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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electricassemblyandinspection
technologyofBGApackagedevices

WENJing yan,WANGJing wei,JIANGSen,TANGZi po,ZHEN Hong ying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ThispaperdescribesthewholeprocessoftheBGApackage,whichisdifficulttotestand
repairduetothemanyanddenseleadlegsofthepackageMainlyincludingdeviceincoming material
inspection,deviceelectricalinstallationpre treatment,patch,electricalinstallation,includingthe
inspectionofeachstep,andfinallytheoperationskillsofBGApackagedevicereworkingtheplanting
ballEmphasisisplacedonpatchandinspectionoperationskills,electricequipmentandinspection
operationskills,BGApackagedevicereworkplantingballoperationskillsThroughthediscussioninthis

paper,thepurposeofgoodweldingofBGA packagedevice,nodeviation,adhesionofweldingball,

bubbleandsoonisachievedWhenthereisadefectiveproduct,thedevicecanbereworkedandplanted
ball,degradedtotheinitialsamplestageoftheproductused

Keywords　BGApackagingdevice;Patch;Denso;Inspection;Planting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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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９铝合金的环轧过程模拟

汤君杰１,２　闫崇京１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２首都航天机械公司

摘　要　本文通过 Abaqus软件对２２１９铝合金的环件轧制过程进行了仿真模拟和参数优化,为２２１９
铝合金环件轧制工艺参数的选取提供了依据.主要研究为:利用 Abaqus有限元软件对２２１９铝合金的环

件轧制过程进行了有限元模型设计,通过对不同工艺条件下的２２１９铝合金环件轧制过程进行模拟分,分

析研究了不同工艺参数下环件轧制中环件输出场的分布情况,通过结果对比分析得出工艺参数优化结果.
关键词　２２１９铝合金;环件轧制;有限元模拟;工艺参数

０　绪　论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对零件可靠性、一致性和经济型的要求越来越高,新一代运载火箭对大

直径、高精度、高强韧性的高性能环件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基于环件径轴向轧制的先进塑性加工技术,
因此了解影响轧环性能的工艺参数对进一步提升整体环的综合性能、指导设计人员合理使用具有重要的

意义[１２].

国内有关学者针对环件径轴向轧制技术已开展了如工艺研究技术、变形规律等研究工作.徐坤和、
张文学等对大规格２２１９铝合金圆铸锭的关于坯料性能方面的研究;阳代军、张曼曼等关于坯料尺寸及加

热温度等前期准备的研究;潘剡、钱东升等对钢材料的轧制成形仿真模拟等都有了显著成效[３６].

本文对铝环轧制过程中由于工艺参数选取不当产生凹坑或折叠等工艺问题,通过分析环轧过程中金

属材料的变形特征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工艺参数对环件成形质量的影响规律.

１　２２１９铝合金环件轧制的有限元模拟

１１　环件轧制的几何模型及接触定义

已知环件冷态工艺尺寸为ϕ３４００mm ×ϕ３１８０mm×２６０mm,根据体积不变原则初选环件毛坯尺

寸为ϕ１６００mm×ϕ１２００mm×３３６mm.各轧辊的几何参数为:驱动辊ϕ１２００mm×５００mm,芯棍

ϕ４００mm×５００mm,导向辊ϕ６００mm×５００mm 和锥辊１５００mm×３５°.根据环件轧制原理可将各模型

装配,如图１所示.其中,驱动辊与环件外径表面相切,芯辊和导向辊与环件内径表面相切,导向辊与环

件的位置角初定为６０°,上锥辊与环件上表面相切.

图１　环件轧制的装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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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件轧制过程包括环件与各轧辊的接触以及环件与空气的接触,其中定义环件与驱动辊和芯辊、导向

辊、锥辊的摩擦系数分别为０９、０３和０１,环件的膜层散热系数为２０,辐射率为０７,环境温度为２０℃.

１２　２２１９铝合金的材料模型

环件轧制过程是一个热力耦合模型,导入２２１９铝合金随温度变化的性能参数.通过２２１９材料的化学

成分对其进行热力学模拟的软件,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得材料随温度变化的性能参数,通过JmatPro软件

对２２１９铝合金进行模拟,得到不同温度下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２１９铝合金在不同温度下的应力应变曲线

１３　分析场、场变量输出及网格划分

选择八结点热耦合六面体单元类型 (C３D８T)对环件进行网格划分,网格全局尺寸取４０mm,得到

环件的网格模型,如图３所示,其中网格单元总数为２６３２,结点总数为３８４０.

图３　环件的网格模型

１４　边界条件和导向辊的运动规律

依据前人对环扎过程进行的详细理论分析和公式推导[７８],取环件的初始壁厚为b,外径为D ,内径

为d ,高度为h ,其实时的壁厚为bt ,外径为Dt ,内径为dt ,高度为ht .
(１)根据壁厚与环件外径和内径的关系,可以得到环件的实时外径和内径

Dt＝
B０h０(D０＋d０)

２Btht
＋Bt (１)

dt＝
B０h０(D０＋d０)

２Btht
－Bt (２)

(２)假定环轧过程中,导向辊与环件的位置角始终为６０°,根据几何关系可以得到导向辊实时的中心

坐标

x＝
３
４

(Dt＋D导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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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１
４Dt＋

１
２D０＋

D导

４
(４)

１５　２２１９铝合金的等效应场及变化规律

环件轧制过程中,环件在各轧辊的挤压作用下不断发生塑性变形.图４为轧制过程中２个时刻的环件

等效应变场分布云图,可以看出,随着轧制的进行,环件的等效塑性应变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轧制结束

时环件单元的最高等效应变达到了３６７,最低为０９.

图４　不同轧制时刻环件的等效应变场

图５为追踪点的等效应变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知,各追踪点０时刻的等效应变均为０,轧制结束时

的等效应变分别为７９、２３、２０、７５、２４、１９,各追踪点的等效应变随轧制的进行而不断增加,直

到环件轧制结束,这是因为这６个追踪点每经过轧辊间隙一次,其所在区域都会发生塑性变形.从轴向上

看,环件由上端面至对称面等效应变由大变小,这是因为环件上端面的２个追踪点 (结点３１３４、３２７８)
由于同时受到径向和轴向的挤压,使得其等效应变比其他４个追踪点 (结点１５９８、１７４２、６２、２０６)的等

效应变较大;从径向上看,环件外径表面的结点３１３４、１５９８、６２的等效应变分别比内径表面的结点

３２７８、１７４２、２０６的等效应变大,这是因为环件外径表面相比于内径表面速度大,变形大.

图５　追踪点的等效应变的变化曲线

２　工艺参数对２２１９铝合金环件轧制过程的等效应变场的影响

选取驱动辊转速w１＝２５rad/s,芯辊进给速度v１＝０５mm/s,锥辊进给速度v２＝０２mm/s,芯辊

直径d１＝４００mm,分别改变其一参数,分析其环件输出场的分布情况.

２１　驱动辊转速对环件等效应变场的影响

选取驱动辊转速w１ 分别为２０rad/s、２５rad/s、２８rad/s时,对其环件输出场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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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果对比选择出合适恰当的驱动辊转速.
图６为不同驱动辊转速下轧制结束时的环件等效塑性应变场的分布情况,w１ 为２５rad/s时的等效塑

性应变场,见图４,从图中可知:当驱动辊转速w１ 为２０rad/s时,轧制结束时环件单元的等效塑性应变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２０６７和０９;当驱动辊转速w１ 为２５rad/s时,轧制结束时环件单元的等效塑

性应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３６７和０９;当驱动辊转速w１ 为２８rad/s时,轧制结束时环件单元的

等效塑性应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１７１和０８.

图６　不同驱动辊转速时的环件等效应变场

图７为不同驱动辊转速下追踪点的等效应变的变化曲线,w１ 为２５rad/s时的等效应变曲线,见图５,
从图中可知:当驱动辊转速w１ 分别为２０rad/s、２５rad/s、２８rad/s时,追踪点的等效应变变化情况

基本一致,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环件上端面２个追踪点 (结点３１３４、３２７８)的等效塑性应变相比于下

方４个追踪点 (结点１５９８、１７４２、６２、２０６)的等效塑性应变均较大,轧制结束时,结点３１３４的等效塑

性应变分别为１１３、７９、５８.

图７　不同驱动辊转速追踪点等效应变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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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w１＝２０~３０rad/s范围内,环件等效塑性应变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均随着轧制的

进行呈上升趋势;且随着驱动辊转速的增加,环件的等效塑性应变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在各轧辊进

给速度不变时,驱动辊转速的增加会使轧辊的每转进给量减小,使得环件的变形分布更均匀,等效塑性

应变下降,驱动辊转速为２８rad/s时,环件整体和追踪点的等效塑性应变最小.

２２　芯辊进给速度对环件等效应变场的影响

当芯辊进给速度v１ 分别为０４５mm/s、０５０mm/s、０６０mm/s时,对其环件输出场的分布规律进

行分析,通过对比选择出合适恰当的芯辊进给速度v１.
图８为不同芯辊进给速度下轧制结束时的环件等效塑性应变场的分布情况,芯辊进给速度v１ 为

０５０mm/s时的等效塑性应变场,见图４,从图中可知:当芯辊进给速度v１ 为０４５mm/s时,环件单元

的等效塑性应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４４５和０;当芯辊进给速度v１ 为０５０mm/s时,环件单元的等

效塑性应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３６７和０９;当芯辊进给速度v１ 为０６０mm/s时,环件单元的等效

塑性应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４０２和０;当芯辊进给速度v１ 为０５０mm/s时,环件的整体塑性

最低.

图８　不同芯辊进给速度环件的等效塑性应变场

图９为不同芯辊进给速度下追踪点的等效塑性应变的变化曲线,芯辊进给速度v１ 为０５０mm/s时的

等效塑性应变曲线,见图５,从图中可知当芯辊进给速度v１ 分别为０４５mm/s、０５０mm/s、０６０mm/s
时,追踪点的等效塑性应变变化情况基本一致,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环件上端面２个追踪点 (结点

３１３４、３２７８)相比于下方４个追踪点 (结点１５９８、１７４２、６２、２０６)等效塑性应变变化均较大,轧制结束

时,结点３１３４的等效塑性应变分别为１０１、７９、９３.芯辊进给速度v１ 为０５０mm/s时,追踪点的等

效塑性应变最小.
综上所述,在v１＝０４５~０６０mm/s范围内,环件等效应变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呈上升趋势;随

着芯辊进给速度v１ 的增加,环件的等效塑性应变越小.

２３　芯辊直径对环件等效应变场的影响

当芯辊直径d１ 分别为３００mm、４００mm、６００mm 时,对其环件输出场的分布规律进行分析,通过

对比选择出合适恰当的芯辊直径d１.
图１０为不同芯辊直径下环件轧制结束时的环件等效塑性应变场的分布情况,芯辊直径d１ 为

４００mm 时的等效塑性应变场见图４,从图中可知:当芯辊直径d１ 为３００mm时,环件产生应力集中的

现象,环件单元的等效塑性应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２４００和０８;当芯辊直径d１ 为４００mm时,
环件单元的等效塑性应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３６７和０９;当芯辊直径d１ 为６００mm时,环件单

元的等效塑性应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５３３和０;当芯辊直径d１ 为４００mm时,环件的整体等效

塑性应变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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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不同芯辊进给速度追踪点等效应变的变化曲线

图１０　不同芯辊直径的环件等效塑性应变场

图１１为不同芯辊直径下追踪点的等效应变的变化曲线,芯辊直径d１ 为４００mm 时的等效应变曲线,
见图５,从图中可知:当芯辊直径d１ 分别为３００mm、４００mm、６００mm 时,追踪点的等效应变变化情况

基本一致,其中环件上端面２个追踪点 (结点３１３４、３２７８)相比于下方４个追踪点 (结点１５９８、１７４２、

６２、２０６)等效应变变化均较大,轧制结束时,结点３１３４的等效应变分别为９２、７９、９３.
综上所述,不同芯辊直径下,环件等效应变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呈上升趋势;芯辊直径 d１为

４００mm 时,环件整体的等效塑性应变和追踪点的等效塑性应变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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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不同芯辊直径追踪点等效应变的变化曲线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 Abaqus软件对２２１９铝合金的环件轧制过程进行了仿真模拟和参数优化,主要分析研究结

果为:

１)驱动辊转速取w１＝２８rad/s.

２)芯辊进给速度取v１＝０５０mm/s.

３)芯辊直径取d１＝４００mm,轧制环件的等效塑性应变最小,质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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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thispaper,therollingprocessof２２１９aluminumalloyringpartswassimulatedandthe

parameterswereoptimizedby Abaqussoftware,whichprovidedthebasisforselectingtheprocess

parametersof２２１９aluminumalloyringrollingThemainreseachisasfollows:Thefiniteelemen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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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瓣零件三维化铣样板数字化制造技术

熊泽鹏１,２　孙锐锋１　鲍益东１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

摘　要　目前,运载火箭贮箱瓜瓣化铣样板的制作过程,还未完全实现数字化,样板上开孔等部分

加工过程仍靠人工操作.本文主要论述如何通过 CAD 建模软件和 Dynaform 有限元仿真,达到瓜瓣复杂

三维化铣样板数字化制造的目标,提高复杂三维化铣样板的生产,实现运载火箭瓜瓣零件制造能力的提

升.以某运载火箭贮箱瓜瓣化铣样板的研制为契机,本文阐述了技术人员利用 Dynaform 软件计算出瓜瓣

化铣样板在板料上的修边线,再借助数控车床对板料进行数字化切割,从而实现瓜瓣复杂三维化铣样板

数字化制造的方法.

关键词　化铣样板;有限元仿真;拉形;修边线

０　引　言

当前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应用已经广泛涉及各行各业,同样也给航天制造技术带来深刻的变革,引领

航天制造技术飞速发展.但受诸多因素影响,钣金件制造的数字化发展相对滞后,传统的 “机械作业 ＋
手工敲打”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一代运载火箭对结构外形的高要求.另外,随着航天企业的不断发展,

先进数字化制造设备,像五坐标数控钣金轮廓铣铣切、数控龙门激光刻型机及其柔性托架设备的引用和

应用,也大大提升了钣金零件数字化制造能力.以化铣样板类零件作为数字化钣金件制造发展的突破口,
通过数字化仿真模拟,实现瓜瓣化铣样板精确制造技术,满足型号发展需求.

１　现状概述

近年来,数字化制造技术快速发展,智能制造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数控机床铣切零件,但对于大型蒙

皮类零件和复杂的双曲度零件的加工,用化学铣切方法可以达到保证强度、减轻重量的目的,是优于机

床铣切的加工方法[１].传统化铣工艺方法虽然能够满足目前大部分工业生产的需求,但其加工方式相对落

后,其中一些关键的工艺流程是由工人手工加工,比如数据的平移和化铣样板的加工,不仅工作量大、

生产效率低,而且最重要的是导致误差累计的加大,难以保证样板的精度.同时,产品生产周期很长,
导致样板的返修比例大,还会导致零件的报废.

目前化铣样板设计制造的难点有以下几点:
(１)零件定位孔的协调问题

化铣样板与零件的定位问题是设计复杂化铣样板时需要考虑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复杂双曲度样板曲

度大,所以在采用定位孔协调的时候会出现错位现象,影响工件的化铣质量[２].
(２)内形面化铣困难

有时需要化铣有些复杂零件的内形面,所谓内形面是指化铣区域与工装贴合的部分.由于化铣样板

使用位置与工装处在零件的同一侧,因此要保证化铣样板、工装和零件的协调难以保证[３].

双曲度零件平面展开困难.将双曲度化铣样板展开为二维平面时变形很大,计算难度大,对于先钣

金成形后化铣的零件,需要在成形的板料上确定化铣形状和尺寸,提前补偿,如果曲面展开后变形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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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化铣的精度[４].

２　技术方案

通过对拉形、冲压等工艺过程进行有限元仿真,模拟加工过程,通过分析仿真结果,优化模型数据

和工艺参数;利用CAE软件仿真,可以预测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拉裂、起皱等缺陷.
使用Catia软件建立拉形模具的三维模型并导入 Dynaform 软件中,利用 Dynaform 有限元软件对瓜

瓣化铣样板的拉形过程进行仿真,并对成形后的样板进行回弹分析,将设计样板与回弹后的样板相贴合

计算出修边线的轨迹,再根据修边线的预示结果编写数控程序,从成形样板上切割出标准的化铣样板,
去除余料.

３　化铣样板拉形仿真分析

３１　化铣样板拉形仿真结果分析

如图１为化铣样板拉形的厚度分布云图.浅色为轻微正常部分,深色为正常部分.为了避免破裂的产

生,需要加大模具左右两侧的圆角半径.其次,还需要对样板的拉形轨迹进行优化.

图１　板料厚度分布云图

３２　板料的回弹量分析

回弹是钣金成形工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零件的回弹不仅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形状和尺寸精度,而且

还会导致后续发生质量问题和装配问题,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近年来有限元仿真技术快速发展,已经

成为计算回弹的重要方法.该技术手段减小了回弹的影响,大大缩短了模具设计和钣金件的开发周期,
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材料利用率,同时大大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利用 Dynaform 软件计算拉形后

的样板的回弹量是十分必要的[５].
基于有限元的回弹仿真计算方法,分为有模法和无模法.无模法是指在板料成形结束时,在去除模

具的同时对板料施加接触反力,不断减小接触力直到接触力为零;有模法是在板料成形结束时,让模具

沿着与成形方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直到模具与板料完全脱离,接触力为零为止.有模法虽然模拟精度高,
但需要较长的计算时间.Dynaform 仿真软件回弹分析采用的方法是无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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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化铣样板修边线预示

４１　一步逆成形法

一步逆成形的基本原理为:以产品的最终构形为基础,将它作为变形完成时刻工件的中间层,通过

有限元方法计算得出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下工件中各个节点在初始板料中的相对位置,根据初始板料和工

件中节点的位置关系可得到工件成形过程中的应变,应力和厚度的分布如图２所示.

图２　应力的厚度的分布

一步逆成形有限元方法的建立要满足以下假设:

１)材料满足弹塑性大变形,且体积不可压缩.

２)变形过程以塑性形变理论为基础.

３)模具提供法向压力和径向摩擦力.

４２　瓜瓣样板修边线预示

由于瓜瓣样板为复杂的三维曲面,要想在成形的毛坯上切割出标准的瓜瓣样板十分困难,因此可以

借助Dynaform 软件求解出瓜瓣标准样板在成形样板上的修边线.根据修边线,利用先进的数控切割技术

可以精确的切割出标准的瓜瓣样板.
打开Dynaform 软件,导入回弹后的板料文件 (dynain文件格式),首先对模具进行修剪,减少网格

便于计算,如图３所示.导入瓜瓣样板的三维模型,调整模具与瓜瓣样板的相对位置,并对瓜瓣样板进行

网格划分,网格间隙为１５mm,检查和修正网格质量,如图４所示.

图３　模具网格

　　　
图４　模具与瓜瓣样板相对位置

在瓜瓣样板的开口处选择一节点添加约束,如图 ５ 所示,定义为铰链约束,然后在高级设置

(Advanced)中勾选特征线 (FeatureLine),保存提交求解计算.经过１０min的计算,Dynaform 得到坯

料展开轮廓线并添加到零件层中,如图６所示.Outline是展到拉延面的修边线,Surfbdln是带有原始翻

边面边界线的修边线.
图７为本文方法得到的修边线 (模拟值)和实际瓜瓣样板修边线的误差比较,截面线起点从瓜瓣左下

角节点开始,与水平方向夹角３０°,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模拟得到的修边线误差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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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铰链约束

图６　生成的修边线

图７　修边线比较

４３　实验验证

将生成的修边线轨迹编写成数控程序导入到数控机床中,在板料模具上切割出瓜瓣样板的拉形原料,
对其拉伸成型后得到试验件样板.利用该试验样板进行化铣保护胶刻型后得到的试验件,如图８,精度满

足使用要求,改善后的样板制作方法既保证了产品质量又提高生产效率.

图８　试验样板刻型试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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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本文针对化铣样板设计借助CAD建模和Dynaform 有限元仿真实现瓜瓣复杂三维化铣样板数字化设

计方法,优化了传统样板制造工艺,保证了复杂三维化铣样板的精确制造.通过将有限元仿真分析和数

字化制造相结合的方式,对化铣样板设计流程进行改进,大大缩短了化铣样板的设计周期,降低了化铣

样板的生产成本.随着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化铣样板的多元性、复杂性不断提高,新型材料不断被开

发和应用,新型结构在不断涌现,同时,现有的化铣样板的制造周期和质量要求已无法满足工业制造的

产品需求,化铣样板制造面临着多种多样的新挑战、新突破,以数字化为核心不断发展钣金件制造技术

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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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manufacturingtechnologyof３D
chemicalmillingtemplateformelonpetalparts

XIONGZe peng１,２,SUNRui feng１,BAOYi dong１

１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２TianjinAerospacelongmarchrocketManufacturingCo,Ltd．

　　Abstract　Atpresent,theproductionprocessofthemelonflapmillingmodelforthecarrierrocket
storagetankhasnotbeenfullydigitized,andsomeprocessingprocesses,suchastheopeningofthe
model,arestill manuallyoperatedThispaper mainlydiscusseshow toachievethegoalofdigital
manufacturingofthecomplexthree dimensionalmilling modelofmelonflapthroughCAD modeling
softwareand Dynaform finiteelementsimulation,improvetheproduction ofthecomplexthree
dimensionalmillingmodelofmelonflap,andrealizetheimprovementofthemanufacturingcapacityofthe
melonflappartsofcarrierrocketTakingthedevelopmentofmelonflaptemplateforacertaintypeof
launchvehicletankasanopportunity,thispaperdescribesthemethodthatthetechniciansuseDynaform
softwaretocalculatethetrimminglineofthemelonflapmillingpatternonthesheetmaterial,andthen
usenumericalcontrollathetodigitizethesheetmaterial,soastorealizethedigitalmanufacturingmethod
ofthemelonflapcomplexthree dimensionalmillingpattern

Keywords　Millingprototype;Finiteelementsimulation;Drawing;Trim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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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焦点CT应用于BGA缺陷检测的研究

王京伟　严贵生　宗建新　张　毅　赵立伟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BGA 是一种高密度表面封装元器件,其引脚以球形焊点按阵列形式分布在封装下面,焊接

后焊点被本体遮挡,因此存在检测难度高、缺陷难以发现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以BGA 封装器件为研

究对象,焊接后经过无损检测成像,再经计算机断层扫描,获取一系列２D 影像,由计算机重组合成３D
影像,运用软件分析,从各个截面、各个角度检测查看更多内部细节结构,从而对焊点缺陷做出更精确

地判断.本文介绍了对BGA 器件实施 X 射线、CT 无损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研究比较,结果表明 CT
检测更加形象、准确地显示出缺陷的现象,并通过金相分析,验证了CT无损检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关键词　微焦点CT;无损检测;气泡;裂纹

０　引　言

BGA封装,即球栅阵列,如图１所示,它是一种高密度表面封装技术,其特点是芯片引脚以球形焊

点按阵列形式分布在封装下面,具有封装面积小、引脚数量多、可靠性高等优点,但由于球形焊点隐藏

在封装下面,所以同时存在检测难度高、缺陷难以发现的问题.BGA 常见的缺陷有气泡、桥连、锡珠、
裂纹、虚焊等.常用的检测手段分为破坏性检测和非破坏性检测.

１)破坏性检测主要为金相切片配合显微镜观察,它可以精确研究金属内部组织和缺陷形态,但直接

造成产品报废.

２)非破坏性检测主要分为外观检测、射线检测和CT检测.
其一,外观检测可借用隐藏焊点检测仪、内窥镜等,对焊点的外观进行检查,但不能查看焊点内部

缺陷.
其二,射线检测对于桥连、锡珠等缺陷的检测效果比较显著,对于焊点裂纹、虚焊、气泡缺陷的检

测却很难做到精确识别.
其三,CT检测可以对常见缺陷的外观、形态进行精确分析,但不能对金相组织进行分析.
综上,对于航天产品不能轻易报废且需要在精确判断分析的前提下,采用 CT 检测是最佳的检测

方法.

图１　BGA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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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CT检测原理

CT检测原理,如图２所示,即计算机断层扫描,是用 X射线束对被检物某一厚度的层面进行扫描,
由探测器接收透过该层面的X射线,转变为可见光后,由光电转换器变为电信号,再由 A/D 转换器转为

数字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最终由计算机断层重建,生成被检部位的三维图像,对三维图像从各个

截面、各个角度检测查看可获得更多内部细节信息,从而更加精确地对缺陷做出判断.

图２　检测原理

２　试验过程及分析

对BGA常见缺陷如裂纹、气泡、虚焊分别进行 X射线、CT 检测,通过对比体现 CT 检测的优势,
再通过金相剖切验证CT检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焊点裂纹是指焊球与焊盘之间存在部分开裂的一种缺陷,通常是由结构缺陷或焊接缺陷在相关试验

后所造成.这种缺陷不会直接导致产品失效,但微裂纹在相关试验下会有延伸、扩展的风险,是不允许

出现的一种缺陷.
焊点气泡是指被焊料包裹在焊点内部的气体产生的一种缺陷,通常是由助焊剂等有机成分未能有效

排出造成.这种缺陷不会直接导致产品失效,但相邻多个小气泡在试验后容易造成裂纹缺陷.
焊点虚焊是指焊接后球体与焊盘之间未形成有效的电气连接,通常是由焊球氧化、焊膏量不足等情

况造成.这种缺陷会直接导致产品失效,是不允许出现的一种缺陷.

２１　实验流程

１)对存在的缺陷进行标记,裂纹问题为编号１＃,气泡问题为编号２＃,虚焊问题为编号３＃.

２)通过微焦点X射线对试验器件进行检查,分析缺陷特征.

３)通过微焦点CT对标记部位进行扫描,分析缺陷的详细特征.

４)通过金相抛切,验证CT检测结果的正确性.

２２　X射线检测

(１)裂纹检测

编号１＃为裂纹缺陷.通过射线检测很难识别出裂纹缺陷,在射线检测图像上,同一物体其颜色从黑

到白是逐渐变化的,如果在一个黑色物体图像中,突然出现白线,则该现象为裂纹缺陷.如图３所示.焊

点裂纹是X射线检测设备最难检测到的缺陷,一般在 X射线平行于裂纹方向才能被检测到.为有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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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必须多角度旋转被测物体.

图３　射线检测裂纹缺陷

(２)气泡检测

编号２＃缺陷为焊点气泡.常规焊点存在于元器件引脚和焊盘之间,焊点中存在的气泡位置容易定

位,能够有效检测出气泡的位置和大小.对于BGA器件,球体和上下两焊盘之间均为锡铅焊料,三个区

域均可能出现气泡,精确定位存在一定难度.如图４所示.射线生成的图像为二维投影,可以识别问题缺

陷和缺陷尺寸,但不能精确定位气泡是在焊球内还是球与焊盘交界处.

图４　射线检测气泡缺陷

(３)虚焊检测

编号３＃为虚焊缺陷.射线检测过程中可以通过三环检测的原理发现焊点异常,从而判定圆环的形态

来确认焊点是否存在虚焊,如图５所示.焊盘与焊球之间形成的圆环相对独立,没有良好的润湿痕迹,焊

点存在虚焊的可能性.
对于焊料偏少造成的虚焊比较容易识别;对于焊料充足由于氧化造成的虚焊,射线检测就很难发现,

需要通过CT或金相做进一步分析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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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射线检测虚焊缺陷

２３　CT精确检测

(１)影响检测能力的因素

CT系统精确检测的核心在于CT断层扫描的最小检测能力,识别的缺陷越小,检测的精度越高,更

加有利于问题的识别与分析.影响检测能力主要有三个因素:

１)探测器可以显示的最小缺陷.

２)检测系统最小缺陷分辨率.

３)CT分析软件可以分析的物体缺陷实际最小物理尺寸.
以上三个因素,单独考虑每个因素,可以分别得出一个最小检测缺陷尺寸.但三个因素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因此,在CT分析中,物体最小缺陷分析能力由三个参数最大值决定.

１)探测器显示的最小缺陷由设备硬件决定,直接取决于设备的自身性能.

２)检测系统最小缺陷分辨率取决于设备的焦点尺寸和检测过程的最佳放大倍数.

３)CT软件分析的最小物理尺寸由设备软件决定,取决于软件的开发能力和操作人员对软件的应用

能力.
因此,CT精确检测的核心在于选用微焦点的CT机和扫描过程中确定放大倍数,焦点尺寸越小,放

大倍数达到最佳时,才能更好、更准确地对问题进行分析.
(２)焦点尺寸

CT检测系统的重要参数———焦点尺寸,其应用原理如下:

１)焦点越小,可以检测到的缺陷越小.

２)焦点越小,图像越清晰.

３)焦点尺寸大,将造成几何阴影.如图６所示.
(３)几何放大倍数

CT检测系统的重要参数———几何放大倍数 (m)定义如下,放大原理如图７所示.
在CT检测中,确保最佳几何放大倍数须做到以下三点:

１)确保F１达到最小,即物品与射线管保持距离最小.

２)确保F 达到最大,即物品与探测器保持距离最大.

３)物品尽量小,尤其被检缺陷为微米量级时,需要保证被检测位置无干涉,能够与射线管的距离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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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几何阴影

图７　几何放大原理

(４)裂纹检测

应用CT系统对焊点裂纹进行检查,如图８ (a)所示为焊点立体图像,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焊点与焊

盘之间出现了开裂现象,并且裂纹长度达到了５０％以上;如图８ (b)所示为焊点切片图像,沿垂直开裂

面方向进行切片,可以精确看到开裂部位为贯穿裂纹.
(５)气泡检测

应用CT系统对焊点气泡进行检查,生成立体图像和黑白切片图像.如图９ (a)所示为焊点立体图

像,对图像进行侧面剖开,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气泡的形态,并能准确定位气泡存在于焊球内部;如图９
(b)所示为焊点切片图像,可以从焊点的任意方向、任意部位进行切片,精确体现局部的质量状态.

(６)虚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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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立体图　　　　　　 　　　　　　　 (b)切片图

图８　CT检测裂纹缺陷

(a)立体图　　　　　　　 　　　　　　　　 (b)切片图

图９　CT检测气泡缺陷

应用CT系统对焊点虚焊进行检查,如图１０ (a)所示为焊点立体图像,从外轮廓能够看到焊点与焊

盘之间的焊料存在异常现象;如图１０ (b)所示为焊点切片图像,沿垂直焊料方向进行切片,可以精确看

到焊点与焊盘之间的焊料未融合,并且焊盘上存在一定焊料,该缺陷为氧化或润湿不良造成的虚焊现象.

(a)立体图　　　　　　 　　　　　　　 (b)切片图

图１０　CT检测虚焊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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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结果验证

将三个实验器件进行金相制样,对其焊点情况进行剖面检查.１＃器件结果显示在焊盘附近焊料出现

开裂情况,与CT检测焊点与焊盘之间出现了开裂现象吻合,具体情况如图１１所示.２＃器件结果显示在

焊球部位出现气泡,与CT检测焊球内部存在气泡现象吻合,具体情况如图１２所示.３＃器件结果显示在

焊盘与焊点之间出现焊料未连接现象,与CT检测虚焊现象吻合,具体情况如图１３所示.由此进一步证

明器件CT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图１１　金相剖切裂纹缺陷 图１２　金相剖切气泡缺陷

图１３　金相剖切虚焊缺陷

３　结　论

通过X射线与CT系统对器件缺陷检查情况的对比及验证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CT对BGA器件的检测结果准确、可靠,对器件缺陷的检测精确度明显高于X射线,对于半导体

器件而言,结构尺寸小,检查的精度要求较高,通过CT检测可以对缺陷细节形貌进行直观观察,并且可

以对缺陷的位置及大小进行精确判断,对器件的筛选可以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２)CT的检测效率要低于X射线的检测效率,不适合产品的常规检验,适用于检测要求较高、故障

排查和实验室检测分析等工作.

３)CT检测不仅用于半导体、SMT领域,在PCB导电图形、高密度零件、低密度材料等相关领域也

广泛应用,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如图１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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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CT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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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focusCTisusedinthestudy
ofBGAdefectdetection

WANGJing wei,YANGui sheng,ZONGJian xin,ZHANGYi,ZHAOLi wei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BGAisahigh densitysurfacepackagecomponentwhosepinsaredistributedunderthe

packageinsphericalsolderjointsbyarrayweldingspotisblockedbythebody,sotherearedifficultto
detect,defectsdifficulttofindForthis phenomenontoBGAThepackagedeviceistheresearch
object,afterweldingthroughnon destructivedetectionimaging,andthenbycomputerfaultscanning,

toobtain series２Dimages,Computerrecombinationof３Dimages,theuseofsoftwareanalysis,from
eachcross section,from allanglestodetectandview moreinternaldetailsto make moreaccurate

judgmentsaboutwelddefectsThispaperintroducesX rayandCTnon destructivetestingofBGA
devicesTheresultsofthetestwerecompared,andtheresultsshowedthatCTdetectionshowedthe

phenomenonofdefectsmorevividlyandaccurately,andpassedthegoldphaseThevalidityandaccuracy
ofCTnon destructivetestingareverified

Keywords　 MicrofocusCT;non destructivetesting;bubble;crac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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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成像的焊接缺陷检测技术

王京伟　宗建新　曹玉玲　张　毅　姜　森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针对BGA、PGA 等封装元器件部分焊点被遮挡,采用常规光学检测设备检查存在较大困难

的问题,提出引入 X射线成像的检测技术,研究改进检测手段,运用三环形成的检测方法,通过对射线

能量、透照方式、透照角度等参数的研究,既解决了 PGA、DIP等封装焊点透锡量不可查的弊端,增加

了BGA、SMD等封装焊点空洞、多余物的大小及位置的检测手段,又有效控制了焊点微裂纹的检测问

题.此技术的应用保证了元器件的焊接质量,提高了航天电子产品的可靠性.

关键词　X射线成像;焊接缺陷;射线检测

０　引　言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射线在我国国防、医疗、电子工业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

科技领域快速发展,电子线路高密度集成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航天产品要保证高质量、高可靠性

的特点,不仅需要加强生产过程控制,还要增加检测的方法和手段.根据要求的不断更新,许多环节只

通过现有的目视检测手段已不能达到预期的检测效果,在新设计中逐渐引进的PGA、BGA、SMD等封装

元器件,在焊接后不仅要求外观检查,还要求对焊点中空洞、焊锡量、多余物等缺陷的位置及程度进行

检查和判断,传统目视检测存在以下弊端.
(１)遮挡部位的多余物检查

目前许多元器件电装后本体与板面间隙太近 (０５~１mm),无法通过目视检测到本体下方是否存在

多余物.
(２)遮挡部位的透锡率检查

晶振、厚膜电路、PGA封装器件等,由于自身结构特点,本体在焊点的上方,可视角度小,无法通

过目视判断器件下方焊点的透锡情况.
(３)BGA、CCGA、SMD等封装焊点内部的空洞大小及位置检查

由于空洞存在焊点内部,无法通过目视检测识别.
(４)BGA、CCGA等贴装后的漏焊、偏移情况检查

此类封装引腿成阵列状排布,内部引腿无法通过目视检查其偏移情况;
(５)FP/QFP焊点微裂纹的检查

产品三防后,由于反光、缺陷细小等因素,光学显微镜难以精确判别裂纹缺陷.

１　X射线的检测原理

１１　X射线的产生

用一只嵌有两个金属电极 (一个阳极,一个阴极)的密封玻璃管,在电极两端加上几万伏的高压电,

使灯丝钨原子内部电子逸出,在阳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差作用下,聚焦线圈聚焦后,形成电子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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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压区,获得能量及速度.电子轰击靶 (重金属如钨),小于２％的能量转化为X射线,射线产生.

１２　X射线检测原理

X射线能穿透一般可见光所不能透过的物质,因其波长短、能量大,照在物质上时,仅一部分被物质

所吸收,大部分经由原子间隙而透过,表现出很强的穿透能力.X射线的穿透力也与物质密度有关,密度

大的物质,对X射线的吸收多,透过少;密度小的物质,对 X射线的吸收少,透过多.我们在检测电路

板焊点内部结构时就是利用射线的穿透作用,采用射线被物质吸收多少产生的能量变化,通过感应器生

成的图片来判别焊点的状态.

２　常见缺陷种类

２１　金属多余物

金属多余物是指与产品导电通路无关的多余金属材料的残留,产品清洗后易隐藏在本体遮挡区域,

不易被发现.较小的多余物不会直接导致产品失效,但对产品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隐患.

２２　焊点桥连

焊点桥连是指相邻焊点、焊盘、电极、引脚之间由焊料形成的多余导电通路,一般是因助焊剂用量

偏少、活性不够或预热、焊炉温度偏低所造成,容易出现在密集度较高、间距较小的区域,这种缺陷会

直接导致产品失效,影响非常严重,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一种缺陷.

２３　焊点空洞

焊点空洞是指被焊料包裹在焊点内部的气泡产生的一种缺陷,通常是由于助焊剂等有机成分未能有

效排出造成.这种缺陷不会直接导致产品失效,但对产品的可靠性存在一定隐患,一般易出现在 BGA、

CCGA、SMD等封装器件内.

２４　透锡率不足

透锡率不足是指插装元器件金属化孔内焊料不饱满产生的一种缺陷,通常是由元器件引脚搪锡不到

位、焊接温度偏低所造成.这种缺陷不会直接导致产品失效,但对产品的可靠性存在一定隐患,一般易

出现在电连接器焊点内部.

２５　BGA焊球漏焊

BGA焊球漏焊是指焊接后球体与焊盘之间未形成有效的电气连接,通常是由焊球氧化、焊膏量不足

所造成.这种缺陷会直接导致产品失效,影响非常严重,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一种缺陷.

２６　BGA、CCGA偏移

BGA、CCGA偏移是指焊球、焊柱偏移出焊盘产生的一种缺陷,通常是由贴片时焊球、焊柱与PCB
焊盘未完全对准所造成.这种缺陷不会直接导致产品失效,但对产品的可靠性存在一定隐患.

２７　FP/QFP焊点微裂纹

FP/QFP焊点微裂纹是指引脚与焊点、焊盘与焊点之间存在部分开裂的一种缺陷,通常是由结构或焊

接缺陷在相关试验后所造成.这种缺陷不会直接导致产品失效,但微裂纹在相关试验下会有延伸、扩展

的风险,是不允许出现的一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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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X射线的检测技术

３１　金属多余物、桥连检测

检测金属多余物和焊点桥连时需要进行整体正面的检测,探测器和被测产品之间不能存在明显角度,
否则投影后的图像位置会出现偏差,从而影响缺陷的检测甚至漏测.如被测物体积很小时,可以局部放

大正面检测,图１所示为正面检测时发现的球状金属多余物,通过图片可以看出通道内出现两个球状多余

物,集中在一起后存在短路的风险.图２所示为正面检测时发现的桥连照片,两个焊点之间的影像应该显

示为白色,图上显示的颜色为黑色,与焊锡颜色相同,由此证明两焊点之间焊锡桥连.

图１　金属球状多余物示意图

　　　
图２　焊点桥连示意图

３２　焊点空洞检测

(１)空洞的形态

在元器件焊点、球体内部,通过X射线检测到有白色圆形部分,如图３所示.白色部分即为空洞.

图３　空洞示意图

(２)空洞位置检测

１)常规焊点存在于元器件引脚和焊盘之间,焊点中存在的空洞位置容易定位,根据透照物体的厚度

调整好透照角度和透照参数,能够有效检测出空洞的位置和大小.

２)对于BGA器件,球体和上下两焊盘之间均为锡铅焊料,三个区域均可能出现空洞,检测过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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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难度.定位空洞时,可以通过探测器的角度与图像中空洞位置的变化而确定空洞的具体位置.如

图４所示,探测器向左倾斜,空洞集中在左侧,见右图圆圈内;探测器向右倾斜,空洞集中在右侧,见左

图圆圈内,可以确定空洞集中在焊盘与球之间.反之,则证明空洞集中在电极与球之间.如果空洞不随

探测器明显移动,则证明空洞集中在焊锡球内.该方法可以有效定位BGA焊点空洞的位置.

图４　空洞在焊点内示意图

３３　透锡率检测

(１)透锡率的判定

焊点透锡示意如图５所示.

图５　焊点透锡示意图

透锡率的计算方法为

透锡率＝
h
H ×１００％ (１)

式中　h ———右侧焊盘与钎料之间的垂直距离;

H ———左侧焊盘和右侧焊盘之间的距离;

经计算,图５所示焊点的透锡率为:１６
２ ×１００％＝８０％.

(２)多排列焊针透锡量检测

PGA、DIP封装器件、电连接器等均由多排多列焊针组成,检测多排多列通孔透锡时,必须多角度

旋转被测物体,使各通孔焊接成像后互不叠加,另外各排之间的焊点不能相互遮挡,能观察到上焊盘、
下焊盘及钎料的影像清晰,才能非常准确地检测到各通孔内的焊锡量.如图６所示,两排焊针距离比较紧

凑,操作时探测器垂直检测,焊针之间发生干涉导致影像叠加,从而影响焊锡量的检测.如图７所示,两

排焊针距离比较紧凑,操作时将探测器摆动了４５°,使焊针之间避免了相互干涉问题,可以清晰地看到焊

点透锡状态,从而能对透锡率进行有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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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探测器垂直检测图

　　
图７　探测器摆动４５°检测图

３４　BGA锡球漏焊检测

锡球漏焊可以通过三环形成方法进行检测.如图８所示,X射线通过BGA 的电极、焊盘、锡球,分

别形成实线环、虚线环和点画线环对应的不同影像,通过三部分影像的灰度值来判别焊点质量是否合格.
如图９所示,焊点与PCB焊盘部分开焊,通过检测,生成如图１０所示照片,探测器左摆,点画线环部分

代表焊盘所对应的影像,通过图片可以看出点画线环部分灰度发白,由此确定焊盘部位开焊.同理如果

实线环部分灰度发白,可以确定为电极部位开焊.

图８　三环形成图

　　
图９　焊点开焊图

图１０　焊点开焊的 X光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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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BGA、CCGA偏移检测

检测BGA、CCGA球体、焊柱贴装后的偏移情况,需要整体正面检测或小角度摆动探测器检测,如

被测物体很小时,可以局部放大,球体、焊柱应该与焊盘重叠或位于焊盘的居中位置,如图１１所示为正

面检测时发现的焊柱偏移照片,通过照片可以看出器件的焊柱没有与焊盘完全重叠,而是偏离了中心位

置,向左进行了偏移.

图１１　探测器垂直检测引腿偏移

３６　FP/QFP焊点微裂纹检测

焊点裂纹的特点为纹路细小,开裂位置无明显缝隙、无明显的方向性,检测过程非常难以发现.因

此需要从射线能量、透照方式、透照角度等多方面进行控制.
(１)射线电压

对于检测芯片焊点裂纹缺陷,在满足检测要求的前提下一般选用较低的射线电压.同时根据开放式

射线管的特点,选取的电压值一般为１０的整数倍.
(２)透照方式

射线束方向应指向检测部位的中心区域.根据检测位置及要求的不同,应调整电路板的位置及方向,

尽可能多地从各个方向观察,以利于缺陷的检测.
(３)探测器角度

由于焊点裂纹分布在引脚侧面,透照时应尽可能地将探测器摆到器件侧面进行检测,以利于发现裂

纹缺陷.

４　结　论

X射线检测技术的应用与研究,解决了常见缺陷的检测问题:

１)解决了电路板遮挡位置及光学设备无法查到的焊点透锡量及多余物桥连问题.

２)运用投影的基本原理以及探测器的辅助,解决了贴装偏移、焊点内空洞的大小与位置检测问题.

３)运用三环形成的检测方法,解决了BGA锡球的焊接质量以及缺陷的位置检测问题.

４)通过对射线能量、透照方式、透照角度等参数的研究,有效控制了焊点微裂纹的检测问题.

综上,通过X射线检测技术应用,解决了光学设备不可检问题,增加了检验方法和手段,从而控制了

焊接质量,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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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dingdefectdetectiontechnology
basedonx rayimaging

WANGJing wei,ZONGJian xin,CAOYu ling,ZHANGYi,JIANGSen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Inview oftheproblem thatsomesolderjointsofBGA,PGA andotherpackaging
componentsareblocked,anditisdifficulttouseconventionalopticaltestingequipmenttoinspect,theX
rayimagingdetectiontechnologyisintroduced,thedetection methodisimprovedandthethreering

detectionmethodisusedItnotonlysolvestheproblemthatthesolderpenetrationofPGA,DIPandother

packgingsolderjointscannotbecheckd,butalsoincreasesthedetectionmeansofthesizeandpositionof
BGA,SMDandotherpackagingsolderjointvoidsandexcess,andeffectivelycontrolsthedetection

problemofsolderjointmicrocracksTheapplicationofthistechnologyensurestheweldingqualityof
componentsandimprovesthereliabilityofaerospaceelectronicproducts

Keywords　X rayimaging;weldingdefects;radiographic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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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剂贮箱用金属膜片设计与翻转数值模拟

马天驹　顾森东　张建军　张　海　于　斌　杨文博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以航天推进剂贮箱用金属膜片为研究对象,介绍了该膜片的基本结构,提出了金属膜

片的结构设计流程和数值模拟方法.以４０L钛膜片为例,基于有限元软件 MSCMarc,建立了金属膜片

翻转过程有限元分析模型,分析了翻转过程膜片等效塑性应变和应力的分布情况.最后,通过翻转试验

验证了钛膜片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数值模拟的有效性.
关键词　金属膜片;推进剂贮箱;结构设计;数值模拟

０　引　言

隔膜贮箱是一种在微重力下储存并管理液体推进剂的压力容器,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化学推进领域.
该类贮箱主要由上半球壳体、下半球壳体、膜片及固定环组成,见图１所示[１４].上下半球可承受一定内

压,一般采用比强度较高的钛合金或铝合金.膜片是一种近半球壳结构,外部轮廓与上半球壳体内形面

相贴合,由固定环安装在半球壳体赤道位置处.膜片将整个贮箱壳体内腔分隔为气腔和液腔两部分.气

腔内的工作介质为增压气体,液腔内储存液体推进剂.当气腔与液腔之间的压差达到一定程度后,膜片

开始发生变形,气腔容积增大,液腔减小,驱动推进剂从底部液口排出,直到膜片发生完全翻转,推进

剂基本被排空.
在过去,隔膜贮箱所用膜片基本采用橡胶类材料,这种材料变形较好,在翻转过程中能够很好地适

应液面形状.然而,橡胶类材料与常规推进剂的化学相容性较差,橡胶膜片长期与推进剂接触时易发生

泄露[１,５７].为了满足航空航天任务中推进剂长期储存的需求,隔膜贮箱所用膜片逐渐采用钛合金、铝合

金等材料.

图１　隔膜贮箱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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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橡胶膜片在翻转过程中只发生弹性变形,翻转压差变化较小,可多次重复试验,设计难度较

低.而金属膜片在翻转过程中变形复杂,影响因素较多,设计难度较大[５７].
近年来,金属隔膜贮箱在航空航天领域内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国外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橡胶膜

片的液体晃动分析[８]和金属膜片的焊接[９],国内部分学者分析了金属膜片翻转性能的影响因素[２,４,７,１０],对

金属膜片翻转过程进行了仿真分析[１１１３],相关设计方法还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提出了金属膜片的结构设计流程和数值模拟方法,采用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以４０L钛膜片为

例,进行了膜片翻转过程数值模拟分析和翻转试验验证.

１　金属膜片基本结构及设计流程

１１　金属膜片基本结构

金属膜片为薄壁壳体结构,从底部到顶部可以分为三部分,包括底部、锥段和圆弧段,如图２所

示.其中,膜片厚度 T、底部直径Db 、底部倒角半径Rf 、锥段角度α、圆弧段半径Ra 、膜片高度

H 等对膜片的形状及翻转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工作状态,金属膜片分为底翻式和顶翻式两种,
底翻式意味着,翻转时膜片从底部倒角开始发生变形,顶翻式则相反.本文以底翻式金属膜片为研究

对象.对于底翻式金属膜片,T、Db、Rf、α对膜片起始翻转压差具有较大影响;T、Ra 对膜片最终翻

转压差具有较大影响.为使膜片在底部倒角处开始发生变形,则底部处的壁厚最小、锥段处的次之、
圆弧段的最大.

图２　金属膜片基本结构

１２　设计流程

金属膜片的结构设计流程如图３所示.首先,根据贮箱轮廓尺寸要求确定膜片底部直径Db 和高度 H
的最大值.其次,根据以往设计经验,初步确定膜片厚度T 、底部倒角半径Rf 、锥段角度α、圆弧段半

径Ra 等尺寸参数.再次,根据初步结构参数估算膜片完全翻转后的排出容积,如果估算结果与容积要求

差别较大,则修改尺寸参数;如果容积估算结果满足设计要求,则开展金属膜片翻转过程数值模拟,该

数值模拟一方面考察膜片是否能够顺利翻转,另一方面验证翻转压差及排出容积模拟结果,如果数值模

拟结果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则对该结构的金属膜片进行加工制造和翻转试验.最后,根据翻转试验结果

考察设计结构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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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金属膜片设计流程图

２　金属膜片翻转过程数值模拟

２１　数值模拟方法

金属膜片翻转过程属于薄壳结构大变形的力学问题,涉及材料非线性、几何非线性的耦合.传统的

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数值方法,如 Newton Raphson法、Quasi Newton法等,求解会非常困难,很难

得到收敛解[１１１３].
基于 Wempner及Riks提出的弧长法是目前膜片翻转仿真分析中使用最多的方法,该方法不但可用于

非线性屈曲的极值点附近的分析,而且能用于材料呈软化性能的结构分析.金属膜片进行数值模拟时,
追踪整个翻转过程中实际载荷和位移关系,获得全部状态信息.

设载荷参数为λk 时,位移xk 已知,当载荷参数增量为Δλk 时,相应的位移增量为Δxk ,则

ψxk ＋Δxk,λk ＋Δλk( ) ＝０
对于弧长法而言,式 (１)中的Δxk 和Δλk 均是未知的,未知量比方程数多一个,需要补充一个附加

条件,即辅助方程

f Δxk,Δλk( ) ＝Δlk

式中,Δlk 为增量弧长,联立求解式 (１)和式 (２)可求得既满足平衡条件,又满足辅助方程的 Δλk

和Δλk .

２２　有限元模型建立

采用 MSCMarc、Abaqus、MSCPatran等有限元软件均可建立金属膜片翻转过程有限元模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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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SCMarc软件建模过程为例.
基于 MSCMarc有限元软件及其二次开发功能,金属膜片有限元网格如图４所示.为了能够描述金

属膜片变形前的轴对称结构,减小网格对模拟结果的影响,图中网格沿着轴向整齐规则排列,可采用

Hypermesh等前处理软件快速划分网格.膜片网格采用四节点四边形壳单元.金属膜片在不同位置处的

厚度见表１.为了实现膜片厚度的渐近变化,将金属膜片厚度表示为轴向长度的分段函数,采用ushell子

程序将膜片厚度分布耦合进入有限元模型中.采用该方法描述膜片厚度分布时,膜片厚度沿轴向呈连续

分布,大大提高了数值模拟的精度.

图４　翻转过程有限元模型

表１　金属膜片厚度分布

位置 底部 锥段 圆弧段

厚度 １mm １mm １~１５mm

膜片倒角边缘与贮箱壳体交接处为焊接结构,在建模时该处的节点施加全约束.在气腔与液腔之间

的压差作用下膜片发生翻转,在建模时压差简化为作用在膜片外表面上的跟随压力.

此外,膜片材料定义为满足 VonMises屈服准则和Prandtl Reuss流动准则且各向同性硬化弹塑性

材料.本文中金属膜片材料为 TA１ELI,弹性模量为１００GPa,泊松比为０３４,屈服强度为１８８MPa,抗

拉强度为３３５MPa.

３　４０L金属膜片数值模拟结果及翻转试验

３１　数值模拟结果

图５给出了膜片变形后等效塑性应力分布.可以看出,变形区域的等效塑性应力最大,达到了

２９６MPa,该应力远大于 TA１ELI的屈服强度.这表明翻转过程金属膜片发生了塑性变形.从图５ (b)

可以看出,变形后的金属膜片应力得到释放,但残余应力仍达到了２１６MPa.可见,翻转后膜片的加工硬

化现象很明显.

图６给出了膜片变形后等效塑性应变分布.可以看出,在整个翻转过程中,金属膜片底部倒角处的等

效塑性应变最大,且从膜片底部到顶部等效塑性应变逐渐减小.这表明初始翻转时金属膜片变形较困难.

３２　翻转试验

为了验证所设计金属膜片的性能,我们设计并开展了金属膜片翻转试验.通过试验可以获得翻转过

程的压差变化、完全翻转后的膜片形状、排出容积等.翻转前后金属膜片照片如图７所示.翻转压差随膜

片顶点轴向位移变化的模拟曲线与试验结果对比如图８所示.压差随顶点轴向位移整体表现为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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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变形后金属膜片的等效塑性应力分布

图６　变形后金属膜片的等效塑性应变分布

其中初始翻转时间段和最终翻转时间段的增加程度最明显.可以看出,初始翻转压差为０１１MPa左右,
最终翻转压差为０５４MPa左右,两者试验结果与模拟结果吻合较好.此外,通过试验所得的实际排出容

积 (试验介质为水)为４０７L,模拟结果为４１７L,两者相差不大.

图７　金属膜片照片

图８　金属膜片压差与顶点轴向位移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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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提出了金属膜片的结构设计流程和数值模拟方法,对４０L钛膜片进行了膜片翻转过程数值模拟

分析和翻转试验验证,得到以下结论:

１)金属膜片在设计时,需要通过数值模拟和试验验证方法反复迭代优化膜片厚度、底部直径、底部

倒角半径、锥段角度、圆弧段半径、膜片高度等关键参数以满足设计指标要求.

２)金属膜片在翻转过程中,变形区域发生了明显的塑性变形,且初始翻转时变形较困难.翻转后金

属膜片的残余应力较大,加工硬化现象很明显.

３)４０L钛膜片的初始翻转压差为０１１MPa左右,最终翻转压差为０５４MP左右,翻转后排出容积

为４０７L,试验结果和模拟结果吻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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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过程中的O形密封圈损伤研究

聂　欣　杨大望　何　快　汤飘平　杨　明　李家齐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摘　要　为研究 O 形密封圈装配过程中的损伤问题,本文对典型径向密封结构中的 O 形密封圈装配

过程进行分解,分析了可能造成装配损伤的因素,设计了对应的损伤试验,并将试验结果与 ABAQUS仿

真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证明,若装配过程中密封圈底部与密封槽未完全贴合,则密封圈的局部凸出部分

会出现剪切损伤,局部凸出造成剪切损伤的临界点约为０５mm,小于临界值时,密封圈可以正常装配

到位.
关键词　O 形密封圈;装配损伤;剪切损伤;损伤试验

０　引　言

O形密封圈由于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密封效果好、拆装过程简单,常应用于固体火箭发动机的

密封结构中.O形密封圈在静密封结构中广泛应用,一般安装在密封部位的凹槽中,通过对接装配时挤

压密封圈,实现径向密封的效果[１].密封结构的有效性能够直接影响整个发动机系统的稳定性,而密封圈

的完整性对于密封性能来说至关重要.常见的橡胶密封圈损伤有机械损伤、老化龟裂、化学腐蚀等[２３].
其中,装配前的机械损伤、老化龟裂、化学腐蚀等损伤可以通过外观检查、组分复验等检验方式排除,
但装配过程中所造成的机械损伤由于装配后密封圈完全遮挡,难以通过目视检查发现,需要通过其他手

段进一步检验.
基于实际工程经验,本文对橡胶 O形密封圈装配过程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了装配过程中密封圈可

能受到的机械损伤,针对性地设计了装配试验,并与数值仿真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了密封圈的损伤

形式.

１　装配过程中的密封圈机械损伤

１１　装配过程分析

以某典型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壳体的密封结构为例,其密封形式为径向密封,具体结构及安装方

向示意,如图１所示.密封构件安装到位后,O形密封圈在凹槽内受压缩,实现了密封效果.
其中,密封结构的几何参数,如图２所示,对于本文研究的密封结构,具体参数见表１.

表１　密封结构参数

密封方式 密封面直径D０/mm 密封槽底径d０/mm 密封槽外径/mm 槽宽/mm 密封圈内径d/mm 截面直径W/mm

径向密封 ２８６＋００８１
０ ２８０６－００５

－０１２ ２８６－００５６
－０１０８ ４５ ２７４±１６ ３５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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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密封结构示意图

图２　密封参数

表２　密封校核结果

压缩率(％) 伸长率

名义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名义值 最大值 最小值

２３０５ ２４６９ １７６５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９ １０１８

密封圈的密封校核结果见表２,对于气动静密封,压缩率一般处于１５％~２５％间内,本文所述密封圈

满足要求,理论上密封结构密封性能可以保证.

基于整个安装过程,详细分解 O 形密封圈的安装步骤,给出了可能造成的机械损伤的因素,具体

如下.

首先对相关零部组件进行清理,打磨金属毛刺,去除表面粘胶等其他异物.将密封圈人工均匀涂覆

润滑脂,后套装到顶盖的密封凹槽内,再使用牵拉工装将顶盖向燃烧室壳体方向压紧,直至与金属限位

面接触,视为装配到位.

１２　密封圈装配损伤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安装过程,分析可能造成密封圈损伤的原因如下.

(１)O形密封圈内径增大

O形密封圈装配前需要手动整圈涂覆润滑脂,在涂覆过程中受拉力作用导致密封圈被过度拉伸内径

增大.装配时,可能密封圈还未回弹恢复或者无法恢复就安装到密封槽内,装配过程中内径增大的密封

圈会被挤出密封面,受到剪切破坏.
(２)多余物影响

在装配过程中,密封槽内存在少量的异物,如与金属壳体颜色相近的固化粘胶等.O 形密封圈装配

到位后,由于槽内的异物存在,密封圈局部会凸起外径过大,从而在装配挤压过程中少量被挤出密封面,

受到剪切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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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润滑脂聚集

装配前,密封槽内以及 O形密封圈上需整圈涂覆润滑脂.装配过程中,操作人员双手环向依次按压

密封圈外端到位,可能存在涂覆过多润滑脂,从而导致环向按压后,润滑脂有局部聚集,使部分 O 形圈

局部外径凸出,在装配时会被挤出密封面,受到剪切破坏.
以上分析认为装配过程中多种因素会导致 O 形密封圈在装配过程中会受到剪切破坏,导致局部压缩

率降低,最终引起密封失效.

２　装配损伤试验

２１　试验设计

根据１２中提出的装配损伤影响因素,设计对应的装配试验,见表３.

表３　装配损伤试验内容

装配损伤试验 影响因素

试验 A 过度拉伸 O形密封圈

试验B 多余物,O形圈局部凸起

试验C 润滑脂聚集,O形圈局部凸起

装配试验结束后拆卸,观察并记录 O形密封圈及密封面结构有无异常.

２２　试验结果

装配损伤试验的试验结果如下所示.
(１)过度拉伸 O形密封圈

装配试验 A模拟 O形密封圈,在装配前内径受到预拉伸,密封圈处于松懈状态.试验发现,O 形密

封圈由于过度拉伸,小部分未能安装在密封槽内露出密封面.由于顶盖和燃烧室壳体之间采用环形卡扣

定位,装配须人工环向用力旋拧.密封圈裸露过长导致旋拧时密封圈直接遭到剪切断裂.O 形密封圈断

裂成２段,最小段长约３０mm.
(２)装配试验B模拟密封槽内未清理干净存在多余物

试验时,在密封槽内人为预置一小块固化后粘胶,厚度约１５mm.密封圈置入后有局部拱起.装配

下压过程中密封圈发生局部剪切,测量到 O形密封圈上的剪切损伤大小为１５mm×１７mm.具体如图３
所示.

图３　装配试验B密封圈损伤情况

(３)装配试验C模拟人工按压导致局部润滑脂聚集,O 形密封圈安装在密封槽后有局部凸起,在装

配下压过程中受到剪切破坏

润滑脂堆积越多,导致密封圈凸出高度越高,从而密封圈受到的剪切损伤越大.共进行６次试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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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４次试验中 O形密封圈出现装配损伤,其余２次装配试验密封圈均完好,如图４所示.

图４　润滑脂局部聚集后装配试验

试后拆卸分解,测量到密封圈的剪切损伤情况,汇总见表３.

表３　试验装配结果

装配损伤试验 人为因素 损伤大小

试验 A 过度拉伸 O形密封圈 局部剪切２０mm×３mm

试验B 多余物,O形圈局部凸起 局部剪切１５mm×１７mm

试验C 润滑脂聚集,O形圈局部凸起

局部剪切

２２mm×１４mm、２２mm×３４mm
２４mm×３５mm、２２mm×３４mm

通过以上装配试验可知,装配过程中如出现密封圈局部凸起,则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密封圈剪切损伤,
而且由于润滑脂的润滑作用,该损伤较难通过装配经验发现.

３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密封圈凸起会造成装配损伤,本文建立了凸起状态的 O 形密封圈,对装配过程进行了仿真

计算.

３１　计算模型与计算条件

根据装配试验,建立了带有局部凸起的密封圈模型,凸起高度为１５mm、宽１３mm,具体如图５所

示,简化的仿真模型,如图６所示.
燃烧室壳体和顶盖的材料为３０Cr３SiNiMoVA,其材料参数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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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O形密封圈局部凸起模型

　　　　　
图６　仿真模型

表４　３０Cr３SiNiMoVA材料参数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 密度/(kg/m３)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１９４ ０３ ７８００ １３７０ １７１５

O型密封圈为橡胶材料.利用 Mooney Rivlin模型对密封圈变形进行分析.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

橡胶类不可压超弹材料在大变形下的力学特征,其应变能密度函数为

U＝C１０ I１－３( ) ＋C０１ I２－３( ) ＋
１
D１

J－１( ) ２ (１)

式中,U 为应变能密度函数;C１０ 、C０１ 为材料 Mooney Rivlin系数,J 是弹性体积应变;I１、I２ 为第一、第

二应变不变量,D１ 是材料可压缩性系数,D１＝０表示材料不可压.

Mooney Rivlin方程系数参考相关文献得到,C１０ ＝１２６２MPa,C０１ ＝－０３５２MPa.

为了模拟装配过程,计算时将燃烧室壳体端面固定,顶盖沿轴线匀速向内运动.除局部凸起１５mm
以外,密封圈其他区域与槽底紧密贴合.

３２　计算结果

随着顶盖的运动,密封圈变形情况,如图７所示.

图７　密封圈变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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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７可以看出,在局部凸起部位,随顶盖的运动,密封圈与壳体接触并发生挤压,当顶盖和壳体形

成的缝隙越来越小时,密封圈凸起部位变形严重,直至网格严重变形而无法计算.在其他区域,密封圈

变形与正常状态一致.密封圈局部过度挤压变形,如图８所示.

图８　密封圈局部变形状态

在图８中,局部凸起部位被燃烧室壳体剪切形成局部破坏,与装配试验中密封圈破坏形式较为符合,
验证了该条件下密封圈凸出产生剪切损伤的必然性.

为了比较分析,保证其他边界条件相同,将凸起高度调整为１mm 和０５mm,分别进行仿真计算,
密封圈的变形结果在图９和图１０中给出.当凸起高度为１mm 时,密封圈仍然受到剪切.当凸起高度逐

渐降低时,剪切作用逐步较小,当凸起高度减小到０５mm 时,密封圈正常压缩,实现装配到位.

图９　密封圈凸起高度为１mm

　　
图１０　密封圈凸起高度为０５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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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对 O形密封圈在装配过程中的损伤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设计了对应的装配试验,并用仿真分

析的方法进行了验证.全文可得到以下结论.

１)在装配过程中,若密封圈局部凸出,则凸出部分会发生剪切损伤,装配完成后无法通过肉眼发现.

２)密封圈局部凸出造成剪切损伤的临界点约为０５mm,小于临界值时密封圈可以正常装配到位.

３)装配时要确认密封槽清理到位,涂覆润滑脂要适量,确保密封圈底部与密封圈槽底贴合.装配过

程一旦出现卡滞现象,应立刻拆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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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关联分析在整体式结合齿温锻
工艺中的预测应用研究

杜长林　李晓强　何　飞　严　俊　谢宇轩　吴韧晖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摘　要　温锻过程中以整体式结合齿为研究对象,建立以模具预热温度 (Tp)、坯料加热温度 (Tf)

与锻造速度 (v)为工艺参数变量,以成形载荷 (F)、齿形模具最大磨损量 (W)与锻件成形率 (ε)为评价

指标的灰色预测模型.基于灰色关联度,进行多目标参数优化,得到了试验范围内最优的工艺参数组合:
模具预热温度１２５℃、坯料加热温度１０００℃,锻造速度８０℃.结果表明:影响温锻成形品质的主次顺

序为坯料加热温度、锻造速度和模具预测温度.
关键词　整体式结合齿;温锻工艺;正交试验;灰色关联分析

０　引　言

齿轮,是汽车变速器中的重要组成零件,其作用是传递大扭矩和交变载荷,实现汽车变速器不同级

差的传动与换挡[１３].其中,整体式结合齿作为一种结合齿与传动齿的结合体,采用精密锻造成形技术,

其产品精度高且齿形强度高,对提高齿轮零件的性能安全、结构紧凑性具有重大意义,现已被大量应用

于汽车变速器传动机构中[４５].温锻工艺是精锻生产中一种塑性成形工艺,相较于传统的热锻工艺,具有

锻件精度高、氧化少、良品率高的特点,常用于齿类等中、小型零件的精锻加工[１].然而,温锻成形过程

中存在模具充填率低、成形载荷高的问题,因模具磨损导致的低使用寿命,大大地增加了制造成本[４].因

此,如何在较低成形载荷下,通过优化温锻工艺参数获得高品质锻件、延长模具寿命成为当前结合齿精

密锻造成形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数值模拟分析和试验优化方法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精锻工艺参数的优化研究[６ ７].此类方法能够大幅缩

减试验周期和成本,为参数进一步优化提供预测和指导.作为一种新型控制和预测理论,灰色系统由邓

聚龙[８]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主要用来研究一系列 “外延明确,内涵不明确”的 “小样本,贫信息”问

题.相较于其他预测方法,该方法具有所需数据少、预测精度高等优点,其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科学[９]、自

然经济[１０]等领域.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逐渐将灰色理论尝试应用在加工工业中,通过优化工艺参数组

合,达到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加工成本的作用.席奇豪[１１]等人基于连杆轴套的强力旋压

试验,通过分析各指标间的灰色关联系数和关联度,优化了旋压参数组合,提高了材料的力学性能;孙

晓红[１２]等人以 A７N０１铝合金 MIG 焊接试样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对铝合金焊接接头疲劳寿

命进行了预测;王丽博[１３]等人基于 TC４盘铣试验,分析了各参数间的灰色关联系数及灰色关联度,得到

了残余应力最优的工艺参数组合.
本文将灰色系统理论与正交试验结合,以整体式结合齿为研究对象,选取模具预热温度、坯料加热

温度与锻造速度为工艺参数变量,以温锻过程中成形载荷、齿形模具最大磨损量与锻件成形率为评价指

标,以正交试验的结果为基础,探究工艺参数与目标函数之间的关系,得到最佳的工艺参数组合.

１　有限元模型

本文以某汽车整体式结合齿齿轮为试验对象,锻件材质为２０CrMn,如图１所示.在JMatPro软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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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进行热压缩试验,变形温度为５００℃~１１００℃,应变速率为００２s－１,根据采集的数据绘制了如图

２所示的流变应力曲线,获得了锻造过程中的成形规律.根据温锻模具及锻件毛坯的实际尺寸,取整件锻

件及模具作为研究对象,定义锻件坯料为塑性体,模具为刚性,在 UG软件中建立了如图３所示的有限元

模型,结合有限元模拟软件对温锻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图１　整体式结合齿

图２　２０CrMn在不同锻造温度下的流变应力曲线

图３　有限元模型

２　正交试验

２１　试验因素水平

试验过程中,以模具预热温度 (Tp)、坯料加热温度 (Tf)与锻造速度 (v)此三项对温锻工艺成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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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影响较大的工艺参数变量,以成形载荷 (F)、锻件成形率 (ε)与齿形模具最大磨损量 (W)为评价指标,
试验中的参数水平值见表１.

表１　正交参数水平表

水平 Tp/℃ Tf/℃ v/(mms－１)

１ ５０ ８８０ ８０

２ １２５ ９４０ １００

３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

在不考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设计了３因素３水平L９ (３３)正交试验方案进

行试验测试,得到所需的９组设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　正交试验结果

序号
工艺参数 试验结果

Tp/℃ Tf/℃ v/(mms－１) F/kN ε/(％) W (１０－６mm)

１ ５０ ８８０ ８０ １４５０ ８７１２ ８２７

２ ５０ ９４０ １００ １５５０ ９５７６ ８１４

３ 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５３０ ９７６４ ７８４

４ １２５ ８８０ １００ １３７０ ８８３７ ８６２

５ １２５ ９４０ １２０ １５１０ ９４１２ ８３０

６ １２５ １０００ ８０ １２３０ ９３１８ ６７４

７ ２００ ８８０ １２０ １４２０ ８９４２ ８９７

８ ２００ ９４０ ８０ １５４０ ９６６７ ７７５

９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６０ ９６０６ ７００

３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比较几个系统间的影响因素随因变量变化时的关联性,分析关联性的大小来

判断该因素对目标函数的影响程度.在进行多目标分析时,首先需要确定分析数列,再对变量进行无量

纲化处理,然后确定灰色关联系数 (ξ),求算得到灰色关联度 (γ),最后根据关联度大小进行最优分析.
整体式结合齿温锻工艺的成形质量受较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对影响温锻工艺成形质量的三个主要工

艺参数 (模具预热温度、坯料加热温度与锻造速度)进行多组正交试验,为灰色理论分析提供基础数据

分析,通过灰色关联法进行整体式结合齿温锻工艺的多目标参数优化,计算各个目标函数 (成形载荷、

模具最大磨损量与锻件成形率)与上述工艺参数之间的关联系数以及总目标函数的关联度,关联度越大,
则其对应的目标序列越接近最优值.

３１　灰色关联系数

计算关联系数,首先需选定基准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根据正交试验得到的结果,基准选

取Y０ ＝ {１２３０,９７６４,６７４},经过无量纲化的基准矢量序列为X０ ＝ x０(k),k＝１,２,,n{ } ,目

标函数的矢量序列为Xi＝ xc(k),k＝１,２,,n{ } ,i＝１,２,,m,m 为目标矢量的数目.同时,

令两极最大差和最小差分别为 Max、Min.记

Max＝max
i

max
j

xi(k)－x０(k)

Min＝min
i

min
j

xi(k)－x０(k)

则Xi 对于X０ 在第k点的灰色关联系数[１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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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xk(k),x０(k)]＝
Min＋ρMax

xi(k)－x０(k)＋ρMax
(１)

式中,ρ为偏差系数,其值需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节,本文选取ρ＝０５,j为最大值序数,取值范围为j＝
１,２,,m .目标函数矢量序列Xi 对于基准序列X０ 的关联度为

γ(Xi,X０)＝
１
n∑

n

k＝１
λkξ[xi(k),x０(k)] (２)

式中,λk 为权重系数.

３２　平均灰色关联度

分析正交试验下不同工艺参数组合条件测得的成形载荷、模具最大磨损量与锻件成形率,将表２中得

到的正交试验结果代入式 (１),求得成形载荷、模具最大磨损量与锻件成形率对应的关联系数ξ１、ξ２、

ξ３,由于目标函数三个指标在优化中所占的比重相同,代入式 (２)后综合计算出整体的灰色关联度.计

算结果见表３,试验６的灰色关联度最大,即 (模具预热温度１２５℃,坯料加热温度１０００℃,锻造速度

８０mms－１)为９次试验中最优的温锻工艺优化参数.

表３　灰色关联系数及灰色关联度

试验序号
灰色关联系数

ξ１ (F) ξ２ (ε) ξ３ (W)
γ 排序

１ ０４２１ ０３３３ ０４２２ ０３９２ ９

２ ０３３３ ０７３７ ０４４３ ０５０４ ５

３ ０３４８ １ ０５０３ ０６１７ ３

４ ０５３３ ０３６２ ０３７２ ０４２３ ７

５ ０３６４ ０５９９ ０４１７ ０４６０ ６

６ １ ０５４１ １ ０８４７ １

７ ０４５７ ０３９０ ０３３３ ０３９４ ８

８ ０３４０ ０８４４ ０５２５ ０５７０ ４

９ ０４１０ ０７６９ ０８１１ ０６６４ ２

同时,计算不同工艺参数各个水平下的平均灰色关联度,平均关联度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即极差

值 (R)越大,表示该工艺参数对于目标函数的影响越显著.见表４,模具预热温度水平２最大,坯料加

热温度水平３最大,锻造速度水平１最大,因此优化后的最佳参数组合为:模具预热温度１２５℃,坯料加

热温度１０００℃,锻造速度８０mms－１.同时,对比平均灰色关联度的极差发现,各个工艺参数对目标

函数的影响顺序为:坯料加热温度 ＞锻造速度 ＞模具预热温度,该结果与现有研究中通过响应面法分析

得到的最优工艺参数接近[１４],证明用灰色关联分析进行整体式结合齿温锻工艺优化有良好的可靠性.

表４　各因素平均灰色关联度

工艺参数
平均灰色关联度

水平１ 水平２ 水平３
R

Tp ０５０１ ０５７６ ０５４２ ００７５

Tf ０４０３ ０５１１ ０７０９ ０３０６

v ０６０３ ０５３０ ０４９０ ０１１３

４　结　论

１)通过正交试验设计,得到了模具预热温度、坯料加热温度与锻造速度此三项工艺参数对于温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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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成形载荷、锻件成形率与齿形模具最大磨损量的影响.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进行关联分析,得到影响温

锻成形品质的主次顺序为坯料加热温度、锻造速度和模具预测温度.

２)获得了整体式结合齿温锻试验范围内最优的参数组合:模具预热温度１２５ ℃,坯料加热温度

１０００℃,锻造速度８０mms－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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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ApplicationforWarmForgingProcess
ofIntegralConjunctionGearbytheGreyCorrelation

DUChang lin,LIXiao qiang,HEFei,YANJun,XIEYu xuan,WURen hui
ShanghaiSpacePropulsion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

　　Abstract　Inwarmforgingprocess,thegreypredictionmodelwasbuiltfortheintegralconjunction

gearMouldpreheatingtemperature(Tp),billetheatingtemperature(Tf)andforgingspeed(v)of
integralconjunctiongearareselectedastheindependentvariables,andtheformingload(F),the
maximumwearingvalue(W)andtheformingrateofforgings(ε)areselectedasindicatorsByoptimizing
the multi objectiveparametersbasedon greyrelation,theconclusion ofoptimalcombination of

parameterswithinlimitsofexperimentarereached:Tp ＝１２５℃,Tf ＝１０００℃,v＝８０℃/mms－１．
TheresultsshowthattheorderofinfluenceonthequalityofwarmforgingisTf ＞v ＞Tp．

Keywords　Integralconjunctiongear;Warmforgingprocess;Orthogonaltest;Greycorrelation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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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和进口PBO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性能对比研究

刘　宁１　张承双１　王百亚１　王　倩２　顾轶卓２

１西安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摘　要　本文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X 射线光电子能谱 (XPS)对比研究了国产 (PBO
HM)和进口 (ZYLON HM)聚对苯撑苯并二恶恶唑纤维的表面物理化学性能;研制了两种环氧树脂

体系,通过干法缠绕成型分别与两种纤维复合,制备了单向板和 Φ１５０mm 容器,分别采用万能材料试验

机和水压爆破系统测试了其层间剪切强度和容器性能.结果表明,进口纤维具有比国产纤维更高的表面

化学活性,其与树脂的界面粘接性更好,单向板的层间剪切强度优于国产纤维,而国产纤维由于其较高

的强度和模量,Φ１５０mm 容器的容器特性系数均高于进口纤维;刚性较大的树脂与PBO 纤维的界面粘接

性更高,尤其进口PBO 纤维与其相复合的单向板层间剪切强度最高可达４５５MPa,而刚性较小的树脂与

PBO 纤维复合所制备的 Φ１５０mm 容器则具有更高的容器特性系数.
关键词　PBO 纤维;环氧树脂;层间剪切强度;容器性能

０　引　言

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由于其轻质高强的性能使其在航空、航天等国防高新技术领域有着日渐增长的

需求,而高性能纤维作为其理想增强材料,在未来战争武器装备及太空资源的开发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１].聚对苯撑苯并二噁唑 (PBO)是一种芳香族杂环刚性链状高分子化合物,通过液晶纺丝成型得到

的PBO纤维具有高度取向性,分子链间可实现非常紧密的堆积,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耐温性,同时还

具有较好的抗冲击性和透波性,被誉为 “２１世纪的超级纤维”[２３].PBO纤维的诞生源于美国空军实验室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发起并参与的刚性棒状高分子研究计划,由陶氏化学公司最先合成.日本东

洋纺公司在获得陶氏化学公司相关专利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８年开始商业化生产 PBO 纤维,商品名为

Zylon,其拉伸强度为５８GPa,拉伸模量为１８０GPa,性能远优于现有的其他有机纤维[４５].国内对PBO
纤维的研究始于１９８０年代末.华东理工大学、中蓝晨光化工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华大学等对

PBO的合成和纤维制备进行了研究,其中中蓝晨光化工研究院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工业化生产能力,产

能可达２t/a,性能已接近日本东洋纺的Zylon纤维.
虽然PBO纤维具有以上优异的力学、耐热等性能,但由于PBO纤维表面过于光滑且活性低,其与树

脂基体不能良好浸润,致使纤维与树脂间的界面粘接性能差,不能有效传递应力,严重制约了PBO 纤维

在高性能复合材料中的应用.研究者采取对PBO纤维表面进行改性的方法,如化学法、共聚改性、等离

子处理、电晕处理、辐射处理等[６１０],以增加表面粗糙度,提高表面自由能,从而改善PBO 纤维与树脂

基体间的界面粘接强度.这些方法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界面间的结合力,但处理方法较为烦琐、效率

低,不利于实际工程连续生产的需要.
本文以固体火箭发动机复合材料壳体为应用背景,对比分析了日本东洋纺PBO 纤维和中蓝晨光化工

研究院PBO纤维的理化特性及其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和容器爆破性能,并自制了两种环氧树脂,以其为基

体制备了PBO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对树脂基体与PBO纤维的匹配性进行了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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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原材料

本文所用的树脂体系分别为自制的 A 和 B环氧树脂体系;所用纤维分别为国产 PBO 纤维 (PBO
HM),由中蓝晨光化工研究院生产,进口PBO纤维 (Zylon HM),由日本东洋纺公司生产.见表１.

表１　进口和国产PBO纤维复丝性能

纤维类型 拉伸强度/MPa 拉伸模量/GPa

PBO HM ６１００ ２７４

ZYLON HM ５８５０ ２４９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纤维性能表征
对PBO纤维进行喷金处理,利用JSM ７５００型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纤维表面形貌.利用美

国 ThermofisherScientific公司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分析PBO纤维表面元素状态.

１２２　PBO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制备方法
(１)单向板制备方法

对PBO纤维复合材料单向板进行铺层设计,采用干法缠绕成型工艺制备PBO 纤维复合材料单向板,
利用水切割设备将单向板加工成复合材料弯曲和剪切试样,对试样的力学性能进行测试.

(２)Φ１５０mm 容器制备方法

按照 GB/T６０５８ ２００５ «纤维缠绕压力容器制备和内压试验方法»制备 Φ１５０mm 小容器,将PBO
纤维浸渍丙酮稀释的环氧树脂胶液,制备成干法预浸带,利用四维缠绕机在 Φ１５０mm 芯模上按照预设程

序进行缠绕,缠绕张力为胶带断裂载荷的３％,按容器纵向±２８°缠绕与壳体环向缠绕的交替方式缠绕至

设计厚度,经一定固化制度固化、脱模后,得到复合材料 Φ１５０mm 容器.

１２３　力学性能测试
图１将固化脱模的浇铸体试样打磨平整并切削至所需的测试尺寸.浇铸体的拉伸性能、弯曲性能、压

缩性能在日本岛津DSS １０T S万能材料试验机上,按照 GB/T２５６７—２００８标准进行测试.
复合材料层间剪切强度在日本岛津DSS １０T S万能材料试验机上,按照JCT７７３—２０１０标准进行

测试.

１２４　纤维形貌分析
采用JSM ７５００型扫描电镜 (SEM)分析纤维的表面形貌,对表面进行喷金处理以使其导电.

１２５　Φ１５０mm 容器性能测试
按照 GB/T６０５８—２００５ «纤维缠绕压力容器制备和内压试验方法»,两种树脂分别与进口ZYLON

HM 和国产PBO HM 纤维平行制备３发 Φ１５０mm,并进行水压爆破实验.容器特性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容器特性系数＝ pV
９８Wc

式中　P ———爆破压强,MPa;

V ———壳体初始容积,L(Φ１５０mm 容器为３８８３L);

Wc ———复合材料质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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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纤维性能对比

２１１　纤维表面形貌对比
图１为两种纤维表面形貌.由图可知,国产PBO HM 纤维和进口ZYLON HM 纤维表面均较光

滑.利用电子显微镜统计２０根不同纤维直径,PBO HM 纤维的平均直径约为１３８７μm,ZYLON HM
纤维的平均直径为１１３１μm,即国产PBO纤维直径比进口纤维直径高约２μm.总体而言,除直径区别

之外,国产和进口PBO纤维无明显差异.

图１　PBO纤维表面形貌:a、b为PBO HM 纤维;c、d为ZYLON HM 纤维

２１２　纤维表面化学特性
纤维的表面活性对其与树脂的粘接性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对两种纤维的表面化学特性进行对比分

析.通过XPS对纤维表面元素含量进行测试分析,结果见表２,可看出四种纤维中均含有 C、O、N、Si
四种元素.对PBO HM 纤维而言,去剂后纤维表面 O元素含量明显降低.ZYLONZ HM 去剂前后纤

维表面 O元素含量无明显变化,由于纤维表面 O 元素含量对其表面活性影响较大,因此说明上浆剂对

ZYLONZ HM 的反应活性影响较小,其活性主要与纤维本体的表面活性有关.两种纤维表面元素含量

对比可明显看出,ZYLON HM 纤维 O元素含量较高,可推断ZYLON HM 纤维较PBO HM 纤维有

较强反应活性.

表２　PBO纤维去剂前后表面元素含量

(PBO为未去剂PBO HM,PBO R为去剂PBO HM,ZYLON为未去剂ZYLON HM,ZYLON R为去剂ZYLON HM)

纤维种类 C/％ O/％ N/％ Si/％ O/C

PBO ７４４２ １７７４ ４５７ ３２８ ０２３８

R PBO ７６９１ １２０４ ７４４ ３６１ ０１５７

ZYLON ７３６８ ２０３５ ２２６ ３７１ ０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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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纤维种类 C/％ O/％ N/％ Si/％ O/C

R ZYLON ７４０２ ２０７７ １２１ ４００ ０２８１

２２　树脂体系性能

本文设计制备了具有两种环氧树脂基体,表３为两种树脂体系浇铸体的力学性能.由表可见,相比而

言,A树脂浇铸体具有较高的拉伸强度、延伸率和弯曲强度,力学性能更优,而B树脂浇铸体拉伸强度

和延伸率较低,模量高于 A树脂,说明 A树脂柔韧性较好,而B树脂具有较大刚性.表４为两种树脂的

热变形温度中,B树脂体系热变形温度为１９３５℃,远高于 A树脂体系１３５２５℃.对于已固化的树脂来

说,随着温度升高,分子运动自由度增加,从而发生分子链断,三维网络结构坍塌,造成材料失效.树

脂固化交联的三维网络结构刚性越强,交联密度越高,则分子自由运动的束缚性越大,则在较高的温度

条件下才有足够能力来激发整链的分子运动,即具有更高的耐温性.

表３　两种环氧树脂体系浇铸体性能

树脂

体系

拉伸强

度/MPa

拉伸模

量/GPa
延伸率/％

弯曲强

度/MPa

弯曲模

量/GPa

压缩强

度/MPa

压缩模

量/GPa

热变形

温度/℃

A ９１５ ３４ ４５ １５８ ３５ １５７ ３４８ １３５２

B ７１０ ３８ ２９ １０３ ３７ １８７ ３９５ １９３５

２３　PBO纤维复合材料层间剪切强度

PBO纤维活性低、极性小、沟槽少,呈现出很强的化学惰性,因此其作为增强材料时,树脂对其的

浸润性较差,很难形成有效的化学键合,其复合材料界面粘接性较低.本文采用两种环氧树脂体系分别

与两种纤维复合,缠绕制备复合材料单向板,水切割得到层间剪切试样,测试结果如图２所示,A/

ZYLON HM 和 A/PBO HM 两种复合材料的层间剪切强度分别为３２１ MPa和２６２ MPa,而 B/

ZYLON HM 和B/PBO HM 的层间剪切强度分别为４５５MPa和３１０MPa.整体而言,B树脂体系的

纤维复合材料具有更高的层间剪切强度,说明B树脂与PBO纤维具有更好的界面粘接性.这可能与B树

脂具有更高模量有关,PBO 纤维属于高模型纤维,故与高模量树脂之间的匹配性可能更优.此外,A/

ZYLON HM 和 B/ZYLON HM 的层间剪切强度分别高于 A/PBO HM 和 B/PBO HM,说明

ZYLON HM 纤维与树脂的界面粘接性高于PBO HM 纤维.这是由于如２１所验证,ZYLON HM
表面含有更高含量氧元素,其表面化学活性高于PBO HM 所致.

图２　PBO纤维复合材料的层间剪切强度

图３为两种纤维复合材料的断面形貌图像,对比 (a) (b)和 (c) (d)可以看出,相对于 A 树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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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B树脂体系中的ZYLONG HM 和PBO HM 纤维表面附着的树脂更多,尤其B/ZYLON HM 中,
纤维表面被树脂紧密包裹,说明B树脂与纤维具有更好的界面性能.对比 (a) (c)和 (b) (d)可以看

出,ZYLON HM 纤维比PBO HM 纤维表面粘附的树脂更多,这说明ZYLON HM 纤维与树脂具有

更好的界面相容匹配性.

图３　PBO纤维复合材料的断面形貌SEM 图像:

(a)A/ZYLON HM;(b)A/PBO HM;(c)B/ZYLON HM;(d)B/PBO HM

２４　PBO纤维复合材料Φ１５０mm容器性能

两种树脂体系与两种PBO纤维缠绕所得的 Φ１５０mm 复合材料容器性能见表４所示.可明显看出,
两种纤维相比,PBO HM 纤维所制备的 Φ１５０mm 容器比ZYLON HM 纤维具有更高的纤维强度转化

率和容器特性系数,这是由于PBO HM 纤维具有更高的拉伸强度和模量.两种树脂体系相比,A 树脂

体系与两种纤维缠绕所得的 Φ１５０mm 容器具有更高的纤维强度转化率和容器特性系数,说明在容器性能

方面,A树脂体系与PBO 纤维具有更佳的匹配性.结合２３中两种树脂/PBO 纤维复合材料层间剪切强

度对比,与PBO纤维具有较低界面粘接性的 A 树脂,其PBO 纤维复合材料 Φ１５０mm 容器具有较高性

能;而与PBO纤维具有较高界面粘接性的B树脂,其 Φ１５０mm 容器性能反而较低,这可能是由于PBO
纤维属于高延伸率增强体,因此在制备其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时,只有高延伸率、高强度树脂基体才能使

纤维的强度得到充分发挥[１１].两种树脂相比,A 树脂具有更高的拉伸强度和断裂延伸率,因此在容器受

到内压作用时,A树脂可据材料的受力随之发生形变,可补偿其与PBO纤维的模量不同而引起的形变差

异,从而保持材料的整体性,提高容器性能.这也说明PBO纤维与树脂基体的界面性能对其容器性能并

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树脂的本体力学性能,尤其是拉伸性能对容器性能也具有较大影响.

表４　PBO纤维复合材料 Φ１５０mm容器性能

树脂类型 纤维类型 爆破压强/MPa 容器特性系数/km

A树脂体系
ZYLON HM ３２９２ ５６７２

PBO HM ３５３１ ５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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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树脂类型 纤维类型 爆破压强/MPa 容器特性系数/km

B树脂体系
ZYLON HM ２７４９ ４７５９

PBO HM ３２２３ ５２９６

３　结　论

１)ZYLON HM 和PBO HM 两种纤维表面光滑,表面化学元素相同,其中ZYLON HM 纤维表

面氧元素含量较高,具有更高的化学活性.

２)干法缠绕成型的ZYLON HM 纤维复合材料单向板的层间剪切强度优于 PBO HM 纤维,而

PBO HM 纤维 Φ１５０mm 容器的容器性能高于ZYLON HM 纤维.

３)刚性较大的树脂B与PBO纤维的界面粘接性更高,其中ZYLON/B复合材料层间剪切强度最高

可达４５５MPa,而刚性较小的树脂 A与PBO纤维所制备的 Φ１５０mm 容器具有更高的容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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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StudyonthePropertiesofDomestic
andImportedPBOFiberandtheirComposites
LIUNing１,ZHANGCheng shuang１,WANGBai ya１,WANGQian２,GUYi zhuo２

１XianAerospaceCompositesResearchInstitute;

２Bei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Abstract　Thesurfacephysicalandchmicalpropertiesofdomestic (PBO HM)andimpoerted
(ZYLON HM)PBOfiberswerecomparativelystudiedbyScanningElectronMicroscope(SEM)an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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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PhotoelectronSpectroscopy (XPS)TheunifirectionalfiberlaminatesandΦ１５０ mm Vesselswere
fabricatedofthetwokindsofPBOfibersandtwokindsofepoxyresinsystemsbydrywindingprocess,

andtheinterlaminarshearstrength (ILSS)aswellasthevesselpropertiesweretestedResultsshowed
thatthesurfacechemicalactivityoftheimportedPBOfiberwashigherthanthatofthedomesticfiber,

leadingtobetteradhesionbetweentheimportedfiberandtheresinaswellashigherILSSoftheimported
fiberreinforcedlaminateMeanwhile,duetohigherstrengthand modulusofthedomesticfiber,the
vesselcharacteristiccoeeficientofΦ１５０mmvesselwerehigherthanthoseofimportedfiberAsforthe
kindsofresin,theinterfacialadhesionbetweenPBOfiberandepoxyresinwithhigherrigitywashigher,

especially,theILSSofthelaminatemadeofdomesticPBOfiberandresinwithhigherrigitywas４５５
MPa,nevertheless,thevesselcharacteristiccoeeficientofΦ１５０mmvesselmadeofresinwithlowerrigity
washigher

Keywords　 PBOFiber;EpoxyResin;InterlaminarShearStrength;Vessel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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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用二次电源的镁合金薄壁结构设计

郑　瀚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摘　要　二次电源是广泛应用于航天领域的一种舱内电子设备,其中结构设计是设备研制的关键设

计之一,它既要满足星上电子设备的功能要求和可靠性要求,又要做到轻小型化和可维修性.使用镁合

金等轻型金属材料以薄壁构型作为此类电子设备的结构已成为目前航天领域的主流设计.本文以一次二

次电源结构设计任务为例,通过几种镁合金薄壁构型结构设计方案的比较,优选出了最佳方案进行详细

设计和仿真设计校验,并得出相应结论.
关键词　二次电源;镁合金薄壁结构;结构设计

０　引　言

二次电源作为星用电子设备,除要满足航天设备的一般功能要求外,还要满足航天产品的可靠性要

求.和结构设计相关的主要是结构强度和散热.其结构件一般用于维持设备外部构型,提供内部电路板

组件、独立元器件及模块的安装空间,满足各部分的安装要求,支承和保护设备内部的各组成部分,确

保在各种受载条件下各元器件以及组件的安全.
此外,结构件的设计应具有良好的导热性,因为此类电子设备自身没有主动散热措施,主要是通过

传导方式将设备自身热耗传导至整星热沉面进行散热.
镁合金的特点是密度低、强度高、传热好,易于加工,重量轻、不易变形,是目前航天领域广泛运

用的金属材料之一.
在某星用二次电源的结构设计任务中,设备拟使用２１个外形尺寸相近、结构形式相同、工作功耗相

近的模块组合为一个集中式供电设备.

１　构型选择

１１　堆叠式结构

将所有模块进行分组,每组设计为一个独立机箱,自上而下地进行堆叠安装,机箱间使用凸耳连接

或螺杆串接,如图１所示.
此类结构一般用于相对独立的若干个模块的组合,形式简单.但堆叠的模块不宜过多,否则会造成

设备重心偏高,影响设备的力学刚度.此外,此种结构在设备散热方面底层设备散热环境最好,越往上

由于距离热沉面越远,和结构件间接触热阻的存在设备的散热环境会越来越差,所以此类结构只适用于

规模较小、功耗较小的组合式电子设备.

１２　插板式结构

设备底部设计为一个整体底座,在底座上安装整机一级母板,模块分组后安装在若干个机框内形成

一个单机,单机与整机底座采用电连接器对插方式实现电气连接,利用机框两侧与底座进行机械固定,
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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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堆叠式结构

图２　插板式结构

此种结构的优势在于组合灵活、安装及维修方便.由于底座提前固定,各单机分别对母板进行插接,

可有效避免机框加工误差累计造成的装配问题.此类结构现为星用电子设备组合形式的主流结构设计

方式.

但此种结构的使用也有一定局限性,由于底座与安装热沉面直接接触,因此底座上安装的器件及印

制板组件的散热环境最好.各分支单机是利用侧壁与底座进行接触固定,不可避免地存在接触热阻,且

只能通过两侧壁向热沉面导热,导热路径受限,由于各分支单机上的自身热耗受散热条件限制,所以插

板式结构更适用于各单机热耗较小、母板部分热耗较大的数字型电子设备.在星用二次电源这类功率型

电子设备中,通常设备热耗大部分平均分布在各功率模块中,而母板一般地只起到汇集、转接电路的作

用,自身热耗较小,因此插板式结构并不适用于星用二次电源.

１３　组合式机框结构

模块分组安装在几个机框内,机框设计为L型结构或工字型立式机框结构,功率模块安装在机框内

的立壁上,可以通过立壁向热沉面导热,机框间使用外接凸耳或螺栓串接.机框上部或侧面留出空间安

装整机母板和对外电气接口,如图３所示.

此种结构形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充分利用热沉面,每个单机都与热沉面直接接触,散热效率高,

更适用于组合式功率型电子设备.

综合考虑几种结构形式的特点,堆叠式结构不适合大规模组合形式的设备;插板式结构不适用于功

耗平均分布于各模块且热耗较大的设备;组合式机框结构在单模块的散热方面更具有优势,在装配和加

工误差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其他设计上加以规避,因此在此二次电源的结构设计中,最后选择采用组合式

机框结构形式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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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组合式机框结构　

２　结构设计

按照星用电子设备的一般结构设计方法,二次电源结构设计为四个立式机框结构.机壳间长螺杆串

接,为保证每个机框与安装面的紧密接触,在整机两侧设计多个平均分布的安装地脚.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主体结构外观

在单个机框中,模块并列安装在机框下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整机重心,缩短功率器件到热

沉面的距离.每个机框安装二级母板,通过电连接器与每个模块实现电气连接,机框上部留出空间在组

合后安装整机一级母板.一级母板再通过电连接器与每个单机的二级母板电气连接.如图５所示.
此种模块化组合的结构方式既能充分利用有限的散热资源满足每个模块安装,具有较好的力学环境

和散热环境,又能实现模块大规模组合拓展,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和可维修性.

３　热设计

二次电源需散热的元器件按安装方式主要分为表贴型功率器件和安装型功率器件.

表贴型功率器件在设计时要将其设计分布在印制板下层,在机框对应位置设计散热凸台,在装配时

在器件与凸台之间涂抹导热填料,使装配后的器件能与结构体紧密接触,在工作时其热量以传导方式由

机框传导至热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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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设备内部结构图

安装型功率器件一般自身外壳就具有良好的导热性,使用其安装法兰将其安装至结构体,为确保紧

密接触,在工作时其热量以传导方式由机框传导至热沉面.
在结构设计中,机框设计为L型立式结构,立壁与底部散热面为一体式结构,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导

热路径上的接触热阻,内部导热路径设计如图６所示.

图６　内部导热路径设计简图

４　仿真校验

４１　力学仿真校验

电子设备的结构设计方案确定后,进行模态和动力学分析仿真,分析时,为运算方便和减少计算时

间,建立模型时做简化处理,对于材料,我们认为其力学特性一致,密度均匀.进行模态分析,得到的

１０阶固有频率以及在不同频率点下二次电源可能产生变形,为便于观察采用爆炸图形式展示,计算出二

次电源基频振型,模拟结果如图４所示.经模态分析 ,电路板组件基频约为３０３５Hz,如图７所示,整

机基频约４０６Hz,如图８所示.均满足卫星对一般电子设备的基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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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PCB组件的基频振型

　　　
图８　设备的基频振型

４２　热仿真校验

根据各器件正常工况下的热耗,对设备进行稳态热仿真分析,以评估整机的散热设计,设备热沉面

的温度为５０℃.为便于分析计算,器件本体均采用实体块模拟,通过该模型可以准确计算器件的壳温,
器件结温按照公式 (１)计算

TJ ＝Tc ＋(Q×Rj－c) (１)
式中　Tc———器件壳温,℃;

Tj ———器件的结温;℃;

Q ———元器件的热耗,W;

Rj－c ———器件结点到外壳的热阻,℃/W.
模型中的材料参数见表１.

表１　材料参数

序号 材料名称、牌号 密度/(kg/m３) 热导率W/(mK) 热膨胀系数/(１０－６/K) 比热容/[J/(kgK)]

１ AZ４０M １７８０ １４０ ２３６ ８００

２ 黄铜 H６２ ８４３０ １０８８ ２０６ ３８７２

３ 云母片 ２３２５１ ０４１~０５９ ——— ５０２３

４ 环氧酚醛层压玻璃布板 １８００ ０３~０４ １３６(常温) ８８０

５ 聚酰亚胺 １４１０ ０３ ——— ———

６ 导热硅脂 RKTL DRZ １ ２５５０ ０４ ——— ———

７ 单组分室温硫化硅橡胶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０２~０３ ——— ———

计算中接触面传热系数按表２选取.

表２　接触面传热系数

接触面类型 接触传热系数/[(W/(m２K)]

电路板安装面与机壳 １０００

盖板与机壳 １０００

使用有限元软件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知,在热沉温度可控的条件下,设备在正常工作时最高器件温度为７７℃,平均温度为

６６℃,可以满足设备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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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稳态温度分布图

５　结　论

本文通过一种星用电源设备结构设计事例,比较了几种大规模星用电子设备常用的结构设计,针对

电源设备特点,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和设计方案的仿真验证,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组合式机框结构方案

较其他方案可以更好地利用星上有限的空间资源和散热资源,结构强度满足卫星使用要求,可扩展性、
可维修性、散热性好,为星用电源结构的优选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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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技术在航天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展望

梁翠娜１　周孝伦１　谭沧海２

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与导航卫星总体部;２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增材制造 (AM)技术是一种逐渐在航天领域被广泛应用的新型制造技术.本文对增材制造

技术在国内外航天领域的应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重点阐述了增材制造技术在航天新材料、复杂结构件

制造以及太空增材制造技术等方面的进展,并对增材制造技术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　增材制造;航天;应用现状;展望

０　引　言

增材制造 (AdditiveManufacturing,AM,又称３D打印)是以计算机三维设计模型为蓝本,通过软

件分层离散和数控成型系统,利用激光束、热熔喷嘴等方式将塑料、金属粉末、陶瓷粉末、细胞组织等

特殊材料进行逐层堆积黏结,最终叠加成型,制造出实体产品的制造方法[１].相对传统制造技术,增材制

造技术具有很大优势.首先,它改变了通过对原材料切削、组装进行生产的传统模式,能够节省材料、
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它可以直接由计算机三维设计模型生成出任意形状的

零件,克服了传统工艺难以制备复杂零件的缺点,使得制造任意复杂形状三维结构成为可能.
航天产品具有多品种、小批量的特点,许多零部件都需要单件定制,若采用传统工艺,则生产周期

长、制造成本高;且大部分航天产品结构复杂并对强度要求高,所需工序繁多、工艺复杂、制造难度大,

增材制造技术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据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我国增材制造产业规模实现了

翻倍增长,年均增速超过３０％.增材制造技术在航天航空领域的应用价值也已经得到许多业内人士的认

可,其在航天领域的应用程度正逐步深化.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航天领域在增材制造材料、复杂结构件的生产、太空增材技术方面的典型应

用案例,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需求,对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１　增材制造技术在国外航天领域的应用

１１　空间增材制造材料的研究

空间增材制造研发计划是由美国首先提出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NASA开始研究微重力环境下的

增材制造技术,最初提出了两种制造技术:塑料熔融沉积增材制造技术 (熔融沉积成型技术,FDM)和

电子束无模成形制造器技术 (EBF３).针对这两种制造技术,NASA 分别进行了设备研发、工艺试验,

并开展了微重力等测试实验.FDM 主要针对工程塑料,由马歇尔航空飞行中心研究;EBF３主要针对金

属材料,由兰利研究中心研究;针对生物材料的空间增材制造技术则由斯坦福大学研究[２].

普渡大学的 MauriceJZucrow实验室提出了一种使用增强型碳纤维材料３D打印火箭喷嘴的方法.如

图１所示.在此之前,可用于３D打印的碳纤维材料在低于３００℃的环境下会发生明显变形,而这远低于

火箭喷嘴处的温度.该研究采用陶瓷前体、研磨碳纤维和炭黑的混合物作为增材制造的原材料.经过热

重分析仪的分析,该材料的质量损失为１４２５％,该材料已经通过了三点弯曲试验,试验验证了该材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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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３D打印火箭喷嘴的可行性[３].

１２　复杂结构件的增材制造应用

NASA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２０１２启动了 AMDE (AdditiveManufacturingDemonstratorEngine)项

目,用于研究通过增材制造技术构建一种基于液氧 (LOX)/液氢 (LH２)的开放式膨胀循环火箭发动

机,该发动机可在３５,０００磅的真空推力下运行.在增材制造技术的助力下,该发动机的主要零部件数量

下降了８０％,并且仅包含３０个焊缝,大大降低了发动机的组装难度,提升了发动机的强度.除此之外,
由于大多数零件都由增材制造技术构建,大大提升了设计的灵活度,降低了内部布局的难度.AMDE项

目证明了增材制造技术可以应用在火箭发动机的设计上[４].

图１　３D打印的火箭发动机

火箭工艺公司 (RocketCrafters,RCI)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宣布,其混合火箭发动机药柱３D打印技

术获得美国专利.该技术可为混合火箭发动机设计和制造高性能和更安全的操作性燃料药柱,仅采用两

个移动部件就能制造安全且低成本的运载器.RCI公司正采用该专利技术制造的火箭发动机研制全球首枚

可批量生产的 “无畏” １ (Intrepid １)运载火箭.利用３D打印技术制造火箭燃料室可使该公司以目前

一半的成本发射小火箭入轨.

１３　太空增材制造技术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俄罗斯首个增材制造的立方体卫星 (CubeSat)TomskTPU １２０搭载其太空货

运飞船成功进入太空[５],并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７日在国际空间站上手动发射成功.如图２所示.Tomsk
TPU １２０的尺寸为３０×１１×１１厘米,有一个３D打印外壳和一个３D打印陶瓷电池组外壳,以及一些常

规电子设备.通过将它发射到太空中,研究人员可以了解３D打印件如何适应太空环境.通过３D打印技

术,卫星的尺寸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致力于空间增材制造技术研究的 MadeInSpace公司在２０１４年９月将第一台３D打印机送入国际空

间,并在２０１６年向国际空间站发送了第二台３D打印机 AMF[６].如图３ (a)、３ (b)所示.AMF是第二

代３D打印机,客户可以将其设计数字化地发送到太空来委托３D打印.由于不需要火箭来运输设计,因

此大大节省了成本并提高了效率.该打印机打印的内容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各种厚度的辐射防护罩,防

护罩上有用于放置辐射环境监测器的通道,可以测量辐射.该打印机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可以持续升级,
目前它用三种不同的材料进行打印:ABS、GreenPE和 ULTEM;未来,MadeinSpace计划用更强更复

杂的材料如金属、复合材料和微纳米管掺杂材料进行打印.

２０２１年３月,欧洲防务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宣布,获得欧盟委员会 “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资助,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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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TomskTPU １２０立方体卫星

图３　 (a)MadeInSpace公司的第二台太空３D打印机 AMF

图３　 (b)AMF打印的圆形顶辐射防护罩

“PERASPERA在轨演示项目”.PERASPERA设想建造一个先进的太空工厂,直接在轨道上构造天线反

射面、组装卫星零件、替换有效载荷.该项目由空客牵头做系统规划,集合了德国GMV、葡萄牙GMV
Sky、比利时SPACEAPP、西班牙SENER、比利时EASN TIS、荷兰ISIS、德国 DFKI等企业和研究

机构的能力,他们在机器人操作、虚拟现实和空间装配等方面拥有专长.若该项目成功,将为人类进入

太空带来更经济、更安全的机会,以及更高效、寿命更长的卫星、空间探测器和其他太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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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增材制造技术在我国航天领域的应用

２１　空间增材制造材料的研究

２０１６年,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开展的空间增材制造技术试验在法国波尔多进行了９３
次抛物线飞行试验,此次试验共对５种材料和２种制造工艺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验证与探索,其中包含

了 NASA从未尝试过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获取了不同材料与工艺在微重力环境下的数据.试验中,中

科院太空增材制造技术团队利用每次２２秒的微重力环境,用自主研发的设备和工艺成功打印了目标样品.
此次试验也是我国首次开展微重力环境下增材制造技术试验验证,为未来把３D打印机搬上太空提供了重

要的数据和经验[２].

２０１９年,空间中心的研究团队使用远铸智能 (INTAMSYS)的高性能材料３D打印机FUNMATHT
对自主研发的碳纤维聚醚醚酮 (PEEK)复合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重要科研进展.聚醚醚酮是一

种热塑性聚合物,具有高强度、耐高温、耐化学腐蚀等特点,已经被用于制造３D打印卫星等领域.赵

伟、李秋实等学者通过在丝材中掺杂碳纤维,并运用远铸智能机器研究了垂直打印方向对碳纤维聚醚醚

酮３D打印机弯曲性能的影响.这种垂直方向打印的弯曲样条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弯曲强度可达到１４６
MPa,与传统注塑件的弯曲强度接近一致.该方法为制备大型打印机提供了新思路,使得聚醚醚酮碳纤维

材料具有更强的空间适应性和更多的功能性,并可在耐高温工业部件,尤其是航天等领域得到进一步

应用[７].

２２　复杂结构件的增材制造应用

２０１６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利用激光同步送粉３D打印技术实现了长征五号火箭钛合金芯级捆

绑支座试验件的快速研制,这是国内激光同步送粉３D打印技术首次在大型主承力部段关键构件上的应

用.随后,产品顺利通过静力试验,全面考核了飞行状态下的产品性能.２０１９年,该研究院完成了首批

长征５号系列运载火箭芯级捆绑支座的批量３D打印生产.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提出了面向增材制造的航天器点阵结构设计方法,实现了多类航天器结

构的轻量化设计.研制了国际首颗基于３D打印点阵的微小卫星结构样机,其结构承载比为７７％,优于

国内外大多数微小卫星的１５％~２５％;研制了３D打印相变储能点阵夹层结构,与传统技术相比,实现结

构减重２５％、热控储能提升５０％[８].

２３　太空增材制造技术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针对空间大型和超大型平台支撑结构的建造问题,从空间打印材料的评

价、在轨打印工艺和一维长桁架在轨连续打印装备等方向逐一突破,２０１８年９月完成了２５米一维长杆

的连续打印.２０１９年７月完成了６米桁架的连续打印,根据设计方案,最大成形方向成形尺寸可以达到

１０米甚至百米.目前,正在开展后续打印制件的力学等性能测试工作.
西安交通大学与北京卫星制造厂开展合作研究,围绕３D打印装备、原材料等的空间适用性开展了相

关系统研究,并针对空间３D打印技术,提出了舱内、舱外两套工艺方案.此外,也开展了FDM 工艺微

重力影响的效应地面试验[９].

３　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展望

增材制造产业规模呈现持续扩张的态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增材制造技术仍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得

到快速发展和应用.本文认为,增材制造技术还需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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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基于混合材料和智能材料的增材制造技术

过去增材制造一次性只能利用单一材料构建三维实体,构建多种材料组成的实体需要更多的时间和

能源,这大大限制了增材制造技术能够构建的实体类型.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混合材料的增材制

造逐渐成为新的研究方向,这使得快速构建复杂实体成为可能.
尽管增材制造能够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物体,但不足之处是打印出来的物体仍需要组装,缺乏柔性和

环境适应性,为此科学家提出了４D打印的概念,直接将智能材料与结构的变形设计内置到物料中,使结

构能够在外界激励下发生形状或者结构的改变,简化了从设计到实物的过程,让物体能自动组装成型.
智能材料一般是指以特定方式响应环境变化,具有自感知、自诊断、自驱动、自修复能力的新型材料.
这些材料已经或将要被应用在航天航空、土木工程、医学、仿生机器人等领域[１０].目前能够实现４D打印

的智能材料种类相对较少,使得４D结构的激励方式和变形模式受到限制,因此研发新型驱动模式的智能

材料将是未来增材制造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３２　更大规模和更高精度的增材制造技术

当前大多数增材制造设备只能构建较小尺寸的物品,虽然可以通过构建小尺寸的部件来组装成大尺

寸的物品,但是这将增加制造成本和制造时间,降低物品的强度和耐用度.为实现大尺寸物品的高效制

造,研制更大规模的增材制造设备、研究增材制造与传统制造结合的复合制造技术,也将是未来增材制

造发展的方向.
当前增材制造技术能达到的最高精度约为００１毫米,但是这个精度仍不足以支撑一些高精度物品如

集成电路等的生产,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增材厚度和增材单元尺寸的进一步减小,使制造精度达到微

纳米级[１１].

３３　空间在轨增材制造材料回收技术

增材制造技术为空间站的在轨运营、设备维修制造和科学实验提供了更好的支撑.空间站内资源有

限,安全性要求远高于地面,因此,空间增材制造设备需要满足一系列严格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散

热、废气排放、可靠性、安全性以及人机工效等.实现面向空间在轨增材制造材料回收利用是减少增材

制造原材料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空间站运营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其目的是将空间站内的废料

或暂且不用的零部件转化为可供在轨增材制造所需的原材料,用于制造亟须的零部件.NASA 目前已开

展面向空间在轨增材制造材料回收利用技术研究.鉴于中国目前有限的上行能力,面向空间在轨增材制

造材料回收利用技术,对于中国空间站的运营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所以对该技术的研究需求也更加

迫切.

３４　电子器件在轨增材制造技术

目前很多研究是侧重于在轨制造结构件方面,但除了结构件外,电子器件 (如传感器、射频组件、
电阻、电容器等)受空间环境的影响,更容易发生故障,需要不断的维护和更新.电子器件增材制造的

典型应用,比如,传统的PCB制造技术要求将电容器安装到PCB上,这导致PCB表面积的使用不是非常

有效,但增材制造技术允许将电容器直接打印在PCB板上,从而可以避免潜在的耗时和复杂的组装过程,
同时还能减小电路板的占位面积.但受限于微重力环境、复杂的力/热环境,以及电磁辐射等空间环境,
使得电子器件在轨增材面临更大的难度,需要开发性能更好的导电和介电材料、研究提高成型精度的设

备及方法.

４　总　结

增材制造技术是一门迅速发展的数字化制造技术,可以大幅提升效率和制造精度,推动太空探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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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航天大国正在大力推进增材制造技术的研究,我国航天领域增材制造技术也正处

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本文阐述了增材制造技术在国内外航天领域的应用现状,对增材制造技术不同的应

用模式进行了归类和总结.总体上航天增材制造仍处于摸索和基础研究阶段,在关键技术和应用需求方

面仍需进一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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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调质和固溶态旋压圆筒冲压收径工艺研究

温树斌　白小雷　齐静儒　杨建峰　张　岩　胡新娟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摘　要　通过对调质态３０CrMnSiA、３０Cr３ 及 T２５０ (固溶)材料旋压筒形件进行冲压收径工艺试

验,得到较为合理的收径模具结构尺寸以及上述材料４１~４７mm 尺寸规格下的形变回弹规律.通过冲

压这一工艺方法能够满足收径内孔尺寸用于后续加工螺纹,且对旋压壳体的整体形位精度无消极影响.
为相似材料采用内螺纹对接的无焊缝壳体加工,提供了整体旋压后冲压收口的结构设计、工艺设计思路

及尺寸回弹规律.
关键词　旋压圆筒;调质;固溶;冲压收径

０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小型发动机设计水平紧跟欧美等武器系统先进国家,发动机设计结构涌现了一大批具

有先进功能的新思路,尤其是调质态高强钢经形变强化或时效强化的发动机壳体十分普遍.这一类工艺

设计结构,可以使壳体强度在达到高性能的同时,有效保证发动机壳体的重要技术指标———形位精度,
能够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地实现药柱的自由装填,其制造过程除了需要特殊的旋压及热处理工艺外,
也存在不允许使用焊接方法这一工艺制约,因此需要结合冲压收径的方法使大开口部位的材料进行收径,
为该部位加工内螺纹提供充足的用料.而冲压收径的工序需要针对特定的材料采用优化的模具设计、工

件合理的热处理、工件结构尺寸的优化,掌握收径部位尺寸的回弹规律,同时减少对于产品结构变形的

影响,避免出现椭圆、不同轴,甚至褶皱、划伤、开裂等缺陷,满足产品的后续加工需求.

１　试验方案

试验所选用的旋压壳体产品总长１７００mm,带有三个加厚带,要求同轴度不大于０４mm,收口区

域的结构尺寸如图１所示,需要对 B端加厚带进行冲压收径,使其内径由原旋压状态的 Φ１７６减小至

Φ１７２,满足该部位内螺纹车修加工要求,因外轮廓需要留有１５mm 加工余量,因此外径不小于 Φ１８０、
壁厚t不小于４０,同时需要保证收径部位与壳体筒段的同轴度要求.

图１　产品局部收口区域示意图

试验旋压毛坯壁厚为７０mm,几种材料的热处理状态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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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材料热处理状态

序号

原材料状态 热处理状态

材料 热处理 硬度 热处理 硬度
抗拉强度/

MPa

屈服强度/

MPa

延伸率/

％

断面

收缩率/％

１ ３０CrMnSiA 正火高温回火 HB≤２２９ 调质 HRC２８ ３３ ９５０ ５７０ ２２ ４４

２ ３０Cr３ 正火球化退火 HB≤２２０ 调质 HRC３７ ４１ １３３０ １１７０ １２ ３０

３ T２５０ 固溶 HRC≤３５ 固溶 HRC２８ ３５ ９８０ ８６０ １６ ７５

几种材料试验工件的旋压工艺状态见表２.

表２　试验件工艺状态

序号 材料 工艺路线 (t＝４１、４４、４７)

１ ３０CrMnSiA 调质 机加 一道次旋压t 二道次旋压１５ 冲压

２ ３０Cr３ 调质 机加 一道次旋压t 二道次旋压１５ 冲压 时效

３ T２５０ 固溶 机加 一道次旋压t 固溶 二道次旋压１５ 冲压 时效

对壳体旋压成形后大端局部缩口变形力F进行了计算,按最大强度３０Cr３材料计算.

F＝(２４~３４)πtσb(M －n)

＝３４×３１４×４７×１３３０×(１７７４－１７２)＝４２７１０８N＝４２７kN＝４３T
式中,t为收径部位工件壁厚,mm;σb 为材料抗拉强度,MPa;M 为收径前工件最大内径,mm;N 为工

件收径目标内径,mm.
设计冲压收径凹模如图２所示,材料使用Cr１２MoVe,HRC５８ ６３,因产品多梯度变截面的特征,采

用内外圈组合设计,内圈为分瓣结构,直径 Φd为收径工作直径,H 为工作面高度,R工作面导向圆弧,
经计算及模拟设计的内圈倾斜度及外圈强度满足冲压力强度要求.

图２　收径模具示意图

２　调质态３０CrMnSiA经旋压后圆筒收径试验

３０CrMnSiA是广泛使用的壳体材料,而其经调质后仍然具有良好的塑性,是使用广泛的调质态旋压

材料.而退火状态的材料经旋压后再进行焊接、退火、调质,容易出现焊缝收缩、壳体拉长、壳体变形、
直径减小等质量问题,因此调质后再进行旋压是更为优化的工艺方法,经调质旋压后的圆筒收径试验结

果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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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０CrMnSiA试验结果

(单位 mm)

t
工件参数≥ 模具参数

L D H d R K
收径前外径 收径后外径 直径回弹

４１ １５ １８４７ ６ １７９５ １０ １５ １８４５ １８０２ ０７

４４ ２０ １８５７ １０ １８００ １０ ２１ １８５５ １８０８ ０８

４７ ２５ １８６６ １０ １８００ ２０ ２６ １８６４ １８１２ １２

试验过程中,随着收径部位的壁厚t增加,为了防止工件旋压拉裂及冲压变形需要的壁厚过渡区长度

L 显著增加;因一道次旋压减薄率逐渐减小,扩径现象更加明显,收径模具需要显著增加开口直径D ;
收径工作面高度 H 不宜过长且导向圆弧R 需要显著增大,否则容易出现材料被剥离长度增加明显而内径

变化不明显的情况;收径工作面直径d 不宜等比例增加,否则因回弹过大无法达到收径效果,但壁厚t过

大时,容易出现收径区域与薄壁段的不同轴或划伤现象.当t不变而L 偏小时,工作面导向 K 值应略大

于L ,以避免过渡区域出现不均匀变形和拉薄.

３　调质态３０Cr３经旋压后圆筒收径试验

３０Cr３钢具有高强度、高韧性、高塑性的特征,通过合理的热处理工艺,其在室温及高温下强度和断

裂韧性能够得到较好的匹配,壳体实现强度１５５０MPa延伸率能够达到９％,材料及工艺成本适中,经调

质后仍然具有良好的塑性,非常适用于固体发动机金属壳体的制造.经调质旋压后的圆筒收径试验结果

见表４.

表４　３０Cr３试验结果

(单位 mm)

t
工件参数≥ 模具参数

L D H d R K
收径前外径 收径后外径 直径回弹

４１ １５ １８５０ ６ １７８４ １０ １５ １８４８ １８０２ １８

４４ ２０ １８５７ １０ １７８８ １０ ２１ １８５５ １８０８ ２０

４７ ２５ １８６８ １０ １７８０ ２０ ２６ １８６６ １８０３ ２３

调质态３０Cr３相对于３０CrMnSiA硬度明显增加,冲压后直径的回弹量更大,收口工作面直径d 尺寸

明显减小.试验过程中,随着收径部位的壁厚t增加,旋压工艺需要的过渡段L 明显增加,以避免工件拉

裂和不均匀的变形,有助于提升整个壳体的同轴精度,也能为冲压收径的变形提供更均匀的过渡;同时

因强度更高,一道次的扩径量更大从而明显增加了收径难度,需要更大的开口直径D 和更小的收径直径

d ,壁厚t偏小时也容易出现直径差大的椭圆现象,主要原因为收径过程中存在塑性和材料结构屈服引起

的弹塑性变形,存在一定的结构回弹;收径工作面高度 H 相对增加但不宜过大,长度增加有助于稳定收

径尺寸减小回弹,但过大的 H 容易引起收径凹模反向挤出弹起,增加冲压收径操作的不稳定性;增大R
有助于减小椭圆、不同轴、褶皱、划伤、开裂等缺陷;试验所采用三种壁厚t条件下因减薄率偏小形变强

化效果区别并不明显,故直径的回弹量变化不大.

４　固溶态T２５０经旋压后圆筒收径试验

T２５０钢具有高韧性、高塑性的特征,经旋压、时效后其强度能够达到１７５０MPa,延伸率大于８％,
随着无钴马氏体时效钢的研制从而降低成本后,目前更多的中小直径发动机壳体采用了这一材料,通过

固溶 旋压 时效强化既能够达到壳体的高性能要求,又有利于严格的形位精度控制.其固溶旋压后的圆筒

收径试验结果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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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T２５０试验结果

(单位 mm)

t
工件参数≥ 模具参数

L D H d R K
收径前外径 收径后外径 直径回弹

４１ １５ １８４９ ６ １７９２ １０ １５ １８４７ １８０１ ０９

４４ ２０ １８５９ １０ １７９５ １０ ２１ １８５７ １８０６ １１

４７ ２５ １８６８ １０ １７９７ ２０ ２６ １８６６ １８０８ １１

从试验过程及结果来看,虽然 T２５０为固溶状态强度不及３０CrMnSiA 和３０Cr３,但仍然有较高的韧

性,也存在一定的回弹.随着收缩区壁厚t的增大,T２５０钢的高塑性的特征使其直径的回弹变化并不明

显且回弹相对稳定;虽然因壁厚t增大更容易扩径导致收径前的外径增大明显,但收径所需的模具收口直

径d 变化幅度较小,仍然能够得到良好的收径效果,且因其仍然有良好的塑性,不容易出现凹模反挤弹

出、表面划伤、开裂等现象,但其对旋压收口部位的直径、壁厚精度及L 与K 的匹配要求较高,否则容

易出现过渡区L精度较差的象限被明显拉长导致不同轴现象,且经后续时效强化后这一现象不同轴或椭

圆的现象更加明显.

５　试验圆筒收径的一般规律

当收径模具尺寸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收径区壁厚t较小时,以收径区的弹性变形为主,此时直径回弹

较大且直径尺寸不稳定;而当收径壁厚t较大,则收径过渡段易变形,与圆筒段出现不同轴,甚至出现局

部材料易剥离、划伤、局部拉长的现象,且随着t的增加,收径模具的K 值需要略大于工件过渡区的长

度L ,可以减小不同轴现象,R 和H 相应增大,可以起到稳定收径尺寸和减少局部拉薄的作用.

６　结　论

３０CrMnSiA、３０Cr３、T２５０钢经形变强化后再通过冲压收径的工艺方法,能够实现无焊缝壳体的整

体加工工艺要求.合理的工件收径尺寸及相应的收径模具设计能够满足收径内孔尺寸的后续加工,且对

旋压壳体的整体形位精度无消极影响,可以为同类型材料、同类型采用自由装填药柱的壳体结构设计及

工艺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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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钛合金带内台阶筒形件旋压工艺研究

杨延涛　韩　冬　牟少正　曹学文　写　旭　白小雷

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确定了高强钛合金带内台阶筒形件旋压成形工艺方案,分析了旋压工艺参数对旋压成

形的影响规律:高强钛合金热旋压温度应为６００℃~７５０℃;进给比要在不同道次间有所不同,开坯旋压

时采用小进给比０５~０８mm/r,终旋道次采用大进给比１２~２０mm/r;高强钛合金的极限减薄率可

以达到８５％左右,单次道次减薄率可以实现４５％,随着材料旋压加工硬化,能够实现大减薄率,但累计

减薄率不宜过大,否则旋压后固溶处理强度会有所下降.

关键词　钛合金;带内台阶;旋压;工艺参数

０　引　言

钛合金 (Ti １５V ３Al ３Cr ３Sn １Nb １Zr)是一种近β型结构钛合金,由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独立研制,最初是代替TB３合金用于１２５０MPa级高强度钛合金航空螺栓用材料,具有

优良的冷成型性、高强度、抗疲劳性能和较好的焊接性能.铸造坯料经过热挤压变形和退火处理后可获

得后续冷加工的组织性能,也曾应用于船舶和航空航天复杂结构件上.目前该钛合金已生产和应用的有

板材和棒材,而对于有广阔应用前景的管材,其加工技术尚处于摸索阶段.
带内台阶薄壁钛合金圆筒采用高强钛合金,可以在满足壳体机械性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重量.

但铸造管坯壳体的机械性能达不到试验要求,必须采用大塑性变形强化铸造管坯的性能,由于受到锻造

和热挤压成形行程的限制,无法满足长径比壳体的制造,而旋压成形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此,为了解

决该产品制造问题,迫切需要开展高强钛薄壁带内台阶圆筒的旋压成形工艺研究.本文采用热挤压高强

钛合金毛坯开展可旋性、热旋压温度和缺陷预防等工艺参数研究,实现高强钛合金带内台阶筒形件整体

旋压成形,提高产品强度,简化生产成本,提高材料利用率.

１　产品及工艺方案

高强钛合金带内台阶筒形件为高强度、高精度薄壁带内台阶筒形件.产品采用铸锭经过斜轧穿孔成

管坯,再经热反挤压成形为带法兰的预制旋压毛坯,试验状态为７９０℃感应加热退火态.铸锭采用二次真

空电弧炉熔炼,在室温下实测材料机械性能为:σb ＝８００MPa、σS ＝７５０MPa、δ５ ＝１３％、ψ ＝３５％.

２　工艺参数对旋压成形的影响

２１　旋压加热温度

高强钛合金具有良好的热加工性,其变形抗力较 TC４高,选择合适的加工温度是保证材料获得良好

的工艺塑性及性能的关键.由于β合金相变温度与再结晶温度基本相同,因此在相变点以上加工,有利于

合金的回复与再结晶,可以使加工产生的硬化得以部分消除.高强钛合金的相变点为７５０℃~７７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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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可以看出,随着变形温度的升高,合金的强度大幅度降低,但是８５０ ℃时 Ti２６合金的强度仍有

９５MPa,当变形温度继续升高到１０００℃,其强度变化不大.对应之材料的延伸率大幅升高,但８００℃
后变化幅度减小,且在９００℃达到最大延伸率为２７９％.

图１　高强钛合金高温性能

在热旋选择温度参数的时候,温度要合适,温度偏低,金属的变形抗力大,塑性差,在旋压时容易

产生裂纹;温度过高又容易使变形后的金属晶粒长大,氧化污染加剧,降低旋压后的综合性能.因此,
根据高强钛合金高温性能试验结果,在试验时采用了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７５０℃、８００℃和９００℃
多种旋压加热温度,结果如表１.

表１　不同加热温度对旋压成形的影响

旋压温度/℃ 表面质量 产生的缺陷

５００ 好 开坯旋压时开裂

６００ 好 料头有局部裂纹

７００ 好 无

７５０ 良好 略起皮

８００ 较差 起皮

９００ 差 严重起皮,堆积

从表１可以看出,开坯旋压时采用较低的旋压温度５００℃时出现了开裂问题,而多次旋压后采用该温

度无开裂现象.而在高强钛合金相变点７５０℃以上出现了起皮和堆积等缺陷,影响了旋压成形;另外,旋

压后测试机械性能发现,８００℃以上旋压件的机械性比低温旋压件的低,加工强化不明显.因此,为了保

证旋压成形和旋压后材料机械性能,该材料开坯旋压加热温度应在６００℃~７５０℃.

２２　进给比

进给比是影响旋压成形和生产效率的重要参数.随着进给比的增大,旋压接触区域的三向接触面积

也随之增加.接触面积的增加使得旋压力必然增大,过大的进给比引起旋压过程中产生热量和缺陷的增

加.本次试验中研究采用的进给比分别为:０５mm/r、０８mm/r、１０mm/r、１２mm/r、１５mm/r和

２０mm/r,其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以看出,随着进给比的增大,旋压件扩径情况逐渐得到改善.进给比确定时要在不同道次间

有所不同,开坯旋压时毛坯壁厚相对较厚,应采用小进给比如０５~０８mm/r,而终旋道次由于毛坯经

过多次旋压材料存在加工硬化,可以采用大进给比以实现高质量旋压件,如１２~２０mm/r.

２３　减薄率

旋压减薄率一方面是影响旋压成形的关键参数,另一方面是影响材料旋压后性能的关键参数,因此

合理确定减薄率是决定旋压成形是否成功和获得优良性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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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进给比与圆度的关系

(１)极限减薄率

极限减薄率研究采用累计最大减薄率的方法,试验时采用壁厚为１０mm 的旋压毛坯,经过多次热旋

压成形,直到旋压开裂 (此时壁厚为１５mm),试验证明高强钛合金高温多次旋压成形极限减薄率可以

达到８５％左右.
(２)道次减薄率

由于高强钛合金在高温加热条件下的塑性大幅提高,可以满足单次大减薄率.试验证明,高强钛合

金可以实现单次道次减薄率４５％左右,而随着材料旋压加工硬化,能够实现更大减薄率.
(３)累计减薄率

在极限减薄率研究中知道高强钛合金在高温热旋压成形时的极限减薄率为８５％,因此本次研究了累

计道次减薄率分别为５０％、６０％、７０％和８０％四种累计减薄率,并分别测试了旋压后采用７９０ ℃,３０
min,AC ＋５００℃,１０h,AC 热处理后的力学性能和组织,如图３和图４所示.

图３　高强钛合金热处理后性能随变形量的变化

由图３知,随着变形量的增加,强度先降低,超过６０％变形,有上升趋势;在变形量达到８０％时,
延伸率δ达到８％.一般来说,β合金高温固溶,低温时效,可以获得较高的强度:高强钛合金可达到σb
≥１３００MPa,σ０２≥１２２０MPa,但缺点是塑性较低.

从图４a中可以看到,晶粒沿变形方向有拉长现象,晶内有少量α 相析出,在晶界上有少量再结晶晶

粒;随着变形程度的加大,晶粒拉长现象愈加明显,再结晶晶粒也逐渐增多,并逐渐长大 (图４b、４c).
这是由于合金在热加工过程中,变形温度已超过再结晶温度,塑性变形开始后,不同变形量的变形晶粒

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应变能差,动态再结晶也开始通过弓出形核或亚晶形核后长大.当变形量达到８０％后,
晶粒粗大且沿变形方向被明显拉长,这是由于二次再结晶造成的.

因此,高强钛合金的累计减薄率不宜过大,否则由于热加工造成的晶粒长大现象,会增加后续热处

理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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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减薄率下高强钛合金的微观组织

３　结　论

高强钛合金带内台阶筒形件整体旋压成形方案是可行的,得到了旋压温度、进给比、道次减薄率等

工艺参数的合理选择范围,以及旋压工艺参数对旋压成形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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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anum轮底盘坡道行驶的运动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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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Mecanum 轮底盘可以通过各轮组不同转速及转向的矢量叠加,使底盘具有灵活的运动特性,

因此在 AGV 等移动机器人上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航天产业中 Mecanum 轮底盘的特种车辆也同样被应

用在装载、运输等各个环节之中.由于其特殊的结构特点,使得以该种车轮作为驱动轮的底盘更多应用

于平整路面上,这限制了 Mecanum 轮的应用和推广.本文以常见的坡道为例,结合 Mecanum 轮受力及

四轮式底盘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使用 Adams软件进行了运动学仿真,对 Mecanum 轮底盘坡道行驶

的运动学特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实物试验验证,证明了本文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关键词　Mecanum 轮;四轮底盘;坡道行驶特性;仿真实验

０　引　言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 AGV (AutomatedGuidedVehicle,自动导引运输车)为代表的移动机器

人产品在生产和生活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Mecanum 轮由于其多自由度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有

全向移动需求的各型移动机器人底盘上[１４].

Mecanum 轮是１９７３年由瑞士人 BengtIlon设计的.由于其特殊的结构及其动力特性,使得采用

Mecanum轮的底盘大多应用于较为平整的路面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种车轮底盘的应用和推广.

通过研究 Mecanum 轮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运动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底盘及整机的应用范围[５].

１　Mecanum轮底盘运动学及动力学分析

１１　Mecanum轮受力情况分析

Mecanum 轮如图１所示,由一个轮毂支撑架和若干沿一定角度排布并安装在轮毂周围自由运动的辊

子组成,辊子的外表面形状是曲面,轮毂周围的辊子的轮体的包络线形成一个完整的圆.Mecanum 轮在

平面运动时,轮毂外沿辊子的圆柱包络面与地面接触,且在任意时刻至少有一个辊子与地面接触[６７].

图１　Mecanum 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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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结构使 Mecanum 轮具有３个自由度,即绕轮子轴线转动、绕辊子与地面接触点的转动和沿辊

子轴线垂直方向的平动.
底盘行驶过程中,电机的输出扭矩Td 经过离合器、减速机、传动轴、驱动桥传到车轮上,则驱动轮

的扭矩T 可表示为[８]

T＝iηTd (１)
式中,i表示减速机的减速比;η表示传动效率.

驱动轮滚动过程受力示意图如图２所示,驱动轮部位正压力为FN ,轮缘与地面接触部位为静摩擦,
车轮对地面产生作用力Fo ,路面给车轮的反作用摩擦力Fk 即为车轮前进的驱动力.工程上通过试验可

以测得车轮与地面的附着系数,当驱动力大于车轮对地面的附着力Fφ 时会产生打滑,则车轮进行纯滚动

的条件为[９]

Fk ＝Fo ＝
T
R

Fφ ＝φFN

Fk ≤Fφ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

图２　驱动轮滚动过程受力示意图

Mecanum 轮辊子受力示意图如图３所示,斜线方向为底部辊子与地面接触时的方向,辊子的倾斜角

度一般为４５°.牵引力Fk 是由沿辊子轴线方向上的静摩擦力F１ 和垂直于辊子轴线方向的滚动摩擦力F２ 两

个力合成所得.

F１＝μ１FN

F２＝μ２FN
{ (３)

式中,μ１ 为静摩擦系数,由试验测得;μ２ 为滚动摩擦系数,由试验测得.

图３　Mecanum 轮辊子受力示意图

由于辊子外侧采用具有弹性且摩擦系数较大的聚氨酯、橡胶等材料制成,而辊子转轴两侧安装有滚

动顺畅的轴承,因此 Mecanum 轮辊子的静摩擦力F１ 远大于滚动摩擦力F２,一般在分析时取牵引力

Fk ≈F１.在图３所示的车轮坐标系下,牵引力Fk 可分解为Fx 及Fy 两个方向的分力,其中,Fx 作为车

轮整体向前滚动的驱动力,根据与驱动扭矩的关系可以得到[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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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Mecanum轮底盘运动学分析

四轮 Mecanum 轮底盘是目前工业应用中最为常见的结构形式,四轮布置的位置及方向在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底盘整体的运动特性,综合多种运动特性分析,较为优化的布置结构如图４所示[１０].

图４　四轮 Mecanum 底盘广义坐标系示意图

建立图４所示的底盘广义坐标系XOY 和图５所示的单轮局部坐标系xioiyi(i＝１,２,３,４),其中

R 为 Mecanum 轮半径,I１、I２ 分别为底盘轮距、轴距的一半,α为 Mecanum 轮的辊子轴线与轮毂轴线的

夹角,４个车轮均为４５°.设４个轮的角速度分别为ω１、ω２、ω３、ω４,每个轮辊子的滚动速度分别为vg１
、

vg２
、vg３

、vg４
,底盘的纵向速度为vx ,横向速度为vy ,旋转速度为ωo .将第一个 Mecanum 轮在局部

坐标系和整车广义坐标系中分别进行运动参数分析,其运动学方程分别如下

图５　单轮局部坐标系示意图

在局部坐标系x１o１y１ 中,有

vo１ ＝
R cosα
０ sin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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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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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义坐标系XOY 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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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公式联立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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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４个车轮进行相同的分析,则得到整车的逆运动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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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运动协调平稳的底盘,４个车轮转速的线性关系为ω１＋ω２＝ω３＋ω４,如等式不成立,则表明出

现了底盘运动打滑现象,这将影响平台的正常运行.
根据底盘运动学方程可以看出,通过分别控制４个车轮的转速,车轮旋转过程中辊子与地面接触,由

此产生沿辊子自身轴线方向的摩擦力,４个车轮的摩擦力作为驱动力,通过不同的组合实现底盘的各种运

动模式.典型运动模式下车轮的受力情况如图６所示,其中图 (a)为前进,(b)为左向横移,(c)为顺

时针旋转,(d)为右前方斜向行驶,其他运动模式的受力情况与之对应.分别将４个车轮的驱动力在底盘

质心上进行合成,即可得到底盘整体的驱动合力Fk 及转矩T [９１０].

图６　底盘运动控制模式

１３　Mecanum轮底盘坡道静力学分析

车辆在坡道行驶过程中,驱动轮产生驱动合力Fk ,需要克服的各种阻力包括:摩擦阻力Fg ,空气

阻力Fw ,坡道阻力Ft 及加速阻力Fa .Mecanum 轮底盘在坡道上稳定低速行驶时,加速阻力Fa 为０,
空气阻力Fw 微小可忽略,运行中的滚动摩擦阻力Fg 与由重力分量产生的坡道阻力Ft 相比也较小可忽

略,因此坡道行驶过程中底盘主要受坡道阻力Ft 的影响.
坡道阻力Ft 为底盘在坡道行驶时重力沿坡道方向的分力,底盘在坡道行驶可分为直线行驶和斜向行

驶两种状态.直线行驶时坡道阻力Ft＝Gsinθ.斜向行驶时,如图７所示,底盘纵向轴线与坡道纵向存

在一定的偏向角δ.底盘承受沿纵向轴线向下的纵向坡道阻力为Ftx＝Gsinθcosδ,承受沿纵向轴线垂

２８９１



直方向侧方滑移的横向坡道阻力Fty ＝Gsinθsinδ [１１].

图７　斜向坡道底盘受力分解示意图

由于底盘运动过程的牵引力是以摩擦力表现出来的,如果摩擦力 (牵引力)小于下滑分量,就会出

现打滑现象.综合以上分析,底盘满足坡道上稳定行驶的工作条件为[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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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i 为第i个驱动轮扭矩.

１４　Mecanum轮底盘动力学分析

采用运动学转化方法,在广义坐标系下,定义底盘沿XG 方向的位移分量SX ,沿YG 方向的位移分量

SY ,回转角度θO .

由 Mecanum 轮底盘约束方程可知,底盘整体速度S


X 、S

Y 、θ


O 与各个轮子间的速度存在不可解耦的

特性,Mecanum 轮底盘系统属于不完整约束方程类,根据不完整系统的劳斯方程结合底盘运动学分析,
可以得到底盘的运动学方程[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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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 为底盘的转动惯量;Jω 为底盘驱动轮的转动惯量;Jm 为电机的转动惯量;

图８　底盘坐标转换运动简图

根据静力学分析可知摩擦力在动态变化,因此需要动态控制各电机的驱动力矩,动力学分析可为底

盘在斜路面上的运动平稳性控制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１５　坡道行驶特性分析

如图９所示,在底盘上坡过程中,可分为３个阶段:阶段１为驶入阶段,该阶段４个车轮先后从平面

驶上坡道;阶段２为全坡道阶段,该阶段４个车轮与坡道完全接触;阶段３为驶离阶段,该阶段４个车轮

先后驶离坡道.

图９　底盘上坡行驶３个阶段示意图

直线坡道行驶较为简单,与水平路面直线行驶相似,只要驱动合力Fk ≥Ft 即可保证底盘顺利驶上

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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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向坡道行驶较为复杂,在驶入阶段,由于偏向角α的存在,４个车轮先后与坡道接触,造成两侧车

轮的对地正压力不同,受力无对称性,由此产生的驱动合力Fk 及转矩T 会致使底盘出现横向滑移、方向

转向等现象.驶离阶段和驶入阶段相似,而在全坡道阶段４个车轮与地面接触良好,受力情况相对简单,
运动状态较为平稳.

Mecanum 轮底盘的运动状态会受到整体结构、悬挂刚度、坡道坡度、偏移角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会随过程实时变化,因此无法通过简单的理论计算和分析获取准确的运行状态.本文通过对 Mecanum 轮

底盘斜向坡道的理论分析和运动仿真分析,提出底盘设计的优化方案,从而减小爬坡过程中底盘的横向

偏移量,提高运动稳定性和对窄坡道的通过性.

２　运动仿真分析

２１　仿真模型及系统搭建

某型机器人及底盘结构示意图如图１０所示,机器人采用四轮式 Mecanum 轮底盘,前后轮采用图示

的单摆臂式悬挂减振系统.

图１０　某型机器人及底盘结构示意图

在 Adams中对机器人整机进行运动学分析,仿真模型如图１１所示,由车架、Mecanum 轮、摆臂、
减振器及配重等组成.定义机器人的总重为１００kg,轮距５３０mm,轴距６００mm,轮半径１００mm.仿真

模型对车架及悬挂部分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将配重分为前、后两块,用于模拟质心位置不同时对运动的

影响;添加辊子绕自身轴的旋转副和 Mecanum 轮绕轮毂的旋转副;用Impact函数模拟辊子与地面的碰

撞,采用Coulomb准则模拟辊子与地面的摩擦;在摆臂式悬挂端设置４组弹簧阻尼器,通过设置刚度系

数k模拟不同的弹簧减振器.

图１１　运动学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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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４种坡道仿真路面,分别为直线行驶上坡、斜向行驶上坡、直线行驶下坡和斜向行驶下坡.由于

篇幅所限,本文仅结合相对复杂的斜向行驶上坡工况的仿真结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证.

２２　减振弹簧刚度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斜向坡道行驶过程中车轮发生瞬时离地时会产生横向滑移,结合车体结构特点,悬

挂减振的刚度系数会对离地幅度及离地时间产生影响,会直接影响运动过程的偏移量.
仿真工况为未加载配重质心居中的状态,坡道倾角１０°,底盘采用直线运动控制模式,４个车轮的转

速均为４６０ (°)/s,驶入坡道时的偏向角为１０°,仿真时间６s.
如图１２所示为弹簧刚度系数为k＝４００N/mm 的运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与１５节中的分析一致,

底盘在驶入及驶离坡道过程中个别车轮会出现瞬时离地现象,产生沿Y 方向的横向驱动力及由于驱动力

不平衡产生的车体扭转,由此造成在这两个阶段发生明显的横向滑移.在全坡道行驶阶段,由于４个车轮

与地面接触良好,运行状态较为稳定,未发现明显的偏移.

图１２　斜向坡道行驶轨迹示意图 (k＝８００N/mm)

如图１３所示,设置了４组不同的刚度系数,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刚度系数k ＝１０００N/mm 时最大

偏移量为３０４mm,刚度系数k＝８００N/mm 时最大偏移量为１９８mm.与k ＝８００N/mm 相比,当k ＝
６００N/mm 及k＝４００N/mm 时,最大偏移量反而会有所增加,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刚度系数,有利于减

小最大偏移量.

图１３　不同刚度系数横向偏移量数据

２３　质心位置的影响

根据前文的分析,增加驱动轮部位的正压力可以有效提高车轮的附着力Fφ ,减少车轮空转,提升底

盘对牵引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运动的稳定性.因此通常调整质心位置来提高驱动轮正压力.
如图１４所示,仿真路面及车轮驱动情况与前文相同,弹簧刚度系数取k ＝８００N/mm,保证整机重

量不变,通过调整前、后配重的方式将质心位置前移、后移８０mm.

６８９１



图１４　斜向坡道行驶轨迹示意图 (质心靠后状态)

不同质心位置的横向偏移曲线如图１５所示,从曲线中可以看出:与质心居中状态相比,质心调整后

最大偏移量均有所减小,其中,质心前移状态最大偏移量为１６５mm,质心后移状态最大偏移量为８５
mm.因此质心后移更有利于提高运动的稳定性.

图１５　不同质心位置横向偏移量

２４　偏向角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偏向角增大时,横向坡道阻力Fty 也相应增大,会对运动过程中的横向偏移产生

影响.采用质心居中状态的底盘模型,车轮驱动情况与前文相同,将偏向角增大至１５°.弹簧刚度系数k
＝８００N/mm 及k＝１０００N/mm 两种状态的横向偏移曲线如图１６所示,k＝８００N/mm 时可爬上倾斜坡

道,但与偏向角１０°相比,最大偏移量由１９８mm 增大至４２９mm.k＝１０００N/mm 时发生了严重的横向

侧滑,如图１７所示,底盘无法爬坡.因此增大偏向角和选择不合适的减振器会影响底盘的爬坡能力.

图１６　１５°偏向角横向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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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斜向坡道行驶轨迹示意图 (严重横向侧滑状态)

３　实物验证试验

采用如图１８及图１９所示的某型机器人实物进行了实际路况下的斜向坡道行驶测试,坡道角度约１０°.
在小偏向角 (１０°)的测试中,通过试验可以看出,整机爬坡过程中运行较为平稳,未出现明显的滑移;
在大偏向角 (４５°)的测试中,整机在驶入坡道阶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侧向滑移,未能完成爬坡动作.由

于条件所限现场坡道并非标准角度坡道,在坡度、偏向角、地面平整度等方面与仿真的标准坡道存在一

定差异,但通过试验中实物的运行轨迹及变化规律可以看出,仿真分析与实物测试情况相吻合.

图１８　小偏向角坡道行驶试验图

图１９　大偏向角坡道行驶试验图

４　结　论

通过仿真分析和实物试验测试可以看出,Mecanum 轮底盘在斜向坡道行驶中,尤其是大偏向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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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确实存在滑移现象.在一定偏向角范围内,通过优化减振悬挂、调整质心位置等方式,能够使其较为

平稳地进行斜向坡道行驶.后续如进一步结合运动控制算法优化,例如通过加装IMU 检测底盘方位状态

并实时调整运动控制模式对运动偏移的趋势进行修正,相信将进一步提升 Mecanum 轮底盘对复杂路况下

的适应能力.

参 考 文 献

[１]　仇宇文,温浩凯,利圣佳,等基于 Mecanum 轮的全方位运动平台的构建与分析 [J]机械工程与自动化,２０１７ (５):２５ ２７
[２] 邢雯丽,朱建江基于 ADAMS的 Mecanum 八轮全向移动平台运动学分析与仿真 [J]．制造业自动化,２０１５,３７ (８):１０２

１０５,１１３
[３] 张广丰球面麦克纳姆轮小车设计与控制 [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８
[４] CampionG,BastinG,D’Andréa NovelBStructuralpropertiesandclassificationofkinematicanddynamicmodelsofwheeled

mobilerobots[J]．Robotics& AutomationIEEETransactionson,２０１７,１２ (１):４７ ６２
[５] 唐炜,刘勇,胡海秀,等全向移动平台运动学分析及其自适应控制器设计 [J]机械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７,３６ (６):８８３ ８８９
[６] 郑仁辉麦克纳姆轮全向机器人移动平台的设计 [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２０１７
[７] ChuB,SungY WMechanicalandelectricaldesignaboutamecanumwheeledomni directionalmobilerobot [C]．UbiquitousRobots

andAmbientIntelligence (URAI),２０１３１０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EEE,２０１３:６６７ ６６８
[８] 许鹏,郑再象,陆秋懿,等基于 Mecanum 四轮全向移动平台运动特性仿真与研究 [J] 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２０１８,５６ (７):

６４ ６６
[９] 綦可基于 Mecanum 轮全方位运载平台的关键技术研究 [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２０１７
[１０] 严序聪多 Mecanum 轮轮组协同运动理论研究 [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２０１７
[１１] 黄政用于仓储物流的全向移动 AGV研制 [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８
[１２] 何超基于麦克纳姆轮的全向自行式移动平台研发 [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２０１８
[１３] TsaiCC,TaiFC,LeeY RMotioncontrollerdesignandembeddedrealizationformecanum wheeledomindirectionalrobots[C]．

IntelligentControlandAutomation (WCICA),２０１１９thWorldConressonIEEE,２０１１:５４６ ５５１

KinematicsResearchofMecanum Wheeled
MobilePlatformontheR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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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Mecanum wheeled mobileplatform hasflexible motioncharacteristicsthroughvector
synthesisofdifferentrotationspeedsanddirectionsofeachwheelsetAndthismobileplatform hasa
widelyusedin mobilerobotssuchasAGVIntheaerospaceindustry,specialvehicleswith Mecanum
wheelchassisarealsousedinloading,transportationandotheraspectsThespecialstructureofMecnaum
wheelmakesthemobileplatformwiththiskindofwheelasthedrivingwheelismoreusedonflatroads,

andrestrictedtheapplicationandpromotionofMecanum wheelThisarticletakestheramproadasan
example,combine Mecanum wheelforces,kinematicsanddynamicsanalysisoffour wheelmobile

platform,completedthesimulationanalysison AdamsResearchonramp motioncharacteristicsand
influencingfactors,andcompletedthetestwiththerealmobileplatformtoverifythecorrectnessofthe
theoreticalanalysisofthis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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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C双核可重构箭载计算机设计与实现

陶　然１　李宇明１　李　辉１　李　慧１　陈　辛１　周　楠２　牛东旺２

１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２火箭军装备部驻北京地区第四军事代表室

摘　要　随着运载火箭的不断发展,对箭上载荷的可靠性及环境适应性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箭载计

算机作为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中枢,其可靠性直接关系到任务成败.现阶段传统箭载计算机使用的以

CPU 为核心的基础架构,灵活性较差且无法抵御复杂空间环境下的共因失效问题,针对该缺点,提出了

基于SOPC技术的双核可重构箭载计算机,其具有可靠性高、环境适应性强及支持动态重构等特点;采

用基于SOPC的动态可重构技术实现箭载机冷备份及故障模式下的数据恢复.本文详细阐述了箭载计算

机的硬件平台、设计方法及流程,最后给出箭载计算机数据交互的方法及重构策略.

关键词　箭载计算机;SOPC;可重构;双核

０　引　言

传统的箭载计算机 (以下简称箭载机)多采用 CPU 为主的架构,通过 CPU 所支持的接口完成与传

感器的数据通信.CPU需要根据各类通信协议提取传感器参数参与导航解算,需要兼容运算及数据处理,

这导致各类接口资源负载量大且无扩展空间,只能通过传感器可靠性保证对飞行过程各类数据的有效性.

随着飞控系统的不断发展,使得传统飞控系统处理能力及接口扩展性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现

阶段飞控系统大多采用CPU/DSP＋FPGA的架构,采用CPU或DSP实现飞行控制算法,利用FPGA实

现各类外部接口的控制,两者之间通过外部总线进行桥接,设计过程需要针对两者进行独立开发,硬件

及开发成本高昂且扩展能力差,往往适用于专用飞行器平台.通过分析当前各类飞行器平台的应用需求,

发现对外接口类型基本类似,包括数字量信号、通信接口,各平台应用目的统一,即在充分融合外部传

感器数据的基础上最可靠地高效灵活配置箭载机,本文将接口控制与导航计算两者并行处理,在提升处

理效率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产品集成度,通过机内传感器实现对姿态加速度数据的冷备份,在箭载机感知

到姿态超出阈值后在线重构机内传感器控制模块,同时对失效传感器进行重新启动,尝试解决飞行过程

中因复杂空间环境而导致的共因失效问题,进一步提升系统可靠性与环境适应性.

１　系统架构设计

１１　SOPC技术

SOPC[１２] (System OnaProgrammableChip,SOPC)即可编程片上系统,通过将专用嵌入式处理

器移植至FPGA内部,使得FPGA芯片从作为连接不同接口逻辑的芯片转化为嵌入式系统的核心芯片.

SOPC技术的提出,打破了当前嵌入式系统低内聚、高耦合的设计格局,在FPGA 可在线编程与灵活配

置的基础上结合SOC的特性,通过广泛支持的各类IP核及处理器资源,自行裁剪设计更加符合产品特性

的片上系统.
箭载机是运载火箭多元数据的交汇中心,采用SOPC技术实现箭载机,摒弃传统接口控制芯片利用

其灵活的IP核资源实现各类通信协议,采用片内嵌入式处理器替代传统 MCU/DSP,同时可设计多个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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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式处理器内核.每个处理器内核分配不同的资源与处理任务,并行完成导航的飞行控制.现阶段基于

SOPC的嵌入式处理器分为软核与硬核两种,硬核作为FPGA 的一部分硬件资源通过各项配置完成片内

系统设计,灵活性较差.软核是由设计者通过逻辑例化综合后形成的处理器模块,配置灵活,且可以根

据实际数据量及运算效率的需要,例化两至多个软核处理器进行并行计算.本文通过基于 XilinxFPGA
的 MicroBlaze软核处理器,实现应对多数据量下的高效并行处理与飞行控制计算.

１２　动态可重构技术

动态可重构技术是基于SRAM 型FPGA的逻辑资源,通过控制逻辑的驱动,在线完成系统功能的动

态配置及更新,动态完成飞行控制算法的计算.可重构技术包括全局重构与局部重构,全局重构即对

FPGA片上所使用的全部逻辑进行重新配置,配置前后两者逻辑独立,典型运用于以时间换空间的设计思

路,即片上逻辑资源有限,通过分时全局配置的方式实现不同的逻辑功能;局部重构是基于FPGA 内部

静态逻辑不变的基础上对需要重构的功能区域进行动态刷新,其中,静态逻辑往往包含系统通信相关功

能模块,动态重构的过程中,静态逻辑部分正常工作,在重构完成后将动态逻辑部分更新,动态重构的

方式广泛运用于通信、智能制造及航空航天领域.
为解决飞行过程中因电磁干扰而出现的共因失效问题,采用动态可重构技术对箭载机内动态区域进

行重构,在飞行过程中传感器故障的前提下,对机内冷备份的传感器控制模块进行重构唤醒,切换箭载

机数据路由策略,同时将故障传感器重新启动,在故障传感器启动完成且自检结果正常后,箭载机重新

使用外部传感器数据,重构机内传感器控制模块,使其进入冷备份状态.本文通过基于 MicroBlaze软核

处理器作为重构控制的发起方,在飞行过程中根据不同需求对箭载机的动态区域进行在线重构,实现系

统低功耗稳定飞行及控制.

１３　箭载机方案

基于SOPC的箭载机设计以轻质化、可扩展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提升运算效率,现有飞行

器对各类传感器需求基本一致,包括陀螺仪、加速度计等惯性测量器件,加入 GPS、北斗等多模导航接

收机,同时搭配伺服机构或舵机控制器以形成一套完整的控制链路.飞控系统需要兼容目前各类主流传

感器接口以及总线接口,同时具备一定扩展能力,包括SPI、Uart、CAN总线及１５５３B总线等.
本文提出基于SOPC技术的可重构双核并行处理飞行控制系统,整体架构如图１所示.以SOPC为

核心,由机内传感器模块、各类总线通信接口模块、存储模块、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双冗余电源模块

组成.机内传感器包括三轴陀螺仪、加速度计以及气压计,为降低系统功耗,各传感器飞行过程中将其

作为冷备份数据源,由SOPC重构后进行唤醒.通信模块包括 CAN 总线、１５５３B总线、RS４８５/RS４２２
等,通信控制模块采用IP核的方式进行实现,通过基于总线的IP核,将通信控制模块中各类总线挂载至

软核处理器中,最大限度上减小箭载机体积.飞行过程中,SOPC通过内部软核处理器完成飞行控制与导

航数据的计算,实现箭载机计算与信号处理同步进行,最大限度上提升飞行控制效率.

２　SOPC设计

２１　SOPC架构

本文采用Xilinx软核处理器 MicroBlaze实现双核并行处理,MicroBlaze[３]处理器是 XilinxFPGA 支

持的一款高性能嵌入式软核处理器,具备３２个３２ bit通用寄存器,３２ bit地址总线及两种寻址模式,
支持流水线操作.作为业界最优秀的软核处理器解决方案之一,MicroBlaze支持端口裁剪,多核处理器交

互,节省硬件资源的同时增加系统的利用率.处理器具备片内 AXI４[４]总线 (AdvancedeXtensible
Interface４０)控制器,通过 AXI４总线完成处理器核与IP核的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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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SOPC箭载计算机架构

箭载机SOPC架构如图２所示,箭载机采用两个 MicroBlaze软核处理器完成外部接口控制与飞控算

法的计算.MicroBlaze_０处理器通过 AXI４总线桥接至各类通信及控制IP核,包括１５５３BIP、CANIP、

UartIP、ADC控制IP以及 HWICAP (HardwareInternalConfigurationAccessPort,内部配置访问端

口)IP,通信类IP用于完成对应协议的数据通信,HWICAPIP用于控制动态逻辑进行在线重构,通过处

理器 MicroBlaze_０实现箭载机各类传感器数据接口的控制及在线重构;MicroBlaze_１则专注完成数据

的运算.两个处理器均连接至DDR３控制器 MCB(Memorycontrollerblock)中,使得外部DDR３缓存可

以作为两个处理器核的缓存使用,提升处理效率的同时增强缓存的利用率.处理器０与处理器１之间,通

过设计 MailBox与 Mutex实现双处理器核之间的数据流交互,较传统的飞行控制系统相比集成度更高、

交互总线与数据存储均在处理器内部完成,环境适应性更强,双核间利用共享内存Bram _block进行实

现,可最大限度减少双核间数据通信的总线负载.

图２　双核并行计算箭载计算机SOPC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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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行过程中,系统默认采用外部高精度惯性测量组合数据进行导航解算,MicroBlaze_１中飞行控

制程序对飞行器姿态角进行判断,当姿态角超出阈值后实施外部传感器指令自检,同时发出控制信号至

MicroBlaze_０,由 MicroBlaze_０发起可重构操作,重构后分别启动机内三类传感器的控制逻辑及数据仲

裁,至此飞行器采用机内传感器数据进行导航及姿态控制,MicroBlaze_０控制机内供电驱动电路对外部

故障传感器进行断电再上电操作,当故障传感器重新启动并自检成功后,MicroBlaze_０再次采用外部传

感器数据,重构机内传感器控制模块并使其继续处于冷备份状态.

２２　处理器核配置流程

两个 MicroBlaze处理器设计为整体系统设计的核心,通过搭建 MicroBlaze处理器,将确定系统软件

的开发平台,以最精简的方式设计 MicroBlaze软核处理器,为后续SOPC的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

使得系统运行效率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MicroBlaze软核处理器配置流程[５]如图３所示.

图３　MicroBlaze软核处理器配置流程

首先需要选择对应的互联类型,此处的互联类型指的是选择 MicroBlaze处理器的总线架构,高效的

内部总线将大大提升飞控算法的运算效率,此处选取 AIX４总线进行实现;之后进行处理器配置,综合考

虑系统资源使用情况,最大限度提高运算效率,配置处理器参考时钟、处理器类型、系统工作时钟、片

上存储器大小等.处理器配置完成后,需要添加外设,此处需要添加基于 AXI总线接口的IP核[６],包括

１个 ADC控制IP,用于电源电压采集与监视,CAN总线接口IP、１５５３BIP以及６路 UartIP,用于连接

外部高精度惯性测量组合与多模导航接收机.其中,MicroBlaze_０需要添加 HWICAPIP,用于控制动

态模块进行在线重构.将各IP核分配存储地址后,外部各类传感器及控制接口约束至SOPC管脚,之后

生成网表 (NetList)文件,至此可以进行可重构系统功能开发.

２３　动态可重构配置方法

将配置完成的双 MicroBlaze软核处理器作为静态逻辑,将其网表文件导入可重构工程后定义可重构

区域,在箭载机可重构区域中,默认配置不包含任何网表文件黑盒可重构区域.对该黑盒可重构区域添

加可重构模块综合完成的网表文件,可重构模块网表文件需要包含顶层逻辑并独立进行综合.针对箭载

机的三个可重构模块,需要进行三次独立综合后生成三种不同功能的网表文件,分别为使能机内SPI加速

度计模块、使能机内SPI陀螺仪模块及使能机内SPI气压计模块.之后对三个可重构逻辑设置物理约束并

进行规则检查,即可重构逻辑对应FPGA片内SLICE资源的位置,本文中将SLICE_X１７Y８１至 SLICE_

X２０Y８６定义为加速度计控制模块,SLICE_ X１６Y８６ 至 SLICE_ X１９Y９０定义为陀螺控制模块,SLICE_

X１７Y９１至SLICE_X２０Y９６定义为气压计控制模块.
最后需要创建三种重构配置并生成相应的bit文件,分别对应重构后启动不同的机内传感器,至此

动态重构部分配置完成,可导入SDK (XilinxSoftwareDevelopmentKit)进行应用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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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动态可重构配置方法

２４　双核间通信与同步机制

双核间通信与同步直接影响箭载计算机的可靠性及稳定性,两个处理器核之间通过 MailboxIP核及

MutexIP核设计实现通信同步.Mailbox[７]用于处理器间双向数据交互,同时支持两个处理器本地端的各

类IP完成数据交互.通过配置可以实现处理器间的数据读写完成中断,满足箭载计算机中实时数据交互

的需求.处理器０将采集的各类惯性器件数据通过 Mailbox传递至处理器１,供处理器１进行数据计算,
处理器１数据计算完成后,产生控制决策,控制决策类型为飞行时序的发出,需要具备很强的同步性,设

计利用 Mutex的互锁机制完成飞行时序的可靠发出.

Mutex[８]具有３２位数据寄存器,可由软核处理器进行访问,同时具备闭锁功能,在当班处理器访问

Mutex数据寄存器后,将处理器ID写入该数据寄存器,此时 Mutex处于闭锁状态,其他处理器无法对共

享数据资源进行占用,只有当班处理器完成访问后,Mutex开锁.通过 Mutex实现了软核处理器０与软

核处理器１直接的资源互斥访问.

３　系统逻辑与软件设计

３１　内核软件开发平台搭建流程

在嵌入式开发的过程中,合理高效地运用底层硬件平台完成软件开发是整个嵌入式开发的关键,搭

建核内开发平台,熟悉各文件含义并能够熟练配置,能大大缩短核内软件开发的周期.配置完成

MicroBlaze软核处理器后,可将其硬件平台导入SDK.编译器根据生成的比特流文件bit先生成一个

xml的描述文件,完成之后转入SDK 开发工具.用户需要根据硬件平台配置板级支持包 (BSP),BSP
是介于XPS所配置完成的处理器底层硬件与核内软件之间,核内软件通过 BSP完成对处理器硬件的驱

动,同时系统通过BSP可完成各类处理器硬件的初始化、提供系统终端服务程序等功能.配置完成BSP
后,进入软件驱动配置界面,此处可以查看 XPS所生成的硬件驱动库,以及确认核内系统状态与版本,
最终完成核内平台的搭建.

核内系统搭建完成后,即可进行软件设计,内核软件开发平台搭建流程[９]如图５所示,通过设置编译

与连接属性以及完成BSP及库文件的生成之后,可通过新建 C/C＋＋工程进行内核软件开发,当完成源

文件的软件设计后,SDK 首先会调用 GCC编译链将源文件编译为obj的目标文件,然后结合生成的

BSP与lib库文件生成二进制文件,此二进制文件与硬件流文件进行合并后,便得到了最终可以下载的

硬件流文件.

３２　数据传递模块软件设计

基于SOPC的箭载计算机工作时需要同时运行两套软件,即运行于软核处理器０中的飞行数据传输软

件以及运行于软核处理器１中的飞行控制软件,飞行数据传输软件负责通过操作各类接口IP核完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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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内核软件开发平台搭建流程

路由,同时需要保证数据的合法性,对数据帧结构进行核对与拆解,将最精简的数据传输至飞行控制软

件,飞行控制软件读取数据通信软件所传递的最精简的有效数据进行飞行控制计算,数据传递模块软件

流程[１０]如图６所示.

图６　数据传递模块软件流程图

当数据传输软件完成帧结构校验与拆解后,将写数据准备好标志置位,将待写入的数据、地址及写

有效标志写入对应的数据寄存器,每进行一次写操作后查询写完成寄存器与写FIFO 状态寄存器,当写

FIFO满时,数据传输软件停止数据写入,同时触发INT０至飞行控制软件,飞行控制软件进入中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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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进行读取操作,将读地址、读有效写入数据寄存器,返回读数据,后查询读完成寄存器与读FIFO
空寄存器,若FIFO空,则停止读数据,同时触发中断１至数据传输软件,数据传输软件判断写数据准备

好后,继续进行写操作.飞行控制软件将读取到的有效数据进行飞行控制运算.

３３　决策输出模块软件设计

当飞行控制软件完成一次飞行控制周期运算后,将产生飞行控制决策,决策内容包括控制伺服转动

角度或根据不同飞行时段发出飞行控制时序,决策内容存储于外部共享 DDR３存储器特地地址序列中,
飞行控制决策需要由通信控制软件对外输出,控制决策数据量较小但输出需要具备一定的实时性,决策

输出模块软件流程[１１]如图７所示.

图７　决策输出模块软件流程图

当飞行控 制 软 件 一 次 决 策 数 据 准 备 好 后,首 先 向 Mutex 的 数 据 寄 存 器 写 入 其 处 理 器 ID,即

“MicroBlaze_１_ CPU _ID”.当飞控软件查询处理器ID 与写入值相符后,获取 Mutex控制权,将

Mutex执行闭锁操作,待决策数据写入完毕后进行开锁操作,至此飞行控制软件一次决策输出结束.数

据传输软件以其主循环周期不断将其处理器ID “MicroBlaze_０_CPU_ID”写入 Mutex数据寄存器,当

数据传输软件查询处理器ID与写入值相符后,获取 Mutex控制权,将 Mutex执行闭锁操作,待决策数据

读出完毕后进行开锁操作,将读出的决策数据通过对应的接口如SPI、１５５３B等传输至外部执行机构,完

成箭载计算机的决策结果输出.

３４　动态重构模块软件设计

考虑到外部传感器精度高的特点,系统优先使用外部传感器数据,飞控软件需要实时判断飞行器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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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若飞行器姿态满足姿态失稳判据后,需要第一时间发出重构指令至数据传输软件.由数据传输软件

重构机内传感器控制模块且切换数据路由通道,包括启动机内传感器供电、获取机内传感器数据等.数

据传输软件配置 HWICAP查找表后初始化 HWICAPIP,当收到重构命令时,读取不同地址段程序比特

流文件长度后以每周期传输６４bit的速度循环将比特文件写入ICAP[１２],完成在线重构.动态重构模块软

件流程如图８所示.

图８　动态重构模块软件流程图

至此数据传输软件切换路由通道至重构后的机内传感器模块数据,同时控制外部故障传感器重启,

循环读取故障传感器自检结果,若自检正常则恢复外部传感器数据路由通道,可重构模块通过重构黑盒

逻辑回到休眠状态.

４　试验与验证

为了验证数据传输软件响应动态重构指令的正确性,通过chipscope对动态重构部分逻辑的工作情况

进行在线逻辑分析,图９为截取数据传输软件收到数据传输软件重构指令后ICAP的工作状态,当重构开

始时,ICAP_CE信号被拉低[１３],数据通过ICAP_Datain端口写入FIFO,期间ICAP_BUSY指示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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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当数据传输完成后,ICAP_BUSY信号拉高.

图９　重构过程分析

可以通过ICAP_Dataout输出数据观察重构过程中是否收到同步字及是否存在重构错误,重构开始

时,ICAP_Dataout值为０x９F代表未收到同步头.当ICAP_ Datain中同步字到来时,ICAP_ Dataout
值变为０xDF,即ICAP收到同步头且重构过程正确.若在配置过程中出现CRC错误,则ICAP_Dataout
值改变为０x５F持续一个时钟周期后变为０x１F,经过验证,配置过程正确,程序被正常引导,配置完成时

bitstream_done信号及reconfig_done信号同时置高.

５　结论及展望

本文基于SOPC技术,结合航天领域箭载计算机高可靠性及环境适应性需求,提出了基于SOPC的

双核可重构箭载计算机[１４],对SOPC可重构双核处理系统的架构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后针对 MicroBlaze
软核处理器及其配置流程、可重构配置方法进行了阐述[１５],最后介绍了双处理器间数据交互方法及动态

重构方法并给出试验验证.基于 MicroBlaze的SOPC可重构双核箭载机凭借其低功耗、轻质化、高可靠

性与高效率数据处理的优势使得在飞行器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SOPC双核并行计算箭载机需要在实际应用中不断积累和完善,在以下两方面可以进一步改进:

１)SOPC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现阶段尚无同等资源数量的SOPC器件替代,可以针对实际应用场合

缩减部分资源以实现器件的国产化;

２)机内传感器的性能提升,机内传感器仅作为冷备份使用,依靠其进行长时间导航无法满足导航精

度要求,通过提升机内传感器的精度及等级,可以简化系统架构,进一步完善轻质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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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七自由度机械臂逆运动学解析求解方法

郭佳鑫　宋　帅　郭冠军　宁　尧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七自由度冗余机械臂在航空航天和服务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提出一种解析的七

自由度冗余机械臂反向运动学 (逆运动学)求解方法,给定每个关节角度的工作范围,在不需要计算关

节速度和雅可比矩阵的情况下,通过设计虚拟臂角参数并得到最优解析式,实现冗余自由度的解耦,得

到在位置空间完整解析的逆运动学方程的解.本文首先基于传统的 D H 建模方法,建立前向运动学模

型;引入臂角约束,解耦冗余自由度,得到臂角约束与关节逆运动学的关系;然后设计优化策略,计算

最优臂角约束,得到完全解析形式的逆运动学求解算式;在 MATLAB的机器人工具箱对计算结果进行验

证,并在 ROS平台对基于该算法的机械臂末端笛卡儿空间运动进行仿真,验证了算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　解析逆运动学;七自由度机械臂;臂角;ROS仿真

０　引　言

机器人是代替人类进行重复性,高危险性操作的有效工具.传统的六自由度机器人只能以有限的姿

态到达操作空间的位置,能够完成的动作有限.相比之下,七自由度冗余机械臂,采用仿人手关节的结

构设计,可以在操作空间完成更多的工作任务.在航天领域,国际空间站维护与检修[１],卫星在轨维护[２]

等项目均采用七自由度机械臂平台完成操作任务.逆运动学的求解在于得到目标位姿到机械臂关节角度

的映射关系,是发挥七自由度机械臂运动能力的基础,为机械臂的控制与规划提供依据.
由于七自由度关节空间与６自由度的位姿空间的映射存在冗余关系,导致冗余机械臂的逆运动学是一

种一对多,且高度非线性的过程,难以直接通过位姿转换关系得到解析的映射关系[３].文献 [４]和文

献 [５]采用神经网络对机械臂逆运动学求解过程建模.神经网络具有很高的拟合精度,基于前期大量的

试探和学习,最终的求解结果可以应用桌面物体的搬运和人机交互等过程.但此类模型的精度与解析计

算精度有较大差距,且难以应用在实时控制的场合.

由于其冗余特性,七自由度机械臂的雅可比矩阵有零空间.通过雅可比矩阵将当前机械臂末端执行

器在笛卡儿空间的运动映射到关节空间,并在零空间进行搜索,可以得到如运动性最优[６],关节转矩最

优[７],障碍物躲避[８９]和奇异点规避[１０１１]等场景的运动学求解方案.但由于速度积分的累积误差,导致基

于雅可比矩阵的运动学求解方法很难被应用到诸如搬运、装配等对位置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此外,关

节角的运动范围约束,难以进行量化以添加到优化指标项中,导致机械臂收敛于运动受限的状态.
基于六自由度机械臂的运动学求解方法,依次固定每个关节角,对目标位姿求取多组解,并设计最

优范数,选择满足位姿约束下的最优解[１２１３].此类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六自由度机械臂的逆运动学求解策

略,得到解析形式的运动学公式.此类策略的缺点在于运动过程始终要选择一个关节角进行固定,不能

发挥七自由度机械臂的运动能力.
文献 [１４]和文献 [１５]提出了基于臂角策略的七自由度机械臂的逆运动学求解策略,引入臂角实

现７自由度的解耦,并通过臂角优化将关节角度范围约束引入运动学求解过程,充分发挥机械臂的运动能

力.其得到了完全基于位置的解析逆运动学算式,便于实现高精度的末端执行器运动控制.文献 [１６]
进一步将该方法拓展到空间机器人的逆运动学求解过程.文献 [１７]和文献 [１８]基于相同的方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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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臂角求解策略应用到了腕关节偏置和肘关节偏置构型的机械臂运动学求解中.文献 [１９]对基于臂

角策略的逆运动学求解策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陈述,并将控制优化,关节极限躲避和奇异点规避进行

了整合.尽管该求解策略得到了广泛的开发与应用,但目前的文献中给出的映射关系分析都不够完全和

充分.
着眼于新一代航天应用与空间探测的需求,以S R S构型为例,本文提出完整的七自由度机械臂

的解析逆运动学求解过程:首先推导并建立关节角度和末端执行器位姿的映射关系,然后引入臂角约束,
将关节运动范围作为优化指标,实现冗余自由度解耦,系统陈述臂角与关节角度的映射关系,最后利用

MATLAB机器人工具箱和ROS平台对提出的算法进行仿真验证.

１　模型与参数

本节建立七自由度机械臂的运动学模型,引入臂角约束的概念,实现冗余自由度的解耦,继而推导

出关节范围受限情况下最优的逆运动学求解策略.

１１　机械臂模型

选用S R S构型的机械臂作为分析对象,其为在空间和服务机器人应用最普遍的构型.机械臂一

共包含从基座到末端执行器的７个关节,其中,前三个关节 (关节１,２,３)关节轴相互垂直且交于一

点,形成一个与球 (Sphere)同质的关联模式,称为肩关节;后三个关节 (关节５,６,７)的关节轴相互

垂直且交于一点,形成一个与球 (Sphere)同质的关联模式,称为腕关节;中间的关节为一个旋转

(Rotate)关节,称为肘关节.肩关节,肘关节和腕关节级联形成了S R S构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S R S构型七自由度机械臂

为了描述关节空间与末端执行器位姿的运动学映射关系,首先基于D H (Denavit Hartenberg)建

模规则,建立机器人从基座到末端执行器的坐标系结构.其中,基座坐标系 ∑０
是固定坐标系,建立在

底端基座,后面每个旋转关节轴分别对应一个关节坐标系 ∑ii＝１６( ) .基于D H 规则,∑i
的原点

置于关节轴i＋１上,∑i
的z轴与第i＋１个关节轴对齐.∑i

的x 轴与关节轴i和i＋１的公垂线对齐,

∑i
的x 轴,y 轴,z轴构成的坐标系符合右手法则.与第７个关节轴对应的坐标系 ∑７

与末端执行器的

对齐.

７个关节轴的D H 参数如表１所示,其中,αi 代表从坐标系 ∑i
到 ∑i＋１

沿 ∑i
的x 轴旋转的角

度,di 代表从坐标系 ∑i
到 ∑i＋１

沿 ∑i
的z轴移动的距离,ai 代表从坐标系 ∑i

到 ∑i＋１
沿 ∑i

的x轴

移动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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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七自由度机械臂的D H参数

i θi αi di ai

１ θ１ －π/２ dbs ０

２ θ２ π/２ ０ ０

３ θ３ －π/２ dse ０

４ θ４ π/２ ０ ０

５ θ５ －π/２ dew ０

６ θ６ π/２ ０ ０

７ θ７ ０ dwt ０

１２　冗余解耦

七自由度机械臂有７个关节自由度对应末端执行器在笛卡儿空间６个自由度的位姿,其映射关系是冗

余且非线性的.为了得到解析形式的逆运动学求解算式,需要对冗余的自由度进行参数化解耦.文献

[１２]中从７个关节轴中选择合适关节轴进行固定,然后按照６个关节自由度的形式进行求解,实现冗余

解耦.文献 [２０]中参数化机械臂的自运动实现冗余解耦,但此类解耦方法并不适用于通用构型的七自

由度机械臂.
基于臂角的冗余解耦方式的核心思路在于利用肘、肩、腕三点张成的平面和参考平面之间的夹角

(简称为臂角)构成一个自由度约束,实现关节空间到笛卡儿空间的冗余解耦,如图２所示.目前,基于

臂角的冗余解耦方式已经成为获取七自由度冗余机械臂解析逆解的标准解耦范式.但现有的文献对求解

过程的分析不够充分和全面,本文旨在给出完备的逆运动学求解方案.

图２　肘 肩 腕张成平面与参考平面夹角为臂角

对于S R S构型的冗余机械臂,参考平面被定义为θ３ 为０时,肘、肩、腕三点张成的平面.在理

想情况下,末端执行器位置和姿态不变,臂角沿着参考平面做０~３６０°的变化,可以得到不同的运动学

逆解.

１３　臂角约束下的运动学方程

末端执行器位姿用基座坐标 ∑０
系视角下的位置向量和姿态矩阵来表示.用x０

７ ∈R３ 和R０
７ ∈

SO ３( ) 分别代表末端执行器相对于 ∑０
的空间位置向量和姿态矩阵.

利用传统的前向运动学推导公式可以得到给定关节轴坐标情况下末端执行器位姿的关系

x０
７ ＝l０

bs＋R０
３ l３

se＋R３
４l４

ew ＋R４
７l７

wt( )[ ] (１)

２００２



R０
７ ＝R０

３R３
４R４

７ (２)

其中,上标代表参考坐标系,下标代表相对坐标系.Ri
j 代表坐标系 ∑j

相对于 ∑i
的旋转.l０

bs ,l３
se ,l４

ew

和l７
wt 是常值向量

l０
bs＝[０ ０ dbs]T 　

l３
se＝[０ －dse ０]T

l４
ew ＝[０ ０ dew]T

l７
wt＝[０ ０ dwt]T

在以D H 方式建模的情况下,坐标系 ∑i
相对于 ∑i－１

的姿态为

Ri－１
i ＝

cosθi －sinθicosαi sinθisinαi

sinθi cosθicosαi －cosθisinαi

０ sinαi cosαi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３)

对于S R S构型的冗余机械臂,当臂角参考平面确定的时候,机械臂的自运动被定义为参考面沿

着肩和腕连成直线进行旋转.臂角的概念来自参考平面相对于该直线的角度.首先需要得到该直线的空

间表示形式,为引入绕臂角的旋转和优化作铺垫.
用x０

sw ∈R３ 表示从肩关节到腕关节的向量,则有

x０
sw ＝x０

７ －l０
bs－R０

７l７
wt＝R０

３l３
se＋R３

４l４
ew( ) (４)

在末端执行器的位置和姿态固定的情况下,由于式 (４)中元素不变,则x０
sw 保持不变.因此,S

R S构型的冗余机械臂在自运动过程中可以保持末端的位置不发生改变.但自运动过程中腕关节的姿态

相对于基座坐标系 ∑０
发生改变.用符号φ 表示自运动旋转的角度 (臂角),则由罗德里格斯旋转公式,

臂角φ 导致腕关节的旋转为

R０
φ ＝I３＋sinφ[u０

sw ×]＋ １－cosφ( ) [u０
sw ×]２ (５)

式中,I３ ∈R３×３ 为单位阵,u０
sw 是x０

sw 归一化后的单位长度向量,[u０
sw×]是向量u０

sw 的斜对称矩阵.因此,
腕关节相对于基座坐标系的姿态表示为

R０
４ ＝R０

φR０O
４ (６)

式中,R０O
４ 代表臂角平面与参考平面重合 (φ＝０)时腕关节的姿态矩阵.

利用x０
sw 在自运动过程中保持不变,由式 (４)可得

x０
sw ＝ l３

se＋R３
４l４

ew( ) (７)

l３
se 和l４

ew 是固定向量,从而得出自运动过程中R３
４ 不发生改变,即肘关节的角度不发生改变.故式

(６)可简化为

R０
３ ＝R０

φR０O
３ (８)

代入到式 (１)和式 (２)中,得到引入自运动后的前向运动学为

x０
７ ＝l０

bs＋R０
φR０O

３ l３
se＋R３

４l４
ew ＋R４

７l７
wt( )[ ] (９)

R０
７ ＝R０

φR０O
３ R３

４R４
７ (１０)

１４　逆运动学解算

假设期望达到的末端执行器位姿分别为x~０
７ 和R

~０
７,基于式 (９)和式 (１０),可以得到计算满足位姿约

束关节角的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三角函数关系,得到肘关节角θ４ 的计算公式为

cosθ４＝
x０

sw
２－d２

se－d２
ew

２dsedew
(１１)

式中的x０
sw 通过公式 (１２)计算

x０
sw ＝x~０

７ －l０
bs－R

~０
７l７

wt (１２)

３００２



然后,对于肩关节包含的三个关节轴,由于其与臂角的取值有关联,因此,首先计算臂角为０的情形

下肩关节的角度.此时θ３＝０.因此从式 (４)得到肘关节角度满足

x０
sw ＝R０O

１ R１O
２ R２

３ θ３＝０l３
se＋R３

４l４
ew( ) (１３)

其中,θ４ 由式 (１１)计算得出.此时,未知的变量为θO
１ 和θO

２.在x０
sw 为定值的情况下,利用式 (１３)的

等式约束来得到未知变量的值.当给定臂角φ 后,将式 (５)代入式 (８)得到

R０
３ ＝Assinφ＋Bscosφ＋Cs (１４)

式中,As ,Bs 和Cs 是常数矩阵

As＝[u０
sw ×]R０O

３

Bs＝－[u０
sw ×]２R０O

３

Cs＝[u０
sw u０

sw( ) T]R０O
３

从而得到旋转矩阵R０
３ 通过前向运动学推导的表达式为 (式中 ∗ 对求解无影响)

R０
３ ＝

∗ －cosθ１sinθ２ ∗
∗ －sinθ１sinθ２ ∗

－sinθ２cosθ３ －cosθ２ sinθ２sinθ３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利用R０
３ 的两个代数表达式,得到臂角和肩关节角度的对应关系为

tanθ１＝
－as２２sinφ－bs２２cosφ－cs２２

－as１２sinφ－bs１２cosφ－cs１２
(１５)

cosθ２＝－as３２sinφ－bs３２cosφ－cs３２ (１６)

tanθ３＝
as３３sinφ＋bs３３cosφ＋cs３３

－as３１sinφ－bs３１cosφ－cs３１
(１７)

式中,asij ,bsij 和csij 分别对应矩阵As ,Bs 和Cs 的第 i,j( ) 项.在臂角给定的情况下,可以计算肩关节

上的三个关节角度.
最后在得到肩关节,肘关节角度后,计算腕关节三个轴的旋转角度.将式 (５)代入到式 (１０)中

得到

R４
７ ＝Awsinφ＋Bwcosφ＋Cw (１８)

式中,As ,Bs 和Cs 是常数矩阵

Aw ＝ R３
４( ) T As( ) TR

~０
７

Bw ＝ R３
４( ) T Bs( ) TR

~０
７

Cw ＝ R３
４( ) T Cs( ) TR

~０
７

由前向运动学可以得到矩阵R４
７ 的代数形式为

R４
７ ＝

∗ ∗ cosθ５sinθ６

∗ ∗ sinθ５sinθ６

－sinθ６cosθ７ sinθ６sinθ７ cosθ６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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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得到臂角和腕关节的三个关节角度的关系为

tanθ５＝
aw２３sinφ＋bw２３cosφ＋cw２３

aw１３sinφ＋bw１３cosφ＋cw１３
(１９)

cosθ６＝aw３３sinφ＋bw３３cosφ＋cw３３ (２０)

tanθ７＝
aw３２sinφ＋bw３２cosφ＋cw３２

－aw３１sinφ－bw３１cosφ－cw３１
(２１)

在给定臂角的情况下,通过上述等式关系可以计算腕关节三个关节角度.

１５　奇异情况

在不出现奇异的情形下,依靠１３节中的算式可以直接得到给定臂角情况下机械臂的解析逆运动学计

４００２



算方案.但对于关节奇异的情形,需要设计专门的方式避免机械臂产生不确定的运动.
对于S R S构型的七自由度机械臂,其逆运动学求解过程所涉及的奇异情形包括肩关节奇异,肘

关节奇异和腕关节奇异的情形[２１].其中,腕关节奇异不会造成运动的突变.肘关节奇异主要发生在轨迹

点超出机械臂可达范围且肘关节完全伸展的情形,此类情形可以通过对目标点的可达性分析直接得到.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肩关节奇异的情形,可能造成运动求解的不确定性.如果腕关节处于关节轴１的

延长线上,关节轴１的旋转角度θ１ 与关节轴７的旋转角度θ７ 共同对末端执行器的姿态起相同的作用,不

能得到唯一确定的值.在以往的文献中,都是这种情形下令θ１ 等于臂角φ ,实现θ１ 和θ７ 的解耦.
本文采用一种不同的求解策略,即保存当前位姿对应的７个关节角度,当检测到下一个目标位姿点为

肩关节奇异时,以当前关节轴的θ１ 值作为目标位姿对应的θ１,并以此得到关节轴７的旋转角度θ７.此策

略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小化θ１ 的旋转角度,避免关节角度在运动过程产生跳变.

２　臂角的选择

在理想情况下,每个末端执行器目标位姿对应一组臂角与逆运动学求解的关系式,当臂角从０~２π
运动的过程,可以得到无数组逆运动学的解.在机械臂设计过程,出于运动空间可达性和避免关节自碰

撞等实际约束,S R S构型的七自由度冗余机械臂的每个关节轴旋转范围是受限的,而非理想情况下

２π的运动范围.对于七自由度机械臂的逆运动学求解,首先需要确定对应目标位姿可选的臂角范围,然

后在可选范围内选择避免所有关节运动到旋转极限的臂角角度,最后确定在７个关节轴的运动范围受限的

臂角的角度.
从式 (１５)~式 (１７)和式 (１９)~式 (２０)可以得出球关节 (肩关节,腕关节)的关节角度计算

可以归类于

tanθi＝
ansinφ＋bncosφ＋cn

adsinφ＋bdcosφ＋cd
(２２)

cosθi＝asinφ＋bcosφ＋c (２３)
这两种类型的函数关系代表了臂角和关节轴旋转角度的映射关系,分别被称为tangent类型和cosine

类型.

２１　tangent类型

tangent类型关节角度与臂角的关系可以用下式 (２４)表达

tanθi＝
fn(φ)
fd(φ) (２４)

式中,fn(φ)和fd(φ)分别代表

fn(φ)＝ansinφ＋bncosφ＋cn

fd(φ)＝adsinφ＋bdcosφ＋cd

式 (２４)对φ 微分得到

dθi

dφ
＝
atsinφ＋btcosφ＋ct

f２
d(φ)＋f２

n(φ)
(２５)

式中,at ,bt 和ct 由以下算式给出

at＝bdcn －bncd

bt＝cdan －cnad

ct＝bdan －bnad

当下式成立时,臂角与关节角度的关系曲线存在极限点

a２
t ＋b２

t －c２
t ＞０ (２６)

此时,θi 在如下两个臂角角度取得极限值 (极大或极小值)

５００２



φ－
０ ＝２arctan

at－ a２
t ＋b２

t －c２
t

bt－ct
(２７)

φ＋
０ ＝２arctan

at＋ a２
t ＋b２

t －c２
t

bt－ct
(２８)

通过对系数的二阶导数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θi 在φ－
０ 或φ＋

０ 取得的极值为全局最大值或最小值.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不确定at ,bt 和ct 的符号,因此并不能确定φ－
０ 和φ＋

０ 的大小关系,在计算时需要对φ－
０

和φ＋
０ 进行比较.
当下式成立时,臂角与关节角度的关系为单调曲线

a２
t ＋b２

t －c２
t ＜０ (２９)

此时θi φ( ) 为单调曲线,θi 的最值在φ 的取值边界.

而当a２
t ＋b２

t －c２
t ＝０时,臂角存在单一的极值点,即

φ０＝２arctan
at

bt－ct
(３０)

在这种情况下,式 (２４)的分子和分母都为０,是一种奇异状态.此时无法确定具体θi 的数值.

为了获得奇异状态下臂角与θi 的关系,计算微小增量δ 下θi 与φ 的关系由式

tanθi＝

sinδ
ct

１＋cosδ( ) atbn －btan( ) ＋ctcnsinδ[ ]

sinδ
ct

１＋cosδ( ) atbd －btad( ) ＋ctcdsinδ[ ]

(３１)

当δ 分别代表从左侧和右侧趋于０的时候,得到

lim
δ→－０

tanθi＝

－１
ct

atbn －btan( )

－１
ct

atbd －btad( )

(３２)

lim
δ→＋０

tanθi＝

１
ct

atbn －btan( )

１
ct

atbd －btad( )

(３３)

这种状态下,当右式的分子和分母非零时,有左侧极限和右侧极限的θi 的值相差π.而当式 (３２)或

式 (３３)中分子为零时,有两侧极限θi 的值相差２π.

在以往的论文中,只列出了４种在tangent类型求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θi 与φ 的关系曲线,本文展示

出了７种可能的关系曲线,如图３所示.

２２　cosine类型

cosine类型的θi 与φ 关系由式 (２３)给出,将两侧同时对φ 求导得到

dθi

dφ
＝－

１
sinθi

acosφ－bsinφ( ) (３４)

如果sinθi 非零,则由三角函数的特性,存在两个极值点

φ－
０ ＝２arctan－b－ a２＋b２

a
(３５)

φ－
０ ＝２arctan－b＋ a２＋b２

a
(３６)

其中,θi 在两个极值点处于全局最大或最小.

当sinθi 为零时,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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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tangent类型下的关系曲线

a２＋b２－ c－１( ) ２＝０ (３７)
或者

a２＋b２－ c＋１( ) ２＝０ (３８)
当式 (３９)满足时,取臂角为

φ０＝２arctan a
b－ c－１( )

(３９)

得到θi＝０.在此臂角点的曲线梯度不能确定.由微小变化δ 下的极限值分析,可以得到此臂角附近

的左极限和右极限分别为

lim
δ→－０

dθi

dφ
＝－ １－c (４０)

lim
δ→－０

dθi

dφ
＝ １－c (４１)

与之相似,当约束满足条件 (４０)时,取臂角为

φ０＝２arctan a
b－ c＋１( )

(４２)

有θi＝π.在此臂角点的曲线梯度不能确定.由微小变化δ下的极限值分析,可以得到此臂角附近的左极

限和右极限分别为

lim
δ→－０

dθi

dφ
＝ １＋c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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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δ→－０

dθi

dφ
＝－ １＋c (４４)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到cosine类型下臂角与θi 的关系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cosine类型的关系曲线

２３　臂角参数选择

在设计机械臂的过程,受到运动空间可达性和自碰撞躲避等约束,７个关节轴的旋转角度都不是在

－π,π[ ] 之间自由旋转.每个关节可移动的范围都是受限的:

θl
i ≤θi ≤θu

i i＝１,２,,７( ) (４５)
式中,θl

i 和θu
i 分别代表θi 运动范围的下限和上限.

在２１节和２２节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臂角与逆运动学求解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且在臂角给定后,
不同关节轴旋转角度与臂角的关系曲线呈现不同的形态.当每个关节轴不能在 －π,π[ ] 完全取值的情况

下,对指定目标位姿能够有效求解逆运动学的臂角范围也不是 ０,２π[ ] ,并且对应每个旋转轴有效的臂

角范围也不相同.
对于单个的旋转肘关节,当旋转角度θi 受到θl

i 和θu
i 约束的情况下,需要确定关节运动范围内,臂角

可变化的区间范围

ψi＝∪
ni

j＝１
ψij (４６)

式中,ni 代表区间的个数.
对于七自由度的冗余机械臂,有效的臂角值必须同时满足７个臂角范围约束

ψ＝∩
７

i＝１
ψi (４７)

对于满足式 (４７)约束的臂角φ 都能进行逆运动学的求解,且求解得出的运算结果都在每个关节轴

的运动范围内.而当ψ 为空集的时候,说明机械臂运动到了关节极限范围外,无法进行逆运动学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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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关节极限规避

在运动学解算过程中,设计运动学求解的趋向性,让得到的结果满足用户约束.对关节极限的规避,

使机械臂在到达目标位姿x~０
７ 和R

~０
７ 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保留在目标点附近执行操作的能力.故在指定每个

关节轴的旋转范围 θl
i,θu

i[ ] 后,对臂角的优化转化为求解过程对指定优化目标的趋近.
首先,在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肘关节旋转角度的计算与臂角的选取值无关,其直接依靠肘,肩,

腕形成的三角形关系计算得到.
然后,肩关节和腕关节可以抽象为包含三个旋转自由度的球形关节.用R 表示球形关节实际的姿态

矩阵,Rd 表示球形关节优化目标所期望趋近的姿态矩阵.则为了实现求解结果对期望结果的趋近,需要

两个矩阵尽可能相似.即R Rd( ) T 趋近于单位阵.假设ϕ 为R Rd( ) T 矩阵对应的三个旋转角,则ϕ 趋近

于０.
对于肩关节旋转极限的规避,假设θd

i 分别代表θ１,θ２ 和θ３ 期望求解趋近的关节角度,则R０
３

d 代表期

望的姿态矩阵,其与实际矩阵的偏离度量可表征为

R０
３ R０d

３( ) T ＝I３＋sinϕs u０
s×[ ] ＋ １－cosϕs( ) u０

s×[ ] ２ (４８)
式中,us 代表旋转轴的单位向量;ϕs 代表绕旋转轴的旋转角度.

进一步有

traceR０
３ (R０

３
d)T[ ] ＝assinφs＋bscosφs＋cs

＝１＋２cosφs

其中,as＝traceAs R０d
３( ) T[ ] ,bs＝traceBs (R０d

３ )T[ ] ,cs＝traceCs R０
３
d( ) T[ ] .因此最小化φs 等同于最

大化目标函数

fs(φ)＝assinφs＋bscosφs＋cs

上式有两个极值点

φ－
s ＝２arctan－bs－ a２

s ＋b２
s

as
(４９)

φ－
s ＝２arctan－bs＋ a２

s＋b２
s

as
(５０)

通过分析fs(φ)的二阶导数,可以得到fs(φ)在两个极值点取最大或最小值.
同理,对于腕关节,θd

i 分别代表θ５,θ６ 和θ７ 期望求解趋近的关节角度,则R４
７
d 代表期望的姿态矩阵,

应用相似的推导过程有

fw(φ)＝awsinφw ＋bwcosφw ＋cw

可以得到

φ－
w ＝２arctan－bw － a２

w ＋b２
w

aw
(５１)

φ－
w ＝２arctan－bw ＋ a２

w ＋b２
w

aw
(５２)

分别为fw(φ)的最值点.
对于整个求解过程,通过线性组合目标函数的形式得到全局的最优解

f(φ)＝
rsfs(φ)＋rwfw(φ)

rs＋rw
(５３)

从而得到最优的φ 值为下列两个角度之一

φ－＝２arctan－b－ a２＋b２

a２
(５４)

φ－＝２arctan－b＋ a２＋b２

a２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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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求解得到最优的臂角φ 之后,将φ 向有效的臂角取值范围ψ 投影,得到实际求解过程满足关节轴

运动范围约束的最优臂角φopt

当φ 在ψ 内部时,取φopt＝φ ;
当φ 不在ψ 内部时,取φopt＝mindistφ,ψ( ) .

３　仿真验证

本文主要针对遨博的 MRA７A 机械臂平台进行运动学算法开发和验证,其机械臂外形如图５所示,
其符合S R S构型特征,适合于本文算法的应用.

图５　MRA７A 七自由度冗余机械臂

在设计过程中对其７个关节轴旋转角度的工作范围进行了约束,如表２所示.
为了验证算法的正确性,分别在 MATLAB机器人工具箱和ROS平台进行算法与机械臂运动的仿真.

表２　７个关节轴及其工作范围

关节轴 上界 下界

１ ３０５ －３０５

２ ２１８ －２１８

３ ３０５ －３０５

４ ２３ －２３

５ ３０５ －３０５

６ ２０５ －２０５

７ ３０５ －３０５

３１　MATLAB机器人工具箱仿真

利用 MATLAB工具箱初步建立前运动学和仿真验证算法的正确性.在７个关节轴旋转角度均为０的

情况下,机械臂的形态如图６所示.
此时机械臂保持直立状态,其中,红色代表旋转自由度,基座坐标系在 (０,０,０)的位置,方向与

末端执行器坐标系 (图中标识坐标系)相同.
在构建完成机械臂连杆模型后,利用给定的末端执行器位姿,计算逆运动学解算的过程.在避免旋

转关节到达极限的情形,每个关节轴的旋转范围都以０为中心,因此以关节角度为 (０,０,０,０,０,０,

０)作为运动趋向的优化目标,式 (５３)中rs 和rw 取值均为１.
首先指定末端执行器的目标位姿分别为

x~０
７ ＝ ０４ －００５ ０１[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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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旋转角度为０时机械臂形态

R
~０

７ ＝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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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文提出的策略得到运动学逆解的求解结果为

θ＝ －０１３４７,０８０５７,００１７５,１４１６２,－００１５９,０９１９８,０９１９８[ ] T 机械臂的形态如图７
所示.

图７　目标位姿１对应的机械臂形态

在求解过程中,７个关节轴范围对应的臂角范围分别为

ψ１＝ －π,π[ ]

ψ２＝ －π,π[ ]

ψ３＝ －３０６,３０６[ ]

ψ４＝ －π,π[ ]

ψ５＝ －３０８５９,３０８５９[ ]

ψ６＝ －２１１６８,２１１６８[ ]

ψ７＝ －π,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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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关节轴的臂角范围集合求交得到共有区间为ψ＝ －２１１６８,２１１６８[ ] .
利用式 (５３),式 (５４)和式 (５５)得到避免关节极限的最优臂角为φ＝００１２７,处在共有区间内,

故直接取φopt＝φ 作为求解逆解的参考臂角.
在另一种情形,指定目标位姿为

x~０
７ ＝ ０２ ０３５ ０４[ ] T

R
~０

７ ＝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利用本文提出的策略得到运动学逆解的求解结果为

θ＝ －０１１３５,０１９８２,０６４９７,１９３６５,－１２１７０,－０８８１６,０８７１０[ ] T

机械臂的形态如图８所示.

图８　目标位姿２对应的机械臂形态

在求解过程中,７个关节轴范围对应的臂角范围分别为

ψ１＝ －π,π[ ]

ψ２＝ －π,π[ ]

ψ３＝ －３０３６,３０３６[ ]

ψ４＝ －π,π[ ]

ψ５＝ －π,π[ ]

ψ６＝ －π,－２３８９２[ ] ∪ －１５７４５,π[ ]

ψ７＝ －２８５６９,３１２７７[ ]

７个关节轴的臂角范围集合求交得到共有区间为

ψ＝ －２８５６９,－２３８９２[ ] ∪ －１５７４５,３０３６０[ ]

利用式 (５３),式 (５４)和式 (５５)得到避免关节极限的最优臂角为φ＝０１４２４,处在共有区间内,
故直接取φopt＝φ 作为求解逆解的参考臂角.

进一步地,在末端执行器跟踪正方形轨迹的仿真,实现在笛卡儿空间灵活操作,如图９所示.

３２　ROS平台下的三维模型仿真

在ROS平台搭建了机械臂的三维仿真环境,基于提出的逆运动学求解方法,实现了机械臂末端执行

器在笛卡儿空间的驱动.如图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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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末端执行器绘制正方形轨迹

图１０　末端执行器笛卡儿空间运动

机械臂末端执行器在笛卡儿空间单自由度驱动的能力是实现机械臂在空间中示教的基础,在三维仿

真实验中,末端执行器运行连续,利用７个旋转轴在关节旋转空间的旋转实现了末端执行器的笛卡儿空间

连续运动功能.

４　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主要意义体现在:

１)提出一种解析的七自由度冗余机械臂的逆运动学求解方法,利用臂角约束实现冗余自由度的解

耦,完整给出了机械臂建模和逆运动学推导的过程;

２)相比于以往的文章,本文详细罗列了逆运动学求解中可能出现的关系曲线特征,为设计人员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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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算法编写和部署提供可靠的指导;

３)引入实际关节旋转范围约束,将优化思想应用到最优臂角的确定过程,让机械臂运动过程中趋向

于避免到达关节极限,延伸机械臂的可操作性;

４)从抽象模型到实际应用,分别在 MATLAB机器人工具箱和ROS平台对提出的求解方法进行了验

证,证实了算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在后续的工作中,将基于该算法进行七自由度机械臂在空间探索和灵巧操作的应用和开发.

参 考 文 献

[１]　BoumansR,HeemskerkCTheEuropeanRoboticArmfortheInternationalSpaceStation [J]．RoboticsandAutonomousSystems,

１９９８,２３ (１ ２):１７ ２７
[２] ReedBB,SmithRC,NaaszBJ,etalTheRestore LServicingMission [C]//AiaaSpace
[３] Lee S ,Bejczy A K Redundant arm kinematic control based on parameterization [C]//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１９９１Proceedings１９９１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EEE,１９９１:４５８ ４６５
[４] ZhangY,ChenS,LiS,etalAdaptiveProjectionNeuralNetworkforKinematicControlofRedundantManipulatorsWithUnknown

PhysicalParameters [J]．IEEETransactionsonIndustrialElectronics,２０１７:１ １
[５] ToshaniH,FarrokhiMReal timeinversekinematicsofredundantmanipulatorsusingneuralnetworksandquadraticprogramming:

ALyapunov basedapproach [J]．Robotics& AutonomousSystems,２０１４,６２ (６):７６６ ７８１
[６] YoshikawaTManipulabilityandredundancycontrolofroboticmechanisms [C]//Proceedings１９８５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RoboticsandAutomationIEEE,２００３:３２３９ ３２４３
[７] KiSuh,Hollerbach,JMLocalversusglobaltorqueoptimizationofredundantmanipulators [C]//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Robotics& AutomationIEEE,１９８７:６１９ ６２４
[８] ColbaughR,SerajiH,GlassKLObstacleavoidanceforredundantrobotsusingconfigurationcontrol[J]．JournalofFieldRobotics,

１９８９,６ (６):７２１ ７４４
[９] NakamuraY,Hanafusa H,YoshikawaTTask PriorityBasedRedundancyControlofRobot Manipulators [J]．International

JournalofRoboticsResearch,１９８７,６ (２):３ １５
[１０] YanL,MuZ,Xu WAnalyticalinversekinematicsofaclassofredundantmanipulatorbasedondualarm angleparameterization

[C]//Conference 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ystemsIEEE,２０１４:３７４４ ３７４９
[１１] Nenchev,DragomirN,Tsumaki,Yuichi,Takahashi,MitsuguSingularity consistentkinematicredundancyresolutionfortheS R

Smanipulator [C]//IEEE/RSJ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ntelligentRobots&SystemsIEEE,２００４:３６０７ ３６１２
[１２] MHollerbachOptimum kinematicdesignforaseven degreeoffreedom manipulator,Techrep, MIT ArtificialIntellegence

Laboratory,Cambridge(１９８５)
[１３] Chen Y,Chen Y,GuoJAnoptimizationalgorithmtoexpandthereduced workspacewithfixed jointmethodforredundant

manipulator [C]//IEEE WorkshoponAdvancedRobotics&ItsSocialImpactsIEEE,２０１６
[１４] ShimizuM,YoonW K,KitagakiKAPracticalRedundancyResolutionfor７DOFRedundantManipulatorswithJointLimits [C]//

RoboticsandAutomation,２００７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EEE,２００７
[１５] Shimizu,M,Kakuya,H,Yoon,WK (２００８)Analyticalinversekinematiccomputationfor７ DOFredundantmanipulators

withjointlimitsanditsapplicationtoredundancyresolutionIEEETransactionsonRobotics,２４ (５),１１３１ １１４２
[１６] Practicalanalyticalinversekinematicapproachfor７ DOFspacemanipulatorswithjointandattitudelimits [J]．IntelligentService

Robotics,２０１５,８ (４):２１５ ２２４
[１７] YuC,Jin M,LiuHAnanalyticalsolutionforinversekinematicof７ DOFredundantmanipulatorswithoffset wrist [C]//

MechatronicsandAutomation(ICMA),２０１２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EEE,２０１２
[１８] Singh,GK,&Claassens,JAnanalyticalsolutionfortheinversekinematicsofaredundant７dofmanipulatorwithlinkoffsetsIn

２０１０IEEE/RSJ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ntelligentRobotsandSystems(pp２９７６ ２９８２)IEEE
[１９] FariaC,FerreiraF,ErlhagenW,etalPosition basedkinematicsfor７ DoFserialmanipulatorswithglobalconfigurationcontrol,

jointlimitandsingularityavoidance [J]．Mechanism & MachineTheory,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１７ ３３４
[２０] TAsfourandRDillmann “Human likemotionofahumanoidrobotarmbasedonaclosed formsolutionoftheinversekinematics

problem,”inProc２００３IEEE/RSJIntConfIntellRobotsSyst,pp１４０７ １４１２
[２１] YTakiandKSugimoto “Classificationofsingularconfigurationsfor７ DOFmanipulatorswithkinematicredundancy,”inProc６th

Jpn Fr４thAsia EurMechatronicsCongr,２００３,pp４３８ ４４３

４１０２



AnAnalyticalInverseKinematicsofSeven
Degree of freedom Manipulator

GUOJia xin,SONGShuai,GUOGuan jun,NINGYao
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SevenDegree of freedom Manipulatorswith７Degree of freedomhavebeenwidely
usedinaerospaceandservicefieldsThispaperproposesananalyticinversekinematicscomputation
methodforredundantmanipulatorwithS R SconfigurationForwardkinematicsmodelisbuiltbasedon
traditionalD H modelingapproachTheredundancyisdecoupledthroughdesigningthevirtualarmangle

parameters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armangleandjointangleisdetailedAcompleteanalyticinverse
kinematicsequationinpositionspaceisobtained,whicheliminatestheacquisitionprocessofjointspeed
andJacobian matrixAnd the optimalstrategy to obtaininverse kinematics underjointlimitsis
designedThemethodisverifiedusingroboticstoolboxandsimulationismadeontheROSplatform

Keywords　Analyticinversekinematics;Redundantmanipulator;Armangle;ROS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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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带小行星可达性快速评估方法

周星宇１,２　任　杰１,２　韩宏伟１,２　温昶煊１,２　乔　栋１,２

１北京理工大学;２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摘　要　可达性是小行星探测任务的重要前提.由于主带小行星数量巨大且分布较广,使得主带小

行星可达性评估较为困难.为了快速有效评估主带小行星的可达性,本文提出一种支持向量机辅助的高

斯回归评估方法.该方法使用高斯回归训练样本得到预测模型,并使用支持向量机辨识可达性较好的兴

趣区域.通过在兴趣区域的序列采样,提高了高斯回归模型对兴趣区域的预测精度.数值仿真结果表明,
对双脉冲和火星借力的两种小行星探测转移方式,本文所提方法均能够精确、高效地评估出目标小行星

的可达性,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高斯回归模型 (GPR);支持向量机 (SVM);小行星可达性;兴趣区域 (ROI)

０　引　言

探测小行星有助于了解太阳系的起源、演变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认识地球环境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探索生命的起源等,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１２].设计小行星探测任务的首要步骤是确定一个合适的目标.

通常来说,小行星的可达性,即到达该小行星所需的速度增量,是确定是否适合进行探测的重要

准则[３４].

许多学者对近地或深空小行星的可达性进行了相关研究.Lau等[５]基于双脉冲转移模型,通过等高线

法计算了７３颗近地小行星到达的最优转移参数,并依据速度增量对可达性进行排名.乔栋等[６]利用了非

共面非共轴椭圆轨道之间的最优两脉冲转移方法对已有的２６８１颗近地小行星的可达性进行了分析与排

序.文献 [７]研究了近地小行星的地球借力转移方式.相比近地小行星,主带小行星数量更多.Yen
等[８]考虑了行星借力因素计算了大约３０００颗主带小行星的可达性.Chen等[９]以尺寸大于１００km 的主带

小行星为研究对象评估了不同转移方式,并且得出行星借力转移中火星借力是最优的结论.然而上述研

究中对小行星可达性的评估需要使用等高线图方法或[５７]或数值优化方法[８９]计算转移轨道的全局最优速

度增量,由于主带小行星数量巨大 (大约６０万),在任务设计初期如果考虑遍历所有小行星则需要进行大

规模的搜索,计算量巨大.故在进行小行星探测时,如果能在初期目标选择时对空间目标进行快速筛选,
这样在后续进行目标确定上将大大节约时间成本.

为了实现对于主带小行星可达性的快速评估,文献 [１０]提出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小行星可达性快

速评估方法.该方法以主带小行星的轨道六根数作为输入,以双脉冲和火星借力转移方式的最小速度增

量作为输出,通过差分进化 (DE)计算训练样本相应的全局最优速度增量.基于训练样本构造高斯回归

(GPR)近似模型,并对候选小行星转移轨道的全局最优速度增量进行预测评估.由于这种方法无需使用

等高线图或数值优化对所有小行星进行评估,在时间效率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但是文献 [１０]所提出的

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通常,GPR模型的精度依赖样本点的选取;然而,对于小行星探测任务,可达

性较好的小行星,即感兴趣区域 (RegionofInterest,ROI)内的小行星,通常到达所需的速度增量较

小,而这部分小行星比例较低,因此在采集样本时属于ROI的样本较少,所构造的 GPR模型在预测ROI
区域小行星可达性时精度较低.

针对直接使用 GPR进行小行星快速评估过程中精度较低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支持向量机辅助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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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斯回归 (SVM GPR)小行星快速评估方法,通过辨识兴趣区域以及训练样本实现对于主带小行星

可达性的快速评估.

１　小行星可达性计算模型

探测器所能提供的最大速度增量是决定小行星探测任务是否可以完成的主要因素.因此,评估小行

星是否可达的关键是计算小行星探测任务所需的速度增量.速度增量的计算通常取决于转移方式,对于

主带小行星探测任务,转移方式主要有直接两脉冲转移和火星借力转移.

１１　双脉冲转移模型

双脉冲转移是行星际交会任务中的一种简单的实现方式.假设航天器在围绕太阳的开普勒轨道上运

行,给定任务的出发时间t０ 与到达时间tf ,可以通过求解一个兰伯特问题计算转移轨道的始末速度.
双脉冲转移轨道的转移可以通过如下参数描述

X＝ t０,tf[ ] ∈R２ (１)

式中,t０ 与tf 分别表示任务的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
燃料最优转移轨道的设计以总速度增量作为优化目标

ΔV＝f(X)＝ ΔVD ＋ ΔVR (２)

式中,ΔVD 为离开地球的速度增量,ΔVR 为到达小行星的速度增量.

１２　火星借力转移模型

行星借力可以有效降低行星际交会任务的能量消耗.文献 [９]认为火星借力可以显著减少主带小行

星探测任务的发射能量与捕获能量,是实现主带小行星探测任务的最优选择.
火星借力转移轨道的参数描述如下

X＝ t０,tEM,tMA[ ] ∈R３ (３)

其中,t０ 为地球出发时间,tEM 与tMA 分别为地球 火星与火星 小行星转移时间.
同样以总速度增量作为优化目标设计燃料最优转移轨道

ΔV＝g(X)＝ ΔVD ＋ ΔVR ＋ΔVP (４)

式中,ΔVP 为借力时施加的脉冲速度大小.

１３　转移模型的全局优化算法

DE方法在解决轨道转移问题具有优势[１１].然而,DE算法并不能保证搜索到全局最优解[１０],为了尽

量避免这种情况,采用迭代差分进化算法对小行星探测任务的轨道进行优化设计.方法如下:

步骤１:给定最大允许误差ε 与最大迭代次数imax ,i←１,采用 DE算法对轨道转移问题进行优化,

得到最优解为X１
opt ,最小速度增量为ΔV１

opt ;

步骤２:i←i＋１,以ΔV－ΔVi－１
opt 作为优化目标,使用DE算法对轨道转移问题进行优化,得到最优解

为Xi
opt ,最优解对应的速度增量为ΔVi

opt ;

步骤３:如果i＞imax 或 ΔVi
opt－ΔVi－１

opt ＜ε,输出最优解Xi
opt 以及对应的速度增量ΔVi

opt ;否则转

步骤２.
通过多次DE优化,可以避免出现单次优化陷入局部最优解的问题,增加找到全局最优解的概率.

２　基于SVM GPR的小行星可达性快速评估方法

数值优化方法耗时较长.由于小行星数量巨大,在探测任务设计阶段对每一颗小行星使用数值方法

７１０２



进行评估是不现实的.为了快速评估小行星可达性,同时提升感兴趣区域小行星快速评估精度,本文提

出一种基于SVM GPR的小行星可达性快速评估方法.

２１　GPR预测模型

GPR是一种监督学习方法,用于根据已知的数据样本点训练模型,并对新的样本点的输出进行预测.

根据小行星可达性评估的要求,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映射关系如下所示

f:zaΔΘ (５)
式中,z＝ a,e,i,Ω,ω,M[ ] 为目标小行星的轨道六根数,ΔΘ 是通过双脉冲或者火星借力到达该小行

星所需的全局最优速度增量.
根据 GPR理论,对于一个给定的样本输入z,可以通过在相空间中结合贝叶斯理论和高斯过程预测

相应的输出ΔΘ .根据假设,预测值fz( ) 是一个遵循高斯分布的随机量

fz( ) ~GP m z( ) ,kz,z′( )[ ] (６)
式中,m z( ) 是均值函数,kz,z′( ) 是协方差函数,通常情况下选取合适的核函数代替.为了简化模型,
令m z( ) ＝０.高斯回归模型的训练集可以写作如下形式

Z＝ z１,z２,,zN[ ] T (７)

Y＝ ΔΘ１,ΔΘ２,,ΔΘN[ ] T (８)
式中,Z 和Y 分别是训练输入矩阵和输出向量.因此,式 (６)可以写为

Y ~N ０N×１,K Z,Z( )[ ] (９)

式中,K 是协方差矩阵

K Z,Z( ) ＝

kz１,z１( )  kz１,zN( )

⋮ ⋱ ⋮

kzN ,z１( )  kzN ,zN( )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０)

假设需要评估可达性的小行星数量为N∗ ,定义输入矩阵Z∗ 和输出向量Y∗ 为

Z∗ ＝ z∗
１ ,z∗

２ ,,z∗
N∗[ ] T (１１)

Y∗ ＝ ΔΘ∗
１ ,ΔΘ∗

２ ,,ΔΘ∗
N∗

[ ] T (１２)
其中,输入为需要预测的小行星轨道六根数,输出为到达该小行星所需的全局最优速度增量.根据 GPR
理论,新加入样本点后也满足高斯分布

Y
Y∗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N ０N＋N∗ , K Z,Z( ) K Z,Z∗( )

K Z,Z∗( ) T K Z∗ ,Z∗(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３)

其中,K Z,Z∗( ) 表示N ×N∗ 维的协方差矩阵函数,K Z∗ ,Z∗( ) 表示 N∗ ×N∗ 维协方差矩阵函数.

根据贝叶斯理论[１０],预测值Y∗ 的分布也是一个高斯分布

Y∗ |Z∗ ,Z,Y ~N uY∗( ) ,covY∗( )( ) (１４)

其中,Y∗ 的均值表达式如下

uY∗( ) ＝K Z,Z∗( ) TK Z,Z( ) －１Y (１５)

Y∗ 的均值是高斯分布的期望,通常被当作高斯回归的预测值,因此有

f:z∗ aΔΘ＝K Z,z∗( ) TK Z,Z( ) －１Y (１６)

依据文献 [１０],在本研究中,核函数,即协方差函数取下式

kz,z′( ) ＝σ２
fexp １＋

z－z′( ) TQz－z′( )

２α
æ

è
ç

ö

ø
÷

－α

(１７)

式中,Q 为对角矩阵.

２２　支持向量机分类器

支持向量机 (SVM)是一种二分类模型.通过SVM 方法对已有样本数据进行训练,可以在相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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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出感兴趣的区域１２].
给定小行星样本数据T＝ z１,y１( ) ,, zN ,yN( ){ } ,其中,yi ∈ －１,１{ } 为样本标签,分别表

示不感兴趣区域与感兴趣区域,当到达该小行星所需的速度增量超出探测器所能提供的速度增量,认为

该小行星为不感兴趣的,否则为感兴趣的.
选取适当的核函数kzi,zj( ) 与惩罚参数C ＞０,构造并求解凸二次规划问题

min
α

１
２∑

N

i＝１
∑
N

j＝１
αiαjyiyjkzi,zj( ) －∑

N

i＝１
αi (１８)

st∑
N

i＝１
αiyi＝０,０≤αi ≤C (１９)

得到最优解α∗ ＝ α∗
１ ,α∗

２ ,,α∗
N[ ] T .

选择满足０≤α∗
j ≤C 的α∗ 的一个分量α∗

j ,计算

b∗ ＝yj －∑
N

i＝１
α∗

iyikzi,zj( ) (２０)

得到判断小行星是否感兴趣的分类决策函数

fz( ) ＝sign ∑
N

i＝１
α∗

iyikz,zi( ) ＋b∗( ) (２１)

通常情况下,核函数选用高斯核[１２].

２３　SVM GPR小行星可达性快速评估方法

对于小行星探测任务,需要筛选出可达的小行星.如果到达小行星所需的速度增量较大,则小行星

不可达,即ROI区域由总速度增量ΔΘ 较小的小行星组成.
由于感兴趣的小行星数量相对较少,如果均匀采样,属于ROI的样本数量较少,训练得到的 GPR模

型在ROI区域精度较低,不利于对ROI区域小行星的快速评估.
为了提高GPR模型在ROI区域的精度,使用SVM 方法进行辅助采样.SVM GPR算法的主要思路

为:首先在相空间中采样并使用数值方法计算ΔΘ 以获取一定数量样本点,接下来使用SVM 方法辨识相

空间中的ROI区域,并在ROI区域继续采样并计算ΔΘ ,最后使用 GPR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训练.

SVM GPR具体步骤如下.
输入:初始样本数目 Ninitial 、每次新增采样数目 Nnew 、每次新增样本数目 Naccepted 、最大样本数目

Nmax 和探测器能够提供的速度增量ΔΘ∗ .

步骤１:N ←Ninitial ,在相空间中均匀采集Ninitial个样本点,记为Z＝ z１,,zN[ ] T ,分别计算燃料

最优转移轨道速度增量ΔΘ ,记为V＝ ΔΘ１,,ΔΘN[ ] T .对于每一个样本zi ,如果ΔΘi ＜ΔΘ∗ ,则

yi＝１,为ROI区域内样本;否则yi＝－１.记Y＝ y１,,yN[ ] T .
步骤２:使用SVM 对数据集T＝ Z,Y{ } 进行训练.
步骤３:在相空间中采集Nnew 个样本点,记为Znew ,使用步骤２中训练好的分类器对数据集Znew 进

行分类,保留ROI区域内的样本,剩余样本记为Z∗
new ,剩余样本个数记为N∗

new .
步骤４:如果Naccepted ＜Nmax－N ,更新Naccepted ,Naccepted＝Nmax－N .

步骤５:如果N∗
new ＞Naccepted ,转步骤６,否则转步骤７.

步骤６:计算新增样本集Z∗
new 中所有样本到已有样本集Z 中所有样本的最小欧式几何距离 (样本需要

归一化),将Z∗
new 中样本按照最小欧式几何距离由大到小排序,保留前Naccepted 个样本.

步骤７:计算Z∗
new 中所有剩余样本的速度增量ΔΘi 与标签,得到V∗

new 与T∗
new ,将新增样本加入原有

样本集,更新Z 、V 、T ,N ←N ＋Naccepted .
步骤８:如果N ≥Nmax ,转步骤９,否则转步骤２.
步骤９:使用 GPR模型回数据集 Z,V{ } 进行训练,输出训练预测模型.
上述步骤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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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SVM GPR算法流程图

使用SVM 辅助 GPR的目的是进行有偏采样,使得样本点尽可能多地落在 ROI区域内,以提升 ROI
区域内 GPR模型的近似精度.

步骤６的作用在于提升样本整体的均布程度.通过舍弃距离已有样本点较近的样本点,使得新增样本

后样本点之间的最小距离值尽可能大.根据文献 [１３],样本点的最小距离是评估样本点均布性的重要准

则,最小距离越大,样本点的均布性越好,模型的近似精度越高.

３　仿真与分析

对于双脉冲转移与火星借力转移方式分别使用SVM GPR与 GPR方法进行可达性快速评估.其中,

候选主带小行星为参数范围为２１AU≤a ≤２５AU、０≤e≤０４、０°≤i≤２０°,候选小行星数目为

１４８６３０.发射时间窗口为２０３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４０年１月１日,转移时间不超过１０００天.GPR方法样

本数量为４００,SVM GPR方法初始样本个数为２００,每次新增采样个数２００,每次新增样本个数１０,最

大样本数目４００.全局优化算法中 DE参数设置为:种群个数５０,迭代次数４０００代.采样方法为标准

LHD采样 (MATLAB函数lhsdesign).进行测试的计算机性能参数如下:处理器:AMDRezen７１７００
Eight CorePrecessor２８０GHz,内存:６４０GB.

３１　双脉冲转移轨道可达性快速评估

分别使用SVM GPR与 GPR方法对小行星双脉冲转移轨道进行快速评估.其中,SVM GPR对于

ROI区域的设定为速度增量小于１０km/s.对于每种方法,在得到高斯回归近似模型后,再在相空间中随

机生成１００个样本点,使用数值方法计算相应的速度增量作为测试样本点检验模型近似精度.同时使用得

到的高斯回归近似模型对候选小行星进行预测,对预测值较小的３０个小行星使用数值方法计算真实的速

度增量,再次检验近似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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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精度对比如表１所示.其中,MAE表示平均绝对误差 (MeanAbsoluteError),MRE表示

(MeanRelativeError).下标 TEST表示随机生成的１００个测试样本的测试数据,下标 ROI表示预测值

较小的３０个小行星样本的测试数据.

表１　双脉冲转移的SVM GPR与GPR性能对比

算法 SVM GPR GPR

MAETEST/(km/s) ０９８２４ ０８１１７

MRETEST/％ ８６８４７ ７５５４０

MAEROI/(km/s) ０２８２８ １３７０３

MREROI/％ ２９７１１ １４９９２４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直接采样并使用 GPR模型进行训练与预测的整体误差为７５５４％,但是对于兴

趣区域ROI的预测精度较低,为１４９９２％.而采用SVM GPR方法,整体预测精度为８６８４％,低于

GPR方法,ROI区域预测精度为２９７１％,远远高于 GPR方法.这是由于SVM GPR本质上是通过有

偏采样提升ROI区域样本点在总样本中的比例,以达到提升ROI区域预测模型精度的目的,这也将导致

非ROI区域预测精度相对降低.由于相空间中 ROI区域较小,大部分为非 ROI区域,因此从整体来看,

SVM GPR预测精度较 GPR略低.
表２展示了预测得到部分速度增量较小的小行星.其中,DE表示由差分进化优化得到的燃料最优转

移轨道的速度增量,其数值与SVM GPR方法预测得到的速度增量较为接近.这些小行星的真实速度增

量均小于１０km/s,属于ROI区域,表明SVM GPR对于ROI区域预测精度较好.

表２　双脉冲转移的速度增量较小的小行星

小行星 DE/(km/s) SVM GPR/(km/s) MRE/％

２００５QM１７８ ８４０１１ ８７０６８ ３６３８７

２００２NB６７ ８５５３１ ８７５５６ ２３６７５

１９９６RY２７ ８５４０１ ８７７９６ ２８０４６

２００６RY９９ ８８９０９ ８７９０６ １１２７５

２００８TZ６ ８７３８４ ８８００２ ０７０７３

图２展现了通过SVM GPR方法预测得到的双脉冲模型下,小行星可达性与小行星半长轴、偏心率

和轨道倾角的关系.其中,图２ (a)中灰色点表示经过训练得到的SVM 分类器辨识为可达性较好 (ROI
区域)的小行星,黑色表示可达性较差的小行星.图２ (b)为通过SVM GPR模型预测得到候选小行星

的双脉冲转移的最小速度增量.

图２　双脉冲转移最小速度增量与小行星半长轴、偏心率和轨道倾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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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 (b)中可以看出,相比于半长轴和轨道倾角,小行星轨道的偏心率对可达性的影响较小.对

于那些半长轴和偏心率较小的候选小行星,通过双脉中转移所需的速度增量小于９km/s.

３２　火星借力转移轨道可达性快速评估

同样分别使用SVM GPR与 GPR方法对小行星双脉冲转移轨道进行快速评估.其中,SVM GPR
对于ROI区域的设定为速度增量小于６km/s.对于每种方法,精度校验方法与３１节相同.

预测模型精度对比如表３所示.从表３中所示,使用 GPR模型进行预测的整体误差为１２２６５５％,

ROI区域的预测误差为１６５２５％.采用SVM GPR方法,整体预测精度为１３５６４％,ROI区域预测精

度为６３５３％,整体预测精度略差于 GPR而ROI区域预测精度高于 GPR.由于火星借力相比双脉冲转移

相对复杂,不仅与小行星状态 (位置、速度)有关,且与火星状态相关,因此在使用同样数量的样本点

情况下,预测精度上较双脉冲模型差.

表３　火星借力转移的SVM GPR与GPR性能对比

算法 SVM GPR GPR

MAETEST/(km/s) ０９２７９ ０７９５９

MRETEST/％ １３６５４９ １２２６５５

MAEROI/(km/s) ０３７０５ ０８３９５

MREROI/％ ６３５３４ １６５２５２

表４展示了预测得到部分速度增量较小的小行星.这些小行星速度增量均小于６km/s,属于 ROI区

域.MAE数值表明SVM GPR对ROI区域近似精度较好,可以通过SVM GPR方法筛选出合适的小

行星作为探测目标.

表４　火星借力转移的速度增量较小的小行星

小行星 DE/(km/s) SVM GPR/(km/s) MRE/％

２００１SD５ ４４４２３ ４５８７９ ３２７７６

２００５RZ５１ ４４８８４ ４７８４７ ６６０３１

１９９７AW ４５３３１ ４９３６９ ８９０８８

２００２XH３４ ４５７６９ ４９８３０ ８８７２６

２００５AL６９ ４５８６５ ４９１８７ ７２４４７

图３展现了通过SVM GPR方法预测得到的火星借力模型下,小行星可达性与小行星半长轴、偏心

率和轨道倾角的关系.同样图３ (a)中灰色点表示可达性较好 (速度增量小于６km/s)的小行星,黑色

表示可达性较差的小行星.从图３ (b)中可以看出,通过SVM GPR筛选得到的小行星最小速度增量大

约为４５km/s.

图３　火星借力转移最小速度增量与小行星半长轴、偏心率和轨道倾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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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SVM GPR算法性能分析

表５与表６分别展示了测试案例中双脉冲模型与火星借力模型的SVM GPR、GPR与DE算法耗时.
其中,DE表示使用１４节中所述方法计算所有候选小行星的最优转移轨道的速度增量,时间计算方式为

计算样本点速度增量的平均耗时乘以候选小行星数目.TSAMPLE 表示计算样本点的时间消耗,TSVM 表示训

练SVM 分类器的时间消耗,TGPR 表示训练GPR模型并对候选小行星进行预测所需的时间,Ttotal表示方法

对应的总耗时.

表５　双脉冲转移的算法耗时对比

算法 TSAMPLE TSVM TGPR Ttotal

SVM GPR ４６９５６/s ６３８１/s ３１３/s ５３６５１/s

GPR ４７１４５/s — ２９４/s ４７４３９/s

DE ４８４６/h — — ４８４６/h

表６　火星借力转移的算法耗时对比

算法 TSAMPLE TSVM TGPR Ttotal

SVM GPR ５７１５５/s ６７６６/s ３１７/s ６４２３８/s

GPR ５６３７０/s — ３３３/s ５６７０３/s

DE ５８９９/h — — ５８９９/h

从表５与表６可以看出,SVM GPR与GPR方法的时间消耗远远小于通过数值方法对每一颗小行星

的速度增量进行计算的时耗.而SVM GPR相比 GPR方法增加了训练SVM 分类器的时间消耗.由于

SVM GPR与 GPR方法的主要时间消耗均为计算样本速度增量的时间,训练SVM 分类器的时间只占据

总时间的１１８５％ (双脉冲模型)与１０５２％ (火星借力模型),因此可以认为,通过增加SVM 辅助采

样,可以有效提高ROI区域预测精度,但同时会增加约１０％的计算时间.

４　结　论

针对小行星可达性快速评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支持向量机辅助的高斯回归策略 (SVM GPR).高

斯回归模型用于训练样本并对小行星可达性进行预测,大幅降低探测任务设计初期目标筛选的时间.支

持向量机用于训练分类器辨识兴趣区域并进行有偏采样,以提高兴趣区域样本比例,提升高斯回归模型

在兴趣区域的预测精度.测试案例对比表明,在使用相同样本数目的情况下,相比直接使用高斯回归模

型,使用SVM GPR方法在兴趣区域预测精度分别由１４９９％ (双脉冲模型)和１６５２％ (火星借力模

型)提升至２９７％和６３５％.同时,算法的时间消耗只增加１０％左右,验证了本文所提方法的可用在小

行星探测可行目标筛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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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letargetsEvaluatingtheaccessibilityofmain beltasteroidsisdifficultowingtothehugeamountof
themand widedistributionAsupportvector machineassistedgaussianprocessregression methodis

proposedfortheneedofquicklyandefficientlyassessingaccessibilityofmain beltasteroidsGaussian

processregressionisusedtotrainsamplesandthengetapredictionmodelSupportvectormachineisused
toidentifytheinterestingsamplingregionswhereasteroidsareeasilyaccessedSequentialsamplingis
conductedintheseregions,whichimprovesthepredictionaccuracyofgaussianprocessregress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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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eMarsgravity assistcase,therebyverifyingtheeffectivenessofth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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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警报关联图模型生成方法研究

高　洁　齐　力　韩天龙　陆宏伟　冯　可　姜盛鑫

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摘　要　近年来,我国航天事业朝着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对于网络系统的依赖程度也越来

越大.但是,目前网络系统攻击手段的复杂程度也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因此网络系统的安全防护以及

产生的警报信息如何关联利用成为热点话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成警报关联图模型的方法,该模型

能够正确分析网络系统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预防网络系统中安全事件的发生,对网络安全防护具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　网络安全;队列图;警报;警报关联

０　引　言

从整体来说,纵观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多变隐蔽的攻击手段,以及一些令人唏嘘不已的侵害事件,
让我们不得不加快完善网络环境的步伐.我们的研究尚处于一个发展初期,如何让网络环境更加清洁,
让网络生活更加安全,一直是网络安全航天人追求的奋斗目标.

本文主要研究一种新的警报关联图模型构建方法,对入侵检测得到的警报的关联算法进行改进,提

出改进算法,进而生成更为完整可信的警报关联图,方便了网络管理员处理相关信息,节省时间并提高

效率.下面介绍一下警报关联相关历史研究情况.
传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IDS)比较侧重于低级别的单步攻击,每天生成大量的警报信息,分析和管理

这些庞大的信息不管是对于网络管理员还是对于网络安全防护系统来说都是一项繁重且耗时的任务.由

于不能从单个的警报信息中得到警报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说不能从单个的警报中得到攻击者的攻击策略,
所以警报处理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１].

警报处理阶段的功能主要是警报的集群,警报的合并和警报的关联三点.具体的流程主要是在预处

理阶段将IDS产生的警报处理成警报的通用格式,并去掉冗余警报,然后使用不同的警报关联技术进行

警报的分析,最后警报后处理阶段通过警报之间的关系生成更准确的可视化的监测网络安全状态的表示

形式,警报处理步骤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警报处理步骤示意图

警报关联技术是警报处理阶段最重要的环节,警报关联技术主要分为三类,其中,包括基于相似性

的警报关联技术、基于场景的警报关联技术、基于因果关系的警报关联技术.下面本文将对这几种方法

进行简要的介绍.

１)基于相似性的警报关联技术.文献 [２]就提出一种使用概率相关方法关联多个监听实时交通的

传感器的方法,解决了多传感器之间的标准不统一,攻击描述不一致等问题.

２)基于场景的警报关联技术.基于场景的警报关联方法是根据已知的攻击场景进行警报关联,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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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一个新的警报时,都会将它与现有的场景进行比较,然后将其添加到最有可能的已知场景序列中[３].
攻击场景要么是由攻击语言进行构建,如STATL[４]语言,LAMDBA[５]语言,要么就是通过数据挖掘的

方法从中训练集中学习[６].基于场景的警报关联技术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它们都局限于一个已知的场

景.换句话说就是场景必须由专家预定义,或者从标记的数据集中进行学习,这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３)基于因果关系的警报关联技术.基于因果关系的警报关联技术都是基于警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

与攻击的不同阶段相关,都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这样的假设.直观地说,攻击的前提是成功发起攻击的必

要条件,只有攻击的前提条件具备了,攻击才可以发生[７].这种方法主要是要已知攻击的相关知识,从而

确定攻击的先决条件和后果,通过匹配先前的警报的结果信息和之后警报的先决条件来关联警报[１].基于

因果关系的警报关联技术的主要的局限性在于它们只能关联已知的攻击而不能关联未知的攻击,就算是

已知的攻击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定义攻击的所有先决条件和可能的后果.

１　相关定义和数据结构描述

１１　脆弱点

脆弱点的形式化表达可以利用一个三元组进行表示:(CVE,EX,score).其中,CVE表示的是在脆

弱点专家知识库中的脆弱点编号,是一个统一的标志;EX表示的是脆弱点的渗透关系集合;score是对

脆弱点的被利用的难易程度和攻击者攻击的概率的一个评分,一般通过专家经验获得,也有些基于现有

的安全漏洞评分平台获得.

１２　渗透关系

脆弱点之间的渗透关系描述的是发生一次原子攻击需要网络系统满足的前提条件,以及当原子攻击

发生以后可以获得主机的哪些权限.每一组脆弱点之间的渗透关系都可以描述为这样的四元组: (ID,

Host,preCondition,back)
四元组中的不同字段代表的具体含义如下:

ID:代表唯一可以标识这个脆弱点之间关联关系的编码;

Host:代表触发原子攻击的源主机;

preCondition:代表发生此次原子攻击时主机设备上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如果网络系统中的主机上

具有这条渗透关系所对应的脆弱性,就认为该主机具备了可以被攻击的条件,此次原子攻击就可以发生;

back:表示发生此次原子攻击后,原子攻击对网络系统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获得哪些主机的访问

权限,是否有权限提升.

１３　攻击图

在本文的方法中,用到基于攻击图的方法能够快速关联网络中已知脆弱点或者漏洞的相关警报,根

据攻击图中的已知漏洞对警报信息进行关联.攻击图模型能够形象地将网络中的静态信息,如脆弱点或

者漏洞之间的关联关系表示出来.
将攻击图定义为G(Eg∪Cg,Rr∪Ri)的形式,其中,Eg＝{e１,e２,,en}表示存在的漏洞;Cg＝

{c１,c２,,cm}表示攻击图中对应攻击场景中的一组初始安全属性的信息;Rr⊆Cg×Eg 表示系统中的

漏洞被成功利用需要系统能够获得的安全属性;Ri⊆Eg×Cg 表示系统中的漏洞一旦被利用成功将会导致

系统中的哪些安全属性发生变化.例如:从安全属性ci 到漏洞ej 的边表示ci 是ej 的前置条件,那么从ej

到ci 的边界表明,ci 是ej 的后置条件.

１４　扩展的队列图

在本文的警报关联算法中改进了之前研究中的队列图数据结构,在其中,加入前向指针和后向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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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存在于内存中的警报信息存取速度更为迅速.将扩展的队列图定义为四元组＜Q,V,(Bq,Fq),
(Bv,Fv)＞ .

扩展的队列图四元组中的各个元素的含义分别说明如下:

１)Q＝{q１,q２,,qn},表示长度为１的n 个队列的集合;

２)V＝{v１,v２,,vm},表示m 个变量的集合,是属性节点的集合,每个属性有三种取值分别是

TRUE、FALSE和 HYP,它们分别表示属性已经被满足,属性未被满足和假设属性被满足.

３)对于每一个k＝１,２,,n,Bqk ＝{＜qk,vi ＞|(ci,ek)∈Rr}代表qk 的后向指针集合,

Fqk ＝{＜qk,vi ＞|(ek,ci)∈Ri}表示qk 的前向指针集合;

４)对于每一个k＝１,２,,n,Bvk ＝{＜vk,qi ＞|(ei,ck)∈Ri}代表vk 的后向指针集合,

Fvk ＝{＜vk,qi ＞|(ck,ei)∈Rr}表示vk 的前向指针集合.

１５　算法中的函数

Queue:A→Q 是一个函数,queue (ai )＝qj 就表示警报ai 在队列qj 中;

exp:A →Eg ∪ {ε}是一个函数,exp(ai)＝ej 表示警报ai 是对应漏洞ej 的,如果exp(ai)＝ε就表示

警报ai 对应的漏洞不存在于Eg 中;

hexp:A →E/Eg 是一个函数hexp(ai)＝eh,如果这个假设漏洞eh 存在于E/Eg 中则警报ai 是对应漏

洞eh 的,如果exp函数在Eg 中找不到任何针对ai 的漏洞时,hexp函数返回一个与ai 对应的假设漏洞eh .

１６　警报

本文警报关联图模型生成方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入侵检测系统产生的警报信息进行关联,所以对警

报的格式进行统一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入侵检测系统产生的警报信息的描述是不同的,其中,包括警

报的源地址,警报的源端口号,警报的目的地址,警报的目的端口号,攻击的类型以及时间戳等.据此,
给出警报的形式化描述,每一条警报都可以用如下的形式进行描述.

Alert＝ (aID,Pro,Sip,Dip,Sp,Dp,vulID)
其中,的每个元素代表的含义分别是:

aID:表示是唯一能够标识警报的编号;

Pro:表示该条警报所使用的协议,常见的协议类型有tcp,udp等;

Sip:表示该条警报的源主机地址;

Dip:表示该条警报的目的主机地址;

Sp:表示该条警报的源端口号;

Dp:表示该条警报的目的端口号;

vulID:表示该条警报利用的漏洞编号.

１７　属性节点状态

扩展的队列图中的属性节点是与原子攻击相关联的网络系统安全属性的集合,每个属性有三种状态

取值,分别是:TRUE、FALSE和 HYP,分别表示属性已经被满足,属性未被满足和假设属性被满足.
网络系统中的初始属性就是网络系统初始状态下的安全属性,初始属性的状态值显然应该是 TRUE;

其他安全属性的实现是需要对网络系统中脆弱点也就是漏洞进行利用,状态的取值应该是FALSE.
当对应一个原子攻击的警报 Alert出现时,就认为攻击者已经实施了此次原子攻击,那么就将此次原

子攻击所产生的后果属性 V的状态从 HYP或者FALSE跃升为 TRUE,如图２所示.
当对应一个原子攻击的警报 Alert出现时,就认为攻击者已经实施了此次原子攻击,但是该原子攻击

的前提属性仍为FALSE,并未检测到被实现,在这时,就将前提状态的属性值从FALSE转变为 HYP,
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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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属性状态值由 HYP或者FALSE转变为 TRUE过程图

图３　属性状态值由FALSE转变为 HYP过程图

当对应原子攻击的警报alert出现时,状态属性值C 的状态转变,如图４所示.

图４　属性状态值转变过程图

１８　警报关联图

警报关联图定义为 HG (Vr,Er ),是一个有向图,其中,Vr 是真实警报.假设警报和安全属性的一

个组合,Er⊆Vr×Vr表示警报之间相关性的一组边,例如存在ai 到ck 之间的边也存在ck 到aj 之间的边,
就表示警报ai 和aj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ai 和aj 是相互关联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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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警报关联图生成方法

２１　警报关联算法

本小节的主要内容就是警报关联算法,该算法也是三个算法中最基本的一步.首先就是对攻击图的

先验知识与我们提出的扩展的队列图进行对应,将攻击图中的每一个脆弱点或者说是漏洞都转换为队列

图中的一个队列,把能够在网络系统中利用该漏洞所需要具备的安全状态转换为变量.由于入侵检测系

统 (IDS)每天产生大量的警报,对存储设备的内存消耗是非常大的,为了节省内存,我们将队列的长度

设置为１,所以只有与该漏洞相对应的最后一个警报才能保存在内存中,这样的处理方式节省了大量的内

存.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不会造成数据丢失,因为映射到攻击图中同一个脆弱点或者漏洞的两个警报代表

了攻击者重复了同样的攻击步骤,因此没有必要将相同攻击动作的所有警报都存储在内存中,这样可以

减少内存的消耗,对于后面的搜索过程来说也减少了搜索需要的时间.

本方法的警报关联算法与 Wang等人提出的方法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在文献 [８]中通过广度优先

搜索算法 (BFD)对每一个攻击图中的漏洞的有向边执行搜索过程,并且对于搜索过程中遇到的所有边都

会创建一个正向的指针,同理,在有向边的反向搜索的过程中也会对搜索到的所有边创建反向指针.也

就是说对于每一个漏洞它都会在内存中创建两个广度优先搜索的树 (前向的和后向的),并且这个队列图

是离线创建的,这就使攻击图与队列图进行映射的时间复杂度提高了.在本算法中,使用深度优先搜索

(DFS)的搜索方式而不是广度优先搜索 (BFS)的搜索方式,并且我们将搜索的深度限定在一个范围内,
这样的做法可以减少搜索时间.在本算法中通过对队列图进行改进,减少了攻击图映射到队列图的时间

消耗,并且改进的队列图中指针保存的是关于漏洞及其能够成功被利用时网络系统需要实现的安全状态,
这样也就不需要创建前向和后向两个队列来存储边了.

２２　缺失警报假设算法

本小节介绍的算法主要是处理当入侵检测系统存在漏报的情况时,该如何对缺失的警报进行假设.

当原子攻击对应的警报Alert出现后,假设该原子攻击已经在网络系统中发生了,所以该原子攻击[１０]

实现时网络系统所需要满足的安全状态的属性值应该为 TRUE,但是也可能由于入侵检测系统 (IDS)存

在警报漏报的情况导致一些警报信息丢失.从前面的属性状态转换图可知,从FALSE状态转换到 TRUE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发生的原子攻击可以导致系统的安全状态从 FALSE状态转换到 TRUE
状态或者从 HYP状态转换为 TRUE状态;第二种是,当存在某种原子攻击发生时它所对应的前提状态

的属性值从FALSE状态转变为 HYP状态;这里还有第三种方法是从 HYP状态转换为 TRUE状态.
本算法是针对入侵检测系统中警报缺失情况的处理办法,在本算法中引入了一个名为 HT的假设阈

值来限制攻击图中给每个路径中的假设警报的数量,当搜索的深度超过 HT 时,终止该条路径的搜索,
切换到攻击图中的另一条路径.本算法认为入侵检测系统 (IDS)在攻击图中的同一路径上不会连续错过

超过 HT个警报信息.HT的取值与IDS的质量有关系,质量越高的IDS系统 HT取值越小,反之 HT
则越大.本算法对入侵检测系统中有可能存在警报丢失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且给出了解决办法,使得产

生的警报关联图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网络系统中的安全状况.

２３　缺失漏洞处理算法

本小节介绍的算法主要是处理当漏洞扫描工具在扫描网络系统中的漏洞或者脆弱点时存在丢失漏洞

的情况,该如何对缺失的漏洞进行补充并对攻击图进行更新.
用到此算法时,表示漏洞扫描工具在扫描网络系统漏洞生成攻击图的时候错过了一个或者几个漏洞,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网络系统中的主机在扫描的过程中被关闭或者主机上存在的安全软件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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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漏洞扫描工具的漏洞扫描工作.在本算法中,使用hexp ()函数重新创建一个虚拟的漏洞eh ,然后将

包含新的警报信息的anew 的新的队列qnew 添加到扩展的队列图中,接下来就是寻找假设的漏洞与原本存在

的漏洞之间的关联关系,也就是添加假设漏洞与已知漏洞之间的边.假设的漏洞也是存在发生条件的,
认为发生这种原子攻击的原因是先决条件已经被满足,所以在改进的队列图中寻找发生此原子攻击所需

要满足的安全状态的属性值,这样就可以关联缺失的漏洞了.
在算法中提出了一种处理缺失漏洞的处理情况,这对系统建模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在本算法中假

设了缺失漏洞以后需要对队列图中漏洞的安全属性集合进行更新,并添加表示关联关系的边,如果像文

献 [９]中那样采用BFS的搜索方式,则需要将队列图中的所有的前向队列和后向队列都进行更新,这样

的操作开销是巨大的.但是在改进的队列图中,只需要添加一个指向警报信息的后向指针和一个指向后

果安全属性的指针就足够了,不存在庞大的搜索过程,节省了更新队列图的时间.

３　结　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警报关联图生成过程和警报关联图生成算法,以及对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算法,并

最终生成一种更为可靠的警报关联图模型.对于处理入侵检测系统 (IDS)产生的大量警报是非常有必要

的,之前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过相关内容,并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警报关联方法的性

能,精度和自适应性等方面存在很大不足.本文的警报关联方法基于攻击图中的先验知识,将入侵检测

系统 (IDS)产生的警报进行关联,使得系统建模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系统的状态;同时也讨论了当

存在警报缺失或者攻击图中存在漏洞信息缺失时的处理方法,使得模型更加精确完整;最后在算法设置

上采用更加便捷的数据结构存储网络状态属性值降低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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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
学习超参数自动优化方法

王昭磊　柳嘉润　梁　祺　巩庆海

宇航智能控制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对于机器学习研究人员而言,调整机器学习的超参数被视为是一项十分重要、具有挑战性

但又非常枯燥的工作,往往需要依赖宝贵的调参经验,采用人工试错法不断进行尝试才能实现.而机器

学习算法性能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参数设置的好坏,只有一套合适的超参数才能使得机器学习算

法得到期望的学习效果.但是,随着高性能计算集群和 GPU 计算单元的不断发展,自动机器学习方法有

望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针对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学习算法,研究了一种超参数自动优化方法.为了

降低计算量并提高找到合适的超参数组合的速度,结合 TPE (Tree structuredParzenEstimators)贝叶

斯优化和异步连续减半算法,提出了一种组合式的超参数自动优化算法及实现框架.最后,通过给出具

体的仿真实例,证明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　强化学习;自动超参数优化;贝叶斯优化;连续减半剪枝

０　引　言

新型航天运输系统的建设需要对运载火箭制导控制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运载火

箭具有飞行环境不确定、故障模式不确定、外部干扰不确定、自身模型不确定、飞行任务不确定等特有

属性[１],亟须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赋能的航天智能控制技术.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飞行器智能自主飞行的实现提供了新的突破口.目前发展势头迅猛

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结合了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两者优势[２],有望成为运载火箭智能控制技术新的突破

口,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然而,机器学习算法的性能严重依赖于学习超参数调整,可以说针对特定数据集适用的超参数设置,

才能使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训练得到良好的权重等参数,而超参数调整面临着严重依赖调参经验、需要人

工反复试凑、调参工作量大等问题[３].而随着算力和算法的不断发展,为了降低人工智能的应用门槛,解

决调参困难的痛点,自动机器学习技术 (AutomatedMachineLearning,AutoML)应运而生,它可以将

传统机器学习中的迭代过程综合在一起[４],构建一个自动化的过程,从而减少时间和人力等资源的浪费,

并通过不断的自动寻优,扩大寻优效率,最终提高机器学习模型的性能[５].

自动机器学习技术根据发展过程和解决问题的种类不同,目前主要被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可称为传

统 AutoML方法,即可以自动调节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的参数.第二类专注深度学习的自动化问题,不

妨称之为 AutoDL方法,而现阶段 AutoDL又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与训练设置有关的超参数,其自

动学习方法与传统 AutoML方法类似;还有一部分则为神经网络的架构,而网络架构的自动调节也叫神

经网络架构搜索 (NeuralArchitectureSearch,NAS),目前已有较多学者关注[６].第三类,可称为自动

强化学习 (AutomatedReinforcementLearning,AutoRL)方法,即聚焦于解决强化学习超参数自动调节

问题,随着强化学习的迅猛发展,其重要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相关的研究结果尚不多见.
因此,本文聚焦传统强化学习中超参数选取缺乏指导、费时费力、难以调节的实际问题,结合自动

超参数优化思想 AutomatedHyperparameterOptimization(AHPO),给出一种基于贝叶斯优化和异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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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减半算法的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学习超参数自动优化算法,并通过具体仿真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

和实用性.

１　问题描述

与深度学习的监督学习模式不同,强化学习是通过探索 利用机制进行非监督学习的,算法本身的计

算量较大.本文通过设计高效率的超参数组合自动寻优算法,实现自动化的强化学习,降低强化学习超

参数调节工作量.

１１　深度强化学习的超参数

强化学习包含大量的超参数,因为深度强化学习兼具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的特点,因此也包含两种

算法的超参数.如图１所示,本文研究的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学习 (DeepDeterministicPolicy
Gradient,DDPG)算法,主要超参数包括:

１)强化学习参数,如奖励值、学习率、更新率、折扣因子、探索 平衡因子、软更新速率,动作噪声

参数,还有梯度下降反向传播算法等;

２)深度网络超参数,同图像处理等深度学习类似,但往往网络规模较小且多为３层以内,包括如神

经网络结构、神经元数目、Dropout和激活函数等.

图１　深度强化学习 DDPG算法中的超参数

１２　自动超参数优化目标

本文聚焦于解决运动控制问题的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学习算法的自动超参数优化问题,研究深

度强化学习算法在 ‘MountainCarContinuous’问题中的自动超参数优化问题.具体地,小车在一段范围

内行驶、在任意时刻,在水平方向看,小车位置的范围是 [－１２,０６],速度的范围是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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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７].在每个时刻,智能体可以对小车施力,施力大小范围为 [－１,１].智能体施力和小车的水平位

置会共同决定小车下一时刻的速度.当某时刻小车的水平位置大于０４５时,控制目标成功达成,回合结

束.控制的目标是让小车以尽可能少的步骤达到目标.
记第t时刻小车的位置为Xt ,速度为Vt ,智能体施力为At ,初始状态X０,V０＝０,则小车的运动模

型如下

Xt＋１＝clip(Xt＋Vt,－１２,０６)

Vt＋１＝clip(Vt＋０００１５At－０００２５cos(３Xt),－００７,００７)
(１)

其 中,clip(x,xmin,xmax) 为 限 幅 函 数, 且 有 t ＝ ０,１,２,Xt ∈ －１２,０６[ ] ,Vt ∈
－００７,００７[ ] ,At ∈ －１,１[ ] ,X０ ∈ －０６,－０４[ ) .

GYM 库中的 ‘MountainCarContinuous V２’环境实现了上述运动特性,可在Python平台下直接访

问使用,在此环境中每一步奖励为r＝０１A２
t ,若目标达成,则单独奖励r＝１００,回合总回报值为R(s)＝

∑
T

t＝０
γtrt ,强化学习环境的状态空间为位置Xt 和速度Vt ,而动作空间为施力At .

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学习中采用前馈全连接神经网络来拟合值函数和状态动作决策函数,其神

经网络部分的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神经网络结构参数

而根据前期调试经验,简单运动控制任务效果与深度网络的层数和神经元个数关系不大,基于机器

学习的 “松紧裤”原则[２],本文将神经网络规模设置为足够大的不变量,采用双隐层,每层神经元个位设

置为６４个,动作网络隐层激活函数为relu,输出层为tanh,评论者网络激活函数都为relu.此外,探索

噪声选用 Ornstein uhlenbeck噪声,本文拟对其他超差数进行自动优化.因此,此问题中,DDPG算法

主要需要调节的超参数详见表１所示.

表１　DDPG算法中需要被自动调节的超参数

超参数名称 符号 范围

小批量学习大小 n 　[３２,６４,１２８,２５６]

学习率 lr 　loguniform(１e－５,１):在１e－５到１之间的对数均匀分布

折扣因子 γ 　[０９,０９５,０９８,０９９,０９９５,０９９９,０９９９９]

经验池大小 R 　[１e４,１e５,１e６]

探索噪声标准差 Nt 　uniform (０,１):在０到１之间的均匀分布

因此,通过超参数优化算法的设计,实现表１中超参数的自动寻优,是本文的研究目标,可表示为如

下的优化问题.

maxR(s)

subjectto
n ∈ [３２,６４,１２８,２５６],lr∈loguniform(１e－５,１)

γ ∈ [０９,０９５,０９５,０９９,０９９５,０９９９,０９９９９]

R ∈ [le４,le５,le６],Nt ∈uniform(１e－５,１)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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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算法设计

本节对自动强化学习算法中涉及的超参数优化算法进行介绍,主要包括基于 TPE估计器的贝叶斯优

化方法和基于中值剪枝的提前停止优化方法,通过两种方法的结合来提高自动化强化学习的效率.算法

整体框架如图３所示.

图３　优化算法整体框架

２１　基于TPE的贝叶斯优化

贝叶斯优化方法用代理函数来拟合超参数组合与模型性能之间的关系,然后选择有希望的超参数组

合进行迭代,最后得出效果最好的超参数组合.在每一步迭代中,使用代理模型对当前所有观测的目标

函数进行拟合,之后采用获取函数预测分布来确定更有潜力的候选点.与黑盒函数相比,获取函数的计

算成本较低,因此可以进行全面优化.

本文采用基于树型Parzen估计器 (TPE)的贝叶斯优化算法对强化学习的性能曲线进行估计,图４
给出了TPE贝叶斯优化处理流程.TPE模型采用密度函数p(x y ＜α)和p(x y ＜α)建模,代替常用

的条件概率密度p(y x)建模[７].则有

p(x y)＝
l(x)　if　y ＜y∗

g(x)　if　y ≥y∗{ (３)

图４　基于 TPE估计器的贝叶斯优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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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 被选定为使得p(y ＜y∗ )＝α 成立的观测值,通常选定阈值α ＝１５％,即将观测值以选定的概

率分为正样本和负样本.

具体的,使用一维 Parzen窗对上述两个分布进行建模,假设超参数x 的第i 维被定义为xi ∈
x１,x２,,xm{ } ,m 为超参数个数之和,假设满足高斯分布,则有

p(xi)＝∑
N

j＝１

１
２πσj

exp －
１
２

xi－xj
i

σj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４)

式中,xj
i{ } N

j＝１ 是参数xi 满足yj ＜y∗ 条件的所有超参数组合的集合.

１ DParzen估计是指通过将高斯分布的中心放置在每个超参数组合xj
i 上,标准差σj

i 取为xj
i 与左右

相邻超参数组合距离的最大值.之后,将超参数组合x 中各个超参数xi 相乘即可得到l(x),同理可以计

算得到g(x).

由于p(y ＜y∗ )＝α 和p(x)＝αl(x)＋(１－α)g(x),则期望提升函数 (EI函数)可改写为下式

所示

EI(x,y∗ )＝∫
＋∞

－∞
max(y∗ －y,０)p(y,x)dy

＝∫
y∗

－∞
y∗ －y( )p(y x)dy

＝∫
y∗

－∞
y∗ －y( )

p(x y)p(y)
p(x) p(y x)dy

＝
αy∗l(x)－l(x)∫

y∗

－∞
p(y)dy

αl(x)＋(１－α)g(x)

∝ α＋
g(x)
l(x)(１－α)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５)

而l(x)和g(x)树形结构的形式,使得容易根据l(x)得到众多候选参数组合,然后再从中选择能使

比率g(x)/l(x)最低的组合,作为下一步最佳的候选超参数组合.下面的算法１给出了具体的优化过程.

算法１

　１)初始化:根据表１中的超参数配置空间,选择初始超参数组合x０.

　２)使用超参数组合x０ 进行强化学习训练,得到均方根奖励回报值y０.观测数据集初始化为 D ＝
x０,y０( ){ } ,最佳候选参数初始化为xbest＝x０,ybest＝y０.

　３)fori＝０,M －１do.

　４)使用集合D ,计算g(x)和l(x).

　５)通过最大化EI来选择候选超参数组合xi＋１ .

　６)使用超参数组合xi＋１ 进行强化学习训练,得到均方根奖励回报值yi＋１ ,将数据对 xi＋１,yi＋１( ) 加入集

合D .如果yi＋１ ＜ybest ,则设置xbest＝xi＋１ ,ybest＝yi＋１ .

　７)endfor
　８)使用最佳超参数组合xbest 进行强化学习训练,得到最佳均方根奖励回报值ybest .

２２　异步连续减半剪枝算法

除了使用贝叶斯优化使得超参数组合的选取更有针对性来加速自动化和强化学习进程,考虑到强化

学习本身即需要较大的计算量,引入剪枝算法可以进一步降低计算量,剪枝 (Pruning)可以在早期阶段

有效地发现和停止无意义的试验,以节省计算资源,从而在更短的时间内找到最佳的优化方案.即通过

对超参数组合下强化学习奖励回报进行预测评估,若一组新的超参数组合进行到判断点出,按照设定的

判断规则,未达到已有最优模型所能取得的性能,则提前停止效果不够理想的优化过程,进一步提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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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率.
具体地,本文中采用异步连续减半剪枝算法 (AsynchronousSuccessiveHalving)来判断一组新的超

参数组合是否需要被提前停止[８].异步连续减半剪枝算法输入参数为每个超参数最小分配资源r,减半剪

枝因子η ,最小提前停止因子s,每个超参数组合验证试验步数到达如下检查点时,需要进行是否需要提

前停止试验的判断.

stepl
check＝r∗ηs＋l－１,l∈ {０,１,２} (６)

其中,l代表第几次提前停止检查点.
而对于试验进行到第l个检查点时,只保留检查时刻所有已到达过此判断点的历史试验集合中性能最

好的前nl 个,若当前试验性能排在前nl 个,则继续后续训练,否则将被执行剪枝操作,提前停止试验.
且有

nl ＝roundup Θl /η( ) ,l∈ {０,１,２} (７)
其中,roundup为向上取整函数,集合Θi 为进行第l个判断点检查时全部已到达第l个判断点的试验集

合,Θl 为集合中试验个数.
因此,本文使用的异步连续减半剪枝算法的具体处理流程如下算法２所示.

算法２

　１)初始化:使用超参数组合x０ 进行强化学习训练,当训练到达stepl
check步的检查点时,记录本次试验均

方根奖励回报值y０
l .观测数据集初始化为Π＝ x０,y０

１,y０
２y０

l{ } .

　２)fori＝０,M －１do.

　３)使用算法１得到的新超参数组合xi＋１ .

　４)使用超参数组合xi＋１ 进行强化学习训练,当每次试验训练步数进行到stepl
check步时,利用集合 Π中数

据,判断本次试验检查点下l下的均方根回报yi＋１
l 是否排在所有已到达过检查点l的历次试验集合中性

能最好的前nl 个,nl ＝roundup Θl /η( ) ,?l∈ {０,１,２}.

　５)若是前nl 个,则继续训练;若否,则本次试验被剪枝,提前停止本次训练.

　６)循环执行步骤４中的检查,直到本次试验训练步数大于N ,则停止本次训练.

　７)本次试验结束时,将性能参数 xi＋１,yi＋１
１ ,yi＋１

２ yi＋１
l ( ) 加入集合Π.

　８)endfor

算法执行效果示意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异步逐次减半剪枝算法示意图

３　仿真校验

以 Optuna框架为基础进行算法验证,实现对DDPG算法控制 MountainCarContinuous环境的超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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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采样方式采用 TPE,剪枝算法采用异步连续减半算法.由于强化学习本身是比较耗费算力,因此

优化过程是较慢的,５００次优化试验,在一台配备单显卡 GTX１６６０,CPU 为１２核２４线程 E５２６７８ V３
的台式机上计算了约１４小时,能够完成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学习算法的超参数自动优化.在第４９８
次试验时,得到了最高均方根回报奖励,同时得到了最优的超参数组合,如表２所示.

表２　自动超参数优化得到的最优超差数组合

超参数名称 值

小批量学习大小n １２８

学习率lr ０００００１５６

折扣因子γ ０９９９

经验池大小R １０００００

探索噪声标准差Nt ０８７３０

最高奖励分数:９６４０

同时,在表２给出的超参数组合下,小车能够在９２步内完成达到目标的任务,其位置和速度曲线如

图６所示.

图６　小车的位置和速度曲线图

而由于采用了剪枝算法,取剪枝算法中最小分配资源r＝１０,减半剪枝因子η＝４,最小提前停止因子

s＝０,则５００次试验中共有３４８次试验被提前中止,而１５２次试验完成了完整训练,如图７所示,有效降

低了整个自动超参数优化过程的计算量.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学习算法,提出了一种超参数自动优化方法.考虑到强化学习自

身的计算量本来就较大,本文仅针对强化学习相关的主要超参数开展自动优化设计,通过结合 TPE贝叶

斯估计优化和异步连续减半算法提出了一种组合式的自动优化算法和实现框架,能够在有效降低计算量

的同时完成超参数的自动优化设计.考虑到本文针对的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强化运动控制问题,深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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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５００次试验的剪枝情况统计图

络的规模与图像识别等卷积网络相比是十分简单和固定的,且根据相关之前的调参经验,深度网络的超

参数对控制性能的好坏影响较小,因此本文中将其设置为双隐层全连接前馈网络的经典结构.在后续研

究中,针对更负责的强化学习控制任务设计,一种同时调整深度网络超参数和强化学习超参数的自动优

化算法将被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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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or machinelearningresearchers,tuningthehyperparametersofmachinelearningis
regardedasaveryimportant,challengingbutveryboringwork,whichoftenneedssomekindofprecious
experienceofparametertuningtokeeptryingbymanualtrialanderrorHowever,withthe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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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gradientInordertoreducetheamountofcalculationandincreasethespeedofsearchingasuitable
hyperparametercombination,combined with tree structured Parzen estimators (TPE)Bayesian
optimizationandasynchronoussuccessivehalvingalgorithm,acombined hyperparameterauto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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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软件测试的半实物测试平台设计与实现

李　想　闫雪丽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为提升软件测试半实物测试环境的搭建效率,本文介绍了一种测试平台的实现方式.在本

文中定义了测试平台的典型行为模型,并据此划分了平台开发人员、测试环境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共三

种角色在测试项目中的职责.根据模型特点,开发了基于Python的测试平台,该平台通过多功能网关类

设备实现与１５５３B、CAN、串口等设备的通信.平台集成了SIFT＋FLANN 算法实现图像匹配,从而驱

动自动化测试.文中介绍了该平台的总体架构,并举例了网络、１５５３B模块的实现.本文设计实现的平台

具有灵活、快速、简洁的特点,可以很好地支持型号软件测试项目.目前已在多个型号产品中应用,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半实物;软件测试;Python;SIFT;FLANN

０　引　言

当前,为提高型号软件竞争力和软件质量、降低成本、缩短研制周期,迫切需要提高软件测试的效

率.在此背景下,应用商业软件或以C/JAVA等编译式语言自研平台＋脚本语言的测试平台难以满足测

试业务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缺乏对脚本语言的调试功能;

２)测试平台与设备高度绑定,难以迁移;

３)对新接口 (如 G LINK)、新技术 (如智能技术)的支持难以扩展;

４)缺乏对自定义通信协议的支持;

５)难以对典型模块、用例管理进行扩展.

为解决以上痛点,本文定义了半实物软件测试平台的实现模型,并据此开发了名为 “Artest”的半实

物软件测试平台.该测试平台采用Python作为主要的开发语言,并以Python作为测试脚本语言,支持

动态链接库的扩展,采用Pytest框架实现测试用例/脚本的管理.应用SIFT＋FLANN算法可以快速地搭

建基于图像搜索的自动化测试场景.通过多功能网关型硬件设备,减少硬件驱动的安装配置,实现测试

平台的灵活与高效,极大提高测试效率,满足当下的软件测试需求.

本文将从选用技术的背景、测试平台的模型定义、平台架构、典型实现等方面介绍 Artest平台.该

平台已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装备软件评测中心中开展应用,实现了半实物仿真测试环境的

自主可控,并具有灵活、快速、方便管理等特点.

１　背景介绍

在航天等工业领域中,最常用的测试环境为半实物仿真测试环境.被测软件 (SoftwareUnderTest,

SUT)部署于真实环境下,测试环境仿真通过模拟外部通信接口实现,验证SUT各项实现的正确性、可

靠性,半实物仿真测试环境相比真实通信场景有极大的简化,测试环境搭建的主要工作为实现SUT的通

信协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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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语言是一种解释型、面向对象、动态数据类型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由 GuidovanRossum 于

１９８９年底发布,目前在智能、测试、敏捷开发等领域广泛应用[１].相比于C/C＋＋、Java等编译式语言,

Python更加灵活、轻便、易于学习.当前在互联网领域广泛应用,例如通过Selenium 库可以直接在浏览

器中开展测试,模拟真正的用户操作.而在航天等工业领域,测试对象通常采用自定义的通信协议,有

时还会包含非网络接口,因此没有成熟的测试环境解决方案,通常需要针对不同的领域、项目开发对应

的测试环境.
完整的测试环境还需要引入测试用例/脚本的管理功能,以有效管理测试过程.经综合考虑功能和便

利性,选用Pytest作为 Artest测试平台的管理框架.Pytest是一个成熟的全功能的 Python开源测试框

架,遵循 MIT协议.具有１)简单灵活,容易上手;２)支持参数化;３)支持插件和自定义扩展;４)自

动发现测试等特点[２].

在航天型号软件测试时,自动化测试往往需根据采集的图像显示完成流程控制,而不是界面显示组

件.根据图像进行匹配时,对匹配精度有较高的要求.若采用像素进行匹配时,会因图像在不同分辨率

下的显示差异导致图像匹配失败.

SIFT (ScaleInvariantFeature Transform,STFT.尺 度 不 变 特 征 变 换 匹 配 算 法)是 由 David
GLowe教授在１９９９年提出的高效区域检测算法.该算法对于旋转和尺度均具有不变性,并且对于噪声、
视角变化和光照变化具有良好的鲁棒性.相比于深度学习类智能算法,SIFT具有资源消耗小、不需要大

量训练数据集的优点[３].

FLANN是快速最近邻搜索包 (Fast_Library_for_ Approximate_ Nearest_ Neighbors,FLANN)

的简称.它是一个对大数据集和高维特征进行最近邻搜索的算法的集合[４].

２　半实物测试环境模型定义

ENV＝{Action/Reaction,Status,P} (１)

SUT＝{Action,Status,Input,Output} (２)
公式 (１)定义半实物仿真测试环境 (ENV)由动作 (Action/Reaction)、状态 (Status)、控制线程

(P )组成的集合.ENV通过与硬件设备的 API接口,获取硬件接口消息,根据状态信息在不同的控制

线程中完成动作操作.
公式 (２) 定 义 被 测 软 件 (SUT) 由 动 作 (Action)、状 态 (Status)、输 入 (Input) 和 输 出

(Output)组成.输入和输出间接的 (如虚拟显示设备)或直接的 (键盘、显示器)与操作人员交互.

SUT与ENV之间的交互模型如公式 (３)~ (７)表示.

SUT
Action

→ENV
Reaction

→SUTinterfaces→SUTOutput０
Set
→Output１ (３)

其中,action/re action,消息动作;SUTinterfaces,SUT设备接口.

公式 (３)表示ENV接收到SUT某接口发送的命令,根据消息流向SUT的此接口、其他接口或其

他设备发送消息.对于模拟的SUT 外围等效设备,可不模拟外围设备具体的过程行为,只回复行为结

果.消息应答后SUT的输出结果应发生变化.

SUT
Action

→ENVStatus０
Set
→Status１ (４)

其中,Status０,Status１:Env内部状态信息.
公式 (４)表示接收SUT消息后,维护ENV的内部状态信息.内部状态信息将用于其他消息如公式

(１)场景的消息回复、接收SUT的周期性消息等.

SUT
Action

→ENV
Start/Stop

P (５)

其中,P 为周期消息线程.
公式 (５)表示接收SUT消息后,启动或停止周期性消息线程.ENV 通常为IO 密集型系统,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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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延时等待操作,因此需要维护多个线程的执行状态.每个周期性消息线程P 需要由单独线程控制

执行.

ENV
action

→SUTOutput０
Set
→Output１ (６)

公式 (６)表示ENV在不由SUT触发的情况下主动发送消息.发送的数据由测试人员和状态信息共

同指定.被测件的输出或内部状态应发生改变.

ENV
Start/Stop

P
action

→SUT (７)
公式 (７)表示ENV在不由SUT触发的情况下主动发送周期性消息.与公式 (５)类似周期性消息

需要放置在单独的控制线程中.

３　模型实现

３１　测试环境特点

根据模型定义和测试环境频繁变更的特点,测试环境应具备以下特点:

１)支持面向对象;

２)可方便地设置、读取 “状态”;

３)可方便地控制线程;

４)完善的调试功能;

５)支持简易的用户交互界面.
使用Python语言,可很好地支持这些特点.Python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动态语言,所有变量类型均由

Object衍生;可以通过字典、链表的方式快速简单地管理设备的全部状态;通过concurrentfutures模

块[５]下的 ThreadPoolExecutor模块、threading下的 Thread模块简单地创建线程池和线程.通过tkinter
模块可以快速地搭建用户显示界面.而且python具有完整丰富的debug功能.少量的高性能运算需求和

与C语言的交互也可通过动态链接库、Cython等方法提升性能.

３２　ENV设备实现

ENV由设备级模块和接口级模块组成.接口级模块与硬件直接交互;设备级模块面向用户,通过调

用或继承接口级模块的方式控制硬件.在测试项目中,可继承或调用设备级接口,添加适合工程项目的

状态和动作.下面的例子中展示了通过继承的方法定义设备.其中,selfsend_dict为字典类型,存储应

用于此接口的全局状态.根据python语言的特点,赋值时若没有键值时会自动创建对应的键值对,有键

值时会更新值,可以方便地管理所用到的设备状态.如代码 １所示.

代码 １　设备实现举例 (UDP网络)

　classNetProtocol(ARTBaseEquipment_UDPUdpStep):

　def__init__(self,∗∗kwargs):

　　＃ 继承框架的日志、确认帧管理等功能

　　super()__init__(∗∗kwargs)

　　＃ 帧序号

　　selfframenum ＝randomrandint(０,２０)

　　＃ CRC模块

　　selfcrc１６＝ ARTBasebasic_functionsCRC(crcpoly＝０x１０２１)

　　＃ 状态和消息字典

　　selfsend_dict＝ {}

　　selfmsgindex＝randomrandint(０,２０)

消息接收后的处理,框架提供了典型的处理方式,并可通过传递函数指针或继承重写的方式将工程

具体处理逻辑与测试平台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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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ENV状态管理、应答和向SUT主动发送消息

ENV应答消息和主动发送消息逻辑类似.区别在于应答消息在接收SUT消息后,查询状态字典,获

取当前状态并回复消息;主动发送消息则根据调用函数直接产生回复消息并发送.例如,代码 ２为应答

消息实现举例,在接收消息的逻辑处理中调用reply_selfcheck函数,完成回复.若测试脚本直接触发该

函数,则实现消息主动发送.函数会尝试从send_dict中获键为 “self_check”的状态,若存在则获取该

键的值,否则采用默认值组帧发送.

代码 ２　状态和应答消息举例

defreply_selfcheck(self):

　fmt＝＂＜BBHI４x５２B＂
　msg_tmp＝structpack(fmt,０x４０,selfmsgindex,０x０１aa,bytes(＂tester_１＂,encoding＝＂utf８＂))

　　　send_msg＝selfsend_dictget(＂self_check＂,msg_tmp)

　　　send_msg＝selfbuild_frame(buffer＝send_msg)

　selfsend_all(send_msg,True,３)

３４　开始/停止周期消息,接收后触发周期消息

周期性消息实现的主要难点在周期性消息的管理上,主动发送和响应触发的实现与单次事件型消息

几乎没有差别.Artest框架采用apscheduler模块[６],通过添加scheduler实现周期消息.在框架中对

apscheduler进行封装,简化了调用方法和参数.例如代码 ３展示了周期性消息的开始 (sample_start_

circle)和停止 (sample_stop_circle).

代码 ３周期消息开始/停止举例

　defsample_start_circle(self):

　defcircle_action(∗args):

　　msg＝structpack(＂＜BB＂,０xaa,selfmsgindex)

　　sendmsg＝selfnet_equipmentbuild_frame(buffer＝msg)

　　selfnet_equipmentsend_all(sendmsg)

　sample１＝self_time_dealeradd_job(０８,circle_action,(None,))

　selfcircle_dict[＂sample１＂]＝sample１
defsample_stop_circle(self):　

　self_time_dealerremove_job(selfcircle_dict[＂sample１＂])

４　测试平台实现

４１　平台总体架构

为方便设备的迁移和部署,硬件接口采用以太网 其他接口类型的 “多功能网关”类设备.支持IO、

串口、CAN等多功能网关技术目前非常成熟,１５５３B接口也有多家公司推出了相关产品,产品性能、功

能已能满足绝大多数的软件测试场景.

测试平台的总体框架如图１所示.

测试人员主要维护测试脚本 (Testscript)和测试工程 (TestProject),根据具体测试项目完成ENV
的动作、状态等操作.平台开发人员完成其他部分,如具体的设备层 (Equipment)、硬 件 接 口 层

(HardwareAPIs)等.设备派生于设备基类,在设备基类中集成了用户界面 GUI、日志功能和基础类

CRC计算等功能.如此,测试平台部分与测试脚本分离,支持测试管理模块的更换.在本平台中,选用

Pytest作为测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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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测试平台总体框架

４２　网络模块

航天设备间的以太网通信通常采用自定协议的 UDP/TCP通信格式,通常由帧头、帧序号、数据长

度、边长数据区、确认标识、校验等元素组成.在测试环境搭建时,选用已开发完成的设备模块,继承

重写相应的解帧、组帧部分,之后即可完成通信接口的搭建.图２展示了 UDP模块间的继承关系和内部

函数组成.在此项目中,NetProtocol为测试项目采用的通信协议,继承 UDP的设备级模块Equipment_

UDP,此模块会调用具体的udp接口 UdpWorkBase完成具体的Socket通信.继承的 EquipmentABC为

设备的基础模块,包含了典型的设备行为;继承PauseDialog实现基础用户界面操作.
在具体使用时,测试人员需要继承重写 Netprotocol下的部分函数,如表１所示,即可实现udp接口

的通信.

表１　项目UDP模块继承重写函数

函数 实现功能

deal_confirm 确认帧处理

explain_frame 解析信息,例如帧序号、数据区、是否为确认帧等

build_frame 通信协议组帧

build_confirm 组通信协议确认帧

check_frame_correct 接收帧正确性判断

function_deal 接收数据帧的业务处理

代码 ４展示了通信协议组帧build_frame的实现.对于组帧的各种属性,借助Python默认值的特

性可以在普通应用时只需要设置buffer属性即可快速完成数据组帧.在进行异常状态测试时,可以通

过指定f_type等参数值,灵活地设置组帧的各种选项.如此,平台接口可同时具备了便利性和灵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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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４　通信协议组帧实现举例

　defbuild_frame(self,f_type＝０,max_send_count＝３,current_send_time＝１,confirm_sign＝０,buffer＝None,data_buffer_len＝None,

frame_index＝None,checkcrc＝None):

　fmt＝＂＜HHIBBB{}B＂
　ifbufferisNone:

　　raiseRuntimeError(＂数据区buffer不能为 None＂)

　ifdata_buffer_lenisNone:

　　data_buffer_len＝len(buffer)

　ifframe_indexisNone:

　　frame_index＝selfframenum
　　selfframenum ＋＝１
　　ifselfframenum ＞＝４２９４９６７２９５:

　　　selfframenum ＝０
　used_fmt＝fmtformat(data_buffer_len)

　send_buffer＝structpack(used_fmt,f_type,data_buffer_len,frame_index,max_send_count,current_send_time,confirm_sign,∗buffer)

　ifcheckcrcisNone:

　　crcresult＝selfcrc１６crc_calc_bytes(send_buffer)

　　send_buffer＋＝crcresult
　else:

　　iftype(checkcrc)＝＝int:

　　　crcresult＝structpack(＂＜H＂,checkcrc)

　　　send_buffer＋＝crcresult
　　else:

　　　raiseRuntimeError(＂CRCTypeError＂)

　returnsend_buffer

为实现消息中的延时等待,引入了线程池技术.UDP模块采用阻塞接收的方式,在接收消息后通过

ThreadPoolExecutor线程池,创建一个新的线程完成该消息的处理.消息处理完成后,由系统自动回收

线程.根据定义的模型,测试平台是以消息或用户操作驱动的,不同类型消息的操作不会涉及多线程冲

突的情况.同类型的消息可通过在业务处理层添加线程锁或 Queue队列的方式实现线程间的保护和通信.
相关代码如代码 ５所示.

代码 ５　UDP接收线程池

　defreceiveAction(self):

whileselfNetReceiveBool:

　　　buffer,senderaddr＝self_socketrecvfrom(selfBufferSize)

　self__TPEsubmit(selffun_ptr,buffer,self,self_socket,senderaddr)

４３　总线１５５３B模块

以１５５３B板卡为例说明复杂硬件产品的模块涉及:通常 １５５３B 板卡中 BC 会采用帧组 (Frame

group)、微帧 (Frame)、消息 (Message)逐级管理数据,RT、MT 会采用多维结构体管理使能、监听

的地址.通过这些概念,１５５３B板卡可以实现多组数据的周期性发送,且具有很高的实时性.但在航天软

件测试时,绝大多数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不高,但对消息逻辑处理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大多数情况板卡

中只使用到单次消息,通过测试环境实现测试过程的管理.在这种应用模式下,测试人员无需了解１５５３B
板卡协议层的大量概念,只需要关注业务层数据.

１)BC操作:指定通信RT的RT地址、子地址、字长、消息、操作模式.

２)RT操作:指定RT的RT地址、子地址、字长、消息.

３)MT操作:指定监听的RT地址、子地址.
针对此需求,平台将相关操作进行封装,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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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封装的总线１５５３B操作接口

函数 功能

oneshot_bcrt BC功能,BC→RT发送消息

oneshot_rtbc BC功能,RT→BC发送消息

oneshot_rtrt BC功能,RT→RT发送消息

oneshot_rt_send RT功能,RT发送子地址消息设置

oneshot_rt_recv RT功能,RT接收监听

oneshot_watch MT功能,接收监听

以oneshot_bcrt为例.该接口函数接收的参数包括消息RT地址、子地址、字长、消息、是否为AB
总线同时操作 (提供默认值).平台完成的底层操作:组命令帧、组消息结构体 (此结构体包含通道、重

试模式、通信模式、分支跳转模式等)、组微帧结构体 (此结构体包含运行次数、重试次数、周期间隔、
消息等)、分配微帧号并添加至帧组、写入总线、触发动作.在应用时,简单的调用此函数即可完成BC
消息的发送.如代码 ６所示.

代码 ６　总线１５５３BBC→RT５ SA１消息举例

　defbcsend(self,v１＝１,v２＝２):

　msgs＝ [selfmsgindex,v１,v２]

　selfmsgindex＝ (selfmsgindex＋１)％２５５
　selfbus１５５３bconeshot_bcrt(word_count＝len(msgs),

　sub_address＝１,rt_address＝５,data＝msgs)

４４　测试框架PYTEST

Python有多种开源的测试框架产品,例如 RobotFramework、unitest、Pytest等.其中,Pytest支

持采用Python函数、类作为测试脚本,测试过程出现异常时可完整记录显示异常结果,可方便地进行调

试操作,相比其他框架更加便利.例如代码 ７,展示了Pytest的基础应用.在工程项目中,测试人员将

在环境开发人员的协助下完成测试脚本的编写,完成测试过程.当前 Artest测试平台由Pytest调用执行,
可根据后续需要进行测试框架的更换.

代码 ７　Pytest应用举例

　importPytest
classTest_ABC:

　＃ 函数级开始

　defsetup(self):

　　print(＂———＞setup_method＂)

　＃ 函数级结束

　defteardown(self):

　　print(＂———＞teardown_method＂)

　deftest_a(self):

　　print(＂———＞test_a＂)

　　assert１
　deftest_b(self):

　　print(＂———＞test_b＂)

if__name__ ＝＝＇__main__＇:

Pytestmain(＂－s　test_abcpy＂)

４５　基于SIFT目标检测

在本平台中采用opencv[７]所集成的xfeatures２d模块[８]获取目标图像与原图像的SIFT特征点.采用

FLANN匹配器寻找相匹配的图像,获取目标区域的坐标.图３展示了匹配效果.从原始图像 (右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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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部分图像 (Lenna图中眼睛部分),并进行放大处理,形成需寻找匹配的图像 (左侧).采用SIFT算

法可较为迅速、准确地找到目标图像,且不需要构建专用的测试集.在实际应用中,软件测试人员可截

取SUT界面的关键信息,编写测试脚本,并采用SIFT＋FLANN匹配目标区域.由于被测件图像截取通

常较为精确、变化小,SIFT方法能够满足精确性要求.

图２　采用SIFT＋FLANN匹配缩放图像

５　应用效果

５１　配置项测试

假定测试场景包括 UDP以太网、１５５３B总线BC和 RT、PLC设备.其中,UDP设备通信时的协议

如表３所示.

表３　以太网网络通信协议

含义 长度 说明(均为小端模式)

帧类型 ２B 最高位为确认帧标识,最高位为１时是确认帧,为０时是普通帧

数据区长度 ２B 确认帧的“数据区长度”为０

帧计数 ４B 除重发帧以外帧号加１

最大发送次数 １B 普通帧;０:该数据不需要接收方回复确认帧;确认帧１:该数据需要接收方回复确认帧

当前发送次数 １B —

确认标识 １B —

数据区 ０~１０２４B —

校验码 ２B 除校验码以外的所有字节的CRC１６校验码

在 Artest平台下,工程项目的测试环境代码量约１００行,其中,组帧部分见上述举例.各个模块的

代码量如表４所示.
对于１５５３B设备和PLC设备,只需要完成业务逻辑编写,将通信的数据传递给环境接口即可.目前

环境通过一行代码,例如plcset_coil(address,value)即可完成指定地址的值设置.１５５３B总线采用

４３节描述的方法也可实现单行代码完成接口控制.测试环境的开发工作将集中于具体的业务部分.业务

部分的ENV状态、SUT状态都可以使用Python字典方便地加以管理,实现高效的测试环境开发.
根据评测中心部分项目的实践经验,应用 Artest平台的半实物测试环境测试人员仅需要关注业务层

的实现,且Python代码方便调试的特点可快速的定位与解决测试初期遇到的低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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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以太网通信函数代码规模

函数 代码量 备注

__init__ ５＋ 　随业务状态、消息增多,代码量会增加

deal_confirm ３
　通过信源、新宿、帧序号及其解析方式定位ENV发送的需要回复确认帧的消息,停止对应的超

时定时器

explain_frame ８ 　获取:帧序号、是否需要确认、数据区、是否为确认帧

build_frame ２５ 　兼具灵活与便利性,每个参数均单独进行判断处理

build_confirm ３４

check_frame_correct １４ 　检查消息类型、长度、最大发送次数和CRC校验和的正确性

function_deal ９＋ 　随业务状态、消息增多,代码量会增加

５２　图像搜索性能测试

测试计算机CPU为 AMDRyzen７PRO４７５０U＠１７GHz,１６GRAM 环境下开展测试.软件环境为:

matplotlib　　　　　　　　３４０
numpy １２０２
opencv contrib python ３４１１３９
opencv python ３４１１３９
在１０２４∗７６８的被测图像上截取大小为１００∗７０的图像,并进行搜索.针对文字、图形等不同场景,

分别测试了５０张图像,均准确匹配.在测试过程中CPU睿频到３３GHz,单次图像搜索耗时约１５０ms.
与单目标模板匹配算法对比,同样场景下单次图像搜索耗时约２４ms,但在目标图像大小发生变化时,单

目标模板匹配算法会存在定位失败的情况.

６　总结

相比于综合实验室系统级测试环境或虚拟化测试环境,半实物软件测试环境具有应用场景广泛,偏

差小等优点,而不同的半实物软件测试平台实现方式也将影响使用效果.目前本测试平台采用SIFT＋
FLANN的方式实现自动化测试中的图像自动匹配.相比于深度学习等智能算法,SIFT算法不需要训练,
且在软件测试的图像匹配场景下精度能够满足要求,性能也在可接受范围内.该平台目前已在５个大型测

试项目中开展应用,效果良好,对其他测试产品的研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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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aSemi physical
TestingPlatformUsedforSoftwareTesting

LIXiang,YANXue li
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theefficiencyofbuildingasemi physicaltestingenvironmentfor
softwaretesting,thisarticleintroducesawaytoimplementatestingplatformInthisarticle,thetypical
behaviormodelofthetestplatformisdefined,andtheresponsibilitiesofthethreerolesofplatform
developers,testenvironmentdevelopers,andtestersinthetestprojectaredividedaccordinglyAccording
tothecharacteristicsofthemodel,aPython basedtestplatform wasdeveloped,whichcommunicates
with１５５３B,CAN,serialportsandotherdevicesthroughmulti functiongatewaydevicesTheplatform
integratesthe SIFT ＋ FLANN algorithm to achieveimage matching,thereby driving automated
testingThearticleintroducestheoverallarchitectureoftheplatform,and givesexamplesofthe
realizationofthenetworkand１５５３B modulesTheplatformdesignedandimplementedinthispaperis
flexible,fast,andconcise,andcanwellsupportmodelsoftwaretestingprojectsAtpresent,ithasbeen
appliedinmanymodelsofproductsandachievedgoodresults

Keywords　Semi physical;Softwaretest;Python;SIFT;FLANN

０５０２



一种轻质高效运载火箭电气系统互联体制

周　虎１,２　李　刚１　屈　辰１　郑　伟１　卢　波１

１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２宇航智能控制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摘　要　为实现电气系统的轻质化与高效性,增加我国运载火箭在国际航天商业发射中的整体竞争

力,提出了一种基于有线 无线混合拓扑的轻质高效能源与通信互联体制.该互联体制基于先进的综合电

子架构,结合高速实时总线与强适应无线通信技术、集中式大功率高压供充电与分布式小负荷自供电技

术、形成箭地无线互联与箭上轻量级电缆工程化应用方案,可以极大地压缩运载火箭电气系统规模,有

效压缩射前操作和准备时间,提升我国运载火箭电气系统综合性能.
关键词　电气系统;综合电子;轻质化;无缆化;互联体制

０　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各国对快速进入空间和利用空间需求的不断增长,全球航天产业规模日

趋繁荣[１].同时,随着航天技术门槛的降低,国内外民营企业开始大量涌入航天领域,以美国SpaceX公

司的Falcon ９为代表的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其余诸如蓝色起源、RocketLab,我国零

壹空间、星河动力、星际荣耀等民营公司也迅速跟进,客观上对传统运载火箭型号参与国际发射的市场

竞争力形成了很大的挑战[２３].

以电气系统为例,我国现役传统型号火箭为保证系统可靠性,各单机通常采用三模同构冗余方案,

其基本配置包括三套惯组、三套箭载计算机等在内的单机,规模十分庞大[４].这非常不利于系统减重,也

为设备安装带来了新的困难.

电缆网是影响电气系统重量的另一项关键因素.据统计,某航天器内部有线线缆 (涵盖数据通信与

控制线缆和供电电缆)及其相应的固定防护措施重量大约是航天器总重量的７％~８％[５],且受箭体结构

条件限制与实现的具体功能约束,运载火箭线缆布局极为复杂,设计、生产难度大.复杂的电缆网布局

意味着复杂的设备间连线,一旦局部发生设备连接关系的改动,整条电缆网需要重新设计,十分不利于

电气系统的快速升级改造.
上述集成度低、体积、规模、重量等均偏大的弊端,极大地制约了运载火箭的低成本与高性能的综

合属性,限制了其在任务快速响应方面的能力,使得 “国家队”在未来型号研制中处于不利地位.

面向航天运输领域商业化竞争态势日趋激烈的新常态,实现高可靠优势前提下运载火箭电气系统的

低成本与轻质化设计目标,是压缩装备规模与重量,进而实现箭体减重、提升运载能力和测发效率的主

要手段之一.

１　运载火箭电气系统功能分析

作为运载火箭的核心组成部分,电气系统主要完成导航、制导、控制、测量、检测与诊断、安全自

毁、供配电等复杂功能.运载火箭电气系统根据实现功能不同,通常可划分为如下几类设备.

信息感知设备:用于获取运载火箭的各类状态信息,包括运载火箭的飞行状态信息以及运载火箭内

部的环境信息等,包括惯性器件、接收机、温度、压力、液位传感器、摄像机等设备.信息感知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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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种类复杂、数量众多;为敏感不同系统参数,往往对安装位置有较为严格的需求,很难进行集成

化设计.而部署在火箭不同位置的信息感知单元意味着大量的供电与通信分支电缆.
信息处理设备:用于对各类输入信息和数据进行处理或者计算,并将结果输出,包括控制类信息处

理单元和测量信息采编类等飞控计算与数据集成处理功能设备.这里定义的信息处理设备为系统信息处

理单元,即不包括信息感知与执行机构等设备中用于编解码与实现自身逻辑等功能的信息处理模块.信

息处理设备通常不受安装位置约束,具备集成化设计的条件.

执行机构:根据接收到的指令信号,经功率放大后产生表征和改变运载器飞行状态所需的功率或者

力矩的装置,通常包括伺服机构、火工品、电磁阀、无线发射机、安控装置等设备.与信息感知设备类

似,执行机构通常需要散布在火箭不同位置,特别是大量的火工品、电磁阀类设备,往往需要大规模的

终端控制电缆.
通信设备:随着设计理念的进步,高性能的通信总线已经逐步取代运载火箭电气系统设备间的直连

IO电缆,成为提供各类功能设备之间信息交互的主要通道.但受设备安装空间约束,与终端设备间的通

信电缆的铺设是潜在的总线应用约束条件.
供配电设备:为箭上电气系统提供电能,并实现对设备配电及断电控制.目前数字配电已成为主流

设计方案[６],使得通过总线指令直接实现供配电控制成为可能.除能源本体外,配电设备具备与其他功能

单元集成化设计的条件.但考虑到火箭飞行前地面测试阶段通常采用地面供电模式,使得箭地间供电电

缆重量和规模成为影响电气系统综合性能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根据上述分析,运载火箭电气系统具备改进设计空间的部分主要是信息处理设备的集成化设计,以

及各类通信、供电、控制与测试直连电缆的改进设计.

２　轻质高效电气系统方案

在保证电气系统功能完备性与整体可靠性的前提下,针对电气系统功能设备、电缆网及箭地连接方

式等对象不同特点,以通信模式与供电体制为脉络,探索运载火箭电气系统轻质高效化整体解决方案,

形成全局综合电子架构与局部分布式无线互联相结合、大功率高压供充电与分布式低功耗自主供电体制

相结合、箭地无线接口与箭上轻量级电缆连接相结合的新型体制,构建包括高性能系统集成化设计、无

缆化供电与通信等新技术在内的新型火箭电气系统方案.
具体的系统方案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电气系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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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电气系统架构

以可以进行集成化设计的设备与功能单元为基本对象,基于开放式综合电子架构,在运载火箭全局

层面开展电气系统整体优化设计.
电气系统以各级通用化、模块化、组合化的组合为核心,构成开放式IMA 系统,在该物理硬件平台

上,通过中间件、操作系统等技术设计层次化分区软件架构,提供系统设计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并通过

适当的冗余架构设计,特别是异构冗余方案的选用,可以在满足系统容错与故障隔离要求的前提下,避

免共因失效,提高系统架构的健壮性.
在开放式电气系统架构设计中,各级电气系统通过高速机内外总线互联,形成松耦合集成式结构.

机内总线的使用,使得原有级内设备间的互联电缆改进为控制组合机箱内背板布线的方式,机外总线的

应用,使得原有级间设备间的大量直连电缆被标准通信总线代替,从而大幅度压缩了电缆网规模与重量.

基于上述思想,最终采用组合化、模块化、平台化设计理念,在运载火箭各级设计一台或者多台控

制组合.控制组合整机采用开放式的 OpenVPX架构实现标准的机械、电气接口,以便于插入基于通用化

设计的功能模块进行系统集成.
控制组合电气接口包含两部分:外部接口与内部接口.其中,外部接口主要实现控制组合供电和与

其他外部设备间的信息互联功能;内部接口通常以整机背板的方式实现,用于功能模块供配电、组合内

通信以及必要的控制与测试信号传输.
控制组合背板及模块拟采用 VPX６U 标准结构,通过插入标准的通信模块实现机内外互联,通过插

入不同类型模块实现特定系统功能.
控制组合内外信息互联可采用统一的 TTE总线.该总线具备高带宽、高实时性、高可靠性与易扩展

特征,可通过物理端口冗余、逻辑链路冗余、信源冗余方案设计,保证了信息链路的高可靠性,通过数

据链路层容错、应用层容错、控制系统层级容错等容错设计,能够保证各种复杂环境条件下的数据重构

与高速可靠通信能力,实现设备间互联电缆的轻质化.亦可采用FC AE １５５３等各类高性能通信总线作

为主干信息网络,实现全箭多节点间的高速、高实时通信能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可以通过选择基于高性能CPU乃至SOC微集成设计方案,可以将单机功能在

单板内集成,乃至将设备主要功能在芯片内集成,从而大幅度压缩了设备规模与体积、重量.
此外,若考虑在异构冗余系统中引入某些质量、体积均较小的设备,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电

气系统整体减重的目的[７].

同时,应用基于SoC微集成技术设计通用网络通信模块、计算模块等功能模块,实现高性能计算与

复杂控制逻辑功能,可以保证应用任务与底层数据交互业务的解构,减少芯片种类与数量和分离器件的

使用,降低产品成本;另一方面,若基于SIP模块封装技术,实现了时序控制等功能的微小型化设计,将

运载火箭的主要单机设备如配电器等的大部分功能进行集成化设计,减少了外围电路和接口电路的设计

工作,大幅精简了电气系统组成规模.

２２　无线通信与分布式自主供电模式

以对安装空间位置较为严格的测量类传感器为基本对象,进行舱段内分布式全无线互联通信方案

设计.
受被测对象分布位置等条件限制,传统测量系统各类传感器等设备必须采用安装在相应的位置才能

实现相应的测量任务.因此,运载火箭各舱段内的大部分传感器设备很难集成到控制组合中.由于通常

运载火箭被测各类温度、压力、液位等各类参数众多,若各传感器均采用有线连接的方式,将极大增加

电缆网规模.且传感器分布式布置的特点,受空间结构约束,也使得部分走线存在难度.通信及供电电

缆复杂,设计与部署难度大.

可基于微波通信原理[８],采用无线自适应组网技术,可以实现节点间多跳转发通信.由于网络中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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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控制节点,所以任何一个节点发生故障都不会使整个网络瘫痪,保证了通信链路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采用功率控制策略后,无线通信模块功耗与传感器自身功耗均很小,因此可以采用分布

式自主供电方案,为每个传感器配置独立的小电源 (如纽扣电池).系统进入发射准备流程前,传感器采

用超低功耗待机状态,射前对传感器唤醒,进行数据采集与转发.
如此,针对分布式传感器,达到了通信与供电的整体无缆化布局与减重效果,降低了系统设计难度.

２３　电气系统供电体制

供电电缆是影响电气系统整体重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供电的轻质高效化设计主要体现在各类电

缆网的减重方面.

１)针对散布于运载火箭不同位置的低功耗传感器类设备,采用自主供电方式,彻底实现无缆化设计.

２)针对其他大功率设备供电需求,采用高压供电＋可充电锂电池[９]方案,在靶场测试阶段,直接由

高压供电母线向箭上电气系统设备供电,并兼做电池充电电源;飞行阶段,由可充电电池向设备供电的

方案.

由于同等功率需求下,高压供电有着更小的电流值,因此电气系统供电电缆设计规模可大幅度压缩,
从而实现十分可观的减重效果.

采用可充电电池方案设计后,电池可反复充电参与测试,相比于传统低压模拟电缆供电方式,更加

接近于真实飞行状态,提高了测试覆盖性;同时无需在飞行前进行模拟电缆撤收工作,简化了发射前准

备操作,提升了测试效率.

２４　箭地互联方式

基于无缆化技术,实现运载火箭电气系统箭地间非接触式供电与通信,是简化箭地接口、取消箭地

连接器,实现电气系统减重的有效途径.

１)针对电气系统能量传输需求,基于电磁感应耦合技术[１０],可以实现箭地间大功率非接触传能.

２)针对电气系统信息传输需求,基于宽带微波通信技术,能够实现远距离点对点无线数据通信,取

消箭地通信连接器,还避免了地面传统前后端通信电缆的铺设.特别是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进步,箭地

间互联性能会同步提升而不涉及任何基础设施的变化,从而非常有利于系统的技术升级改造.

不同于箭上多节点通信模式,无线测试发射控制技术更加强调基于微波通信技术,实现箭地间远距

离高效无线可靠链路数据传输系统,实现前后端终端间的点对点通信能力,并考虑自适应链路及跳转通

信等方案,使得通信过程具备信道冗余与信息容错能力,形成无线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体制,以减少前

后端通信电缆连接规模,形成快速发射能力.
如图２所示,系统可由３套远控终端组成,每套设备由通信主机和天线组成,其中,一套终端模拟后

端地面设备,另外两套终端分布在箭上不同位置,每套终端能够与另外两套终端进行点对点通信及跳转

通信,一旦远端与箭上通信发生遮挡等不可靠通信情况,可通过自适应跳转通信,以保证箭地间互联的

可靠性.
上述电气系统箭地间无缆化连接模式进一步为压缩发射准备时间、提高测试效率提供了基本条件.

３　电气系统的能量流与信息流分析

上述电气系统架构设计、供电体制、箭地接口方案,实质上是分别从能量流、信息流两个维度,对

可集成化设计与分布式传感器两类设备,分别规划了轻质高效化的工程化实现途径.
基于能量流维度视角,包括箭地接口、供电通路、供电设备、用电设备在内的三级火箭电气系统供

充电体制如图３所示.
微能源为分布式小型负载供电,高压小电流能源为集中式大型负载供电,以切实压缩供电电缆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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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系统组成

模,并以无线供电方式实现箭地间非接触式能源流动,减少人工操作.

图３　系统能量流

基于信息流维度视角,包括箭地接口、节点设备、通信链路、系统拓扑等在内的三级火箭电气系统

供充电体制如图４所示.
远距离、分布式、高动态、低带宽、难操作互联需求均通过无线方式实现,以降低系统互联复杂程

度,压缩通信电缆规模;高带宽、集成化互联需求由高性能系统总线实现,以保证关键信息的可靠性与

确定性、低时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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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系统信息流

４　结　论

本文以提升运载火箭电气系统整体性能出发,基于高集成、组合化的异构综合电子架构技术实现设

备和电缆减重;基于无线局域网通信技术与分布式供电方案实现电缆减重;基于高压供电技术与可充电

电池方案实现电缆减重;基于远距离无线通信与近场无线供电技术简化箭地连接,形成一种运载火箭电

气系统提质增效的整体解决方案.通过定性分析可知,该方案能够有效降低电气系统自身重量和规模,
并减少发射准备人工操作,提升测试发射效率,可作为在役运载火箭改进挖潜以及在研运载火箭开展电

气系统方案设计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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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规划软件并行计算方法的研究

康　宁　高　凯　闫　宏　赵　芊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随着任务规划系统国产化改造任务的不断深化,龙芯平台下 CPU 算力不足的问题也随之显

现.任务规划系统处理的数据量较大且运算复杂,基于单 CPU 运算的传统软件架构已无法满足国产化状

态下软件的需求.为此我们引入了并行计算以及分布式处理的方式,完成了软件架构的升级,实现了任

务规划系统软件由自主可控到国产化的落地.本文对任务规划系统中不同的配置项软件进行了研究和分

析,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下软件运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并行计算解决方案,并行计算的处理方式攻破了计

算资源有限的难题,能够提高软件的运行效率,让软件满足实际的运行需求.

关键词　任务规划系统;并行计算;云计算;软件控制与管理

０　引　言

任务规划系统 (MissionPlanningSystem,MPS)是作战指挥及控制的核心,特别是随着联合作战理

念的提出与深入,任务规划技术作为传统手段与新兴技术的最佳结合点,正逐步成为解决未来智能化战

争的关键所在[１３].在未来作战智能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之下,国内大力发展相关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指

挥体系,任务规划技术的研究进入了空前繁荣阶段,任务规划技术经历了从离线预案式规划到在线响应

式规划,从非国产化状态到国产化状态的跨越式转变[４６].随着任务规划系统国产化改造任务的不断深

化,龙芯平台下CPU算力不足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并行计算和分布式的处理方式可以极大提高软件的计

算速度,解决大型而复杂的计算问题.
并行计算 (ParallelComputing)是指同时使用多种计算资源解决计算问题的过程,是提高计算机系

统计算速度和处理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７８].它的基本思想是用多个处理器来协同求解同一问题,即将被

求解的问题分解成若干个部分,各部分均由一个独立的处理机来并行计算.并行计算系统既可以是专门

设计的、含有多个处理器的超级计算机,也可以是以某种方式互连的若干台独立的计算机构成的集群.
通过并行计算集群完成数据的处理,再将处理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相对串行计算来说的,所谓的并行计算可以分为时间上的并行和空间上的并行.时间上的并行是指

流水线技术,而空间上的并行则是指用多个处理器并发的执行计算,针对任务规划系统配置项软件,其

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是空间上的并行问题.本文从程序和算法设计的角度将并行计算进一步细化,分为

数据并行和任务并行.针对数据并行我们提出了 OMP的线程级并行的处理方法,而 MPI进程级的并行

处理方法更适用于多任务的并行,针对更加复杂的计算任务我们提出了基于分布式计算的混合并行.

１　并行计算技术分析

１１　基于OMP的线程级并行计算

OpenMP (OpenMulti Processing)是一种基于共享内存模式的并行计算,它可以在一个节点上使

用多个核并行计算.对于任务规划系统攻击检查类配置项软件的计算,大部分的运算时间都消耗在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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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上,比如 “扫点” “变化参数”等,这种计算关联性不大,可以通过 OMP在整个算法的 “外循环”
上实现并行,调用所有的CPU内核进行计算[９].

循环的并行优化是利用 OpenMP进行程序并行计算的最关键部分.因为很多科学计算程序,尤其是

涉及矩阵求解、数组相乘运算的程序,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对循环计算的处理上,因此循环的并行化在

OpenMP程序中是一个相对独立且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图１所示,我们可以利用 OMP的方法将循环

计算的任务 TaskⅠ、TaskⅡ、TaskⅢ分别拆分成 A、B、C、D等相等的子任务,同步进行计算,加速

循环求解的效率.

图１　OpenMP结构示意图

针对任务规划系统领域中的攻击可能性检查类软件,该方法可以加速求解问题的速度,提升软件效

率,将耗时较多的循环类计算并行化,且程序鲁棒性较强,当编译器不支持 OpenMP时,程序又可以退

化为通常的程序 (串行),代码仍然可以正常运作.但是该方法无法解决数据依赖的问题,当并行计算的

数据之间存在互相引用和依赖关系时,OpenMP无法保证迭代时当前数据的变化对其他数据的影响,从

而导致计算结果的错误.这时 MPI的方式更加适用,它可以通过消息传递的方式将计算结果在进程间进

行共享,从而保证其余进程的计算任务不受影响.

１２　基于MPI的进程级并行计算

MPI (MessagePassingInterface,MPI)是一种广泛采用的基于消息传递的并行编程技术,通过标准

的信息收发接口可以实现进程间消息的传递,从而实现任务的并行处理[１０].每个处理器都有自己的本地

内存,并且通过互联网络实现与其他处理器的消息传递,MPI标准是最流行的并行计算消息传递模范.
广泛应用于分布式内存系统和高性能计算机.

如图２所示,针对一些问题求解规模较大的业务,我们可以将任务拆分为 N 个子任务,但是传统的

单进程串行计算通过指令只能同时处理一条子任务,将子任务 T１、T２Tn 串行处理, 求解的时间

为O(n).

图２　串行结算结构图

利用 MPI消息传递和分发我们可以将子任务并行处理,该模型的特点包括:１)多进程 (Multi
Threading).消息传递程序是由多个进程组成,每个进程有自己的控制线,且可执行不同的代码,控制并

行和数据并行均可支持.２)异步并行性 (AsynchronousParallelism).消息传递程序的诸线程彼此异步

的执行,使用路障和阻塞的方法同步各个进程.３)分开的地址空间 (Separate addressSpace).并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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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程序的进程驻留在不同的地址空间内,一个进程的控制变量在其他进程是不可见的,因此一个进程不

能读/写另一个进程的变量,进程的相互作用通过执行特殊的消息传递操作实现.４)显示相互作用

(ExplicitInteraction).程序员必须解决包括数据映射,通信和聚合等相互作用的问题,进程只在其所拥

有的数据上执行计算.５)显示分配 (ExplicitAllocation).负载和数据均由用户显示地分配给进程,如

图３所示.

图３　MPI并行计算结构图

该方法可以提高求解问题的规模和并行效率,适用于任务规划系统领域的参考图制备类软件,针对

参考图制备软件中的不同匹配区我们可以利用 MPI的方法将匹配区裁剪的宽高、分辨率等信息传递给各

个子进程,利用多CPU同时进行匹配区的裁剪,最终各个子进程将裁剪好的匹配区信息汇总到主进程,
主进程整合成诸元,假设CPU的数量大于等于子任务的数量,软件的运行时间可以由串行计算的O(n)
降低为并行计算的O(１).

１３　基于分布式计算的混合并行

分布式计算 (DistributedComputing)是指通过网络相互连接的两个以上的处理机相互协调,各自执

行相互依赖的不同应用,从而达到协调资源访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目的[１１].但是它无法达到并行计

算所倡导的提高求解同一个应用的速度,或者提高求解同一个问题应用规模的目的.对于一些复杂应用

系统,分布式计算和并行计算相互配合,既要通过分布式计算协调不同应用之间的关系,又要通过并行

计算提高求解单个应用的能力.
任务规划系统领域中的基准图预处理类软件涉及对数字影像和地理高程影像的计算,其计算量能达

到千万次的级别,这时只通过单台计算机的并行无法满足软件的运行需求,只能通过分布式的方法利用

多台计算机提供充足的CPU计算核数,提高并发的进程数,降低单个 CPU 的计算量,减少软件运行消

耗时间.
相较于 OMP和 MPI,分布式计算的处理方法实现了各个机器间的数据共享,也就是计算机硬盘空间

的共享.OMP的方式各个线程间不涉及数据的交互,只是在硬件层面 (Hardware)各个线程是共享的,

MPI的方式通过消息传递和接收的方式实现了进程间的数据共享,各个进程可以在内存中交互数据,但

是无法同时访问、读写硬盘空间的文件,只能达到内存级别的数据共享 (SoftMemory).分布式处理的

方法在各个机器的硬盘空间上开辟了专门的共享文件,各个计算节点机器与宿主服务器 (主进程机器)
在此空间上进行数据共享,实现了硬盘空间的数据共享 (HardSpace),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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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共享区域示意图

２　系统概要设计

２１　系统结构设计

针对任务规划系统领域软件并行功能的实现,我们将程序划分成了四个不同的功能模块.软件的整

体框架图如图５所示,前端提供和用户交互的是程序的主界面,其主要负责软件和用户的人机交互.

图５　软件系统架构图

中间层的业务逻辑模块主要包括软件开发人员封装的算法,它负责响应程序界面传入的用户操作,
是程序前端和底层数据功能交互的桥梁.该模块通过 OMP和 MPI的方式实现计算的并行处理,首先将

计算时间占比较大的循环进行拆解,利用 OMP多通道、多线程并发处理,充分利用单个龙芯 CPU 的算

力,使软件在集群体系结构下性能达到最高.其次避免因并行处理,导致计算结果错误,我们又引入了

MPI进程通信机制,保证各节点有序、同步的进行计算处理.节点内利用共享存储进行通信,节点间采

用分布式存储的消息传递进行通信.
底层的数据交互模块主要是针对分布式处理的数据共享,提供与其他机器和宿主机器的交互访问.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程序和动态库的通用模块,该模块主要封装了一些基本的交互函数,供其他模块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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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环境上,我们在国产化环境下采用容器技术 (Docker),通过一台宿主计算机和N 个计算机组成

的宿主服务子群,实现了分布式处理系统的搭建.本地主机通过向宿主机发送计算请求,宿主机再将任

务进行拆解,分配到计算子群的各个节点,计算完成后各个节点的计算结果通过宿主机反馈给本地主机.
满足了任务规划系统对系统内软件操作执行的要求和开发软件时的方案设计要求,降低了软件部署时的

复杂度,实现了软件的高内聚低耦合与跨平台特性.在大规模的容器集群中,我们对各个计算节点

(Node)与全部容器进行性能监控与管理,利用kubernetes服务实现了集群性能数据采集 (采集器)、储

存 (时序数据库)和展示 (页面展示工具),如图６所示.

图６　系统组成结构图

系统开发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硬件开发环境

配置项 环境 备注

客户端CPU 龙芯３A３０００处理器 主频≥１２GHz

客户端内存 DDR３,８GB及以上

客户端硬盘 存储容量５００GB及以上

服务端CPU 龙芯３B３０００处理器 主频１３~１５GHz

服务端内存 DDR３,１６GB及以上

服务端硬盘 存储容量１TB及以上

表２　软件开发环境

配置项 环境 备注

软件开发工具 QTV４８７ C/C＋＋语言

集成开发环境采用 QTCreator３６ GCC编译器

操作系统 中标麒麟

服务管理系统 凤凰云３４版本

２２　系统测试

与传统的任务规划系统软件研制相比,采用并行计算和分布式处理后可以极大减少软件的运行时间,
满足国产化平台下软件性能指标的要求.借助并行计算的处理方法,我们对某型号适配性分析软件进行

了改造,通过应用测试可以达到以下的技术指标,如表３和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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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单台计算机串行与并行软件性能对比

测试项 串行计算性能(量/单位) 并行计算性能(量/单位)

处理图像大小 ４００M５m×５m 空间分辨率 ４００M５m×５m 空间分辨率

CPU数量 １ ４

内存占用率 ４００M ８００M

硬盘占用率 １００~５００M １００~５００M

软件分析耗时 ２７h １５h

表４　单台计算机与多台计算机并行性能对比

测试项 单机性能值(量/单位) 多机性能值(量/单位)

处理图像大小 ４００M５m×５m 空间分辨率 ４００M５m×５m 空间分辨率

CPU数量 ４ ２４

内存占用率 ８００M ８００M

硬盘占用率 １００~５００M ３００~７００M

软件分析耗时 １５h ２h

经实验对比,相对串行计算来说的,软件采用并行计算后计算时间提升显著,由于龙芯计算机单台

机器CPU最多启动数量为４,采用分布式处理之后借助服务子群的CPU个数,可以同时启动２４个进程,
软件的运行耗时进一步减少.

３　结论

本文提出了任务规划系统软件并行计算的设计方案,以及所预期的成果,针对不同领域的配置项软

件设计了不同的软件架构与开发模式,最终开发出来的软件平台通过测试,满足了设计要求,本文涉及

关键技术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关键技术一,软件算法并行计算模式设计.本文根据任务规划系统各个配置项软件的实际运行需求,

以 MPI和 OMP的架构对算法层面进行了重构和设计,统一管理和使用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将紧耦合

的作业流程、数据计算处理及应用数据进行拆分、计算、再汇总,形成完整的并行计算架构.
关键技术二,分布式架构服务模型设计.在通用任务规划系统软件平台上,通过搭建宿主计算机和

计算机服务子群,利用分布式服务实现任务的下发和计算结果的上传.整个平台采用软件产品化研制模

式,按功能要求实现组合应用,可根据不同的服务需要,按需接入数据处理模型,并提供基于此类需求

的数据支撑,实现通用及专用服务的统一调度和管理.
最后,在国产化平台下构建了某型号任务规划系统的适配性分析软件,并对软件的运行结果和计算

性能进行了验证.测试结果表明与传统的单进程串行计算相比,并行计算的软件架构以及分布式的处理

平台计算效率显著提高,且计算结果正确,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运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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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遗传算法的火箭姿控参数生成技术

李珍岩　袁伟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摘　要　火箭姿态控制系统中参数的自动生成可以作为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来求解,本文通过对比

遗传算法与其他优化算法在处理优化问题时的性能表现,发现遗传算法可为火箭姿控参数高效地获取全

局最优解.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火箭姿控参数自动生成模型,智能地寻找可保持姿控系统稳

定的最佳参数组合.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基于遗传算法的智能自动姿控参数寻优,相较于已有方法,能

够更快地找到满足姿控系统设计要求的最优控制参数组合.
关键词　遗传算法;多目标优化;群体智能;姿态控制

０　引　言

火箭控制系统的功能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制导、控制和导航,控制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火箭预

定工作目标完成的质量[１].在实际应用中,对于火箭姿态控制系统的各个环节,研究人员需着眼于校正网

络参数的调整,投入大量精力来反复调试,使其达到火箭姿控稳定的各项要求.火箭姿控参数的调试亦

是一种优化问题,这类问题具有典型的非线性、高维性、多目标、不可微等特性.这些特性大大增加了

对问题优化求解的难度,也使相应的工程应用陷入了困境,研究优化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有助于航天技

术的发展[２].目前,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线性特征和系统复杂度的显著增加,现有的一些传统的优化方法已

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受大自然和人类智慧行为启发的智能优化算法正是依托于这种背景产生的[３].
对火箭姿控系统中校正网络参数的调整具有以下难点:１)参数数量多导致产生的可能解空间极其庞

大,大大增加了搜索难度;２)优化目标不单一,各项参数对各个优化目标的作用不清晰,对一部分参数

的调整在积极影响某个优化目标的同时很可能会对其他优化目标产生消极影响.在该工程的实际应用中,
已有方法通过人工方式设置校正网络中的参数.首先,由专家根据已有工作经验设置一组参数的初值,
将这组初值代入到校正网络中.然后绘制火箭总体姿控函数的伯德图,根据伯德图中所显示的幅频特性

和相频特性曲线分析加入初始校正网络后的稳定性,以此判断参数初值的优劣.最后,根据伯德图中显

示的稳定性特征,对校正网络的参数进行相应调整.重复上述步骤,直至伯德图中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显示的稳定性符合预定目标为止.已有方法存在较大问题,由于人工水平有限,反复调试所产生的校正

网络参数常无法使火箭的控制性能达到最优,且需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首先,由于参数数量多且不确

定性极高,不同参数的不同值进行组合产生的可能解数量极其庞大,若使用人工方法进行参数设置,所

能覆盖的可能解的搜索范围十分有限,根本无法保证所设置的参数组合达到最优的控制性能.其次,人

工设置校正网络参数需要大量的实际设计经验为基础,参数设定人员需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积累,对于

设计经验不足的参数设定人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调整参数以达到火箭姿控性能的设计要求.
为解决已有调参方法存在的不足,针对该工程的技术特点,本文通过对不同复杂度函数优化问题的

求解,根据寻优结果对比了基于群体智能的遗传算法与其他优化算法在处理优化问题时的性能表现,得

出遗传算法更加适用于本文的火箭姿控参数自动生成问题的结论,故采用遗传优化算法来对校正网络的

参数解空间进行自动寻优,获得满足火箭姿控要求且可使姿控性能达到最优的参数解组合.经过实验验

证,本文所提出的算法模型能够更加高效地获取满足火箭姿控性能要求的全局最优参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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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优化问题及遗传算法概述

１１　优化问题简述

本文提出的火箭姿控参数生成技术是一种数学优化问题,数学优化问题也可称为最优化问题,通常

是指给定一个目标函数,在相关约束条件下求解该函数的最值问题.也有一部分优化问题是只给定若干

优化目标,不必求解最值,只需使最后的优化结果满足既定条件即可.优化问题在各个学科领域以及工

程应用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小到求解一个一次函数的最小值,大到求解火箭控制系统的相关参数,都

与优化问题有关.求解优化问题的方法统称为优化算法,优化算法的寻优策略一般都是通过迭代的方式

来对搜索空间进行覆盖,逐步搜索最优解.首先初始化一个初始解,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计算操

作产生下一个可行解,如此循环迭代直至找到最优解或是满足终止条件.评估优化算法优劣的依据是该

算法能否在较低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下快速准确地找到最优解.

１２　遗传算法概述

受自然界中生物进化行为的启发,JHolland于１９７５年提出了遗传算法,遗传算法是一种启发式优

化算法,其计算模型是通过模拟达尔文所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学说中的遗传学及自然选择机理来设计的[４].
遗传算法由于其独特的理论基础,在实际应用中常被用于各种搜索最优解的工程问题[５].“优胜劣汰,适

者生存”,遗传算法在形成的带有编码基因的种群中引入这一生物进化法则,经过选择、交叉和变异操作

后使得种群中适应度较高的个体得以保留下来,共同组成新的种群,新种群的总体适应能力要优于上一

代.这样随着迭代进化,种群的总体适应度不断得到提高,逐渐靠近最优情况.遗传算法主要特点有:
在不受函数可导性和连续性限制的情况下,可以自适应地根据当前种群状态调整搜索方向,不需要预先

确定搜索规则,就能自动获取和指导下一步的搜索空间.
如图１所示,经典的遗传算法包括六个步骤:

图１　遗传算法流程

１)编码.将需要优化的参数按照某种规则映射在一定格式的数据上,这种规则称为编码方法,常用

的编码方法有二进制编码法和直接编码方法.

图２　两种编码方法

２)初始化种群:初始化第一代种群的基因型,一般有两种方式:

a)在解空间内随机均匀产生初始解作为第一代种群;

b)根据问题背景由先验经验给出一组较好的初始解,在该初始解附近空间内随机生成第一代种群.

３)评估种群中个体的适应度:适应度用于评估种群中个体的好坏,一般的,直接将目标函数值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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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度.

４)选择操作:按照某种方法从父代种群中选取若干个体进入下一代,常用的选择算法有轮盘赌选择

和精英选择.

５)交叉操作:两对染色体的基因序列以某种方式相互交换部分基因,形成新的染色体,获得新的

个体.

６)变异操作:将染色体基因编码串中某些位点的值替换为该位点的其他等位基因值,形成新的染色

体,获得新的个体,以增加基因多样性.

２　基于遗传算法的姿控参数生成模型

本文所要解决的姿控参数优化问题是典型的非线性优化问题,具有高维化、强约束化、强非线性、
动态变化等复杂特性,所以一般的寻找可微函数最值的求导等方法不再适用,智能优化算法则能够较好

地处理本文优化问题.经典遗传算法流程简单,对简单的函数寻优问题效果较好,但是对于高维的复杂

问题没有良好的表现.所以本文在简单遗传算法的基础上根据问题场景作了自适应改进,以更好地搜索

最优解,算法模型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姿控参数优化算法模型流程图

如图３所示,首先由使用者自定义算法中的一些参数数据传递给算法,如迭代次数、优化目标、种群

大小等以及相关工程参数.接下来进入算法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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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确定编码方式

由于所要优化的姿控参数为多维变量,而且数值多为浮点类型,对精度具有一定要求,如果使用二

进制编码方法将需要较大的二进制位数来表示所有变量,同时大量的编码解码操作会占用较大的计算资

源,极大影响算法运行速度.所以本文使用直接编码方法,将分子一阶、分子二阶、分母一阶、分母二

阶、增益、延迟等需要优化的变量源数据组成的矩阵直接作为种群中个体的 (染色体)基因编码,这种

编码方式使算法抛去了烦琐的编码与解码操作,将更多的计算资源用到种群的进化迭代上,这将有效提

升运行速度.
(２)初始化第一代种群的基因型

本文实现了两种初始化第一代种群的方式,一种是使用urifrnd ()函数在给定的优化变量解空间内

随机均匀产生初始解作为第一代种群的基因编码,另一种是由用户根据先验经验给出一组较好的解向量,
在该解向量附近搜索空间内随机生成初始解作为第一代种群的基因编码,变量左右波动域宽的设置由该

变量的取值范围决定,域宽长度太大会变成第一种初始化方式,域宽长度太小则种群的基因广度过于狭

隘.本文将域宽长度取值为变量范围长度的２０％.
(３)计算种群中每个个体的适应度

本文所要解决的控制参数优化问题没有一个可用数学公式表述的目标函数表达式,在实际应用中,
对参数质量的评判方法为:将多个待优化的参数值代入到姿控系统的校正网络中,通过绘制总体姿控函

数的伯德图,根据其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来分析加入校正网络后的系统稳定性,以此来评判参数质量的

优劣.在该姿控系统的实际应用中,判断系统稳定性需要参考多个方面的系统表现,只有全部符合标准

才可判定为达到稳定性要求,是典型的多目标优化问题.为了能够使计算机准确有效识别各个目标的优

化要求,首先对每一个优化目标确定量化标准,使用具体的数字来表示优化要求.解决多目标优化问题

的困难在于,这些目标常常彼此矛盾,这意味着对一个目标的改进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其他一个或多个目

标的退化[６].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没有一个真正的最优解,而是一组折中的最优解[７].本文的优化目标主

要有截频频率、低频幅值裕度、低频相位裕度、高频幅值裕度、弹性幅值裕度.各个优化目标的重要程

度和优先级不同,所以为了简化问题的求解,本文将多目标优化转化为单目标[８]:将优先级最高的优化目

标 (弹性幅值裕度)作为适应度的主要评估标准,将其他优化目标作为约束条件来辅助主要目标.如果

约束条件不满足,就使惩罚函数作用于适应度 (加上或减去一个很大的数),使得该个体不会在后续操作

中被选择,增加其淘汰概率.
(４)对种群中个体进行交叉操作

模拟生物之间的交配行为,按某种方式交换父体和母体的部分基因以产生新的个体.首先通过轮盘

赌选择法选择两个个体作为亲本,然后由随机函数rand ()产生一个０到染色体基因长度之间的随机数,
该随机数即是进行交叉操作的两条染色体的DNA链断裂的位置.在该位置断裂后,两条染色体相互错位

拼接,这样就形成了两条新的染色体.由于每条染色体上关于优化变量的排列顺序是一致的,所以交叉

后的染色体上的变量不会出现乱序情况,依然可以正常代入计算各种幅值和相位裕度.之所以选择轮盘

赌算法从种群中选择亲本,是为了模拟自然界中对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生物个体有更大的机会繁衍后代,

这也是为了让种群中优秀的基因能够更多地保留到下一代[９].同时也会有一部分适应度低的个体参与交

叉,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种群基因的多样性,也更符合生物的进化原理.重复以上步骤产生一定

数目的新的个体,进入下一步操作.
(５)对交叉产生的新个体进行变异操作

生物学中,每个个体的基因都有可能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异,比如摄入亚硝酸盐导致的基

因癌变,核辐射照射引起的基因突变等等.对于上一步交叉操作产生的新个体,也会有基因变异的过程.
变异操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个体基因序列上的每一位数据,都有可能产生变异,无论是分子一

阶、分母一阶等动态变量还是单一的增益变量,发生变异的概率是相等的,根据设置变异概率来决定是

否进行变异操作,变异后的数据值由随机数在该变量的取值范围内随机确定.变异操作大大增加了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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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多样性.
(６)对以上步骤所产生的所有个体进行选择

以上操作产生的新个体和老个体组成新的种群,根据 “优胜劣汰”法则,对该种群中的个体进行选

择以进入下一代种群,相比之下适应度高的个体有更大机会进入下一代.本文实现了两种选择策略,一

种为精英选择,另一种为轮盘赌选择.精英选择策略是将个体按适应度值大小排序,只取适应度较高的

个体进入下一代,其余淘汰,这保证了被选择的个体的适应度一定优于被淘汰的个体[１０];轮盘赌选择策

略由于是根据概率选择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被淘汰的个体的适应度有可能优于留下的个体,这增加

了种群的基因多样性.选择策略的主要原则是个体适应度越好,生存的机会就越大,一个好的选择策略

将有助于一个好的解决方案[１１１２].本文将在实际应用中灵活调整选择策略,以使得算法优化结果达到

最优.
(７)迭代进化

通过上一步的选择得到新一代种群,新一代种群未必满足优化目标,所以需要对种群中的基因编码

进行调整,重复执行以上操作.在新一代种群重复以上步骤 (从计算适应度开始)进行迭代进化之前,
需要判断一下是否满足终止条件,终止条件可以设为优化目标的某个阈值,一旦达到该目标就可以终止

进化,也可以通过判断搜索是否已收敛来决定是否终止进化.为了避免无休止的迭代,在本文中终止条

件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迭代次数.
以上就是本文将遗传算法应用于控制参数优化问题上的具体模型流程,在实现时使用 matlab语言进

行编码,matlab强大的数学运算库极大地降低了程序复杂度,而且提高了算法执行时的计算性能.

３　实验验证

３１　遗传算法在姿控参数自动寻优中的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第２节中所提出的姿控参数生成算法模型的有效性,对实际工程中的 “刚体＋弹性幅值稳

定”案例进行以下实验.

３１１　姿控系统案例描述
给定３个传递函数,其中,第１个传递函数具有１个比例环节、７个一阶微分环节、５个一阶惯性环

节、８个二阶微分环节、１０个二阶振荡环节;其中,第２个传递函数具有１个比例环节、５个一阶微分环

节、５个一阶惯性环节、９个二阶微分环节、１０个二阶振荡环节;其中,第３个传递函数具有１个比例环

节、５个一阶微分环节、５个一阶惯性环节、９个二阶微分环节、１０个二阶振荡环节.同时给出伺服机构

线性插值的数据、零阶保持器相关参数,优化前的系统伯德图如图４所示.
优化要求:在给出校正网络中每个典型环节数量的前提下,自动生成校正网络中各个典型环节的参

数,使得三个传递函数对应的系统均满足设计要求.具体设计要求为

min(mag弹性
max)

st
ω０－Δ１ ≤ω ≤ω０＋Δ２

magL
up_１８０ ≥４dB

phaseL
down_０ ≥３０°

magH
down_１８０ ≤－８dB

mag弹性
max ≤－８dB

(１)

式中,ω０ 为未加校正网络的截频频率;magL
up_１８０ 为低频幅值裕度;phaseL

down_０ 为低频相位裕度;magH
down_１８０

为高频幅值裕度;mag弹性
max 为弹性部分幅值最大值.

每一个约束条件的频率范围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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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姿控系统伯德图 (优化前)

表１　每个约束条件的频率范围

约束条件 频率范围

截频频率/(rad/s) [５,２０]

低频幅值裕度/dB [０００１,２０]

低频相位裕度/(°) [０００１,２０]

高频幅值裕度/dB [１,１０００]

弹性幅值裕度/dB [２０,１０００]

根据优化前的伯德图可知,在加入校正网络前,系统弹性幅值裕度并不满足小于－８dB的设计要求;
且在高频部分,高频幅值裕度也不满足小于－８dB的设计要求,此时的控制系统性能不满足设计要求,
需加入校正网络.在本例中,专家预先给出的校正网络中的每种典型环节的个数分别为:１、３、０、５.
即:１个一阶微分环节、０个一阶惯性环节、３个二阶微分环节、５个二阶振荡环节,另外默认校正网络

有一个比例环节.

３１２　姿控参数优化结果
使用第２节设计的优化算法模型对参数自动生成之后,系统的伯德图如图５所示.
三个传递函数优化前后对应的约束满足情况如表２~表４所示.

表２　传函１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约束条件 优化目标 优化前 优化后

截频频率/(rad/s) [５,２０] ５０５１６ ５２６７７

低频幅值裕度/dB ＞２ ２０２７０ １１５４０

低频相位裕度/(°) ＞３０ ４８５３５ ７４７８２

高频幅值裕度/dB ＜－８ －１２８０１ －１４７３４

弹性幅值裕度/dB ＜－８ ３４４４０ －１３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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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姿控系统伯德图 (优化后)

表３　传函２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约束条件 优化目标 优化前 优化后

截频频率/(rad/s) [５,２０] ９９１００ ５７９３５

低频幅值裕度/dB ＞４ ９３０８９ １４２７８

低频相位裕度/(°) ＞３０ ４４６４３ ５２１３５

高频幅值裕度/dB ＜－８ －２７４７３ －１０６５６

弹性幅值裕度/dB ＜－８ ４２９１３４ －１２９０４０７

表４　传函３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约束条件 优化目标 优化前 优化后

截频频率/(rad/s) [５,２０] ９０７０８ ５７３９５

低频幅值裕度/dB ＞４ ９０４９９ １４２６９

低频相位裕度/(°) ＞３０ ４６４２５ ５４７２０

高频幅值裕度/dB ＜－８ －４７４０７ －１１２３０

弹性幅值裕度/dB ＜－８ ４０４７４ －１３５１２

从表２~表４可以看出:优化前的高频幅值裕度和弹性幅值裕度都不满足约束要求,而且差距比较

大;在加入遗传算法优化过的校正网络后,通过牺牲小幅度的低频幅值裕度和低频相位裕度,达到了大

幅度降低高频幅值裕度和弹性幅值裕度的效果,尤其是弹性幅值裕度,远小于－８dB的约束.实验结果

表明,遗传算法在姿控参数自动寻优中能够完成优化目标,得到符合要求的寻优结果.

３２　遗传算法与其他优化算法的比较

为了更好地验证遗传算法在解决火箭姿控参数优化问题中的优越性,实验对比了三种智能优化算法

在求解不同复杂度函数最值问题时的性能,包括遗传算法 (GA)、模拟退火算法 (SA)、蚁群算法

(ACA).这三种优化算法均是通过模拟大自然和人类的智慧实现对优化问题的搜索求解.此类算法不受

函数梯度信息的限制,对复杂问题的优化求解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

３２１　实验方法
优化问题一般可转化为求解一个函数的最值问题,目前普遍认为进化类寻优算法对于非线性和高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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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题有其独特的优点[１３].实验方法为分别用三种优化算法求解非线性多维函数F１,F２,F３,F４的最

小值,比较算法性能.

F１函数表达式为

f x( ) ＝∑
２９

i＝１
１００ xi＋１－xi

２( ) ２＋ １－xi( ) ２[ ] 　 xi ≤３０ (２)

已知该函数的最优解和最优值为f (x ∗)＝f (１,,１)＝０.

F２函数表达式为

f x( ) ＝ x２－
５１
４π２x１

２＋
５
πx１－６æ

è
ç

ö

ø
÷

２

＋１０１－
１
８π

æ

è
ç

ö

ø
÷cosx１＋１０

－５≤x１ ≤１０,０≤x２ ≤１５ (３)
已知该函数的最优解和最优值为f (x∗ )＝f (３１４２,２２７５)＝０３９８.

F３函数表达式为

f x( ) ＝∑
３０

i＝１
xi

２,|xi|≤１００ (４)

已知该函数的最优解和最优值为f (x ∗)＝f (０,０,,０)＝０.

F４函数表达式为

f x( ) ＝４x１
２－２１x１

４＋
x１

６

３ ＋x１x２－４x２
２＋x２

４,|xi|≤５ (５)

已知该函数的最优解和最优值为f(x∗ )＝f(００８９８３,－０７１２６)＝ －１０３１６２８５.

为了使算法的优化性能表现具有普遍意义,避免人为干涉对算法的寻优效果的影响,实验采用在变

量可行域内随机产生初始解或初始种群的方法来初始化第一代种群.对寻优效果的评判指标主要为三种:
最小寻优偏差、平均寻优偏差和最大寻优偏差[１４].其中,寻优偏差计算方法为

σ＝|f x∗( ) －f x∗( )| (６)

式中,x∗ 为算法寻找到的解;x∗ 为已知的最优解.

３２２　实验结果
对上述寻优函数,使用以上三个智能优化算法 (GA、SA、ACA)分别作２０次重复寻优实验,实验

对比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三种算法寻优偏差比较

优化函数 目标函数最优值 算法 最小寻优偏差 平均寻优偏差 最大寻优偏差

F１ ０

GA １８５８９ ２９６５８ ６０１３１

SA １５９４２ ３３２８７ ７２４３２

ACA １０３３１ ２５２８０ ５０８６０

F２ ０３９８

GA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１５１

SA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０５

ACA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１８４

F３ ０

GA １００５４ ３４２８７ １０５１０

SA １０５９１ ２０００８ ３２８８４

ACA ８０６６７ １２５７０ ２３６１５

F４ －１０３１６

GA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９８

SA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３７６

ACA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２５８

由表５可以看出,三种智能优化算法的寻优性能各有千秋.相比之下,遗传算法对于不同函数优化问

题的适用性更加广泛,对于高维函数问题具有较好的寻优效果[１５],而本文的姿控参数优化问题的解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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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可达１７维之多,所以对于本文所要解决的姿控参数优化问题来说,使用遗传算法求解是较好的算法

选择,能够达到所期待的优化效果.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火箭姿控系统的参数优化中所存在的不足,发现已有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

效率低下无法高效地完成火箭姿控系统的设计目标.故本文通过实验比对多种优化算法在解决复杂函数

优化问题的性能表现后,设计了一种适用于本文优化问题的基于群体智能的多目标遗传优化算法,用于

在多约束条件下对姿控参数进行自动寻优,以获得最佳的参数组合使得姿控系统的稳定性达到最好.本

文对实际工程中的 “刚体＋弹性幅值稳定”案例进行了实验验证,结果表明,算法能够有效地解决现存

的实际问题.使用智能算法对火箭姿控参数自动生成,一方面不再需要参数设定人员具备大量的实际设

计经验和工作积累,另一方面智能算法能够借助计算机技术更加高效快速地找到最优解组合,增强姿控

系统的稳定性能,极大提高了相关工作人员的调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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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TechnologyforRocketAttitudeControl
ParametersusingGeneticAlgorithm

LIZhen yan,YUAN Wei wei
CollegeofComputer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Abstract　Theautomaticgenerationofparametersinrocketattitudecontrolsystemcanbesolvedasa
multi objectiveoptimizationproblemBycomparingtheperformanceofgeneticalgorithm andother
optimizationalgorithmsindealingwithoptimizationproblems,itisfoundthatgeneticalgorithm can
efficientlyobtaintheglobaloptimalsolutionforrocketattitudecontrolparametersInthispaper,an
automaticgenerationmodelofrocketattitudecontrolparametersbasedongeneticalgorithmisdesignedto
intelligentlyfindthebestcombinationofparametersthatcankeepthestabilityoftheattitudecontrol
system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 that,compared with theexisting methods,theintelligent
automaticattitudecontrolparameteroptimizationbasedongeneticalgorithmcanfindtheoptimalcontrol

parametercombinationtomeetthedesignrequirementsoftheattitudecontrolsystem morequickly
Keywords　Geneticalgorithm;Multiobjectiveoptimization;Swarmintelligence;Attitud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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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仿真系统的软总线技术研究

张新民　张　维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分布仿真系统中数据源和数据需求之间呈多对多的复杂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以及数据流控

制方面的需求也很丰富.其中,数据分发是数据交互的重要环节,建立数据分发的标准机制就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针对分布仿真系统中的数据软总线开展研究,介绍了仿真软总线的特点和解决方案,采用基

于数据分发服务规范的软总线技术解决分布仿真系统中的数据交互问题,尝试了采用反射内存网络建立

物理传输环境,设计了分布仿真系统的数据传输机制,并给出了软总线数据交互及处理多任务的架构

形式.
关键词　分布仿真系统;DDS规范;数据交互

０　引　言

软总线又称对象总线,是联结应用程序、各种对象、服务、对象工具集的核心,能够把各个组件对

象元素有序地分割开来,为组件间或组件使用者与组件提供者之间提供透明的通信通道,用以实现分布

式的软件集成和应用上的即插即用.
分布仿真系统中,软总线为系统中各模块 (单机)组件提供统一的标准接口,满足标准要求的模块

(单机)组件才能挂接在总线上,各单机可通过接口标准实现数据互联互通.采用软总线技术可以提高模

块 (单机)组件的开发效率,提高软件的标准化水平,便于模块化设计和后续维护升级.

本文软总线设计采用数据分发服务规范DDS (DataDistributeService,DDS),数据分发服务DDS标

准是由对象管理组织 OMG继CORBA之后推出的又一新标准规范.该规范是一种为分布式实时计算环境

提供数据交互的服务模型,对比传统的分布式数据分发服务体系结构,DDS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实时性

和可拓展性等.

１　基于DDS规范的仿真软总线

１１　仿真软总线特点

仿真软总线为分布式仿真环境提供通信基础,是一种以数据为中心的交互总线,总线上通信实体之

间存在一种松耦合关系,构成了各分布式交互实体间的异步独立性.总线的设计要求具有强实时性和可

扩展性,总线上通信实体间具有时间、空间和数据流 (含数据、控制数据)的松散耦合特性.

１２　仿真软总线解决方案

DDS规范针对上述仿真软总线特点,具有较为完备的适应解决方案.

首先,在满足强实时性和扩展性方面,发布者和订阅者在满足 QoS(QualityofService服务质量)的

约束的前提下,可以动态配置、选择最符合自己的传输方式,同时应用程序不需要去重构整个系统,可

以动态地删除或者添加节点,也可以动态地定义新的主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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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解决通信实体间的时间、空间和数据流松散耦合特性方面,参与数据交互的发布方或订阅方

在时间上不需要处于同时开机或在线状态,通过 QoS的设定,发布者可以在订阅者不在线的情况下发送

消息,同时订阅者在线后可以收到之前发布者发送的消息;参与数据交互的发布方或订阅方在空间上不

需要知道对等方的具体地址,数据发送方只需要将数据推送到全局数据空间的发送数据缓冲区,数据接

收方只管订阅自己感兴趣的数据,不需要关心从哪里获取该数据;参与数据交互的发布方或订阅方的主

进程在数据流上不需要阻塞,发布者在发布一个主题数据时不需要等到该数据被接收,订阅者在订阅一

个数据时并不需按同步的方式等待数据,通过绑定一个或多个监听器和回调机制实现消息的通知和处理,
两者均不需要阻塞.

２　仿真软总线开发环境

２１　硬件环境

仿真系统是一个实时运行环境,具有数据传输效率高、任务执行周期确定性高、系统重配置及差错

恢复快等特点.同时具备硬实时和软实时的特性,硬实时任务在单个响应时限内必须做出响应,若超时

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软实时任务可以超时限完成,但必须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便于后续

处理周期使用.
仿真软总线开发平台为基于反射内存的光纤网络,可支持２５６个独立的网络节点,节点间通信速率高

达１７４B/s.反射内存可以配置６４MB或１２８MB的SDRM,提供快速的读写访问时间,节点间的数据传

输是透明的,不需要I/O开销,收发FIFO可以在数据高峰时缓冲数据,以优化总线性能,保持搞数据吞

吐量.
系统中每个仿真节点配备反射接口,每个节点的存储器都能够自主实现映射,各节点能够像访问本

地内存一样轻松访问反射内存的数据,以适应仿真数据低时延、高速率传输的特点,满足快速响应的实

时网络应用.
网络平台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光纤网络平台结构图

２２　软件环境

软件基于RTX实时系统开发,RTX系统是 Windows平台上的一个实时子系统扩展,实现了确定性

的实时线程调度、实时环境和原始 Windows环境之间的进程间通信机制,以及其他只在特定的实时操作

系统中才有的对 Windows系统的扩展特性.

RTX提供了对 WindowsHAL的扩展,拥有一套完全独立于 Windows内核的中断处理、线程调度和

事件同步机制,并优先于 Windows内核的执行,这些特性更使得 RTX能够真正避开 Windows内核,提

供对硬件的直接访问支持,实现实时处理.RTX架构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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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RTX实时系统架构

３　仿真软总线设计

软总线为仿真系统中的各仿真节点组件提供了统一的标准接口,只要仿真节点提供 DDS标准接口就

可以挂接到总线上,并且可以删除,系统中各仿真节点通过向软总线申请数据交互,软总线再通过资源

调度模块,在总线资源池中实现各仿真节点的互连和通信.

图３　软总线资源调用图

３１　物理介质层的选用

对物理介质的选型,考虑了以太网和反射内存光纤网.
以太网是一种总线式网络,采用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 (碰撞)检测协议进行传输控制,先天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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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延迟不确定的缺陷.反射内存介质传输接口模块为仿真软总线提供了基于反射内存网络的数据传输

方式.反射内存网络是基于环状/星状态的、高速复制的共享内存网络.它支持不同总线结构的多计算机

系统,并且可以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来共享高速的、稳定速率的实时数据.
反射内存相比以太网,具有速率稳定、抖动小,以及可预见的网络时延等特点,因此,选用反射内

存光纤网络作为物理传输介质.
反射内存介质传输接口模块负责分布式仿真软总线时钟流和数据流的传输,其作用相当于替换 RTI

(Real TimeInnovations)DDS提供的 UDP(UserDatagramProtocol)传输方式.当配置为反射内存传

输方式时,分布式仿真软总线会自动禁用 RTIDDS时钟流的 UDP传输方式,并且启动反射内存介质传

输接口模块,此时,反射内存介质传输接口模块与 RTIDDS共同完成分布式仿真软总线的功能,其工作

原理如图４所示.

图４　反射内存介质传输接口层

３２　软总线通信机制设计

分布仿真系统采用了负荷分担式的架构,由多个仿真节点构成,协调统一完成系统仿真功能.节点

正常运行解算不仅需要来自节点自身的资源,还需要来自其他节点的数据信息.仿真系统中 DDS服务内

部传输的数据分为三种类型,时钟流、数据流和控制流.通信机制的设计就是保证节点间协调匹配通信

运行,确保三类数据的实时、可靠运行.

３２１　仿真节点间时钟流设计
时间作为一种基本的物理量,在仿真系统中至关重要,为各个仿真节点提供统一的运行步长,是各

节点间同步运行的基础.仿真人员不仅关心时钟步长,对时钟精度也有较高的要求.
仿真时钟流的设计包括时间同步的建立与时间同步的保持两方面内容.时间同步的建立即是用户将

本机时钟与某一标准时钟对准;时间同步的保持则是依靠精确的频标维持本机时钟,使之与标准时钟的

误差越小越好.时间的同步和保持由一套授时系统完成,该系统以北斗或 GPS卫星上原子钟为空间时间

基准,实时校正自身时钟.

３２２　数据传输机制设计
仿真节点通过与软总线挂接实现仿真数据传输、仿真时钟事件传输以及仿真管理 (仿真调度命令传

输)功能.由于各仿真环境构建的模型千差万别,模型接口各异,所以仿真软总线中传递的数据也各异.
而仿真软总线通常需要构建全局的数据结构以实现协同仿真数据交互.由于软总线中传递的数据千差万

别,这就需要系统能够动态建立全局的数据结构,并通过一组 API函数实现与软总线的挂接以访问相应

的数据结构并仿真受控.
由于全局的数据结构为动态生成,所以访问其数据的 API函数也动态生成,为了简化各仿真节点开

发的工作量,其调用的 API函数通过动态库的形式由上位仿真配置环境统一通过数据网络发送给各仿真

节点.
通过软总线提供的 API函数,对仿真运行过程中的数据可进行实时监控,第三方软件也通过这组

API对仿真总线数据访问.
在处理多仿真任务并发问题时,需保证多个用户完全独立地将仿真任务提交给计算节点,计算节点

并发处理多个计算任务,相互之间不影响.仿真软总线通过利用 DDS本身的Partition分区机制,通过计

算任务分区将不同的计算任务限制在不同的Partition中,以实现并发执行,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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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仿真软总线模块实现数据的定义、配置和监测

图６　多仿真任务并发执行

４　结　论

分布仿真系统的目的在于解决多学科交叉仿真设计问题,实现多专业并行开展设计工作,解决各仿

真节点间的数据传输、共享至关重要.本文采用基于 DDS的软总线技术,介绍了软总线的开发环境、物

理传输介质,并对软总线上数据通信机制进行了研究,设计了通信机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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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弹箭飞行模态辨识技术的应用难点与展望

余　磊　张永励　朱鹏飞　李腾辉

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大型弹箭飞行模态辨识的工程应用,总结了飞行模态辨识的难点并给出了相关

展望.首先,阐述了飞行模态辨识对大型复杂弹箭系统的意义,详细介绍了国内外大量飞行模态辨识应

用案例,并根据案例总结了飞行模态辨识技术所涉及的多项技术以及应用难点;最后,阐述了飞行模态

辨识技术的未来展望,从人工智能、大数据、信号处理等多角度给出了未来弹箭飞行模态智能鲁棒辨识

技术的发展方向,并指出了飞行模态智能鲁棒辨识技术是弹箭弹性智能控制发展的有力推手之一.
关键词　模态辨识;飞行模态;高超声速;智能鲁棒

０　前 言

为了保证良好的气动外形,大型弹箭系统一般为长细比较大的细长旋转体,并且为追求更高的运载

能力或者更高的杀伤效率,弹箭系统的结构质量比往往较低,因此结构具有明显的柔性.结构的柔性振

动与控制相互耦合,往往会引起弹箭飞行动力学控制系统控制效率与精度降低,甚至出现运动不稳定[１],

造成发射任务失败等难以估计的结果.
弹箭的结构动力学特性主要从两方面影响弹箭系统性能:一方面,弹箭的动力学模型中包含了结构

动力学特性部分[２],一般通过模态概念来描述,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弹箭动力学控制的精度、鲁棒性以及效

率等性能;另一方面,弹箭动力学控制所需要的观测量通过加速度计、角速率陀螺等敏感器获得,而结

构的振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观测误差.为消除弹性振动引起的弹性姿态,以及飞行器弹性变形引起的附

加姿态角,飞控系统的网络设计必须在设计时就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这都涉及结构整体或局部的模态

参数,需要根据结构的动力学特性 (包括结构的模态频率和振型)设计相应的陷波滤波器.

一般地,传统运载火箭的动力学分析和设计采用经典模态分析方法[３],获取模态参数的途径主要分为

两种:基于数值手段的分析方法和地面试验方法.通过有限元等数值手段求解的运载火箭结构模态参数

无法考虑工作状态下的环境因素,如高动压下的气动附加效应、环境热效应等,且结构中无法精确建模

的部分也会影响所获得的模态参数精度;通过地面试验获得的模态参数虽然考虑了结构中无法精确建模

的部分,但是仍然无法考虑环境因素,且通常出于安全考虑不加注真实推进剂,导致质量和阻尼特性与

真实情况有所不同.对以往的飞行试验遥测数据的研究可以发现,弹箭系统的地面模态试验获得的弹性

振动频率与飞行状态存在一定偏差,这间接增加了姿控设计难度[４],因此,获得准确的飞行模态参数对姿

控设计、天地一致性、系统优化设计等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工作模态分析是解决飞行模态辨识的有效手段之一.工作模态分析是模态分析领域的新途径,即根

据实测工作状态下的结构响应,解决基于响应的系统辨识问题.相较于先前提到的两种途径,该方法可

获得更加贴近真实边界条件、环境因素和结构真实属性的模态参数,从而具有更强的应用价值,是实现

飞行模态辨识的有效手段.例如,为弹箭动力学建模与控制提供更为真实的结构动力学特性、为弹箭工

作状态下的结构动力学数值模型修正提供目标函数以及为提高动力学分析模型的精度和设计水平提供依

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于工作模态分析理论与技术都已趋于成熟,且具有能够反映真实情况 (边界

条件、环境等)、不用人工激励、能进行结构模态的在线辨识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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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状态下由于构型变化、模块化结构调整和载荷工况变化等过程使得弹箭系统成为变结构、变质

量、变参数的不确定性对象,获取结构的模态参数等动力学特性对于实现高精度控制起着关键作用,并

直接影响任务的顺利完成.随着弹箭系统朝着大型化和复杂化方向不断发展,进行地面全尺寸试验来获

取整弹的动力学特性参数变得愈发困难和昂贵,而根据理论计算以及经验估计所得到的动力学参数往往

过于冗余,因此,发展适应于大型弹箭系统应用的飞行模态辨识方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１　国内外飞行模态辨识应用

工作模态参数辨识是建立在动力学第一类反问题基础上的一类模态分析技术,即根据系统的输入及

响应反求模态参数等系统特征.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在大型航天器动力学特性的第一类反问题上,国内

外开展了飞行模态参数辨识算法的仿真研究、地面试验验证及在线辨识的工程应用[５,６].

对于大型弹箭系统而言,模态测试或地面振动测试是整个发射闭环任务中的重要一环,主要用于验

证预试验中采用的有限元模型,测试试验所获得的模态参数 (自然频率、模态振型及阻尼)用于导航、
制导与控制分析,减少模型的不确定性.NASA 对每一种型号的运载火箭均进行了地面振动测试,测试

的数据用于修正动力学模型,并为此设计了一整套集成运载火箭地面振动测试 (IntegratedVehicle
GroundVibrationTesting,IVGVT)流程.１９６９年,NASA为宇宙神系列火箭进行地面振动试验,试验

得到了宇宙神 半人马火箭的纵向弯曲动力学特性[７].进行大型地面试验是掌握整箭动力学特性最稳定、

可靠的方法,然而随着运载火箭朝着重型化和复杂化发展,每一次的全箭地面试验耗资巨大,并且耗时

长、操作复杂,因此地面振动试验也慢慢朝着分段化、集成化发展.２００５年,NASA 为可重复使用运载

火箭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做了地面振动试验,代号为工程测试样机３号 (EngineeringTestMotor＃３,

ETM ３),采用有效独立法确定了有效分析集,并对整箭的动力学特性做了预测分析.２００９年,NASA
利用IVGVT,为战神I X、战神I Y、猎户I号等运载火箭进行了地面振动测试,得到了准确的模态参

数[８],并为以后的运载火箭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数据.２０１０年,NASA 对战神I X进行了分段模态测试,

通过对五个主要舱段的地面振动试验,得到了每个舱段的模态参数,利用模态综合法得到了整箭的动力

学特性,最终与整箭的自由模态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得到了较好的效果[９].另一方面,作为地面振动试验

的补充,模态参数的在线辨识技术也不断得到应用.２０１１年,美国波音公司与 NASA 合作,在 AresI
X号运载火箭上基于飞行数据进行了工作模态参数辨识.辨识方法采用了特征系统实现法,鉴于运载火箭

的非平稳信号特性,采用了滑动窗技术并在短时数据上进行辨识,得到了清晰的模态频率等参数[１０].

２０１４年,欧空局采用自然激励法对 Vega火箭进行了工作模态参数辨识[１１],针对质量时变引起的信号非

平稳特征,假设在短时窗内信号为平稳信号,利用时域最小二乘复指数法获得了结构的自然频率、阻尼

和模态振型,并较好的贴合了有限元仿真结果.
在其他柔性航天器中,１９８４年,NASA兰利研究中心采用特征系统实现法 (EigensystemRealization

Algorithm,ERA)辨识了伽利略号宇宙飞船的模态参数,通过单点随机激励获得结构的自由响应数据,
获得了二十余种飞船模态,同时讨论了模态振幅相干性和模态相位共线性等精度指标,验证了时域方法

在秒级数据上辨识复杂结构动力学的能力[１２].１９８６年,兰利研究中心利用伽利略号的飞行数据,辨识出

了定子结构的柔性模态参数 (包括频率、阻尼和模态向量),该定子与伽利略号的扫描平台相连接,辨识

的参数直接用于扫描平台控制参数的更新[１３].１９９４年,NASA对 “哈勃”太空望远镜进行了在轨模态辨

识试验[１４],利用反作用轮激励,速率陀螺输出,采用频域辨识法,获取了颤振频率.此次试验在轨识别

出了高于０１Hz的频率,解决了在轨模态参数与地面试验结果不一致问题,为设计干扰衰减控制器提供

了正确的模型.基于独立实验而获得的自由响应数据,能够大大增加辨识模态参数的可信度.１９９７年波

音公司为国际空间站设计了资源站点 (ResourceNode)独立实验装置.模态试验由 NASA马歇尔太空飞

行中心 (MarshallSpaceFlightCenter,MSFC)执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后续空间站在轨工作模态

参数辨识打下了硬件基础[１５].２０００年,和平号结构动力学实验 (MirStructuralDynamics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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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DE)项目由 NASA国际空间站办公室资助并予以实施.和平号是俄罗斯于１９８６年建造的永久性载人

空间站,该项目是和平号风险控制实验 (RiskMitigationExperiment,RME)的一部分,该项目演示了

在大型空间结构上进行在轨模态测试的可行性,以及利用传统的模态测试手段获取实时模态参数的可靠

性[１６].２００１年,Goursat等[１７]采用子空间技术对阿里安 V 号运载火箭进行了仅输出的模态参数辨识工

作.２０１３年,国际空间站上的２A号太阳能阵列天线在飞船与联盟号对接的过程中,经历了长时间的阴

影.热应力和结构动载荷的重构分析显示阵列天线达到了其屈曲极限,地面指挥中心随即以推进器点火

装置激励天线,采用特征系统实现法辨识了模态参数,结果表明天线的模态频率比预测的更低,进而对

天线的损伤进行了分析[１８],这也是工作模态参数在线辨识的经典应用案例.
国内目前在该领域处于大力发展阶段,可从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查到相关工作模态参数辨识与仿真的

工程应用.从长征三号火箭开始,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对火箭的纵向特性展开理论和试验研究,纵向特性

计算和动载荷分析采用弹簧 质量模型,横向和扭转特性采用梁模型[１９].潘忠文等[２０]对速率陀螺安装位

置等典型舱段,建立了三维有限元模型,其中,蒙皮采用四边形板单元,桁条和横框采用梁单元.吴素

春等[２１]详细分析了载人运载火箭全箭模态实验技术,给出了火箭全部可靠性模态数据及飞行数据,为航

天员的振动环境分析提供了依据.王建民等[２２]针对某典型的捆绑火箭,采用试验和计算相结合的技术途

径,得到了捆绑火箭的动特性,并对载人火箭纵向和扭转特性进行了修正.王亮等[２３]基于飞行遥测数据,
使用 ARMA NEXT环境激励模态辨识方法研究了导弹飞行过程中的模态参数,针对真实模态筛选的问

题,利用稳定图法、频域和时频分析方法挑选出飞行过程中的工作模态.
不难发现,工程应用中所采用的辨识方法主要分为时域法和频域法,其中,采用较多的为时域法中

的子空间类方法,其中,子空间法即将动力学参数表征到航天器系统的状态方程中,并结合高精度陀螺

仪或加速度计等敏感器的测量信息,采用特征值或奇异值分解技术,得到系统矩阵的最小实现.频域法

即通过系统的输入与输出构成的频率响应函数,采用短时时不变假设,利用最小二乘等经典估计方法分

离模态,获得结构的各阶模态参数估计.无论频域法或者时域法,都有各自的缺点:如采用子空间方法

对模态参数进行估计,数值复杂性高,计算量大;采用依据输入输出的频域方法进行模态参数估计,需

要已知输入信号模式,这对激励模块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在航天器上布置相应的激励模块也是一个技

术难题.

２　飞行模态辨识技术应用难点

从大量工作模态分析工程实例中可以看出,飞行模态辨识技术涉及多个领域下的多种技术,主要包

含传感器技术、传感器布置技术、数据采集技术、数据传输与存储技术、基于数据的动力学建模技术、
动力学模型参数估计技术及模态应用技术等,涉及传感器、信号处理、动力学建模与分析、动力学应用

等多个学科.

２１　复杂环境下的传感器技术

目前,弹箭系统上的惯性敏感元件承担着敏感弹体柔性特性的功能,但是由于其布置位置单一、采

集频率较低、冗余度低等问题,使得复杂环境下的传感器技术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测量弹

箭系统的模态与振型,加速度计作为传统弹性敏感器件是首选选项,并且为了获得弹箭结构的振型,必

须在不同位置布置大量的加速度计.这对弹箭系统是不可接受的,一是弹箭系统的质量受到严格约束,
二是弹箭系统并没有更多的冗余空间布置大量的传感器;其次,合理的传感器布置技术也对整弹模态具

有重要影响,并且安装位置与布线受到弹箭结构构型的严格约束,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精确的测量

数据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再者,大型弹箭系统在高超声速下,面临着严苛的力学环境,如高

热、高振动、电磁干扰等问题,对传感器本身的抗噪声能力、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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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多源干扰下的信号处理技术

信号的质量是实现高质量辨识的前提,因此信号的采集与处理技术是约束飞行模态辨识技术应用的

关键问题.由于复杂力学环境的影响,传感器敏感到的弹性数据往往淹没于大量的噪声之中,低信噪比

问题严重影响着辨识质量;其次,由于传感器故障、高电磁干扰、数据传输中断/丢失等引起的遥测数据

的过失偏差问题,也是信号处理技术所面临的一大难点,因此有效处理通道故障、数据异常尖峰、数据

丢失等问题,是利用信号处理技术提高信号质量的重要约束;未来弹箭系统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振动数

据,如何处理不同属性的敏感源数据,增加辨识可信度与准确度,是信号处理技术所面临的另一挑战.

２３　弹箭自激励模块技术

飞行模态辨识的所需的振动响应数据由弹上敏感元件获得,作为典型的动力学第一类反问题,工作

模态分析方法假设外界输入为白噪声激励.一般情况下,在发动机工作阶段等强激励阶段,在大量工程

应用范例中,弹箭系统的固有特性可以被激发并被敏感器件捕捉到.但是,在临近空间环境下的低激励

环境,可能无法有效激发出弹箭系统的固有特性,这对飞行模态的辨识造成了困难.因此,针对特定时

间阶段下的弱激励环境,开展弹箭系统的自激励模块技术研究,是有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２４　智能鲁棒在线辨识方法

大量工程案例上,采用的多为经典时不变模态分析方法,通过短时时不变假设,即假设系统在一定

的时间窗内是稳定、时不变的,该假设显然与实际变结构、变质量、变参数的弹箭系统不符.根据弹箭

系统飞行模态辨识的工程应用要求,辨识方法面临着以下难点:

１)时变性.针对弹箭系统时变特征,开展本征时变算法的研究,根据时变系统的时变特征建立时变

模型,通过辨识手段得到时变意义下的模态参数.

２)实时性.弹上计算资源有限,在有限空间与资源下开展算法的递推特性研究,满足弹箭系统飞行

模态辨识的在线、实时要求,优化计算量,提高计算效率,实现飞行模态在线辨识数据输入到飞控系统

的闭环中.

３)鲁棒性.在复杂的力学环境干扰下,信号处理技术无法完全提取出包含系统所有信息的振动响应

数据,因此面对多源、复杂、低信噪比的振动数据特征,辨识方法本身应具备一定的鲁棒性,从抗噪能

力、辨识稳定性、信息捕捉能力上开展研究,探究稳健性强的飞行模态辨识算法.

４)智能性.辨识算法应该具备一定的学习预测能力,系统辨识就是从数据中学习到特定的特征知

识,这一知识在弹箭系统中就是系统的模态频率.通过开展智能辨识算法研究,使得辨识算法具备在先

验/后验知识的不断学习过程中,具备一定的预测能力与自我修正能力.

３　未来弹箭飞行模态辨识技术发展方向

弹箭系统飞行模态辨识技术是一项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并且相互深度耦合的综合性技术,它的工

程应用需要多领域协同攻关,充满着一定的困难与挑战.为了提高控制系统的鲁棒性和自适应性,满足

未来弹箭系统通用化、模块化以及系列化的研制/应用要求,进一步推进弹性智能控制技术领域发展,实

现高效率/高可靠弹箭发射过程的状态监测与飞行控制,弹箭飞行模态辨识技术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其

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针对上一节提出的若干技术难点,仅以作者浅见,列出若干未来弹箭飞行模态辨

识技术的发展方向.

３１　轻质高效传感器的选型与优化布局

针对复杂环境下的传感器技术,对传感器提出了轻质、抗干扰能力强、采样频率高、容易集成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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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即轻质高效传感器本身的研发与应用.未来在此方向上具有应用前景的有目前快速发展的 MEMS传

感器,以及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MEMS传感器体积小,易集成,目前市场化程度较高,具备较高的采

样频率与模块化集成手段,但是其布线困难、工作范围小、易受外界干扰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攻关.
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具有诸多优秀特性,如良好的集成性,不易受电磁干扰,零偏值不漂移,信号

能量不衰减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光纤光栅体积小质量轻,一根光纤可以串联多个传感器,几乎没有附

加质量.但是限制其应用的主要技术难点在于,光纤光栅传感器本身比较脆弱,容易折断且不耐高温,
封装技术难以满足飞行工况;另外,用于调制解调传感信息的装置体积与质量较大,不易实现弹上携带.

传感器选型对实现飞行模态测试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弹上的振动信息采集模块,轻质高效可靠是

强约束,在各型传感器的可行域内,得到传感器技术及布局方法的最优解,最终为飞行模态辨识技术奠

定基础.

３２　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信号处理技术

响应信号中蕴含着系统的特征信息,信号处理技术则是在信号中提出需要的知识.弹箭在飞行工况

下的振动采集信号在不同阶段往往包含以下特点,如测量环境噪声多样、数据集不一致、信噪比低、数

据属性多样等,因此可以引入采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先进技术,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发展飞行模态辨识

技术的信号处理技术:

１)先验特征知识库.通过大量地面试验获得的数据,充分提取部分噪声特征,建立噪声模型,进一

步实现噪声特征的浓缩与凝练;通过以往遥测数据,分析错误/空缺信息模式,最终建立数据质量先验特

征知识库.

２)数据清洗.针对测量信号中包含的错误和噪声信息,建立智能化的在线数据清洗框架,对常见错

误信息进行修正,并依托特征知识库对噪声进行快速过滤,得到准确、完整、一致、有效的高质量数

据集.

３)数据关联与融合.得到清洗数据集,依托于多属性传感器数据形式 (加速度、应变、角速度等),
需要从多物理场的相互关系出发,充分挖掘不同属性数据之间的特征联系,进行关联与融合,经过深度

网络的学习,将多源信息提纯、凝练和浓缩,获得新属性/维度下的高质量新特征数据,为辨识算法提供

新输入;通过网络的预测能力,也可以用于数据/特征的迁移,如对于难以布置传感器的位置给出相应的

振动响应数据,或用于缺失信息的补全.

３３　强自适应低延时鲁棒辨识算法

针对变结构、变质量、变参数的弹箭系统,以及复杂的飞行工况与严苛的力学环境,辨识算法在工

程应用上需要展现出强自适应性以及鲁棒性,同时满足在线辨识的实时性要求.
时变模态辨识方法可以归类于非平稳信号问题,针对非平稳信号的辨识方法在近年来也得到了长足

发展.按辨识域来分类,可以将辨识方法分为频域和时域,频域方法在指定频带、高阻尼结构系统辨识

与模态振型辨识等方面具有潜在优势,时域辨识方法则在物理概念上更为清晰,模型表达简约,分辨率

较高,因此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时域方法又可细分为时变状态空间方法和时变时间序列方法[２４],基于

时变状态空间模型的子空间类辨识方法[２５],以及基于时变时间序列模型的 TARMA类方法[２６,２７],都展现

出了良好的时变特征跟踪能力,简约的模型表达能力使得方法本身的辨识潜力大,有待未来学者进一步

挖掘.
辨识算法的鲁棒性和自适应性要求,从估计的角度看,可以归类为估计子问题.弹箭系统复杂的力

学环境使得振动信号掺杂着各类噪声,信号处理技术可以在信号前端解决一部分问题,辨识方法自身则

可以在估计子的构建上,从理论上增强对噪声的鲁棒性以及辨识可信度.其中,对非高斯噪声的自适应

性是广大学者值得深入展开研究的课题.目前,粒子滤波作为近年来新兴的解决非线性非高斯系统的一

个有效方法[２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应用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缺点,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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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研究工作者进一步去完善,比如更加优良的重要性概率密度函数的选取方法、更普适的重采样方法、
更加高效的并行计算方法等.

另一类处理非高斯噪声的估计方法为稳健统计类方法,即通过设计估计子,使得随机过程估计性能

向最优估计靠近.估计子的设计十分灵活,参数化的数学模型使得估计子的性能可以进行特化/泛化,根

据辨识精度、自适应性、鲁棒性等不同要求,对辨识方法赋能.寻求更具本征鲁棒的非线性度量、更简

洁的数学形式以及更广泛的表征含义,是复杂力学环境下的弹箭系统辨识对新一代稳健估计子构建提出

的要求,并且在工程应用上,也要求估计方法具有操作性强、可递推、低延时特性,这些需求都对随机

系统新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开拓方向.

４　结论

本文面向大型弹箭系统工程应用中日渐突出的飞行模态辨识问题,从国内外工程应用案例的角度入

手,总结了大型弹箭系统飞行模态辨识所涉及的关键技术,并指出了该领域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今

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作者也殷切的希望文中的一些观点能够对本领域的研究者有所启发.需

要说明的是,飞行模态辨识的工程应用设计涉及多个领域下的多种技术,其中,不乏最新、最热的研究

方向,且各自领域的研究文献泛如星辰.由于笔者及同事们的研究方向与视野所限,本文内容仅围绕弹

箭系统的模态参数辨识这一主题,文中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偏向于我们所熟悉的领域,并且一些观点与表

述会倾向于个人见解与偏好,若有可能存在的疏漏与表达不善,我们愿意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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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DifficultiesandProspectonOperational
ModalIdentificationforLargescaleMissilesandRockets

YULei,ZHANGYong li,ZHUPeng fei,LITeng hui
Xi’anInstituteofmoderncontroltechnology

　　Abstract　Theapplicationdifficultiesandprospectonoperationalmodalidentificationforlargescale
missilesandrocketsisdiscussedFirstly,thesignificanceofoperationalmodalidentificationforlargescale
andcomplexsystem of missilesandrocketsispresented,along withthedetailedintroduction on
engineeringapplicationcases,and multitechniquesandapproachesinvolvedaresummarizedwitheach
applicationdifficultiesAtlast,theprospectofsmartandrobustoperationalmodalidentificationisput
forwardintheperspectiv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bigdata,signalprocessing,andindicatedthatthe
self adaption,intelligence and robust operational modal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are significant
foundationtodevelopflexiblesmartcontrolofmissilesandrockets　

Keywords　Modalidentification;Operationalmode;Hypersonic;Rob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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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月平动点探测器悬停飞行的时变滑模控制

臧云歌　李晓敏　卢　强　张锋镝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探测器在地月平动点L２ 处悬停的轨道稳定性问题,本文采用了不同的时变滑模控制律

控制探测器,分析了不同的时变滑模控制律对探测器悬停的控制效果.首先,简介地月系统限制性三体

问题动力学方程并求解系统平动点.其后,根据地月系统L２ 点位置,给定探测器与地月系统L２ 点之间的

距离,采用不同的时变滑模控制律,主动控制探测器航行到L２ 点,实现探测器在地月系统L２ 点的稳定悬

停.最后,分析了不同时变滑模控制下,探测器的轨迹跟踪效果.
关键词　限制性三体问题;地月平动点L２;时变滑模控制律;稳定悬停

０　引　言

近些年,探测月球的任务日渐增多,关于地月系统L２ 点附近的晕轨道 (即 Halo轨道)的研究逐渐

受到世界各航天机构的关注.地月系统平动点附近具有特殊构型弱稳定区域的拟周期轨道,在探测月球

的工程上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目前针对地月系统L２ 点附近拟周期轨道的研究较多[１５],但对探测器悬

停地月系统平动点处的稳定性参考文献较少.然而,探测器悬停地月系统L２ 处绕飞月球的过程是深空探

测任务中较为重要的阶段.在动态特性未知的环境中实现悬停状态,应采用具有强适应性的控制算法来

抵抗外界的扰动.滑模控制被认为是控制不确定性系统最有效的技术之一[６,７].

１　探测器地月系统平动点悬停的问题描述

１１　地月系统动力学方程

针对地球、月亮、探测器组成的限制性三体系统,推导出地月系统动力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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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x,y,z[ ] T 为探测器在质心旋转坐标系的位置,r１＝ x－μ,y,z[ ] T 为探测器相对于地球质

心的位置矢量,r２＝ x－１＋μ,y,z[ ] T 为探测器相对于月球质心的位置矢量,G 为万有引力常数,两天

体匀速旋转,旋转角速度n＝
dθ
dt

为常数,M１ 为地球质量,M２ 为月球质量.

根据式 (１)采用无量纲单位制.探测器的运动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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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是三体系统中很重要的参数,不同取值对系统产生较大影响[８].

表１　地月三体系统参数表

系统参数 国际单位制 归一化单位

质量比μ ００１２１５０６０３７９３２２１３

地月距离 ３８４４００km

绕行周期 ２７２８days ２π

地球质量m１ ５９７４２×１０２４kg ０９８７８４９３９６２

月球质量m２ ７３４８３×１０２２kg ００１２１５０６０３８

m１＋m２ ６０４７６８×１０２４kg １

地球位置

x ＝－４６７０６９２km x ＝－００１２１５０６

y ＝０km y ＝０

z＝０km z＝０

月球位置

x ＝３７９７２９３１km x ＝０９８７８４９３９

y ＝０km y ＝０

z＝０km z＝０

１２　地月系统平动点

在三体系统中,两个天体环绕运行时,在空间中有５个使两个主天体对探测器的引力达到平衡的位

置,即三体问题中的五个平动点.探测器在平动点处速度和加速度均为零.即

x ＝０,y
 ＝０,z


＝０

ẍ＝０,ÿ＝０,z̈＝０{ (３)

将式 (３)代入式 (２)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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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z＝０,平动点位于xy 平面.

根据式 (４)中第二个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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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导出y＝０或１－
１－μ( )

r３
１

－μ
r３

２
＝０.本文研究地月系统L２ 点,故只考虑y＝０时的情况.

r１＝ x＋μ ,r２＝ x－１＋μ (５)

将式 (５)代入式 (４)中第一式得

x－
x＋μ( ) １－μ( )

x＋μ ３ －μx－１＋μ( )

x－１＋μ ３ ＝０ (６)

式 (６)中当x＝－μ 或x＝１－μ 时,会出现两个极点,所以对x 取值应分段考虑.
当x ∈ －∞,－μ( ) 时,式 (６)变为

x＋
１－μ
x＋μ( ) ２ ＋ μ

x－１＋μ( ) ２ ＝０

当x ∈ －μ,１－μ( ) 时,式 (６)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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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１－μ
x＋μ( ) ２ ＋ μ

x－１＋μ( ) ２ ＝０

当x ∈ １－μ,＋∞( ) 时,式 (６)简化为

x－
１－μ
x＋μ( ) ２ － μ

x－１＋μ( ) ２ ＝０

上述方程共得３个零解,分别在月亮右侧、地球和月亮之间、地球左侧,即三个共线平动点L２ 、L１

和L３ .表２给出了归一化单位制后地月系统的五个平动点位置.

表２　地月系统平动点

x (归一化) y(归一化)

L１ ０８３７０ ０

L２ １１５５６ ０

L３ －１００５１ ０

L４ ０４８７８ ０８６６０

L５ ０４８７８ －０８６６０

１３　悬停飞行的问题描述

对比式 (１)实际地月系统中探测器动力学方程与式 (８)一类二阶非线性不确定系统的微分方程,
式 (１)可表示如下

r

＝v

v

＝r̈＝a＋f(r){ (７)

式 (７)中v为探测器速度,a为探测器控制加速度.探测器在地月系统L２ 点悬停探测时,需满足v→０,

a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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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二阶系统的时变滑模控制

本文研究一类二阶非线性不确定系统.考虑如下微分方程

x１＝x２

x２＝f(x)＋g(x)＋b(x)u{ (８)

式中,x＝ x１,x２[ ] T 为系统的状态向量;f x( ) 和bx( ) ≠０为关于x 的光滑非线性函数;g x( ) 代表模

型不确定性及外部扰动,u 为系统控制量.

２１　等加速度变截距时变滑模控制

等加速度变截距时变滑模面,顾名思义,这种滑模面从初始位置开始随时间做平移运动,按照恒加

速度规律改变截距,最终保持在预先设计好的滑模面上.
定义系统跟踪误差:et( ) ＝x１－x１d ,et( ) ＝x１－x１d .
设计滑模面为

S＝e＋ke＋
At２＋Bt＋C t≤T
０ t＞T{ (９)

式中,k为滑模面斜率;T 为两滑模面切换时间.式 (９)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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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初始时刻,系统的初始误差位于滑模面上,即e ０( ) ＋ke０( ) ＋C＝０.

２)式中右边项在T 时刻应满足连续平滑过渡

AT２＋BT＋C＝０
２AT＋B＝０{ (１０)

由上述两个条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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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０( ) 、e ０( ) 分别为e、e 的初值.
选择正定的Lyapunov函数

V＝
１
２S２ (１２)

沿状态轨迹求导可得

V

＝SS



＝Së＋ke＋２At＋B( )

＝S ẍ１－ẍ１d ＋kx１－x１d( ) ＋２At＋B[ ]

(１３)

设计控制律u 使得V


半负定,控制器形式为u＝ueq＋uvss ,其中,ueq 为等效控制律,uvss 为切换控制

律.因此控制器设计分以下两步进行:
(１)首先设计等效控制律ueq .

在不考虑外界干扰g x( ) 时,该控制律使S

＝０,即ẍ１－ẍ１d＋kx１－x１d( ) ＋２At＋B＝０.由此设计

等效控制如下

ueq＝

ẍ１d －f(x)－k(x１－x１d)－２At－B
b(x) t≤T

ẍ１d －k(x１－x１d)－f(x)
b(x) t＞T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４)

等效控制律ueq ,满足Lyapunov函数的导数为半负定,即Lyapunov意义下稳定.
(２)设计切换控制律uvss

切换控制律uvss 只需使得式 (１３)半负定,因此将式 (１４)代入式 (１３)

V

＝SS


＝S f x( ) ＋g x( ) ＋bx( ) ueq＋uvss( )[ ] ≤０

设计的切换控制为

uvss＝－
ksgn(S)
b(x) ,k＞ g x( ) ∞ (１５)

设计的控制律为

u＝ueq－
ksgnS( )

bx( )
,k≥ g x( ) ∞ (１６)

式中,g x( ) ∞ 为g x( ) 的无穷范数.
定理１[９]:对于式 (８)描述的一类二阶非线性系统的跟踪控制问题,采用式 (１６)控制律时,对于任

意的初值均存在滑动模态运动,并且相轨迹一直在滑模面上.
证:将式 (１６)代入式 (１３)得

V


≤ S g x( ) ∞ －k( )

≤０
(１７)

１９０２



因为S ０( ) ＝０,V ０( ) ＝０,并且V


≤０,可得到V ≤０.由于V＝
１
２S２ ≥０,所以V＝０.

定理２[９]:对于式 (８),采用式 (１６)控制律时,系统全局渐近稳定.

证:因为St( ) ＝０恒成立,所以可得到

S＝０＝e＋ke＋
At２＋Bt＋C t≤T
０ t＞T{ (１８)

求解微分方程 (１８)得到系统误差跟踪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为

et( ) ＝
e(０)＋

B
k －

A
k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exp(－kt)－

A
k ＋

B
k ＋

A
k２　t∈ [０,T]

e(T)exp[－k(t－T)]　　　t∈ (T,∞)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９)

将t＝T 代入式 (１９)中第一式得到eT( ) 的值,确定eT( ) 有界.得出如下结论:∀e０( ) ,当t→
∞ 时,et( ) 均趋近于零,所以系统全局渐近稳定.

２２　等速度变截距时变滑模控制

等速度变截距时变滑模面从初始位置开始随时间变化,按恒速度规律改变滑模面的截距做平移运动,

最终到达预先设计好的滑模面上,并保持在滑模面上运动.

定义系统跟踪误差:et( ) ＝x１－x１d ,et( ) ＝x１－x１d .

设计滑模面为

S＝e＋ke＋
At＋B　t≤T
０　　　　t＞T{ (２０)

式中,k为滑模面斜率;T 为两滑模面切换时间.同样需满足两个条件:

１)初始时刻,系统初始误差在滑模面上,所以

e ０( ) ＋ke０( ) ＋B＝０ (２１)

２)式 (２０)中右边项在T 时刻满足连续平滑过渡

AT＋B＝０ (２２)
根据式 (２１),式 (２２)可得

A＝ －B
T ＝

e(０)＋ke(０)
T

B＝－e(０)－ke(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２３)

选择正定的Lyapunov函数,可得

V

＝SS



＝Së＋ke＋A( )

＝S ẍ１－ẍ１d ＋kx１－x１d( ) ＋A[ ]

(２４)

控制律设计过程与２１节类似,设计的控制律为

u＝ueq－
ksgns( )

bx( )
,k≥ g x( ) ∞ (２５)

定理３[９]:对于式 (８)描述的二阶非线性系统的跟踪控制问题,采用式 (２５)的控制律时,对任意

的初值均存在滑动模态运动,系统相轨迹始终停留在滑模面上.

定理４[９]:采用式 (２５)时,系统全局稳定,跟踪误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为

et( ) ＝
e(０)＋

B
k －

A
k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exp(－kt)－

A
k ＋

B
k ＋

A
k２ t∈ [０,T]

e(T)exp[－k(t－T)] t∈ (T,∞)

ì

î

í

ïï

ïï

(２６)

由式 (２６)可得到与定理３２类似的结论,系统全局渐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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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指数＋抛物线型时变滑模控制

首先,定义系统的跟踪误差

et( ) ＝x１－x１d ,et( ) ＝x１－x１d

滑模面设计为

St( ) ＝e＋ke＋φt( ) (２７)

式中,k＞０,φt( ) 为截断函数.设计φt( ) 应满足:１)消除普通滑模到达段,保证全局的鲁棒;２)

为保证连续过渡,在T 时刻

φt( ) ＝φ
 t( ) ＝０

设计的φt( ) 为

φ(t)＝
αexp

(t－T)
T ＋β(t２＋T２), ０≤t≤T

０, t＞T{ (２８)

式中,α＝diagα１,α２,,αn( ) ,β＝diagβ１,β２,,βn( ) ,并满足下列条件:

１)在初始时刻,系统的初始误差值位于滑模面上,所以

S ０( ) ＝e ０( ) ＋ke０( ) ＋φ ０( ) ＝０ (２９)

２)式 (２８)中右边项在T 时刻满足连续平滑过渡

φ T( ) ＝０ (３０)

由式 (２９)和式 (３０)解得

αi＝－２βiT２

βi＝
－ei(０)－kei(０)
T２(２exp－１＋１)

ì

î

í

ï
ï

ïï

(３１)

对式 (２７)求导得

S

＝ë＋ke＋φ



＝－ẍ１d ＋f(x)＋bx( )u＋ke＋
α
T exp

t－T
T ＋２βt, ０≤t≤T

０, t＞T

ì

î

í

ïï

ïï

(３２)

根据S

＝０设计等效控制律为

ueq＝b－１(x)ẍ１d －f(x)－ke－
α
T exp

t－T
T ＋２βt, ０≤t≤T

０, t＞T

ì

î

í

ïï

ïï

æ

è

ç
çç

ö

ø

÷
÷÷

(３３)

为增加系统鲁棒性,引入切换控制

uvss＝－b x( ) －１ηsgnS( )

因此,控制律设计为

u＝b－１(x)ẍ１d －f(x)－ke－ηsgn(S)－
α
T exp

t－T
T ＋２βt, ０≤t≤T

０, t＞T

ì

î

í

ïï

ïï

æ

è

ç
çç

ö

ø

÷
÷÷

(３４)

定理５:针对式 (８)的二阶非线性系统的跟踪控制问题,采用式 (３４)控制律时,系统处于全局滑

模状态.

证明:选取如下的Lyapunov函数

V＝
１
２S２ (３５)

沿状态轨迹求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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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S



＝S
ë＋ke＋φ


t≤T

ë＋ke t＞T{

＝S
－ẍ１d ＋f(x)＋b(x)u＋ke＋

α
Texp

t－T
T ＋２βt t≤T

－ẍ１d ＋f(x)＋b(x)u＋ke t＞T

ì

î

í

ï
ï

ïï

(３６)

代入控制律 (３４)得

V

＝S

－ẍ１d ＋f(x)＋b(x)u＋ke＋
α
Texp

t－T
T ＋２βt t≤T

－ẍ１d ＋f(x)＋b(x)u＋ke t＞T

ì

î

í

ï
ï

ïï

＝S －ηsgnS( )( ) ≤０

(３７)

因为S ０( ) ＝０,V ０( ) ＝０,并且V


≤０,可得到V ≤０.由于V＝
１
２S２ ≥０,所以V＝０.

定理６:针对式 (８)的二阶非线性系统的跟踪控制问题,采用式 (３４)控制律时,当t→ ∞ 时,有

et( ) →０,et( ) →０.
证:根据定理５系统处于全局滑模状态,因此S ≡０成立,有

St( ) ＝０＝et( ) ＋ket( ) ＋
αexp

(t－T)
T ＋β(t２＋T２), ０≤t≤T

０ t＞T{ (３８)

求解微分方程 (３８),得到系统误差跟踪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如式为

et( ) ＝
－
αexp[k(t－T)－１]＋βT[２－２kt＋k２(t２＋T２)]

k３T ＋exp－ktC, t∈ [０,T]

e(T)exp[－k(t－T)], t∈ (T,∞)

ì

î

í

ïï

ïï

(３９)

将t＝T 代入式 (３９)中第一式可得到eT( ) 的值,eT( ) 有界.得出如下结论:∀e０( ) ,当t→ ∞
时,et( ) 均趋近于零,所以系统全局渐近稳定.

３　数值仿真

本节以数值仿真形式对比２节中三种时变滑模控制方法控制探测器在地月系统L２ 点悬停的控制效果.

针对实际悬停探测任务,三种时变滑模控制律给出如下:

１)等加速度变截距时变滑模控制律为

u＝
－f(r)－k(r


－r


d)－２At－B－ηsgn(S),t≤T

－k(r

－r


d)－f(r)－ηsgn(S), t＞T{ (４０)

２)等速度变截距时变滑模控制律为

u＝
－f(r)－k(r


－r


d)－A－ηsgn(S),t≤T

－k(r

－r


d)－f(r)－ηsgn(S), t＞T{ (４１)

３)指数＋抛物线型时变滑模控制律为

u＝r̈d －f(r)－kr

－r


d( ) －ηsgn(S)－

α
T exp

t－T
T ＋２βt, ０≤t≤T

０, t＞T

ì

î

í

ïï

ïï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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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控制参数表

控制律 参数

等加速度变截距

T ＝１５００s

k＝
１

３００
A ＝ －１４８e－１４,－８８９e－１５,－８８９e－１５[ ] T×Lem

B ＝ ４４５e－１１,２６７e－１１,２６７e－１１[ ] T×Lem

C ＝ －３３３e－０８,－２００e－０８,－２００e－０８[ ] T×Lem

η＝００５

等速度变截距

T ＝１５００s

k＝
１

３００
A ＝ ２２２e－１１,１３３e－１１,１３３e－１１[ ] T×Lem

B ＝ －３３３e－０８,－２００e－０８,－２００e－０８[ ] T×Lem

η＝００５

指数＋抛物线型

T ＝１５００s

β＝
－Ξ ０( )

T２ ２exp－１＋１( )

α＝ －２βT２

k＝
１

３００

η＝００５

由上述三种时变滑模控制律式如式 (４０)~式 (４２)可看出,控制项中均存在符号函数,符号函数

会引起系统控制量的高频抖振.在一般系统中,切换增益应大于系统扰动的最大值,然而系统切换增益

选择越大,抖振现象越严重.在实际系统中,高频的切换控制虽然能使系统具有很好的性能,但同时影

响执行机构的使用寿命.本节为削弱抖振现象,引入如下的饱和函数替代符号函数,形式为

satSit( )[ ] ＝
ε－１Si(t), |Si(t)|≤１
sgn[Si(t)], otherwise{ (４３)

式 (４３)中,ε为边界层厚度.
地月之间距离记为Lem＝３８４４×１０８m ,悬停点为地月系统L２ 点,L２ 点位置为 １１５５６,０,０[ ] T×

Lem , 探 测 器 初 始 位 置 为 [１１５６＋０８e－５,０６e－５,０７e－５]T × Lem , 探 测 器 初 始 速 度

０,０,０[ ] T .控制律参数选取如表１.
(１)基于时变滑模控制器的探测器位置跟踪误差结果分析

图１~图３显示了探测器在三种时变滑模控制律作用下的位置误差变化曲线 (时变项作用时间T ＝
１５００s).在时变项作用下,位置误差可迅速收敛到一个较小的邻域.在时变项作用结束后,滑模面退化

为传统线性滑模面,此时位置误差渐近收敛.从图中可看出,在时变项作用时,采用式 (４２)的控制律,
位置跟踪误差收敛速度最快.

图１　采用等加速度变截距控制律的位置误差跟踪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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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采用等速度变截距控制律的位置误差跟踪曲线

图３　采用指数＋抛物线型控制律的位置误差跟踪曲线

(２)基于时变滑模控制器的探测器控制加速度结果分析

图４~图６为探测器的控制加速度响应曲线示意图.根据前文所述,探测器在地月系统L２ 点处的加

速度为零,图中可看出在三种控制律作用下均可满足控制探测器在悬停点处加速度为零.图４~图５中,
由于在T ＝１５００s时刻时变项不再作用,两滑模面相接时存在斜率不连续,所以可明显看出在T ＝
１５００s时控制量有跳变.从图６可看出在T ＝１５００s时,系统控制量是连续的,这是因为式 (２７)在

T＝１５００s时满足φ T( ) ＝φ
 T( ) ＝０,所以保证了时变滑模面与传统滑模面连续且平滑相接,控制量无跳

变,在时变作用相结束后连续平滑相接.特别指出,本文所得控制加速度均为连续的变化曲线,所需的

控制力的幅值和方向均在连续变化.实际工程中,目前航天发动机尚无法跟踪此类曲线,可通过离散化

方法进一步化为工程中可行的bang bang控制,本文后续类似控制问题不再赘述.

图４　等加速度变截距时变滑模控制量变化曲线

图７、图８给出了使用符号函数时,系统控制量和系统滑模面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看出,系统状态

在滑模面运动时,由于控制律中符号函数造成控制量的不连续,而且引起高频抖振现象.为解决这一问

题,上述三种方法均采用了边界层技术,控制量中抖振现象得到明显削弱,滑模函数的响应曲线被控制

在边界层内,表明边界层方法具有抑制抖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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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等速度变截距时变滑模控制量变化曲线

图６　指数＋抛物线型时变滑模控制量变化曲线

图７　用符号函数时,控制量变化曲线

图８　用符号函数时的滑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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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总　结

本文研究了探测器在地月系统L２ 处的悬停控制问题,主要的研究内容总结如下.

１)考虑到探测器在悬停探测任务中的燃料消耗问题,为了尽可能地使探测器在更短的时间到达悬停

点,采用了取消滑模函数到达段的时变滑模控制策略来解决问题.针对一类二阶非线性不确定系统,研

究并介绍了三种时变滑模控制策略,给出了三种时变滑模函数的设计过程.

２)基于限制性三体问题模型,建立探测器在地月系统的动力学方程,给出了三种时变滑模控制律设

计过程.仿真算例表明,三种时变滑模控制方法轨迹跟踪良好,都可使探测器在地月系统L２ 处悬停.同

时发现,指数＋抛物线型的时变滑模控制具有连续平滑无跳变的优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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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VaryingSlidingModeControlforHovering
FlightofEarth MoonLibrationPointDetector

ZANGYun ge,LIXiao min,LUQiang,ZHANGFeng di
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oftheorbitstabilityofthedetectorhoveringattheEarth MoonL２

librationpoint,differenttime varyingslidingmodecontrollawsareadoptedtocontrolthedetector,and
thecontroleffectofdifferenttime varyingslidingmodecontrollawsonthehoveringofthedetectoris
analyzedFirstly,thedynamicequationsoftherestrictedthreebodyproblemoftheEarth Moonsystem
areintroducedandthetranslationpointsofthesystemaresolvedThen,accordingtotheL２pointposition
oftheEarth Moonsystem,giventhedistancebetweenthedetectorandtheL２ pointpositionofthe
Earth Moonsystem,differenttime varyingslidingmodecontrollawsareadoptedtoactivelycontrol
thedetectortonavigatetotheL２point,soastorealizethestablehoveringofthedetectorattheL２point
oftheEarth MoonsystemFinally,thetrackingeffectofthedetectorunderdifferenttimevariable
slidingmodecontrolisanalyzed

Keywords　Restrictedthree bodyproblem;Earth MoonL２librationpoint;TimeVaryingSl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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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标优化的姿控系统参数智能生成技术

余　泽　袁伟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摘　要　火箭姿态控制系统中的参数直接影响火箭发射后能否稳定运行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在火

箭整体设计阶段,需对火箭姿控系统的参数进行求解.现有方法需由人工设置并验证参数,不仅耗费大

量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且由于参数众多,解空间极其庞大,导致人工方法搜索范围十分有限,无法

保障所找到的解是全局最优解.为克服传统方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一种姿控系统参数智能生成技术,使

用自适应惯性权重策略的PSO 算法,将火箭姿控系统的参数生成转化为一个优化问题,利用群体智能思

想,自动在解空间内寻找最优解.本文采用火箭姿控系统的真实数据进行实验验证,多次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PSO 算法的火箭姿控系统参数生成技术能很好地满足火箭姿控性能设计要求,且效率远高于已有方

法,可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关键词　惯性权重策略;PSO 算法;参数自动生成;姿态控制

０　引　言

火箭姿态控制技术是火箭中的核心技术,火箭姿控系统中的参数决定了火箭飞行时的飞行指标是否

满足设计要求,这些参数将影响火箭发射后能否稳定运行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或目的地.
火箭姿控系统中的校正网络需要设置的参数繁多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首先,校正网络中所需添

加的每种典型控制环节的个数具有不确定性,即校正网络的描述函数中分子以及分母的阶数具有不确定

性,这些参数直接影响了校正网络的基本结构,需进行合理设置以保证校正网络的有用性.其次,在不

确定个数的每种环节中,其时间常数、固有频率、阻尼比等参数均具有不确定性.这些参数决定了每个

所添加环节的具体性能,合理设置这些参数才可保证校正网络满足火箭姿控系统设计要求.
已有人工设置的校正网络常常无法使火箭姿控系统性能达到最优,且需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首先,

由于参数数量多,不同参数的不同值进行组合产生的解空间极其庞大,使用人工方法进行参数设置,所

能覆盖的可能解的搜索范围十分有限,且无法保证所设置的参数能够达到最优的火箭姿控性能.其次,
在参数设置过程中,由于参数众多且参数不确定性极高,需经过反复的人工调试才可使火箭姿控系统性

能达到要求.同时人工设置校正网络参数需要的大量的实际设计经验为基础,对于设计经验不足的参数

设定人员,则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为解决上述问题,满足火箭姿控参数生成所具有的强约束、高维化、强非线性特点.本文提出一种

基于自适应惯性权重PSO算法 (以下简称为PSO算法)的通用姿控系统参数智能生成技术,利用群体智

能的思想,自动在参数解空间内寻找满足火箭姿控系统设计要求的最优解.在PSO算法中,通过模拟群体

和个体之间的相互行为以及对局部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最后得出整个群体行为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同

时在PSO算法中多个个体之间相互协助,共享自己的信息.因此,相较于传统方法,PSO算法多个个体同

时在解空间内寻找最优解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且无需很多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１　PSO算法

PSO (ParticleSwarm Optimization)算法通过设计一种无质量的粒子来模拟鸟群中的鸟[１],粒子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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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两个属性:速度和位置,速度代表移动的快慢,位置代表移动的方向[２].每个粒子在搜索空间中单独

地搜寻最优解,并将其记为当前个体极值,同时将个体极值与整个粒子群里的其他粒子共享,找到最优

的那个个体极值作为整个粒子群的当前全局最优解[３].粒子群中的所有粒子根据自己找到的当前个体极值

和整个粒子群共享的当前全局最优解来调整自己的速度和位置[４５].PSO 算法中粒子根据式 (１)和式

(２)更新自己的速度和位置.

Vt＋１
i ＝ωVt

i ＋C１×rand()×(Pbesti －Xi)＋C２×rand()×(Gbest－Xi) (１)

Xt＋１
i ＝Xt

i ＋Vt＋１
i (２)

公式的Vt
i 称为记忆项,表示上次速度大小和方向的影响;公式的C１×rand()×(Pbesti －Xi)称为:

自身认知项,是从当前点指向粒子自身最好点的一个矢量,表示粒子的动作来源于自己经验的部分;公

式的C２×rand()×(Gbest－Xi)称为群体认知项,是一个从当前点指向种群最好点的矢量,反映了粒子间

的协同合作和知识共享.

２　基于PSO算法的姿控系统参数自动生成模型

火箭姿控参数生成具有强约束化、高维化、强非线性等特点,相较于传统方法,PSO 算法可以更好

地满足火箭姿控参数生成的特点[６７].具体优点为:

１)PSO算法对火箭姿控参数生成目标函数的要求比较宽松,不必要求其是可微的.在实际火箭姿控

系统中往往存在大量不可微点,因此PSO算法在姿控系统参数自动生成模型中具有更强的通用性.

２)在具有强非线性的姿控系统参数自动生成模型中,使用PSO算法,更易跳出局部最优以进行全局

最优解搜索.

３)PSO算法采用并行分布式算法模型,群体相互合作的个体分布于不同的位置进行协同优化,因此

PSO算法具有更高的计算效率,更适合具有高维特征且高度动态变化的姿控系统参数自动生成模型.
根据PSO算法中适应度函数的设计特点可知,火箭姿控系统的稳定程度即为PSO算法中的适应度函

数,其他约束条件可作为影响适应度的惩罚项[８１０],即:如果校正网络参数满足约束条件,则惩罚项为

０;否则惩罚项为一个较大的数值.基于PSO算法的姿控系统参数生成模型如图１所示.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利用PSO算法来智能生成姿控系统参数的基本思路为:

１)生成加密的圆频率点.用于后续计算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以及计算适应度函数时需要求解伯德

图上的特殊点,圆频率的点满足低频部分密集,高频部分稀疏.

２)根据典型环节的频率特性计算火箭自身传递函数的幅值和相位.

３)读取伺服插值数据,计算伺服机构线性插值后的幅值和相位.

４)根据零阶保持器的频率特性,计算零阶保持器的幅值和相位.

５)将火箭传递函数、伺服机构、零阶保持器三者的幅值和相位分别相加,计算除去校正网络的火箭

姿控系统的幅值和相位.

６)初始化粒子群的种群规模、粒子飞行上下限、粒子飞行速度上下限、粒子维度 (参数个数)、算

法终止条件、惯性权重、学习因子等参数.

７)加入校正网络,根据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计算每个粒子的适应度.

８)初代粒子群的个体极值就是本身的适应度,全局最优解为适应度最好的个体极值.

９)根据式 (１)和式 (２)更新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以产生新的解 (校正网络).

１０)越界处理,把超过边界的粒子设置为边界位置和边界速度.

１１)重新计算火箭姿控系统的幅值和相位,重新计算粒子的适应度.

１２)更新个体极值以及全局最优解,个体极值更新为个体历史最佳适应度,全局极值继续保持为适

应度最佳个体的个体极值.

１３)检查是否满足结束条件,是,则转步骤１４),否,则回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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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PSO算法的姿控系统参数生成模型

１４)输出结果,画出加入校正网络后火箭姿控系统的伯德图,保存最优解,以及统计加入校正网络

后火箭姿控系统约束条件的满足情况.

３　实验验证

３１　实验描述

给定４个传递函数,每个传递函数均具有１个比例环节、４个一阶微分环节、１个一阶惯性环节、１５
个二阶微分环节、１７个二阶振荡环节,同时给出伺服机构线性插值的数据、零阶保持器相关参数,根据

以上数据可以得出未加校正网络前的姿控系统伯德图如图２所示.

火箭姿控系统要求在给定上述数据前提下,自动生成校正网络中各个典型环节的参数,使得四个传

递函数对应的火箭姿控系统均满足设计要求.具体设计要求为:

max(phase晃动 )

st
ω０－Δ１ ≤ω ≤ω０＋Δ２

magL
up_１８０ ≥４dB

phaseL
down_０ ≥３０°

magH
down_１８０ ≤－５dB

mag弹性
max ≤－８dB

phase晃动 ≥２０°
式中,ω０ 为 未 加 校 正 网 络 的 截 频 频 率;magL

up_１８０ 为 低 频 幅 值 裕 度;phaseL
down_０ 为 低 频 相 位 裕 度;

magH
down_１８０为高频幅值裕度;mag弹性

max 为弹性幅值裕度;phase晃动 为晃动相位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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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优化前姿控系统伯德图

由图２可知,在未加校正网络前,每个传函的晃动相位裕度都小于０°,而且传函３没有晃动相位裕

度;同时每个传函都不存在高频幅值裕度,不满足设计要求;且在弹性部分,弹性幅值裕度也不满足小

于－８dB的设计要求,此时的火箭姿控系统不满足设计要求,需加入校正网络.

３２　实验结果

使用基于PSO算法的姿控系统参数自能生成模型对校正网络的参数优化后,火箭姿控系统的伯德图

如图３所示.根据图３,有以下结论:每个传递函数的晃动相位裕度明显大于２０°;且在高频部分,高频

幅值裕度小于－５dB;截频频率在 [０１,２]rad/s,低频幅值裕度在４dB以上;低频的相位裕度都在３０°
以上,弹性幅值裕度也小于－８dB,满足约束要求,此时每一个传递函数均满足设计要求.四个传递函数

优化前后对应的约束满足情况如表１~表４所示.

图３　优化后姿控系统伯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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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传递函数１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优化目标 优化前 优化后

截频频率/(rad/s) [０１,２] １１９８２ ０９７２７

低频幅值裕度/dB ＞４ ２５４０６８ ３１９８５０

低频相位裕度/(°) ＞３０ １８５６９５ ３２０１０６

高频幅值裕度/dB ＜－５ 不存在 －１１８６９４

弹性幅值裕度/dB ＜－８ ２４９１７４ －２０４６６８

晃动相位裕度/(°) ＞２０ －１６７２４２６ ９７５１９２

表２　传递函数２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优化目标 优化前 优化后

截频频率/(rad/s) [０１,２] １８３７８ １５３３０

低频幅值裕度/dB ＞４ ３２５２９４ ３８５４２８

低频相位裕度/(°) ＞３０ ２７５８８１ ４４０７０３

高频幅值裕度/dB ＜－５ 不存在 －５７９４３

弹性幅值裕度/dB ＜－８ ３３１７６６ －１２４００６

晃动相位裕度/(°) ＞２０ －１５０８５８４ ７３３５８９

表３　传递函数３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优化目标 优化前 优化后

截频频率/(rad/s) [０１,２] １２２５２ １０００

低频幅值裕度/dB ＞４ ２５７８７９ ３２２９９

低频相位裕度/(°) ＞３０ １８９７２ ３２６５８

高频幅值裕度/dB ＜－５ 不存在 －１１９９２

弹性幅值裕度/dB ＜－８ ２１２６０７ －１７０９１

晃动相位裕度/(°) ＞２０ 不存在 ８２８８３

表４　传递函数４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优化目标 优化前 优化后

截频频率/(rad/s) [０１,２] １８８２９ １５７６２

低频幅值裕度/dB ＞４ ３２８９４ ３８８５３

低频相位裕度/(°) ＞３０ ２８１０３ ４４９１５

高频幅值裕度/dB ＜－５ 不存在 －５７３２１

弹性幅值裕度/dB ＜－８ ３１２６０３ －８０８０

晃动相位裕度/(°) ＞２０ －１６７７８ ６０６２７

根据表１~表４的数据,得出结论:基于PSO 算法的姿控系统参数智能生成技术可以很好地满足火

箭姿控系统的设计要求.

３３　不同权重策略对PSO算法性能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提高算法的效率,本文继续探索了以下三种动态改变惯性权重ω 的方法[１１１３].　
(１)线性递减惯性权重

惯性权重ω 从最大值线性减小到最小值.其惯性权重ω 的变化如式 (３)所示

ω＝ωmax－
t(ωmax－ωmin)

tmax
(３)

式中,ωmax 为惯性权重ω 的最大值;ωmin 为惯性权重ω 的最小值;tmax 为最大的迭代次数;t为当前的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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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
(２)自适应惯性权重

其主要思想为:当各粒子的目标值趋于一致或趋于局部最优时,将使惯性权重增大;而各粒子的目

标值比较分散时,使惯性权重减小;同时对于适应度优于平均适应度的粒子,其对应的惯性权重因子较

小,从而保留了该粒子.反之对于目标函数值差于平均适应度的粒子,其对应的惯性权重因子较大,使

得该粒子向较好的搜索区域靠拢.自适应惯性权重ω 的变化如式 (４)所示

ω＝
ωmin－

(ωmax－ωmin)(f－fmin)
favg －fmin

,f ≤favg

ωmax,f ＞favg

ì

î

í

ïï

ïï

(４)

式中,ωmax 为惯性权重ω的最大值;ωmin 为惯性权重ω的最小值;f 为适应度函数值;fmin 为适应度最小值;

favg 为适应度平均值.
(３)随机惯性权重

随机地选取权重,使得粒子历史速度对当前速度的影响是随机的.惯性权重ω 为服从某种随机分布

的随机数,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局部最优.其惯性权重ω 的变化如式 (５)所示

μ＝μmin＋(μmax－μmin)rand(０,１)

ω＝μ＋σN(０,１){ (５)

不同惯性权重策略的实验结果如图４~图７所示,其性能统计如表５所示,根据表５,得出以下结论:

１)定值惯性权重的最佳适应度最差,与自适应惯性权重策略最佳的适应度有较大差距,其收敛速度

最快,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算法前期陷入了局部最优解,导致 “早熟”现象.

图４　定值惯性权重适应度曲线

　　　
图５　定值惯性权重适应度曲线

图６　自适应惯性权重适应度曲线

　　　
图７　随机惯性权重适应度曲线

表５　四种惯性权重策略最佳适应度及收敛速度

惯性权重策略 最佳适应度/dB 收敛速度/次

定值 －５５４９２ １４９

线性递减 －５８８９６ ５４８

自适应 －６３２３５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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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惯性权重策略 最佳适应度/dB 收敛速度/次

随机 －６２７２４ ６２１

２)线性递减惯性权重的最佳适应度也不够理想,同时收敛速度也不够快速.

３)自适应惯性权重的最佳适应度最好且收敛速度第二,原因是自适应权重能够根据粒子的适应度与

全体适应度的相对关系来自动的变化惯性权重,因此使粒子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更加明确,综合最佳适应

度和收敛速度,表现不错.

４)虽然随机惯性权重的最佳适应度表现与自适应惯性权重策略相差无几,但收敛速度很慢,原因是

随机惯性权重使得粒子无法总结之前的飞行经验,飞行方向盲目,导致算法收敛速度慢.
综合四种不同惯性权重策略的实验数据,有以下结论:基于自适应惯性权重策略的PSO 算法在火箭

控制系统自动生成技术中性能最佳,兼顾了优化效果和收敛速度.

４　总　结

火箭姿控技术是火箭的核心技术,在火箭整体设计阶段需对姿控系统中的参数进行求解,其参数具

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首先每种典型环节的个数具有不确定性,其次,每个环节中的参数也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参数众多,现有人工调整参数的方法覆盖的解空间范围十分有限,并且无法保证所设置的参数组合

可以使火箭达到最优的控制性能.另外,人工设置校正网络参数需要以大量的实际火箭控制系统设计经

验为基础,对于那些设计经验不足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来调整参数以

达到火箭姿控系统的设计要求.
为解决姿控系统中多目标的参数生成问题,本文提出的基于自适应惯性权重PSO 算法的通用姿控系

统参数智能生成技术能有效克服传统方法的不足,满足火箭姿控系统设计要求,大幅度降低了人力成本

和时间成本.且无需很多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通用性比较强.为进一步提高PSO 算法对于姿控系统参

数智能生成技术的效率,本文还分析了不同惯性权重策略对PSO 算法的影响,最后得出了自适应惯性权

重策略的PSO算法在姿控系统参数生成中性能最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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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ParametersGenerationTechnology
forMulti ObjectiveOptimization

ofAttitudeControlSystem
YUZe,YUAN Wei wei

CollegeofComputer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Abstract　Theparametersoftherocketattitudecontrolsystemdirectlyaffectwhethertherocketcan
runstablyandenterthepredeterminedorbitaccuratelyafterlaunchIntheoveralldesignstageofthe
rocket,itisnecessarytosolvetheparametersoftherocketattitudecontrolsystemTheexistingmethods
notonlycostalotofmanpowerandtimetosetandverifyparameters manually,butalsocannot

guaranteethatthesolutionistheglobaloptimalsolutionbecauseofthelargenumberofparametersand
thehugesolutionspaceIn ordertosolvetheshortcomingsoftraditional methods,anintelligent

generationtechnologyofattitudecontrolsystemparametersisproposedinthispaperThePSOalgorithm
ofadaptiveinertiaweightstrategyisusedtotransformtheparametergenerationofrocketattitudecontrol
systemintoanoptimizationproblem,andtheswarmintelligenceideaisusedtoautomaticallyfindthe
optimalsolutioninthesolutionspaceInthispaper,therealdataoftherocketattitudecontrolsystemis
usedforexperimentalverification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parametergenerationtechnology
oftherocketattitudecontrolsystem basedonPSOalgorithm can wellmeettheperformancedesign
requirementsoftherocketattitudecontrolsystem,andtheefficiencyismuchhigherthantheexisting
methods,whichcansavealotoflaborcostsandtimecosts

Keywords　 Inertia weight strategy;PSO Algorithm;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Parameters;

Attitud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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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高可靠精确对时控制方法

李　然　刘仁浩　段宇婷　王　尚　刘亚光　郭波涛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航天飞行器中的控制系统通常属于分布式控制系统.系统由不同的单机设备及相连的电缆

网构成.各设备在主控计算机的控制下在各时刻实现不同的功能从而控制飞行器的飞行.本文提出一种

基于通信总线型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不同单机间精确时序控制方法,适用于时序执行时间控制精度要求较

高的控制系统,有效避免了由于控制信号在各设备间传递所导致的控制命令执行延时或执行时刻出现不

统一的情况发生,提高了时序控制的精确性.
关键词　分布式系统;精确时序控制;延时;通信总线

０　引　言

随着航天飞行器 (运载火箭,导弹武器等)技术的发展,飞行器的灵活机动性、功能性和智能化已

有了长足的进展.在飞行器飞行的过程中,既需要严格按照已定弹道准确飞行,期间包括级间分离,多

级发动机开关机等预定时序动作,同时也需要根据飞行器 (武器)的具体任务及飞行时的状况完成各项

姿态调整机动动作,如躲避攻击,主动追踪目标等.
在执行以上这些预设的时序动作及机动动作时,系统对于时间控制的精度 (以下简称时序控制精度)

高低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动作的执行时刻,从而最终影响到卫星入轨、弹头落点精度、机动动作的精确执

行.对于功能简单的飞行器,其飞行器控制系统的拓扑结构通常较简单,控制指令可由一台单机 (主控

计算机/控制器)发出,固以此结构设计的指令时间控制精度相对易于保证.而对于功能较复杂的飞行

器,尤其是多级飞行器,其飞行控制系统常采用分布式结构,其飞行器上所有的控制指令通常由处于飞

行器不同位置 (舱段)的设备发出.由于飞行器中电缆网连接复杂、电缆的尺寸及制作工艺、各设备的

电气特性均有所不同,工况也存在区别,这些差异均会影响其控制指令传输的延时,从而影响指令的执

行.因此需要采用可精确控制的系统.
为了确保控制指令的执行时间精度,采取飞行主控计算机通过数据通信总线向各执行装置发送时标

信号的方式实现时间精确控制.

１　总线指令精确时间控制

通常来说,对于飞行器控制系统中的指令延时时间需控制在毫秒级才可实现对飞行实时高可靠地控

制,并且各设备间对于控制指令的响应的延时应尽量确保相对稳定且相近.针对分布式控制系统不同设

备间指令接收,发出,执行时间不易精确控制等问题,本文提出一种不同设备间时序精确控制方案,该

方案充分利用控制系统各设备中已有的时钟频率电路、CPU 中断、通信总线等诸多资源使系统时序控制

精度满足要求.

２　控制方案组成

本文中所述的分布式控制系统主要由飞行器中的惯性设备、主控飞行计算机、控制器１、控制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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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设备及飞行器电缆网 (电缆网中含通信总线)等组成,如图１所示.其中,主控飞行计算机发出

时序指令控制信号控制控制器１,２动作,同时主控飞行计算机也可直接发出时序指令信号.惯性设备由

于其内部具有高稳定度的频标电路,其产生的周期性信号作为整个分布式系统时间基准,时间基准频率

为５ms周期信号.主控飞行计算机,控制器中内部具有时钟电路可产生相对稳定的１ms周期信号.

图１　分布式控制系统结构示意图

飞行器的控制指令包含有姿态控制指令、时序动作指令 (包含点火、级间分离、发动机开关机等),
以及其他特殊功能指令组成.以图１分布式控制系统结构图为例,根据飞行器的制导、姿控、特殊功能等

综合设计的需求,要求位于舱段Ⅰ的主控飞行计算机,位于舱段Ⅱ的控制器１和控制器２分别在不同时刻

依据主控飞行计算机下发的指令精确地执行时序动作.由于主控计算机、控制器２、控制器３分别位于飞

行器的不同级,而不同种类的飞行器中的单机设备可能相距很远,并伴随着电气特性的差别,由飞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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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计算机发出的指令不能严格地保证在规定的时刻执行.对于高精度飞行器来说,其不同指令间相距的

时间需以毫秒级控制,故采用通信总线的形式来将飞行主控计算机中的指令下达给分布于飞行器内部的

各单机设备.
指令的传递采用时分复用型 Mil Std １５５３B总线方式将时序命令传递给不同的单机设备,以实现延

时控制 (预约定时)的方式控制命令执行的时刻.每条总线命令包含需执行命令的动作命令,起止时刻

等,各单机设备收到总线命令后处理并回复接收结果,保证命令完整无误地传达到位.

２１　设备间的时钟对时

如原理图２所示,T０ 时刻为时间计时的统一零点(以此时刻开始正计时),T１,T２,T３ 指令分别需经

ΔtⅠ ,ΔtⅡ ,ΔtⅢ 后执行,并且时间精确误差不超过１ms.三次时序指令间隔分别为ΔtⅠ ,ΔtⅡ －ΔtⅠ ,

ΔtⅢ －ΔtⅡ .

图２　飞行器指令信号

控制指令信号Ⅲ由位于舱段Ⅰ中的主控飞行计算机直接发出指令并执行.控制指令信号Ⅰ,Ⅱ由主

控飞行计算机在T０ 时刻发出,经总线传递至舱段Ⅱ中的控制器１与控制器２,并分别延时在 ΔtⅠ ,ΔtⅡ

后执行时序Ⅰ,Ⅱ.由于三次时序指令必须严格保证顺序及时间间隔,分别在ΔtⅠ －T０ ,ΔtⅡ －ΔtⅠ ,

ΔtⅢ －ΔtⅡ 精确发出,而信号在电缆网中传递、衰减、耦合等情况均可对指令执行时间产生影响,故由

主控飞行计算机发出的时序指令Ⅲ可在预设的Ⅲ时间点直接发出,然若tⅠ ,tⅡ 时序指令也由同样的方式

在预设的时间点由飞行主控计算机通过总线下发,则受各种电气寄生现象的影响下指令难以得到１ms级

的误差.
如图３所示,主控飞行计算机、控制器１、控制器２内部均具有周期为１ms占空比为５０％ (±１０％)

的时钟作为１ms周期型计时信号.惯性设备的５ms频率标准信号由高稳定度惯性设备频率标准电路产生

并提供给上述３设备,分布式系统各设备中每个１ms周期信号的下降沿均需与惯性设备的５ms频率标准

信号的下降沿对齐,该对齐动作每５ms执行一次.经过该对齐动作后,各设备间的时间周期均可统一,
误差控制在１ms内.主控飞行计算机的计时中断由１ms周期信号的下降沿触发.上述对时动作在各设备

中主控DSP处理器中执行.

２２　时序指令的发送与延时执行

如图３所示,为确保时序Ⅰ、Ⅱ、Ⅲ 各指令执行间隔精确控制,主控飞行计算机在T０ 时刻通过

Mil Std １５５３B总线向控制器１和控制器２分别发送时序指令消息,每条总线消息包含控制器从接到主

控飞行计算机指令到该时序指令发出的延时时间ΔtⅠ 、ΔtⅡ (单位:ms),控制器１、控制器２收到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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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时序指令的执行与对时

消息后延时ΔtⅠ 、ΔtⅡ 后分别执行时序Ⅰ,时序Ⅱ.为了保证主控飞行计算机与各控制器的时钟保持一

致,在T０ 时刻,主控飞行计算机在发送总线消息的同时开始计时１ms周期信号的数量n ,与此同时控制

器１和２在收到时序Ⅰ、Ⅱ的总线消息包时即开始计时１ms周期信号的数量n１ .

２３　时序指令的延时执行

由于全系统的单机均与惯性设备中频率标准电路产生的５ms时钟对齐,故飞行主控计算机中的计数

n近乎等于控制器１中的计数n１ 与控制器２中的n２ ,(即n≈n１ ≈n２ )当n１ 等于ΔtⅠ 时执行时序Ⅰ,同

理当n２ 等于ΔtⅡ (单位:ms)时发出时序Ⅱ.由于 Mil Std １５５３B总线消息的发送及处理的时间小于

０５ms,因此可精确控制时序Ⅱ与时序Ⅰ指令执行间隔Δt１ (Δt＝ΔtⅡ －ΔtⅠ ),误差小于１ms.

２４　时序指令的直接执行

如上所述当在T０ 时主控飞行计算机在发出总线信号时开始记录的n ,当n的值达到预设值tⅢ 时主控

飞行计算机会准时直接执行时序Ⅲ信号,即Δt２ ＝ΔtⅢ －ΔtⅡ .通过单机间时钟对齐,总线消息延时执

行,时钟周期记录举例实现了３个须严格保证逻辑时间间隔的时序指令.

３　应用情况

该飞行器可靠对时方法已在基于通信总线式多级飞行器控制系统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在实际飞行

试验以及仿真试验中可实现时间误差不超过１ms.对于具备复杂多单机设备且各设备处于飞行器不同舱

段的情况下,为了使多个时序指令保证逻辑执行顺序及精确时间间隔,采用此种时序控制方式既可以严

格控制预设时序指令执行的间隔时间,同时也可完成实时计算并执行的命令,并可将预设及实时计算的

时序指令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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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飞行器高可靠对时方法改进了原有的由一台飞行计算机通过飞行器内电缆束传递时序动作信号并控

制其他单机实时执行的方式,大幅减少了由于信号传递、干扰、冲突、接收及执行时所带来的时间误差,
及各单机间时钟不同统一的情况.不仅对于航天器,对于舰船、飞机、其他武器系统或科学研究等对时

间控制精度有较高需求的领域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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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thodofHighReliableAndAccuracyTime
ControlforSpac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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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controlsystemforspacecraftisdistributedcontrolsystem,thewholesystemis
consistsofdifferentdevicesandcablenets,alltheonboarddevicesworkingindifferenttimetocontrolthe
spacecraftunderthecontrolinstructionsgeneratedbyflightcontrolcomputerThispaperintroduc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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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导弹智能机动突防策略研究

李　阳　王　健　柳　青　祝　姣

北京空天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针对高速导弹俯冲段机动突防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 Q learning机动突防寻优策略.首先

以扩展比例导引拦截弹为例,建立了攻防对抗优化模型;其次,为了加快算法收敛速度,提升训练过程

的稳定性,根据攻击弹模型设计了合理的状态空间与动作空间;最后依据优化指标函数分别设计了加速

度奖励函数与终端脱靶量奖励函数,提升了模型的优化性能.训练及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收敛稳定,
获得的机动突防寻优策略突破了传统基于规则的机动方式,充分发挥了导弹的机动能力.

关键词　强化学习;Q learning;机动突防;弹道设计

０　引　言

高速巡航导弹由于巡航高度低,末段俯冲时间长,在飞行末端不可避免地面临低空防御系统拦截,
这使得高速导弹必须采取合适机动突防以躲避末端拦截.

导弹可用过载的限制直接影响了导弹机动突防的效果.在可用过载的范围内,机动突防主要有无目

的程序突防与主动规避式机动突防.常见的无目的程序机动形式有跃升机动[１]、蛇形机动[２]、摆式机

动[３]、螺旋机动[４]等.而上述机动的最优策略为以最大法向过载进行机动,机动次数为必需的最少机动次

数[５８].虽然无目的程序机动效果明显,但由于其形式单一,过载周期变化,导致脱靶量出现周期行为.
如图１[９]所示,程序机动弹道出现明显的周期行为.

图１　最优弹道与程序弹道脱靶量对比示意图

为了体现突防指标与过载需求的关系,主动规避式机动突防是一种具有先验知识的突防形式设计,
在攻防运动模型可求与拦截弹制导特性已知的前提下,利用最优控制、博弈论、人工智能等方法求解出

进攻弹的最优机动方式.在末段高速拦截问题中,拦截弹普遍采用比例导引或扩展比例导引作为制导律,
针对采用比例导引的拦截弹,可以将最优控制问题转化为非线性数学规划问题,采用序列二次规划SQP
算法与基于CVP的混合遗传算法得到突防时机与机动策略[１０].也可以采用Radau多段伪谱法求解出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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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弹道与末端打击弹道[１１].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控制算法在求解非线性最优问题占据一定优势,最优控制方法由于其计

算复杂,结果多为数值解,很难在线应用,而智能控制方法可以实现离线训练,在线应用,且决策时间

短,突防效果明显.南英[１２]等在弹道导弹中段突防研究中,设计了一种深度神经网络架构竞争双深度 Q
网络D３Q,可以根据双方实时飞行状态信息对弹道导弹侧推进行有限多步决策,有效实现突防机动.

智能控制算法包含强化学习与深度强化学习等,其中,Q learning为强化学习中最为代表的智能方

法,其收敛性好、可靠性高、值函数形式简单,可以避免神经网络导致的不确定性问题.本文通过将 Q
learning运用到导弹机动突防策略问题中,简化了传统最优控制所面临的非线性多约束问题,并提升了强

化学习在线应用的可能.

１　建立攻防双方平面运动模型

建立攻击弹纵向运动模型.

dxA

dt ＝vAcosθA

dyA

dt ＝vAsinθA

dvA

dt ＝
(－X －mAgsinθA)

mA

mvdθ
dt＝Y－mgcosθA

dθA

dt ＝
aCA

vA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

式中,xA,yA 为导弹x,y 位置;vA 为导弹相对惯性坐标系的速度;θA 为导弹俯仰角;X 为速度系下导弹

受到的阻力;Y 为速度系下导弹受到的升力;aCA 为导弹的纵向加速度.

将攻击弹模型记为
dXA

dt ＝fA(XA,aCA),考虑攻击弹俯冲段初始条件,以美国PAC ３导弹为例,

建立拦截弹运动模型.

dxI

dt ＝vIcosθA

dyI

dt ＝vIsinθI

dvI

dt ＝
－XI－mIgsinθI

mI

dθI

dt ＝N
dqε

dt ＋０５×ATY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２)

式中,xI,yI 为拦截弹x,y 位置;vI 为拦截弹相对惯性坐标系的速度;θI 为拦截弹俯仰角;XI 为速度系

下拦截弹受到的阻力;dqε

dt
为纵向平面拦截弹与导弹视线角速率;ATY 为导弹的纵向加速度在弹目连线垂直

方向的投影;N 为比例系数.
其中,制导过程中间量计算方程为

r＝ Δx２＋Δy２ (３)

dr
dt＝

ΔxΔx ＋ΔyΔy

Δx２＋Δy２
(４)

qε＝arctan Δy
Δx２＋Δy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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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ε＝

Δx２Δy －ΔyΔxΔx

(Δx２＋Δy２)Δx
(６)

将拦截弹模型记为
dXI

dt ＝fI(XI),则攻防运动模型为

dX
dt ＝

X


I

X


A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

fI(XI)

fA(XA,aCA)
é

ë

ê
ê

ù

û

ú
ú＝f(X,aCA) (７)

由式 (７)可以得到优化模型为

minJ＝
tf －t０

N ∑|aCA||２

dX
dt ＝f(X,aCA)

RAI(t)≥Rsafe

aCA ≤amax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t∈ [tpenetrate_starat,tpenetrate_end]
(８)

式中,J 为最优指标,采用累加形式,表示整个突防过程能量消耗最少;t０ 与tf 为仿真起始时间与终止时

间;dX
dt ＝f(X,aCA)为系统状态方程,RAI(t)≥Rsafe 为过程约束,表示相对距离始终处于拦截弹杀伤范

围外,aCA ≤amax 为进攻弹突防过载约束.

２　Q learning算法

强化学习指智能体通过与环境交互,采取相应行为,并最大化奖励回报的过程,这意味着不同策略

对应不同的行为,进而对应不同的奖励.强化学习从一个完整的、交互式的、目标导向的智能体出发,
所有的强化学习智能体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能够感知环境的各个方面,并可以选择动作来影响它们

所处的环境,试错和延迟收益是强化学习两个最显著的特征[１３].
针对强化学习的框架,一般指马尔可夫决策过程,其由元组 (S,A,P,R,γ)组成,如表１所示.

表１　马尔科夫名词解释

S A P R γ

状态空间 动作空间 状态转移概率 奖励函数 折扣因子

Q learning是典型的无模型强化学习算法,它的后继状态未知,只能通过环境交互获取,所以 Q
learning算法仅由 (S,A,R,γ)决定.强化学习是指从状态到动作的映射,用Q 表来表示状态 动作值

函数,智能体通过不断与环境交互来更新Q 表,并通过Q 表来进行目标和行为决策.

Q learning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Q 值函数,智能体每次与环境交互,都会根据当前的状态选择动

作,即在状态St 作出动作at ,并抵达状态St＋１ ,将动作at 获得的奖励R 与折扣后续最大奖励Rt ＋
λmaxQ(st＋１,a)的和称为

Q现实 ＝Rt＋λmaxQ(st＋１,a) (９)
而之前学习得到的Q(st,a)称为Q估计 .Q learning算法是时序差分的强化学习算法,其中,一个

重要的概念是 TDerror,表示的是该时刻估计的误差,Q learning算法通过Q现实 与Q估计 之间的时序差分

误差来更新Q 表,以此逼近目标函数.该算法的目标策略为贪婪策略

Q(st,at)＝Q(st,at)＋α[Rt＋λmaxQ(st＋１,a)－Q(st,at)] (１０)
行为策略为ε greedy策略,即

at＝
A 中的随机行为, P(ε)

argmax[Q(St,at)], P(１－ε){ } (１１)

式中,ε为策略参数,智能体以ε的概率在动作空间中随机选择行为,以１－ε的概率在动作空间中选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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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大Q 值的贪婪动作.
根据攻防运动方程组,选择水平相对距离与弹目相对距离组成的二维表格作为突防问题的状态空间,

其中,水平相对距离可以充分表示终止状态,弹目相对距离最小值可以表明脱靶量,当水平距离为负,
脱靶量大于杀伤范围,算法进入满足终端要求的终端状态.为了防止 Q learning陷入维数灾难无法收

敛,尽可能降低状态空间维数.
由于导弹可用过载限制 －８,８[ ]/g ,所以离散化的动作空间为

A＝[－８,－７－６,－５,－４,－３,－２,－１,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１２)
为了实现过程约束与终端约束,过程约束设置如下

reward＝
１０

|n|
,ifnotterminal

reward＝０,ifterminal　R ＜Rsafe

reward＝１０００００,ifterminal　R ＞Rsafe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３)

式中,n 为每次解算时刻的选择过载;d 为相对距离.
根据上述状态空间与离散空间,算法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算法流程图

３　仿真校验

为进行对比验证,建立离散最优控制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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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J＝
tf －tpenetrate_start

５５－i ∑
５５

i＝i_start
|aCAi||２

u∗ ＝[aCA１,aCA２,,aCA５５,tpenctrate_start]

X

＝f(X,aCA)

R(ti|aCAi)≥Rsafe

０≤tpenetrate_start ≤tpenctrate_end

aCA ≤amax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１４)

通过控制变量离散化,使上式转化为含一般约束的数学规划问题,可用序列二次规划进行求解.
考虑PAC导弹拦截特性,只考虑PAC３末制导段,认为拦截弹进入中末交班窗口已处于最佳状态,

其中,拦截弹性能指标如表２所示,考虑PAC３的最大杀伤高度小于２０km,不考虑导弹俯冲段程序制导

阶段,认为导弹高度下降到２０km 后遭遇拦截,导弹初始状态如表３所示.

表２　拦截弹初始状态

X/km Y/km V/(ms－１) 弹道倾角/rad 最大过载
导引头最大

探测距离/km

导引头关

机距离/km

１０ ８ １５００ １８ ３５g １０ １

表３　攻击弹初始状态

X/km Y/km V/(ms－１) 弹道倾角/rad 最大过载

０ ２０ １５５０ －０６２ ８g

经过仿真验证,脱靶量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脱靶量对比

方法 脱靶量/m

SQP ９０７２３

Q learnig ８５７３９

过载对比如图３所示 (以下以 QL代表 Q learning),SQP算法过载曲线前期数值较小,随着相对距

离的减小而逐渐增大,从整体趋势可以看出SQP的稳定度优于 QL算法.QL算法由于动作空间限制难以

保持稳定,为达到能量耗散最小,QL的最大过载小于SQP算法.

图３　过载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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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迭代曲线如图４所示,QL算法收敛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作空间与状态空间的维度,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QL的多样性与随机性,增加了离线训练的时间.贪婪指数如图５所示,随着训练次数

的增加,贪婪指数逐渐减小加快算法收敛速度.

图４　训练迭代图

图５　贪婪指数变化曲线

从图６可以看出,QL算法由于过载选择较小,突防曲线平稳,突防结束时刻导弹的状态相对于SQP
算法更加利于末制导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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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弹道曲线图

４　结　论

Q learning的优势在于迭代收敛后可以直接在线应用,以遍历的方式充分考虑拦截弹的制导劣势与

攻击弹的性能优势,相对于最优控制等算法可以减少大量运算时间,减少弹载计算机负荷,获得的机动

突防寻优策略突破了传统基于规则的机动方式,充分发挥了导弹的机动能力.但 QL算法由于其离散特

性,难以在连续空间中选择动作,丧失了寻找更精确解的机会,后续研究中将充分考虑 Q learning算法

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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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intelligentmaneuver
penetrationstrategyofhighspeedmissile

LIYang,WANGJian,LIUQing,ZHUJiao
BeijingInstituteofAerospaceTechnology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ofManeuveringPenetrationofhigh speedmissileindivephase,a
Q learning ManeuveringPenetrationoptimizationstrategyisproposedinthispaperFirstly,taking
interceptorusingtheextendedproportionalnavigationlawasanexample,theattackdefenseconfrontation
optimizationmodelisestablished;Secondly,inordertoacceleratetheconvergencespeedofthealgorithm
andimprovethestabilityofthetrainingprocess,thestatespaceandactionspacearedesignedaccordingto
theattackmissilesmodel;Finally,inordertoimprovetheoptimizationperformanceofthemodel,the
accelerationrewardfunctionandtheterminalmissdistancerewardfunctionaredesignedaccordingtothe
optimizationindexfunctionTheresultsoftrainingandverificationshowthatthemethodisconvergentand
stable,andtheobtainedmaneuverpenetrationoptimizationstrategybreaksthroughthetraditionalrule
basedmaneuvermode,andgivesfullplaytothemissilesmaneuverability

Keywords　Reinforcementlearning,Q learning,maneuverpenetration,trajectory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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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智能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设计

郭　萌　弭寒光　李世先　郭佳鑫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为解决航天制造过程中多媒体记录过程不规范、效率低等导致的产品质量管控和追溯难等

问题,设计了一种航天智能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该系统搭建了具有补光设计及拍摄暗室的工作台,引

入机械臂和转盘进行多角度多媒体记录,通过软件把控多媒体记录流程并自动完成分类信息管理,实现

了多媒体记录流程智能化和规范化.通过将航天智能多媒体记录系统在实际生产环节中应用发现,系统

极大地规范了航天生产过程中的多媒体记录流程,为漏拍、模糊、信息归档不及时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

案,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
关键词　多媒体记录;机械臂;航天制造;质量管控

０　引　言

航天制造与传统制造行业不同,具有多品种、小批量、性能指标精度高、载荷重、环境洁净度高以

及材料特殊等特点[１],因此航天产品制造过程的把控对保障航天产品的高质量高精度具有重要意义.多媒

体记录作为过程把控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记录了各个生产环节的产品状态.通过多媒体记录,研

究人员可以迅速发现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和瑕疵并及时进行修正,同时也可为后续问题追溯确认操作过

程或结果的正确性,为质量问题分析工作提供可利用信息[２].目前航天产品生产过程中,多媒体记录大多

是由操作人员手动进行,实现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多媒体手动记录流程

大量的人工作业提高了生产制造的成本,也极大地限制了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据实际调研和文章

分析统计[３５],目前多媒体记录流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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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由于产品种类繁多和人工作业导致的记录疲劳和漏、错拍等问题;

２)由于环境和流程欠缺导致的记录照片质量不过关 (不对焦、反光或过暗等)、数据丢失、速度慢

周期长等问题.
航天制造领域智能化生产能力的不足,已成为制约提高武器装备生产能力和可靠性的瓶颈.
近年来,由于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长足进步推进了航天制造领域的智能化发展,本

文介绍的航天智能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就是根据航天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多媒体记录工艺需求和瓶颈研制

的,通过引入机器人并使用自研的智能控制器,航天智能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可智能地控制机器人实现

多媒体记录功能,保证多媒体记录的程序化和标准化,这对生产模式转型升级、装备先进制造能力提升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系统组成方案设计

根据航天多媒体记录的操作规范和需求特点,我们设计了一种依托于多媒体记录工作台的航天智能

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整个系统由多媒体记录机器人及智能控制器、相机、人机交互界面、工作台等组

成.结构设计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总体结构方案设计图

系统通过多媒体记录机器人实现多角度的多媒体记录拍摄.机器人采用的是七自由度机械臂,如图３
所示.该机械臂属于可重构关节模块机器人,由电机驱动,具有灵活、通用的优点[６].为达到航天生产流

程中不小于２０００万像素和自动对焦的要求,机械臂搭载高清相机对产品进行记录.智能控制器装载

Ubuntu系统和ROS机器人操作系统,通过CAN总线与机械臂通信.
人机交互界面由高性能计算机和信息录入扫码枪组成,搭载自主研发的人机交互软件,可进行设备

扫码信息录入、按照软件设计的规范流程操作进行多媒体记录控制和信息管理.
工作台主要由框架结构、桌面、转盘 (由转台和转盘台面组成)、机械臂固定位、显示器支架、补光

灯、遮光帘、电缆支架、内部电气线路和操作按钮等组成.整体内部电气线路连接图如图４所示.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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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MRA７A 七自由度机械臂及智能控制器

框架是协作机器人和设备的支撑结构,固定和搭建有采光、背景布装置,为提高多媒体记录的质量提供

最优的拍摄环境,避免人工拍摄因光线原因产生的反光或缺光导致多媒体信息无效.工作平台为机械臂

的运动留出充分的空间,并设置出隔离人员与机械臂的安全操作区域,有效保证了多媒体记录系统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转盘作为设备摆放空间标有明确的刻度线,指导操作人员按照规程正确的摆放设备,使

得后续自动多媒体记录能顺利进行.工作台备有急停按钮,可在工作流程中随时对机械臂进行紧急制动,
保障设备和人员的安全性.整个工作台底部带有万向轮,可按照需求移动和摆放,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和

灵活性.

图４　多媒体记录系统连接设计图

２　系统控制系统及人机交互设计

２１　控制系统设计

控制系统主要指机器臂控制设计.智能控制器作为机器臂控制的开发核心主要用于实现机械臂的路

径规划、避障等复杂计算功能,从而实现系统的多角度多媒体记录拍摄功能.

机器臂采用CAN总线通过 USB CAN口与智能控制器进行通信.CAN总线为多主方式工作,网络

上任意节点均可在任意时刻主动地向网络上其他节点发送信息,而不分主从,对于模块化机器人,采用

总线通信能有利于系统的可扩展性.我们可以利用CAN总线的这个特点,实现模块间的互相通信从而实

现智能分布式控制[７].智能控制器是基于ROS操作系统进行设计开发的.ROS是一种分布式模块化的开

源软件框架,由各自独立的功能节点 (Node)组成.节点作为处理任务计算的进程,在不同的系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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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依据工作需求调整其承载的功能粒度,极大地增加了系统的模块化和代码的封装程度[８].由于机械臂

需要在有限的工作台空间进行轨迹规划实现多媒体记录,我们利用基于采样的轨迹规划算法实现了机械

臂的轨迹规划[９１０],基于采样的运动规划算法规避了对复杂环境的建模从而具有相对优秀的适应能力,可

以较快速的寻找到最优解.
同时,基于ROS我们实现了运动碰撞检测,并在机械臂运动空间中根据实际工作台的空间引入了

“电子围栏”对设备和有效工作空间外的区域进行避障保护,防止机械臂发生碰撞.智能控制器根据信息

采集端输入的设备的尺寸信息可自动计算出拍照机器人运动位姿信息,并根据设备和实际环境信息在控

制器端进行快速避障轨迹规划,并通过控制器转化为关节角度信息下发到机器人驱动机器人运动到指定

位置.
为提高机械臂拍照的灵活性,增加机械臂人机协作的能力,我们对机械臂进行动力学建模,并通过

对关节摩擦力和重力补偿实现了拖动示教功能.拖动示教允许使用者轻松地拖动机械臂到工作空间任意

位置,可极大提高多媒体记录的灵活度,实现特定位置的拍摄和记录.

２２　人机交互设计

人机交互设计主要基于高性能计算机的软件实现,包含自动信息录入功能、软件界面设计和文件存

储设计.
自动信息录入功能通过二维码和扫码枪实现.系统通过加密二维码对产品的批次、生产状态、操作

人员、操作时间等必要信息进行录入并根据录入的多媒体信息生成电子信息条,再将其插入拍摄的对应

照片中,保留实际拍摄状态信息,如图５所示.

图５　电子信息条

图６　人机交互界面实现效果

软件界面采用Python语言进行上位机软件界面的编写,界面根据实际需求划分出了功能选择区、图

片区、预览区、监视区和实时三维显示区,如图６所示.功能选择设计了符合多媒体记录的标准流程的操

作按钮,可严格要求操作者按照流程工作.图片区和预览区可给予操作者实时直观的多媒体记录信息显

示,可及时对本次多媒体记录信息做出调整和初步判断.监视区显示实时机械臂运动记录的情况.实时

三维显示区通过三维模型实时显示设备和机械臂运动规划状态.实际工作时,接收机器人控制器传递的

机器人的实时状态,在上位机显示机器人和模型的实时模型,同时人机交互端分解用户指令下发到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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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和转台,按照多媒体记录流程控制机械臂和转台配合工作,从而完成符合多媒体记录要求的信息

记录.
为缩短人工记录分类入库的时间,解决因人工导致的记录信息分类不规范,系统构建了一套多媒体

信息管理数据库,产品的多媒体记录将根据录入的信息自动分类规范地存储在多媒体信息管理数据库,
方便后期追溯.此外,系统还提供接入生产过程管理系统 (MES)的接口,实现记录、存储、归档流程

一体化.

３　系统工作模式与流程设计

３１　工作模式

按照某航天生产现场的多媒体记录要求和规范,我们设计了多媒体记录系统的两种工作模式:单点

拍照和全流程拍照两种模式.单点拍照负责解决特殊关注点的拍摄,全流程拍照负责常规的正面和侧面

拍照.对于一台新设备的多媒体记录,我们可首先通过机械臂拖动示教找到相机拍摄的位置并存储下来,
由智能控制器对轨迹进行规划计算并生成全流程工作轨迹记录,存储在规划好的单点坐标库和全流程轨

迹记录库.用户选择相应设备拍照功能时会自动调用对应的库文件,机械臂会按照指令自动对设备进行

拍照.多媒体记录系统的不同模式的工作流程如图７所示.

图７　系统模式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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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工作流程

系统的工作流程如图８所示.用户首先将需要拍照的设备按照指定的位置朝向放在转盘中心.放置好

设备后,用户通过扫码录入设备信息,并在上位机界面上选择设备类型和工作模式,之后机械臂就会根

据所选的指令自动地运行到指定拍照点对设备进行多媒体记录.拍好的照片会按照之前用户输入的设备

信息按照总成的存储至多媒体信息管理数据库,并将对应的设备电子信息条显示在照片下方.

图８　系统工作流程图

４　实际效果

航天智能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最终实现效果如图９所示,实际拍摄效果图如图１０所示.通过在某航

天生产环节中引入该系统代替人工多媒体记录,单个设备全流程拍照总共耗时从原来的１个多小时降低至

不超过１分钟,而且可以保证照片记录完整,每次照片的角度固定,拍摄清晰,可以避免因为人工照相疏

忽而产生的漏拍、模糊、照片归类不及时等问题,显著提高了效率,解放了劳动力.

图９　系统实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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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实际拍摄效果图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高效智能的航天智能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航天智能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基于 ROS
控制框架设计,机器人可根据用户输入的设备信息自动计算拍照点并根据实际环境自主避障规划机器人

运动路径达到指定拍照点.结合工作台良好的定位功能和补光功能对航天设备进行自主记录,并可以对

记录自动分类归档入信息管理数据库.航天智能多媒体信息记录系统极大地规范了航天生产过程中的多

媒体记录流程,为漏拍、模糊、未及时归档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质量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目前,国内已经有部分航空航天的制造部门开始引入机器人进行工业制造、装配等生产任务.航天

制造的新型材料、高精加工、复杂装配都对机器人的控制方法、技术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７].我们应针对

应用中面临的各项关键技术探索突破,从而实现机器人技术在航天制造领域的应用和不断创新,让航天

制造早日实现航天 “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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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signofAerospaceIntelligent
MultimediaInformationRecordingSystem

GUO Meng,MIHan guang,LIShi xian,GUOJia xin
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Inordertosolvetheproblemsofproductqualitycontrolandtraceabilitycausedbynon
standardandlow efficiency multimediarecording processinaerospace manufacturing process,an
intelligentmultimediainformationrecordingsystemwasdesignedThesystemhassetupaworktablewith
thedesign offilllightandshooting darkroomThe multimediarecording processiscontrolled by
softwareArobotarmandaturntableareintroducedtoperform multi anglemultimediarecording,thus
realizingtheintellectu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the multimedia recording processWith the
AerospaceIntelligent MultimediaInformationRecordingSystem,multimediarecordingprocessinthe
actualproductionprocesscanbestandardizedandsolutionstotheproblemssuchasshotsmissing,fuzzy
photos,informationnotfiledontimeareprovidedTheapplicationofthesystemgreatlyimprovesthe

productionefficiencyinaerospacemanufacturingprocess
Keywords　Multimediainformationrecording;Robotarm;Aerospacemanufacturing;Quality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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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装备故障注入试验抽样方法研究

郭波涛　王慧慧　刘亚光　李　然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在分析航天产品故障注入试验抽样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航天产品故障注入试验样本量的

确定和抽样方案,并将两种方法统一为一种算法,并给出了软件代码实现,可作为产品测试性试验中故

障快速抽样使用,具有很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　测试性;故障注入;抽样

０　引　言

长期以来,国内航天产品以小批量快速迭代为主,研制单位多关注设备可靠性,测试性指标主要靠

定性分析.随着用于对装备测试保障能力要求的提高和测试性技术在新兴装备中的逐渐应用,测试性指

标的定量验证成为研制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测试性验证试验主要是指故障注入试验:在研制的设备中注

入一定数量的故障,使用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故障检测和隔离,按其结果来定量评估故障检测率、故障

隔离率、虚警率等测试性指标.通常无法对所有的故障模式进行故障注入,只能进行抽样,即抽取设备

的一部分故障模式进行故障注入.所以,必须首先确定对故障模式进行抽样的方法.

１　样本量的确定

故障注入试验采用统计试验的方法,常见的确定样本量的统计检验模型有二项分布模型和正态分布

模型[１].在相同的检验模型下,确定故障样本量一般有两种原则:一是考虑试验费用、承制防风险和使用

方风险确定的故障样本量;二是考虑装备测试性指标评估的精度和置信度确定故障样本量.当故障注入

试验成功,即失败数为０时,测试性指标满足公式

RL ＝(１－C)１
n (１)

式中,C 为置信度;n 为试验次数;RL 为测试性指标评估值.
对于航天产品,非常强调可靠性和测试覆盖性,试验中一般不允许失败.故可按失败数为０确定样本

数量.即样本量n 的应符合公式

n ≥
lg(１－C)

lgRL
(２)

式中,C 为置信度;n 为试验次数;RL 为测试性指标要求值.

２　样本量的分配方法

故障注入试验中样本量分配方法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按比例分层抽样分配法和按比例简单随机抽样

分配法[２].根据航天设备的特点,这两种方法分别更适用于系统级故障注入试验和单机级故障注入试验,
但都以故障模式的相对故障发生频率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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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按比例分层抽样分配法

根据各单机产品的故障率,按故障的相对频率比Cpi 将确定的样本量n 分配给各单机.

Cpi＝
QiλiTi

∑QiλiTi

(３)

式中,Qi 为第i个单机的数量;λi 为第i个单机的故障率;Ti 为第i个单机的工作时间系数,等于该单机工

作时间与全程工作时间之比.

２２　按比例简单随机抽样分配法

按比例简单随机抽样法也是先计算各故障模式的相对频率比Cpi ,然后按概率在故障模式序列中进行

抽样.公式的形式与公式 (３)类似

Cpi＝
Qiλi

∑Qiλi

(４)

式中,Qi 表示第i个故障模式的数量;λi 表示第i个故障模式的故障率.
可见,无论是系统级的样本量分配,还是单机级的故障模式抽样,都是按照相对频率比对样本进行

多次抽样的过程.当单机和单机内各故障模式的相对频率比计算出来以后,两级样本的分配过程可用同

一套方法实现.

３　基于随机数的故障模式抽样方法

利用随机数原理,可以对一系列样本按照不同的概率进行抽样.需要注意的是,故障模式的抽样应

允许重复.因为根据 GJB４５１A,故障检测率定义为:用规定的方法,正确检测到的故障数与故障总数之

比[３],强调的是故障发生的数量,而同一个故障模式多次发生是有可能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根据公式 (２)计算出最小的样本量N ;

２)列出各单机及对应的故障相对频率比Cpi ;

３)将各个故障模式分别列出,计算出各自的故障相对频率比Cpi ;

４)将各单机作为样本,按Cpi 的概率分布进行抽样,重复N 次,如果出现某单机未被抽到,可对此

单机分配样本数１,避免单机不参加试验的情况;

５)各单机列出故障模式及其相对概率比;

６)单机从系统设计单位得到分配的样本量Ni ;

７)以单机的故障模式作为样本,按Cpi 的概率分布进行抽样,重复Ni 次,即可得到单机故障注入样本

清单.

４　工程实例及软件实现

对样本序列按概率抽样的问题,使用python语言现有的第三方库函数,可以很方便地实现,主要代

码如下:


data＝pdread_csv (＂fmeacsv＂ )＃读入故障模式表

mode＝data [＇mode＇]＃读入故障模式列表

rate＝data [＇rate＇]＃读入故障相对频率比

N ＝１００　＃输出抽样数量,以１００为例

test_list＝nprandomchoice (mode,N,replace＝True,p＝rate)＃按概率抽样,允许重复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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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test_list)＃打印抽样结果


假设某系统共有１０种单机,其故障相对频率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系统单机故障相对频率比示例

序号 单机(mode) 故障相对频率比(rate)

１ 单机１ ００５１２４０９９３

２ 单机２ ００６１３８２４３９

３ 单机３ ０１１０２２１５１１

４ 单机４ ０１０３２８２６２６

５ 单机５ ００９１００６１３８

６ 单机６ ０１５１３２１０５７

７ 单机７ ００５７６４６１１７

８ 单机８ ００６６７２００４３

９ 单机９ ０１６０３９４９８３

１０ 单机１０ ０１４６７８４０９４

其中,一次随机抽样结果如图１所示,抽样数量与相对频率比有明显的相关性,相对比例关系有相对

频率比大体一致.

图１　单机故障相对频率比及抽样数量示例

对单机的故障模式进行抽样时,假设某单机产品共１０种故障模式,为了方便,借用表１的数据作为

故障模式的相对频率比,其故障模式及其故障概率比如表２所示.

表２　系统单机故障相对频率比示例

序号 单机(mode) 故障相对频率比(rate)

１ mode１ ００５１２４０９９３

２ mode２ ００６１３８２４３９

３ mode３ ０１１０２２１５１１

４ mode４ ０１０３２８２６２６

５ mode５ ００９１００６１３８

６ mode６ ０１５１３２１０５７

７ mode７ ００５７６４６１１７

８ mode８ ００６６７２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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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机(mode) 故障相对频率比(rate)

９ mode９ ０１６０３９４９８３

１０ mode１０ ０１４６７８４０９４

假设该单机需抽样４个故障模式,其简单抽样方法、抽样结果分别是 [＇mode９＇＇mode１０＇＇mode５＇＇
mode１＇],可见,抽取的样本既有概率较高的 mode９和 mode１０,也有概率较低的 mode１,再次体现了概

率与随机的统一.

图２　故障模式、相对频率比及抽样结果示例

５　结　论

故障注入试验的样本分配是测试性试验的基础环节,会直接影响到装备测试性指标的评价结果,是

产品测试性水平优化设计的重要依据和基础.本文研究了一种样本随机抽样方法,可用于航天产品故障

注入试验的系统级样本抽样和单机级样本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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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skR CNN的皮肤基底细
胞癌病理切片识别算法

孙宝亮１　张　运１　彭　晓１　杜　明２

１北京临近空间飞行器系统工程研究所;２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摘　要　随着皮肤影像学的发展,大量皮肤影像数据日渐增多,皮肤影像获取手段也日渐增多,本

文针对皮肤病理切片开展皮肤基底细胞癌 (BCC)识别问题研究,利用专家知识标注样本建立皮肤基底细

胞癌样本库,训练基于 MaskR CNN 的深度学习模型,实现了针对皮肤基底细胞癌的识别技术.试验表

明算法能够有效识别特征区域、并实现像素级图像分割,在皮肤病理切片识别领域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关键词　皮肤基底细胞癌;图像分割;深度学习;MaskR CNN

０　引　言

皮肤病理影像,一方面可为某些临床诊断不明的皮肤病提供线索,另一方面在许多皮肤病的确诊、

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愈后判断等方面发挥决定作用.而目前仅依靠人眼识别皮肤病理图像的方式存在着

主观性强、诊断结果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等不足.皮肤疾病病种繁杂,尤其是皮肤肿瘤近年来呈高发趋

势,恶性肿瘤死亡率高,而皮肤病理检查作为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基本上只在三甲医院才有,
部分医院甚至没有设立.对皮肤病理诊断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造成相当比例的病例漏诊、误诊,严重

影响了后续治疗的效果.因此将人工智能分析系统应用于皮肤病理图像的诊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的不断提出,越来越多的图像识别问题得到了解决.当前,深度

学习方法应用于皮肤病影像图像分类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深度学习方法做医学图像分类的要求较高,需

要大量的高质量标注样本作为训练集,并花费大量的时间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尽

管有以 上 限 制,目 前 深 度 学 习 已 经 在 多 个 医 学 诊 断 领 域 获 得 了 不 错 的 效 果.例 如,Zagrouba 和

Barhoumi[１]提出了一种基于子集特征选择的快速黑色素瘤诊断系统;文献 [２]采用深度 CNN 从 CT图

像上获取前列腺的位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用于前列腺分割的方法通过将 CNN 和 U NET 相结

合,将检测准确率提高到了８６８５％.斯坦福团队采用 GoogleNetInception V３分类框架[３],对皮肤镜

和临床皮损图像进行自动分类,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以R CNN[４]为代表的目标检测方法的提出,为图像识别领域提供了强大手段,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

的算法,例如,HeK等提出空间池化金字塔网络SPP[５],提出区域池化层使得 RCNN 的输入可以是任

意大小的图像,调换了卷积特征提取与分类的顺序使得不同候选窗口的卷积特征提取计算可以共享,极

大地提升了RCNN方法的速度.Girshick团队在引入SPP思想后随即提出了FastR CNN[６],有效减少

了数据计算量,然而,生成候选框时间仍较长.FastR CNN 结构的优化极大地提升了模型的训练和预

测速度.２０１６年FasterR CNN[７,８]框架被提出,该框架使得 R CNN 系列方法实现完全的端到端的检

测.近年来,基于回归和分类的 YOLO系列算法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YOLOV１[９]网络不对每个网

格进行卷积运算,使用全连接层直接预测得出图像预测框坐标信息.但由于 YOLO 网络被分为７×７网

格,因此对小目标的检测效果不佳.SSD[１０]为每层特征提取作回归和分类,低层次特征包含更多细节,

高层次特征适合大尺度目标.有效解决了 YOLO 网络识别小尺寸目标准确率低的问题.２０１８ 年,

YOLOv３[１１]被提出.YOLOv３具有更深的采用残差结构的检测网络,保证原有速度同时,大幅提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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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率;设计多尺度特征图,使模型能更准确地检测小目标.至此已经可以实现对图片中目标的目标框

预测,然而,这些网络还不能进行语义分割,即对目标进行像素级分类.全卷积神经网络FCN 将图像检

测最后的全连接层使用卷积层进行代替,通过反卷积和上采样操作,将分类映射到前几层的特征图中,
以实现像素级分类.MaskR CNN[１２]是在FasterR CNN的基础上扩展了对每个 ROI区域进行掩码分

割的分支.该分支可以与分类和边界框回归并行执行,以此对同类目标进行个体化细分,生成像素级分

割.本文采用改进的 MaskR CNN深度学习模型,实现了针对皮肤病理切片影像的识别技术.

１　Mask RCNN深度学习框架

MaskRCNN在 MSCOCO数据集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由于在某些领域中目标的边缘信息为重要信

息.在图像中目标物体由一个个像素组成,在分割目标与背景时应该以每个像素为基础进行分割.为了

对目标进行像素级分割.MaskR CNN在FasterR CNN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如下改进:

１)ROIpooling改为ROIAlign.FasterR CNN中ROIPooling使用最近邻插值法,由于在特征缩

放中进行近似运算,因此在反卷积过程中会损失空间对称性.MaskR CNN采用具有双线性插值的 ROI
Align进行替换,保持了特征像素的精细性.

２)在特征输出层使用FCN.在全卷积神经网络 (FCN)中,使用卷积层代替了传统图像分割网络中

的全连接层,使用上采样的方法,将卷积层后得到的特征图使用上采样的方法使特征图恢复至原图像的

分辨率,得到的原图像结果就是分割出目标的掩模.可以得到像素级分割的目标图像轮廓.FCN 中上采

样使用反卷积实现.反卷积就是将像素特征使用卷积核将范围扩大,可以获得尺度相较输入FCN 特征图

像更大的新掩膜图.由此可以使用全卷积网络的上采样操作将特征图尺度目标轮廓扩展到输入图像尺度.

MaskR CNN的网络结构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MaskR CNN 网络结构

MaskR CNN计算流程图如图２所示,输出包含三个分支,分别是目标的分类、目标包围框的坐标

及目标物体的二值掩码.其中,分类和回归部分都是由基于区域的目标检测网络 FasterR CNN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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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物体的像素级分割由全卷积神经网络FCN 完成.本文在特征提取阶段采用 ResNet１５２,ResNet１５２
具有较好特征提取特性.

图２　MaskR CNN计算流程图

MaskR CNN算法步骤为:

１)原始图片 (预处理后的),通过一个CNN获取图像的featuremap;

２)针对获取的featuremap,设定若干 ROI,通过 RPN 网络进行二值分类和BBox回归,选取出一

部分候选区域RoI;

３)对选出的ROI进行ROIAlign操作,即将featuremap与原图和特征分别进行映射;

４)将RoIAlign输出的featuremap经过一个全卷积网络,以像素级别的方式输出为 mask,并进行分

类、BBox回归.
对于每一个RoI区域而言,其loss函数可表示为

L＝L(class)＋L(bbox)＋L(mask) (１)
其中,L (class)表示分类损失,使用Softmax的多分类交叉熵形式表示;L (bbox)表示边框回归损失,
受IoU的影响.IoU表示两个boundingbox的重叠度,对于两个矩形框A、B 而言,其形式可由式 (２)
表示,边框回归的目的就是增大输出边框与真实边框之间的IoU 区域;L (mask)表示掩码损失,需要使

用ROI每一个像素点计算sigmoid形式的二值交叉熵.

IoU＝(A ∩B)/(A ∪B) (２)

MaskR CNN算法在提取ROI时采用的是RPN网络,RPN网络可以接受任意大小的输入图片,输

出为可能存在目标的区域.MaskR CNN为了减少计算量,采用共享卷积的形式进行ROI的提取,即输

入RPN网络的图片为经过卷积网络的最后一层输出的特征图,RPN 的运行机制如图３所示,运行３×３
的滑动窗口在特征图上进行遍历,为了估算原始目标在每个滑动窗口上位置上的大小,定义了k种不同形

状的包围框,根据目标物体大小的不同选择不同尺寸的包围框.

图３　RPN网络运行机制

２　样本库的建立

本文以基底细胞癌 (basalcellcarcinoma,BCC)为研究对象,针对BCC识别开展研究工作.又称

基底细胞上皮瘤,是源自表皮或其附属器的皮肤恶性肿瘤.在皮肤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占第一位 (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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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多发生在中老年人,常单发、偶有多发,好发于头部、面部和颈部,紫外线可能是诱发BCC的重

要因素.BBC诊断手段有以下几种:

１)根据临床表现特点拟诊;

２)皮肤镜表现特点可初诊;

３)组织病理/免疫组化确诊;

４)必要时做磁共振成像、CT、皮损部位淋巴结超声等明确浸润及转移情况.
其中,临床诊断需要较强专家经验,且准确性不高,而磁共振成像、CT、皮损部位淋巴结超声等检

查手段成本较高,因此皮肤镜、病理组织切片诊断成为临床诊断和医学研究中常用手段.
皮肤基底细胞癌多发于头面部等曝光部位部位,肿瘤细胞具有细胞小,核深染、圆形或卵圆形、形

态一致,胞浆很少、无细胞间桥,常见有丝分裂像和凋亡的特点,如图４所示.

图４　BCC细胞形态特征

BCC常见的有结节/溃疡型、弥漫型 (浸润和硬斑病样)、残表型 (多发局灶型)、色素型、Pinkus纤

维上皮瘤型等５种亚型,其中,最常见的为结节囊肿型,约７５％的皮肤基底细胞癌患者为此亚型.BCC
常见亚型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以看出,BCC虽然有着众多的病理亚型,且临床表现不尽相同,但BCC有着较为一致的细

胞及组织特点,本文以皮肤基底细胞癌识别为切入点,模拟人类专家识别过程建立不同缩放级别下样本

库,训练基于 MaskR CNN的图像分割模型,实现样本的识别.标签样本生成过程如下.

１)获取待标注样本,皮肤病理切片影像通常由专用扫描仪器对样本进行扫描、拼接而成,图像具有

像素高、质量好、格式特异化的特点,如图６所示.
为模拟人类专家识别过程,即先大后小、先远后近、先全局后局部、先整体后细节的过程,本文将

原始图片在适当缩放比例进行图像截取工作,生成若干子图像,子图像在不同缩放级别有着不同的医学

线索,因此在不同缩放级别下需识别的目标不同,如图７所示.

２)待标注样本如图８所示.

３)采用标签工具为样本标准,如图９所示.

４)导出标注特征文件,如图１０所示,
特征文件一般有多种格式,例如,XML、JSON、MongoDB,pascal voc等,本项目所搭建网络模

型,特征文件输入为JSON 格式,同时,为扩展模型应用,支持 XML、MongoDB,pascal voc等文件

输入.
本文建立了测试集样、训练集样本各２００个,随着样本库数量及专家知识的不断丰富,模型识别精度

将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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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BCC常见病理亚型

图６　皮肤病理切片扫描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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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图像截取

图８　待标注样本

图９　样本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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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导出特征文件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建立样本库后训练样本,将样本库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成熟后,采用测试对模型进行训练,
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模型识别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 MaskR CNN深度模型算法能够有效地识别皮肤基底细胞癌病理切片中的

皮肤角质层、良性细胞增生组织、血液组织等,进而识别脂溢性角化.脂溢性角化,俗称老年斑,老年

疣,其组织病理基本特点为向外生长,角化过度,棘层肥厚,呈乳头瘤样增生,有假性角囊肿.有的损

害,在增生的角质形成细胞中有多数黑色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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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能安防、智慧交通、目标搜索以及智慧医疗等领域.
其中,在智慧医疗领域,针对皮肤病理影像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以BCC病理切片影像特征分析与提取

为基础,利用专家知识和经验,建立BCC标签样本库,本文研究成果可为专家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提供

有力的参考,此外,随着样本库及专家知识的不断丰富,本文所提出的模型能够有效提高诊断效率,减

少误诊的可能性,为病人的诊疗赢得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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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aneousbasalcellcarcinomabasedonMaskR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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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long Withthedevelopmentofskinimaging,skinimageacquisition methodsare
increasingdaybyday,andalargenumberofskinimagedataareobtained．Inthispaper,therecognition
technologyofskinbasalcellcarcinomaisstudied．Asampledatabaseofskinbasalcellcarcinomais
establishedbylabelingsampleswithexpertknowledge,andadeeplearningmodelbasedonmaskr－cnnis
trainedtorealizetherecognitiontechnologyofskinbasalcellcarcinoma．Theproposedalgorithmis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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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aexperiment,fromwhichwecandrawaconclusionthattheproposedmethodcaneffectivelyidentify
thecharacteristicregionandrealizepixellevelimagesegmentation．Theproposed methodhashigh
applicationvalueinthefieldofskinpathologicalsectionrecognition．

Keywords　basalcellcarcinomaofskin;imagesegmentation;deeplearning;MaskR－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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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层卷积神经网络的SAR
图像噪声分类与恢复方法

张　辉１　邵俊伟２

１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２中国人民解放军９６９４４部队

摘　要　针对SAR图像噪声干扰与图像复原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的噪声类型

分类方法和基于卷积自编码器的图像复原方法.该方法首先对SAR图像噪声类型进行分类,然后通过监

督学习得到的自编码网络从受干扰SAR图像中直接预测噪声图像,从而实现噪声图像与目标图像的分离,
在图像复原的同时还能较好地保持复原图像细节.在 OpenSAR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卷积

神经网络方法能够捕捉噪声内在模式,对噪声类型进行较好地分类,并且提出的基于卷积自编码网络的

图像复原方法对非均匀噪声干扰图像有较好的复原效果,实验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SAR图像干扰;噪声干扰分类;图像恢复;卷积自编码器

０　引　言

合成孔径雷达 (SyntheticApertureRadar,SAR)是一种利用相参合成原理获得观测区域内电磁散

射系数二维分布的主动式微波遥感器,与可见光相比,具有全天时、全天候、穿透力强等特点,是对地

观测的重要手段,在国防和民用领域均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军事侦察、灾害评估、海洋监视等.然而,
作为一种宽带雷达系统,SAR在工作频段极易受到各种有源、无源信号的干扰,如角反射器、射频信号

干扰以及由SAR干扰机主动释放压制和欺骗干扰等,这些干扰信号将严重制约SAR高分辨成像效果,从

而进一步影响后续目标检测识别等解译任务.
在SAR干扰信号中,环境中的射频信号,例如移动通信、广播电话信号以及有源压制干扰是SAR干

扰的主要形式之一,其通过SAR接收机,经成像系统后,在SAR图像中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噪声.SAR
干扰噪声的检测与抑制对于改善SAR图像质量,提升SAR图像解译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如图１所示,
对SAR干扰的检测与抑制有接受前端和接受后端两种方式:接收前端抗干扰主要是从雷达系统本身考虑,
从天线、工作模式、工作参数和工作策略等方面,制定一定的策略,使干扰信号不能进入到接收机[１].接

收前端抗干扰会显著增加雷达系统的复杂度.

图１　SAR干扰检测与抑制方法

目前,接收后端对SAR干扰检测与抑制的基本思路是根据目标信号与干扰信号在时域、频域和图像

域的特性差异来进行干扰检测与抑制,主要有成像前和成像后两种方式.成像前是在信号域进行,将混

合在目标回波信号中的干扰信号检测出并滤除,再进行成像;成像后则主要在复图像域或实图像域进行,

其利用干扰信号与目标信号在图像域统计差异实现干扰检测与抑制的目的[２,３],其实质是信号盲分离问

题,将图 像 分 解 成 目 标 成 分 与 干 扰 成 分.文 献 [４]在 复 图 像 域 采 用 独 立 成 分 分 析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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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Analysis,ICA)从时域采样信号中学习信号子空间.文献 [２]在实图像域,利用ICA 从图

像切片数据中学习目标信号子空间与噪声子空间,然后将图像投影到信号子空间从而实现噪声干扰的抑

制和图像复原.
近年来,以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CNNs)为基础深度神经网络以其强大

的端到端特征学习能力,不仅在图像分类、物体检测识别、语义分割等高层图像理解任务中取得最好的

性能,而且在图像超滤波、增强和超分辨等底层图像处理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５,６],深度学习技术已

成为目前图像处理、分析和理解的主流工具.最近,Fan等人在原始信号域,利用射频干扰信号与目标信

号在时频域特性的差异,采用卷积自编码器网络在信号时频表示上进行干扰信号的检测和滤波[７].尽管在

信号域进行干扰检测与抑制能够取得很好的性能,但是在一些应用场景中,难于获取这样原始信号和复

图像数据,接收机信号处理的算法与流程已固化,对原始信号和复图像数据的处理也会增加信号处理的

复杂度.
为此,本文提出一种在实图像域对干扰噪声进行分类与图像增强的深度神经网络方法,其采用卷积

神经网络分类器对输入图像的噪声类型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根据噪声干扰的信号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

卷积自编码网络的噪声图像估计与分离方法,来实现图像干扰检测与图像复原,实验结果表明卷积神经

网络方法能够对图像噪声类型进行有效分类和噪声分离,从而可应用于SAR图像的干扰检测与抑制.

１　SAR图像干扰噪声类型分类

如图２所示,SAR图像干扰类型分类是对输入图像,通过一个分类器来判断其图像中噪声类型.

图２　SAR图像干扰噪声类型分类

对图像中噪声类型进行判断,需要从图像中提取具有噪声特性的特征,再通过分类器来判断.目前

的图像分类任务主要是对图像场景语义进行分类,从图像中提取的是反映图像语义内容的特征,这些特

征并不适用于对噪声的分类.同时,由于SAR特殊的电磁相干成像原理,图像具有非直观性,并且存在

固有斑点噪声,使得人工难于设计和提取图像的噪声特征.近年来,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分析和理解任

务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主要原因是在于其能从大量数据中端到端学习有效的特征表示,从而避免手工设

计的特征鲁棒性和推广能力不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一种简单有效的卷积神经网络,并通过监

督学习的方式来从噪声图像中学习噪声模式特征,进行了噪声类型分类.

图３　噪声类型分类的卷积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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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噪声类型分类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参数

Layers Kernelnum/Channels Kernelsize Padding Type

Conv１ ２ ６４ ３×３ SAME —

Pool１ ６４ ５×５ — MAX

Conv３ ４ １２８ ３×３ SAME —

Pool２ １２８ ５×５ — MAX

Conv５ ６ ７ ２５６ ３×３ SAME —

Pool３ ２５６ ２×２ — MAX

Conv８ ９ １０ ５１２ ３×３ SAME —

Pool４ ５１２ ２×２ — MAX

FC１ ５１２ — — —

FC２ ５１２ — — —

Softmax ５ — — —

１１　噪声类型分类的卷积神经网络

噪声类型分类器基于 VGG１６网络进行改进设计[８],其结构如图３所示,其包含１０个卷积层、４个池

化下采样层和２个全连接层,一个Softmax层,表１列出了卷积层通道数、卷积核大小、补全方式以及激

活函数等超参数设计,其中,Conv１ ２、Conv３ ４、Conv５ ６ ７和Conv８ ９ １０表示卷积层.Pool１、

Pool２、Pool３和Pool４表示池层.FC１,FC２表示全连接的层,Softmax表示分类层.前两个卷积层有６４
个卷积核,每个卷积核的大小为３×３,同样,第三和第四卷积层有１２８个卷积核,第五、第六和第七个

卷积层有２５６个卷积核,第八、第九和第十个卷积层有５１２个卷积核.三个全连接层的前两层有５１２个神

经元,最后一层用于分类,并使用Softmax激活函数生成一个表示分类标签概率的向量.
卷积层由多个不同的卷积核组成,每个卷积核用来计算不同的特征映射图,而多个不同的核描述了

完整的特征映射图 (FeatureMaps),并且卷积操作的参数共享机制缩减了模型的复杂,降低了模型训练

的难度,达到降维的目的.对于一个输入矩阵X ,卷积核为W ,偏置项为b,卷积输出特征映射为Z ,
卷积操作表示为

Z＝W∗X＋b (１)
式中,∗ 表示二维卷积.

激化函数作用是使得整个神经网络具有非线性逼近能力.ReLU (RectifiedLinearUnit,ReLU)是

目前神经网络中常用的激活函数,由于其避免了梯度消失问题,计算快、易于收敛,代替了之前的

Sigmoid和 Tahn函数.对卷积层的输出特征映射Z 中每个元素执行ReLU函数,即

aij ＝ReLU(zij)＝max(０,zij) (２)
这样如图４,表１中的卷积层 “Conv x”表示由卷积操作以及激活函数非线性变换组成的卷积模块,

“Conv１ ２”表示由第１、２个卷积层堆叠而成,其余类推.噪声类型分类网络共含有１０个卷积层,２个

全连接层.

图４　卷积模块

池化操作也被称为子采样或下采样,其设定滑动窗,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移动,求取窗口内最大值或

者平均值作为该窗口的代表值,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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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l ＝Pooling{aij,(i,j)~N(k,l)} (３)
式中,(i,j)~N(k,l)表示窗口位置 (k,l)所在的窗口内邻域像素.池化操作主要起降维的作用,同

时也使得神经网络对于小的位移和形变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全连接层将前一层中的所有特征图连接成一个长矢量,作为特征向量通过两层全连接,并在最后一

层采用Softmax激活函数,输出分类预测概率.
假设共有N 个训练样本 {(x(i),y(i))}|N

i＝１ ,神经网络预测分类概率矢量为ŷ(i) ,则有

ŷ(i)＝f(x̂(i);θ) (４)
其中,分类类别数为K ,真值采用one hot编码记为y(i) ,预测分类概率矢量为ŷ(i) .分类网络训练采

用交叉熵损失函数 (Cross entropy),为

L＝－∑
N

i＝１
∑
K

k＝１
y(i)

k lnp(ŷ(i)
k ) (５)

２　基于卷积自编码器的SAR图像复原

受噪声干扰SAR图像通常可表示为真实图像与噪声图像之和的形式,即

X ＝I＋N (６)
式中,X 表示观测受干扰的SAR图像;I表示真实图像;N 表示干扰噪声.SAR图像复原的目的是需要从

观测图像X 估计真实图像I,其实质是图像盲分离问题,需要将观测图像X 分解成真实图像和噪声图像.

Nguyen等人[９]将其视为一个矩阵分解问题,基于信号I 与 N 的低秩和稀疏特性,因而采用 RPCA
(RobustPrincipleComponentAnalysis,RPCA)技术实现真实图像信号与噪声信号的分离.但是该方法

主要是针对稀疏分布噪声,对于其他分布噪声并不适用,而且该方法通过最优化迭代来估计真实图像,
具有比较高的计算复杂度,较多依赖于图像的噪声水平,估计鲁棒性和适应性较差.

近年来,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处理任务中的广泛应用.Jain等人提出了完全卷积的卷积神经网络用于

自然图像去噪,并发现CNN 可得到与小波和马尔科夫随机场方法相当,甚至更优越的性能[１０].Xi等将

稀疏编码和深度网络训练与去噪自动编码器结合用于图像去噪[１１].受此启发,本文提出了一种卷积自编

码器的SAR图像复原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如图５所示,基于信号模型 (６),采用去噪自编码器,通过端

到端学习,将干扰噪声图像分离出来,从而实现SAR图像复原,噪声网络的具体结构如图６所示,表２

列出了具体的网络结构参数.噪声预测网络包含编码和解码两个部分,对输入受噪声干扰图像X
~ ,通过

卷积编码部分提取嵌入特征,再经过解码部分估计噪声图像 N̂ ＝f(x;θ),然后将观测的受干扰图像减

去噪声图像,得到预测的真实图像.设对于输入干扰SAR图像,噪声预测网络输出.

X̂＝X
~
－N̂ (７)

编码部分由多个 “Conv＋ReLU＋BN”的卷积模块堆叠而成,而解码器由反卷积、ReLU 激活函数

组成反卷积模块堆叠而成.与分类网络相比,去掉了池化层,这是因为池化层是一种降采样操作,损失

了很多对图像恢复重要的细节信息,从而在图像恢复任务中不能很好保持图像的细节.在编码卷积模块

中增加了批归一化层BN(BatchNormalization,BN),其通过将输入信号归一化到相同的分布,从而消除

训练过程中由于权重大小导致的梯度消失和爆炸,保证网络的稳定性,加快网络的收敛速度,计算公式

如式所示[１２]

zl
j ＝ξ

al
j －μ(al

j)

σ２(al
j)＋ε

＋η (８)

式中,al
j 表示输入;zl

j 表示输出;参数ξ ;η 通过训练自动学习获得;μ ,σ表示均值和方差;ε为接近０的

常数,防止出现分母为０的情况.解码部分采用反卷积操作来实现特征图的上采样和重建,计算方式为

Z(l)＝Z(l－１)∗R(w(l－１))＋b(l－１) (９)
式中,R()表示将卷积核w 旋转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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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预测得到复原图像X̂ 与真值图像X 的平方误差作为网络训练的损失函数

L＝∑
N

i＝１
Xi－X̂i

２
F (１０)

图５　SAR图像复原方法

图６　去噪卷积自编码器结构

表２　去噪卷积自编码器网络参数

Layers Fliter stride Kernelsize Padding momentum

Conv１ ６４ ２ ３×３ SAME —

Relu — — — — —

BN — — — — ０８

Conv２ １２８ ２ ３×３ SAME —

Relu — — — — —

BN — — — — ０８

Conv１Transpose １２８ ２ ３×３ SAME —

Relu — — — — —

Conv２Transpose ６４ ２ ３×３ SAME —

Relu — — — — —

Conv３Transpose １ — ３×３ SAME —

Sigmoi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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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采用 OpenSAR图像分类数据进行实验[１３],该数据是基于 Sentinel １数据构建的,共包含

３３３５８个城市场景的SAR图像块,覆盖了中国２１个主要城市,包括１０种不同的目标区域类别.为了

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实验从该数据集中选取１１００作为训练训练集,３４８张图像作为测试集.对每

幅图像添加五种噪声,包括随机噪声 (Rand)、高斯噪声 (Gaussian)、椒盐噪声 (S&P)、泊松噪声

(Passion)和乘性噪声 (Speckle).首先对噪声后的SAR图像训练噪声分类模型,进行噪声类型识别,
然后用卷积自编码训练去噪模型,对噪声SAR图像恢复.噪声分类采用分类精度 (Accuracy)进行评

价,图像恢复质量采用SSIM (StructureSimilarity,SSIM),对于两幅图像X,Y ,SSIM 计算方式如下

SSIM(X,Y)＝
(２μXμY ＋c１)(２σXY ＋c２)

(μ２
X ＋μ２

Y ＋c１)(σ２
X ＋σ２

Y ＋c２)
(１１)

式中,c１＝(k１L)２,c２＝(k２L)２,k１ ＝００１,k２ ＝００３,L 为像素值的范围.

３１　噪声类型分类结果分析

在图像中随机添加不同信噪比的噪声数据进行训练和测试,图７显示了分类网络训练损失变化情况表

明了算法的收敛情况,图８则显示了训练精度和测试精度随训练次数变化的情况,可见分类精度最好的情

况可达到８９９％.

图７　分类网络训练过程损失函数变化

进一步地,实验还测试了在不同信噪比下噪声类型分类的情况,在测试集中每次添加固定信噪比的

噪声进行测试,图９表明在信噪比比较高的情况下,分类性能下降,这是由于在信噪比高的情况下,各种

噪声水平均较弱,难于提取噪声特征,分类较为困难,而在信噪比比较低的情况下,分类性能也相对比

较低,这是由于在噪声水平较强的时候,各种噪声分布较为相似,也较难区分.

３２　图像复原实验结果分析

在测试集上随机添加不同信噪比的噪声,平均SSIM 可达到０７９.同样地,对固定信噪比噪声进行

测试,图１０显示了在不同信噪比下的SSIM 变化情况,表明在信噪比较高的情况下复原效果较好,这与

噪声类型分类存在一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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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噪声类型分类训练精度与测试精度

图９　分类精度随峰值信噪比的变化

图１０　图像恢复质量SSIM 随PSNR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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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图１５分别显示了对随机噪声、高斯噪声、梳盐噪声、泊松噪声以及乘性噪声干扰的SAR图

像复原结果,其中,第一行为真值图像,第二行为添加噪声的情况,第三行为图像复原的结果,而每一

列添加了不同信噪比噪声,表明对随机均匀分布噪声复原效果较差,SSIM 为０５左右,而对其他四种噪

声复原效果较好,SSIM 为０８５左右.

图１１　随机噪声图像复原结果

图１２　高斯噪声图像复原结果

图１３　梳盐噪声图像复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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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泊松噪声图像复原结果

图１５　乘性噪声图像复原结果

这表明对于均匀分布的随机噪声,其无明显噪声模式,信息量少,神经网络难于学习到这样的噪声

模式,从而使得图像复原效果较差.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神经网络能够学习和挖掘数据具有的内在模

式和规律,同时也启发我们在下一步研究中,可以结合数据本身的数学、物理等先验模型,将基于模型

的方法和基于数据学习的方法相结合,提升算法性能.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SAR图像噪声干扰与复原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噪声类型分类方法和基于

卷积自编码器的图像复原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噪声类型分类性能并不是随着信噪比的提高而提高,而图

像复原质量随信噪比的提高而提升,对于随机均匀分布的复原效果角差.下一步,将结合SAR噪声干扰

的先验模型,将基于模型的方法和基于数据学习的方法相结合,来提升SAR干扰分类与图像复原的性能.

参 考 文 献

[１]　常越基于ICA的SAR抗干扰技术研究 [D]．电子科技大学,２００７

[２] 杨建宇,李江源,王建国一种新的基于ICA的SAR图像干扰分离方法 [J]．电波科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００８ (３):４９１ ４９５

[３] 黄岩,赵博,陶明亮,等合成孔径雷达抗干扰技术综述 [J]．雷达学报,２０２０,９ (１):８６ １０６

[４] ZHOUF,TAO M,BAIXNarrow BandInterferenceSuppressionforSARBasedonIndependentComponentAnalysis [J/OL]．

IEEETransactionsonGeoscienceandRemoteSensing,２０１３,５１ (１０):４９５２ ４９６０DOI:１０１１０９/TGRS２０１３２２４４６０５

９４１２



[５] LEMPITSKYV,VEDALDIA,ULYANOVDDeepImagePrior [C/OL]//２０１８IEEE/CVF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

PatternRecognitionIEEE,２０１８:９４４６ ９４５４DOI:１０１１０９/CVPR２０１８００９８４
[６] DONGC,LOYCC,HEKLearningaDeepConvolutionalNetworkforImageSuper Resolution [M/OL]．DOI: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

３ ３１９ １０５９３ ２_１３
[７] FAN W,ZHOUF,TAO MInterferenceMitigationforSyntheticApertureRadarBasedonDeepResidualNetwork [J/OL]．Remote

Sensing,２０１９,１１ (１４):１６５４DOI:１０３３９０/rs１１１４１６５４
[８] SIMONYAN K,ZISSERMAN AVery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for Large ScaleImage Recognition [J/OL]．arXiv,

２０１４http://arxivorg/abs/１４０９１５５６
[９] NGUYENL H,TRAN TDRFI radarsignalseparationviasimultaneouslow rankandsparserecovery [C/OL]//２０１６IEEE

RadarConference(RadarConf)IEEE,２０１６:１ ５DOI:１０１１０９/RADAR２０１６７４８５２１３
[１０] JAINV,SEUNGHSNaturalImageDenoisingwithConvolutionalNetworks [C]．RedHook,NY,USA:CurranAssociatesInc,

２００８:７６９ ７７６
[１１] XIEJ,XU L,CHEN EImageDenoisingandInpaintingwithDeepNeuralNetworks [C/OL]．PEREIRA F,BURGESCJC,

BOTTOUL等,编//AdvancesinNeural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sCurranAssociates,Inc,２０１２:３４１ ３４９
[１２] 马琳,潘宗 序,黄 钟 泠,等 基 于 子 孔 径 与 全 孔 径 特 征 学 习 的 SAR 多 通 道 虚 假 目 标 鉴 别 [J]．雷 达 学 报,２０２０DOI:１０．

１２０００/JR２０１０６
[１３] ZHAOJ,ZHANGZ,YAO WOpenSARUrban:ASentinel １SARImageDatasetforUrbanInterpretation [J/OL]．IEEEJournal

ofSelectedTopicsinAppliedEarthObservationsandRemoteSensing,２０２０,１３:１８７ ２０３DOI:１０１１０９/JSTARS２０１９２９５４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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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aimstoaddresstheproblemofnoisetypeclassificationandimagerestorationfor
theSARimagesWeproposeanoisetypeclassifierbasedon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Andfurther
animagerestoration methodbasedonconvolutionalAuto EncoderarepresentedIntheapproach,it
firstlyclassifiesthenoisetypesofSARimages,andthenpredictsthenoiseimagesdirectlyfromthe
disturbedSARimagesbytheEnoder DecodernetworkwhichistrainedsupervisedBytheend,the
disturbedimageisdecomposedintothenoiseimageandthetargetimagesoasthatthetargetimageis
restoredwhilethedetailsoftheimagearepreservedExperimentalresultsonOpenSARdatasetshowthat
the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isofcapabilitytocapturetheintrinsicpatternofnoiseandclassifythe
noisetypeswellandtheproposedimagerestoration methodbasedonconvolutionalantoenccodercan
effectivelyrestoretheSARimagesinterferedbynon uniformnoise,whichverifiestheeffectivenessof
theproposed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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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轻量神经网络的发动机极性辨识研究

胡瑞光　潘　豪　王会霞　李宇明　裴圣旺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针对发动机极性反转会造成控制参数迅速发散的特点,提出一种基于轻量神经网络的发动

机极性辨识算法.由于飞行器实际计算能力及存储空间都非常有限,深度神经网络的在线配置会受到很

大的限制;训练样本的缺失也制约了深度神经网络的实际应用.轻量神经网络将发动机控制量作为输入,
通过离线训练的方式得到极性辨识分类器,使得在控制量开始发散的初始时刻即可迅速判断出发动机极

性是否发生了反转.将基于轻量神经网络的极性辨识分类器应用到飞行器中,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能迅

速准确地判断出发动机极性反转及其类型.
关键词　极性辨识;发动机;轻量神经网络

０　引　言

我国航天事业正迎来大发展时期,很多重要的航天任务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为了完成重大任务,

助力民族复兴,必须保证飞行器的飞行安全.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模仿动物神经网络行为特征,进行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的算法数学模型.这种

网络依靠系统的复杂程度,通过调整内部大量节点之间相互联系的关系,从而达到处理信息的目的.
目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以及在图像处理、语音识别领域

获得了大量成功的应用.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飞行器飞行安全,是航天技术与智能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将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与发动机极性辨识,通过学习的方式实现既迅速又准确的判断,为飞行器

控制系统提供辅助决策信息,避免重大飞行事故.

１　发动机极性辨识

发动机的故障诊断对航天器的安全飞行意义重大,如果能通过分析发动机监控参数的变化趋势对潜

在的和已发生的故障进行快速、准确地识别,就可以更好地制订下一步计划.

目前故障诊断的研究面临如下难点[１]:发动机因其强非线性及高复杂性,可靠且准确的数学模型难以

建立,而简化的模型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且不同故障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一个故障特征往往可以

对应好几种故障,涉及多项专业技术领域,以致故障准确判断和精确定位难度极大.由于发动机的故障

案例数据一般较难获取,使得一些研究机构所能获得的故障样本很少,数据往往又缺失不全,一些依赖

于大样本数据的故障诊断方法难以应用.发动机上可测参数有限,又没有可靠的故障模型,而且测量到

的参数数据往往夹杂着各种噪声,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难以进行处理和分析.现有的故障诊断算法虽多,

但诊断准确率及可靠性难以达到工程实际应用的要求.

发动机故障诊断的主要方法有[２,３]:

基于信号处理的故障诊断方法.信号分析主要有频域、时域、幅值和时频域特性分析等方法.信号

处理的主要方法有:波峰系数、均方根值、峰值、波形系数等参数分析和包络分析法、同步信号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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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分析、相关分析法等.
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诊断方法.该方法主要是从专家的经验知识中总结出规则,用于描述故障间的

关系.该方法具有形象直观、知识表示简单、诊断推理速度快、所需存储空间小、易于编程和开发等优

点.其主要缺点有知识库包含的故障模式有限;对经验不足的故障诊断能力不足;当知识库中没有对应

规则时,易造成诊断失败.
基于故障树分析法的诊断方法.故障树以最不希望发生的事件作为顶事件,按故障间的关系展开,

直到找出底事件为止.该方法的优点有知识库易于维护,并能保持一致性;能实现快速诊断,提高诊断

效率;诊断技术与领域无关,只需故障树给定就能实现诊断.其缺点是由于诊断建立在对故障模式的分

析的基础上,因此不能实现不可预知的故障的诊断;诊断结果依赖于故障树信息的完全程度.
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方法.又称为基于深知识的诊断方法.该方法可以解决知识获取难的问题,且

易于实现知识库维护,因此正在被逐步进行深入研究.其缺点是由于使用系统仿真模型,模型较为庞大

复杂,诊断速度慢;对模型的精度依赖性较高,任何模型的不确定性因素都可能导致误诊.
基于神经网络的诊断方法.故障诊断的实质从映射的角度看其实是建立从故障现象到故障原因的映

射过程.人工神经网络的优点主要包括高度容错、高度非线性和联想记忆等.其缺点主要是诊断属于

“黑箱”方法,不能表明系统内部的关系,因此无法详细解释诊断过程,且不能诊断未在训练样本中出现

的故障.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故障诊断方法.故障诊断的实质是利用对象系统的状态信息和已知知识的综合

处理,得到系统故障状况的综合评估,这点与信息融合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要求.该方法能增加诊断

可信度,改善监测性能.
基于 Petri网的故障诊断方法.Petri网能表明系统的结构和动态行为,图形化的揭示系统模型.该

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动态描述故障的产生和传播,有利于诊断系统的变化.其缺点是完全依赖于 Petri模型

的建立;且当具有相同特征的故障出现时,难以定位故障源.

２　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是由大量处理单元互联组成的非线性、自适应信息处理系统.它是在现代神经科学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的,试图通过模拟大脑神经网络处理、记忆信息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４].

２１　深度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是近几年在传统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在图像识别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深

度学习算法.
卷积神经网络相比传统神经网络进行了改进,可以直接将图像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作为输入,CNN

网络中增加了可以进行特征提取的卷积层和保证位移不变的降采样层.CNN 网络可以直接输入图像,网

络中的隐含层由卷积层与降采样层交替连接而成,输出层通常使用目标的标签信息,CNN 网络通常的训

练方式是有监督的训练方式对网络参数进行调节最后达到收敛.除与传统神经网络的结构不同外,CNN
网络最重要的优点在于采用了独特的连接方式使该算法的运算复杂度大大降低,CNN 网络中包含多个层

级,而且采用了局部感知与权值共享等降低算法复杂度的连接方式,在各个层级采用了若干个不同的卷

积核来提取特征.CNN 网络结构图如图１所示[５６].
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不断地对 CNN 网络进行了改进,CNN 网络已经发展成为众多科学领域

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CNN网络的不断改进,CNN 网络已经在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以及人工智能

等领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２２　浅层神经网络

BP神经网络通常是指基于误差反向传播算法 (ErrorBack propagationAlgorithm )的多层前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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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卷积神经网络

工神经网络 (Multi LayerFeed ForwardNeuralNetwork,MFNN),也称为多层感知器 (Multi
LayerPerception,MLP),在人工神经网络的实际应用中,８０％~９０％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是采用BP网

络或它的变化形式.BP网络采用的反向传播算法是当前在前馈型神经网络中研究得最为成熟且应用最广

的一种有导师的学习算法,BP网络因其良好的非线性逼近能力和泛化能力以及使用的易适性在众多行业

中得到广泛的应用,BP网络在非线性优化、模式识别、图像处理、自动控制、智能控制等方面的应用也

取得了显著成效[７９].
虽然BP是多层前馈网络,但根据万能逼近定理 (UniversalApproximationTheory)可得:如果隐层

节点是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设置的,那么用三层S 状的I/O 特性的节点可以以任意精度逼近任何具有有限

间断点的函数,如果BP网络的各节点选用非线性转移函数,则对于任何相关问题从理论上都可以用三层

前馈网络来加以解决[１０].

图２　BP神经网络结构

上述结果说明,只含一个隐含层的前馈网络是一个通用函数逼近器,它说明有一个隐含层已足够

(并不说明一个隐含层是最好的,有时采用两个引层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所以,图２所示的单隐层BP网

络的应用最为普遍,它包括输入层、一个隐层和输出层.上下层之间实现全连接,而每层神经元之间无

连接.BP网络的学习可分为两个过程中:工作信号的正向传播和误差信号的反向传播.

３　仿真校验

３１　网络训练与测试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算法,生成了多组仿真数据.其中,正样本数量２５０００,负样本数量２５０００.分

别取其中,的１/４作为训练样本,剩余的３/４作为测试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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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神经网络共三层:输入层、隐层、输出层.
输入层１５个节点,隐层５０个节点,输出层１个节点.训练设定误差为００１.其他训练参数如图３所

示,训练误差曲线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极性辨识分类器只需要迭代４次就收敛,说明了浅层神经网络

的合理性.

图３　极性辨识分类器训练

图４　训练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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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剩余的３/４样本用来测试,分类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测试样本分类结果

真实正类 真实负类

判断正类 １８７４５ １４９

判断负类 ５ １８６１８

３２　数据分析

通过对数据以及分类结果的深入分析,可以对故障和分类性能了解得更清楚.图５为主控制量的时序

图,其中,上图为正常状态,下图为极性反转状态.可以明显看出,在极性反转状态下,控制量很快

发散.

图５　控制量时序

表２　负样本集分类错误索引

组 分类错误样本索引

１ １,２,４,５

２ １,２

３ １,２,５,６

４ １,２,５

５ １,２,５

６ １,２,５,６

７ １,２,５

８ １,２,５

９ １,２,５

１０ １

１１ １,２,５

１２ １,２,４,５

１３ １,２,５

１４ １,２,５

１５ １,２,５

１６ １,２

１７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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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 分类错误样本索引

１８ １,２

１９ １,２,５

２０ ９

２１ １,２

２２ １,２,５

２３ １,２

２４ １,２,５

２５ １,２

２６ １,２,５

２７ １,２,５

２８ １,２

２９ １,２,５

３０ １,２,３,４,５,６,９

３１ １,２,５,６

３２ １,２,５

３３ １,２,４,５,９

３４ １,２,５

３５ １,２

３６ １,２,５

３７ １,２,５

３８ １,２,５,６

３９ １,２

４０ １,２

４１ １,２

４２ １,２,５

４３ １,２,４

４４ １,２,４

４５ １,２,４

４６ １,２,４

４７ １,２,５

４８ １,２,５,６

４９ １,２,４

５０ １,２

表２为５０组负样本数据中错分样本索引,可以看出,负样本每组数据在第五个样本以后基本上分类

正确,即在５个采样时刻以后即可判断出状态发散,极性已发生反转.由于第三个和第四个样本大都分类

正确,可以在３个采样时刻以后发出警示,提醒极性反转.

表３　正样本集分类错误索引

组 分类错误样本索引

６ １,２,４,５

５０ ４

表３为５０组正样本数据中错分样本索引,可以看出,正样本每组数据在第五个样本以后皆分类正确,

６５１２



即在５个采样时刻以后即可判断出状态收敛,极性未发生反转.而且只有两组出现分类错误情况,所以可

以在更早时间内判断未发生极性反转.

４　结　论

提出一种基于轻量神经网络的发动机极性辨识算法.将发动机控制量作为输入,通过离线训练的方

式得到极性辨识分类器,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能迅速准确地判断出发动机极性反转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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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陨石坑识别网络加速和模型压缩

郑　磊　薛　涛　王　成　孔德庆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陨石坑作为太空中星体表面最显著的特征,一直是人类航天器执行星际探测任务时进行位

置导航、路标定位、姿态估计的重要参考指标,因此如何精确高效地完成星体表面各类陨石坑识别已成

为当前太空探测任务中的研究热点.近年来深度学习理论在外太空星体陨石坑识别检测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研究,各种基于深度学习的陨石坑识别方法势如破竹,但识别网络的训练以及存储往往需要花费巨大

成本.本文从节约时间和空间成本的角度出发,将迁移学习引入到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的训练过程中,
同时对网络模型结构采取剪枝处理,提出了一种基于迁移学习的网络模型剪枝方法.经过参数优化和实

验验证,在保持网络原有性能基本不变的同时,能够达到最高９６３倍陨石坑识别网络训练速度的提升,
以及最大９４９５％压缩率的网络模型压缩.

关键词　陨石坑识别;网络加速;模型压缩;迁移学习;剪枝

０　引　言

随着人工智能在各大科技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深度学习[１]已成为机器学习当下最热门的技术方法.例

如在手写数字识别[２]、智能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动态目标识别检测及追踪等领域,深度学习一直占据着

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航天领域,陨石坑因其显著的地形特征,常常作为深空星体探测时的地面标志物和

导航路标,用于探测器的位置定位以及着陆避障任务中,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陨石坑识别方法研究已

经成为热门课题.
在深度学习任务中,通常越深层的网络将具备越强的学习能力,因此伴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飞速发

展,神经网络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对更加深层次网络模型的探索,例如近年来比较流行的 AlexNet[３]、

VGG[４]、GoogleNet[５]、ResNet[６]等深度学习网络模型.然而更深层的网络也意味着需要更高地配置环境

和软硬件性能要求,这些复杂的网络模型在不断追求任务实现的精度极限同时,其网络层数、深度以及

相应权重等参数也在随之翻倍增长,对训练网络模型所需的样本数据集数量和品质,以及计算机运行性

能和储存能力都将有着更高的要求[７].效率,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实际应用中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

指标,同样在陨石坑识别方法研究过程中也尤为重要,如何在保证识别精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
提高整个方法的实施效率是如今深度学习领域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众所周知,星际探测是一项成本极其

昂贵的工程,作为太空任务的执行者,航天器的内部搭载空间尤为珍贵,如果能保持识别准确率在一定

阈值要求范围内,适当减小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的规模,则可以为航天器节约空间成本,从而提高航天

器载荷的有效利用率;同时,训练网络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得到一个满足任务要求的高性能网络模型

不仅需要充足和优质的样本数据集,还要在训练过程中进行反复调参优化,因此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减

少陨石坑识别网络的训练时间,将为整个探测任务有效地节约时间成本.
近年来关于网络模型加速和压缩的方法研究也日益增多.当前模型加速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网络

结构精简法,如Xie等人提出了ResNeXt模型用于精简 GoogleNet等网络中Inception模块[８];量化与二

值化法,如 Wu等人通过k means对网络中的单个权重进行聚类和量化,从而对网络进行加速[９];结合

硬件优化的加速方法,利用更好性能的 GPU以及功能更强大的加速库从环境配置方面进行网络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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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些年关于深度学习网络模型压缩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剪枝、量化、低秩分解、知识

蒸馏以及新型网络模块设计.剪枝广泛应用于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压缩任务中,是模型压缩最为有效的方

法之一,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量化的网络模型压缩方法是为了解决嵌入式处理设备因为性能和位宽的

约束而导致常规计算需求无法实现的问题,通过对网络权重等参数数据进行量化,利用更少的比特数近

似网络参数原来需要的比特数,从而达到模型压缩的目的;但这种方法准确性不稳定,并且操作起来较

为复杂,实现难度大.低秩分解的方法是利用奇异值分解等分解方式来对每一层网络进行低秩近似,并

且通过网络模型中的计算单元矩阵来实现网络信息重组,从而达到网络模型压缩的目的;然而,低秩分

解的技术只适用于神经元局部感受野较大的网络压缩,很难实现例如包含大小为１×１、３×３这样小卷积

核的神经网络压缩问题,另外,现有的分解方法通常很难执行全局网络参数的压缩.Lei等人[１０]提出了知

识蒸馏 (KnowledgeDistillation,KD)方法,利用训练好的大型网络模型指导小型网络的训练,当小型

网络的性能达到与大型网络相似,则就相当于实现了网络模型的压缩,该方法能够有效降低网络计算量,
将深层网络模型压缩成浅层网络;但这种方法适用范围比较局限,模型假设条件有时过于严格,通常仅

仅用于基于SoftMax代价函数的分类问题研究中.新型网络模块设计的网络压缩方法是基于更高效更具

体的原则,设计更加高效并且节约内存空间的网络结构,常见的新型网络模块有 SqueezeNet[１１]和

ShuffleNet[１２]等;但是这种设计新型网络结构模型的方法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经验技巧都有着较高的要

求,往往需要很高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本文将从节约时间成本的角度出发,把迁移学习的方法引入到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的训练过程中;

从节约空间成本的角度出发,对网络模型结构采取剪枝的方式处理,提出了一种基于迁移学习的网络模

型剪枝方法,在保持网络原有性能基本不变的同时,实现神经网络加速以及模型最大化的压缩.

１　迁移学习与网络模型剪枝

１１　迁移学习

顾名思义,迁移学习是一种将其他研究中的相关知识或者类似特征引用到当前研究任务中的启发式

方法,在深度学习领域迁移学习的方法被广泛应用.随着近年来计算硬件和各类深度学习算法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具有更深层和更复杂结构的神经网络不断被提出,但当训练这样一个神经网络模型时往往需

要大量高质量的有标签数据,可并不是每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都有能力和精力像ImageNet[１３]这样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通过人工标注来产出超过１４００万的附带注释的图像数据.特别

对于实际工业任务中,每时每刻都会产生特别多的新数据,标注这些新的数据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事

情,虽然利用深度学习中监督学习的方法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很多传统方法不能处理的问题,但在训练

数据集构建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为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训练过程内部数据驱动的载体,样本数据

集的构建是一项十分关键的步骤,当因现实因素数据集不够满足训练一个完备网络模型的要求时,迁移

学习方法的合理运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迁移学习是一种训练大型深层神经网络而不会出现过度拟合的有效方法,同时大大节约了整个网络

任务的时间成本[１４].迁移学习之所以能广泛应用于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处理领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众多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NN训练图像数据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普遍现象:训练过程中通常

网络前几个卷积层学习的如 Gabor特征、边缘和颜色斑点等简单图像特征并非局限于特定数据集,它们

往往都是很多类图像数据通用的特征,可用于各种图像分类和识别任务中[１５],这个启发式的事实为在基

于深度学习的图像领域应用迁移学习方法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持.但是,与前几层网络提取的特征不同,
从神经网络后面网络层检测到的特征将更加决定于具体样本数据集的特定特征,因此在将迁移学习运用

到网络训练过程中时,往往将最后几层的训练独立出来,按照任务目标利用当前构造的样本数据集进行

初始化训练,而不参与迁移学习,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神经网络模型仍能满足当前任务要求,在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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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学习的同时保持网络模型执行当前任务的最佳性能.

１２　神经网络模型剪枝

神经网络剪枝,即将神经网络模型中对实现目标任务并不重要的冗余部分剪掉,保留贡献大的部分,
从而使神经网络模型在保持原有网络性能基本不变的同时,实现网络模型压缩的目的[１６].因此,利用神

经网络剪枝的方法压缩模型的关键,在于如何对网络中各结构相对于当前任务的重要程度进行判定.在

一个神经网络模型训练的过程中,通常权重的大小被用来作为判断当前所处的神经连接或者神经元等网

络结构重要性的判定指标,权重大小的绝对值越大,则其所代表的网络结构对于网络任务的完成更

重要[１７].
基于剪枝的具体操作方式的不同,常用的神经网络模型剪枝方法可以分为两类:权重剪枝和神经元

剪枝.权重剪枝的本质是将绝对值小于重要系数阈值的权重大小置于零,相当于剪去权重当前所对应的

不重要的冗余连接;神经元剪枝则是先计算与当前神经元相关的所有权重绝对值之和,若其值小于预设

的神经元重要系数阈值,则剪去这个神经元,同时该神经元所对应的连接也都将全部删除.如图１和图２
表示的即为权重剪枝和神经元剪枝.

图１　神经网络权重剪枝

图２　神经网络神经元剪枝

２　陨石坑识别网络加速与压缩

２１　陨石坑样本数据集

训练样本数据集的构建是深度学习中神经网络能够有效学习的关键点,但网上公开的陨石坑数据库

非常少,因此本文实验选取了获取数据相对容易的月球作为样本采集源.具体数据源有两方面:公布在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科学可视化工作室官网[１８]的２０１８年全年高清仿真月相图,以及笔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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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相机拍摄的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份和１２月份的月相图.
同时,本文选择了位于月球表面具有代表性的陨石坑危海[１９] (MareCrisium)、澄海[２０] (Mare

Serenitatis)及第谷[２１] (Tycho)作为识别对象,与负样本一起构成四分类样本数据库.数据库包括三种

不同来源的陨石坑样本数据集:１)Ncrater (NASAcrater),从 NASA 官网采集样本构成;２)Ccrater
(Cameracrater),从笔者用专业相机拍摄的月球图片中采集构成;３)NCcrater (NASAandCamera
crater),由前两个数据集合并而成.三种样本数据集所包含的各类样本数如表１所示,样本块具体形态如

图３,其中,每个样本块尺寸为３×２２７×２２７.

表１　陨石坑样本数据集

样本类别 Ncrater Ccrater NCcrater

危海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澄海 ８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５００

第谷 ８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５００

负样本 １６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总数 ４３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９８０００

图３　四类陨石坑样本

２２　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

本文选用CaffeNet[２２]作为模型训练的基础网络,并对所有陨石坑样本集完整训练３０００次直至网络

收敛,生成多类陨石坑网络识别模型,再利用目标检测算法实现陨石坑的识别[２３],网络模型生成以及陨

石坑识别具体流程如图４所示.
该模型能够以较高精度实现多尺度多分类陨石坑自动识别.但由于训练网络模型时为了达到最佳识

别准确率,使模型完全收敛稳定,采用的是对所有网络参数进行保留并参与样本数据集学习,因此整个

训练过程花费了大量时间成本,同时所生成的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占据较大储存空间.

２３　陨石坑网络加速

２３１　迁移学习公开数据集的选择
本文实现陨石坑识别网络加速,主要是从降低网络模型达到收敛稳定状态的时间成本角度出发的.

具体操作是将迁移学习的思想引入到陨石坑训练过程中,利用与陨石坑样本数据库有相似性的大型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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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陨石坑识别流程

数据集对本文的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进行预训练,从而在利用陨石坑样本数据集进行网络模型训练前,
对网络中大部分的参数进行初始化.

迁移学习数据集的选择一般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该公开数据集中数据应与本文构建的陨石坑数据样

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识别网络模型预训练时从该数据集所提取凝练的浅层特征,应在一定程度上与陨

石坑样本特征具有共性;另一方面该迁移学习预训练的数据集应该拥有充足多样和高质量的样本数据.
本文创建的陨石坑样本数据集,从采集方式和具体图像目标分布特点来看,广义上是属于遥感图像的范

畴,因此使用迁移学习对陨石坑识别网络进行预训练时采用了网络公开的遥感数据集 AID (AerialImage
Dataset)[２４].

AID数据集是一种通过对谷歌地球 GoogleEarth上的各类影像进行采样,构建的大型航空遥感影像数

据集,包括火车站、旅游胜地、广场、体育场、高架桥等共计３０种的图像数据类型,并且所有的影像均

由遥感影像解译领域的专家进行标记[２５].但 AID数据集存在一个缺陷,即整个数据集仅有１００００个数据

样本,因此本文利用数据增强方法对AID数据集进行了数据扩充,构造了包含３０种遥感图片类型共计１０
万个图片数据样本的新数据集,并称之为LAID数据集 (Large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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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陨石坑识别网络迁移学习训练方法
在用于图像处理领域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中,前几个卷积层主要的作用往往都是从输入图像中提取

一些如边缘、线条和角等较低级的图像特征信息,而这些特征也正是不同类型图像的基本共性信息.本

文使用的 CaffeNet网络模型主要结构由五个卷积层 (C１、C２、C３、C４、C５)和三个全连接层 (FC６、

FC７、FC８)所构成,前面三层卷积层即为提取较为低级的图像特征信息,后两层卷积层能够从低级特征

中不断迭代提取更复杂的特征信息,而后面连接的三个全连接层作用是把所有局部特征进行汇总变成全

局特征,用来计算最后每一类的得分.
因此当将迁移学习的方法应用到本文的识别网络模型时,主要目的是想利用预训练先初始化

CaffeNet网络模型前三个卷积层以及与相应卷积层连接的非线性激活函数层、局部响应归一化层和池化

层的参数,为后续提取陨石坑特有的深层特征信息做准备.
本文利用迁移学习进行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训练加速的方法具体操作主要分为三步:
首先,利用上文的LAID数据集对陨石坑识别网络进行预训练,得到网络性能良好的收敛陨石坑网络

模型;
然后,将预训练好的网络模型前三层卷积网络以及与相应卷积层连接的非线性激活函数层、局部响

应归一化层和池化层的参数,加载映射到未训练过的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中;
最后,利用本文构建的多类陨石坑样本数据集对前三层卷积层已经初始化的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进

行训练,主要是对后两层卷积层以及最后的三层全连接层进行参数训练和学习,使其能够结合本文陨石

坑识别的实际任务情况进行网络模型的构建.同时本文在对网络进行再训练时,采取了所有网络层都参

与训练过程的方法,即前三层已经初始化的网络层参数也会结合陨石坑识别任务进行相应的微调.

２４　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压缩

本文进行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压缩时提出了一种特定局部神经元剪枝的方式,即依据网络所要实现

的功能要求,对网络模型中特定层的特定神经元进行剪枝操作.因为在具体网络结构中有的网络层对于

有效提取数据特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它们所占有网络资源空间并不是很大,这些网络层便不需

要进行剪枝处理.剪枝真正处理的对象都是那些在训练过程中产生大量冗余参数和无效数据特征信息的

网络结构.

表２　AlexNet网络模型参数统计

网络模型参数 卷积层 全连接层 总和

网络层数 ５ ３ ８

网络参数数量 ２３M ５８６M ６０９M

参数占比 ３８％ ９６２％ １

本文用于多类陨石坑识别的基础网络模型 CaffeNet主体结构包括五个卷积层和三个全连接层,尽管

全连接层的层数仅占神经网络总层数的３/８,但其所包含的网络参数约占整个网络参数总量的９６２％,如

表２所示.在本文基于深度学习的陨石坑识别任务中,卷积层对陨石坑特征的提取和凝练承担了网络模型

最为主体的功能,相比之下全连接层只是起到了分类等相对简单的功能.因此,本文采用网络模型剪枝

方法时的作用对象即为全连接层,但最后一个全连接层对于陨石坑最后的分类输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本文仅对三个全连接层中的前两个进行神经元剪枝操作,除去冗余神经元结构,减少冗余参数量,
提高内存空间有效利用率,从而达到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压缩的目的.

２５　基于迁移学习的网络模型剪枝

为了在提高陨石坑识别网络的训练速度、保证网络任务精度的同时,实现神经网络模型有效的压缩,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迁移学习的网络模型剪枝方法.通常神经网络剪枝都是在完全利用当前任务数据训练

而得的网络模型上进行的,这种方法虽然能有效压缩网络规模,但对于整体的网络模型训练速度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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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的改善,因此本文将剪枝的对象换作经过迁移学习训练之后的陨石坑网络模型,这样对于整个陨石

坑识别框架来说,减少了陨石坑识别任务所需的时间和内存,既满足了时间成本的降低,也实现了空间

成本的合理运用.在陨石坑识别任务中实现基于迁移学习的网络模型神经元剪枝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四

个步骤:

１)利用上文迁移学习方法训练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并储存模型以及权重等网络参数.

２)评估利用迁移学习生成的陨石坑网络模型中待剪枝的全连接层中神经元的重要性.将层神经元输

入的子集近似为层的神经元输出,利用层输入连接的权重统计信息来指导层相对应的神经元的剪枝.其

中,重要性的指标为与当前层神经元相关的层输入连接的所有权重绝对值之和.

３)剪除冗余不重要的神经元及与其相连的连接.层输入中的通道连接由层中的神经元产生,当这个

神经元的重要性指标小于预设的重要系数阈值时,删除神经元及与层的通道连接.

４)剪枝后网络模型重新训练.当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完成神经元剪枝后,其网络精度相比原来未剪

枝时有着不同程度的降低,剪枝部分越多,精度下降也就越厉害,因此应在网络剪枝完成后对模型利用

陨石坑样本数据集进行重新训练,以尽可能的恢复其网络精度.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实验内容简介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迁移学习的网络模型剪枝方法的可行性,本文在保持网络模型精度在一定

阈值要求范围内的同时,将主要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实验研究:１)利用不同陨石坑样本数据集训练网络

模型的情况下,本文提出的迁移学习方法对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精度以及训练速度的影响;２)在基于迁

移学习方法训练网络模型的基础上,不同剪枝规模对网络模型识别性能的影响;３)验证本文提出的剪枝

后进行网络模型重训练的方法对模型性能改善的可行性;４)验证陨石坑识别网络使用基于迁移学习的模

型剪枝方法后,在不同陨石坑验证样本集上的泛化性能.
实验过程中,用于网络模型训练的训练集和测试集由陨石坑样本集Ncrater、Ccrater和NCcrater,分

别以７∶３的数量比例构建得到三组独立的实验数据.利用样本集 Ncrater或Ccrater训练网络时的初始学

习率为,样本集为 NCcrater时,且训练集和测试集只参与网络的训练过程,并不用于训练完毕后网络模

型泛化能力等性能的验证.
为了研究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泛化能力等性能,实验中从上述两个陨石坑数据源重新采样,构造了

两个未参与网络模型训练的验证样本集 VNcrater(ValidationNASAcrater)和 VCcrater(Validation
Cameracrater),如表３即为验证集中各类样本数量.

表３　验证集各类样本个数

样本类别 VNcrater VCcrater

危海 ４０ ５０

澄海 ４０ ５０

第谷 ４０ ５０

负样本 ８０ １００

总数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２　迁移学习实现网络加速

首先,将LAID数据集按７∶３的数量比例构建训练集和测试集,对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进行了预训

练,此处选取的初始学习率为,参数优化方式为随机梯度下降法SGD (StochasticGradientDescent),对

整个LAID数据集进行了１２０００次迭代训练,直至网络达到完全收敛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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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预训练好的参数分别对应加载映射到三个未曾训练过的陨石坑网络模型的前三层卷积网络

及其附属层中,从而完成对网络前三层参数进行迁移学习初始化;接下来利用前文所述来自不同数据源

的三个陨石坑样本数据集Ncrater、Ccrater和NCcrater,分别对三个迁移学习初始化后的陨石坑识别网络

模型进行训练.
如表４所示,统计了三种样本集上训练网络时最终的模型精度、最低损失代价值以及训练时间.其

中,模型精度和损失代价都是网络训练时模型性能的评价指标,模型精度为训练过程当前批次测试数据

中陨石坑的正确识别率;损失代价指当前网络输出值与期望值之间差异大小,通常用二者间的交叉熵值

表示.

表４　验证集各类样本个数

样本集 模型精度/％ 损失代价 训练时间/s 加速倍数

Ncrater ９９６７/９７８６ ００１２３/００７０４ １２１４/１２６ ９６３

Ccrater ９９３７/９８４７ ００２４６/００５０９ １９４２/２１９ ８８７

NCcrater ９９８２/９９１５ ０００７２/００２７０ ２９９５/４９８ ６０１

由表４中统计数据可知,在训练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时,迁移学习方法的加入大大减少了训练所需的

时间,特别是在利用样本数据集 Ncrater训练网络时迁移学习所需的时间差不多为原来训练时间的十分之

一;同时,使用迁移学习方法训练网络后,网络模型最终的精度都有小范围的降低,最小代价函数误差

也有所升高,这说明迁移学习是一种以牺牲网络模型精度为代价的网络训练加速方法,但是在本文实验

中由于迁移学习带来的模型精度降低的程度是很小的,在实验允许的精度范围内,而且相比精度较小的

降低,迁移学习给网络带来的加速效果是很明显实用的.
因此通过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利用遥感公开数据集 AID对网络模型前三层卷积网络

以及其附属层,通过迁移学习进行网络训练参数初始化的方法,对于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训练加速有着

很好的效果,能够在保持网络模型精度在一定阈值范围内的同时大大提高网络的训练速度,从而降低本

文提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多类陨石坑识别方法的时间成本.

３３　基于迁移学习的网络剪枝方法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迁移学习的陨石坑识别网络剪枝方法在模型压缩方面的有效性,本文通过

具体实验进行了论证和分析.
在实验过程中,选用之前构建的陨石坑样本数据集 NCcrater作为本节实验中的网络训练数据,先后

用作迁移学习后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的再训练,以及神经元剪枝后网络精度恢复再训练.同时,通过改

变剪枝时神经元重要系数阈值的大小,生成最终的不同压缩规模的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此外,为了对

剪枝后网络模型的性能进行评估,本节利用前文构造的两个未参与陨石坑识别网络训练过程的验证样本

集 VNcrater和VCcrater对网络模型泛化能力进行验证,即测试剪枝后网络模型在这两个验证样本集中的

识别准确率,并且在剪枝后网络模型重训练后的网络精度也是评价网络性能的指标之一;为了对剪枝后

网络模型的压缩效果即剪枝规模进行评估,本文采用了压缩率作为评价指标.陨石坑网络模型识别准确

率和压缩率计算公式如下:

网络模型识别准确率＝
各类陨石坑正确识别总数

验证集样本总数

压缩率＝
剪枝后网络模型节约的储存空间
剪枝前网络模型占用储存空间

为了保证通过神经元剪枝方式使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得到有效压缩的同时,网络的精度能够维持在

较高的水平,本文对不同剪枝规模下模型对陨石坑识别的准确率进行了测试.首先,利用验证样本集

VNcrater和 VCcrater,对不同剪枝规模的网络模型进行网络重训练前的陨石坑识别精度进行了测试,其

中,待剪枝的网络模型为基于陨石坑样本数据集 NCcrater通过迁移学习方法训练而得的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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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５所示,列出了不同剪枝规模即压缩率下网络模型占用网络内存空间的大小,以及在两个验证样

本集上的识别准确率和两者的平均识别准确率.在对剪枝后网络模型进行重训练前,选取了８种不同压缩

率下的网络模型进行识别准确率测试.由表可知随着压缩率的递增,网络模型在验证集上的识别率也随

之降低,在剪枝规模增大为６５８３％的过程中,网络模型陨石坑识别率下降幅度比较小,均可取得９０％以

上的准确率,但当压缩率增大为８３８４％及以后时,网络模型的识别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这说明此时剪枝

的规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网络模型的性能.然而在保证网络精度的同时,百分之六七十的压缩率并不接

近本文剪枝的预期目标,因此为了将有效压缩率最大化,本文利用陨石坑样本数据集剪枝后的网络模型

进行了重训练,最大可能地恢复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的性能,从而寻求压缩率最大化和保持网络性能间

的平衡点.

表５　重训练前不同剪枝规模下网络模型的性能

压缩率 占用空间/MB VNcrater识别率 VCcrater识别率 平均识别率

０００％ ２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７５ ０９７３８

２５９３％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５０ ０９７２５

３９３５％ １３１０ ０９９６９ ０８９２５ ０９４４７

６５８３％ ７３８ ０９８７５ ０８７００ ０９２８８

８３８４％ ３４９ ０７３１３ ０５８５０ ０６５８２

９２０４％ １７２ ０２５００ ０２５５０ ０２５２５

９４９５％ １０９ ０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９５７６％ ９２ ０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０

如表６所示,反映了不同剪枝规模的网络模型在利用陨石坑样本数据集 NCcrater重新训练后的结果,
包含训练完成时网络精度以及网络模型在验证样本集 VNcrater和 VCcrater上的识别准确率.不同剪枝规

模的网络模型在利用陨石坑样本数据集进行重训练后,在验证集上的陨石坑识别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特别对于压缩率大于８０％的几种剪枝规模下的网络模型,相比于未重训练前识别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说明本文在剪枝后加入的网络模型重训练的步骤能够很好地改善因剪枝带来的网络性能损失.

表６　重训练后不同剪枝规模下网络模型的性能

压缩率 占用空间/MB 模型训练精度 VNcrater识别率 VCcrater识别率 平均识别率

０００％ ２１６０ ０９９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７５ ０９７３８

２５９３％ １６００ ０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５００ ０９７５０

３９３５％ １３１０ ０９９６６ ０９９４２ ０９４００ ０９６７１

６５８３％ ７３８ ０９８５８ ０９９２５ ０９３７５ ０９６５０

８３８４％ ３４９ ０９８２０ ０９９１２ ０９２７５ ０９５９４

９２０４％ １７２ ０９７５１ ０９８３６ ０９２５０ ０９５４３

９４９５％ １０９ ０９７１６ ０９７８１ ０８８５０ ０９３１６

９５７６％ ９２ ０６０２３ ０５１２５ ０４６５０ ０４８８８

在模型训练时最终网络精度方面,从表６中可以发现压缩率为２５９３％和３９３５％剪枝模型再经过重

训练后,网络精度甚至高于最开始未剪枝的模型,说明一定规模范围的剪枝可以去除网络冗余结构压缩

网络的同时,还能够提升网络精度.和表５中未进行网络重训练一样,随着压缩规模的增大,表６中陨石

坑识别网络模型在验证样本集上的识别准确率不断降低,在压缩率为９４９５％及之前,识别准确率均以小

幅度进行下降;但当压缩率增大为９５７６％时,网络模型无论是模型训练精度还是在验证样本集上的识别

准确率都发生了急剧地下降,这说明此时由于剪枝规模过大造成了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性能极大程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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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即使通过网络重训练,也无法对当前模型的性能进行很好的改善.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网络重训

练前后不同剪枝规模下网络模型陨石坑识别准确率的变化趋势,将表５和表６的部分数据在图５中通过折

线展示了出来.

图５　模型重训练前后不同剪枝规模的陨石坑识别率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若要保持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的平均识别准确率在９０％以上的同时,实现模型

最大化压缩,则可以采取９４９５％的压缩率对网络模型进行神经元剪枝,并在剪枝后对网络进行重训练以

恢复网络模型性能.

４　结　论

本文以近年来广泛应用于航天器执行星际探测任务时进行位置导航、路标定位、姿态估计的天体陨

石坑作为研究对象,在利用深度学习方法进行陨石坑识别的基础上,从改善识别网络模型训练速度以及

存储空间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基于迁移学习的网络模型剪枝方法,经实验验证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１)本文从两个不同的数据源采集陨石坑数据,建立了多源陨石坑样本数据库,构造多个不同的陨石

坑多类别数据集,改善了网上可以用于神经网络训练的陨石坑公开数据集缺乏的现状.

２)将迁移学习的思想引入到基于深度学习的陨石坑识别方法中,结合网络公开的遥感数据集 AID对

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进行了参数初始化,从而在保持网络精度的同时,达到最高９６３倍陨石坑识别网络

训练速度的提升,极大程度上缩短了识别网络模型的训练周期,减少了识别任务的时间成本,实现了网

络模型的加速.

３)在运用迁移学习方法训练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神经元剪枝的方式对陨石坑识

别网络模型进行了有效压缩,并且通过实验研究了不同压缩规模以及剪枝后重训练对网络训练精度和识

别准确率的影响,从而寻求陨石坑网络模型压缩率最大化和保持网络性能间的平衡点.最终在保持网络

原有性能基本不变的同时,实现了最大９４９５％压缩率的网络模型压缩.

４)本文论证了基于迁移学习的网络模型剪枝方法的可行性.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论证,本文提出的基于迁移学习的陨石坑识别网络模型剪枝的方法不仅能够大

幅度地提高网络模型训练过程的速度,而且能在保持网络原有性能基本不变的同时,实现网络模型最大

化的压缩.同时,这种方法为整个陨石坑识别任务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空间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的

发展以及在星际探测领域中应用的深入,基于深度学习的陨石坑识别方法研究将伴随着科技浪潮的席卷

得到进一步的创新和完善.

７６１２



参 考 文 献

[１]　㎃LeCunY,BengioY,HintonGDeeplearning [J]．Nature,)２０１５,５２１ (７５５３):４３６ ４４４
[２] PlamondonR,SrihariSNOnlineandoff linehandwritingrecognition:acomprehensivesurvey [J]．IEEETransactionson)pattern

analysisandmachineintelligence,２０００,２２ (１):６３ ８４
[３] KrizhevskyA,SutskeverI,HintonGEImagenetclassification)withdeep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 [C]．Advancesinneural

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s２０１２:１０９７ １１０５
[４] SimonyanK,Zissennan AVerydeepconvolutionalnetworks)forlarge scaleimagerecognition [J]．arXivpreprint)arXiv:

１４０９１５５６,２０１４
[５] SzegedyC,LiuWJiaY,etalGoingdeeperwith)convolutions [C]．ProceedingsoftheIEEE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

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５:１ ９
[６] Deepresiduallearningforimagerecognition [C]．ProceedingsoftheIEEE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６:

７７０ ７７８
[７] 韩韬资源受限下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优化研究 [D]．哈尔滨工程大学
[８] XieS,GirshickR,DollarP,etalAggregatedresidual)transformationsfordeepneuralnetworks [C]．ComputerVision)and

PatternRecognition(CVPR),２０１７IEEEConferenceon)IEEE,２０１７:５９８７ ５９９５㏂
[９] WuJ,Leng C,Wang Y,etalQuantized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for mobiledevices [C]．ProceedingsoftheIEEE)

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２０１６:)４８２０ ４８２８．
[１０] BaLJ,CaruanaRDodeepnetsreallyneedtobedeep? [A]．Advancesinneural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s [C]．２０１４:

２６５４ ２６６２
[１１] IandolaFN,HanS,MoskewiczM W,etalSqueezeNet:AlexNet levelaccuracywith５０xfewerparametersand＜０５MBmodel

size [J]．２０１６
[１２] ZhangX,ZhouX,LinM,etalShuffleNet:AnExtremelyEfficient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forMobileDevices [J]．
[１３] DengJ,Dong W,SocherR,etalImageNet:aLarge Scale HierarchicalImageDatabase [A]．２００９IEEE ComputerSociety

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andPatternRecognition (CVPR２００９),２０ ２５June２００９,Miami,Florida,USA [C]．IEEE,

２００９:２４８ ２５５
[１４] HuangZ,PanZ,LeiBTransferlearningwithdeep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forSARtargetclassificationwithlimitedlabeleddata

[J]．RemoteSensing,２０１７,９ (９):９０７
[１５] YosinskiJ,CluneJ,BengioY,etalHowtransferablearefeaturesindeepneuralnetworks? [A]．Advancesinneuralinformation

processingsystems [C]．２０１４:３３２０ ３３２８
[１６] 李倩,王永县,朱友芹人工神经网络混合剪枝算法 [J]．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４５ (６):８３１ ８３４
[１７] HanS,PoolJ,TranJ,etalLearningbothWeightsandConnectionsforEfficientNeuralNetworks [J]．
[１８] WRIGHTESVS:Moonphaseandlibration,２０１８ [EB/OL]．(２０１９ ０１ ２８)[２０１９ ０６ １２]．https://svsgsfcnasagov/４６０４
[１９] HEADJW,ADAMSJB,MCCORDTB,etalRegionalstratigraphyandgeologichistoryofMareCrisium [C]//MareCrisium:

TheViewFromLuna２４,１９７８:４３ ７４
[２０] SCHULTZPH,STAID MI,PIETERSCMLunaractivityfromrecentgasrelease [J]．Nature,２００６,４４４ (７１１６):１８４ １８６
[２１] KRÜGERT,VAN DERBOGERTC H,HIESINGER HGeomorphologicmappingofthelunarcraterTychoanditsimpactmelt

deposits [J]．Icarus,２０１６,２７３:１６４ １８１
[２２] 王茜,张海仙,WANGXi,等深度学习框架Caffe在图像分类中的应用 [J]．现代计算机,２０１６ (５):３２ ３６
[２３] 郑磊,胡维多,刘畅．基于深度学习的大型陨石坑识别方法研究 [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６(５):９９４ １００４．
[２４] XiaG,HuJ,HuF,etalAID:A Benchmark DataSetforPerformanceEvaluationofAerialSceneClassification [J]．IEEE

TRANSACTIONSONGEOSCIENCEANDREMOTESENSING,２０１７,５５ (７):３９６５ ３９８１
[２５] QiongH U,JianZ,BaodongXU,etalAcomparisonofGoogleEarthimageryandthehomologousQuickBirdimagerybeingusedin

land useclassification [J]．JournalofHuazhongNormalUniversity (NaturalSciences),２０１３,４７ (２):２８７ ２９１

８６１２



Networkaccelerationandmodelcompression
ofcrateridentificationbasedondeeplearning

ZHENGLei,XUETao,WANGCheng,KONGDe qing
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Asthemostsignificantfeatureonthesurfaceofcelestialbodiesinspace,cratershave
alwaysbeenanimportantreferenceindexforpositionnavigation,signpostpositioningandattitude
estimationofhumanspacecraftduringtheinterstellarexplorationmissionsTherefore,howtoaccurately
andefficientlyidentifyvariouscratersonthesurfaceofstarshasbecomearesearchhotspotinthecurrent
spaceexplorationmissionsInrecentyears,deeplearningtheoryhasbeenwidelystudiedinthefieldof
outerspacemeteoritecrateridentificationanddetectionVariouscrateridentification methodsbasedon
deeplearningaregainingground,butthetrainingandstorageoftheidentificationnetworkoftenrequire
hugecostsInordertosavetimeandspacecosts,transferlearningisintroducedintothetrainingprocess
ofcrateridentification,andapruningmethodofnetworkmodelbasedontransferlearningisproposed．
Throughparameteroptimizationandexperimentalverification,whilekeepingtheoriginalperformanceof
thenetworkbasicallyunchanged,itcanachievethemaximum９６３timesofthetrainingspeedofthe
crateridentification network,andthe maximum ９４９５％ compressionrate ofthe network model
compression

Keywords　Crateridentification;Networkacceleration;Modelcompression;Transferlearning;pru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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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成对抗模仿学习的卫星
遥感任务需求智能决策方法

李玉庆１　冯小恩１　王　港２　王日新１　徐敏强１　张　超２

１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研究中心;２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四研究所

摘　要　实现卫星任务需求的自主决策,是进行有效的任务规划、提高航天器智能化水平的重要前

提和保障.针对传统卫星任务需求属性决策过程对人力依赖程度高、处理效率低等不足,本文对卫星任

务需求智能决策问题展开了研究.通过有机结合模仿学习与生成对抗网络的思想和方法,依据实际卫星

任务需求的决策过程,建立了基于目标信息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成对抗模仿学

习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算法,能够对不同目标的遥感卫星任务需求进行自主配置和决策.最后通过仿真

算例验证了该方法求解卫星遥感任务需求决策问题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实现了卫星任务需求的智能配置

和决策,为进一步提升航天器自主运行能力,实现高效化、智能化航天信息应用提供了有益补充.
关键词　卫星任务需求决策;生成对抗网络;模仿学习;航天器自主运行

０　引　言

遥感卫星具有覆盖范围广、不受国界限制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和大众民生等

诸多领域[１].针对航天器自主运行与智能管控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对卫星自主任务规划与调度模型及方

法[２]的探究,在此过程中对观测任务需求通常是确定或假定已知的,即忽略任务需求决策过程,而基于人

工设置或假定的具体任务需求条件下,开展对卫星自主任务规划问题的研究.
然而,卫星任务需求决策是实现航天器自主运行不可或缺的环节,是进行卫星任务规划与资源调度

的重要前提,其一般过程为:基于目标形态、地理位置、气象条件等不同的航天综合场景信息,合理决

策配置卫星载荷类型、分辨率、任务优先级等任务属性要求[３].传统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环节通常依赖航

天领域专家的经验知识和推理判断,存在的处理效率低、耗费时间长、人才资源匮乏等弊端日益突显,

难以适应和满足未来航天信息综合应用的模式和需求[４].

现有的关于卫星任务需求决策的研究较少,在卫星任务规划与调度等相关领域研究中,也鲜少涉及

对这一环节的研究.因此,探究卫星任务需求智能决策技术,是提升航天器自主运行能力、增强航天资

源智能管控水平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以深度学习、强化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在计算机视觉[５,６]、智能驾驶[７]、

语音识别[８]、语义理解[９,１０]等领域实现了突破和应用,也为求解卫星任务需求智能决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路和方法.

模仿学习[１１,１２]是强化学习的分支,通过模仿专家示教范例以解决决策问题,避免了与环境交互,其

反馈信息来自专家的决策样本.对于许多实际问题而言,相较于设置合适的奖赏函数,获取专家样本往

往更容易且代价更小.同时近年来,生成对抗网络 (Generativeadversarialnets,GAN)[１３]的提出为各领

域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手段,在场景生成、图像翻译、文本与图像的相互生成等领域都发挥了独特的作

用[１４],并不断衍化出了种类繁多的 GAN改进模型,如 Wasserstein生成对抗网络 (WGAN)[１５]、条件生

成对 抗 网 络 (CGAN)[１６]、 深 度 卷 积 生 成 对 抗 网 络 (DCGAN)[１７]、 最 小 二 乘 生 成 对 抗 网 络

(LSGAN)[１８]等.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目前卫星任务需求决策过程中人力依赖程度较高、处理效率较低、快速响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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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弱等不足,开展了卫星任务需求智能决策方法研究:１)依据实际卫星任务需求决策与属性配置过

程,建立基于目标信息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模型,明确相关状态、动作、约束条件等基本要素;２)针对

卫星领域特点,有机结合模仿学习与生成对抗网络的思想和方法,提出基于生成对抗模仿学习的卫星任

务需求决策算法,实现端到端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过程;３)深入分析卫星任务需求的智能决策过程,采

用 WGAN网络代替传统GAN网络来实现模仿学习算法,避免传统生成对抗网络在训练时存在梯度消失、
模态崩溃等缺陷.并通过仿真算例对基于生成对抗模仿学习算法求解卫星任务需求决策问题的合理性和

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实现了卫星任务需求的智能配置和决策,为进一步提升航天器自主运行能力,实现

高效化、智能化航天信息应用提供了有益补充.

１　基于目标信息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模型

１１　基本要素

考虑典型遥感卫星任务场景,建立遥感卫星任务属性配置规则模型,明确相关要素如下:
(１)输入要素 (状态)　
输入要素为经过筛选和提取的航天信息,即经过处理与识别后的卫星遥测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输入要素参数示例表

基本要素 属性参数 参数选项

输入要素

(状态)

目标类型 合作目标、非合作目标

目标形态 营地、机场、大型舰艇

地理位置
经度范围[－１８０,１８０]
纬度范围[－９０,９０]

气象条件 多云、雨天、晴天

攻击因素 攻击性、非攻击性、未知

(２)输出要素 (动作)
输出要素为卫星任务需求属性决策配置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输出要素参数示例表

基本要素 属性参数 参数选项

输出要素

(动作)

载荷类型 可见光、红外、SAR

观测模式 模式一、模式二

分辨率 ０１m、０５m、１m

任务优先级 紧急任务、一般任务

观测时效性 ３０min内、１h内、１h３０min内、２h内

数传时效性 ３０min内、１h内、１h３０min内、２h内

光照条件 需要光照、无需光照

１２　卫星任务需求属性配置规则数值表述

基于上述卫星任务需求决策模型,分别设计了基于宽域模式和基于窄域模式的卫星任务属性数值表

述方法.在宽域模式下,卫星任务属性模型中的各项参数被限定在具有一定宽度的区间范围内;在窄域

模式下,各项参数被设置在某一数值附近微小波动.

１７１２



(１)宽域模式

根据上述卫星任务模型中参数选项的特点,可将其在 (０,１)区间内均匀分成不同的区间小段,每

一小段区间代表不同的参数选项.基于宽域模式的卫星任务属性数值表述示例如表３所示.

表３　基于宽域模式的卫星任务属性数值表述示例

参数名称 参数选项

目标类型 合作目标 非合作目标 —

描述示例 (０,０５) (０５,１) —

目标形态 营地 机场 大型舰艇

描述示例 (０,０３３) (０３３,０６６) (０６６,１)

(２)窄域模式

将上述卫星任务模型中的各参数选项,分别设置在某一固定数值附近微小波动的窄域区间内,由此

提出基于窄域模式的卫星任务属性数值表述示例如表４所示.

表４　基于窄域模式的卫星任务属性数值表述示例

参数名称 参数选项

目标类型 合作目标 非合作目标 —

描述示例 (０２９,０３１) (０６９,０７１) —

目标形态 营地 机场 大型舰艇

描述示例 (０４５５,０４８５) (０４８５,０５１５) (０５１５,０５４５)

２　基于 WGAIL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算法

２１　基本原理介绍

(１)生成对抗网络 (GAN)
生成对抗网络 (GAN)主要由生成器 (Generator)和判别器 (Discriminator)两部分构成,其训练

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GAN基本框架示意图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GAN训练过程可理解为最小化生成样本分布与真实样本分布之间的Jensen
Shannon散度[１９]的学习过程.但JS散度无法度量不重叠的分布之间的散度并且不具有对称性,由此也导

致了 GAN训练梯度消失、模态崩塌等问题.
(２)Wasserstein生成对抗网络 (WGAN)

WGAN[１５]在２０１７年被 Arjovsky等人提出,该方法利用 Wasserstein散度[２０]作为度量样本分布之间

散度的标准.总体而言,相较传统 GAN模型,WGAN模型主要做了如下四点改进:１)判别器网络最后

一层不使用 Sigmoid函数;２)结合 Wasserstein距离,对损失函数进行改进;３)在每次更新判别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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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后,将其截断到固定常数c范围内;４)使用 RMSProp、SGD优化算法.基本避免了训练崩溃,确

保了生成样本的多样性.
(３)生成对抗模仿学习 (GAIL)
模仿学习 (IL)和生成对抗网络 (GAN)在学习框架上存在许多共性[２１].GAIL方法[２２]将两者进行

结合,将策略和奖赏函数用神经网络来表示,直接学习策略模型,有效改进了模仿学习在表征能力和计

算效率上的缺陷.

GAIL基本结构框架如图２所示.输入状态输出动作的策略可类比作生成器,输入状态—动作对

(s,a)输出立即奖赏值的奖赏函数可类比作判别器;策略基于当前奖赏函数的优化过程可类比为生成器

的训练过程,奖赏函数的优化过程可类比为判别器的训练过程.

图２　GAIL基本框架示意图

２２　基于 WGAIL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算法

基于 WGAIL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算法以 WGAN为基本框架,主要包含生成器G 和判别器D 两个网

络.与传统 GAN网络不同,WGAIL中的生成器G 网络的输入为状态,即目标信息,输出为动作,即卫

星任务需求属性配置结果;判别器D 网络的输入为状态 动作对,即专家决策的目标信息 卫星任务需求

属性样例对或是生成器G 生成的目标信息 卫星任务需求属性配置结果数据对,输出为判断输入样本为专

家样例而不是生成器G 生成的样本的概率.

基于 WGAIL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算法基本流程如图３所示.

Step１初始化生成器G 网络和判别器D 网络参数;

Step２输入m 个目标信息状态样 {s(１),,s(m)};

Step３在专家范例数据样本集中采样m 个训练样本 {(SE,αE)(１),,(SE,αE)(m)}中采样;

Step４固定生成器G 网络参数,通过随机梯度下降来更新判别器D ;

Step５利用RMSProp优化判别器D 网络参数,并对更新后的网络参数绝对值截取到固定常数C的范

围内;

Step６判断是否达到判别器的训练迭代次数T .若是,转Step７;否则,转Step２;

Step７固定判别器D 网络参数,通过随机梯度下降来更新生成器G ;

Step８利用RMSProp优化判别器G 网络参数,并对更新后的网络参数绝对值截取到固定常数c的范

围内;

Step９判断是否收敛.若是,则训练结束,保存G 网络参数;否则,转Step２.

３　仿真验证

依据卫星任务需求属性模型,基于典型卫星任务需求决策规则仿真样例,验证基于 WGAIL的卫星任

务需求决策算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实现对卫星任务需求智能决策过程的仿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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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 WGAIL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算法流程图

３１　仿真说明

参考航天专家在卫星任务需求决策过程中的经验知识,本文设定了４类典型卫星任务需求属性配置规

则作为网络训练的仿真专家样例,具体规则如表５所示.并分别基于宽域模式和窄域模式进行数值描述.

表５　任务属性典型配置规则表

参数名称
规　则

１ ２ ３ ４

目标信息

目标类型 合作 合作 非合作 非合作

目标形态 — — — —

经度 — — — —

纬度 — — — —

气象条件 多云 雨天 多云 晴天

攻击因素 非攻击 非攻击 攻击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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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名称
规　则

１ ２ ３ ４

任务属性

载荷类型 红外 SAR SAR 可见光

观测模式 模式一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二

分辨率 １m １m ０５m ０１m

任务优先级 一般 一般 紧急 紧急

观测时效性 ２h内 ２h内 ０５h内 １h内

数传时效性 ２h内 ２h内 ０５h内 １h内

光照条件 无光 无光 无光 有光

基于上述４类规则,在其数值表述范围内,分别随机产生一定数量的满足不同规则的样本,作为D
网络的专家样例输入;在目标信息的参数数值范围内,随机产生数据作为G 网络输入,并按照图３所示

的步骤进行网络学习和训练.

３２　样本预处理

在网络训练过程中,样本数据的输入方式对学习效果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采用直接输入和批量拼接

两种样本数据预处理方式.
(１)直接输入

在某种典型规则下 (以窄域模式下的规则１为例),单个原始样本的直接输入格式如图４所示.

图４　样本数据直接输入的格式示例

(２)批量拼接

对同一规则下一定量的范例样本数据批量拼接处理,如图５所示.

图５　批量拼接的样本数据格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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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网络参数设置

本文的网络结构及参数设置如下:

１)G 网络和D 网络均采用全连接层.其中,G 网络采用一层隐层,节点数为４的结构;D 网络采用２
层隐层,节点数均为２５６;

２)BatchSize＝５０,Epoch＝２０,Iteration＝１００,Learningrate＝０００１.

３４　仿真结果比较分析

基于上述网络结构,分别利用窄域模式和宽域模式下的４类卫星任务属性配置典型规则样本进行训

练,并对仿真学习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究样本预处理方式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对利用该算法求解卫

星任务需求属性决策问题的有效性和正确性进行了验证分析.
(１)窄域模式

针对窄域模式,在相同条件下,分别采用直接输入和批量拼接两种样本预处理方式,利用 WGAIL算

法对卫星任务需求属性配置规则范例样本训练学习的典型损失函数曲线如图６所示.图６中,横坐标为训

练迭代次数,纵坐标为损失函数loss,其中,实线曲线为生成器G 网络的损失函数Gloss随训练迭代次数

的变化情况,虚线曲线为判别器D 网络的损失函数Dloss随训练次数的变化曲线.

图６　对窄域模式规则学习的典型损失函数变化曲线

由图６可以看出,实线曲线 Gloss与虚线曲线 Dloss呈对抗趋势,即当 Gloss上升时 Dloss下降,反

之 Gloss下降而Dloss升高,这是由于 WGAN 网络损失函数的基本定义所决定的.同时图中实线曲线

Gloss的幅值波动较大,而虚线曲线Dloss的幅值波动较小,可能的原因为生成器G 仅采用了一层网络结

构,而判别器D 采用了两层网络结构,因此D 网络表现相对较稳定.
对范例样本数据分布规律学习的生成样本仿真结果如图７所示.图７中,实线曲线表示范例样本数

据,虚线曲线表示生成样本数据.
依据窄域模式表述的典型卫星任务属性配置规则各参数值域范围,计算由 GAIL算法决策生成的

１０００个样本对于各参数变化值域的平均偏差,如表６所示.

表６　窄域模式下生成样本与范例样本的平均偏差

规则 平均偏差及偏离标准差
窄域模式

直接输入 批量拼接

１
生成样本平均偏差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４１

生成样本偏离标准差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５８

２
生成样本平均偏差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２９４

生成样本偏离标准差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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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规则 平均偏差及偏离标准差
窄域模式

直接输入 批量拼接

３
生成样本平均偏差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３９８

生成样本偏离标准差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４３４

４
生成样本平均偏差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２８４

生成样本偏离标准差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３６４

图７　窄域模式下典型卫星任务属性决策规则学习结果

由图７可知,在窄域模式下,如图中实线曲线所示,对于４类典型卫星任务属性决策规则分别产生的

目标信息 卫星任务属性范例样本显示出各自不同的分布规律;对比分析图中的虚线曲线,即生成的卫星

任务属性分布示意,其对范例样本数据的规律分布趋势具有很好的拟合性,可以看出通过 WGAIL算法基

本能够学习到范例样本数据的分布趋势,并能够生成出基本符合样例数据规则的生成样本数据.

７７１２



(２)宽域模式

针对宽域模式,在相同条件下,分别采用直接输入和批量拼接两种样本预处理方式,,利用 WGAIL
算法对卫星任务需求属性配置规则范例样本训练学习的典型损失函数曲线如图８所示.

图８　对宽域模式规则学习的典型损失函数变化曲线

在训练过程中,在直接输入样本预处理方式下,其损失函数在训练前期表现出明显的对抗趋势,随

着训练迭代,G网络与D网络的对抗趋势趋于平衡和稳定,Dloss稳定在０５附近;在批量拼接预处理方

式下,其损失函数一直呈现出明显的对抗趋势,但随着训练学习过程其波动变化逐渐减弱.
针对４类规则,对范例样本数据分布规律学习的生成样本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
生成的１０００个样本对于各参数变化值域的平均偏差统计如表７所示.

表７　宽域模式下生成样本与范例样本的平均偏差

规则 平均偏差及偏离标准差
窄域模式

直接输入 批量拼接

１
生成样本平均偏差 ０ ０

生成样本偏离标准差 ０ ０

２
生成样本平均偏差 ０ ０００２９

生成样本偏离标准差 ０ ００２１６

３
生成样本平均偏差 ０ ０００４０

生成样本偏离标准差 ０ ００２６６

４
生成样本平均偏差 ０ ０００１７

生成样本偏离标准差 ０ ００１５１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对于４类典型规则,通过 WGAIL算法生成的样本数据基本符合范例数据所在

的值域范围.由此可认定该网络学习到了范例样本数据中的内隐规则,且能够生成基本符合范例样本数

据分布规则的样本数据.
(３)算法性能比较分析

对于卫星任务需求属性配置决策问题,文献 [３]采用了基于 WGAN SVM 的方法进行求解,其核

心在于使用 WGAN网络对专家范例样本库进行了有效扩展,这是一种迂回的求解策略,其网络的学习能

力和效果是有效实现卫星任务属性配置的关键.
本文采用的基于 WGAIL的卫星任务属性决策算法,改进了样本拓展过程,而直接通过网络实现了端

对端的智能决策过程,该方法更符合卫星任务属性配置问题的本质特点,且相比文献 [３]的方法,对专

家样本内隐规律的学习能力更强.
在上述４类典型卫星任务属性配置规则下,分别采用本文的方法与文献 [３]的方法进行求解,得到

生成样本数据的准确性比较统计表如表８所示,生成数据偏差对比柱状图如图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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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宽域模式下典型卫星任务属性决策规则学习结果

表８　基于GAIL和 WGAN算法生成样本数据的准确性比较统计表

规则
平均偏差δ

偏离标准差ε

宽域模式 窄域模式

WGAIL
直接输入

WGAN
直接输入

WGAIL
批量拼接

WGAN
批量拼接

WGAIL
直接输入

WGAN
直接输入

WGAIL
批量拼接

WGAN
批量拼接

１
δ ０ ０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４５４

ε ０ ０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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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规则
平均偏差δ

偏离标准差ε

宽域模式 窄域模式

WGAIL
直接输入

WGAN
直接输入

WGAIL
批量拼接

WGAN
批量拼接

WGAIL
直接输入

WGAN
直接输入

WGAIL
批量拼接

WGAN
批量拼接

２
δ ０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２９４ ００３１５

ε ０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１４５

３
δ 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４３１

ε ０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０２３０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１８８

４
δ 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３０８

ε 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１２２

图１０　基于 WGAIL和 WGAN生成的数据偏差对比柱状图

由上述统计图表分析可以看出,在宽域模式下,采用直接输入的样本预处理方式对促进 WGAIL算法

的学习有明显作用,在各类规则下,生成样本能够达到零偏差的水平,相比 WGAN算法,对于求解卫星

任务属性配置决策问题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宽域模式下采用批量拼接方式时,WGAN 网络对样本内隐规

则的学习能力相较 WGAIL算法更强.在窄域模式下,无论采用直接输入还是批量拼接方式,WGAIL算

法都表现出比 WGAN算法更优秀的学习能力.
通过比较表８中样本输入方式对两种算法学习效果的影响可知,对于 WGAIL算法,采用直接输入方

式相比批量拼接方式具有更好的学习效果;而对于 WGAN算法,对输入样本采用批量拼接方式比直接输

入能够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分析出现上述两种不同现象的可能原因为:在仿真中,WGAN的G 网络节

点为６０,而 WGAIL中G 网络的节点为４,其节点数量很小.批量拼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输入样本

准周期特性,对于节点数相对较多的 WGAN中的G 网络而言,准周期特性增强了数据间的规律性,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 WGAN网络的训练和学习;但对于节点数量十分少的 GAIL算法中的 G网络而言,对数据

的拟合能力有限,面对批量拼接的输入样本数据,数据间准周期加强的同时,也附带了更多的动态变化

和扰动,从而影响了网络的学习.
与传统依赖航天专家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过程相比,在本文提出的卫星任务需求属性配置模型与基

于生成对抗模仿学习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方法下,主要具有以下几点优势:１)能够将传统依靠人工执行

的一些活动 (例如目标信息提取与分析、命令序列化、决策过程流程化等)交由计算机执行,有效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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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任务响应和任务执行效率;２)可以大大减少地面工作人员的劳动量,减轻地面指控负担,从而降低航

天任务的成本,并增加任务的可靠性和实时性;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人类感性经验知识的数字化表

征,为进一步实现高效化、智能化航天信息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４　结　论

针对航天资源种类丰富、智能化水平不足,以及目前卫星任务需求决策过程中人力依赖程度较高、
处理效率较低、快速响应能力较弱等问题,开展了卫星任务需求属性配置与决策方法研究,主要完成了

以下工作:１)依据实际卫星任务需求属性决策配置过程,建立了基于目标信息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模

型,明确了相关输入、输出、约束条件等基本要素,提出了合理的数学表述形式;２)针对卫星领域特

点,有机结合模仿学习与生成对抗网络的思想和方法,提出了基于生成对抗模仿学习的卫星任务需求决

策算法,实现了端到端的卫星任务需求决策过程;３)深入分析卫星任务需求的智能决策过程,采用

WGAN网络代替传统 GAN网络来实现模仿学习算法,避免了传统生成对抗网络在训练时存在梯度消失、
模态崩溃等缺陷.并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基于生成对抗模仿学习求解卫星任务需求决策问题的合理性和

有效性,实现了卫星任务需求属性智能配置过程,为提升航天器自主运行能力、降低地面指控负担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为进一步实现高效化、智能化航天信息应用提供了有益的技术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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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akingmethodforsatellite
missionbasedongenerativeadversariallearning

LIYu qing１,FENGXiao en１,WANGGang２,WANGRi xin１,XU Min qiang１,ZHANGChao２

１ExplorationBasicResearchCenter,HarbinInstituteofTechnology
２CETCKeyLaboratoryofAerospaceInformationApplications

　　Abstract　Satellitemissiondemanddecisionisanimportantprerequisiteforsatellitemissionplanning
andresourcescheduling,thatis,basedondifferentaerospacecomprehensivesceneinformationsuchas
targetshape,geographiclocation,and meteorologicalconditions,areasonabledecisionis madeto
configuremissionattributerequirementssuchassatelliteloadtype,resolution,and missionpriority．
Aimingattheshortcomingsoftraditionalsatellitemissiondemandattributedecision makingprocess,

suchashighdependenceonmanpower,lowprocessingefficiency,longtimeconsumption,andlackof
humanresources,thispaperconductsresearchonintelligentdecision makingofsatellite mission
demandByorganicallycombiningtheideasandmethodsofimitationlearningandgeneratingadversarial
networks,andbasedontheactualsatellite missiondemandattributedecision makingconfiguration

process,asatellitemissiondemanddecision makingmodelbasedontargetinformationisestablished,

andbasicelementssuchasstates,actions,andconstraintsareclarifiedAndthesatellitetaskdemand
decisionalgorithm based on generativeadversariallearning are proposed,which effectively avoids
obtainingtherewardfunctionandrealizesend to endlearningAtthesametime,theWGANnetwork
insteadofthetraditionalGAN networkisusedtoimplementtheimitativelearningalgorithm,which
avoidsthedefectsofthetraditionalgenerativeadversarialnetwork,suchasthedisappearanceofgradients
andmodelcollapseduringtrainingFinally,simulationexamplesverifytherationalityandeffectivenessof
solvingsatellitemissiondemanddecisionproblemsbasedongenerativeadversarialimitationlearningThe
intelligentconfigurationprocessofsatellitemissiondemandattributesisimplementedItprovidesahelpful
ideaandmethodforthefurtherrealizationofefficientandintelligentspaceinformationapplications

Keywords　Satellitemissiondemanddecision;GenerativeAdversarialNetwork;Imitation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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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触发以太网的端节点设计研究

凌　震　周　虎　钟　程　许　聪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在概括航天电气系统对通信总线要求的基础上,分析了时间触发总线 (Time Triggered

Ethernet,TTE)的特点,提出了基于分时分区操作系统和合作式调度器的两种端系统设计方案,总结了

两种实现方式的特点,为支撑未来航天器的多任务智能化做了有益探索.

关键词　时间触发;端节点架构;分时分区操作系统;合作式调度器

０　引　言

信息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技术突破极大促进了航空航天电子系统集成化、信息化的发展,NASA、

ESA、空中客车公司等国外先进企业已将第４代分布式模块化综合电子架构 (DistributedIntegrated
ModularAvionics,DIMA)用于多个项目[１,２].目前我国航天电气系统也正面向未来多任务高集成智能化

航天器进行新一轮技术革新,分布式模块化综合电子架构和时间触发以太网获得国内多个单位的关注和

支持,国内重型、登月等项目和国际深空之门等项目已将 TTE作为首选通信总线.如何将航天不同子系

统不同功能在时间触发以太网总线上实现并一体化集成是总线应用必须解决的问题,基于时间触发以太

网的端节点设计是其中,重点内容.

１　未来航天电气系统对总线的要求

航天电气系统属于高可靠性要求的强实时系统,适用于新一代航天系统的总线应具备以下主要特征:

１)高带宽、可扩展.以太网技术目前发展迅速、应用广泛,技术扩展性好.航天系统以太网通信能

力具备１００Mbit/s、１Gbit/s,可扩展至１０Gbit/s.

２)远距离.单链路传输距离可达５km.

３)可靠性.支持冗余容错、故障隔离和自主管控.

４)实时性.通信周期可达１ms,单跳传输延迟优于５us,抖动优于１００ns.

５)变拓扑.为满足箭地总线一体化以及火箭分离、系统重构的需求,支持受控的总线结构动态变

更,总线恢复时间低至微秒级;支持总线资源调度动态配置.

６)组合性.支持热拔插和即插即用;支持分域的总线资源配置和组网方式,总线节点增加、减少不

影响系统架构.

７)同步性.支持全网所有节点时钟同步,支持基于优先级的时间传递.

８)安全性.为提高全系统信息集成度同时隔离不同功能任务间的故障,提供完整的安全保护机制.

９)开放性.可继承以太网协议栈及通信中间件.

２　时间触发以太网

时间触发以太网 (Time TriggeredEthernet,TTE)是提供确定性的时间触发通信的机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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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riggeredArchitecture,TTA)体系结构在分布式嵌入式实时系统领域的发展,目前传输速率可

达１Gbit/s.２０１１年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ocietyofAutomotiveEngineer,SAE)发布时间触发以太网

的时钟同步标准:SAE AS６８０２.时间触发以太网在普通以太网即IEEE８０２３通信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了

分布式时钟同步、时间触发通信、速率受限通信和可靠性保证技术,支持多种 (单或多通道)通信方案,
支持精确的系统诊断,具备故障隔离能力,能够满足混合安全关键系统的高实时通信需求.如图１所示,

TTE在普通以太网标准改造链路层设计,增加了时钟同步、时间触发通信和基于 Arinc６６４标准的速率受

限通信功能,同时保留以太网原事件触发的异步通信实现尽力传输通信功能.

图１　TTE原理

TTE提供了以下三类特性和服务:

１)支持不同时间需求的流量.TTE支持时间触发或事件触发通信,可实现基于同一物理链路的混合

关键等级通信,按时间确定性,通信服务分为 TT (时间触发)、RC (速率受限)、BE (尽力传输).

２)透明的同步.TTE使用协议控制帧 (PCF)来建立和保持同步,并补偿传输过程中的抖动,从而

形成高精度、具备容错的全网时钟同步.

３)可扩展容错性.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下单点故障、双重故障,TTE提供了完善的容错机制.

TTE在各种航空、航天、汽车等领域得到了应用,如 NASA 的猎户座载人探索飞行器,国内航天、
铁路等领域也正在大力研发总线相关技术.

对多个下一代项目的论证结果表明,时间触发以太网因其高带宽、高确定、长距离、强容错、适应

不同关键等级混合通信等特点,有利于实现多子系统箭地通信一体化、机内外总线统一化,成为未来航

天系统最具前景的总线技术.

３　基于TTE的航天电气系统架构

航天电气系统的控制周期、实时性与系统通信总线有关,也与总线节点的处理能力、任务调度等有

关.为了尽可能减小全系统信息处理的延迟,总线节点的任务调度应与底层时间触发总线的时钟同步协

同,即各节点也需采用基于时间触发的任务调度方式.使用基于时间触发的系统具有更好的行为可预测

性,在提高系统可靠性的同时减轻处理器的负担和存储空间的需求.时间触发系统严格按照预配置的时

间表运行,任何违背时间域出现的值都诊断为错误,因而时间触发系统为航天电气系统提供一个高可靠

的实时系统平台[３].根据节点的功能要求、任务多少、处理能力等,端节点有基于分时分区操作系统和基

于调度器两种方式,如图２所示.
在基于时间触发的系统中,各节点任务的执行也利用时间触发总线实现主机同步,节点根据任务描

述列表控制任务的执行,即消息被接收后,该消息的处理任务开始运行并输出结果.当网络节点发现自

身故障时采取故障 沉默机制,即停止向总线发送消息.系统实现冗余的方式也很简单,将多个相同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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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时间触发以太网的航天电气系统架构图

配置不同的通信时间表并接入系统网络,形成一个容错单元 (FTU),在一个总线通信循环周期内,接收

节点会冗余节点的多个消息版本,接收方负责冗余消息的处理.该平台具有如下优点:

１)系统行为的确定性,即使在最差情况下也严格满足确定性的行为;

２)支持形式化的系统分析和验证;

３)具有故障侦测和容错能力,保证可靠的运行;

４)易于综合,系统网络节点及节点上任务的增减与系统平台设计影响小.

４　基于分时分区操作系统的端系统架构

分时分区操作系统,如 VxWorks６５３、天脉,是基于 ARINC６５３规范的分时分区操作系统,完全符

合航天航空高可靠DIMA系统架构的要求,是可实现混合关键任务应用的共享计算平台,美国 NASA 已

在 “战神１号 (Ares１)”和 “战神５号 (Ares５)”上成功应用[４].它的核心概念是将多个子系统的应

用程序以分区的形式运行在同一个处理器上,每个分区具有独立的分区操作系统和资源,这种结构保证

了分区间的空间隔离;分时分区操作系统采用两级调度机制,第一级调度采用严格的时间片轮转调度机

制,完成分区时间调度,保证分区间的时间隔离;第二级调度采用分区操作系统调度或无操作系统运行

环境下的优先级调度.基于分时分区操作系统的端节点架构如图３所示.

分时分区操作系统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模块支持层、底层的核心操作系统以及上层的分区系统环境.

模块支持层:对CPU类型进行抽象,实现 CPU 支持层 (CSP)和相应的板级支持包 (BSP);提供

驱动开发框架,支持典型外部接口,如CPCI、CAN总线、显示芯片、多串口、USB、定制键盘等,支持

基于 TT、RC、BE的实时/分实时通信方式,以及共享内存网络适配处理;实现硬件相关的模块支持层

(MSL),支持系统引导 (本地、远程)、初始化与配置管理.

核心操作系统构造分区执行环境,对分区操作系统的运行提供支持,包括分区的资源分配、分区加

载、分区引导、分区重构、分区调度、时间管理、支持分区通信的 “虚通道”管理等功能.

分区系统环境实现基本分区,可采用分区操作系统或直接提供分区应用软件的运行环境,在分区中

实现实时中间件,包括进程管理、时间管理、分区内的进程通信 (缓冲区/Buffer、黑板/blackboard、信

号量/Semaphore、事件/Event)、分区间的Port通信 (采样/sampling、排队/queuing),可屏蔽底层操作

系统和总线操作,为上层应用提供统一的 API接口.端节点一般需要包括两种分区,健康管理分区和应

用功能分区.健康管理分区主要针对系统中出现的故障进行定义、监控、设置恢复策略等.应用功能分

区支持系统的各种功能、提供外部接口[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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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分时分区操作系统的端节点架构

５　基于合作式调度器的端系统架构

合作调度器可视为一个简单操作系统,从实现的角度看,实际是由多个不同任务共享的定时器中断

服务程序,允许以周期性或单次方式来调用任务.合作式调度器提供的是一种单任务的系统结构,其提

供了一种简单而可预测性非常高的平台[６].
合作式调度器具体优点如下:

１)调度器简单,用少量代码即可实现,对CPU和内存资源消耗少;

２)可靠性、安全性高,多任务间可实现故障隔离,软件行为可预测;

３)可用高级语言编写;

４)支持团队开发,软件集成简单,适合多任务共享处理器的应用.
基于 TTE的合作式调度器软件开发不再使用硬件定时器实现,而是利用 TTE的通信周期的同步脉

冲作为端节点CPU的中断信号,从而实现节点任务处理由时间触发并与 TTE总线通信周期同步.在运

行时,调度器检查静态任务链表,根据任务的周期、延迟属性判断是否有任务需执行,如果有则立即执

行任务;任务执行完后继续检查任务链表,重复上一个过程.完成链表检查后,主机进入休眠状态,直

到下一个中断.其任务调度机制如图４所示.

图４　合作式调度器调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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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论

本文梳理了下一代航天器对总线的需求,总结了 TTE总线特点及选择 TTE总线的理由,然后提出

了基于时间触发总线的航天电气系统架构,并详细分析了两种端系统架构设计方案.该端系统架构具有

完全时间触发的特点,相比现有架构,其在系统确定性、容错及故障隔离等方面都有很大改善,可以更

好支撑新一代航天器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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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释人工智能综述

李　想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业界在可解释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目标.可解释智能可细分为内部

可解释性和外部可解释性,本文综述了相关概念的具体定义.就当前的两大发展方向同步创建可解释性

和事后可解释性的定义和应用进行介绍.概述对可解释智能的分级和度量指标.通过相关文献的调研,

目前可解释智能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的方法、指标仍不明确,算法效果欠佳,与业界需求尚有较

大差距.

关键词　可解释智能;同步可解释;事后可解释

０　引　言

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由此也产生了对智能技术可信任性、伦理

道德上的怀疑,因此人们希望知道人工智能体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如何影响决策的关键数据和该数据变

化对决策的影响.由此,人们提出了可解释智能的概念 (explainableAI,XAI),并希望借此构建可信任

的人工智能系统.但是当前可解释智能的发展相对于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是大幅落后的,不计较可解释

性的智能系统已经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在资本推动下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快速发展,而可解释性智

能技术目前还缺乏广泛的商用条件,导致发展更加缓慢.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智能技术缺乏解释性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文献 [１]针对限速标

牌,简单地添加一块胶带即可让采用深度学习技术的特斯拉自动驾驶功能将限速３５英里/时识别为８５英

里/时,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图１).目前图像分类技术主要为深度学习技术,而此类技术仍不具

备完整的可解释性.一方面现代的深度学习模型非常庞大,模型的参数权重可达到５千万,难以对如此大

规模的参数做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发现某些深度学习创建的模型在参数空间上的减少实

际上导致了预测准确性的提高.这些矛盾之处导致目前最广为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难以解释,且短期内

难以突破.

图１　对限速标牌加干扰导致深度学习算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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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种种困难,近年来研究人员在XAI方向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将从

XAI的基本概念,研究趋势,可解释性分级、未来蓝图等方面阐述,希望对后续相关研究起到帮助.

１　可解释性的基本概念

可解释智能可以细分为内部可解释性 (interpretation)、外部可解释性 (explanation,又称为可解读

行)[１１].在一些研究中,例如文献 [２ ３]中,这两个概念被等同或混淆在一起.另一些研究,例如文

献 [４],认为内部可解释性是外部可解释性的一种基本形式.相关概念的混乱,且interpretation和

explanation在中文都可以翻译成 “可解释性”的原因也影响可解释智能的发展.
通常认为,内部可解释性 (interpretation)是一种内在属性.对于内部完全可解释的模型,内部的组

成部件和运行机制均可被人们观测、解读、分析.例如对于用于图像分类的多层卷积模型,从内部解释

性上分析,靠近输入端的卷积层提取目标图像的基本特征信息,例如边、角等.靠近输出端的卷积层更

多地提取与领域相关的特征信息.提取的信息如何影响最终的输出结果则不是内部可解释性关注的重点.
另一方面,外部可解释性 (explanation),是指如何解读智能体输出的决策结果,用户并不关注内部

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为可解释的 (interpretation),而关注于智能体做出决策的原因和影响因子.因此模

型的外部可解释性,是一种动态属性,应向用户同时提供决策和做出该决策的原因.
根据以上定义,决策树或者基于规则的系统可以认为是内部可解释的,也是外部可解释的.根据文

献 [５]的研究结果,如果在神经网络中加入外部可解释的结构,那么整个系统也会呈现外部可解释性,
但是内部可解释性仍然由各个组成部件的技术细节决定.

另一个基本概念是可调试性.模型在开发、训练过程中有许多技巧,通过模型输出的一些信息可以

推断出输入数据的关键决策信息,并加以利用改进模型.这些信息属于可调试性的范畴,因为此类信息

不能完整地解释模型做出决策的原因.

２　XAI的研究趋势

２１　同步创建可解释性

在核心任务 (例如训练分类器)完成的同时建立决策解释机制.例如文献 [６]在寻找文本段落用于

文本分割时,同步训练了解释功能.在训练时,使用多个神经网络结构的生成器对输入编码,作为一个

重要词汇同步输入到预测模型中.这样训练模型将同步对输出和可解释性 (文中使用 “justification”作

为评价)完成训练.在应用于自然语言的分类器研究中普遍认为是同步创建了模型的可解释性,因为在

经典模型中通常会有注意力层 (attentionlayer)和循环递归层 (recurrentlayer),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注

意力层的权重可作为模型的输出的解释.
同步创建模型的可解释性只能在模型的创建、开发过程中进行,因此也只能是高度依赖于特定模型

的,缺乏泛用性.

２２　 “事后”可解释性

“事后”(post hoc)可解释性是在模型完成建立、训练后,尝试对模型的输出做出解释.相对于同

步解释性创建技术,事后可解释技术可以实现基于模型 (model dependent)或非基于模型 (model
independent)的解释.例如在文献 [７]中,图像分类的神经网络模型的可解释性,可以根据反向传播的

梯度建立输入与输出的联系,并借此找出重要的输入像素作为模型的可解释性.非基于模型的解释技术

不关注模型的具体结构,将模型作为一个黑盒对待.例如文献 [８]中提出 LIME,通过对输入数据加入

少量扰动,建立扰动和输出的关系,最终得到输出结果的可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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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XAI分级

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可以分为４级,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可解释智能等级特征

特征 Level１ Level２ Level３ Level４

明确表达(可解释的)原因 √ √ √ √

多种可替代的原因解释 √ √ √

具备使用者的领域知识 √ √

可交互能力 √

Level０:
不具备可解释性的系统,智能系统如黑盒般根据输入产生输出,用户无法了解到做出决策的原因,

只能采纳或拒绝智能决策结果.当前广泛应用的深度学习模型、随机深林等,均属于此等级.

Level１:
用户在得到智能体决策结果时,也获得了明确表达的决策原因.例如在图像分类任务中,可以提供

做出分类决策的 “热图”,用户可以据此理解所做决策的原因.大多数此类方法的可解释性都是 “事后”
解释 (post hoc),即模型的可解释性是在模型完成后得到的.

Level２:
在Level１的基础上,Level２可以向用户或被解释人提供额外的解释性.例如在图像分类任务上,除

热图外,提供纹理、形状等做出决策的解释.用户可以根据提供的额外信息,更加深入地了解决策过程,
降低解释结果无法理解或采用的概率.

Level３:
根据用户的领域知识,提供可被理解的原因解释.例如在智能医疗系统中,病人和医生对结果的解

释需求是不同的,达到Level３的智能程序应能加以区分.目前尚没有达到此等级的可解释模型/技术.

Level４:
智能系统具备与用户就可解释性交互的能力,并具备根据用户反馈调整做出决策的能力.目前技术

距离此等级还有较大的差距.
表２中展示了当下取得较高认可的可解释智能技术的可解释性分级.

表２　可解释智能技术的可解释性等级

方法 Level 模型/非模型 同步/事后

LIME １ 非模型依赖 事后

Grad CAM １ 模型依赖 事后

SHAP １ 非模型依赖 事后

Rationalizing predictions １ 模型依赖 同步

Groundingvisualexplanations ２ 模型依赖 事后

２４　XAI的未来蓝图

如果以可解释性分级的Level４为目标,可解释的智能体需要具备与用户交互的接口,并根据用户传

递的知识建立自我认知.如文献 [９]中 Miller所说,解释的过程包含两个步骤:

１)认知过程,确定事件的原因,并选择这些原因的子集作为最终输出的解释.

２)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传递知识,使被解释者有足够的信息来理解事件的原因.
根据 Miller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知识的可传递性是 XAI领域发展的宝贵资源,并强调

了三个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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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解释是相反的:人们不问事件E为何发生,而是问事件E发生而不是发生了某些其他的事件,如

事件F;

２)解释是选择性的,只需要于一个或两个可能的原因,而不是提供所有可能的解释;

３)社交对话和互动是最有效的解释方式,这意味着解释者在参与解释过程时必须能够利用被解释者

的心理模型.Miller认为XAI必须考虑以上３点,才能广泛应用.

对于模型的可解释性,在文献 [１０]中提出了５种有效性的度量指标:

１)用户满意度.该指标可根据决策解释的清晰性和解释的实用性来衡量.

２)心理模型.心理模型的评估与模型的输出结果有关,可以解释该决策的置信度.并提供指导性的

调整意见.

３)任务执行表现.检查决策的解释是否改善了用户决策的制定和任务执行的表现情况.

４)信任评估.评估用户对解释的信任程度,并衡量是否信任未来决策提供的解释.

５)可纠正性.衡量与系统的交互是否有助于识别和纠正已有的决策错误.

３　结　论

本文阐述了可解释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研究趋势,可解释性分级、未来蓝图.已有的研究在内部

可解释性和外部可解释性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深度学习技术的可解释性上取得的进展仍然有

限.要使机器学习系统在高可靠系统中被广泛应用和接受,至关重要的是可解释智能系统能够提供令人

满意的行为解释.

怀疑的大众中获得更广泛的接受,至关重要的是,此类系统必须能够提供或允许对其决定做出令人

满意的解释.

要完整地实现高级模型的可解释性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应增加认知过程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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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二值神经网络加速器架构的设计

李杨珺　弭寒光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为了硬件加速种类繁多且处于快速迭代的二值神经网络 (BNN)算法,本文提出了一种灵

活的BNN 异构加速架构.通过CPU 对BNN 加速器的控制和配置,该架构可实现对BNN 类算法的支持.
其中,BNN 加速器的设计基于一种改良的哈佛体系结构,对应具体计算模式的复杂指令和紧凑的流水可

保证加速器运算时维持较高的资源的利用率.加速器的指令可按指令结构进行自定义拓展,以支持用户

算法中的自定义操作.使用vivado系统验证平台集成 CPU 与各模块,在仿真程序中对 CPU 行为进行编

程,采用CIFAR１０和ImageNet数据集为测试样本,对 VGG ７、AlexNet、VGG １６和 VGG １９这四

种不同的BNN 模型结构进行系统级仿真.最后使用vivado软件对设计进行了综合和实现.本文设计与其

他同类BNN 加速架构相比,在对算法模型支持的灵活性和节约硬件资源开销上具有明显优势.
关键词　二值神经网络 (BNN);领域专用处理器;异构架构;FPGA

０　引　言

近年来,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新焦点.航天装备

的智能化需求也随之不断提高,智能技术被引入了导航、制导及控制等各个任务环节,使火箭变得更加

聪明、自主,从而能更大程度确保任务完成[１].不过对于追求稳定性的航天电子而言,为以矩阵卷积运算

为基础的神经网络计算提供充足的算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针对航天智能领域中,电子产品算力低、算法识别种类少和实时性要求高的实际特点,使用FPGA

设计硬件电路实现二值神经网络 (BinaryNeuralNetwork,BNN)的计算是可行的策略.同时为了保证

设计的灵活性,本文采用异构架构、软硬结合的方式进行BNN 加速架构进行设计,可以支持大多数先进

算法硬件加速的实现,适用于灵活性需求高且目标场景多变的设备.
目前,针对BNN的异构加速实现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２０１７年清华大学魏少军教授团队提出了

比较完整的系统级解决方案[２],其较好地利用了BNN算法特性,用异或运算和移位操作代替乘法运算提

高了运算效率,并通过定制的存储和访存策略降低访存压力提升了运算速度.文献 [３]特别针对在

FPGA中由四输入查找表构成的电路结构进行优化,并且优化了进位链电路,提高了BNN 模型实现的逻

辑密度和计算速度.文献ReBNet[４]、LP BNN[５]设计了专门的电路以支持准确率更高的残差模型结构的

计算.
以上几种结构在实现算法功能的同时,仍然存在灵活性低、计算并行度低、数据复用差等问题.本

论文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１)对BNN类算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包括卷积、池化、损失函数和批归一化在内的计算类型利用

电路实现时的优化及加速策略.

２)提出了一种灵活的BNN处理架构.该架构采用异构方式进行设计,由 CPU 和BNN 加速器两个

主要的处理核心构成.指令和数据流的设计以哈佛体系结构为基础:指令结构为对应具体计算模式的复

杂指令集,可支持一定程度上的拓展;数据流根据具体的计算和数据特点进行了优化,减少高频数据的

传输延迟,提升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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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设计并实现了一款BNN算法加速器,根据二值的计算需求搭建专用的乘累加计算单元构成计算

核心,设计了数据复用策略,并配合定制的访存机制为计算提供充足带宽.当工作频率为２００M 时,峰

值计算速度可达１４５TOP/s.

图１　LeNet神经网络模型算法结构

１　BNN算法

１１　算法背景

BNN是一种激活值和权值都用１bit表示的特殊的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

CNN),其在运算中使用的数值１和０分别代表实际值＋１和－１,所以被称为二值神经网络,其运算特点

和网络结构大部分沿袭于CNN.１９９８年YannLeCun提出的LeNet ５[６]算法模型是卷CNN的开山之作,
模型结构如图１所示.算法模型按运算类型和位置区分各层名称,把一种或几种关联性较强的运算划为一

层,分别为输入层、池化层、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层、全连接层和输出层,包括了卷积、激活、池

化和全连接这几种最基本的运算方式.之后研究人员为了提高模型准确度又在其他新算法模型中提出了

批归一化操作[７]和残差结构[８],这些工作同样被应用到提升BNN模型的精度中.

１２　卷积运算

１２１　算法基础
矩阵卷积运算如图２所示,操作数为特征图中的激活值和卷积核中的权值.输入特征图有三个计算维

度:宽度 (IW)长度 (IW)和深度 (ID),卷积核有四个计算维度:宽度 (CW)长度 (CW)深度

(CD)和通道数 (CC),输出特征图有三个计算维度:宽度 (OW)长度 (OW)和深度 (OD).
公式１表示了矩阵卷积的计算过程,其中,Wn,l,i,j 下的j、i、l、n分别代表权值在卷积核中的宽度

坐标、长度坐标、深度坐标和通道坐标,xl,u＋i,v＋j 下的v＋j、u＋i和l分别表示激活值在输入特征图中

的宽度坐标、长度坐标和深度坐标.yn,u,v 下的v、u、n分别代表结果在输出特征图中的宽度坐标、长度

坐标和深度坐标,v和u也可用来表示卷积核在输入特征图中起始位置,stride为步长,构成j和i每次递

增的数值.

yn,u,v ＝ ∑
CD－１( )

l＝０
∑

CW－１( )

i＝０
∑

CW－１( )

j＝０
xl,i＋ u×stride( ) ,j＋ v×stride( ) ×Wn,l,i,j (１)

由公式１可得到 OW 的表达式公式为

OW＝
IW－CW＋stride

stride
(２)

１２２　二值乘法
单比特的卷积运算是BNN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神经网络最突出的计算优势,逻辑值１代表真实值１,逻辑

值０代表真实值－１,可得到BNN乘法运算真值表１.此时激活值和权值之间的乘法可用一同或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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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神经网络卷积运算结构

表１　BNN乘法真值表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２３　局部性及复用
由公式 (１)可知,卷积在计算时,相邻计算中有较多重复的激活值参与了计算,而权值则是一直不

变直到本次卷积运算结束,这是卷积计算的时间局部性.在存储激活值时,将其按坐标依次存储,使相

邻操作需要读取更新的激活值在物理存储中位置相近,可以保证激活值有良好的空间局部性.利用好运

算的这两种局部性质,能够有效地节省带宽资源、节省功耗.

１２４　并行性
由公式 (１)可知,特征图在与不同通道的卷积核卷积时,运算过程、结果互不干扰,具有高度的并

行性,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不同通道的卷积运算过程互不干扰

更进一步的,特征图与单一通道的卷积核进行卷积时,不同深度间的计算也相互独立,最后将结果

求和后经过激活函数,计算过程如图４所示.
在设计加速器时,需评估资源开销和计算速度需求,合理增加卷积运算单元,使加速器可以同时计

算多个通道,以提高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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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深度的卷积运算过程互不干扰

１３　池化运算

最大池化定义了一个指定大小的窗口,从窗口内提取其中,的最大值作为输出值,公式 (３)描述了

池化边长为２的最大池化的运算过程.

yu,v ＝max[max(x２u,２v,x２u＋１,２v),max(x２u,２v＋１,x２u＋１,２v＋１)] (３)
平均池化定义了一个指定大小的窗口,从窗口内提取其中,的平均值作为输出的值,公式 (４)描述

了池化边长为２的平均池化的运算过程.

yu,v ＝
１
４×(x２u,２v ＋x２u＋１,２v ＋x２u,２v＋１＋x２u＋１,２v＋１) (４)

由于平均池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数,而为了避免这一问题,BNN 模型当中普遍采用最大池化算法

来完成池化操作.BNN的最大池化操作可直接采用多输入或门完成.

１４　激活函数

BNN的激活函数主要有两种[９],第一种是基于符号函数的确定性方法,如公式 (５).第二种是基于

随机因子的随机二值化方法,如公式 (６).
随机二值化方法在量化过程中需要消耗硬件资源产生随机位,这会增加硬件开销且不易实现.故通

常采用符号函数进行对各层激活值进行激活.

x′＝Sign(x)＝
＋１,if　x ≥０
－１,otherwise{ (５)

x′＝
＋１,withprobabilityp＝σ(x)

－１,withprobability１－p{ (６)

其中,σ(x)的表达式为

σ(x)＝clip(x＋１
２

,０,１)＝max０,min(１,x＋１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７)

在BNN中,由公式 (１)得到的结果y 的值是一个累加的和,不能用单比特来表示.此处激活函数

的作用是将卷积计算的结果重新量化到二值,保持单比特运算的优势直到全连接层.由于累加值为一有

符号数,在电路实现符号函数时可直接将累加值符号位取反,即可完成激活操作,节省了比较器电路的

资源消耗.

６９１２



１５　批归一化

１５１　算法基础
批归一化操作 (BatchNormalization,BN)的提出解决了训练时网络准确度的收敛速度会随着训练

批次的增加逐渐放缓的问题[１０].BN操作首先用公式 (８)和公式 (９)求出批处理数据的总体均值以及总

体方差,然后通过公式 (１０)和公式 (１１)进行归一化变换,对其进行线性映射和重构,使数据得到合

理的分布.

μB ←
１
m∑

m

i＝１
xi (８)

σB
２ ←

１
m∑

m

i＝１
xi－μB( ) ２ (９)

x̂i ←
xi－μB

σB
２＋ε

(１０)

yi ←γx̂i＋β (１１)
训练数据足够多之后,μ和σ２ 会趋于一定值,为节省计算量可以取训练最后的数当做μ和σ２ 的定值直

接在推理过程中使用.公式 (１１)中的γ和β是与权值一起训练的参数,网络一旦训练完毕,γ和β都是固

定常数.ε是一个可以调整训练时间的参数,需要手动配置.

１５２　针对BNN的优化

BN操作对神经网络精度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涉及乘除法、开方等复杂计算,添加专用

的计算模块会造成较大的硬件开销.在BNN 算法中,BN 可被转化为一个偏置,加到卷积计算的累加结

果之中.将公式 (８)~公式 (１１)整理即可得到公式 (１２).由于在推理过程中μ、σ、γ、β和ε这几个

参数都是固定值,故将公式 (１２)代入激活函数公式 (５)后即可得到公式 (１３).

x′＝γ x－μ
σ２＋ε

＋β

＝
γ

σ２＋ε
x－ μ－

σ２＋ε
γ β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２)

x

＝
＋１　if　x ＜－μ＋

σ２＋ε
γ β

－１　otherwise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３)

实际计算中,有BN操作的卷积公式计算流程可用公式 (１４)来表示,其中,偏置Wbias 等于 －μ＋

σ２＋ε
γ β.

yn,u,v ＝ ∑
CD－１( )

l＝０
∑

CW－１( )

i＝０
∑

CW－１( )

j＝０
xl,i＋ u×stride( ) ,j＋ v×stride( ) ×Wn,l,i,j( ) ＋Wbias (１４)

２　BNN异构加速架构设计

２１　设计目标

受航天电子产品的特点限制,应用到这些产品上的芯片和硬件系统必须满足硬件开销小、功耗低、
延迟低等条件.BNN在计算、存储以及硬件实现中的优势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些需求.除此之外,低维护

成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虽然目前BNN 模型精度普遍偏低,但近年来BNN 模型研究火热,新型

结构层出不穷,准确度也在逐步提升,如果设计出来的硬件系统仅能支持单一或者小部分算法模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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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当新兴算法成为主流时就不得不重新设计和生产新硬件,维护成本高昂.
在设计时,以充分利用BNN 的硬件加速特性作为设计思路,可最大限度地降低硬件资源消耗和功

耗.在根据算法模型大小对在对硬件资源进行评估时,尽量选取大型的 BNN 模型结构和数据集作为参

照,可以实现对更多规模模型的支持.
除了尽量将硬件资源预留充足以支持不同规格模型的运算之外,还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支持具有

新型结构的模型.异构计算可以有效地增加设计泛用性.

２２　硬件架构设计

本文设计的架构如图５所示,黑箭头表示数据的流动方向.架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虚线

框外,以 ARM CPU (后文简称CPU)为主的控制存储系统,图像源既可以是外部视频设备的输入,也

可由CPU读取上位机的文件产生或 CPU 计算而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次开发用的是 Xilinx公司

Zynq系列开发板,所以总线部分选用 AMBA４系列总线协议.在使用其他类型总线协议的系统中应用,
需要对BNN加速器中的总线接口部分进行修改;另一部分是虚线框内的 BNN 加速器,这部分可完成

BNN模型运算中卷积、池化、批归一化和激活过程的计算操作,拥有自己独立的存储空间和指令架构.
在加速器中,只有控制模块 (CTRL)与 CPU 可通过中断 (IRQ)直接相连,其余各模块均通过总线接

口模块 (AXI interface)在总线 (AMBA BUS)上与CPU和片外存储器交换数据.

图５　BNN异构加速架构

２３　运行流程

运行流程图如图６所示,可大致分为配置、加载、计算、输出四个阶段,其中,加载和计算阶段受硬

件资源的限制,需根据网络规格不同重复运行不同的次数.

图６　加速器运行流程

当有计算需求产生时,首先将图像源产生的图像信息经总线传输给CPU,CPU 根据图像源提供的信

息得到图像格式,并根据预设输入层结构参数对这张待处理的图像进行输入层的运算,输入层采用单精

度浮点权值进行计算,卷积运算结束后将计算结果通过激活操作转换为单比特精度的激活值,并将这些

激活值通过总线写到内部SRAM 中.同时CPU将待运行的BNN 模型的首层特征图规格、每层卷积核规

格、每层网络的计算模式等结构信息进行处理产生符合内部CTRL模块编码的BNN模型结构参数,同样

通过总线将这些信息配置到CTRL模块的模型结构寄存器中.当写入完成之后,CPU 通过总线向CTRL
模块的状态寄存器写入当前CPU的工作状态信息,CTRL模块轮询检测到状态寄存器中相关值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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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配置过程结束,加速器开始工作.
加载过程是加载网络运行中所需参数的过程,包括权值和批归一化转化的偏置值两部分.第一次计

算开始之前或权值复用完毕需要更新时,CTRL模块发起加载过程,向 CPU 发送更新参数的中断请求

(IRQ),CPU随即通过总线将新的权值和偏置值从SRAM 中读出并写到CTRL模块中的FIFO 内,同时

CTRL模块根据FIFO内的数据依次更新其权值和偏置值寄存器,更新开始后 CONV 模块以移位寄存的

方式将权值寄存器中的权值和偏置值加载到计算阵列中,直至固定周期后更新完成,加载过程结束.
计算过程实际上包括了卷积、池化、批归一化和激活四种计算操作,此过程中激活值数据从内部

SRAM 中被读出,经直接内存存取 (DirectMemoryAccess,DMA)模块整理数据格式后进入CONV模

块的计算阵列,最后输出结果写回另一片内部SRAM,此过程中各模块的工作模式受 CTRL模块控制,
不需要CPU干预.

两片内部SRAM 以乒乓读写的机制存储激活值.在模型刚开始运算时,CPU 会将首层计算输出的特

征值通过总线写到SRAM ０中,DMA 模块从 SRAM ０中读取计算所需数据,SRAM １负责存储

CONV模块的计算结果.当一层的运算结束之后,两片存储器需交换使用模式,进行下一层的运算直至

结束.两片内部SRAM 的读写机制受仲裁 (Arbiter)模块控制.
模型各层运算切换时,CTRL模块发送指令更新各模块工作模式,不需要CPU 干涉.运算到全连接

层时,由CTRL模块向 CPU 发起结束运算的中断请求,CPU 通过总线将内部存储器的数据读出,在

CPU端进行全连接层和输出层后即得到最终结果.

３　BNN加速器的设计

３１　改良的哈佛结构

哈佛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将程序和数据存储在不同的存储空间中,拥有独立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

器,每个存储器独立编址、独立访问.这种分离的存储访问结构允许中央处理单元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同

时获得指令和操作数,从而提高执行速度;并且允许指令和操作数同时具有不同的读写位宽,增强加速

器灵活性.
本文设计的加速器依据架构的运行特点,在传统哈佛架构基础上改良而来,架构简图如图７所示.中

央处理器分为独立的控制模块和计算模块,控制模块中的指令转换单元可将外部 CPU 向加速器配置的

BNN模型信息转换为加速器可执行的指令,并按执行顺序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每个模型转换的指令总

大小不超过８０B,所以将程序存储器设计在控制模块内.数据存储单独占用SRAM 与程序存储分离,方

便直接内存存取模块和计算模块对数据存储器单独读写.

图７　BNN加速器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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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流水线结构

经典指令执行的流水以 MIPS五级流水线为例,分为取指、译指、执行、访存和写回五个部分,一条

指令总是对应一次执行 (或者是计算)和一次写回操作.但在BNN 计算中,每层内部的计算之间具有高

度的关联性,计算总是按照公式 (１)或公式 (３)依次进行.每条指令可完成一层模型的运算.
本文设计加速器流水线结构如图８所示.这是一条指令完全计算需要完成的流水,分为四级,包括第

一级指令转换、第二级取指、第三级译指和访存、第四级计算和写回过程:１)指令转换是将外部CPU 向

加速器配置的BNN模型信息转换为加速器可执行的指令,并按执行顺序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的过程.

２)取指是指CRTL模块将指令从程序存储器中取出并发放给直接内存存取模块和计算模块的过程.３)译

指过程中DMA模块按照指令中的信息自动计算出操作数地址,完成访存操作,并存入模块内的缓存.译

指访存过程处于同一级流水,不可分割.４)计算过程中,直接内存存取模块将缓存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并

按特定格式输出给计算模块,同时计算模块按指令配置的工作模式进行计算,并在写回过程中将计算结

果写入到内部SRAM 中.每次访存取到的激活值都可完成多次计算操作,每次计算完成后都要对应一次

写回过程.在写回一次计算的结果时,可同时进行下次计算,所以在第四级流水的内部可将计算和写回

再细分为两级流水.

图８　BNN加速器流水线结构

除了程序存储器中指令的流水线之外,还有一条并列的参数流水线.当参数FIFO为空时,CRTL模

块会向外部CPU发送更新参数FIFO的中断请求,只有FIFO为满时加速器才会进行第三级流水的操作.
并且只有当更新阵列与访存过程都结束时才会进入第四级流水操作.

在BNN一层的运算中,流水线的第三级和第四级需要根据具体模型结构信息重复多次.

４　仿真结果

４１　计算时间

本文设计共对四种模型结构进行了仿真.它们分别是 VGG ７,使用的数 据 集 为 CIFAR１０;

AlexNet,使用的数据集为ImageNet;VGG １６,使用的数据集为ImageNet;VGG １９,使用的数据集

为ImageNet.这四种模型的计算量依次增大.这四种模型处理单张图片所需时间分别为１０６３μs、

９７５μs、２４１０２μs和２７９３９μs.

４２　资源

BNN加速器电路综合实现后可得到其占用的资源的情况,如表２所示,所选芯片为xc７z０４５.

４３　横向对比

将本文设计与文献 [２,４,５]设计分别在占用查找表 (LUT)、触发器 (FF)、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和片内存储 (BRAM)这四种硬件资源上进行对比,可得到表３;提运算相同模型、相同数据集

每秒钟可处理的图片数量进行对比,可得到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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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BNN加速器资源占用

资源类型 用量 总量 占比

LUT ２９５４８６ ２１８６００ １３５１７％

FF １０６４０４ ４３７２００ ２２３４％

DSP ９ ９００ ０５６％

BRAM ２１２５ ９２８ ２２９％

表３　硬件资源横向对比

论文 LUT FF DSP BRAM

本文 ２９５４８６ １０６４０４ ９ ２１２５

FP BNN ５０９０００ 未列出 ３８４ ２２１０

ReBNet ５３７６００ １０７５２００ ７６８ ３４５６

LP BNN ４６１８３６ ５１３０００ １７２８ ４４６

表４　每秒处理图片数横向对比

论文 VGG ７ AlexNet VGG １６ VGG １９

本文 ９４０ １０２５ ４２ ３６

FP BNN ７６９２ ８６２ 不支持 不支持

ReBNet 未列出 ５２０ 未列出 不支持

LP BNN １２１９５１ ４６５１１ ２９８５ 不支持

５　结　论

本文设计了一种BNN硬件加速架构,通过异构保证了架构的灵活性;通过分级存储保证了存储资源

的高效利用,同时提高了计算效率.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传统哈佛结构改良的BNN加速器体系结构,通过设计复杂指令结构,降低了控

制的复杂度;通过将执行单元分为独立的访存模块和计算模块,细化了流水线结构、增强了运算的并行

性;通过将参数存储在计算阵列中,实现了对参数的复用;通过设计激活值的缓存和整理策略,实现了

对激活值的复用.
最后本文设计与三种同类设计在性能和硬件资源上进行了横向对比,对比结果显示本文设计在计算

速度上相对优势不明显,但在灵活性和在对硬件资源的节约上具有明显优势.满足硬件轻量、延迟功耗

低并能灵活适应算法模型演进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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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ArchitectureofBinary Neural
NetworkAcceleratorwithFlexibility

LIYang jun,MIHan guang
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Inordertoaccelerateavarietyofbinaryneuralnetwork(BNN)algorithmsinfastiteration,

thispaperproposesaflexibleheterogeneousBNN accelerationarchitectureProposeaflexible BNN
heterogeneousaccelerationsystemThroughthecontrolandconfigurationoftheBNNprocessorbythe
CPU,thesystemsupportstheBNNalgorithmAmongthem,thedesignoftheBNNprocessorisbased
on an improved Harvard architectureThe complex instruction structure and compact pipeline
correspondingto the specific calculation mode ensurethe utilization ofthe processors hardware
resourcesTheinstructionscansupportacertaindegreeofcustom expansionUsethevivadosystem
verificationplatformtointegratetheCPUandeachmodule,programtheCPUbehaviorinthesimulation

program,andusetheCIFAR１０andImageNetdatasetsastestsamplestoperform system level
simulationsonfourdifferentBNN modelstructuresFinally,vivadosoftwarewasusedtosynthesizeand
implementthesystemComparedwithothersimilarBNNprocessingsystems,thedesignofthispaperhas
obviousadvantagesinflexibilityofmodelsupportandsavingofhardwareresourceoverhead

Keywords　Binaryneuralnetwork (BNN);Heterogeneousaccelerationsystem;Domain specific

processors;F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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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装备系统的大数据前端优化设计研究

曹芳芳　韩翔宇　丁派克　王乐其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

摘　要　航天产品和装备系统智能化发展迅速,对海量试验数据的快速处理和可视化分析要求在不

断提高.以用户为中心的前端交互设计和便捷的可视化访问越来越重要,针对上述需求本文开展了前端

技术研究.但移植大数据前端软件在国产平台上进行大数据访问和实时数据展示时,表现出界面频繁卡

滞,曲线绘制缓慢等诸多性能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进行了优化研究,选择轻量级的 Vue开发框架,

设计了多并发任务处理机制和 Multi Storey内存优化技术解决大数据量的抽取和可视化展示的问题.通

过封装数据接口和降低 DOM 渲染次数等提升框架的任务处理能力,降低其对内存的依赖.优化后的大数

据前端软件在国产平台上运行稳定、流畅,曲线绘制速度和数据显示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保障了装

备试验数据管理软件的稳定运行,为装备数据的可视化访问提供更便捷的人机交互访问模式.

关键词　前端;大数据可视化;Vue

０　引　言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航天装备系统和运载产品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迅速.基于数据驱动的装备自

主可控的要求不断提升,对海量试验数据的处理、存储和可视化分析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大数据量的稳

定抽取和可视化分析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对数据内容的深入分析,逐渐让设计者从繁重的数据处理分

析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设计和解决产品的本质问题.提升装备系统的可视化水平和数据分

析能力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近几年,基于浏览器开发的前端技术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跨平台响

应式的网页设计能够适应各种屏幕分辨率,合适的功效设计给用户带来了极高的用户体验.目前航天大

数据处理和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据的处理分析上,很少从用户的角度去考虑,然而数据分析的过程

离不开机器与人的相互协作与互补,因此以用户为中心的前端交互设计越来越重要.传统的前端开发模

式C/S (Client Server),由于缺乏良好的人机交互和便捷的客户体验,在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设计

思想影响下,如继续沿用这种开发模式势必会造成很多困难.

为了提供更加稳定、可靠、便捷的大数据可视化软件,本文设计了基于 Vue框架的大数据前端软件.

但该软件在国产平台上进行大数据访问和数据展示时,界面频繁卡滞,曲线绘制缓慢,表格数据推送滞

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进行了优化研究,提出了多任务处理机制解决JavaScript语言为单线程语言引起

的任务堆积问题.采用 Multi Storey内存优化技术解决大数据量的抽取和展示问题.最后通过降低组件

渲染次数和封装数据接口等方式实现对 Vue框架的优化处理,提高其任务处理能力.优化后的大数据可

视化软件在国产平台上运行稳定、流畅,曲线绘制速度和数据显示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保障了数据

的稳定访问,提升了大数据前端软件的可视化效果和人机交互能力.

１　现状分析

针对航天装备系统和运载产品在整个研制过程中产生的海量、多源测试数据,我们研究实现了大数

据处理平台,以完成对实时数据流以及二进制、图片、视频等文件形式的试验数据的快速处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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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等功能.为实现更便捷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大数据可视化设计和稳定可靠的数据访问机制,本文选择

B/S (Browser/Server)架 构 替 代 传 统 的 C/S (Client Server) 架 构 开 发 模 式,开 展 了 基 于 B/S
(Browser/Server)架构的大数据前端软件优化研究,选择轻量级的 Vuejs开发框架,但是在全国产平台

上进行大数据访问和实时数据展示等操作时,数据显示界面卡滞,曲线绘制缓慢,表格数据推送滞后,
用户体验较差.

１１　前端架构介绍

前端技术方案主要有两种架构:C/S (Client/Server)和B/S (Browser/Server)架构.C/S (Client
Server),是一种客户机和服务器结构.服务器负责数据的管理,客户机负责完成与用户的交互任务.

C/S也是系统体系结构,可以充分利用两端硬件环境的优势,将任务合理分配到Client端和Server来实

现,降低了系统的通信开销.

B/S也被称为浏览器/服务器体系结构,这种体系结构可以理解为是对 C/S体系结构的改变和促进,
现在所有的网站都是BS架构,应用范围比较广.BS架构相对于 C/S体系结构具备以下优点:开发、维

护成本低;B/S架构有更广的应用范围,在处理模式上大大简化了客户端,用户只需安装浏览器即可;

B/S架构的客户端具有更好的通用性,对应用环境的依赖性较小,同时因为客户端使用浏览器,在开发维

护上更加便利,可以减少系统开发和维护的成本;安全性高,数据都集中存放在数据库服务器,所以不

存在数据不一致现象.
基于上述B/S体系结构的优势,本文选择B/S前端架构进行大数据的前端设计研究.

１２　前端架构选择

随着浏览器前端技术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多种前端架构,提高了用户的体验率以及开发人员的工

作效率.基于 MVVM (Model View ViewModel)模式的 Vuejs框架具有虚拟 DOM、双向数据绑定、

组件开发方面的特点优势,本文采用基于 Vuejs的前端框架实现大数据平台的前端设计[３].Vuejs是一

套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与其他重量级框架不同,Vue采用自底向上增量开发的设计,利用

MVVM 模式和组件化的思想去组织代码.它轻量级、简单易学、双向数据绑定、运行速度快等特点得到

了广大开发者的认可.Vuejs框架特点如下:
(１)响应式编程

Vue最独特的特性之一,是其非侵入性的响应式系统.数据模型仅仅是普通的JavaScript对象,只有

修改时视图才会进行更新.把一个普通的JavaScript对象传入 Vue实例作为data选项,Vue将遍历此对

象所有的property,并使用 ObjectdefineProperty把这些property全部转为 getter/setter.这些 getter/

setter对用户来说是不可见的,但是能够追踪依赖,在property被访问和修改时通知变更.每个组件实例

都对应一个 watcher实例,它会在组件渲染的过程中把 “接触”过的数据 property记录为依赖.之后当

依赖项的setter触发时,会通知 watcher,从而使它关联的组件重新渲染.响应式编程示意图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响应式编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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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组件化

Vue组件系统提供了一种抽象,可以使用独立可复用的组件来构建大型应用,任意类型的应用界面

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组件树.组件化能提高开发效率,方便重复使用,简化调试步骤,提升项目可维护性,
便于多人协同开发.

(３)数据双向绑定

Vue使用 MVVM 模式.Model层代表数据模型,也可以在 Model中定义数据修改和操作的业务逻

辑.View代表UI组件,它负责将数据模型转化成UI展现出来.View和 Model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而是通过 ViewModel进行交互.ViewModel通过双向数据绑定把 View 层和 Model层连接了起来,而

View 和 Model之间的同步工作完全是自动的,无需人为干涉,因此开发者只需关注业务逻辑,不需要手

动操作DOM,不需要关注数据状态的同步问题,复杂的数据状态维护完全由 MVVM 来统一管理,有效

减少了DOM 操作.

１３　前端问题现象描述

大数据前端软件在国产平台上进行大数据访问和实时数据展示等操作时,曲线绘制缓慢,数据显示

界面卡滞,用户体验较差.具体耗时如表１所示.

表１　用户操作过程耗时

模块 操作项目 环境
１０个指标

(２０万行)
１０个指标

(６０万行)
１０个指标

(２００万行)
１０个指标

(２０００万行)
X８６服务器

平均耗时

国产服务器

平均耗时

指标

选择

模块

数据加载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１秒

２秒

１秒

４秒

４秒

９秒

５秒

１１秒
４秒 １０秒

指标响应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１秒

１秒

＜１秒

１秒

１秒

１秒

１秒

２秒
＜１秒 ２秒

指标切换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１秒

１秒

＜１秒

２秒

４秒

９秒

６秒

１２秒
５秒 １１秒

页签切换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１秒

１秒

＜１秒

３秒

１秒

６秒

１秒

１３秒
１秒 １３秒

波形

分析

模块

数据查询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５秒

５４秒

６秒

８６秒

１３秒

２３０秒

４６秒

２９９秒
１０秒 ２６１秒

数据展示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５秒

５０秒

６秒

１０２秒

１２秒

２１０秒

３２秒

２７０秒
３５秒 ２５０秒

波形图

查询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４秒

３０秒

８秒

４５秒

３０秒

９１秒

３５秒

２１０秒
３０秒 ２０６秒

波形

展示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７秒

１２秒

８秒

１６秒

３４秒

４５秒

８９秒

１０２秒
８０秒 １０１秒

波形图

缩放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３１秒

５９秒

＜４９秒

８９秒

＜５０秒

１０１秒

５２秒

１３９秒
５３秒 １３０秒

实时数

据模块
最大化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１秒

２秒

１秒

３秒

５秒

８秒

５秒

１４秒
４秒 １０秒

判读

管理

模块

进入页面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２秒

４秒

４秒

５秒

５秒

７秒

６秒

９秒
５秒 ８秒

加载数据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１秒

３秒

１秒

４秒

２秒

６秒

３秒

８秒
２秒 ６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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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问题症结分析

针对上述问题和现象,经过分析得出造成该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１４１　环境约束
前端软件采用的是JavaScript语言,其为单线程语言,即同一时间只有一条线程串行处理所有任务,

而同一线程同一时间只能调用一颗 CPU 资源进行运算.而国产服务器 CPU 的计算性能较差,当涉及

DOM 操作、渲染等任务时会导致前端软件界面运行卡滞.针对该问题,本文拟降低 Vue框架对内存的依

赖,提升前端软件的性能.

１４２　问题剖析
从业务场景进行分析,当用户进行指标选择和波形分析等操作时,服务器端将指标集合及指标数据

推送给前端,数据总量有上千万条,导致前端的渲染任务量剧增,引发数据查询缓慢,界面卡滞.同时,
当用户进行多条曲线绘制操作时,前端需要加载大量的明细数据.大量的DOM 渲染,导致指标选项界面

卡顿.此时,当用户再进行频繁的曲线缩放操作,前端会向服务端频繁请求数据,导致数据加载量过大,
任务阻塞,甚至异常退出.针对该问题,本文拟采用将长线串行任务拆分为多个短并发的任务处理,从

而缓解任务阻塞的现象.
实时数据以表格方式进行推送时,表格渲染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特别是多指标同时推送的情况

下表现尤为突出.随着实时数据流的不断接入,同时加载上百个指标列数据,表格组件渲染缓慢,数据

显示能力降低导致大量的数据堆积,在计算能力欠佳的国产平台上尤为明显.同时,系统内存上涨过快,
点击退出实时展示页面后仍然未停止数据的推送,最终内存溢出表现为前端软件异常退出.针对上述问

题本文设计研究了多层分发的内存优化技术解决前端内存堆积问题.

２　浏览器前端优化研究

２１　前端优化设计研究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三种解决措施:优化 Vue框架,减少 DOM 组件渲染数量;优化数据

查询、推送方式,将串行长线执行逻辑分解为多个并行短线逻辑;优化系统的内存管理.

２１１　优化 Vue框架
本文通过减少DOM 组件渲染数量,优化部分组件的数据接口和调度逻辑从而降低框架对内存的依

赖,实现对 Vue框架的整体优化.
为减少数据加载带来的大量DOM 操作,改变原 Vue框架DOM 操作的生成逻辑,暂停数据的接收会

将大量的DOM 操作提前生成,即当表格组件尺寸发生变化时首先清除数据,暂停对数据的处理,先执行

放大还原动画,然后再重新渲染组件内数据,有效降低该次重绘带来的数据计算量,也可提升系统的运

算性能.封装和修改数据接口,例如将明细数据对应的表格组件属性修改为 will change和transform:

translateZ (０).will change属性将会告知浏览器该元素在未来可能会经常发生变化,浏览器将会提前

处理可能发生的变化并缓存这部分数据:而translateZ (０)则可使浏览器启用 GPU 硬件加速,以此提升

软件渲染性能.优化后的 Vue框架执行逻辑是:浏览器前端通过 Ajax发送http请求给web服务器,web
服务器根据传入的参数,调用封装好的数据接口返回结果.浏览器接收到http响应后将响应结果渲染出

来.优化后的大数据可视化软件运行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大数据可视化软件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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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多并发任务处理机制
本文通过增加前端浏览器的多线程并发能力来缓解单线程语言和单颗CPU 运算性能差的问题.即将

部分串行的长线逻辑分解为并行的短线逻辑来处理.通过任务的分解和并发处理来降低单颗CPU 的计算

负担.即将耗时长的操作任务拆分为多个任务,例如:请求指标数据任务由原来的一个线程拆分为指标

组接口和指标接口;将大数据量的单次渲染显示任务拆分为分页显示,或者可视区的显示.将指标数据

集合采用分页加载的方式进行推送,每页可选择加载５０/１００/２００条数据,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减少单次

数据的加载数量,同时将串行处理流程通过任务分解的方式进行多线程的并发处理.
在用户进行大量数据查询访问操作时,使用延迟分级加载数据的方式.即初始化时仅加载一级菜

单数据,再根据用户的实际操作逐步推送数据到前端.改变传统的前端软件设计思路,不在前端做业

务逻辑.即将指标数据的展示和查询业务等逻辑均移至后端进行处理,而前端仅支持数据展示.对进

行指标切换等其他操作时界面响应慢的问题采用相同的处理办法,分解执行逻辑.即在用户进行指标

切换或其他操作时,先延迟数据的反馈.等指标切换或其他操作状态更新后再执行数据的反馈,这样

既不影响用户的视图效果,又可以缓解前端的性能压力.对于曲线缩放等操作,可有效防止大量的明

细数据推送造成的计算性能消耗,后端处理后推送给前端２０００个采样点进行显示.该设计思路继承

了大数据可视化的设计理念,即以数据驱动的前端设计更适合于大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同时,在进行

波形图的缩放优化时采用防抖处理,即对于高频滚动操作只对最后一次生效.数据查询、分析的时序

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数据查询、分析时序图

２１３　Multi Storey内存优化技术
前端软件一般运行在虚拟机或普通PC计算机上,所以系统在设计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内存的占用和堆

积.尤其在内存较少的国产平台上特别重要.本文提出的 Multi Storey内存优化技术,首先从系统设计

角度保证及时清理内存,减少堆积.其次针对不间断数据流的推送引起的缓存堆积问题,选择逐步、分

层加载和释放的原则.暂停后台其他区域数据的推送,只保留可视区内数据推送;对时间跨度较大的数

据回放过程采取多颗粒度的采样抽取,即减轻的前端对高密度数据的承载能力,又降低了后端的数据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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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压力;采用分页加载的方式缓减单次数据的推送量,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减少内存的占用.优化后的

架构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内存优化架构说明图

该方法修改了常见的响应操作流程,改变为组件的DOM 渲染完成后再进行数据的推送.设计了两级

数据优化,数据读取部分将数据结构调整为String类型降低数据的存储空间,根据不同维度的数据抽取

返回响应的数据结果.数据清洗优化部分,选择加载用户可视区部分的数据进行展示;对时间跨度较大

的数据段采用多颗粒度的采样抽取;将数据进行分片管理从而缓减单次数据的推送量.该方法有效提升

了软件的内存管理能力和使用率,保证了系统稳定、流畅运行.

３　实践效果分析

经过优化后的大数据可视化软件在国产平台上运行稳定,流畅,满足航天型号的需求.下面从三个

业务模块的操作对比耗时分析优化效果.
(１)指标选择模块优化效果

表２　指标选择模块操作耗时对比

测试项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指标列加载 ３秒 １秒 ６秒 ＜２秒

指标切换响应 １秒 ＜１秒 ３秒 ≤１秒

指标切换响应 １秒 ＜１秒 ３秒 ≤１秒

数据查询(１０个指标,２７万数据) ６秒 ３秒 ６０秒 ≤１０秒

数据查询(１０个指标,２７０万数据) １６秒 ＜１０秒 ２５０秒 ≤６０秒

数据查询(１０个指标,２０００万数据) ４５秒 ＜１１秒 ２９０秒 ≤６０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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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波形分析模块优化效果

表３　指标选择模块操作耗时对比

测试项
X８６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波形图查看(２个指标,２７万数据) ６秒 ＜２秒 ３８秒 ＜５秒

波形图查看(２个指标,２００万数据) ３０秒 ＜１０秒 ９１秒 ＜５秒

波形图查看(２个指标,２０００万数据) ３８秒 ＜１０秒 ２１０秒 ＜５秒

波形图缩放(２个指标,２７万数据) ４７秒 ＜４秒 ６２秒 ＜１０秒

波形图缩放(２个指标,２００万数据) ６９秒 ＜５秒 ９８秒 １２秒

(３)实时数据展示模块优化效果

表４　实时数据展示模块操作耗时对比

测试项 X８６服务器优化前 X８６服务器优化后 国产服务器优化前 国产服务器优化后

数据列加载 ３秒 １秒 ６秒 ＜２秒

指标切换 ５秒 ＜１秒 １２秒 ＜１秒

指标族切换 ６秒 ＜１秒 １３秒 １秒

数据页签切换 ５秒 １秒 ８秒 ＜１秒

表格最大化 ４秒 ＜１秒 １０秒 １秒

从上述表２、表３、表４的操作耗时对比可以得出,经过优化后曲线绘制速度和数据展示耗时都得到

了很大的提升,优化效果明显.实时数据界面效果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实时数据界面效果图

４　结束语

本文针对大数据前端软件在国产平台上进行大数据量访问和实时数据展示时,表现出界面频繁卡滞,
曲线绘制缓慢等诸多性能问题展开优化研究.设计了多任务处理机制解决系统任务堆积问题;提出了

Multi Storey内存优化技术解决大数据量的抽取和展示问题;通过降低组件渲染次数和封装数据接口等

方式实现了 Vue框架的优化处理.优化后的大数据可视化软件在国产平台上运行稳定、流畅,曲线绘制

速度和数据显示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保证了数据的稳定和可靠访问,提升了系统的可视化效果和人

机交互能力.为装备系统和运载系统提供了一种便捷、稳定的大数据可视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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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ResearchonBigDataFront End
fortheAerospaceEquipmentSystem

CAOFang fang,HANXiang yu,DINGPai ke,WANGLe qi
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intelligentaerospaceproductsandequipmentsystems,the
requirementsforrapidprocessingandvisualanalysisofmassivetestdataareconstantlyimproving．Front
endinteractiondesignandconvenientvisualaccessarebecomingmoreandmoreimportant．Inviewofthe
requirements,wecarryoutthefront endtechnologyresearch．

However,whentransplantingbigdatafront endsoftwareforbigdataaccessandreal timedata
displayonthenationalproductionplatform,itshows manyperformanceproblems,suchasfrequent
interfacesticking,slowcurvedrawingandsoon．Tosolvetheseproblems,wemakeoptimizationresearch
thatselectingthelightweight VUE developmentframework,designingthe Multi Concurrenttask

processingmechanismandMuti Storeymemoryoptimizationtechnologytosolvetheproblemsoflarge
amountofdataextractionandvisualdisplay．

ByencapsulatingthedatainterfaceandreducingthenumberofDOMrendering,thetaskprocessing
abilityoftheframeworkisimprovedanditsdependenceonmemoryisreduced．Theoptimizedbigdata
front endsoftwarerunsstablyandsmoothlyonthedomesticplatform,andthecurvedrawingspeedand
datadisplayabilityhavebeengreatlyimproved．Itensuresthestableoperationofequipmentexperimental
datamanagementsoftwareandprovidesamoreconvenienthuman computerinteractionaccessmodefor
thevisualaccessofequipmentdata．

Keywords　 Front End;BigDataVisualization;V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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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学习在火箭故障诊断中的应用综述

张茜茜　张应祥　张孟军　周　慧　陈　帅

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摘　要　针对火箭故障诊断数据不平衡问题,为克服传统故障诊断依赖大量专家经验以及需要深入

了解系统构造、故障机理等缺点、提高火箭故障诊断的效率、提升火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保证任务的

顺利完成,本文将迁移学习应用于火箭的故障诊断.该方法通过对大量的仿真故障诊断数据进行学习,
然后将学习到的知识迁移到真实的故障诊断数据.使得故障诊断系统能够在已有的有限故障诊断数据的

情况下也能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已有研究人员将迁移学习应用于设备的故障检测中,因此将迁移学习应

用于火箭的故障检测能够为未来实现智能火箭故障检测提供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迁移学习;故障诊断;模式识别

０　引　言

故障检测作为保证火箭安全性和可靠性一项重要工作,目前仍依赖于对复杂系统的详细了解和大量

的专家经验.但随着火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火箭发射任务的日益频繁,火箭系统越来越复杂,故障类型

层出不穷,同时故障样本数据少之又少.我们迫切需要提高故障检测技术,以避免一次故障将带来巨大

损失和灾难性后果.智能火箭故障检测技术将成为未来火箭故障检测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１３].
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已经在许多知识工程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功,包括分类、回归和聚类.但是,

许多机器学习方法只有在训练和测试数据来自相同的特征空间和相同的分布的假设下才能较好地工作.
迁移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的一种,是将某个领域或任务上学习到的知识或模式应用到不同但相关的领域或

问题中.相对传统机器学习,降低了对数据集同分布和具有大量数据标注的要求.因此可以对火箭故障

进行仿真,利用仿真数据完成故障模式识别模型的训练,再利用少量的实际故障样本与仿真数据的相似

性将学习到的知识或模式进行迁移[４５].
在此背景下,本文研讨了将迁移学习应用到火箭故障检测的方法.根据迁移学习的迁移方法,按照

基于参数的迁移学习、基于实例的迁移学习、基于特征的迁移学习等三种类型分别进行了讨论.

图１　迁移学习过程

１　迁移学习

迁移学习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域 (Domain)和任

务 (Task).域由特征空间χ和边概率分布P(X)两部分构

成,即D＝{χ,P(X)},其中,D 表示一个域,X＝{x１,

x２,,xn}∈χ [６].
任务由标签空间y和目标预测函数f()两部分构成,

即T＝{y,f()},其中,T 表示一个任务.目标预测函

数由输入的特征向量和标签数据学习得到.对于给定的源

域Ds 和学习任务Ts 、目标域Dt 和学习任务Tt ,迁移学

习旨在利用源域Ds 以及其任务Ts 中的知识,帮助改进目标域Dt 中目标预测函数f()的学习[１].迁移

学习的过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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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故障诊断方法

２１　基于特征的迁移学习

基于特征的迁移学习能够实现数据级上的迁移,使用特征变换方法增加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７８],
或者将源域和目标域的特征数据变换到同一个特征空间[９１０],再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变换后的特征数据进

行学习,实现不同模式的识别.迁移架构如图２所示.
基于故障诊断信息的获取来源,即火箭上安设的多种检测传感器以及系统的信息输出,不同时间或

不同环境下火箭的故障诊断信息应具有同构性.对于火箭故障诊断的迁移,可采取基于同构特征的迁移

学习方法.本文的目标是将源域数据和目标域数据映射到某一子空间,在此空间里源域数据和目标域数

据的分布具有一致性.迁移方法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特征的迁移学习

２２　基于实例的迁移学习

当源域数据不能直接重用,数据的某些部分仍然可以与目标域中的一些标记数据一起重用.其中,

TrAdaBoost算法假设源数据域和目标数据域使用相同的特征和标签集合,但是分布不相同.它迭代地指

定源数据域每一个数据的权重,旨在训练当中减小 “坏”数据的影响,加强 “好”数据的作用.其中,
“好”数据即有利于目标数据正确分类的数据.

将基于经验的迁移学习用于火箭故障检测,假设仿真故障数据和真实故障数据具有相同的特征和标

签集合,但两个数据在分布上存在差异.分类模型迭代地更新仿真故障数据的权值,以减少 “坏”仿真

故障数据的影响.对于每一轮迭代,分类器在加权的仿真数据和真实数据上训练参数,误差只在真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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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计算.学习框架如图３所示.

图３　基于实例的迁移学习

２３　基于参数的迁移学习

如今在故障诊断领域,深度网络的应用得到广泛应用,一些深度网络如深层神经网络、自编码器和

卷积神经网络等对于故障诊断信息的处理简捷有效[１１].但是由于网络结构层次较深,结构也较复杂,对

不同组别火箭故障诊断信息辨识的泛化能力较弱.所以本文在深度网络的基础上进行参数的迁移,再通

过少量的数据训练,使得深度网络的泛化能力大大加强,如图４所示.

图４　基于参数的迁移学习

在火箭故障诊断中,通过对故障仿真可以得到大量标记好的数据,由这些数据可以支撑起对一个深

度网络的训练需求.在这些深度网络中,对于故障数据的处理等效为传统机器学习中的特征提取和分类.
实际的火箭故障诊断信息和故障仿真的信息具有普遍的共同的特征,也存在每组数据自身特有的特征.
深度网络的前几层基本完成对于普遍特征的提取,而后几层则是对单组数据特有特征的提取[１２].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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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通过迁移模型前几层的参数,并对后几层参数进行再训练,完成火箭故障诊断模型基于参数的

迁移.

３　结　论

本文首先对火箭故障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绍.考虑到火箭故障类型较多且已有的故障诊断

数据较少等问题,对故障诊断数据进行仿真,迁移学习应用于故障诊断以解决数据不平衡问题,并根据

迁移方法的不同分三种情况进行了讨论.为今后实现火箭智能故障诊断技术提供解决思路.

参 考 文 献

[１]　夏勇基于故障树的运载火箭故障诊断专家系统 [D]．重庆大学,２００７

[２] 向刚,周建明,贾龙人工智能在航天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J]．中国航天,２０２１ (０２):２０ ２４

[３] 刘洪刚液体火箭发动机智能故障诊断理论与策略研究 [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０２

[４] 宋征宇运载火箭远程故障诊断技术综述 [J]．宇航学报,２０１６,３７ (０２):１３５ １４４

[５] 李艳军新一代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故障检测与诊断关键技术研究 [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１４

[６] SJPanandQYang,＂ ASurveyonTransferLearning,＂inIEEETransactionsonKnowledgeandDataEngineering,vol２２,no１０,

pp１３４５ １３５９,Oct２０１０,doi:１０１１０９/TKDE２００９１９１

[７] Liu,J,Shah,M,Kuipers,B,andSavarese,S (２０１１)Cross view actionrecognitionviaview knowledgetransferIn

Computer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２０１１ IEEE Conference on,pages ３２０９ ３２１６,Colorado Springs,

CO,USAIEEE

[８] Zheng,VW,Pan,SJ,Yang,Q,andPan,JJ (２００８)Transferringmulti devicelocalizationmodelsusinglatentmulti

tasklearningInAAAI,volume８,pages１４２７ １４３２,Chicago,Illinois,USAAAAI

[９] Pan,SJ,Tsang,IW,Kwok,JT,andYang,Q (２０１１)DomainadaptationviatransfercomponentanalysisIEEETNN,

２２ (２):１９９ ２１０

[１０] Long, M, Wang,J,Ding,G,Sun,J,and Yu,PS (２０１４b)Transferjoint matching for unsupervised domain

adaptationInCVPR,pages１４１０ １４１７

[１１] 陈丹敏基于迁移学习的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D]．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２０２０

[１２] Yosinski,J,Clune,J,Bengio,Y,and Lipson,H (２０１４)Howtransferablearefeaturesindeepneuralnetworks? In

Advancesinneural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s,pages３３２０ ３３２８

ReviewofTransferLearningin
RocketFaultDiagnosis

ZHANGQian qian,ZHANGYing xiang,ZHANG Meng jun,ZHOU Hui,CHENShuai
SchoolofAutomation,Nanj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Abstract　Imbalanceddatafaultdiagnosisofrocketisamajorproblemtosolveinordertoimprove
efficacyofrocketfaultdiagnosis,enhancingthesafetyandreliabilityoftherocket,andtoensurethe
smoothcompletionofthemissionTraditionalfaultdiagnosisreliesheavilyonneedingdeepunderstanding
ofthesystemstructure,relyingonalargenumberofexpertexperience,faultmechanism andother
issuesThisstudyproposestoeffectivelyrealizefaultdetectionofrocketsbyapplyingtransferlearningto
thefaultdiagnosisTransferlearning methodfirstlylearnsalargeamountofsimulatedfault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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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andthentransfersthelearnedknowledgetotherealfaultdiagnosisdataEvenwithlimiteddatathe
faultdiagnosissystemcanshowexcellentperformancebyapplyingthismethodInthepast,researchers
haveappliedtransferlearningtothefaultdetectionofequipmentTherefore,transferlearningisan
effectivemethodforrealizingthefaultdetectionofintelligentrocketsinthefuture

Keywords　TransferLearning;faultdiagnosis;pattern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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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复用布拉格光栅波导延时单元的光串并转换方法

敖晨歌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光分组交换 (OPS)网络是一种能够提供分组交换功能的光信息交换系统.高容量、高利用

率、高透明度使得光分组交换具有良好的使用前景.但是,光纤的信息传输能力和节点的电信号处理能

力之间存在着不平衡,针对光分组交换能力受到电子设备处理速率限制的问题,使用全光串并 转 换

(OSPC)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由于光缓存的特殊性,尤其是串并转换所需要的时延操作依赖高精度

的无源光器件.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全光串并转换方案,设计了带有布拉格反射光栅的延时波导,简化

了 OSPC结构,通过双向输入复用该延时单元,实现光信号的时域分解与对齐.
关键词　光分组交换;全光串并转换;延迟波导;波导光栅

０　技术背景

０１　光分组交换

OPS的概念类似于电分组交换,光信息分组由标签和数据载荷组成,进入路由节点后,数据载荷保

持为光信号进入光缓存,标签上的地址源和目的地等信息则由路由器识别,随后将数据负载与标签重新

组装并在特定端口发送,由获得路径信息的选路器控制发送到目的地.通信网络可以分割并发送单个大

数据分组,不需要频繁地创建新连接.只需在多个节点之间形成一个存储和转发的过程.这种机制会导

致实时性差、丢包和数据重复等问题.但具有设计简单、资源利用率高等优点.
光分组交换要在输入的数据负载于光缓存中待命时,及时对标签部分进行复杂的光电转换和电逻辑

处理,如图１所示.相比传统的将全部光域信息转换至电信号进行解析转发,光分组交换提高了对路由标

签信息的识别效率,但要面临光信息传输速率和电子设备处理能力限制之间的冲突.

图１　光分组交换转发处理流程

相比延时待发的光信号数据负载,电路对标签处理的速度存在电子瓶颈.就目前光缓存及电信号处

理技术的现状看来,光电信号间处理能力的不兼容成为光分组交换的短板,使得光分组交换的优势难以

发挥,因此,全光串并转换被研究并引入以解决这一问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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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　全光串并转换

串并转换 (SPC)是电路领域的一项成熟技术,图２ (a)所示的传统光分组串并转换处理结构中,高

速信号串行输入对进行光电器件的响应能力和信号处理电路要求较高,而且其工作的精度也得不到保证,
造成信息处理滞后甚至结果异常.全光串并转换是将串并转换逻辑移至光域进行,不再依赖电路的处理

能力,而是将高速的串行光信号转换为并行的低速光信号,降低后续光电转换和信号处理电路的压力,
是解决光分组交换中无法突破电子设备处理速率限制的一种有效方法,如图２ (b)所示.

图２　两类串并转换在光标签处理中的应用

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于光串并转换的高效率,提高了信号处理的速度和可靠性.该类 OSPC实现形式、
结构多样,某种基本结构[２]仅使用分路器和传输路径差来形成并行输出.此外还有许多改进方案,如波长

转换后采用波分复用器/解复用器 (WDM/DWDM)的结构[３].使用 Mach Zehnder干涉仪对差分相移

键控 (DPSK)调制信号进行 OSPC操作的方案[４],或是具有表面反射切换镜的SPC[５].作为光串并转换

技术的支撑,光缓冲器、波长转换和光开关等相关技术也受到了重视.本文提出了一种使用基于半导体

光放大器交叉相位调制 (XPM)作为波长转换手段,搭配双向工作的带有布拉格反射光栅延迟波导的全

光串并转换方法.

１　设计及功能

图３为一种波长转换后采用波分复用器/解复用器结构的 OSPC,使用单一光源通过高非线性光纤产

生展宽,通过波分复用器滤得所需要的８个载波波长,使用SOA (半导体光放大器)的交叉增益调制特

性将输入的串行信号逻辑值赋予载波.为了使调制载波与串行信号间隔一致,且在并行输出端同时输出,
该结构需要两组延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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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一类基于波长转换及时延线的 OSPC结构

本文提出的一种OSPC结构如图４所示,双向使用的延时波导单元简化了结构.延时波导单元由周期

性排列的光栅组成,通过两个光环行器与其他部件连接.当特定的载波进入延迟波导单元时,不同波长

的载波被相应的光栅反射,传输路径差产生特定的时延２Δτ (２Δτ对应串行光信号的码元间隔).

图４　通过双向使用延时波导单元优化结构的 OSPC

在半导体光放大器中,载波由输入的高速串行光信号调制,调制方法基于交叉相位调制,输出为以

载波波长传输的携带输入信号逻辑的光信号.在下一级的传输中,不同载波波长的光信号从另一端经光

环行器输入延迟波导单元,因为波导上布拉格光栅排布的特性,不同的载波在经过反射后总光程一致,
最终在输出端经波分解复用器处同时并行输出.

２　原理实现

２１　延时波导单元

通过合理在光纤上排布布拉格光栅,可以得到如图５[６]具有分离不同波长光信号传输延时能力的延时

光纤.
相比光纤,光波导拥有更高精度,更小的尺寸,更适用于板级、器件内部的光传输功能集成.光刻

刻蚀精度的提高和光波导壁光滑工艺的发展强化了这一无源器件稳定性可靠性,更是能够在光波导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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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一种用光纤光栅实现时延控制的结构

蚀高精度的布拉格反射光栅[７].通过以下公式设计特定的波导长度,其中,τ为预期传播时延,L 为波导

物理长度,Neff 为波导的有效折射率,c为光速.

τ＝
LNeff

c
(１)

波导布拉格光栅本质是形成波导模式有效折射率的周期性变化,对不同波长呈现出一种反射窗口的

特性.一支λB 波长光信号输入布拉格光栅,有以下相关公式[８].

依据菲涅尔公式,有效折射率差 Δn 的介质界面折射率为 Δn
２neff

,两次反射的光栅提供的耦合系数

κ为

к＝２ Δn
２neff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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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Δ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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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Δ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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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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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ö

ø
÷

２

(３)

式中,Δλ是３dB反射响应处的带宽;ng为光栅的群折射率;L 为光栅长度.本文方法关注布拉格光栅的反

射窗口曲线,不对布拉格光栅更高阶的反射和延时特性进行深入研究.

２２　基于SOA的波长转换

本文提出的全光串并转换使用基于半导体光放大器SOA 交叉相位调制,与其相似的还有交叉增益

调制[９].

图６　交叉增益调制原理示意图

交叉增益调制基于受激辐射的原理,在恒定注入电流下,放大器获得的持续载流子浓度是固定的.

当多个光信号进入增益时,原放大信号不能达到与原放大信号相同的增益效果.如果将原始增益幅度定

义为信号 “１”,则调整后的衰减幅度为信号 “０”.与最大增益相比,其波形呈现出一种反转码.图６中左

侧为SOA针对λcw 波长进行的增益放大,右图中,输入同样在SOA增益带宽内的λp波长光,由于增益所

用载流子数量不变,两个波长都获得了相比原来单波长放大时更小的增益效果.对于λcw 波长的光信号,

λp 波长光对增益的抢占导致其出现了类似 “０”“１”的逻辑变化.

交叉相位调制的原理是光信号直接或间接引起传输通道中折射率的变化,多个不同波长的光在高度

非线性器件中传播时,由于克尔效应,在波脉冲之间产生相位变化[１０].例如,半导体放大器中,有源区

９１２２



载流子浓度由输入光调制,载流子的变化引起折射率变化,从而导致透射光的相位变化.原始光信号在

频域中变宽,产生蓝移和红移波长.利用交叉相位调制产生的不对称光谱展宽并进行如图７中的蓝移滤

波,可以实现波长转换.

图７　交叉相位调制原理示意图

３　设计与仿真测试

３１　波导特性

波导截面设计为条形,高２２０nm,宽５００nm (见图８).硅芯被制作在二氧化硅上,由空气覆盖.有

效折射率Neff 约为１９４.可用１２５ps的传播和反射精度完成对４０Gbit/s串行传输速率光信号码元间隔

的匹配.波导的排布设计为弯曲叠放形式,设计参数见表１.

图８　波导截面设计与传输模式图

表１　波导尺寸设计

设计参数 参数值 单位

波导总长度 １１１２１５６ μm

排布长度 １５８２ μm

排布宽度 ８４ μm

波导间隔 １２ μm

弯曲半径 ６ μm

尺寸占用 １３２８８８ μ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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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光栅特性

为了产生１∶８的SPC处理,设计了８个宽度调制的变迹光栅来反射相应的载波波长,每个光栅的长

度为１４００μm,这些光栅是基于波导制作,所具有与波导相同的截面设计,宽度调制为２nm.
图９中显示了由仿真得到的８个不同光栅组成的透射窗口.理想情况下,每个具有强峰的窗口之间没

有重叠,以确保中心反射波长可以被有效反射.

图９　光栅透射窗口

３３　系统模型仿真

选取图１０中的 Optisystem 高非线性光纤的交叉相位调制模型,视为为SOA进行波长转换的响应.
表２为对延时单元仿真提取得到的损耗,该损耗为单一载波经过两次延时单元输入和反射过程的总损

耗,将其作为仿真非理想条件,加入系统模型仿真.将载波波长设置为１５５４nm~１６１０nm 范围内间隔

为０２nm 的扫描值,１５４５nm 波长作为串行输入调制信号,进行速率为４０Gbit/s的波长转换仿真.选

取１５６０nm、１５６３５nm、１５６７nm、１５７０５nm、１５７４nm、１５７７５nm、１５８１nm、１５８４５nm 作为

采样波长点,通过仿真系统内置的误码率测试仪判断单一载波信息在波长转换及插入损耗的影响下的正

确性.

图１０　交叉相位调制波长转换系统仿真模型

表２　延时单元损耗

特征参数 数值 单位

单位传输损耗 －０２５ dB/cm

总传输损耗 －０４ dB

１２２２



续表

特征参数 数值 单位

光栅散射损耗 －０３ dB/grating

总散射损耗 －４２ dB

弯曲损耗 －００５ dB/turn

总弯曲损耗 －０７ dB

总损耗 －５５ dB

图１１中展示了无饱和光功率因素下,光接收机灵敏度为－３dBm 时,不同载波波长与调制后信号误

码率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该仿真结果中,极低的误码率仅为概率统计上的误码率水平,这部分极低误

码率的运行状态可视为无误码运行状态,并非真实存在误码.仿真结果显示所选择载波波段均处于１０－１２

的无误码率水平,其仿真模型功能实现可行.仿真系统的模型同样显示,为实现有效的SOA波长转换功

能,输入光信号与载波光信号要达到相当高的功率水平,实现有一定的难度,且模型中的延时单元损耗

较高.但是随着半导体光器件材料与光无源器件工艺的发展推进,基于如高克尔效应器件或高响应量子

点SOA[１１]的波长转换技术会弥补当前的短板,更好的发挥延时单元在光串并转换中的优势.

图１１　调制载波波长与误码率关系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由延迟波导和布拉格反射器组成的延时单元,以及搭配该延迟单元组成的光串并转

换系统.该延时单元可以提供一个通道的光程差,用于光串并转换种的时域分离和对准,该功能可以用

于８个不同的载波处理.该延迟单元为双向传输及反射使用的形式,通过累计光程一致的物理特性,可降

低设计和排布的复杂性和尺寸.为支持光串并转换系统的搭建以测试延时单元,在模拟器上对采用新型

延迟波导单元和基于交叉相位调制 (XPM)的波长转换器的１∶８OSPC模型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所提

出的延迟波导单元的设计具有可行性,具有减少高速 OSPC设计及生产成本、空间尺寸,优化性能及可

靠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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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星系统平动点悬停探测的自适应滑模控制

许　敏　姬传义　臧云歌　张锋镝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本文针对探测器在双小行星系统平动点处的轨道稳定控制问题进行研究,首先针对双小行

星系统,采用椭球体 球体模型,建立探测器动力学模型,求解双小行星系统的平动点.其后,针对探测

器动力学模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外界干扰,需要主动控制以消除双星系统中不规则引力场、系统中的

不确定性和外界的扰动的问题,采用自适应滑模控制方法,结合自适应律和滑模控制律抵抗双小行星可

能的形状变化和外界的干扰,使探测器在平动点保持稳定,顺利完成任务.
关键词　双小行星系统;椭球体 球体模型;L１ 平动点悬停;自适应滑模控制

０　引　言

深空探测任务类型不同,作为小行星的探测任务,最基本的是观察小行星的形状、地貌等.这可通

过探测器在小行星的附近悬停或绕飞实现.小行星的形状不规则,导致引力场分布也极其不规则,给探

测器的悬停或绕飞等任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本文采用椭球 球体限制性三体建模计算双小行星平动点,
然后通过自适应滑模控制律使得探测器在双小行星系统的L１ 点处稳定悬停.

１　双星系统引力场建模与平动点求解

１１　双星系统椭球体 球体引力场建模

本小节以文献 [１]中提到的 Lundia双小行星系统为例,应用文献中提供的数据,采用无积分环节

且计算效率较高的二阶二次球谐函数模型计算双小行星系统的不规则引力场[２,３],求解双小行星系统平

动点.
本文首先将 Lundia双椭球小行星系统简化为限制性全三体问题 (RestrictedFullThree Body

Problem)中椭球体 球体模型,根据文献 [１]提供的数据 (如表１所示)将 Lundia双椭球中的次星近

似转化成半径为R＝
３
３５×２９×２８km＝３０５１７km 的球体.

表１　Lundia双星系统模型参数

参数 Lundia

两星体间距离 １５８km

质量比 ０５９１６９

主星

最长轴半径 ３９km

中间轴半径 ３３km

最短轴半径 ３２km

次星

最长轴半径 ３５km

４２２２



续表

参数 Lundia

中间轴半径 ２９km

最短轴半径 ２８km

星体密度 １６４g/cm３

轨道周期 １５４１８h

如图１所示,探测器在 Lundia双小行星系统的引力场内运动,M１ 和M２ 为两个星体的质量,l为探测

器相对于质心的位置矢量 (l＝xi＋yj＋zk),rp 、rs分别为主星和次星相对于质心的位置矢量,rL 表示主

星到次星之间的位置矢量.系统的质量比μ＝
M１

M１＋M２
,通过质量比μ 可推导出主星相对于质心的位置

矢量rp＝－μrL ,次星相对于质心的位置矢量rs＝ １－μ( )rL .主星三轴半径分别用α 、β 、γ 来表示,主

星椭球体M１ 和次星球体M２ 的引力势分别为Up 和Us .两星体以恒定角速度绕质心公转,角速度n＝

G M１＋M２( )/α３ .

图１　Lundia双小行星系统坐标系

现将主星椭球体M１ 中的最长轴半径α 和系统的角速度n 通过归一化单位制后,r＝
rL

α
,l

~
＝

l
α

,ω＝

Ω
n

. 本文采用级数展开法构建双小行星引力场模型,利用二阶二次球谐函数计算主星与次星的引力势,

用椭球体模型与球体模型分别计算得出椭球体M１ 和球体M２ 的势函数为

Upl＋μr( ) ＝－
１－μ( )C２０e x＋μr( ) ２＋y２－２z２[ ]

２ l＋μr ５ ＋
３１－μ( )C２２e x＋μr( ) ２－y２[ ]

l＋μr ５ ＋
１－μ
l＋μr

Us l－r１－μ( )[ ] ＝ μ
l－r１－μ( )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椭球体M１ 的三轴α 、β 和γ ,图１中的各坐标轴转动惯量为

Ixx ＝
１
５ β２＋γ２( )

Iyy ＝
１
５ α２＋γ２( )

Izz ＝
１
５ α２＋β２(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２)

式 (１)中,势函数Up 等式中右端项的C２０ 和C２２ 为球谐系数,与椭球三主惯量轴的关系为[４７]

C２０＝－
１
２ ２Izz －Ixx －Iyy( )

C２２＝
１
４ Iyy －Ixx( )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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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小行星系统近似简化为限制性全三体模型,即探测器对双星系统的运动无影响,归一化后的探测

器运动方程为

l
~̈
＋２ω ×l

~


＋ω × ω ×l
~

( ) ＝
ƏUps

Əl
~

(４)

式中,Ups 为系统的势函数,参考文献 [８]的方法求解ω 为

ω２＝
３
２∫

∞

λ

dμ
α
－２＋μ( ) β

－２＋μ( ) γ
－２＋μ( )

(５)

式中,α
－,β

－,γ
－

分别为归一化后的椭球体三轴半径,且λ＝r２－α
－２.采用归一化单位制后的探测器运

动方程写成三轴标量形式如下

ẍ－２ωy
 －ω２x＝

ƏUs

Əx ＋
ƏUp

Əx

ÿ＋２ωx －ω２y＝
ƏUs

Əy ＋
ƏUp

Əy

z̈＝
ƏUs

Əz ＋
ƏUp

Əz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６)

１２　８０９Lundia双星系统平动点求解

Lundia为引力双互锁系统,即在二者公转过程中,相对姿态保持不变.在系统平动点处,式 (６)的

运动方程简化为如下形式

ƏUp

Əx ＋
ƏUs

Əx ＋ω２x＝０

ƏUp

Əy ＋
ƏUs

Əy ＋ω２y＝０

ƏUp

Əz ＋
ƏUs

Əz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７)

根据式 (７)中的第一式求解可得三个共线平动点,联立第一式与第二式求解可得两个三角平动点,
根据式 (１)可求得椭球体主星M１ 和球体次星M２ 的势函数对坐标系三轴的一阶导数表达式.

椭球体三轴的一阶导数分别为

Upy ＝
ƏUp

Əx ＝ －
１５C２２ x＋rμ( ) ２－y２[ ] １－μ( ) x＋r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７
２

＋

６C２２ x＋rμ( ) 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５
２
－

C２０ x＋rμ( ) 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５
２
＋

５C２０ x＋rμ( ) ２＋y２－２z２[ ] １－μ( ) x＋rμ( )

２ x＋rμ( ) ２＋y２＋z２[ ]
７
２

－

x＋rμ( ) 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３
２

(８)

Upy ＝
ƏUp

Əy ＝ －
１５C２２y x＋rμ( ) ２－y２[ ] 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７
２

－

６C２２y 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５
２
－

C２０y 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５
２
＋

５C２０y x＋rμ( ) ２＋y２－２z２[ ] １－μ( )

２ x＋rμ( ) ２＋y２＋z２[ ]
７
２

－

y 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３
２

(９)

６２２２



Upz ＝
ƏUp

Əz ＝ －
１５C２２z x＋rμ( ) ２－y２[ ] 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７
２

＋

５C２０z x＋rμ( ) ２＋y２－２z２[ ] １－μ( )

２ x＋rμ( ) ２＋y２＋z２[ ]
７
２

＋

２C２０z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５
２
－

z１－μ( )

x＋rμ( ) ２＋y２＋z２[ ]
３
２

(１０)

根据式 (２)和式 (３)可知,球体半径相等,故球谐系数C２０ 与C２２ 均为零,所以球体对三轴的一阶

导数可表示为

Usx ＝
ƏUs

Əx ＝ －μ x－r１－μ( )[ ]

x－r１－μ( )[ ] ２＋y２＋z２{ }
３
２

(１１)

Usy ＝
ƏUs

Əy ＝ －μy
x－r１－μ( )[ ] ２＋y２＋z２{ }

３
２

(１２)

Usz ＝
ƏUs

Əz ＝ －μz
x－r１－μ( )[ ] ２＋y２＋z２{ }

３
２

(１３)

将式 (５)、式 (８)~式 (１３)与表１中的数据结合,对式 (５)进行计算,采用定积分换元法计算得

出ω＝００４８８,质量比μ＝
M１

M１＋M２
＝０５９１６９,r＝

rL

α ＝４０５１３,椭球体球谐系数根据式 (２)和式 (３)

计算:C２０＝－００３６９,C２２ ＝００１４２,进而可得出５个平动点.为了验证二阶二次球谐函数求解８０９
Lundia双星系统平动点的准确性,将计算得出的平动点与文献 [１]应用椭球积分计算出的平动点做对比

(如表２),可以看出两种算法计算平动点位置,数据相差很小,证明采用级数展开法计算双星系统平动点

的方法是有效的.

表２　８０９Lundia双星系统平动点对比 (归一化单位)

L１ L２ L３ L４ ,L５

椭球积分 [－０５４８４,０]T [７９３５４,０]T [－８０４６１,０]T [－０３４３６,±７２０７７]T

二阶二次函数 [－０５２８１,０]T [７９２６６,０]T [－８０４５５,０]T [－０３８６７,±７２０７５]T

表２、３中通过二阶二次球谐函数方法求解出的平动点均由归一化后的数值仿真得到,所以平动点坐

标都应乘以３９km,才是实际平动点所在位置.
综上所述,主星椭球体三轴半径按最长轴半径归一化后长度分别为:α＝１、β＝０８４６２、γ＝０８２０５.

由于文献 [１]提供的数据可能与８０９Lundia双小行星实际参数有所偏差,故本小节给出在双小行星中椭

球体主星M１ 的球谐系数C２０ 和C２２ 分别增加１０％或减少１０％情况下,平动点L１－L３ 的变化范围 (以表３
形式给出).

表３　C２０ 和C２２ 变化时平动点的变化范围 (归一化单位)

平动点 位置矢量

L１ [－０５３０３９,－０５２５５８]T

L２ [７９２６５２,７９２６６９]T

L３ [－０３８９１３,－０３８４２７]T

２　８０９Lundia双星系统L１ 平动点悬停的自适应滑模控制律设计

悬停类型有惯性悬停和本体悬停[８１０].在双星系统平动点处的悬停,动力学环境更为复杂,滑模控制

在滑动期间对参数不确定和外部干扰都不敏感,本文采用自适应滑模控制方法,通过自适应律克服外部

扰动对探测器悬停轨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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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被控在平动点处稳定悬停,满足速度与加速度均为零,其动力学方程形式表示为

r

＝v

v

＝r̈＝a＋f(r){ (１４)

同样式 (１４)中r为探测器位置矢量,v为探测器速度矢量,a 为控制加速度,fr( ) 的表达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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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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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引力势函数的偏导数为式 (８)~式 (１３).
根据式 (１４)二阶非线性微分方程,设计自适应滑模控制律,使探测器在双星系统的平动点L１ 处可

稳定悬停,系统跟踪误差定义与前两章相似,表示如下

r~ ＝r－rd,r~


＝r

－r


d (１５)

式中,rd 为平动点位置矢量.
根据系统跟踪误差,设计滑模面为

S＝e＋ke (１６)

式中,e＝r~


＝r

－r


d ,e＝r~ ＝r－rd ,k为正的标量,滑模面S＝ S１,S２,S３[ ] T ∈R３×１ .

若滑模面收敛到零,则有

e＋ke＝０
通过解微分方程得

et( ) ＝e０( )exp－kt( )

et( ) ＝－ke０( )exp－kt( )

由上文可知,当滑模面收敛到零时,探测器可到达指定平动点并在平动点处稳定悬停,此时探测器

速度被控为零,结合探测器动力学方程式 (１４)及滑模面函数,本文设计了一种滑模控制律.
在滑模控制律作用下,探测器的系统状态将被控到达滑模面,当滑模函数收敛到零时,系统的位置

跟踪误差相应收敛到零.
滑模控制律为

a＝－fr( ) －ke

－k１sgnS( ) (１７)

式中,k为正实数,k１ 大于干扰上界即可.
定理１:对于式 (１４)所描述的探测器动力学方程和式 (１６)设计的滑模函数,采用式 (１７)给出的

滑模控制律,探测器可被控到指定平动点处稳定悬停,即r→rd .
证:选择李雅普诺夫函数如下

V＝
１
２STS (１８)

对式 (１８)求导得

V

＝

１
２S

TS＋
１
２STS



＝
１
２

(ë＋ke
)TS＋

１
２ST ë＋k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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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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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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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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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滑模控制律式 (１７)代入式 (１９),可得

V

＝[a＋f(r)＋ke

]TS

＝[－f(r)－ke

－k１sgn(S)＋f(r)＋ke]TS

＝－[k１sgn(S)]TS

≤－k１ S ≤０

(２０)

注１:在式 (１７)控制律设计时,fr( ) 中的引力势采用二阶二次球谐系数模型.本文研究的 Lundia
双小行星系统实际形状与文献 [１]可能存在一定误差,小行星的形状可能为扁率很小的球体或扁率更大

的椭球体,椭球体的球谐系数C２０ 和C２２ 将影响双小行星系统中的势函数,为提高系统鲁棒性,考虑将自

适应算法与滑模控制方法相结合,设计自适应滑模控制律.
本节设计的自适应滑模控制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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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k１sgnS( ) (２１)

球谐系数自适应律为

Ĉ


２０＝γ１B５S２＋γ２B６S３ (２２)

Ĉ


２２＝γ１B８S２＋γ２B９S３ (２３)
式中,γ１ 和γ２ 为正实数.

式 (２１)中B１ ~B９ 分别为

B１＝ －μ x－r１－μ( )[ ]

x－r１－μ( )[ ] ２＋y２＋z２{ }
３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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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２:对于式 (１４)所描述的探测器动力学方程和式 (１６)设计的滑模函数,采用式 (２１)~式

(２３)给出的自适应滑模控制律,探测器可被控到指定平动点处稳定悬停,即r→rd .

证:定义Ĉ＝ １,Ĉ２０,Ĉ２２[ ] T ,C＝ １,C２０,C２２[ ] T

选择正定的Lyapunov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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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２４)中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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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e)TS＋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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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适应律代入式 (２１)~式 (２３),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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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２:为了在避免能量的不必要消耗以及未建模系统动态不被激发的前提下,解决滑模控制的抖振问

题,采用如下光滑的饱和函数代替符号函数为

satS( ) ＝arctanS/Δ( )/(π/２) (２７)

３　数值仿真

本小节以数值仿真的形式验证所提控制律的有效性.

仿真部分参数为:８０９Lundia双小行星系统归一化后的参数,r＝４０５１３、μ＝０５９１６９、ω＝００４８８,

以主星椭球体最长轴半径长度归一化后的三轴半径为α＝１、β＝０８４６２、γ＝０８２０５,椭球体球谐系数由

式 (２)和式 (３)计算可得:C２０＝－００３６９,C２２＝００１４２.按归一化后８０９Lundia双星系统平动点L１

位置为 [－０５２８１,０,０]T,假使探测器初始位置为: [－０５２８１,０５,０３]T,探测器各轴初始速度

为 [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４]T,当主星椭球体球谐系数C２０ 和C２２ 同时增加１０％,即C２０ ＝－００３３２１,C２２ ＝
００１５６２时,仿真结果如图２~图６所示.

图２给出了自适应滑模控制律作用下的探测器速度变化曲线.图中可看出,探测器在进入双小行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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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时,为保证探测器可顺利到达双星系统的平动点,应用设计的自适应滑模控制律控制使探测器到达平

动点时各轴速度均被控制到零,并之后一直延续.

图２　探测器三轴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３所示为探测器从初始位置到达平动点后的加速度变化曲线.

图３　控制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４为探测器从初始位置 [－０５２８１,０５,０３]T被控到达平动点的仿真结果.图中可看到各轴响

应曲线不同,这是因为在初始时刻,探测器距平动点位置,三轴不一致,故控制加速度给探测器各方向

的力也不相同,但探测器的系统状态轨迹与期望的平动点轨迹相互重合,探测器到达平动点后,各轴位

置跟踪误差均被控到零.

图４　三轴位置跟踪误差随时间变化曲线
１３２２



滑模面被控到期望的状态,说明设计的控制器可以满足系统要求.图５中可看出滑模函数被控到零并

到达滑模面后,由于滑模函数依然存在抖振,但应用饱和函数,使得滑模函数的幅值没超过边界层厚度,
系统为可控状态.即探测器到达双星系统平动点后,可保证探测器在平动点处稳定悬停.

图５　滑模面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６所示为主星椭球体形状变化时,球谐系数的自适应变化曲线.探测器进入双星系统发现双星系统

中的主星椭球体形状与观测估计不同,必然引起双星系统引力场与观测计算得到的不一样.从图６ (a)、
(b)中可看出本章设计的控制器应用自适应滑模律可以自适应椭球体形状改变,当球谐系数C２０ 和C２２ 同

时增大１０％后,探测器仍能正常入轨.文中应用球谐系数自适应律Ĉ


２０ 和Ĉ


２２ 有效地适应了球谐系数的变

化,使控制律依然可按原定数据对探测器进行控制.

图６　球谐系数自适应变化

探测器到达双星系统平动点前的位置存在多种变化,双星系统中主星椭球体的形状亦存在多种情况.

结合图２~图６所用数据,表４列出３种情况,验证所提控制律在不同情况下的有效性.

表４　探测器不同位置坐标和球谐系数归总表

探测器初始位置
(１)

[－０５２８１,０５,０３]T

(２)
[－０５２８１,－０５,－０３]T

(３)
[－０９２８１,０,０]T

(４)
[－０１２８１,０,０]T

C２０ 、C２２ 同时增大１０％ [０,－００３３２１、００１５６２]T

C２０ 、C２２ 同时减少１０％ [０,－００４０５９、００１２７８]T

探测器在不同初始位置,同时双星系统中的主星椭球体形状变化引起球谐系数C２０ 和C２２ 变换时的仿

真结果如图７~图１０验证本章所提自适应滑模控制律是否可将探测器控制到由观测数据计算得到的平动

点处稳定悬停.根据图９可知探测器从不同初始位置出发,对应图１０本章所提控制律都可使滑模函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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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滑模面.在根据图７、图８可看出当航天器到达平动点后,满足平动点约束条件,速度、加速度均被控

为零,航天器可稳定的悬停在平动点处.

图７　不同初始位置时速度变化曲线

　　
图８　不同初始位置时控制加速度变化曲线

图９　不同初始位置时跟踪误差变化曲线

　　　
图１０　不同初始位置时滑模面变化曲线

探测器驶入双星系统后,探测到主星椭球体更近似为球体或扁率更高的椭球体时,引力场也会同时

发生变化.本小节将主星椭球体的球谐系数C２０ 和C２２ 同时增大或同时减小１０％后,观察图１１和图１２中

球谐系数的自适应变化曲线.图１１ (a)和图１２ (a)表示当航天器初始分别在 [－０５２８１,０５,

０３]T、[０５２８１,－０５,－０３]T、[－０９２８１,０,０]T和 [－０１２８１,０,０]T四个位置,且球谐系数

C２０ 和C２２ 同时增加１０％后,采用自适应律的控制,球谐系数均可收敛到通过观测估计计算得出的球谐系

数值.图１１ (b)和图１２ (b)表示当探测器如上述的四个初始位置,但球谐系数C２０ 和C２２ 同时减少

１０％后,也可通过自适应律自适应到已知的球谐系数值.设计的自适应律对未知形状的星体具有良好的

估计性能,当探测器对双小行星系统进行实际探测时,发现星体形状与估计值不同时,可有效地通过自

适应律适应到预先估计的上界,然后不再变化.
综合上述仿真结果及分析可得如下结论:通过滑模控制方法与自适应律相结合,可以应用滑模控制

方法中对参数变化及扰动不敏感的特性,实现了对探测器的稳定悬停.同时利用自适应控制中对动态系

统不确定,通过自适应律适应不确定条件,使探测器适应外界的干扰及不确定性.

４　总　结

在双小行星很多基本参数只能通过观测估计,并不能获取真实数据时,本文采用自适应滑模控制方

法,实现探测器在双小行星系统的L１ 点处稳定悬停.研究工作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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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球谐系数C２０ 自适应曲线

图１２　球谐系数C２２ 自适应曲线

１)介绍双小行星系统,对双小行星的不规则引力场进行描述,采用二阶二次球谐函数对双小行星系

统引力场建模,同时求解 Lundia双小行星系统的平动点.

２)针对探测器在平动点处稳定悬停展开研究,采用了自适应滑模控制律,保证了探测器进入双星系

统后,即使星体形状估算有一定误差时,仍可实现稳定悬停,顺利完成探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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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daptiveSlidingModeControlofHovering
IntheEquilibriumPointofABinaryAsteroidSystem

XU Min,JIChuan yi,ZANGYun ge,ZHANGFeng di
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Thispaperaimsathoveringcontrolintheequilibrium pointofabinaryasteroid
systemThedynamicmodelisbuilttogettheequilibriumpointControlisessentialtodealwithirregular

gravity,disturbance,anduncertaintyinthisdynamicalenvironmentThispaperusesadaptivesliding
modecontroltoovercometheshapechangeofthebinaryasteroidanddisturbance,makingthehovering
missionsuccessful

Keywords　Binaryasteroidsystem;Ellipsoid sphere Model;HoveringinEquilibrium pointL１;

AdaptiveSlidingMod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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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２１６Kleopatra附近周期轨道数值研究

丑金玲　张锋镝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搜索不规则小行星附近周期轨道要权衡利弊,即高精度多面体模型下的低计算效率和简化

模型所带来的关键特性的部分丢失.提出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克服上述困难,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小行星２１６
Kleopatra.首先求取旋转偶极子模型下周期轨道的参数,以此参数为初值确定多面体模型下的实际轨道.
仿真给出一类平面单叶轨道,验证上述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周期轨道;２１６Kleopatra;旋转偶极子;多面体

０　引　言

广义的小行星其实包括小行星、彗星以及一些体积较小的卫星,它们通常具有不规则形状.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１３日,欧空局的罗塞塔任务着陆器菲莱成功着陆６７P彗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此类任

务无疑将加深人类对小天体附近动力学的理解.
细长形小行星作为一种代表性的不规则小行星,其引力势可以由两种方法给出:偶极子模型和多面

体模型[１].主带小行星２１６Kleopatra以及小行星２５１４３Itokawa、１６２０Geographos等均为细长形小行星.

偶极子模型最先由Chermnykhand提出用来近似一个对称的旋转哑铃[２].本文先通过偶极子模型对周期轨

道进行大规模搜索,并将搜索所得轨道初值作为多面体模型下轨道的初值猜测,再通过局部迭代获得

Kleopatra附近周期轨道的精确初值.
该方法的可行性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点是两种方法有着相同形式的动力学方程,对应的哈密顿

系统存在相同积分常数.第二点则是两种模型下 Kleopatra的外部平衡点拓扑结构相同[３].此外,这种方

法曾被用于求解圆形限制性三体问题[４],而圆形限制性三体问题与偶极子模型的动力学方程具有相同的数

学形式,仅存在一个参数值不同而已.
本文内容概括如下:第１节推导了两种模型下 Kleopatra附近动力学方程.第２节通过所得一族周期

轨道作为算例,验证了所提方法有效性.第３节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１　Kleopatra两种模型

本节将对旋转偶极子模型以及多面体模型描述引力场进行简要介绍.假设中心天体自旋速度为常值

且忽略其余摄动力,粒子在偶极子模型附近的动力学方程可写为

r̈＋２ω ×r

＋ω × ω ×r( ) ＝ÑU (１)

式中,ω ＝ωz是偶极子的自旋角速度;r是由偶极子质心指向粒子的位置矢量.引力势U 可写为

U＝－GM １－μ
r１

＋μ
r２

æ

è
ç

ö

ø
÷ (２)

式中,G 是万有引力常数,近似为６６７×１０－１１ m３/ (kg∙s２);M 是偶极子模型总质量M ＝m１＋m２;μ
为次星在模型总质量中的占比;r１ 与r２ 分别是主星与次星到粒子的距离.

为了减小计算,本文采用了归一化计算如下:长度归一化单位 LU 为主星与次星间的距离d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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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一化单位TU为ω－１ ,质量归一化单位 MU为M .因此,偶极子自旋周期即为２π,速度和角速度归一

化单位分别为ωd和ω２d .由于离心项是保守项,式 (１)可重写为r̈＋２ω×r

＝－ÑV ,其中,V 代表有效

势,定义如下

V＝－
x２＋y２

２ －κ １－μ
r１

＋μ
r２

æ

è
ç

ö

ø
÷ (３)

式 (１)中矢量ω 为 [０,０,１]T.比例参数κ＝
GM
ω２d３ 通常被叫做力比,代表了引力和离心力的比值[５].

当κ恰好是一个单位时,方程 (１)的形式与限制性三体问题相同.类似地,偶极子系统的动力学方

程式 (１)也存在著名的雅克比积分

C＝
r
r



２ ＋V (４)

因此,可以从能量的观点给出运动允许区域.该区域边界对应C ＝V ,称为零速度曲面.Zeng等给

出小行星 Kleopatra的偶极子模型参数为 [０８８３５,０４８６３][３].

图１　偶极子模型坐标系与 Kleopatra多面体模型

多面体模型可以给出外部引力场表达式的闭合形式.不规则小行星的表面可以被离散为多个三角形

平面,如图１ (b)所示.通过高斯公式和格林公式,势函数可以表示为线积分的形式

Up＝－
１
２Gσ ∑

e∈edges
reEereLe－ ∑

f∈faces
rfFfrfωf( ) (５)

式中,σ 是多面体密度;re,Ee,Le 为与棱相关的量;rf,Ff,ωf 为与面相关的量,具体可见文献 [１].

２　Kleopatra附近样本轨道

对于由方程 (１)所决定的周期轨道,七个参数 [r０,v０,T ]T需要满足

∃T０ ＞０,

∀t∈R, ξr０,v０,t＋T０( ) ＝ξ０ r０,v０,t( ) (６)

式中,T 是周期解所对应唯一值,而状态变量 [r０,v０ ]T理论上可以在轨道上任意一点取得.在实际计

算中,初始点通常取为轨道与所选截面的交点[６].

作为一个代表性小行星,本文选取细长形小行星 Kleopatra作为中心天体.Kleopatra的多面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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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２０４８个顶点和４０９６个面.自旋周期为５３８５小时,三轴尺寸近似为２２５km×９８km ×８５km,与

Descamps等所给数据存在轻微差异[７].密度取为３６×１０３kg/m３.前文提到偶极子模型中 [κ,μ]取

值为 [０８８３５,０４８６３][３],将被用于下文仿真中.特征距离d 为１２３×１０５ m (１２２９９６７km).速度

归一化单位ωd 为３９８６m/s.在本节中,平面单叶轨道为所选样本轨道.

２１　偶极子附近平面单叶轨道

与圆形限制性三体问题类似,公式 (１)具有对称性.因此,偶极子模型可以由获得的轨道根据对称

性产生对称轨道.偶极子模型下平面单叶轨道为完全对称轨道,但多面体模型下由于多面体模型不具有

对称性而存在轻微扭动,对应于Yu和Baoyin所给第７族与第８族轨道[６].图２中实线所对应轨道为样本

轨道,其初始状态变量在表１中给出,对称轨道为图中虚线轨道.

图２　在偶极子本体系下的平面单叶轨道

表１　两种模型下平面单叶轨道状态变量和周期 (归一化单位)

模型 状态变量 [r,v]T 轨道周期 雅克比积分 特征乘子

偶极子
[－２２２４９,－０２４７３,００,

－００２３０,１８５８１,００]T
１２２１８１ －１１９４０ １,１,０９９９８,１０００２,００１１９,８３９６８６

多面体
[－２２０７６,－０２７６１,０１５４７,

－００４８２,１４１８,００１０８]T
１２３２１４ －１１８８９ １,１,０９０１７,１１０９０,００１１１,８９８１７１

选择平面单叶轨道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借此说明不对称性在轨道z轴方向的影响以及对于零线p的对称

性,零线定义为

pr( ) ＝
dEs

dt ＝－ω r× ÑU( ) (７)

变量p 是能量变化率[８].在赤道平面中,偶极子模型存在两个零线,一条位于x 轴,另一条垂直于

x 轴,且x ＝１/２－μ,如图２所示.四个外部平衡点均应位于这两条零线.两条零线将赤道平面分为四

个象限,在Ⅰ、Ⅲ象限,p 为负,Ⅱ、Ⅳ象限,p 为正.样本轨道为对称轨道,对称轴为两条零线,轨道

近拱点也位于零线.

２２　Kleopatra附近真实轨道

图３给出了图２中初始轨道对应的真实轨道.粗线上的真实轨道与偶极子模型周围细线上的初始轨道

几乎重合.然而,在xoz和yoz平面上,两条轨道在z轴方向存在差异.真实轨道的范围近似为赤道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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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约 ２８８km (~０２３４d ).对 比 Kleopatra 的 尺 寸,这 条 轨 道 在 z 轴 方 向 覆 盖 了 Kleopatra
的３３８８％.

图３　Kleopatra本体系下真实单叶轨道

原因之一是 Kleopatra在z轴的非对称性对附近轨道造成了较大影响,另外可能的原因是通过Powell
混合算法局部迭代过程中没有得到最接近的真实轨道.

根据表１,除了这两个轨道的形状不同外,雅可比积分也从原来的－１１９４０变为现在的－１１８８９.
实际轨道周期约为１０５６小时 (１２３２１４TU),略长于偶极子模型的轨道周期.虽然真实轨道出现了很多

改变,但其特征乘子的类型与初始轨道相同,有两对实根和两个 “＋１”.因此,这两个轨道都是不稳

定的.

３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有效获取细长小行星２１６Kleopatra的周期轨道的实用方法.首先得到了旋转偶极子

附近所需的初始６个状态变量和轨道周期,并用它来近似一颗细长小行星的外部引力势分布.以这７个参

数作为初始猜测,进行局部迭代以识别小天体周围的真实轨道.此外,本研究提出的方法也适用于其他

细长小天体,如９５１Gaspra或２５１４３It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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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earchingforperiodicorbitsaroundthepolyhedralmodelofirregularlyshapedasteroids
suffersfrominefficientcalculationsApracticalmethodisproposedtoovercometheaboveproblem by
takingtheasteriod２０１６KleopatraasanexampleDynamicalequationsarebrieflyderivedwithrespectto
thetwomodels,ie,therotatingmassdipolearefirstacquired,whicharetakenasinitialguessesto
obtainrealorbitsnearKleopatrainthepolyhedralmodelAplanarsinglelobeorbitispresentedtoevaluate
theeffectivenessofthemethodTheorbitalpropertiesanditsstabilityarealso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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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４３３ErosL２ 平动点悬停的复合滑模控制

张锋镝　姬传义　臧云歌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由于动力学环境复杂,在小行星上空保持悬停飞行是一项挑战.在探测过程中,由于深空

环境存在许多未知的干扰和不确定因素,使航天器很难在探测点稳定悬停并完成任务.本文提出了一种

复合滑模控制方法来解决此问题.首先,提出了一种时变滑模控制律,使跟踪误差收敛到零.基于此,

设计了一种非奇异终端滑模控制律,使跟踪误差保持在零.最后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该控制方法的有

效性.
关键词　悬停;平动点;小行星探测;复合滑膜控制

０　引　言

为了探求宇宙的形成及演化,人类开展了对太阳系内小行星的探测.由于深空环境复杂,存在许多

未知的干扰和不确定因素,所以探测器在小行星平动点悬停探测的稳定性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当探测器在太阳与小行星组成的系统的引力平动点进行探测任务时,可将两个大天体和探测器组成

的系统视为三体系统,探测器的质量远远小于两个天体的质量,一般认为探测器的存在和运动对两个天

体的运动没有任何影响 (准确地说,是存在影响的,只是这种影响可以小到忽略不计).部分小行星运行

在环绕太阳运行的近似圆轨道上,探测器太阳与小行星组成系统的平动点附近运动时,动力学方程一般

选用 Hill方程.三体模型中的平动点在深空探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包括科学观测的极佳

位置和深空探测的中转站等[１].在平动点任务提出后,文献 [２,３]阐述了平动点附近 (拟)周期轨道的

每种转移方法的优劣.

１８９８年,德国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近地小行星——— “爱神星”(４３３Eros),近年来人类一直在不断探

索４３３Eros.

探测器在平动点处悬停飞行是深空探测任务中的重要阶段,本阶段通过一系列的考察,不仅可观测

到小行星附近的环境,同时还可以确定小行星的形状、大小等特性.小行星不规则的引力场、自旋以及

质量分布的不均匀会对近距离探测器稳定飞行造成很大影响.为此,惯性悬停能避免小行星不规则引力

分布的直接影响,有利于获得比地面观测更精确的小行星信息.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了解小行星４３３Eros的所有信息,本文对指数＋抛物线型时变滑模控制方法进

行改进,然后与非奇异终端滑模相结合,设计一种全局强适应性的有限时间控制策略.探测器能在期望

时间到达悬停探测点,到达后继续保证探测器在轨稳定飞行.在控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出了探测器

的可控区域,望为日后 Eros的探测任务提供帮助.

１　探测器动力学方程

Hill方程最早是 Hill在研究日、地、月三体问题中研究月球而建立的.本文研究的是探测器在太阳

与小行星 Eros组成系统的平动点L２ 处悬停轨道控制问题,系统的平动点L２ 于小行星之间的距离远远小

于太阳于小行星之间的距离,所以这里的探测器动力学问题可近似的用 Hill方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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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的 Hill方程需考虑其他作用力合力的加速度矢量,同时考虑系统平动点L２ 处探测器和小行

星属于近距离的相对运动,两者间距离属于小量.故探测器动力学方程为

ẍ＝２ny
 － μast/r３( )x＋３n２x＋ax

ÿ＝－２nx － μast/r３( )y＋ay

z̈＝－ μast/r３( )z－n２z＋az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式中,r＝ x２＋y２＋z２ 代表探测器到原点O 的距离;n为旋转角速度;μast 为小行星引力参数;a为质心

旋转坐标系中非重力加速度的分量ax 、ay 、az .
将原点O 平移至太阳与小行星组成系统的平动点L２ 处,形成新的坐标系OL２ －x′y′z′(如图１所

示).
在新坐标系下,探测器坐标为 x′,y′,z′( ) .其中,x′＝x－SL２ ,y′＝y ,z′＝z.探测器到新坐标

系原点OL２ 的距离为r＝ x′２＋y′２＋z′２ .

图１　平移原点,建立新坐标系

２　小行星Eros平动点的悬停控制律设计

在平移后的新坐标下,探测器动力学微分方程表示为如下形式

r

＝v

v

＝r̈＝f(r)＋a{ (２)

式 (２)中

fr( ) ＝２n
y
′

－x′
０

æ

è

ç
ç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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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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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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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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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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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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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节提出了能够使探测器稳定悬停在太阳和小行星Eros组成系统的L２点处具有全局鲁棒的有限时

间控制策略,使探测器在期望的时刻和小行星保持恒定不变的相对位置,同时以期望的轨迹环绕探测小

行星.根据式 (２),首先对指数＋抛物线型时变滑模控制进行改进,使系统的跟踪误差在限定时刻收敛

到零,然后根据非奇异终端滑模技术设计相应的控制律,使误差在之后的时间继续保持为零而不发散,

通过提出的控制方法保证探测器在系统L２ 点处的速度与加速度均被控为零,下面详细给出控制律的设计

过程.

２１　时变滑模控制律设计

定义系统跟踪误差为

r̂＝r－rd,r̂


＝r

－r


d (３)

式中,r̂、r̂

、r、r

 、rd 、r

d 分别为系统跟踪误差的et( ) 、et( ) 、x１、x


１、x１d 和x１d .

注１:rd 表示L２ 点的位置,本章设计的控制律是在探测器受外界摄动偏离平动点后,控制器可以给出

条件允许的控制加速度将探测器控回平动点,到达平动点后,探测器速度与加速度均被控为零.

设计时变滑模控制器前,首先给出以下引理.

２４２２



引理１[４]:令Π＝r̂


＋
cr̂

tg －t
,其中,tg ＞０,c＞１.若在某时刻T ０＜T ＜tg( ) 之后,Π＝０成立,则

在t＝tg 时刻,r̂和r̂

都将收敛到零.

基于上述的引理,改进的时变滑模函数设计为

S１t( ) ＝Π＋φt( ) (４)
式中,φt( ) 为待定的时变函数.

设计时变滑模面 (４)需满足两个要求:１)在初始时刻,为保证全局的鲁棒性,消除普通滑模的到

达段,时变滑模面需要穿过系统的初始状态;２)为了保证平滑过渡,时变函数φt( ) 及其导数φ
t( ) 需在

T 时刻等于零.基于上述要求,采用φt( ) 为如下的截断函数

φ(t)＝
αe

(t－T)
T ＋β(t２＋T２),０≤t≤T

０,t＞T{ (５)

容易验证,若α、β满足:α＝－２βT２,β＝
Π０( )e

T２ ２－e( )
,则φ T( ) ＝０,φ

 T( ) ＝０,S１ ０( ) ＝０成立,所以

只需设计相应的控制律使得在时间域t∈ ０,tg[ ] 时,S１t( ) ≡０成立即可.
基于时变滑模函数式 (４),设计如下时变滑模控制律:

u１＝b１(r)r̈d －f(r)－
cr̂


(tg －t)＋cr̂
(tg －t)２ －η１sgn(S１)－

t
Te

t－T
T ＋２βt　０≤t≤T

０,t＞T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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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

ï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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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ç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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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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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式中,η１ ＞ρ１,式 (６)中控制律u１ 为式 (２)中控制加速度a .

定理１:对于由式 (２)确定的二阶非线性系统,采用式 (６)给出的反馈控制律,当t→tg 时,有r̂

→０,r̂


→０.
证:选择正定的Lyapunov函数

V１＝
１
２S２

１ (７)

对式 (７)求导,并将式 (６)代入求导结果中得

V


１＝S１ r̂̈＋
cr̂


(tg －t)＋cr̂
(tg －t)２ ＋φ

é

ë
êê

ù

û
úú＝S１[－η１sgn(S１)＋g(r)]≤－(η１－ρ１)|S１|≤０ (８)

显然,对于任意的S１t( ) ∈R ,V


非正,都有V ≤V ０( ) .由于滑模函数S１ 的初值为零,可得出

V ０( ) ＝０, 则V ≤０.另外,根据式 (７)可知,对于任意的S１t( ) ∈R ,都有V１ ≥０.
综上所述,对于t∈ ０,tg[ ] ,有V１ ≡０成立,故有S１ ≡０.考虑到在T ≤t≤tg 时段内,φt( ) ＝

０, 故有Π＝０.由引理１可知,在t＝tg 时刻,r̂和r̂

都将收敛到零,因此定理得证.

注２:根据Π＝０,可推导出r̂和r̂

的解析解[４].

r̂＝b(tg －t)c

r̂


＝－bc(tg －t)c－１{ (９)

证:由Π＝０,可推导出r̂


＝
cr̂

t－tg
.通过式 (３)可知

dr̂
dt＝

cr̂
t－tg

(１０)

经变换得

dr̂
r̂

＝
cdt

t－tg
(１１)

两边同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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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r̂＋B＝lnt－tg( )c (１２)
整理得

t－tg( )c

r̂
＝eB (１３)

式中,eB 记为 １
b

,所以最后经整理得r̂＝b tg －t( )c .

因此,在T ≤t≤tg 时段内,跟踪误差r̂和r̂

将以特定的轨迹趋近于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知,c

值越大,系统误差收敛速率越快 (如图２所示).因此,可根据具体要求对c值进行选择.

图２　不同c值时跟踪误差收敛速度

注３:根据式 (６)可以看出,tg －t出现在
cr̂



tg －t( ) ＋cr̂
tg －t( ) ２ 分母的位置上,因此在t＝tg 时刻控制量

会出现奇异.在t＝tg 时,r̂和r̂

具有式 (９)所示的解析解,将结果代入该项中,可得[５]

cr̂

(tg －t)＋cr̂
(tg －t)２ ＝b(c－c２)(tg －t)c－２ (１４)

因此,只要c值大于２,奇异问题就解决了.

２２　非奇异终端滑模控制律设计

由式 (９)可以看出,在t＞tg 时,系统的跟踪误差将会从零开始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大.因此,改进

的时变滑模控制律在该阶段不再适用,需要设计另一种控制律使得系统跟踪误差保持为零.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利用非奇异终端滑模思想[６]设计了相应的控制律.

首先,设计非奇异终端滑模函数

S２＝r̂＋K|r̂


|q１/q２sgn(r̂

) (１５)

式中,K 为正实数;q１ 和q２ 为正奇数,同时需要满足１＜q１/q２ ＜２.为了方便描述,之后将q１/q２ 用κ来

表示.

注４:在t＝tg 时刻,由于r̂和r̂

均为零,代入式 (１４)计算可得S２tg( ) ＝０.对S２ 微分得

S


２＝r̂


＋Kκ|r̂


|χ－１r̂̈ (１６)

因为１＜κ＜２,所以由式 (１５)可以看出S


２tg( ) ＝０.同时考虑式 (４),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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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１＝r̂̈＋
cr̂


(tg －t)＋cr̂
(tg －t)２ ＋φ

 (１７)

通过注２可知,在tg 时刻,r̂和r̂

具有式 (９)的解析解,加之φ

 tg( ) ＝０,容易验证当c＞２成立,则

S


１tg( ) ＝０.

综上所述,当c＞２时,则在tg 时刻有S１＝S


１＝S２＝S


２＝０,因此,设计的两个滑模面在tg 时刻可平

滑相接.
针对设计的滑模函数 (１５),构造非奇异终端滑模控制律为

u２＝b－１(r)－
r̂


Kκ|r̂


|χ－１
－f(r)＋r̈d －η２sgn(S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８)

式中,η２ ＞ρ１.

定理２:对于二阶非线性系统 (２),若当t∈ ０,tg[ ] 时,采用式 (６)所示的时变滑模控制律,当

t＞tg 时,采用式 (１８)所示的非奇异终端滑模控制律,可得到如下结论: (１)受控系统对模型不确定

性和外部扰动具有全局鲁棒性;(２)系统的跟踪误差将在tg 时刻收敛到零,并在之后一直保持为零.

证:选择正定的Lyapunov函数

V２＝
１
２S２

２ (１９)

对V２ 求一阶导,并将式 (１８)代入所得结果,可得

V


２＝S２{r̂


＋Kκ|r̂


|χ－１[f(r)＋g(r)＋b(r)u－r̈d]}

＝S２[－η２sgn(S２)＋g(r)]

≤－(η２－ρ１)|S２|
≤０

与定理１的证明分析类似,可推得在t＞tg 时刻,有V２ ≡０,故有S２ ≡０.由于定理１证明了在t∈
０,tg( ) 时段内,有S１ ≡０,因此可得出系统一直处于滑模面上,受控系统对模型不确定性和外部扰动具

有全局鲁棒性.

由S２＝０,可以推得以下等式

r̂


＝－K１r̂β１ (２０)

式中,β１＝１/β,K１＝(１/K)β１ ,文献 [７,８]中已经证明了r̂＝０为式 (２０)的终端吸引子.由于定

理１已经证明了在t＝tg 时刻,有r̂＝r̂


＝０,则在此之后,r̂和r̂

将会保持为零.

注５:虽然在整个控制阶段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控制策略,然而若c＞２成立,在控制的切换时刻 (即

tg ),控制指令是连续的.具体原因如下所述,在tg 时刻,若c＞２成立,则式 (６)可简化为

u１＝b－１(r)[r̈d －f(r)] (２１)

在该时刻,有１＜χ ＜２且r̂


＝０,式 (１８)可简化为

u２＝b－１(r)[r̈d －f(r)] (２２)

显然,u１tg( ) ＝u２tg( ) .
注６:作为终端滑模的一个重要优势,在滑模面上使误差在有限时间收敛这一特性并没有在该节所提

的控制律中得到应用,这是由于该段控制的初始时刻 (即tg )系统误差已经为零,相应控制量只是让跟

踪误差为零的状态得以延续.
由于系统状态从开始一直处于滑模面上,全局抖振问题将不可避免.抖振问题会引起能量的不必要

消耗,并可能激发未建模的系统动态而导致系统不稳定,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尽可能对其进行抑制.为了

解决抖振问题,本节将能够激发抖振的切换函数sgnS( ) 替换成如下连续的饱和函数,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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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S)＝
ε－１S,|S|≤ε
sgn(S),otherwise{ (２３)

式中,ε是边界层厚度.需要指出的是,采用了上述边界层技术后,系统的状态跟踪误差不能严格收敛为

零,然而,若将ε的值设的足够小,则能得到满意的跟踪精度.

３　数值仿真

按前文所述 (如图３所示),将坐标原点平移至L２ 点处 (原坐标原点与L２ 点之间距离SL２ ＝２２６６

×１０６m),新坐标系原点为 ２２６６×１０６,０,０[ ] T ,引力参数μast ＝４４６×１０５ m３/s２,角速度n ＝１１３
×１０－７rad/s.

控制器参数选取为:c＝３,T＝３００s,tg ＝５００s,η１＝１００,η２＝１,K ＝１０,κ＝
５
３

,ε＝１e－３.

探测器初始位置:

１)r＝ ２２６６×１０６＋５００,３００,２００[ ] T m;

２)r＝ ２２６６×１０６＋１５００,１０００,８００[ ] T m;

３)r＝ ２２６６×１０６＋２５００,１５００,１０００[ ] T m.

图３　探测器运动示意图

根据图４可知,无论探测器的初始位置怎样变换,控制律都可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使探测器到达悬

停点,三轴的位置跟踪误差在给定的时刻均可收敛到零.由于探测器x 轴方向与L２ 点距离相比于y 、z
两轴要大,所以x 轴方向在４００s以前的收敛速率比其他两轴更快.在４００s左右时,探测器位置快到达

L２ 点,三轴收敛速度相比于之前都变得平缓.探测器三个方向的位置变化曲线均可满足要求,同时,当

位置跟踪误差收敛到零,所提控制律仍可继续控制探测器,使其在到达平动点后,无外界扰动情况下,

依然稳定的保持在L２ 点处.因此,所提控制律可以实现控制探测器在限定时间到达L２ 点,并在到达后持

续保持在L２ 点附近.

根据图５可看出对于探测器不同的初始位置,控制器需要给出相应的控制加速度对探测器进行控制,
使探测器运动到平动点附近.三轴控制均有明显上拉动作,之后逐渐趋于平缓.这是因为在初始时刻,

探测器距L２ 点位置较远,而控制器在限定的时间要使探测器到达L２ 点,所以需要提供较大的控制加速

度.根据探测器距离平动点位置的远近,从图中可看出探测器x 轴距平动点位置分别为５００m,１５００m,

２５００m 时,控制加速度幅值从低于００２到接近００５,说明在限定的时间要使探测器到达平动点附近,
探测器距离平动点越远,需要的控制量越大.图中还能看到存在控制量有轻微的跳变现象,这是因为两

个滑模函数拼接时造成的.不过两个滑模函数都为零,可以保证平滑过渡,能有效地将探测器控制到L２

点附近,到L２ 点时加速度被控为零,满足了探测器在L２ 点悬停探测时加速度为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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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中可看到探测器在不同的初始位置,控制律都可满足控制需求,在控制过程中,滑模面一直在零

值附近,证明了所提控制律实现了全局较强适应性和期望的动态响应,即系统状态一直在设计的滑模面

上运动.设计的滑模函数应用了饱和函数代替符号函数,尽可能消除由于符号函数造成的高频抖振问题.
虽然滑模函数S 无法严格收敛到零,但滑模函数在整个控制过程中均被限制在边界层以内,并且边界层

厚度很小,因而可以保证有较高的跟踪精度,同时保证了系统对外部扰动的不敏感.

图４　不同初始位置时的系统位置误差跟踪轨迹

图５　探测器不同初始位置,控制加速度变化曲线

当探测器受到外界干扰或摄动时,需要控制器提供相应控制量将探测器控回到悬停探测点继续探测

任务.然而在实际探测任务中,由于控制器的控制能力有限,所以针对控制器可提供的控制量,图７中给

出了当探测器受到扰动偏离悬停探测点后,在控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同值的控制加速度对探测器的

可控范围.在式 (２)中,若只考虑x－y 二维平面,同时令控制加速度a＝０,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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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滑模面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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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x －t( )[ ]′＝－x t( ) 、x －t( )[ ]′′＝ẍt( ) 、y －t( )[ ]′＝－y
 t( ) 和 y －t( )[ ]′′＝ÿt( ) ,所以

当 t,xt( ) ,yt( ){ } 对于式 (２４)成立时, －t,x －t( ) ,－y －t( ){ } 对于式 (２４)也成立,故 Hill
方程关于x 轴对称.由于控制量可满足关于x 轴对称,知控制区域关于x 对称.因此,只需计算第一、
二象限可控区域,第三、四象限便可根据对称性得到.图７原点为平动点,分别在x－y 内的第一象限和

第二象限内,等间距选取２０个偏离平动点的位置.如果选取更多偏离平动点的位置进行仿真,计算结果

所得图形将为曲线更加平滑的控制区域.

图７　不同加速度的探测器被控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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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小　结

本文对探测器悬停探测小行星 Eros任务中的轨道稳定性问题进行研究,结合时变滑模控制和非奇异

终端滑模控制,提出一种新的限定时间收敛指数＋抛物线型时变滑模/非奇异终端滑模的复合控制方法,
使探测器可在指定时间到达悬停点并在受外界扰动的情况下,探测器依然可保持在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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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飞行器集群智能协同区域侦察技术

张如飞１　吴兆香２　李楠楠１　马　瑞２　倪　亮１　唐　鑫２

１北京控制与电子技术研究所;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摘　要　目前区域侦察是无人机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利用飞行器集群协同完成区域侦察任务,

能突破单个飞行器能力限制,极大地提升任务成功率和执行效率.相比于同一类型无人机组成的集群,
采用不同种类的飞行器及多种载荷构成异构飞行器集群以增加任务策略的多样性,能进一步提高飞行器

集群协同侦察的效率.本文以异构飞行器集群为研究对象,设计强化学习控制策略,实现飞行器集群自

主协同分配.每个飞行器的执行者网络根据接收到的任务区域的环境态势输出动作,选择符合任务需求

的动作,相互协作并以最快速度完成区域侦察任务.最后,仿真验证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控制策略能使异

构飞行器集群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区域侦察任务.
关键词　异构飞行器集群;协同区域侦察;强化学习

０　引　言

近年来,不管是在军用还是民用领域,飞行器的应用范围愈发广泛,相关技术研究备受关注.以无

人机为例,无人机具有结构简单、生存力强、隐蔽性高、成本低等优势[１,２],能够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出

色地完成枯燥、高风险的任务[３].这不仅可以减少人员伤亡,还可以降低设备成本.

然而,单架无人机由于飞行时间有限,感知范围小[４],难以完成日益复杂的任务.为了弥补这些不

足,提出 “无人机集群”这一概念[５,６]即多架无人机组成一个整体,协同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如此便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整个任务,大大提高无人机集群的效率.此外,无人机之间的相互协作使无人机集群具备

卓越的协调性、智能性和自主性[７９].

无人机集群应用[１０]最多且技术相对成熟的是区域侦察任务[１１,１２],其主要目标是实现任务区域内实时、

准确的情报收集,有效地为任务的完成做出贡献.它们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测环境,发现目标,然后对目

标进行识别和定位.并且,无人机集群具有长时间大规模侦察能力,可实现对任务环境的全方位监视[１３].

现有无人机集群的研究和设计大都假设无人机是同构的[１４,１５],其中,文献 [１４]针对无人机集群的

分组问题,以同构无人机集群为对象设计了一种基于共识的算法,实现了无人机集群分组的自适应性和

鲁棒性.相比于同构无人机集群,异构无人机集群具有更好的灵活性、任务效能和效费比[１６－１８].

异构无人机集群区域侦察是指利用类型、性能不同的无人机组成的异构无人机编队对大面积任务区

域进行全覆盖地搜索侦察[１９].不但能够改善传统单无人机航程及所携带载荷的限制,而且无人机之间性

能能够互补,使无人机集群呈现较高的整体性,在解决大范围且时效性要求高的区域侦察问题时具有较

强优势.因此,在战场侦察、区域搜救以及巡逻示警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２０].

区域侦察对任务时效性要求较高,短时间内侦察到环境中的隐藏威胁,为后续任务的执行提供有利

条件,以提高任务的成功率.因此,本文以异构无人机集群执行区域侦察任务为研究背景,基于强化学

习设计无人机集群的控制策略,实现无人机集群自主协同完成任务.首先根据单个无人机的特性确定区

域侦察问题的模型以及异构无人机集群的建模;接着设计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２１] (DeepDeterministic
PolicyGradient,DDPG)算法训练无人机的动作网络,规划无人机集群的轨迹;最后通过仿真结果验证

设计的控制策略的有效性,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区域侦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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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任务描述

１１　区域侦察任务

假设在某场景下,异构无人机集群被任意部署在特定任务区域周围,并对这个区域进行侦察,在满

足无人机控制的基础上实现短时间内区域覆盖最大,并计算完成任务区域完全覆盖的总时间.其中,异

构飞行器集群是指由性能、种类不同的无人机构成的集群,本文针对区域侦察任务,将高性能无人机和

低性能无人机相结合,相比于低性能无人机集群,性能更好;相比于高性能无人机集群,在保证无人机

集群顺利完成任务的同时,整体成本也大大降低.
异构集群自主协同控制技术是实现多无人机,甚至多种无人机自发地组成群组和编队,遂行成批次

成规模有效协同完成任务的重要基础.相对于单机规划而言,无人机集群执行复杂任务的规划问题面临

着大量的困难和挑战.主要集中在多机协同目标分配模型的统一、协同约束条件的选取和计算、多机间

协同航迹的规划和平滑,以及任务执行时针对突发情况的多机航迹协同重规划等问题.
无人机进行区域侦察的终极目的是搜索并覆盖全部的任务区域,找到任务区域内的目标,并将其位

置、动态信息反馈给控制中心以便分配下一任务.而目标在区域内的位置也是任意的,包括已知或未知、
静止或动态、普通或高级等情况.这就导致算法需要具备更高的性能,才能快速、高效、准确地搜索到

目标.

１２　问题建模

区域侦察任务需要解决的最终问题是如何在无人机集群初始集结位置不定的情况下,让集群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T 内,完成对面积为S 的区域的侦察.
无人机集群可以表示为Sta＝{Drone１,Drone２,,DroneN },其中,N 表示无人机数量.设定xi,j

为任务区域栅格化后最小的面积单位,xi,j ∈ {０,１}且０≤i≤X,０≤j≤Y ,其中,０表示未被侦察,

１表示已被侦察覆盖,i,j分别表示任务区域X 方向和Y 方向的坐标,X,Y 表示区域边界.若无人机集

群中的任意一架无人机的侦察半径覆盖了该最小面积单元,则xi,j＝１,否则xi,j＝０.无人机集群在任意

任务时间t内的区域覆盖面积可以表示为

∑
X

x＝１
∑
Y

y＝１
xi,j ＝s (１)

为了使完成区域侦察任务的时间最短,设当前集群的侦察策略是θ,该无人机集群区域侦察任务可以

归纳为一个受约束的优化问题

min
θ
T

st∑
X

x＝１
∑
Y

y＝１
xi,j ＝S,t＝T

xi,j ∈ {０,１}

(２)

２　基于强化学习的异构飞行器集群区域侦察

本文采用改进DDPG算法对异构无人机集群区域侦察进行协同规划,DDPG算法是一种结合了值迭

代和策略迭代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该算法的优势在于可以针对不限大小的状态空间和行为空间实现智

能体对最优策略的学习,使无人机集群在针对具体任务的学习过程中具有更优良的性能表现.

２１　DDPG算法介绍

DDPG算法是在传统的 “Actor Critic”算法的基础上改进形成的,是一种新型的深度强化学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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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２],算法的网络架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DDPG算法的网络架构图

DDPG算法主要由环境、经验回放单元、Actor网络模块和Critic网络模块组成.智能体在环境中交

互、探索,获取交互样本,并将样本存放在经验回放单元中,为智能体的训练提供经验.为了优化算法

的学习过程,DDPG算法吸收了深度 Q网络算法的思想[２３].在算法的网络部分,分别构造了目标神经网

络和评估神经网络,二者的结构完全相同.其中,评估神经网络用于训练和更新网络参数,目标神经网

络采用周期性软更新策略对评价神经网络进行跟踪,辅助评价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Actor网络模块用于确定智能体行为选择概率,当智能体做行为决策时,其根据 Actor网络模块提供

的行为选择概率选择行为并与环境进行交互.Critic网络模块的神经网络接收环境的状态和智能体的行

为,并生成对 “状态行为”的价值评估.评估神经网络用于判断当前状态和行为的价值.目标神经网络

接收下一时刻的状态和 Actor网络模块输出的下一时刻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２４].

２２　异构飞行器集群区域侦察问题建模

在区域侦察任务下,无人机集群的任务为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快地覆盖全部的任务区域,无人机集群

中的每个无人机代表一个智能体,每个智能体的状态集合为

Dronei＝ x,y,toward,is_alive,is_out_of_bounds{ } (３)

式中,x,y 为无人机的位置坐标;toward为无人机的速度方向;is_alive,is_out_of_bounds分别是

无人机是否存活与是否出界.总的集群状态为Sta＝ Drone１,Drone２,,DroneN{ } ,即所有无人机状

态的集合.无人机智能体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通过做出当前状态下的动作决策,这个决策会改变智能

体的状态,即改变位置坐标 (x,y),速度方向toward等状态变量.
无人机在区域内的移动并非任意移动,它受无人机的动作空间约束,且无人机的动作方向限制为以

当前速度方向为中心的扇形区域.设无人机当前节点的速度方向与x 轴正半轴的夹角为θ,目标侦察时采

用定巡航高度,所以无人机的位置坐标和状态计算如下

xnm ＝xn,m－１＋vpΔtcos(αn,m－１＋θn,m－１)

ynm ＝yn,m－１＋vpΔtsin(αn,m－１＋θn,m－１)

θnm ＝αn,m－１＋θn,m－１

ì

î

í

ï
ï

ï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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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无人机的编号;xnm 和ynm 分别为第n架无人机在m 时刻的横坐标和纵坐标;xn,m－１ 和yn,m－１ 分

别为第n架无人机在m－１时刻所在节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vp 为无人机的飞行速度;Δt为固定的时间间

隔;αn,m－１ 为第n架无人机在m－１时刻相对于当前节点的速度偏转角;θn,m－１ 为该无人机在m－１时刻的

速度方向;θnm 为无人机第m 时刻的速度方向.

２３　异构飞行器集群区域侦察训练过程

２３１　训练过程

DDPG算法中 Actor和Critic两部分的神经网络对应两种不同的结构与训练过程,且使用不同的损失

函数进行训练.对于Critic网络来说,通过最小化损失函数,即最小化 TD_error来进行网络更新[２５].

TD_error＝rewardst,at( ) ＋γv′st＋１,at＋１;θ′critic( ) －vst,at;θcritic( ) (５)

Loss＝ TD_error( )２ (６)

式中,rewardst,at( ) 为当前状态和动作的回报,由经验池得到;v′st＋１,at＋１;θ′critic( ) 为下一时刻状态

和动作的价值评估,由 Critic网络中的目标网络给出;vst,at;θcritic( ) 为当前时刻状态和动作的评估,

由Critic网络中的评估网络给出;at＋１ 表示下一时刻的动作,由 Actor网络中的目标网络给出;st＋１ ,st ,

at 分别为下一时刻的状态,当前时刻的状态,当前时刻的动作,由经验池得到;γ 为奖惩折扣因子.
对于 Actor网络训练,是通过最大化 {状态,动作}的价值判断来实现的,因此使用状态动作对的均

值作为损失函数,即

Loss＝－meanvs,a;θcritic( )[ ] (７)
在强化学习算法框架下,需要对未知的动作状态进行探索,获取更多的经验,因此需要通过在动作

选择加入一定的噪声来探索环境,即

action＝action′＋Noise (８)
式中,action为无人机当前时刻选择的行为;action′为 DDPG 算法中演员网络模块输出的无人机行为;

Noise为随机噪声.
由于DDPG算法输出的是无人机在２个方向上加速度的连续控制量,因此采用上述方法增强 DDPG

算法的探索性具备良好的可行性,设定随机噪声服从正态分布:Noise~N μ,σ２( ) .

２３２　奖惩函数
奖惩函数是用以评价动作执行效果,相当于任务的优化目标,在区域侦察任务下,异构无人机集群

的任务就是相互协同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搜索完全部的任务区域.因此,设计回报为新增覆盖区域,即

ΔCover_area,设定每次动作引起状态改变之后,计算回报Reward＝ΔCover_area×１５.同时时间也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每个动作都会对回报产生负作用,即搜索时间过长则会导致受到持续的惩罚.那

么,只要使无人机集群的回报收益最大,就可以使无人机集群以最快的速度搜索完规定区域,完成区域

侦察任务.
用DDPG算法对无人机集群的区域覆盖侦察任务进行训练,程序实现流程如图２所示.

３　仿真校验

以异构无人机集群协同搜索特定区域为例,对基于 DDPG的集群区域搜索算法进行仿真验证,要求

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整个任务区域的搜索.异构无人机集群的搜索是指异构集群快速遍历整个任

务区域.换言之,需要规划无人机的路径使其能用最短的时间遍历整个任务区域.

３１　训练过程

仿真中设置５架异构无人机组成集群,其中,包含２架高性能无人机,３架低性能无人机.为了验证

异构集群的泛化性,设置每回合无人机初始位置是不断变化的,每次的执行任务路径会根据初始位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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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DDPG算法的程序流程图

同而进行调整,具体参数设置如表１所示.
在训练过程中统计每回合奖励回报,得到总训练回合的平均回报值如图３所示.由平均回报值可以看

出,异构集群的平均回报奖励随着训练的进行不断升高,并在１０００回合时趋于稳定,说明集群动作表现

随着训练的进行越来越好.

４５２２



表１　DDPG算法解决航路规划仿真参数表

参数名 数值

任务区域 ２０km×２０km

无人机架数 ５

无人机监视半径(高,低性能) (１０００m,８００m)

无人机速度(高,低性能) (５０km/h,４０km/h)

无人机采取的动作(高,低性能) ({－４５,４５},{－３０,３０})

训练次数 ６０００

学习率 ０００１

Memory表中样本个数 １０００００

随机抽取的样本数 ６４

行动者网络 隐藏层{１２８,６４}

评论者网络 隐藏层{１２８,６４}

γ值 ０９９

图３　每回合平均回报

由于任务目标是在较短时间完成目标区域的搜索,因此同时统计区域面积全部覆盖时所需的任务时

间如图４所示.

图４　每回合平均任务完成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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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异构集群完成任务的时间从８５０s左右降低到６００s左右,完成任务所需时间大幅减少,
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

３２　验证过程

训练结束后,用５架异构无人机对训练模型进行测试验证.在任务区域四周随机位置生成５架无人

机,并执行协作区域侦察任务,得到集群的侦察路径与搜索范围覆盖率如图５所示.

图５　异构无人机区域侦察轨迹图

由图５可以看出,下方的两架高性能无人机利用其转弯角度大,速度快等优势,将下方区域的边角部

分搜索完毕后又转弯对中间区域进行了搜索.同时上方的３架低性能无人机则各自完成不同区域的侦察搜

索,可以注意到每架无人机都在各自的不同区域执行,互相之间协作搜索,使得异构无人机集群较为高

效地完成全部任务区域的搜索.图６可以看出,区域覆盖率在６００s内不断升高,最终在６００s时达到

９９％的侦察覆盖率.

图６　侦察覆盖率随时间变化图

仿真与实验结果表明,深度强化学习算法可以很好地完成异构无人机协同区域搜索的任务,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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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算法应用到集群协同侦察任务中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４　结　论

针对同类型无人机组成的同构无人机集群可选择的任务策略单一、任务效率低等问题,提出将不同

类型、功能的无人机组合以构成异构无人机集群,如此提高任务策略的多样性以及任务效率.基于区域

侦察任务对任务进行建模,设计DDPG算法规划异构无人机集群的轨迹以完成区域覆盖任务.仿真结果

表明:高性能无人机具有转弯角度大、速度快等优点,其在执行区域侦察任务时覆盖的面积更大,将其

与低性能无人机结合,协同执行区域侦察任务,能有效地降低任务时间,更快的搜索完整个任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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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CooperativeAreaReconnaissance
TechnologyofHeterogeneousAircraftSwarms
ZHANGRu fei１,WUZhao xiang２,LINan nan１,MARui２,NILiang１,TANGXin２

１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andElectronicsTechnology
２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Abstract　Areareconnaissanceisanimportantresearchbranchinthefieldofunmannedaerialvehicles
nowUsingaircraftswarmstocoordinatelyaccomplishareareconnaissancetaskscanbreakthroughthe
limitations of single aircraft capabilities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rate of success and execution
efficiencyComparedwithaswarmscomposedofthesametypeofdrones,differenttypesofaircraftwith
manykindsofloadsareusedtoformheterogeneousaircraftswarms,whichcanincreasethediversityof
taskstrategiesandfurtherimprovetheefficiencyThispapertakesheterogeneousaircraftswarmsas
researchobjectanddesignscontrolstrategiesbasedonreinforcementlearningtoachieveautonomousand
collaborativedistributionofaircraftswarmTheactornetworkofeachaircraftoutputsactionsaccordingto
thetaskareaandselectsactionthatmeetsthetaskrequirementsEveryaircraftcooperateswitheachother
andcompletestheareareconnaissancetaskatthefastestspeedFinally,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
thedesigned controlstrategy enablesthe heterogeneousaircraftswarmsto completetheregional
reconnaissancetaskinashorttime

Keywords　Heterogeneousaircraftswarms;Coordinatedareareconnaissance;Reinforcement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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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滑行段姿控喷管故障自主辨识方法

纪　刚　陈　平　张惠平　胡煜荣　禹春梅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姿控喷管是运载火箭滑行段经常使用的一种执行机构,姿控喷管的故障辨识通常需要增加

监测设备.本文通过对运载火箭滑行段动力学模型进行研究,结合运载火箭刚体、晃动等模态,利用关

系矩阵推导了使用陀螺敏感信息进行故障辨识的基本条件.此外,建立特征参数与典型故障的关系,结

合姿控喷管推力特性等因素给出了故障辨识方法.通过仿真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液体运载火箭;姿控喷管;故障辨识;故障诊断

０　引　言

近几十 年,航 天 器 故 障 诊 断 取 得 快 速 发 展,故 障 预 测 与 健 康 管 理 (Prognosticand health
management,PHM)和飞行器综合健康管理 (Integratedvehiclehealthmanagement,IVHM)等相关技

术概念在很多文献中被提及,核心都是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技术[１].现有的故障诊断技术可大致分为基于

模型的方法、基于数据的方法和基于知识的方法三类[１,２],基于模型的方法通常通过解析冗余来诊断故障

并进行故障的处理[３,４].吴德安提出了系统发生故障时,故障部件的自主隔离、备份部件自主切换和系统

重构方案[５],王大轶系统性地阐述了航天器故障诊断和重构的技术[６],樊雯等对姿控系统的可重构性进行

了分析探索[７],胡宇桑等对可重构性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为控制系统可重构性综合设计提供了优化

决策方案[８],也为卫星混合执行机构可重构性评价和设计提供了相关参考[９].航天器故障诊断和控制重构

在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同时在 “资源一号”卫星、“风云卫星”等航天器上进行了实践,轨道运行

的航天器故障论断已经从理论研究向工程实践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航天器轨道飞行场景下本体动态条件

变化相比不大,通过这些方法实现在线故障诊断条件比较充分,同时也可以利用天地信息交互实现离线

的故障诊断等工作.
液体运载火箭真空滑行段也采用姿控喷管进行姿态控制,但因飞行时间短,实时性强,运载能力限

制等因素,很少在线进行故障诊断.国内外宇航领域多次出现姿控喷管故障导致飞行失利的情况,因此

需要快速地对故障进行定性,确定故障程度,为故障的处理提供依据.对于液体运载火箭姿控喷管故障

诊断国内文献较少,张亚婷等提出了姿控喷管的故障诊断方法,即通过设计观测器,对比观测器输出信

号和真实信号的残差判定故障是否发生[１０].张凯等提出的基于跟踪微分器的姿控喷管故障检测较好地解

决了刚体模型下的故障辨识问题,但没有对故障类型和程度给予评价[１１].陶文华等提出了利用关系矩阵

在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中的应用[１２].
针对运载火箭滑行段姿控喷管故障诊断的问题,本文对箭体动力学模型进行推导得出姿控喷管指令、

晃动与箭体角加速度的关系式,利用关系矩阵证明了故障辨识的条件,建立了典型姿控喷管故障诊断的

逻辑方法,典型仿真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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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液体运载火箭滑行段数学模型

１１　滑行段绕心运动模型

运载火箭滑行段飞行,姿控喷管的燃料消耗量有限,箭体参数几乎不变.滑行段主发动机贮箱的燃

料晃动必须考虑,一般绕心动力学模型表示如下

ωx１＋Kγd３－∑
p

(d″hypΔÿp ＋d″hzpΔz̈p)＝KγMbx_g ＋Mbx_b

ωy１＋Kψb３＋(Jx１－Jz１)/Jy１ωz１ωx１－∑
p

(b４pz̈p －b５pzp)＝KψMby_p ＋Mby_b

ωz１＋Kφb３＋(Jy１－Jx１)/Jz１ωx１ωy１－∑
p

(b４pÿp －b５pyp)＝KφMbz_p ＋Mbz_b

ÿp ＋２ζhpΩpy

p ＋Ω２

pyp ＝－Epzω

z１－c３VKφ ＋∑

p
cφ

４pVÿp ＋KφFby_f ＋Fby_c

z̈p ＋２ζhpΩpz

p ＋Ω２

pzp ＝－Epzω

y１－c３VKψ ＋∑

p
cψ

４pVz̈p ＋KφFbz_f ＋Fbz_c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

式中,Kφ,Kψ,Kγ 分别为俯仰、偏航和滚动通道的控制指令;ωz１ ,ωy１ ,ωx１ 分别为绕箭体坐标系o１z１,

o１y１,o１x１ 的角速度;yp ,zp 分别为法向和横向晃动位移.
式 (１)需要图１中的姿控喷管喷流产生的控制力矩来实现火箭的稳定飞行.运载火箭一般不对姿控

喷管进行实时监测,基于式 (１)描述的模型,采用裕度设计的思想取得一定的容错能力.运载火箭滑行

段飞行与在轨运行的航天器都会采用姿控喷管进行姿态控制,但差异突出,集中表现在火箭飞行时间短,
突发故障需要及时处理;受运载能力限制,不在线对姿控喷管进行监测;火箭主发动机贮箱液体晃动引

起的力和力矩必须考虑.

图１　姿控喷管典型配置方式

晃动,一般是指贮箱中液体自由表面的周期性运动[１３].姿控喷管在响应控制指令的同时,会对晃动

运动产生激励.以俯仰通道为例,从运动方程 (１)上可以看出,在姿控喷管开启的过程中,箭体的角加

速度可以表示为

ω

z１＝

－Kφ(b３－b３∑
p
c４pV－∑

p
b４pc３V)

１－∑
p
c４pV－∑

p
b４pEpz

＋
∑
p
b４pFby_c ＋Mbz_b(１－∑

p
c４pV)

１－∑
p
c４pV－∑

p
b４pEpz

(２)

式 (２)表示箭体俯仰角加速度与姿控喷管指令、控制力矩、弹道参数有关.从图２可以看出姿控喷管激

励出的俯仰通道箭体角加速度比b３ 大了约５０％,通过姿控喷管控制指令Kφ 可以建立起与俯仰通道箭体

角加速度的关系.偏航通道类似,滚动通道一般可以不考虑液体晃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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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模型角加速度与控制力矩系数b３ 的对比

１２　基于执行效果的姿控喷管故障模型

运载火箭典型姿控喷管系统一般为单组元恒压挤压推进系统,单组元发动机工作时,推进剂由喷注

器进入催化床,经催化分解为高温燃气,高温的混合气体经喷管膨胀产生推力[１４].姿控喷管的故障类型,

陈新华、朱定一从姿控喷管的系统构成上,根据设置的故障数,利用可靠性指标以及实际飞行中收集到

的故障现象,建立了故障推理知识库,实现对故障的辨识[１５].但姿控喷管中任何对推力产生过程有影响

的部件都是潜在故障发生点,并最终决定姿态控制的品质.
从式 (１)可以看出,姿控喷管作为姿态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依据动力学模型的实际表现,按类型

可将故障分为三类:１)常开故障,动力学表现为姿控喷管在关机指令发出后依然表现为常值推力输出;

２)常闭故障,动力学表现为姿控喷管在开机指令发出后依然表现为零推力输出;３)极性故障,系统形

成了正反馈.而介于这些故障定义之间的模式,例如推力下降等,均可以结合实际需要进行定义.从动

力学模型的角度对这些典型故障类型进行研究,可暂不考虑姿控喷管推力偏差等问题.从图３控制指令与

推力的关系上进行比较说明,当控制指令Ki (i＝φ,ψ,γ)发出后,对应推力上升到额定推力P _０附

近一定偏差范围内,可认为无故障;如果推力未达到,处于很小的推力P _B 附近,则可认为发生了常闭

故障;当推力符号反向处于P _JX 附近则可认为系统极性错误.当控制指令Ki 关闭,推力未明显下降,

则可认为发生了常开故障.

图３　典型故障类型下控制指令与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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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中Ki 为控制指令,P _０为未发生故障的推力,P _B 为常闭故障的推力,P _K 为常开故障的推

力,P _JX 为发生极性故障的情况.

２　姿控喷管故障辨识

２１　基于关系矩阵的姿控喷管故障可辨识性

液体运载火箭是一个非线性较强的飞行器,刚体、晃动模态是飞行过程中姿控系统需要考虑的关键

因素,为了方便研究火箭滑行段姿控喷管故障诊断问题,采用式 (１)的小偏差模型进行研究.
首先,考虑一个n 阶,r维输入,q维输出模型描述如下

x(k＋１)＝Ax(k)＋Bu(k)

y(k)＝Cx(k){ (３)

式中,u(k)为火箭姿控系统控制输入;y(k)为姿控系统获取的测量信息.经过p(p＞０)步后,箭体控制

输入和绕心测量信息表示为

x(k＋p)＝Apx(k)＋Gup(k)

yp(k)＝Ox(k)＋Tup(k){ (４)

引入关系矩阵引入相互关系影响矩阵Mi ,可以推导出k＋p 时刻系统输出如式 (５)所示二者关系

y(k＋p)＝(CAp ＋CMiO)x(k)＋(CG１＋CMiT１)u１
(p)(k)＋＋

(CGr ＋CMiTr)ur
(p)(k)－CMiyp(k)＋CB１u１(k＋p－１)＋＋CBrur(k＋p－１) (５)

式 (５)中对于第i个输入,为确保所列方程有解,需要满足方程数大于等于未知数个数,即p 必须满足

p(q－r＋１)≥n－r＋１.对于运载火箭滑行段姿控系统而言,在常用箭体坐标系下,俯仰、偏航和滚动

通道控制指令u
－
i(k),实际箭体执行输入为ui(k)以及测量信息y(k)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姿控喷管故

障有效辨识的条件是存在的,即绕心测量信息的维度不小于控制输入维度,理论上可以通过对绕心运动

状态进行辨识,进而得到动力学上的姿控喷管工作状态.

２２　故障诊断方法

姿控喷管作为姿态控制的执行机构,其故障状态的表现,即为实际输出不等于输入,也就是说,控

制指令u
－
i(k)发出后,姿控喷管没有有效的响应指令,实际箭体执行输入ui(k),其偏差量zi(k).通过

对偏差量zi(k)进行辨识可以得到典型故障模式下的输出特征,进而达到动力学层面的故障诊断.
当姿控喷管发生故障时,姿态控制系统测量信息和理论信息会产生很大不同,偏差估计是故障决策

的重要部分.姿控喷管故障时,系统偏差会与理论值发生较大差异,为描述方便认为偏差的变化仅与故

障发生的有关系.
当式 (１)所描述的模型,在姿控喷管出现典型的三类故障类型时,短时间内该模型的运动学关系不

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式 (２)所隐含的关系可利用箭体角加速度ω

i１(i＝x,y,z)的偏差e(t)来描述.故障引起

的箭体异常运动学特征,虽然还包含角速度和姿态角,但这些均为角加速度对时间积分后的参数,对于

故障诊断的及时性是难以保证的,因此设数学描述为

e(t)＝ω
(t)－ϕ[Kc(t)] (６)

式中,ϕ[Kc(t)]为模型函数理论预示值;ω


为角加速度.然而,姿控喷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产品,其故障

与偏差e(t)的非线性关系强,且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利用模糊逻辑来描述故障类型与故障现象之间的模

糊关系,可通过隶属度函数和模糊关系方程解决故障类型与状态识别问题[１６].

建立模糊映射关系,假设故障类型的集合为Y＝{yi|i＝１,２,,n},式中n为故障类型总数,本

文仅对动力学描述上的故障进行分析,因此此处的n＝３,分别表示常开、常闭和极性三类典型故障.由

２６２２



这三类典型故障类型引起的故障征兆定位另一个集合X＝{xj|j＝１,２,,m},式中m 为故障征兆的

总数,对于单个通道而言,至少包含角偏差、角速度以及角加速度,根据前文分析,此处的m＝１.
根据模糊集合理论,故障类型的模糊集合与它们的各种故障征兆的模糊集合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Y＝X°R (７)

式中,°为模糊算子;R＝(rij)n×m 为模糊关系矩阵.结合火箭动力学模型,式 (７)的表达式可以转化为

Y＝(Ki ∧X)°R ,其中,Ki 为前文所述的控制指令状态,即该模糊关系的表达与控制指令状态存在

“与”的关系.模糊关系矩阵表达如下

R＝

r１１　r１２　　r１n

r２１　r２２　　r２n

　　　

rm１　rm２　　r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８)

式中,矩阵R 表示故障类型和故障征兆之间的因果关系,矩阵元素rij 代表第i个故障征兆xj 对第j个故

障类型yj 的隶属度,有０≤rij ≤１(i＝１,２,,m;j＝１,２,,n).第j个故障类型引起第i个故

障征兆的可能性越大,隶属度的值越大.隶属度取值的原则,以俯仰通道为例,箭体姿态角和箭体角速

度的变化耦合原因因素太多,对应三类故障类型rij 的取值较小.式 (２)所示的角加速度变化,与故障类

型有着紧密的隶属关系,如果与控制指令结合,rij 的取值接近于１.为了工程应用方便,式 (８)可简化

为R＝ r１１　r１２　r１３[ ] ,即为行数为１,列数为３的矩阵,矩阵元素数值均为１.故障诊断的方法实际上

可以简化为,控制指令、姿控喷管故障类型、角加速度偏差量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图４给出利用角加速

度偏差进行故障诊断原理图.

图４　典型故障诊断计算流程

利用发出 “开”控制指令后的动力学表现进行姿控喷管常闭故障与极性故障的判别,利用 “关”控

制指令后的动力学表现进行姿控喷管常开故障的判别.选择式 (６)公式求取偏差e(t),当实际测量滤波

输出值与理论模型预示值满足条件K(nT)≠０∧K[(n－１)T]＝０∧(－η＜e(t)＜η),则认为姿控喷管

工作正常;当满足条件K(nT)≠０∧K[(n－１)T]＝０∧ e(t)≅－ϕ[Kc(t)≠０]±η{ } 则认为出现常闭

故障;当满足条件K(nT)≠０∧K[(n－１)T]＝０∧ e(t)≅ϕ[Kc(t)≠０]±η{ } 则认为存在极性故障;
当满足条件K(nT)＝０∧K[(n－１)T]≠０∧ e(t)≅ϕ[Kc(t)≠０]±η{ } 则认为存在常开故障.其

中,η 是考虑箭体模型参数偏差、喷管推力偏差等之后的条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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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故障诊断门限确定

基于箭体动力学特征进行典型故障的诊断,逻辑需要合理,故障诊断的门限也尤为关键.故障诊断

门限选取原则是不误判,不漏判,误判可恢复且不带来次生灾害.故障诊断门限选择涉及多个因素,首

先是姿控喷管推力特性.计算机发出控制指令Ki 之后,经过驱动电路操作姿控喷管电磁阀开合,燃料在

燃烧室燃烧后产生推力.门限参数的选择需要考虑推力上升和下降的过程,t９０、t１０ 参数与控制指令Ki 生

成存在时间差.其次,惯性测量装置本身的量化误差也决定了故障诊断门限的大小,尤其是最小值.假

设角运动测量当量为１０角秒/脉冲,惯性测量装置能够敏感的每２０ms控制周期内的角增量最小为

００００２７８°,折合角速度约为００１３８９ (°)/s,角加速度约为０６９４４ (°)/s２.采用角偏差、角速度或是

角加速度,均需要结合量化误差综合考虑.另外还有箭体飞行振动环境下,箭体各种扰动频率分布,采

用均值计算等方法,可以提升门限适应能力.

３　仿真分析

以某运载火箭滑行段俯仰通道为例进行仿真,假定进入滑行段后,初始姿态角偏差为２０°,角速度

０５ (°)/s,分别设置常闭、常开和极性故障进行仿真.常闭故障和常开故障可以在飞行中的某个时刻选

择注入,此类故障发生时机根据实际的案例看是可以随机发生的,为方便说明,均在第一次需用时刻设

置故障.
图５~图８种给出了姿控喷管各种典型工作情况下的仿真结果,其中,kfai表示控制指令,Kys表示

箭体角加速度预示结果,wz１d表示喷管产生的箭体角加速度,e为角加速度的误差.正常工作条件下,角

加速度的预示值和实际箭体产生的角加速度,与控制指令有很强的对应关系,e也处于合理的偏差范围之

内.常闭、常开以及极性故障状态下,控制指令 kfai,箭体角加速度预示值 Kys、箭体实际角加速度

wz１d的映射关系处于异常状态,e的特征显著.通过表１的故障诊断条件和选取合适门限,可以对这三类

典型故障类型进行有效辨识.

图５　正常状态角加速度仿真曲线 图６　常闭故障模式仿真曲线

运载火箭飞行动态强烈,因此故障发生之后,辨识的最佳时机是故障发生的初始时段,随着故障对

箭体运动的持续激励,特征参数会随着通道之间运动耦合产生交联效应,这会使故障诊断难度增加.表２
给出了三类典型故障诊断确认的时间,从辨识的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本文所述的辨识方法可以快速地给

出故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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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常开故障模式仿真曲线 图８　极性故障模式仿真曲线

表２　俯仰通道姿控喷管故障仿真结果

故障模式 起判时刻/s 故障确认时刻/s 耗时/ms

１＃常闭 ００８ ０９８ ０９

１＃常开 １８ ２７８ ０９８

１＃极性 ００８ ０９８ ０９

４　结　论

液体运载火箭姿控喷管在线实时故障诊断,需要考虑大贮箱液体晃动对箭体运动学参数的影响,飞

行环境与轨道运行的航天器也有很大的区别.采用本文所述的方法进行辨识,可以准确地诊断出姿控喷

管发生故障的动力学模式,但同时也需要看出,本文所属辨识的方法是基于火箭动力学模型的,各种故

障模式假设下的诊断结果,与姿控喷管系统实际真实故障存在定义上的差异,要实现准确的故障定位,
还需要结合姿控喷管动力系统信息进行故障信息融合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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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heattitudecontrolnozzleisanactuatoroftenusedinthetaxiingsectionofacarrier
rocketThefaultidentification oftheattitudecontrolnozzle usuallyrequiresadditional monitoring
equipmentInthispaper,bystudyingthedynamicmodeloftheslidingsectionofthelaunchvehicle,

combiningtherigidbodyandsloshingmodesofthelaunchvehicle,therelationship matrixisusedto
derivethebasicconditionsfortheuseofgyrosensitiveinformationforfaultidentificationInaddition,the
relationshipbetweencharacteristicparametersandtypicalfaultsisestablished,andafaultidentification
methodisgivenincombination withfactorssuchasthethrustcharacteristicsoftheattitudecontrol
nozzleTheeffectivenessofthemethodisprovedbysimulation

Keywords　Liquidlaunchvechile;attitudecontrolnozzle;faultidentification;trouble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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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远程测试大数据深度分析系统

颜晓明　王良军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本文设计了一个远程数据分析评价系统,利用后方历史大数据支持前方测试判读、评价及

诊断.系统针对火箭全生命周期数据种类繁多、来源分散、格式不一的特点,采用标准 REST 接口,制

定标准五维结构进行数据清洗、整合,利用ES及 HOODAP分布式服务系统完成数据的结构化存储.在

数据应用层面,详述了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关联分析、形状分析的系统实现,展示了软件界面;开创性

地提出了一种基于概率密度分布及评价函数的数据一致性分析方法,在判读参数合格、不合格的基础上,

更评价了当次数据在历史包络下的偏离情况,为后续火箭的自动判读、准确定位、快速剥离奠定基础.
关键词　远程;大数据;评价

０　引　言

随着国家装备能力建设需求的增长,运载火箭的发射早已进入高密度时代,从２００５年６~７发/年的

当量发展到２０１９年３４发、２０２０年３９发、２０２１年预计突破４０发,发射次数已然跃居世界第一.

然而,发射任务量的剧增并未提高火箭自身的飞行可靠度;尤其近几年,无论是老型号还是首飞新

型号,都相继出现了飞行失利,有些还是同型发动机的重复故障.国家的航天建设步伐会持续快节奏,
必然要求运载火箭提高发射效率和飞行可靠度.

远程测试具有节省人力资源,联动前后方,利用专家库知识系统的优点,国内外航天机构均在研究

(有的已实施)这种未来主流测试方法;大数据分析作为引领互联网领域、工业智能领域的基础技术,也

成为航天领域竞相研究发展的先进技术;基于远程测试大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历史数据的归类、清洗、

整理,能够深度挖掘分析,实现火箭测试发射阶段实时判读、故障快速定位、快速举一反三,并在大数

据平台的支持下,对全箭测试数据的一致性、稳定性进行评价,并自动生成判读及评价结果,可大幅减

少数据流转、自动判读时间,充分发挥海量历史数据价值.
运载火箭的数据来源分散、种类繁多、格式不一,造成管理难度大,分析时难以准确评价,本文针

对上述问题,设计了具备容纳未来十年型号各阶段测试数据的大数据平台,采用基于ES和 HDFS的分布

式数据存储技术,剔除干扰信号,对数据进行特征匹配、多维度查询、特性统计分析、关联性分析、包

络分析等功能,并设计一种数据一致性评价方法.

１　远程测试大数据系统功能

图１为远程测试大数据系统的功能框图.

Elasticsearch是一个兼有搜索引擎和 NoSQL数据库功能的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用于结构化搜索以

及实时分析[１];Hadoop分布式系统,用于大规模多媒体等非结构化数据存储[２];数据缓存子系统基于

Kafka设计开发,是一个分布式的、易扩展的、安全性高的消息服务系统;采用spring微服务框架、

REST接口.

该平台集成了实时远程数据采集处理功能、历史数据导入清洗功能,对外服务接口包含实时、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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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远程测试大数据平台的功能框图

输出,供仿真演示系统、故障模拟系统、上级大数据应用平台和大数据分析评价终端使用.

１１　历史数据预处理功能

运载火箭的大数据功能是综合利用单机阶段、分系统阶段、集成综合阶段、发射场阶段、飞行阶段

的测试数据,对同等可比状态下的数据分析及评价,海量样本条件下得出合格、偏离、超差、异常和一

致性、稳定性的结论.
对历史数据的滤波、归一化处理成为实现平台功能的前提条件,本文分析了运载历史数据的特点:

１)由于分工定点原因,单机、分系统及全箭测试数据保存于不同的责任单位,来源分散;

２)数据种类繁多,分箭上、地面数据,分有线、无线数据,分控制、测量数据,各参数特征差异大;

３)参数存储格式不一,有pdf格式、word格式、txt格式、dat格式、专用格式结构化程度

极低;

４)火箭状态差异大,参数名和代号随意,提高了分析的误诊率和漏诊率,影响数据评价的正确性;

５)完整的飞行数据需要依靠西安测控中心提供,各发数据处理格式不尽相同,如有些火箭发次去除

了三级飞行段的一二级测量参数,有些则未处理,影响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
远程测试大数据平台根据这些特点,设计将 Web页面收集的历史数据录入自动转化为标准的储存目

录,见图２.将存储目录下的末子级文件统一为结构化数据类型,见表１.

表１　结构化数据表

一级俯仰陀螺启动电压 一级一分机伺服机构油压
光纤惯组加表

比力合成精度
三级发动机二分机转速 测量电池电压

参数代号１SLF 参数代号１KY １ 参数代号 Dga 参数代号３N２ 参数代号３Uc１

阶段:单机 阶段:集成 阶段:集成 阶段:飞行 阶段:飞行

系统:控制 系统:控制 系统:控制 系统:动力 系统:测量

采集:有线 采集:有线 采集:无线 采集:无线 采集: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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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俯仰陀螺启动电压 一级一分机伺服机构油压
光纤惯组加表

比力合成精度
三级发动机二分机转速 测量电池电压

时标 物理量/V 时标 物理量/％ 时标 物理量 时标
物理量/
(转/min)

时标 物理量/V

A１ a１ B１ b１ C１ c１ D１ d１ E１ e１

A２ a２ B２ b２ C２ c２ D２ d２ E２ e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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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数据分析储存目录层次图

系统可接收原始时标,也可自动匹配,实现同等状态下的数据查询、比对分析.

１２　远程实时数据采集功能

远程测试大数据分析评价系统具备实时接入火箭分系统测试数据、集成综合测试数据、发射场测试

数据、飞行测试数据的能力.为兼容不同测试系统及传输协议,系统设计采用灵活简便的 REST接口方

式,格式采用JSON[３],采集流程如图３所示.
大数据系统通过采用标准的 REST接口,按功能表单格式进行数据传输,并进行握手应答,在满足

火箭远程测试实时性要求基础上,既可靠传输,又减少了对外部资源的需求,接口统一,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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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实时数据采集流程图

２　数据处理技术

对于异构数据清洗、整合及缓存的效率及可靠度是评价大数据系统的关键指标.远程测试大数据系

统交互的数据类型包含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数据处理主要针对结构化数据进行清洗、
再处理,使最终解析入库的数据准确地服务于上层可视化应用.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数据处理流程图

２１　去除非有效测试数据

采集入库的数据种类各异,原始数据中可能保存着大量的系统配置、管理或运行过程数据,如控制

系统时序控制器单机测试数据不仅包含有效测试数据,还包含单机测试设备、检验测试人员等信息,这

些数据如果导入远程数据分析评价系统,不仅浪费存储空间,而且会降低分析平台的效果,因此导入之

０７２２



前应该去除.非测试数据一般都是独立存在.通过中文名识别或代号进行规则配置,将无效数据去除.

２２　补全残缺测试数据

原始数据中可能存在一些残缺数据,缺少关键字段的值[４].比如控制分系统因为测试采集的原因,丢

失了关键的箭机俯仰开关指令时间值,造成同等状态下无法进行有效的统计分析,甚至可能会导致数据

分析异常,因此必须在导入之前处理.
残缺数据可以采取两种处理方式,首先是通过指定常量、通过关联查询、模拟生成依赖数据等方法

进行数据补全,对于无法补全的,进入远程测试中心数据系统之前将残缺数据过滤掉,并记录处理日志.

２３　修正错误测试数据

原始数据中可能因为无线信号或者系统原因导入一些错误测试数据或野值,比如集成综合测试时,
在３２０s时由于遥测无线信号的失锁,造成了数字量中箭体X 向速度出现了限幅,不进行处理则会引起一

致性分析的差异,系统设计了合理性检测.
(１)检测门限的确定[５]

δc ＝Δumax＋σ (１)
式中,Δumax 为信息采样间隔内的最大差值;σ为测量设备的随机误差,各参数根据测试环境给出门限.

(２)起始检测

第一点测量信息不予检测,第二点开始用下列方法检测.设ui 为第i检测点,若满足

|ui－ui＋１|≤δc (２)
则认为ui、ui＋１ 信息合理,被接受,否则认为ui、ui＋１ 均不合理,被舍弃,此后重新接收第一点,再用上

式检测,若有连续３点信息被接受后,从第４点开始改作常态检测.
(３)常态检测

利用起始检测接收到的最新连续４点信息,作预报估值[６].

uix ＝４/３ui－１＋１/３ui－２－２/３ui－３ (３)
并用预报估值uix 来检测新的测量信息ui, 若满足

|ui－uix|≤δ (４)
式 (４)中δ与δc 自定义,满足则认为值ui 合理,被接受,否则认为值ui 不合理,不予接受,同时对以

后的信息用起始检测.
上述实际应用中,系统针对箭上无线关键数据进行了设计,由于毫秒级一个点,若全级参数全程检

测消耗资源大,且规则门限复杂,则应有所取舍.

２４　去除冗余测试数据

原始数据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冗余数据,有时系统为了查询方便也会特意设计一些数据冗余.冗余数

据会浪费存储空间,降低分析效率,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如飞行数据,在火箭二、三级分离后,由

于遥测编码关系将二级数据全部置为二进制FF,在统计分析二级数据时,若不过滤三级数据,则会造成

结果的全面超差.

３　系统实现与应用

系统采用JAVA语言开发实现[７],搭建了基于远程测试的大数据分析评价系统,并成功应用于某两

型运载火箭的发射场测试远程判读和评价.

３１　基于形状比对的参数判读评价设计

在实际测试和飞行试验中,大部分遥测参数是连续型参数,即参数的时间历程曲线在图形上可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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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分段连续变化的特性[８],为提高参数判读效率,本系统在给出本次任务判读结论的基础上,利用大数

据存储平台评价参数在过往所有飞行数据中偏差等级.
以某型火箭飞行的导航制导参数x 向、y 向、z向位置参数为例,测试偏差在包络偏差的位置或分布

可有效反映火箭惯性器件精度,分析如图５所示.
图５~图７可以判定,本次导航位置参数均在管道线 (指标线)内,数据合格.

图５　y－x 曲线

图６　z－x 曲线

图７　z－y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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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偏差包络线为根据历史数据架构绘制的,评价本次导航位置参数偏差较以往飞行数据处于中等.

图８　 Δy － Δx 曲线

３２　关联数据比对分析

火箭控制系统为闭环系统,参数都具有关联响应特征[９];动力系统设置的测量参数也都具有传播特

性.远程测试数据分析评价系统在数据库阶段,便设计关联规则,在特征点上可自动或人为匹配关联数

据,高效地查询或定位异常点,以某型火箭三级箭机输出参数为例,见图９.

图９　关联数据分析界面图

３３　特征点时标平移设计

事后数据、实时数据的统计分析、比对查询都必须建立在相同测试状态、数据可比条件下,导入的

数据均以时标为自变量,这可能导致传送时标不同的相同测试状态无法比对.本系统提供特征点查询,
可视化设置时标偏移量.

例如,某型号发生了一级伺服机构一分机入口压力建压时间超调的异常问题,为查询以往发次的建

３７２２



压状态,通过时标来对应特征点,无法实现,因为各发次源数据时标不同.系统采用识别建压特征,来

平移时标,见图１０中的时标偏移量,对齐参数边沿,比对情况一目了然.

图１０　特征点时标平移界面图

根据设定的阈值区间对齐数据时标的关键代码如下:

alignData (minValue,maxValue){//查找符合条件的最小时间

　letminTimeInAll＝null;

　letminTimeMap＝new Map ();

　for(let[key,data]ofthisdataMap){

　　//计算本条曲线符合条件的最小时间

　　letminTime＝null;

　　for(leti＝０;i＜databyteLength/８;＋＋i){

　　constitemTime＝datagetInt３２ (i∗８);

　　constitemValue＝datagetFloat３２ (i∗８＋４);

　　if(itemValue＞＝ minValue&&itemValue＜＝ maxValue){

minTime＝itemTime;break;}}

minTimeMapset (key,minTime);

　　//计算所有曲线符合条件的最小时间

　　if(minTimeInAll＝＝null|| (minTime! ＝null&& minTime＜ minTimeInAll))

minTimeInAll＝ minTime;}

　//更新数据进行对齐

　for(let[key,data]ofthisdataMap){//获取时间偏移量

　　letminTime＝ minTimeMapget (key);

　　letalignOffset＝ minTime minTimeInAll;

　　//更新数据时标

　　for(leti＝０;i＜databyteLength/８;＋＋i){

　constitemTime＝datagetInt３２ (i∗８) alignOffset;

　datasetInt３２ (i∗８,item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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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数据一致性评价方法

远程测试大数据系统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利用测试后方 TB、EB级历史数据进行当次测试评价,给

出是否超指标、超包络的基础上,得出数据一致性、稳定性评价,衡量其在历史大数据下的偏离情况.

图１１　指标符合性特征图

图１１显示一致性评价能够对指标要求范围内的情况进行分析,在符合、不符合之间设置平滑过渡[８].
本系统采用的参数评价方法同时考虑参数的偏离情况、期望情况和权重,处理逻辑见图１２.

图１２　试验数据一致性评价处理逻辑图

１)利用大数据平台形成产品单个特征参数概率分布函数,记为p(x),假设服从高斯分布[１０],数学

表达如下

p(x)＝
１

σ ２π
e

－(x－u)２

２σ２ (５)

u＝
１
n∑

n

i＝１xi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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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１
n∑

n

i＝１
(xi－u)２ (７)

式中,xi 为采样数据中参数的测量值;n 为采样值的个数;μ 为测试数据的均值;σ为测试数据的均方差,
通过已有的大数据平台统计得出.

２)a(x)为参数的评价准则函数,一般参数均可通过分段函数作为评价模型,数学表达式如下

a(x)＝
k１x＋b１　cmin ＜x ≤c
k２x＋b２　c＜x ＜cmax
{ (８)

式中,k１,k２ 为分段直线函数的斜率;b１,b２ 为分段直线函数的截距;c为参数期望值;cmin 为数据的指标

下限值;cmax 为数据的指标上限值.

３)参数一致性评价公式

I(x)＝
∫

cmax

cmin

a(x)p(x)dx

１＋σ
(９)

I(x)评价结果按分值评估,参数指标离期望值越近,评估值越高.以某型号三级发动机转速参数为

例,一致性评价关键代码实现如下,执行结果如图１３所示.

consistency (datas [],theoretical,theoreticalMax,theo)
{//计算采样数据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采样数据datas [],理论值}

theoretical(Max/Min);

Doubleavg＝ Average (datas []);

Doublemax＝ Max (datas []);

Doublemin＝ Min (datas []);
//计算采样数据标准差

Doublesum ＝０;

for(Doubledata:datas)sum ＋＝ Mathpow (data avg,２);

standardDeviation＝ Mathsqrt (sum);
//计算概率分布p (x)

p (x,μ,σ)＝ Mathexp (Mathpow ((x μ),２)/ (Mathpow (σ,２)∗ －２))/σ ∗
Mathsqrt (２∗π);

//计算参数评价函数a (x)

a (x)＝ {

if(theoreticalMin ＜ x && x ＜ ＝ theoretical)return x/ (theoretical theoreticalMin)

theoreticalMin/(theoretical theoreticalMin);

if(theoretical＜x&&x＜theoreticalMax)returntheoreticalMax/(theoreticalMax theoretical)

x/(theoreticalMax theoretical);

return００;}
//计算评价值

I (x)＝p (x,μ,σ)a (x,theoretical,theoreticalMax,theoreticalMin);

return(Max Min)∗ (I (Min)＋４∗I ((Max＋ Min)/２)＋I (Max))/６;}
理论上,任何参数的评价函数都可分割至无限小区间分段函数,再由设定的权重进行综合评价,本

系统将在以后的设计上覆盖其他参数.
作为试验数据一致性的量化评价指标,I的值越接近于１,说明数据一致性就越好;一致性评价的基

础上可进一步分析历次数据的稳定性.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工具,将一致性分析的最终结果和中间结

果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在人机界面上,让判读分析人员能够以直观的方式观测评价过程,最大化发挥数

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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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三级发动机转速评价界面图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的运载火箭远程测试大数据分析评价系统采用标准 REST 接口,制定标准五维存储结构,
解决了历史数据种类繁多、来源分散、格式不一的问题;利用ES和 HADOOP分布式服务系统完成数据

的清洗、整合及结构化存储.在数据分析层面,阐述了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关联分析、形状分析的系统

实现,展示了软件设计界面;并提出了一种基于概率密度分布及评价函数的数据一致性分析方法,在实

现合格与不合格的判读功能基础上,评价了当次数据在历史包络下的偏离情况,缩短了数据自动判读、
问题定位、故障诊断的流程,提高了发射效率和发射可靠度,为后续火箭远程发射支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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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的能力特征与发展趋势

张惠平　程晓明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运载火箭智能控制是智慧火箭研制的核心技术之一.本文结合智能技术在航天控制上的应

用研究与工程实践,对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的能力特征进行了分析;对运载火箭的 “火箭云”、典型动力故

障在线诊断与重构、环境与模型不确定性下的自主控制以及精确垂直着陆制导控制等关键技术的发展趋

势进行了介绍,最后对我国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系统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运载火箭;智能控制;控制重构;能力特征;发展趋势

０　引　言

经过５０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运载火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独立自主研制的十余种不同型号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具备发射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等多种有效载荷的运载能

力[１];此外,我国的运载火箭也已具备年发射３０余次的高密度发射能力,这些能力的持续提升使航天运

输系统具备了任务多样化、发射航班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对运载火箭的安全性、可靠性和低成本等性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运载火箭所涉及的控制理论和技术是当今航天控制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具有前沿性、基础性和综合性,已成为支撑中国航天事业未来发展的核心关键领域之一[２,３].

近年来,世界航天控制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如美国猎鹰９号火箭的可重复使用技术、故障重构技

术,空间发射系统 (SpaceLaunchSystem,SLS)的先进冗余控制技术、模型自适应控制技术[４],以及俄

罗斯专家为火箭基础级故障后的任务挽救提出的自适应制导技术[５]等.虽然我国的航天控制技术也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入轨精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６],但面对国际先进运载技术的激烈竞争与我国航天任务对发

射安全性、高效性等的要求提升,航天运输系统对新一代运载火箭的控制技术有了进一步的需求:

１)具备对典型故障的适应能力,通过采用故障诊断方法对故障进行检测,能够评估故障影响,对飞

行任务、飞行轨迹与控制时序等进行在线规划与调整;

２)具备对复杂环境与模型的控制能力,通过飞行状态辨识技术、主动减载技术以及弹性与晃动模型

的自适应控制技术等,提升火箭的环境控制能力与不确定模型适应能力,进一步降低结构载荷,提升火

箭运载效率;

３)具备支撑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高空返回能力,采用高精度导航、自主轨迹规划、推力可调制导控制

等技术,使火箭能够安全着陆和重复使用,提升火箭的经济性;

４)具备快速发射能力,降低火箭对发射零时的要求,提升火箭快速进出空间的能力.
这些新的需求,使运载火箭控制系统需创新制导控制理论与方法,逐步向适应故障、适应环境、适

应任务的智能自主设计理念转变.随着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来临,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开始

探索基于智能技术赋能的智能控制设计方法,以应对航天任务的新需求,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７],这

些成果将持续为我国智慧火箭[８]的研制提供技术支持与能力支撑.

基于以上理念与思考,本文结合智能技术在航天控制上的应用研究与工程实践,对运载火箭智能控

制技术的能力特征与关键技术研究进展进行介绍,并构思了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的发展思路,对运载火箭

智能控制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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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的能力特征

运载火箭智能控制是将智能技术应用于火箭控制系统设计的各个环节,使火箭变得更聪明,主要技

术指标得到显著提升,或具备以往所不具备的能力;并能通过学习和训练,使火箭能力得到持续提升;
从而适应来自本体、环境和目标的不确定性,完成复杂任务[９].根据智能技术的功能特点与对应的新一代

火箭控制需求,将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的能力特征描述如下.

１１　环境与本体特征的在线感知与理解

运载火箭的环境特征主要包括飞行过程中的大气模型特征和风特征,本体特征主要包括火箭的弹性

与晃动模型特征、气动特征、动力特征、力热载荷特征、典型故障特征等.
对这些环境与本体特征的准确感知、理解、修正与预测,是火箭充分发挥自身的控制能力,提高入

轨精度,并减少因故障造成人力物力损失的重要保障,是实现火箭智能控制的一项重要前提.

１２　环境自学习与模型自适应控制

环境自学习控制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指基于对大气与风模型特征的不断感知,开展控制效

果评估、控制策略自学习与经验积累,持续优化后续的控制方法,通过 “边飞边学”,实现运载火箭的越

飞越准与高效减载飞行;另一方面指火箭控制系统利用全寿命周期内的数据,开展控制策略复现与重评

估,指导后续发射任务的控制策略设计,通过 “终身学习”,实现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持续进步[２].
模型自适应控制也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针对模型的不确定性,能够实现自适应控制,并逐渐提升

控制品质;二是针对典型故障带来的控制模型改变,能够快速适应故障影响,进行制导与控制重构,实

现火箭的精确制导与姿态稳定.
面对射前无法快速获取环境信息、无法完全掌握本体特征的精确模型以及出现突发故障的情况,火

箭具备的环境自学习和模型自适应特征,对火箭智能应对飞行环境与模型的不确定性,提升火箭的运载

效率与快速发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３　控制系统智能自主重构

运载火箭控制系统智能自主重构主要是指运载火箭不再固守于传统的软件与算法容错、多硬件表决、
多重硬件冗余等手段,而是利用智能规划与决策、智能制导与控制、智能计算与软件等重构技术,将不

同关键等级、不同复杂度的任务按照解耦后的时序关系分配到不同的节点中,使得在同一计算资源上的

任务不会相互影响,从而实现将解耦后的各类功能综合到少量的高性能计算单元上,节约数据交互消耗,
达到算法自主性与算力最优性的协调,最终实现资源的复用并提高控制系统的容错能力,增强系统的健

壮性.
智能规划与决策实现火箭的智能轨迹规划、任务规划,以及非致命故障下的任务重构与不完全信息

下的安全降级,显著提高运载火箭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适应性,从而高效完成任务.
智能制导与控制是在面对飞行任务、飞行环境、自身模型、外部干扰、发动机故障等各种不确定性

情况下,使火箭具备在未知复杂环境下,执行多变任务的自主控制能力,通过主动学习、不断进化,使

火箭的自主重构能力持续提升.
智能计算与软件是以航天装备飞行数据、在轨数据、仿真数据、工程经验数据为基础,以智能计算体

系结构与芯片实现为算力依托,通过智能软件框架、智能操作系统、智能算法优化,实现具有自主能力

和一定智能水平的航天控制与信息系统,实现航天装备的智能自主运行.其内涵包括航天智能计算算力、
基础算法、软件框架与操作系统、大数据与系统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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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适用于多种飞行任务的通用性与迁移能力

运载火箭根据任务需求可分为大气层内上升段、真空飞行段、垂直返回段等飞行段.控制算法的通

用性,一方面指火箭能够利用通用性算法,适应多种不同的飞行任务以及组合型任务,如精确入轨与变

轨、交汇对接、深空探测以及垂直返回等;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火箭在复杂环境干扰与非预期故障下,对

火箭飞行任务进行快速切换,如上升段遇到非预期故障无法完成既定任务时,可切换至垂直返回任务,
保障火箭的安全等.多载荷部署任务遇到故障下的多任务决策等,完成新的任务,实现新的指标.运载

火箭的迁移能力则是指火箭能够基于每次飞行的数据,对下一发火箭的控制系统进行改进与进化,实现

“飞行经验”的迁移,不断提升火箭控制系统的智能化,提高控制鲁棒性,使火箭一发比一发飞的好、飞

的巧,该技术对未来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功能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运载火箭智能控制技术的通用性与迁移能力,增强了火箭的任务适应性,拓宽了火箭的运输任务范

围,也提出了新的技术指标,是智能技术赋能航天控制、为智慧火箭研制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的重要特征.

２　运载火箭智能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

针对新一代运载火箭的任务需求,在运载火箭智能控制能力特征的牵引下,开展了一系列火箭智能

控制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实践.本节对火箭智能控制的关键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介绍.

２１　运载火箭的 “火箭云”技术

新一代运载火箭智能控制技术呈现出硬件集成化、软件系统化的发展态势,控制系统将从传统的单

机互联,逐步发展到部署在一个高度集成的硬件平台上、运行在统一的软件框架中软硬件高度结合的智

能控制系统.传统的功能与硬件紧密耦合的装备研制模式难以适应智能时代多变的特性,亟须建立更加

先进的技术框架、产品平台与研制体制.

２１１　分层云化系统框架
云化系统框架的核心功能是指通过虚拟化技术,通过分层隔离封装打破业务与平台、软件与硬件的

耦合:向下将硬件封装成易于管理、分配、使用的资源,将实体硬件变成虚拟化的部件,进而形成可调

度的资源池,可以对硬件资源进行按需管理、按需使用,高效化精细化管理;向上为各种任务提供可调

度的服务接口,这些服务可以是调度硬件的、使用计算资源的、实现智能控制的等各种服务,软件组件

通过服务接口进行调度.系统整体功能可以通过加载软件组件灵活定制、灵活扩展,软件、硬件、系统

可以独立发展,快速集成,同时组件的可迁移、可重构特性可以保证整个框架的安全性、可靠性,并为

系统级的容错设计提供更多选择.

２１２　适应云架构的分布式实时操作系统
为了适应云架构模式,需要在传统嵌入式操作系统上进行扩展,增加对分布式混合异构嵌入式平台

的适配:突破硬件平台抽象、异构资源管理等关键技术,形成对计算、存储资源以及接口的综合管理能

力,进一步解除软硬件耦合关系;突破以内存资源安全隔离、资源透明访问为代表的虚拟化关键技术,
使分层云化系统框架可以便利地对运行在不同载体使用操作系统所有资源进行.

２１３　可重构的分布式实时软总线
为了让分布式的计算资源上运行的不同任务间实现透明通信,同时故障状态下发生任务迁移后,整

体通信实现无感重建,需要研制实时分布式软总线:突破通信介质抽象及接口封装、全局路由映射、虚

拟通信节点管理等关键技术,形成对通信资源的综合管理能力,使分层云化系统框架可以便利地调度、
管理各组件,进而实现跨操作系统、跨平台的数据传输、任务群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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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运载火箭在线诊断、评估与重构技术

针对近年来国内外运载火箭由于动力故障导致多次发射失利的情况,通过提高火箭控制系统对典型

动力故障的适应能力,来提升火箭可靠性与安全性,是火箭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之一[１０].因此,针对典

型的动力系统故障,通过融合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信息,开展故障智能诊断,并基于诊断结果,对火箭

的飞行能力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火箭的任务决策与制导控制重构,从而将火箭控制到安

全轨道或降级轨道,保证火箭的安全.

２２１　典型动力故障在线诊断
运载火箭的典型动力故障通常包括推力异常下降、发动机异常关机、发动机点火失败、执行机构卡

死、喷管极性接反等,如２０１７年我国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发生的在一级飞行段由于一台发动机异常关机导

致发射失利;２０２０年欧洲织女星火箭的AVUM 上面级则是由于推力矢量控制执行机构接反导致发射失利

等等.
液体火箭发动机由于结构复杂,导致其故障传播机理难以准确建模,且当故障发生后,可准确测量

的故障信息较少、可信度不高,因此需要在融合动力系统信息基础上,融合控制系统信息,开展对典型

动力故障的辨识.如针对火箭主发动机推力下降故障,根据发动机的部分传感器信息 (如涡轮泵转速、
燃烧室压力等),结合飞行中的惯组信息与伺服摆角指令信息,利用在线扩张状态观测器 (ESO)估计和

基于神经网络决策树的方法[２,１１],可在线辨识主发动机的推力故障大小和哪台发动机发生了故障.

针对运载火箭喷管极性或推力矢量控制执行机构接反故障,基于推力指令与惯组测量信息的解析模

型,可在线对喷管极性错误等故障进行有效辨识.同时,基于深度学习的推力极性故障辨识,通过提取

能够表征故障发生的物理量,设计故障诊断智能方法,将喷管的故障诊断问题转化为一个对火箭姿态角

误差及控制量变化曲线的图像分类识别的问题,设计相应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对火箭误差变化曲线

进行分类识别,以实现对火箭推力极性故障的诊断[２].

２２２　能力评估与决策重构
根据典型动力故障的诊断结果,对火箭的飞行能力进行评估,根据故障严重程度,对运载火箭的飞

行任务进行决策与重构,使火箭进入安全停泊轨道或降级轨道,以保证火箭的安全[１０１３].

当运载火箭发生动力故障后,通常进行的任务决策有:１)故障影响较小时,通过故障吸收后仍然进

入预定轨道;２)故障影响较大时,通过故障重构,火箭首先选择进入安全停泊轨道,然后择机进入预定

轨道或降级轨道;３)故障影响导致任务无法挽救时,通过快速分离后进行垂直返回着陆.
在进行任务决策时,首先需要根据火箭故障时间、故障大小开展能力评估.由于故障发生的不确定

性,导致能力在线评估难以满足实时性与精确性,例如,目前的火箭能力评估方法通常采用基于数值优

化的方法,对火箭可达到的最大半长轴轨道进行在线优化,这种方式对箭载计算机的计算资源和算力要

求较高,难以实时得到较为全面、精确的火箭可达轨道包络[１４１６],因此通常将其简化为凸问题进行求

解[１７],在损失一部分最优性的情况下得到近似最优解.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运载火箭评估与决策的发

展将会基于监督学习、深度强化学习等方法,对地面模拟的大量故障情况与对应的最优决策数据开展网

络训练,将能力评估与智能决策融合起来,能够使火箭在实际飞行中能够通过诊断出的故障结果,快速

给出任务决策,并根据决策后的执行情况,实时更新任务决策结果,形成 “边飞边决策”的智能决策体

系,持续增强火箭飞行任务的故障适应能力.

２２３　在线规划与制导控制重构
运载火箭在完成任务决策后,对其飞行轨迹进行在线规划与制导控制重构,以引导故障后的火箭精

确进入决策后的轨道.
目前国内学者利用凸优化方法,已实现了火箭入轨问题的在线轨迹规划[１８,１９],然后利用规划结果对

迭代制导进行重构,并通过力矩重分配或自适应增益调节方法[２０],实现故障火箭的姿态稳定,最终实现

高精度入轨.该技术能够完成非致命推力下降故障下的制导控制重构,挽救火箭的飞行任务.在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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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将在该技术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在线多阶段 (包含滑行段)轨迹规划,保证实时收敛性与全程

轨迹的最优性.
针对喷管故障后的姿态控制重构,使火箭保持姿态稳定可靠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引起了国内外的

广泛关注[２１,２２].目前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当出现喷管极性故障后,基于喷管与惯组信息的解析模型,

对相应通道进行姿态控制重构.以俯仰通道为例,俯仰通道根据第一次得到的辨识结果决定是否重构.
如果无极性故障,后续极性辨识继续;如果极性故障,则进行重构,重构后对重构效果进行一次辨识确

认.通过充分考虑喷管故障误判和错判的情况,实现了对误判重构之后的恢复能力.该项技术在某型火

箭上进行了搭载飞行,飞行结果显示,基于解析模型的故障辨识方法,对喷管的常开、常闭和极性故障

进行了准确辨识,且故障门限的设计能够有效包容不确定干扰,最终验证了喷管故障辨识与姿态控制重

构技术的实现正确性.该技术后续将推广至长征系列火箭,增强火箭在喷管极性故障下的可靠性.

２３　环境与模型不确定性影响的自主控制技术

运载火箭在飞行中受高空风与模型不确定性影响较大,火箭通过增加结构载荷应对这些影响的方式

会损失火箭的部分运载能力.针对这一问题,本小节介绍了针对高空风环境影响的智能减载技术与针对

模型不确定性影响的在线辨识与自适应控制技术,以提升火箭环境控制与模型自适应控制的智能化水平

与自主水平,从而能够减轻火箭结构的承载需求,提升火箭运载效率.

２３１　减载控制技术
针对火箭上升段飞行中的减载问题,传统的运载火箭采用基于过载反馈的减载控制,采集加表测量

数据,将得到的过载信息反馈到控制系统中,进行网络校正和增益补偿计算,然后对控制力矩重新分配,

完成姿态控制系统重构,在保证火箭姿态稳定的前提下,降低平稳风和切变风产生的载荷[２３,２４],在此基

础上,基于自抗扰的运载火箭减载技术也逐步在工程应用中得到了研究与应用[２５],基于过载反馈与自抗

扰的主动减载方式,实时性好,可取得较好的减载效果.
为了进一步提高火箭的减载效率,在后续的减载技术发展中,将基于智能技术赋能,开展智能箭载

技术研究[２６].充分利用历史飞行数据和效果较好的减载策略,形成减载控制策略专家库,基于强化学习

中的探索与利用方法,在离线学习基础上,利用专家库中的最优减载策略或对其他减载策略进行探索,
并根据实时减载效果,调整并优化控制策略,提高火箭的主动减载能力.这种基于经验知识与飞行中自

主探索的 “边飞边学”减载方式,能够提升火箭的主动减载效率,提高火箭的智能、自主减载水平,并

在运载火箭间具有较强的通用性与方法迁移能力.

２３２　状态辨识与模型自适应控制技术
运载火箭的不确定性本体参数与飞行环境模型,使火箭通常采用基于离线偏差带的方式开展控制系

统设计时,往往导致控制系统设计保守,为了火箭能够适应在线变更飞行轨迹的稳定控制,火箭的智能

化控制需针对这一问题开展弹性、气动以及稳定裕度等参数在线辨识与自主控制,以提升火箭的控制

能力.
(１)基于箭体弹性估计与补偿的自适应控制

针对刚弹耦合问题,将持续研究基于弹性状态估计与主动抑制的自适应控制技术[２７,２８],通过对弹性

状态的可观性分析、以及弹性状态的自适应估计与补偿技术研究,实现低频弹性信号的主动抑制,以及

弹刚耦合状态下的箭体姿态稳定控制,并且能够增加控制系统对箭体弹性的适应性,同时可以简化弹性

模态试验.这种方法能够适应运载火箭高效率提高带来的重量减轻、长度增加,继而导致箭体受低频弹

性影响显著的问题,可较好地估计接近刚体频率的火箭低频弹性,有效解决刚弹耦合问题.
(２)基于气动参数智能辨识的自抗扰控制

针对气动参数不确定问题,通过模型参数闭环辨识的可辨识性及可辨识度的判别准则,根据理论分

析结果对快变参数进行慢变处理,并设计基于BP神经网络的故障辨识方法,对关键参数进行辨识,保证

气动参数辨识方法有较高辨识精度;另一方面,研究基于智能辨识结果的自抗扰控制方法[２９],对通道间

３８２２



耦合进行解耦控制,并减弱对模型信息的依赖性,抑制非匹配不确定性对控制系统的影响,有效应对气

动模型参数的大范围变化.这种在线气动参数辨识、并进行自抗扰控制的方法,能够缩小气动参数的仿

真拉偏范围,提升控制精度,降低因气动参数不确定性带来的结构载荷需求.
(３)稳定裕度在线辨识与姿控参数在线优化

伴随着未来运载火箭将不依赖地面离线规划的标准轨迹飞行,而是在飞行中自主规划轨迹的飞行模

式,需要火箭姿态控制系统能够在线适应飞行轨迹的变化,因此,对姿控稳定裕度的在线辨识与参数的

在线优化是火箭智能控制发展的一项关键技术.
目前,在工程领域已验证了基于最优激励与频域辨识的稳定裕度在线辨识方法,并基于辨识结果,

在线通过控制能力的协调分配与自适应调参,使运载火箭能够更好地适应在线变更飞行轨迹下的姿态控

制任务.在未来的火箭智能控制研究中,将进一步基于智能方法实现稳定裕度的实时、准确辨识,并利

用智能优化算法,在线完成控制能力的在线最优分配.这一技术在增强火箭对自身模型适应性的同时,
还可以为飞行轨迹在线调整提供控制能力的相关信息,对于需要在线规划轨迹的飞行任务具有重要的

意义.

２４　精确垂直着陆制导控制技术

可重复使用火箭是未来降低航天运输成本的重要运输工具,而精确垂直着陆制导控制是该类型火箭

智能控制的关键技术之一.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垂直返回过程中,会面临复杂的大气环境与风干扰,且对

落点精度、速度与姿态等有较高的要求,导致精确制导控制是火箭垂直着陆一项难点.本小节对火箭垂

直着陆所需的轨迹规划、自主制导与高精度姿态控制等技术进行介绍.

２４１　运载火箭垂直着陆轨迹动态优化与自主制导技术
考虑到火箭垂直着陆的多终端约束与非线性气动力影响,研究垂直着陆轨迹动态规划方法[３０３２]与高

精度垂直着陆制导方法[３３],使火箭克服大气与风干扰影响,以平滑的轨迹飞向指定地点,保证高精度着

陆,并降低回收段燃料消耗,提升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运载效率.该技术需具有较好的通用性与任务迁

移性,可适用于各型火箭大气层内的在线轨迹规划需求,提升火箭在大气层内飞行的自主性.后续针对

返回着陆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参数,将进一步研究参数不确定性对轨迹的影响[３４,３５],描述垂直着陆轨迹

包络,研究综合评价轨迹鲁棒性、可靠性与最优性的评估策略,保证在复杂环境下运载火箭垂直回收的

安全与可靠.

２４２　自适应垂直着陆高精度姿态控制技术
针对运载火箭垂直回收的控制模型,研究能够适应飞行环境剧烈变化下的着陆段自适应姿态控制技

术.通过采用无模型自适应控制方法、末端精确导引与相对位姿解算技术以及异类多执行机构复合控制

技术等,设计垂直回收自适应控制器[３６],并研究基于预设性能的自适应控制技术[３７],能够处理复杂多变

环境带来的垂直着陆姿控系统挑战,满足着陆时火箭的姿态要求,提升火箭回收的安全性.

３　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系统的发展展望

航天智能控制系统包含火箭的智能制导姿控方案、智能计算与数据系统、智能软件系统以及智能测

试发射系统等等,其发展将是航天控制系统与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成果不断融合的过程.结合当今智能

技术的发展态势与新一代运载火箭的智能自主需求,基于对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系统能力特征的理解,我

们认为,我国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系统将在以下方面取得创新性发展.
(１)典型故障下的自主能力评估、智能任务决策与制导控制重构

智慧火箭的发展将利用目前高效的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对现有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进行全面升级.
控制系统作为火箭的神经中枢,会将更多学科的信息引入控制系统,实现箭上信息的资源互通、共享,
并综合全箭信息,开展典型故障诊断与智能控制决策,自动进行资源动态分配和冗余切换与飞行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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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调整,实现控制系统的智能重构.如发生动力系统故障时,通过融合动力系统信息,通过冗余诊断

与交叉验证,实现对故障的快速可靠诊断,并实现故障下的任务重构、时序重构等;当任务重构后,能

够在线规划飞行轨迹、更新制导诸元、动态优化控制器参数,实现火箭的精确入轨与稳定控制,最终使

火箭在飞行中更自主、更聪明,支撑智慧火箭的发展.
(２)基于软硬件协同加速的智能计算与基于小样本学习的在线控制策略优化技术

新型智能控制技术,如在线轨迹优化等算法对箭载计算机的算力有较高的要求,现今的箭载计算水

平以无法满足智能控制算法的需求,因此为实现复杂环境下火箭的自主感知、自主学习、自主控制等一

系列功能,首先需要满足火箭大量数据实时计算的需求.通过研究软硬件协同加速技术,将智能算法定

制化为产品形式,极大地加速算法的运算速度,并能够为分布式计算等技术应用提供支撑.另外,针对

运载火箭飞行次数少导致缺乏可学习数据的问题,通过研究基于小样本学习的控制参数在线优化技术,
将火箭适应本体弹性、气动参数不确定性以及大气环境不确定性的控制策略进行在线学习与优化,提升

火箭的本体与环境不确定控制能力,进而提升了火箭的可靠性与智能化水平.
(３)“软件定义”运载火箭的智能软件系统

“软件定义”将通过虚拟化技术,打破功能与硬件的耦合:向下将硬件封装成易于管理、分配、使用

的资源,将实体硬件变成虚拟化的部件,进而形成可调度的资源池,对硬件资源进行按需管理、按需使

用;向上为各种任务提供可调度的服务接口,这些服务可以是调度硬件的、使用计算资源的、实现智能

控制的等各种服务,可以实现系统整体功能的灵活定制、灵活扩展;软件、硬件、系统可以独立发展,

快速集成.智慧火箭的发展将利用目前高效的信息化思路和手段,全面升级现有运载火箭的软件系统架

构,建立 “综合化硬件平台＋核心软件平台＋应用”的组织形式,使火箭软件系统可以形成负载均衡的

调度机制,进一步挖掘嵌入式系统的计算能力和运行效率.火箭飞行过程中的故障容错设计将不再固守

于传统的多硬件表决、多重硬件冗余等手段,而是通过分区机制,实现资源的复用并提供了高度的容错

能力.如,当火箭出现故障时,可以进行分区迁移,实现故障的恢复重构,从而保证系统功能的完整,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提高可靠性的同时,减少硬件冗余,降低成本.

(４)运载火箭的智能测试与验证技术

针对未来运载火箭快发射、弱保障的需求,开展无线供电与信息传输、智能测试与判断决策等技术

研究,结合智能故障诊断和故障预测技术的研究,进行发射辅助决策,测试保障辅助决策等智能辅助决

策方法的研究;研究更加智能化的人机交互界面,将人机自然交互、增强现实等技术融入人机界面,在

测试发射场景中提供人性化、智能化体验,全面提升运载火箭发射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使用性及针对不

同条件的快速响应性.

在运载火箭智能控制发展的过程中,近期将更多对现有的火箭控制系统进行改进,基于数据驱动、
在线辨识、自主规划与控制重构等的 “弱人工智能”技术将不断应用于火箭控制系统,从而对原有的设

计架构与设计理念等进行局部的改善与增强,可称之为运载火箭 “控制＋智能”阶段.远期,则将更多

呈现出革命性特征,方法通用性、任务迁移性和边飞边学、越飞越准等更强的 “强人工智能”技术逐渐

出现,火箭控制系统的原有设计理念可能被颠覆与换代,可称之为 “智能＋控制”的运载火箭智能控制

发展阶段.

４　结束语

我国运载火箭控制技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在我国 “长征”系列各型运载

火箭的三百余次飞行任务中得到了充分验证.随着新型航天任务对智慧火箭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人们逐

渐认识到智能控制问题在运载火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对运载火箭智能控制的能力特征与关键

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并对火箭智能控制系统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我们相信,通过对运载火箭

智能控制技术持续不断地研究、突破与实践,将为智慧火箭的研制和控制技术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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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实现我国的航天强国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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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apabilityCharacteristicsandDevelopment
TrendoftheLaunchVehi cleIntelligent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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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intelligentcontrolisonecoretechnologyfortheintelligentlaunchvehicleBy
combiningtheapplicationresearchandengineeringpracticesoftheintelligenttechnologyinaerospace
control,thispaperanalysesthecapabilitycharacteristicsofthelaunchvehicleintelligentcontrol,and

presentsthedevelopmenttrendofkeytechnologiessuchastherocketcloud,typicalpropulsionsystem
fault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reconfiguration,autonomous control with environment and model
uncertaintyandaccurateverticallandingguidanceandcontrolAtlast,thedevelopmentsuggestions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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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训练的小样本VAE GAN生成模型

王　鹏１　董　博１　魏　琦１　马　喆１　冯杰鸿２

１航天科工二院未来实验室;２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摘　要　当前空天探测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数据缺乏导致小样本条件下的检测识别困难,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基于生成对抗网络实现高质量的样本扩充.生成对抗网络是目前最火热

的深度学习研究领域之一,然而其训练需要依赖海量的数据以实现对目标分布空间的尽可能覆盖,小样

本条件下实现生成对抗网络的训练难度极大,生成样本质量往往趋于同质化模糊化.因此本文提出一种

小样本条件下的基于噪声训练 VAE GAN 样本生成算法,通过在输入端引入的噪声将样本分布空间内零

星分布的样本点扩充为覆盖更大分布空间的样本群,从而使得生成对抗网络在小样本数据上也得以训练,

为了提高生成样本质量,算法还引入了自注意力机制,最终基于１０个训练样本实现了高质量的数据生成.
基于小样本的数据生成模型训练算法能够为小样本机器学习提供高质量的训练样本,为航天探测识别和

装备研发领域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关键词　生成对抗网络;小样本学习;数据扩充

０　引　言

在航天领域,由于博弈双方的刻意回避和主动隐瞒,空天目标的探测尤其是敏感目标的探测与感知

是典型的小样本问题,而解决小样本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基于生成对抗网络实现小样本图像数据的

扩充,进而从数据层面降低小样本带来的训练难度,这对于空天探测和装备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生成对抗网络 (Generativeadversarialnetworks,GAN)[１]作为当前最火热的研究方向之一,旨在实

现数据分布的有效建模和可控变化,进而基于此实现生成图像[２,３]、风格迁移[４,５]、模态转换[６,７]与图像分

割[８,９]等各种计算机视觉应用.借用生成器和判别器的博弈对抗式训练,GAN 可以在动态学习中适应输

入样本的分布空间,进而生成具有高清晰度的同分布图像.然而当前 GAN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训练过程

对数据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都较高,即训练数据要同时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和足够的差异性,而这与 GAN
实现分布建模和创造数据的初衷相违背.依赖大数据训练的 GAN模型,其创造的数据对原始的训练数据

并无太大的扩充增广意义.当前有一些基于 GAN实现数据扩充的算法,采用的是风格迁移的方式,将另

一个域中的数据迁移到待识别域中用以扩展训练数据,比如将可见光图像转换为热红外图像用于目标跟

踪[６].而完全基于训练域数据以 GAN 生成的样本作为扩充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基于小样本数据训练

GAN的研究更加匮乏.
以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CNN)为代表的深度学习算法通常都对数据量有很

高的要求,这是由于CNN中包含海量的训练参数用于在输入数据的复杂分布特性中,抽象出用于识别应

用的有效特征.而小样本数据由于数量有限,往往只能代表样本分布空间中零星的几个点,单纯的原始

数据无法填充整个样本空间,因此无法为机器学习算法提供合理的训练导向.
对于 GAN为代表的生成模型更是如此,首先,GAN 由两个独立网络串联组成,相比于端到端的单

一网络在训练过程中参数空间更复杂;其次,小样本训练集往往差异性不足,更容易使 GAN陷入模型坍

缩,使得生成图像趋于同质化,很难覆盖样本空间.
为了突破 GAN对大数据训练的依赖,实现真正意义上能够用于计算机视觉识别任务的数据样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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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文提出小样本条件下基于噪声训练 GAN的方法.

１　小样本数据的噪声训练法

目前样本扩充的常规方法包括剪裁、旋转、仿射变换等往往聚焦在图像作为一个具有空间连续性的

矩阵这一基本要求,而未在图像分布层面进行扩充.因此本文面向 GAN的训练提出在小样本数据上添加

限制强度的随机噪声,从而在训练图像分布上进行给的样本为中心的分布范围扩充,由每一个单点样本

模式转变为以原始样本为中心的样本群集合,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噪声的样本分布扩充原理

随机噪声的引入可以大幅度增加训练样本的分布范围,然而随着噪声的强度提升,有噪样本偏离原

样本的范围就越大,引入不符合样本空间分布异常点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基于图像分布均值

对噪声进行强度限制,具体方式如公式 (１)所示.

Inoise ~U(－a,a),a＝βμ (１)
式中,a 为图像均值μ 与噪声强度系数β 确定的均匀分布噪声强度界限,强度系数β 在本文实验中取为

０１.引入噪声前后的样本图像如图２所示.

图２　限制强度的随机噪声扩展样本

２　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VAE GAN

近年来,原本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注意力机制被[１０,１１]广泛迁移到计算机视觉领域,成为突破分

类[１２,１３]、检测[１４,１５]等多种识别任务瓶颈的新途径.传统卷积网络为了降低计算量采用了参数共享的卷积

导致图像中的空间关联性被限制在卷积尺寸内,距离较远的局部特征只能通过多次降采样后到达深层网

络才能在全局表达出来.而注意力机制引入了空间关联矩阵可以训练空间中任意两个像素之间的相互联

系,从而实现更好的语义抽象提取能力,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SA GAN[１６]可以生成更清晰的样本图像.
本文采用了变分编解码器 VAE和生成对抗网络 GAN结合的基本框架作为小样本生成的主要算法,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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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器中引入了自注意力机制以增强样本性能.

２１　变分编解码生成对抗网络VAE GAN

融合变分编解码器 VAE具有显式分布潜变量和生成对抗网络 GAN 生成图像分辨率高的优势,本文

采用了 VAE GAN基本架构,即以同一 CNN 复用 VAE的解码器和 GAN 的生成器,整体结构如图３
所示.

图３所示VAE GAN结构中,以高斯分布随机特征向量为输入,生成特定尺寸图像为输出的G网络

同时作为 VAE模块的解码器和 GAN模块的生成器.即对于 VAE模块,定义损失

Lkl＝KL[P(z′|x)||P(z)]

Led＝ x－De(z′)＋ x－De(z)

Lvae＝Lkl＋Led

(２)

式中,x 为输入的样本;z′为编码潜变量;z为噪声潜变量.而结合 GAN后,再额外引入判别损失,且在

Led 中额外添加一项判别特征损失,VAE GAN的损失函数为

Lkl＝KL[P(z′|x)||P(z)]

Led＝ x－De(z′)＋ x－De(z)＋ D(x)－D[De(z)]

Lgan＝ E
x~~Pg

[D(x~)]－ E
x~Pr

[D(x)]＋λ E
x̂~Px̂

[( Ñx̂D(x̂)－１)２]

Lvae－gan＝Lkl＋Led＋Lgan

(３)

其中,为了更有效收敛训练过程,GAN损失形式上采用了 WGAN[１７].这是由于 WGAN采用了EM 距离

代替JS散度用以衡量真实图像和生成图像的样本差异,从而放开了对判别网络D 的性能约束限制.

图３　VAE GAN基本结构

２２　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残差型生成器G

对于小样本训练数据,传统的转置卷积生成器无法实现大范围的信息关联,因此本文在生成器中引

入了自注意力机制并提出了残差转置卷积结构从而更有效地传递特征信息.自注意力机制采用了点积的

方法使全局特征点建立起两两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此关系矩阵中由softmax归一化实现突出有利关联,抑

制无效关联的目的.自注意力机制具体定义如下

A(Q,K,V)＝softmax(QKT

dk

)V (４)

式中,Q、K 和V 分别为计算注意力机制的中间生成向量 Query、Key和 Value,而dk 则是为了限制矩阵

乘积大小的系数,取值为K 的维度值.形式上,自注意力模块以保持特征输入输出维度一致的独立层形

式迁入到生成网络G 的中间结构中.

０９２２



为了增强生成网络G 的信息传递能力,本文提在残差卷积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残差转置卷积结构,
即除转置卷积放大尺寸的通路外,以上采样作为输入输出的直接通路,进而双通路并行加和作为残差输

出,总体结构如图４所示.

图４　残差转置卷积基本结构

由残差转置卷积和自注意力机制模块组成了 VAE GAN 框架中的生成器 (解码器),具体结构如图

５所示.

图５　由残差转置卷积和自注意力模块构成的生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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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仿真分析

为了公平全面地评估本文提出算法的小样本生成性能,将从主观定性评价和客观定量计算两个方面

对算法结果进行综合度量,选取的对比算法包括 WGAN[１７]和原生 VAE GAN[１８],在热红外图像的陆地

和海面两个场景下各１０个训练样本上进行训练和比较.

３１　定性的主观对比评价

WGAN、原生 VAE GAN以及本文提出的算法在１０个训练样本下生成的热红外海面图像和陆地图

像分别如图６和图７所示.

图６　１０个样本下 GAN、VAE GAN以及本文算法生成海面场景

图７　１０个样本下 GAN、VAE GAN以及本文算法生成陆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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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种算法生成图像效果对比可见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更高质量的生成结果.
对于图６所示的海面场景,WGAN没有实现有效收敛仅仅模拟了海面和天空的部分灰度分布;原生

VAE GAN已经拟合除了部分目标,然而受训练数据量影响模型坍缩较为严重,场景中目标出现了同质

化,且生成图像清晰度不稳定;而本文算法则实现了合理的海平面定位估计和多样化的典型目标生成,
是具备数据扩展意义的生成图像.这说明训练噪声的加入拓展了输入小样本的分布区域,使得原本无法

收敛或收敛效果差的 GAN算法变成稳定收敛到较优的合理分布.
对于图７所示的陆地场景,由于组成单位复杂繁多纹理细节丰富导致其分布空间复杂度远超海面场

景,这给基于１０个训练样本的分布模拟网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WGAN和原生 VAE GAN生成的图像

只能大致包含陆地场景中的主要类别如建筑、公路以及树林,然而生成的建筑基本没有合理的形状,生

成的公路宽度不一与实际公路相差甚远,树木区域纹理粗糙有很强的颗粒感,生成效果较差.而本文算

法生成的红外陆地图像具有清晰的细节,公路、建筑、树木等区域都具有很高的逼真度,图像整体也更

符合逻辑观感.这是因为引入了自注意力机制后,提出的算法建立起了全局信息关联机制,充分利用了

空间信息的相互约束,使得生成图像更有逻辑符合真实场景的分布规律.

３２　定量的客观度量计算

为了定量地衡量生成图像的质量,本文提出参考边缘清晰度、对比度等多种图像质量评估的量化指

标,包括 Tenengrad梯度 (GT)、能量梯度 (GE)以及Laplacian梯度 (GL)[１９,２０],详细计算方法如下

GT ＝A conμ２ sobelx,I( ) ＋conμ２ sobely,I( )[ ]

GE ＝A[|I(x,y)－I(x＋１,y)|２＋|I(x,y)－I(x,y＋１)|２]

GL ＝A[ConμLaplacian,I( ) ]

Laplacian＝
０ １ ０
１ －４ １
０ １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５)

式中,I(x,y)代表图像在 (x,y)位置处的灰度值;A ()为求均值;μ 为图像均值.为了公平地计算

对比,这里将三种对比算法各自生成１０００张图像,在此基础上进行计算得到的各个定量指标统计如表１
所示.

表１　量化对比三种算法的生成结果

算法\度量 GT GE GL

GAN ３６５５ ３００５ １３４６

VAE GAN ３２６０ ２４９０ １２１９

Ours ３７８０ ３１２６ １３６７

表１的量化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生成图像具有更高质量的边缘细节,在度量清晰度、对比度等多

项指标上都超出了对比算法.由于量化对比的结果直观上差距不明显,因此无法表明统计结果是由于某

些特别突出的样本导致,还是在整个测试集都具有显著优势,本文还设计了统计t test的假设检验,统

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学生t test结果

H ＝０:X ＝Y (H/p value) GT GE GL

Ours:GAN １/６８４E－０７ １/３７３E－０５ １/００２

Ours:VAE－GAN １/３６３E－９１ １/３６５E－９８ １/４４８E－５６

统计t test的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所有的假设X ＝Y 均被拒绝,即本文算法的统计结果与对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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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所有统计样本带来的集体性质,而非单个样本的特异性.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算法生成图像无论是定性的主观观感还是定量的量化度量均具有较高的质量,

这充分证明了本文提出的噪声增强方法能够有效地提升 GAN在小样本数据上的可训练性.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噪声训练的小样本 VAE GAN生成模型,通过引入噪声拓展了样本点的分布区

域,有效地提升了生成算法在小样本条件下的训练收敛能力,经过充分的定性和定量实验验证,本文提

出的算法能够生成较高质量的样本数据,为生成图像真正用于面临大量小样本识别问题的航天领域数据

增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尝试把检测信息融合到输入条件中,形成图像样本和检测真值同步生成,在

得到高质量数据增广的同时节省大量人工标注成本,实现面向空天目标检测的样本数据生成,使得生成

对抗网络能够应用于数据科学领域,从而突破深度学习技术依赖数据的发展瓶颈,推动航天领域朝向智

能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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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eTrainingofVAE GAN
basedonfewshot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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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sapromising methodtosolvefew shotproblemsinspacedetection,generative
adversarialnetwork (GAN)isoneofthemostpopulardeeplearningresearchfieldsTotrainaGAN
model,alargenumberofinputsamplesisnecessary,whilehighdataqualityisalsorequiredFewshot
samplesleadto modelcollapseofGAN withsimilargeneratedimages,whichismeaninglessfordata
distributionsimulationInthispaper,anovelVAE GANalgorithmisproposedbasedonnoisetraining
withfew shotsamplesByintroducingcertain noiseontrainingimages,sampling pointsoftarget
distributioncouldbeexpandedaspoint centeredgroupsMoreover,self attentionmoduleisdesignedin
thegeneratorforbetterdetailsInourexperiment,theproposedVAE GANmodelcouldgeneratestable
clearimagesbasedon１０trainingsamples,whichisverymeaningfulforfewshotlearning

Keywords　Generativeadversarialnetworks;Fewshotlearning;Dataau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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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管脚配置检查的自动化验证工具研究与实现

费亚男　李　想　闫雪丽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可编程逻辑器件管脚分配的正确性,是其功能实现的基石,管脚配置检查作为管脚分配正

确性的验证,是可编程逻辑器件第三方测试的必要项,其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而随着可编程逻辑器

件集成度的提高,IO 管脚数量大量增加,管脚配置检查耗费的人力物力也随之成倍增长,由于测试结果

对测试人员的依赖性强,测试风险也随之加大.针对以上问题,开发了针对管脚配置检查的自动化验证

工具,该工具使用Python语言开发,具有操作简单和结果直观明了的特点,通过该工具的使用,在提高

了测试效率的同时保证了测试质量,降低了测试风险.

关键词　可编程逻辑器件;Python;管脚配置检查

０　引　言

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开发的一个重要过程为管脚分配[１],即将工程中所有输入输出端口均按照设计原

理图分配到器件固定的管脚位置上.但是一旦某个管脚分配的位置与原理图不同,或者某两个管脚位置

互换,都将导致与该管脚相关的数据通路异常,功能失效,预期功能无法实现,致使系统功能紊乱,造

成成败性的影响,在财力物力上均损失惨重[２].因此,在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第三方测评中,管脚分配正

确性的检测,即管脚配置检查至关重要.
管脚配置检查作为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第三方测评中安全性测试类型下的测试子项,在每个配置项

测评中均需进行,其技术性不强,为大量的人工比对与确认工作.而随着可编程逻辑器件可用IO 的增

加,需要对比的文件规模越发庞大,比对过程中使人眼花缭乱,容易出错,且在发现问题后需要一条一

条记录,既耗时耗力又难以保证测试质量,一旦问题没有识别,或者漏记录,都会增加软件可靠性风险.

因此,对问题进行准确定位和记录,是测试的重点和难点.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开发出自动化程度高,结果安全可靠的自动化验证工具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１　管脚配置检查原理

１１　管脚配置需求

按照 GJB ９４３２[３] «军用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开发通用要求»,在可编程逻辑器件系统需求分析阶段,

应明确外部接口的电气特性等与可编程逻辑器件相关的软件/硬件接口,在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需求分析

阶段,应定义接口、管脚分配及约束等需求.而可编程逻辑器件系统需求分析阶段的产物为需求规格说

明,因此,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研制任务书和需求规格说明中均要明确与外部通信接口的信号名称以及

所对应的管脚位置,即管脚配置表.

１２　管脚配置报告

管脚配置报告为可编程逻辑器件开发工具依据管脚约束,在布局布线后生成的管脚信息.其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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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约束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编写约束文件,将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所有端口信号均约束到固定的管

脚位置,另一种为采用管脚配置工具,在图形化界面中将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所有端口均分配到固定的管

脚位置.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开发工具不同,管脚配置报告的格式以及内容会有所区别,下面对可编程逻辑器

件三个主流厂商的开发工具生成的管脚配置报告进行详细介绍.

１)Altera公司的 QuartusII开发软件生成的管脚配置报告,名称后缀为pin,该文件内容由两部分

组成,第一部分描述了开发软件版本和选用的器件型号,第二部分描述了该器件对应的管脚信息,其中,
管脚信息包含该器件所有的IO引脚.在管脚信息中,包含７项管脚属性,分别为信号名称、管脚位置、
方向、IO标准、电压、IO块、用户使用情况.如图１所示,信号名称为i_ Rx２、i_ Rx１对应的管脚位

置为 A１４、A１５,为用户使用的引脚,其余均为非用户使用的引脚.

２)Xilinx公司ISE开发软件生成的管脚配置报告,名称后缀为pad,该文件内容与pin报告类似,
区别在于pad中的管脚信息包含１５项管脚属性,比pin多余的管脚属性为８项,分别为管脚名称、驱

动电流、电压转换速率、终止情况、IO时延、锁定状态、是否为IO寄存器、信号完整性.

图１　pin报告中管脚信息内容

３)Actel公司的Libero开发软件生成的管脚配置报告,名称后缀为rpt,同样包含器件型号和管脚

信息,与pin和pad报告不同的是,rpt中只包含用户使用的管脚信息.rpt中的管脚信息包含１２项

管脚属性.分别为信号名称、管脚位置、方向、锁定状态、管脚名称、IO 标准、驱动电流、电压转换速

率、上拉电阻、偏移、输出负载、是否为IO寄存器、热插拔.

１３　管脚配置检查

管脚配置检查为依据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研制任务书或者需求规格说明中的管脚配置表,对管脚配

置报告中使用的管脚进行核对,核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比管脚配置报告中使用的管脚名称、管脚位

置、管脚电压、管脚方向等特性与管脚配置表是否一致,即一致性核对;二是对比管脚配置表中的管脚

是否在管脚配置报告中均为使用状态,即管脚配置报告中的管脚缺失核对,三是对比管脚配置报告中使

用的管脚是否均在管脚配置表中描述,即管脚配置表中的管脚缺失核对.
以上三种核对,任何一项存在问题,即认为管脚配置检查测试项不通过,测评方应填写软件问题报

告单,待开发方确认并修改.测评方对开发方修改后的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研制任务书或者需求规格说

明和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工程进行回归测试,三种核对均无问题,管脚配置检查测试项通过.

２　基于Python的自动化验证工具实现

２１　Python介绍

Python是一种跨平台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是一种面向对象、解释型、编译型脚本语言[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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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植性、可扩展性、可升级性、易操作性等一系列优点[５].Python也被称为 “胶水语言”,能够把其他

语言编写的各种功能模块很轻松的 “粘合”在一起[６].

Python语言是一门适合开发测试工具的语言[７],因为在开发过程中,不需要进行编译,而在运行期

间自动翻译成机器语言,它在文本处理、数据分析、日志系统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因此,本文选取

Python作为自动化验证工具的开发语言.

２２　Python程序设计

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程序由６个功能模块组成,分别为管脚配置需求提取模块、管脚配置报告提

取模块、一致性核对模块、报告缺失检测模块、要求缺失检测模块、结果整理模块.图２中,描述了从需

求文件到验证报告经过６个功能模块产生的示意图,中间结果为经过各功能模块后产生的中间文档,中间

文档不需要用户关注,用户只需准备需求文件,运行程序后,即可获得验证报告.下面对６个功能模块实

现的功能进行详细描述.

图２　管脚配置检查报告产生示意图

管脚配置需求提取模块,该模块将管脚配置需求docx文件中的管脚配置表提取出来,并存储在

Requirmentxlsx文件中,在提取过程中,如果表格中有合并单元格的情况,将单元格拆分,并填充合并

单元格的内容,除此之外,不改变表格的行数、列数以及内容.
管脚配置报告提取模块,该模块将管脚配置报告pin/pad/rpt中应用的管脚信息提取出来,并存

储在Reportxlsx文件中,对于ISE开发软件生成的报告pad,筛选出应用管脚的信号名称、管脚位置、
方向、IO标准和锁定状态共５类信息;对于 QuartusII工具开发的报告pin,筛选出应用管脚的信号名

称、管脚位置、方向、IO标准共４类信息;对于Libero工具开发的报告rpt,筛选出应用管脚的信号名

称、管脚位置、锁定状态、IO标准共４类信息.
一致性核对模块,该模块首先在Requirmentxlsx和 Reportxlsx两个文件的标题行中查找管脚位置

关键字PinLocation,找到后,标记对应的列号,以 Requirmentxlsx文件中的管脚位置顺序为依据,重

新对Reportxlsx文件中的管脚进行排列,并存储在 Uniformityxlsx文件中,Uniformityxlsx文件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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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存储Reportxlsx中的管脚信息,右侧存储Requirmentxlsx中的管脚信息,左侧和右侧的管脚位置一

一对应,便于其他信息的核对.
报告缺 失 检 测 模 块,该 模 块 与 一 致 性 核 对 模 块 相 同,首 先 标 记 Pin Location 列 号,然 后 以

Requirmentxlsx文件中的PinLocation列为依据,依次在 Reportxlsx文件中的PinLocation列中查找,

如果没有找到,将相应的管脚信息输出到 Report_lackxlsx文件中,如果全部找到,那么 Report_

lackxlsx文件为空.
要求缺失检测模块,与报告缺失检测模块的原理相同,区别在于该模块以 Reportxlsx文件中的Pin

Location列 为 依 据,依 次 在 Requirmentxlsx 文 件 中 的 Pin Location 列 中 查 找, 生 成 的 文 件 为

Requirement_lackxlsx.
结果整理模块,该模块包含３个功能,１)对比标记功能:模块首先从 Uniformityxlsx文件的标题

行中提取关键字,关键字包含４种,分别为信号名称关键字SignalName,方向关键字 Direction,IO 标

准关键字IOStandard,锁定状态关键字 Constraint,找到关键字后分别标记该关键字所在列号,如果某

个关键字有两个,将这两个关键字所在的列一一对比,不一致时将二者标红,一致时,不做标记.对于

锁定状态关键字Constraint,只会有１个匹配项,如果该列状态为LOCKED或者fixed,不做标记,其余

均标红,对于其余３种关键字,如果只有一个匹配项,无法比对,将该列标蓝,此外,将所有不含有关键

字的列也标蓝,蓝色表示未比对.将以上所有内容存储在 Pin_check_reportxlsx中.２)Report_

lackxlsx内容输出功能,如果 Report_lackxlsx文件中有内容,将其内容标红存储在 Pin_check_

reportxlsx文件中,如果文件为空,则在Pin_check_reportxlsx中描述不存在管脚配置报告中的管脚

缺失问题.３)Requirement_lackxlsx内容输出功能,如果 Requirement_lackxlsx文件中有内容,将

其内容标红存储在Pin_check_reportxlsx文件中,如果文件为空,则在Pin_check_reportxlsx中描

述不存在管脚配置表中的管脚缺失问题.
需求文件经过以上６个功能模块的处理后,便可生成验证报告.

２３　Python程序封装

Python程序的执行必须要有解释器的参与[８],这样为使用者带来了麻烦,为了让使用者在不安装解

释器的前提下使用基于Python开发的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减少工具使用的冗杂条件,需要将

Python程序打包转换为 Windows平台上可以运行的可执行程序的工具,即exe可执行文件.
本文采用第三方库 Pyinstaller进行 Python程序封装,打包命令简洁易懂,只需指定需要封装的

Python程序和封装后的exe文件名称即可,执行完毕后,源文件所在的目录中会生成dist文件夹,该文

件夹中包含exe可执行文件,即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exe.

３　自动化验证工具的使用

基于Python语言开发的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具有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的优点,可用于可编

程逻辑器件软件第三方测评中管脚配置检查测试项中.

３１　工具使用方法

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使用方法如下:

步骤１:将管脚配置需求文件和管脚配置报告拷贝到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exe所在的文件

目录下.
说明:管脚配置需求文件为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研制任务书或者需求规格说明,文件的格式为

docx,如果是doc文件,需要另存为docx文件.对于管脚配置报告,应该为pad、pin或者rpt文

件,且只能是三者中的任意一个,不可多者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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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２:将管脚配置需求文件中管脚配置表的标题行替换为相应关键字,如图３所示.

图３　管脚配置检查验证不通过的报告示例 (ISE开发工具)

说明,信号名称的关键字为 SignalName、管脚位置的关键字为 PinLocation,方向的关键字为

Direction,IO标准的关键字为IOStandard.管脚配置表中描述了相关项则替换,未描述相关项则不需

替换.
步骤３:运行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exe可执行文件.

说明,运行结果Pin_check_reportxlsx和日志文件logtxt会自动保存在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

工具exe文件目录下.

通过以上三步,即可获得管脚配置检查测试项的测试结果.操作简单方便,快捷省时.

３２　结果报告分析

Pin_check_reportxlsx报告内容包含三个部分,如图４所示,第一部分为管脚需求文件和管脚配置

报告中均存在的管脚及相应信息,该部分中,第一对标注红色的分别为 OUTPUT和输入,显然,两者方

向不一致,在需求中定义管脚为输入,但是工程中管脚定义为输出,存在问题.第二对标注红色的分别

为test_point [１]和test [１],二者名称不一致,存在问题.蓝色字体部分为未进行核对,由于相应属

性只在一个文件中存在,因此不需要进行核对;第二部分为黑色字体,不存在报告缺失问题.第三部分

为红色,存在需求缺失问题,有１个信号clk_４８m,管脚位置为P１９９,未在需求中描述.

如果报告Pin_check_reportxlsx中的字体无红色,说明管脚配置报告中和管脚配置需求中对管脚

的描述一一对应,不存在任何问题,如图４所示,图中蓝色字体部分为未进行核对部分,其余部分均为黑

色字体,测试通过.

图４　管脚配置检查验证通过的报告示例 (QuartusII开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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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脚配置检查结果报告Pin_check_reportxlsx罗列出了所有管脚配置需求和管脚配置报告中使用

的管脚,以不同颜色标注了结果信息,更加直观明了,测试人员能够快速进行问题定位.

４　使用效果验证

自动化验证工具的使用目的为释放人力资源,将大量人为检查的工作交给工具自动完成,在提高测

试准确性的同时提高测试效率.以下从结果验证和效率提升两方面对该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的

应用效果进行分析.

４１　结果验证

为了验证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运行结果的正确性,从已经完成的测试项目中选取１６个进行

管脚配置检查,具体项目信息和检查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验证项目信息

序号 项目名称 开发工具 器件型号
使用管脚数/
总管脚数

结果

１ 项目１ ISE１４４ xc６vsx３１５t １ff１１５６ ２７５/６００ 发现２个信号名称不匹配问题

２ 项目２ ISE１０１ xqv６００ ４cb２２８ ９８/１６２ 未发现问题

３ 项目３ ISE１０１ xqv６００ ４b２２８ １０１/１６２ 未发现问题

４ 项目４ ISE１０１ xqv６００ ４b２２８ ９１/１６２ 未发现问题

５ 项目５ ISE１２３ xc５vsx９５t １ff１１３６ ２０９/６４０ 发现１个信号没有锁定问题

６ 项目６ ISE１４４ xc６vsx３１５t １ff１１５６ ３２２/６００ 发现５个信号名称不匹配问题

７ 项目７ ISE１４７ xc６slx４５ ２fgg４８４ ３８/３１６ 未发现问题

８ 项目８ QuartusII８１ EP３C１０F２５６I７ ４８/１８３ 未发现问题

９ 项目９ QuartusII８０ EP２C８T１４４I８N ６８/８５ 未发现问题

１０ 项目１０ QuartusII８０ EP２C８T１４４I８ ５６/８５ 未发现问题

１１ 项目１１ QuartusII１１０ EP４CGX３０CF１９I７ ８５/１６７ 未发现问题

１２ 项目１２ QuartusII８０ EP２S６０F４８４I４ １５７/３３５ 发现１个信号方向错误问题

１３ 项目１３ QuartusII９０ EP３C４０F３２４I７ ５０/１９６ 未发现问题

１４ 项目１４ Libero８５ APA３００PQ２０８M ６９/１５８ 未发现问题

１５ 项目１５ Libero８５ APA３００PQ２０８M ９０/１５８ 未发现问题

１６ 项目１６ Libero１１８ A３P１０００PQG２０８M ３８/１５４ 未发现问题

选取的１６个测试项目中,开发工具为ISE的项目有７个,为 QuartusII的项目有６个,为Libero的

项目有３个.有４个项目重新发现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均与相关测试人员进行反馈和确认,此次工具发

现的问题均为当时测试人员没有检查出的问题,经过分析,这４个项目均具有管脚数量多的特点,测试人

员难以长时间集中精力,无法对问题进行精准定位.此外,通过对１６个测试项目的管脚配置检查项复查,
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没有漏报、多报和错报的问题,使用效果良好,结果真实可靠.

４２　效率提升

人工进行管脚配置检查时,如应用引脚为３０个,完成时间至少需要半小时,随着应用引脚数量的增

多,测试时间会成倍增加,对于应用引脚为３００个的,完成时间至少需要１天.应用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

验证工具后,从文件准备到结果分析完毕,所有项目均可在５分钟内完成,极大程度地提升了测试效率,
释放出大量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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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总　结

管脚配置检查自动化验证工具可用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第三方配置项测试中的管脚配置检查测试项目,
该工具支持可编程逻辑器件三大主流开发工具开发的项目,占所有第三方配置项的９５％以上,工具使用

率高;此外,该工具具有操作简单、容易使用的特点,测试结果直观明了,便于分析,为测试人员提供

便利;通过该工具的使用,不仅能够提高测试效率,降低成本,而且还能提高测试准确性,提升测试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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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ImplementationofAuto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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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Abstract　ThecorrectnessoftheFieldProgrammableGateArray (FPGA)pinassignmentisthe
cornerstoneofitsfunctionrealizationAstheverificationofthecorrectnessofthepinassignment,the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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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可控平台着色语言应用研究

纪盛东　潘建平　何全胜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摘　要　为解决自主可控平台国产处理器性能不足,无法流畅完成三维图形渲染的问题.分析了

GLSL、HLSL和Cg着色语言的优缺点,提出了采用 GLSL着色语言实现三维飞行态势渲染的方法,将

三维图形顶点计算和渲染工作迁移到 GPU 进行,大幅减少了CPU 的负担,在改善系统用户体验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了材质、光照等三维场景的渲染效果.通过分析使用 GLSL语言 CPU 资源使用数据曲线,验

证了 GLSL语言的使用效果.该方法对后续自主可控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自主可控;着色语言;OpenGL;GLSL;三维飞行态势

０　引　言

航天发射采用自主可控软硬件系统是大势所趋,目前国产主流桌面级处理器有飞腾１５００A,龙芯

３A３０００,它们处理速度相当,主频都在１５GHz左右.但是,相对Intel主流i７处理器,国产处理器的

处理能力与它们相差３~４倍左右.如果三维渲染的图形计算工作只由CPU承担,必然造成应用系统运行

卡顿.如果能够将大部分图形渲染计算从CPU 迁移至 GPU 必将大大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减少系统卡

顿,同时也能够提高系统的复杂图形渲染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显示效果.

在开发指挥显示系统软件过程中,为解决三维渲染执行效率问题,采用着色语言开发了三维飞行态

势控件,实现了三维地球,空间曲线、HUD等内容的显示,将绝大部分顶点计算和图形渲染迁移到GPU
执行,控件运行时的CPU占用率降至５％左右.另外,应用这些着色器渲染出了更加逼真的材质、光照,

在纹理贴图、图像处理、动画效果、反走样等方面比固定管线更具优势.这些三维渲染技术在航天发射

场的发射任务中得到了实践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１　着色语言

着色语言 (ShaderLanguage)定位为高级语言,是一类专门用来为着色器编程的编程语言,着色语

言使用 “颜色”“法线”等特殊的数据类型.由于三维计算机图形目标市场的多元化,不同的目标市场通

常使用不同的着色语言.

着色语言目前有三种主流语言:基于 OpenGL的 GLSL (OpenGLShaderLanguage),基于 Direct３D
的 HLSL (HighLevelShadingLanguage),还有 NVIDIA 公司的 Cg (CforGraphic)语言.GLSL与

HLSL分别基于 OpenGL和Direct３D的接口,两者不能混用.ATI系列显卡对 OpenGL扩展支持不够,

例如在使用 OSG开源图形引擎渲染３D场景时,在较老的显卡上常常出现纹理无法显示的问题.

OpenGL是事实的工业标准,在长期的发展中积累了庞大的用户群,学习使用 GLSL很多.同时,

GLSL继承了 OpenGL良好的移植性,提供了很好的跨平台开发支持,尤其在 Unix、Linux操作系统上

独领风骚.

OpenGL着色语言是一种源于C语言的高级过程语言.在 OpenGL可编程处理器上执行的 OpenGL
着色语言代码被称为 OpenGL着色器 (OPENGLSHADER).OpenGL中定义了两个可编程处理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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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顶点着色器 (VERTEXSHADERS)和片元着色器 (FRAGMENTSHADERS).
微软的 HLSL移植性差,在 Windows平台一家独大.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HLSL的推广和发

展.目前,HLSL多半都用于游戏领域.

Cg语言是NVIDIA推出的着色语言,它是一个被OpenGL和Direct３D广泛支持的图形处理器编程语

言.Cg语言比 OpenGL和Direct３D更加高级,即,Cg程序运行在 OpenGL和 Direct３D标准顶点和像素

着色的基础上.

２　GLSL着色语言在三维飞行态势中的应用

２１　GLSL着色语言

OpenGLShading语言是基于标准C语言的语法,使用这些语言的程序与C语言程序十分相似.这么

做的目的是让大多数使用C或者C＋＋语言开发图形程序的程序员能够很快上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就可以

自由地使用 GLSL语言进行开发.

GLSL语言对C语言增加了许多新特性,比如向量 (vector)、矩阵 (matrix)、纹理 (sampler)等.

GLSL语言事实上是 OpenGL驱动程序的一部分,这也是 GLSL语言与 HLSL和Cg语言的区别,这一特

性使GLSL的代码直接传递给OpenGL驱动程序,GLSL代码会被尽快地翻译成机器能够使用的代码,因

此执行效率更高.

GLSL代码被 OpenGL 驱动载入到 Shader对象后,可以通过调用 glComileShaderARB 编译这个

Shader对象.一个Program 对象其实是一个 OpenGL可以管理的数据结构,其中,包括Shader对象.应

用程序通过调用glAttachObjectARB将一个Shader对象绑定到一个Program 对象上.当被attach到一个

Program对象后,编译好的Shader对象可以通过调用glLinkProgramARB连接到一起.连接这个步骤将

解析Shader的外部引用,检查顶点着色器 (Vertexshader)和片元着色器 (Fragmentshader)的兼容

性,给 Uniform 变量分配空间等.一个或多个可执行代码将通过glUseProgramObjectARB的调用被安装

成当前 OpenGL 状态.该指令将可执行代码分配到顶点处理器 (Vetexprocesser)和 片 元 处 理 器

(Fragmentprocesser)上,并在后续的图形渲染中使用它们.

２２　三维飞行态势应用设计开发

三维飞行态势应用是在三维空间场景中构建大地坐标系,绘制出星空、地球、弹道曲线与关键点指

令参数等重要信息,实时直观展现飞行器空间飞行态势,是作战任务效果评估的重要技术支撑.三维飞

行态势应用由星空与地球渲染、飞行弹道渲染、HUD渲染和视点控制四个重要部分构成.四个部分的渲

染代码均采用 GLSL语言编写,借助 Qt封装的 OpenGL库可以非常方便地完成应用场景的渲染工作.
(１)星空与地球渲染

星空和地球是整个场景的背景,两者采用了不同的绘制方法.星空中的星点位置首先通过伪随机数

方法在天球层随机产生,星点的数量可以事先设定,然后,再设定星点的颜色和大小后,采用点绘制的

方法绘制.

地球采用球面贴图的方法绘制,难点是球面三角形面片顶点坐标和纹理坐标的计算.球面纹理坐标

计算时应注意纹理的Y 方向是自下向上的,而顶点位置坐标Y 方向是自上向下的,所以是纹理Y 方向坐

标 ＝１０ 顶点Y 方向坐标/１８００.
下面是地球球面渲染顶点着色器 GLSL代码:

constchar∗vsrc＝
＂ ＃version３００es\n＂
＂invec３po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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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vec２texCoord;\n＂
＂uniform mat４mat４MVP;\n＂
＂voidmain ()\n＂
＂ {\n＂
＂floatDEG２RAD ＝３１４１５９２６/１８００;\n＂
＂floatx＝pos [２]∗sin (pos [１]∗ DEG２RAD)∗cos (pos [０]∗ DEG２RAD);\n＂
＂floaty＝pos [２]∗sin (pos [１]∗ DEG２RAD)∗sin (pos [０]∗ DEG２RAD);\n＂
＂floatz＝pos [２]∗cos (pos [１]∗ DEG２RAD);\n＂
＂gl_Position＝ mat４MVP∗vec４ (x,y,z,１０);\n＂
＂texCoord＝vec２ (posx/３６００,１０ posy/１８００);\n＂
＂ }\n＂;

顶点着色器代码通过 QOpenGLShader对象调用函数compileSourceCode ()编译为机器码,从而提

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QOpenGLShader∗vShader＝newQOpenGLShader (QOpenGLShader::Vertex,this);

vShader ＞compileSourceCode (vsrc);
定义好顶点着色器后,需要定义片元着色器,GLSL代码如下:

constchar∗fsrc＝
＂ ＃version３００es\n＂
＂ ＃undeflowp\n＂
＂ ＃undefmediump\n＂
＂ ＃undefhighp\n＂
＂precisionmediumpfloat;\n＂
＂outvec４color;\n＂
＂invec２texCoord;\n＂
＂uniformsampler２DTex;\n＂
＂voidmain ()\n＂
＂ {\n＂
＂color＝texture (Tex,texCoord);\n＂
＂ }\n＂;
与顶点着色器相同,片元着色器代码也需要通过 QOpenGLShader对象调用函数compileSourceCode

()编译为机器码,进一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QOpenGLShader∗vShader＝newQOpenGLShader (QOpenGLShader::Fragment,this);

vShader－＞compileSourceCode (fsrc);
上述GLSL代码中的pos数组变量需要在图形渲染开始时,调用setAttributeArray ()传入我们计算

好的地球球面顶点坐标数组.
顶点着色器和片元着色器定义好后,需要 QOpenGLShaderProgram 对象调用addShader ()函数将

它们绑定到program 对象上,以完成最后的渲染工作.

QOpenGLShaderProgram ∗pProgram ＝newQOpenGLShaderProgram;

pProgram －＞addShader (vShader);

pProgram－＞addShader (fShader);
到现在为止,我们完成了着色器渲染的所有准备工作,下一步只需要通过定时器中断调用函数

glDrawArrays ()就可以在三维场景中绘制出我们定义好的几何图形了.星空与地球渲染截图如图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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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星空与地球渲染截图

以地球渲染为例,其渲染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地球渲染流程图

(２)飞行弹道渲染

飞行弹道渲染包括理论弹道和实时飞行弹道绘制.每条弹道包括地面投影和空间两条曲线.飞行弹

道的顶点坐标计算是将传入的大地坐标系坐标转换为地心坐标系坐标.
弹道顶点着色器 GLSL代码如下:

constchar∗vsrc＝
＂ ＃version３００es\n＂
　＂invec３pos;\n＂
　＂uniform mat４mat４MVP;\n＂
　＂uniformfloatpointSize;\n＂
　＂voidmain ()\n＂
　＂ {\n＂
　＂gl_Position＝ mat４MVP∗vec４ (pos [０],pos [１],pos [２],１０);\n＂
　＂gl_PointSize＝pointSize;\n＂
＂ }\n＂;
上述代码中的pointSize和pos变量需要在图形开始绘制时传入,以设置曲线上点的大小和坐标.
弹道片元着色器 GLSL代码如下:

constchar∗fsrc＝
　＂ ＃version３００es\n＂
　＂ ＃undeflowp\n＂
　＂ ＃undefmediump\n＂
　＂ ＃undefhighp\n＂
　＂precisionmediumpfloat;\n＂
　＂uniformvec４myCol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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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vec４color;\n＂
＂voidmain ()\n＂
＂ {\n＂
＂ 　color＝ myColor;\n＂
＂ }\n＂;
上述代码中的 myColor变量需要在图形开始绘制时传入,以设置曲线颜色.
(３)HUD渲染

HUD渲染包括当前飞行时间、地理坐标、时间指令以及当前弹道及其偏差数据.如图３所示,画面

底部显示当前飞行时间以及地理坐标,画面中上部悬浮窗口提供了时间指令以及当前弹道及其偏差数据

显示.场景中,通过将飞行弹道上的关键点和 HUD悬浮窗口连接,进一步提高了数据与图形的关联性.

图３　HUD渲染截图 (视点在发射点附近)

HUD渲染也包括悬浮窗顶点坐标计算,顶点着色器和片元着色器定义与绑定等工作,与飞行弹道渲

染基本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４)视点控制

视点控制是模拟轨迹球的方式对场景旋转与缩放进行操控,其核心的原理是通过计算眼坐标、目标

坐标以及旋转角度获取 OpenGL视图变换矩阵,然后计算出 MVP矩阵,设置整个场景的视椎体以达到视

点操控的目的.

视点控制包括手动控制与自动控制两部分,其中,手动控制是指通过鼠标操控场景,以选取合适的

观察角度与距离.自动控制则依据脚本在不同的时间段自动切换观察角度和距离.

如图４所示,为便于观察火箭入轨情况需要通过调整观察的距离和角度将视角切换到入轨点附近,同

时需要调整 HUD悬浮窗的位置,以避免弹道遮挡.

２３　性能分析

自主可控平台的CPU相对较弱,如果不采用着色语言进行三维图形绘制,那么 CPU 的占用将会非

常大,带来的问题就是界面无响应,严重影响软件系统的用户体验.为了达到显示效果与系统运行流畅

的均衡,就必须采用着色语言来减少图形绘制对 CPU 资源的占用,将大部分图形计算分配到 GPU 中.

从图５可以看出,在相同的情况下,CPU各内核资源分配会更加趋近于均衡,系统用户界面可以流畅的

操作,用户体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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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视点控制渲染截图 (视点在入轨点附近)

图５　使用 GPU计算后,CPU各内核资源分配均衡

３　结束语

在自主可控大背景下,完全采用国产软硬件环境,开发指挥显示系统软件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

国产处理器性能不足,无法流畅地完成三维图形的渲染工作.这就迫使我们采用着色语言将三维图形顶

点计算和渲染工作迁移到 GPU进行,以减少CPU的负担.

通过分析 GLSL、HLSL和Cg语言的优缺点,我们采用 GLSL,即 OpenGL着色语言实现了三维飞

行态势应用中三维地球,空间曲线、HUD等内容的渲染,将绝大部分顶点计算和图形渲染迁移到 GPU
执行,大幅减少了CPU的占用,在改善系统用户体验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材质、光照等三维场景的渲

染效果.通过分析未使用 GLSL语言和使用 GLSL语言进行三维图形渲染的CPU 资源使用数据曲线,进

一步通过数据验证了着色语言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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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软件测试过程管理技术研究与改进

王彦波　梁京平　杨　扬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针对航天软件测试过程中测试任务繁重、自动化程度低、测试过程配置及用例复用困难等

问题,研究了软件测试过程管理相关技术,设计和开发一个针对航天软件测试的全过程管理平台,从而

降低测试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

关键词　代码克隆检测;代码重用库建设;测试平台

０　引　言

本文针对代码克隆检测在软件测试领域的应用,对代码克隆检测进行了综述,总结了代码克隆检测

技术及软件测试管理研究现状,分析了代码重用库建设更新及维护、源代码函数提取及归一化处理、检

测算法的应用及优化等关键技术问题,设计了适用于航天型号软件测试的全过程管理平台,在此基础上

对代码克隆检测技术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本论文将代码克隆检测技术与软件测试技术结合,对提

升软件测试效率和质量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概　述

１１　测试全过程管理

航天软件的可靠性要求级别高,一旦出现故障,就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保证航天软件质量

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软件测试,因此如何提高软件测试的质量成为至关重要的研究问题.本论文旨在建

立一套针对航天软件单元测试的全过程管理平台,提升测试过程的自动化、可视化程度,并为测试团队

提供一种有效的质量控制模型.同时,平台中引进代码克隆检测技术,通过源代码函数提取、归一化处

理、代码克隆检测等步骤,得到新研项目函数单元与历史重用库函数的相似度,实现测试脚本的复用,

从而更合理规划测试资源,在保证测试质量的同时提高测试效率.

软件测试管理是软件测试技术得以实施的保证.传统的手工测试方法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限

制了航天软件产品的测试效率和测试可靠性.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测试资源的浪

费,新研项目包含部分克隆代码,但测试过程配置及测试脚本无法克隆,这就使得克隆代码需要重复测

试,导致测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测试过程依靠人工管理,且操作无记录,后期软件产品出现问题追

踪难度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航天系统软件的测试全过程管理方法,对提高航天系统软件的测试效

率和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２　代码克隆检测

代码克隆 (CodeClone)也被称为代码重用,是指软件系统中相同或相似的代码片段.在软件开发过

程中,为了提高开发效率,软件开发人员会对软件系统的代码进行复制、粘贴和修改,这也是代码克隆

产生的主要原因.随着软件工程相关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设计模式、软件开发框架,以及集成开源库的



日趋成熟与壮大,越来越多的程序员开始遵循特定的开发模式,并选择特定的开源组件进行软件开发.
已有的研究表明,代码克隆在软件系统中是广泛存在的.

在软件开发阶段,代码克隆检测技术主要用于检测和降低复制粘贴相同或相似代码段带来的潜在风

险和负面效应,包括降低软件稳定性,造成代码库冗余和软件缺陷传播等.针对代码克隆检测技术在这

一领域的应用,已有很多研究者做出了一系列的检测技术研究和成果,但针对代码克隆检测技术在测试

领域的应用研究较少.
在软件测试阶段,代码克隆带来的问题主要为克隆代码的重复测试,这极大浪费了测试资源.据研

究表明,在一些系统中,代码克隆的占比达到２０％~３０％,更有甚者多达５０％.在软件测试过程中的单

元测试 (UnitTesting)环节,测试对象为软件中的最小可测试单元.软件单元测试以检查和验证最小单

元的功能及逻辑结构为目的,是在软件开发过程中要进行的最低级别的测试活动,不涉及最小单元之间

的联系和功能验证.单元测试工作量大却必不可少,绝大部分的软件缺陷均在单元测试阶段被发现.因

此,如何有效检测新研项目源代码中的克隆代码,并将其进行标记和分类,可减轻软件测试人员的工作

量,避免克隆代码重复测试,便于更合理地规划测试资源,提高测试质量.

目前,代码克隆检测技术在航天软件测试领域的应用较少,考虑航天软件的特点,将代码克隆检测

技术与航天软件测试技术相结合,提升航天软件测试效率和质量,这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２１　测试全过程管理

目前大家比较熟知的测试管理工具主要有 QADirector,Rational公司的 TestStudio,微软的 RAIDS,

Mercury公司的 TestDirector工具等.其中,QADirector针对测试用例的管理功能比较完善,而 RAIDS
工具则侧重于缺陷管理,具备增加、搜索和报告缺陷的功能.它是基于C/S架构的英文版系统,使用前

需要将软件安装在客户端上,通过连接到共享的DB服务器上实现测试的多事务合作功能.优点在于填报

缺陷方便快捷,能动态地从用例库中查询到缺陷填写时的所有可选项.在测试计划管理、测试报告管理

方面没有着重体现.
基于航天软件的实际业务,发现上述工具虽然提供了测试报告生成、测试需求与用例管理、测试问

题追踪等基本软件测试管理的功能,但同时还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１)产生的测试报告格式参差不齐或只能使用系统内置的固定格式,难以符合 GJB４３８B—２００９ «军用

软件开发文档通用要求».

２)无法根据软件需求规格说明及源代码自动生成测试需求,需依靠人工分解得到测试项.

３)没有建立测试用例与测试项、测试步骤以及软件缺陷等之间的关系,没有建立函数用例重用库,

当遇到相似测试需求时,需要手动设计重复的用例,且追溯不到测试用例与缺陷之间的关系.

４)没有完整可视的测试任务进度报表,测试项目管理人员不能实时了解测试进度,无法掌控项目提

交时间,无法动态调整测试资源,导致测试资源的浪费.

２２　代码克隆检测技术

国内外学者将各个领域知识运用于代码克隆检测技术,按照主流思想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基于文本的检测方法,该类方法直接以文本内容作为对比依据或将文本转成中间形式再进

行对比.最初的文本检测工具,来自１９９２年BrendaSBaker提出的Dup,通过后缀树分析的方法获得克

隆代码.CCFinderx将源代码转换成token序列,按照规则规范化token序列,再使用后缀树获得克隆检

测结果.由于token序列对代码的格式与空行有着更好的鲁棒性,所以CCFinderx选用序列作为对比依据

获得了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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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为基于树的检测方法,该类方法的使用前提是通过词法分析器与语法分析器获取一个抽象语

法树.查找克隆代码的过程其实是抽象语法树查找相同或者相似子树的过程.以抽象语法树为基础提出

了改进的字符串距离计算和语法树结点列表匹配的方法,提高了抽象语法树差异提取的精度与效率.
第三类为基于图的检测方法.该方法以包含调用关系、控制流图 (ControlFlowGraph,CFG)与数

据流信息的程序依赖图 (Program DependencyGraph,PDG)作为分析基础,并以基于依赖图查找同构

子图的方式确定克隆代码的位置.以程序依赖图分割方法作为理论基础,结合了 Hadoop并行查找结构子

图的方式,加快了克隆代码的查找效率,但该方法仍有不能回避大量代码子图匹配过程的缺陷,无法有

效地提升基于程序依赖图检测方法在大规模程序检测中的适应性.
第四类为基于深度学习的检测方法.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已经被广泛用于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机器翻译等多个领域,并在许多任务上达到了能与人类专家相匹敌的效果.通过适当

的代码特征迭取和深度特征学习,不同的分类算法 (如朴素贝叶斯、逻辑回归)都表现出较好的效果.
但是深度学习最大的缺陷在于迭代训练周期长,对于训练集规模特别大的情况不够理想,因而不适用于

对大型软件系统的检测.

３　航天软件单元测试全过程平台设计与实现

针对航天软件测试过程中单元测试任务繁重、效率低、测试过程配置及用例复用困难等问题,设计

和开发一个针对航天软件单元测试的全过程管理平台,如图１所示,重点研究航天软件单元测试过程管

理、代码重用库建设及代码克隆检测技术等内容,将代码克隆检测技术与软件测试技术相结合,从而降

低测试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

图１　主要研究内容结构

本论文在研究代码克隆检测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航天软件单元测试全过程管理平台,图２为测试过程与

项目管理的关系,图３为平台功能模块图,通过单元测试,提取项目函数单元,代码重用对比,统计项目

进展,实现问题缺陷管理,测试文档管理等功能.
软件单元测试全过程管理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平台用户管理:平台存储和管理项目组全体人员基本信息;
个人信息维护:管理员及平台中的每个用户都可以修改、提交和查看自己的个人信息;
项目信息管理:对每个新研发项目的基础信息进行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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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测试过程与项目管理的关系

图３　平台功能模块

项目文档存档:对每个新研发项目的设计说明、任务书等文件进行存档;
源代码存档:对项目的源代码进行存档;
项目人员分配:针对每个项目分配测试人员,并指定项目组长;
用户权限管理:项目组长为用户分配角色和权限;
函数单元提取:扫描新研发项目的代码,将文件名称、每个文件包含的函数名称、代码位置、代

码量等信息提取,并生成函数列表,应用代码克隆检测技术,完成新研项目中各函数单元与重用库相似

度对比,标记相似度高的函数;
项目任务分工:项目组长为项目组成员分配测试任务;
项目策划管理:用于控制项目进度,每人每周提交本周工作量,平台按照项目的任务节点进行统

计,给出合理建议;
测试用例存档:对于测试人员编写的测试用例按照模板格式录入或通过文件导入平台,根据用例

标识进行分类整理;
测试文档生成:根据测试人员提交的测试用例数据,自动生成格式统一的测试记录文档;
软件缺陷管理:可追踪缺陷问题到源代码,自动生成软件问题报告单,对测试人员提交的问题存

档,形成动态测试问题库,并进行分类整理;
项目评审管理:对项目完成的测试文档及问题单按流程进行评审;
数据查询与统计:用于统计和查询测试人员工作量,主要指标有用例数量、测试函数数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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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问题单数量等,将测试进度及任务量等信息可视化.
软件缺陷库管理:建立航天软件缺陷库,并进行更新和维护.
代码重用库管理:建立航天软件代码重用库,并进行更新和维护.

４　关键技术

４１　测试全过程管理

航天软件测试项目数量大,不同项目的测试流程相似,人工处理复杂烦琐且难以控制.本平台需要

重点解决自动化测试流程问题,通过线上任务提交情况控制测试项目执行进度,并通过分析结果指导管

理人员对项目进度的决策,动态调整测试资源分配,实现测试流程可视可控.在缺陷管理功能中,需要

将测试过程中发现的软件缺陷问题及开发人员的答复存入平台,并将已存在的问题以及答复进行分类.
文档自动生成模块,航天软件测试文档需符合国家军用标准相关规定,具有严格的格式要求.测试人员

完成各自的测试记录后录入或批量导入管理平台,平台将按照函数列表自动生成测试文档,并保证文档

格式的规范化.该部分重点解决测试流程控制、缺陷存储分类管理及自动生成测试文档等问题.
当测试团队接到新研软件测试项目时,将测试项目名称版本等基本信息录入管理平台,并将项目相

关设计文档、需求文档、任务书等文件进行存档.平台将检测所有源代码文件,提取函数单元生成函数

列表,并对源代码函数进行代码克隆检测,给出检测报告及历史重用函数具体信息,同时标记新研项目

重用函数.然后由项目管理人员对代码测试任务进行分工,平台将给出分配代码量等信息以供管理人员

参考.测试任务分配后,测试人员开始测试工作,定期提交测试用例及已完成的函数列表.平台将针对

每位测试人员工作进度进行汇总并提供报表.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的软件缺陷,测试人员要及时通过平台

提交给项目管理人员,由项目管理人员与软件开发人员进行沟通,并在平台上记录答复意见及缺陷状态.
平台将对提交的软件缺陷问题单进行分类存储.测试人员完成工作任务后提交测试用例记录,通过平台

生成测试记录文档,并存档管理.平台将针对不同类型项目信息汇总,提供汇总报表并总结项目资源分

配意见及测试过程注意事项,具体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软件测试全过程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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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代码克隆检测技术

N grams算法是机器学习中 NLP (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处理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语言模

型.N grams方法是指将给定的一段文本以 N 为标准将文本分为一个字符串序列.例如对于两个样本

W１、W２,W１ 和W２ 分别有m１ 和m２ 个字符,它们都按照N grams的方法选取N＝n ,将其W１ 和W２ 分

解为两个长度分别为m１ －n＋１和m２ －n＋１的字符串集合,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关系

φn(Wi)＝{wi
１,wi

２,,wi
mi－n,wi

mi－n＋１} (１)

∑
mi－n＋１

j＝１
P(wi

j)＝１ (２)

P(wi
j)＝

１
mi－n＋１

(３)

式中,Wi 表示第i个样本;wi
j 表示Wi 样本通过N grams分解后的第j个子字符串;P(wi

j)表示Wi 样本

通过 N grams分解后第j个子字符串出现的概率;mi 表示第i个样本共有mi 个字符;n 表示 N grams
选定的参数N ＝n .

本研究基于机器学习中的 N grams算法计算函数之间的相似度,并提出了两点优化策略;一,先检

测出函数名相似的函数集,以缩小检测范围;二,按照重用库中标记的优先级进行检索以缩短检索时间.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提取源代码函数集中的函数对作为检测对象,采用词法分析对源代码进行归一化

处理;在此基础上,按照优先级顺序进行检索,检测出函数名相似的函数作为目标函数集,针对目标函

数集中的函数,分别计算与待测函数之间的相似度,将相似度最高的函数判定为克隆函数对的函数,并

进行记录,同时在重用库中增加该函数的优先级;最后结束克隆检测,生成源代码克隆报告文件,具体

检测流程如图５所示.

图５　克隆代码检测流程

本研究采用以下评价指标验证代码克隆检测模型的效果.
精确度 (precision):精确度是指克隆检测算法所检测到的候选代码与克隆真实代码克隆的比例

precision＝
TP

TP＋FN
(４)

召回率 (recall):召回率是指所有被检测到的代码克隆数量占总体代码克隆数量的比例

recall＝
TP

TP＋FP
(５)

式中,TP 表示被检测到的结果确为代码克隆段的情况;FN 表示为代码克隆段未被检测到的情况;FP 表

示被检测到的结果确并非代码克隆段的情况,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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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检测结果情况分类表

相关(Relevant),正类 无关(NonRelevant),负类

被检索到(Retrieved) truepositives(TP 正类判定为正类) falsepositives(FP 负类判定为正类)

未被检索到(NotRetrieved) falsenegatives(FN 正类判定为负类) truenegatives(TN 负类判定为负类)

可移植性:可移植性很大程度上与语言独立性有关,可移植性高的工具对不同编程语言有良好的支

持.一些基于文本或符号的方法因为可以独立于编程语言,因此有良好的可移植性.基于词法的方法需

要词法解析,可移植性一般.而基于指标的方法和基于程序依赖图的方法通常需要特定语言解释器,所

以其可移植性最差.
可拓展性:可拓展性主要是指算法可以在大型系统中进行应用,并且开销合理.

５　 实验测试

(１)实验数据获取

采用网络上开源的嵌入式软件开发源代码作为初期实验数据,算法模型成熟后使用一部分实际软件

项目代码进行测试全过程管理平台全部试验验证.
(２)代码重用库建设及更新维护

建立代码重用库,定期对重用库进行更新维护,并对代码重用库安全性、可靠性进行检验.

６　结　论

本文针对代码克隆检测在软件测试领域的应用,对代码克隆检测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总结了代码

克隆检测技术及软件测试管理研究现状,研究了代码重用库建设及更新维护、源代码函数提取及归一化

处理、检测算法的应用及优化等关键技术问题与难点,设计了航天软件测试管理全过程平台,在此基础

上对平台进行了实际测试、分析,对提升航天软件测试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和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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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协同打击的多飞行器航迹规划方法研究

何靓文　刘也墨　刘跃成　张苗苗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飞行器集群自主协同作战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主要研究了多飞行器协同航迹规划

问题模型和协同搜索算法.基于飞行器性能约束,从时空维度分别对协同策略、协同约束和协同代价进

行了建模.针对传统协同航迹规划算法中初始发散问题,提出了动态变化协同航程模型.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协同 A∗ 航迹搜索算法,可以实现多飞行器同时、多方位到达的协同航迹规划目标.基于典型任务

环境对本文方法进行了仿真,验证了该算法对于求解复杂时空约束下多飞行器协同航迹规划问题的可行

性和正确性.
关键词　协同航迹规划;协同航程;协同 A∗ 搜索算法

０　引　言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飞行环境,传统的单体独立或程序性执行预定多飞行器协同要求的模式,越来

越难以适应未来战场的任务需要.多飞行器协同模式可利用精确多方向抵达等模式提升体系应用能力、
利用可重构可扩展的协同体制等方式提升系统容错能力,全面提升飞行器系统在复杂态势下的自主性、
适应性及鲁棒性,弥补传统单飞行器模式存在的诸多不足.

若多飞行器能够在同一时刻从不同方向抵达目标,将可能大大提高飞行器系统的任务执行能力.协

同航迹规划作为实现协同任务的核心技术,以任务为输入,综合考虑飞行器性能、飞行环境以及任务要

求等约束条件,通过在规划空间中的优化求解,实现各飞行器从起始点到目标点协同飞行航迹序列的规

划,保证飞行器安全、可靠、有效执行任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单飞行器航迹规划领域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动态规划算法、A∗ 搜索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遗传算法、蚁群算法、粒子群算法等[１].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协同航迹规划方面的研究成

果逐渐增多[２７].从问题求解基本流程上主要分为分层式求解和直接式求解两大类,两种方式本质上都是

基于传统单飞行器航迹规划算法的优化,从而满足协同航迹规划应用要求.文献 [８]采用分层策略将多

飞行器协同航迹规划总体结构分为两层,在航迹规划层提出 HPSO 算法以规划出多条在空间上较为离散

的备选航迹,协同规划层根据协同时间为各飞行器优选合适的航迹.直接式求解方法可对传统单飞行器

航迹规划算法进行优化,从而满足协同航迹规划应用要求.文献 [９]通过增加单控制点和改进代价函数

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了满足抵达角度约束的航迹.再将各飞行器中最大航程作为协同变量作为搜索代价,
得到同时满足抵达时间和抵达角度约束且能避免飞行器间碰撞的多飞行器协同航迹.沈建锋等人[１０]将到

达时间作为协同变量加入协同航迹代价中,分别建立与飞行器数量相当的种群,然后采用遗传算法进行

求解.
本文针对多飞行器协同航迹规划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变化协同航程模型的协同 A∗ 搜

索算法,解决了协同航迹规划问题,能够针对多个飞行器从不同起始点出发,以指定的角度和时间进入

目标区域执行任务,确保飞行器在飞行期间避免内部冲突,尽可能远离禁飞区及威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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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建模

要求多个飞行器从不同起点出发,以指定的抵达角度和时间进入目标区域执行抵达任务,以多飞行

器抵达单个目标为例场景示意图如图１所示.为了满足该协同要求,需要同时规划各飞行器到达目标区

的航迹并满足其在空间及时间上的协同关系.这样生成的航迹可能对各飞行器本身而言不是最优,但对

于整个飞行器系统而言一定是最优或次优的.因此,有时为了提高整个系统的协同性,可能会牺牲个体

的最优性.

图１　协同打击任务场景示意图

１１　协同规划策略模型

在协同航迹规划中,若简单地利用单航迹规划方法分别求解各飞行器航迹并将其组合在一起,将影

响协同规划的效果,难以满足协同执行任务的要求.如各飞行器的转弯能力差异带来飞行器间较大的航

程误差,此时协同误差便会增大.再如,未考虑各飞行器间的碰撞冲突问题,可能导致飞行器执行任务

的安全性受到威胁.因此,本文采用分层求解的方式,先利用传统单飞行器求解方法为各飞行器规划出

初始航迹,若满足协同约束,则可直接作为协同航迹.若不满足协同约束,则采用协同 A∗ 搜索算法基于

协同代价模型进行优化求解.协同航迹规划策略的总体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协同航迹规划策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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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协同约束模型

(１)同时到达

假设飞行器在T 时刻到达目标区域,飞行速度区间为 [vmin,vmax],执行打击任务的最大允许时间误

差为Δt,则飞行器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范围为 [T－Δt,T＋Δt].假设航迹总长度为Ltotal ,各航迹段

的长度为li ,则同时到达模型可表示为

Ltotal ≥vmin(T－Δt)

Ltotal ≤vmax(T＋Δt)

Ltotal＝∑
n

i＝１
li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

通常情况下,可以将飞行器简化为一个恒定速度的质点模型,则利用航迹长度来表示同时到达的数

学模型.假设飞行速度为v ,参考航迹长度为L ,则公式 (１)可以表示为

L－Δl≤Ltotal ≤L＋Δl
Δl＝vΔt

Ltotal＝∑
n

i＝１
li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

(２)多方位到达

多飞行器在最后阶段抵达目标时,如果能以服从均匀分布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同时到达,能够有效提

升任务执行效果.因此本文限定飞行器在末段时需以特定方向接近目标区域,意味着各飞行器的入射角

度γ 应介于最大入射角γmax 与最小入射角γmin 之间,即

γmin ≤γ ≤γmax (３)
为了保证飞行器从特定方向进入目标区域,引入了直飞点的概念,即从最后一个航迹点到目标点之

间的直接飞行航迹,其中将直飞点设为临时目标点.为保证飞行器进入直飞点后有足够的能力调整航向

至指定进入方向,根据经验值从直飞点到目标点的直线距离预留为搜索步长的２倍,具体如图３所示.

图３　多方位到达模型示意图

(３)飞行安全距离

为了避免飞行器间碰撞冲突,要求飞行器之间的飞行距离必须大于设定的最小安全距离.假设飞行

器i在t时刻的位置为Pi(t),具体坐标为 (xi(t),yi(t),zi(t)),在二维空间中zi(t)＝０.假设最小

距离为dsafe ,则飞行安全距离表示为

Pi(t)－Pj(t)≥dsafe

Pi(t)－Pj(t)＝ xt
i －xt

j( ) ２＋ yt
i －yt

j( ) ２＋ zt
i －zt

j( ) ２{ (４)

１３　航迹代价模型

协同航迹规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飞行环境信息,以有效地组织各飞行器完成任务为目标,为

协同飞行器系统设计出从出发点到目标点满足各项约束的协同飞行航迹,以达到比单飞行器更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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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采用综合代价函数作为规划航迹的评价指标,将各飞行器到达目标点的时间作为协同变量.
其中在同时到达约束模型中已提出本文假设飞行速度是一个常数,所以可通过航程代替飞行时间作为协

同变量的方式,来保证飞行器同时到达目标点.协同航程是保证多飞行器航迹协同的基础,其概念为飞

行器规划出来的航迹最理想的航程值,记为F .
假设单飞行器航迹规划代价Wi 由航程代价WV 、威胁代价WT 和转弯代价Wc 三部分组成,其定义

如下

Wi＝βVWV ＋βTWT ＋βcWc (５)
式中,βV 、βT 和βc 分别为航程代价权重、威胁代价权重和转弯代价权重,且βV ＋βT ＋βc ＝１.

基于单飞行器航迹代价得到如下协同航迹的协同代价函数

Ji＝
βVWV ＋βTWT ＋βcWc,WV ＝F

βV WV －F ＋βTWT ＋βcWc,WV ≠F{ (６)

式中,Ji 为协同系统中飞行器i的协同代价.当节点航迹代价等于协同航程时,其协同代价函数与其单飞

行器航迹规划的代价函数相同,即节点的航迹代价等于协同航程时,该飞行器按照其单飞行器最优航迹

方向进行规划;当节点航迹代价不等于协同航程时,节点的协同代价函数为协同航程减去当前节点航迹

代价的绝对值再加上单飞行器航迹规划代价,即转弯代价和威胁代价.这样即能保证多飞行器进行协同

航迹规划时,规划中的每一步都朝着代价最小的方向移动.假设共有N 个飞行器,则综合代价函数如下

J＝∑
N

i＝１
Ji (７)

２　协同A∗航迹搜索算法

将飞行器简化为恒速度模型后,协同航迹规划问题将转化为一个典型的优化搜索问题.可以采用搜

索算法来搜索最优解或次优解,从而使式 (７)中定义的综合代价函数最小化.首先简要介绍基于 A∗ 算

法的单航迹规划算法,然后提出协同 A∗ 搜索算法来解决协同航迹规划问题.

２１　单航迹规划算法

A∗ 搜索算法作为经典启发式搜索算法之一,因其计算方法简单、收敛速度快、易于实现等优点得以

广泛应用.

A∗ 算法中有一个 OPEN表和一个 CLOSE表.OPEN 表用于保存所有扩展的节点信息,而 CLOSE
表用于保存从 OPEN表中删除的所有节点.在开始时,OPEN 表只有起始节点.在每一次迭代中,算法

都会从 OPEN表中找到一个代价值最低的节点作为当前节点,并利用当前节点扩展下一个子节点.扩展

时存在三种情况:１)若子节点在威胁区域或已经在CLOSE表中,则跳过该子节点;２)若子节点既不在

OPEN表中,也不在 CLOSE 表中,则计算子节点代价值并将其添加到 OPEN 表中;３)若子节点在

OPEN表中,且子节点的当前计算代价值小于 OPEN表中该节点的代价,则将 OPEN 表中该节点的代价

值进行更新,并将当前节点将作为该子节点的父节点.当 OPEN 表格为空或当前节点到目标点的距离小

于某个阈值时,终止条件将被激活.

２２　动态变化协同航程模型

现有协同航程计算方法包括直线距离法、二维航迹距离法和三维航迹距离法三大类.但是这三类方

法协同航程的计算需基于已规划出的航迹,在协同航迹规划之前求出协同航程的值,然后才能将其带入

协同航迹规划算法中进行规划.这将导致协同航迹规划结果不仅与算法相关,还与设置的协同航程值密

切相关.
在上文中已定义航程代价WV ,WV 与协同航程之间的差值如下式

Δf＝ WV －F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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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协同航程F 为定值时,在航迹搜索初始阶段会导致Δf 较大,从而出现如图４所示初始搜索阶段节

点扩散的情况.

图４　协同航程影响示意图

为解决上述 “初始扩散”问题,本文提出了如公式 (９)定义的动态变化协同航程模型FD(n).在协

同航迹规划过程中,各飞行器的规划航迹段每扩展一次,就对协同航程更新一次.即该模型根据搜索节

点的数量动态变化,使得Δf 在航迹搜索过程中的变化尽可能小,从而使协同航迹更加平滑.

FD(n)＝Fi＋g(n)(F(n)－Fi)/F(n) (９)
式中,Fi 是飞行器i在协同航迹规划之前的航程;g(n)是从当前航迹第n 个航迹点到飞行起始点的距离.

２３　协同A∗搜索算法

基于动态变化协同航程模型,本文提出了一种协同 A∗ 搜索算法来实现式 (７)中定义的规划目标的

算法,核心策略可以描述为:只选取扩展节点中与 OPEN 表内WV 与协同航程差值最小的节点,并将其

设置为下一个扩展节点.因此,协同 A∗ 算法的搜索策略可以描述为

minΔf１,Δf２,Δf３,,Δfn( ) →NextPoint (１０)
此外,考虑到各飞行器之间的碰撞冲突问题,各飞行器的航迹应该尽可能地分散.本文提出了一种

多飞行器碰撞检测方法,在节点扩展过程中,计算当前扩展航迹的扩展节点与其他航迹中航迹段数相等

的节点间距d ,当且仅当d＞dsafe 时认为扩展节点有效可行.如图５所示,航迹１为已扩展航迹,航迹２
为当前扩展航迹,C 为当前扩展航迹的当前节点,P１、P２ 和P３ 分别为当前节点的扩展节点,分别对这三

个节点进行碰撞检测,其中节点P１ 与航迹１中处于相同航迹段数的节点间距小于dsafe ,因此节点P１ 将

被删除,而节点P２ 和P３ 将被保留.

图５　碰撞检测示意图

结合上述算法搜索策略及相关约束,协同 A∗ 航迹规划算法流程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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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协同 A∗ 航迹搜索算法流程图

３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多飞行器协同航迹规划算法的可行性与正确性,基于典型场景进行了仿真验证,
场景中设置了不同类型的威胁区域,针对不同节点数量和不同抵达入射角度下的协同航迹规划结果如图７
所示,并记录各场景下协同航迹规划的时间如表１所示.

图７　协同航迹规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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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协同航迹规划结果 (续)

表１　不同场景下协同航迹规划时间

序号 飞行器节点数量 目标数量 累计规划时间/s 平均规划时间/s 最大规划时间/s

１ ３ ２ ９８

２ ４ ２ １０２

３ ５ ３ １０６

４ ６ ４ １１０

１０４０ １１０

经仿真结果分析可知,各场景下的各航迹间都满足飞行器间避碰要求,且尽可能远离威胁区,算法

的求解结果与设定场景基本一致,表明了该算法的可行性.以图７ (b)为例,两条相交航迹的第一个交

叉点处,两条航迹距离各自起点的分别为第６个航迹段和第９个航迹段,因为在规划过程中视任意航迹段

飞行时间相同,说明两条航迹并非在相同时刻经过交叉点处,满足避碰要求.此外,从测试结果可以看

出不同场景下的协同航迹平均规划时间为１０３６s,最长规划时间为１２０s,通过分析飞行器的入射角、
节点数等因素都对规划时间有一定影响.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协同策略模型、协同约束模型和协同代价模型,提出了基于动态变化协同航程模型的协同

A∗ 搜索算法来求解包含同时到达、多方位到达和安全距离约束的多飞行器航迹规划问题.通过在典型环

境下的仿真,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表明协同 A∗ 搜索算法可以应用于求解复杂约束环境下的多

飞行器航迹规划问题.
由于协同航迹规划面临着大量的计算空间与内存空间开销,两者缺一都将对规划速率和质量产生较

大影响.因此,分布式并行规划必将成为未来协同规划技术的关键切入口.此外,对于实际复杂环境下

的三维环境快速航迹规划算法将是该领域未来工作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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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Multi AircraftPath Planning
MethodforCooperativeAttack

HEJing wen,LIUYe mo,LIUYue cheng,ZHANG Miao miao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Engineering

　　Abstract　 Theautonomouscooperativeoperationofaircraftclustersisaninevitabletrendoffuture
development Thispaper mainlystudiesthe multi aircraftcooperative path planning modeland
algorithmBasedontheconstraintsofvehicleaircraftperformance,thecooperativestrategy,constraints
andcostfunctionare modeledrespectively Aimingattheproblem ofinitialdivergenceintraditional
cooperativepathplanningalgorithm,adynamicvariationcooperativevoyagemodelisproposedBasedon
this,cooperativeA∗ pathsearchalgorithmisproposed,whichcanrealizethegoalofcooperativepath

planningofmulti aircraftarrivingatthesametimefromdifferentdirections Theproposedmethodis
simulatedintypicalmissionenvironment,andthefeasibilityandcorrectnessoftheproposedalgorithmfor
solvingthemulti aircraftcooperativepathplanningproblemundercomplexspace timeconstraintsare
verified

Keywords　CooperativePathPlanning;CooperativeVoyage;CooperativeA∗ PathSearch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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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油参数对喷油冷却效果的影响分析

宋贯华　余东东　马　俊　魏厚震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摘　要　文章通过对工件表面的润滑冷却过程的深入分析,发现冷却液对工件表面的冷却效果直

接受两者之间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文章以液固两相表面传热系数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喷油参数

对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首先建立了喷油冷却计算模型,对不同影响因素的冷却过程进行了计算.计

算结果表明:在喷油器出口压力、供油量恒定时,增加喷油器数量较增大孔径更能提高对流传热的特

性;对于供油量恒定的润滑系统,可以通过增大供油压力、减小出口孔径的方法,达到最佳的冷却效

果;喷油距离对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相对较小;适当增大喷油入射角对润滑系统冷却性能的提升具有显

著效果.
关键词　喷油器参数;喷油距离;喷油角度;喷油面积;表面传热系数;计算流体动力学

０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无论是通用机械领域,还是航空宇航领域,机械系统有向高速、大功

率发展的趋势[１].在高速运转的齿轮和机床刀具高速切削金属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这

部分热量不能及时地被带走,对于齿轮传动,会影响其传动性能,甚至会引起传动失效,造成事故;对

于金属切削过程,会造成切削质量下降,严重的会使加工件报废,造成资源的浪费[２４].所以,工程中通

常使用润滑油和切削液对其进行冷却降温.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对其冷却效果的影响因素,

对于润滑冷却系统的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速旋转的齿轮或刀具在切削金属的过程中换热一般通过３种途径———传导、对流和辐射,与传导和

对流相比,辐射换热量较小.无论采用哪种换热形式,热量的传递形式都是通过对流换热实现的,所以

在工程传热计算中,主要的任务是计算表面传热系数.计算表面传热系数的方法主要有试验求解法、数

学分析解法和数值分析解法.对于表面传热系数的计算,以往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太多,且大多采用的是

经验公式或者试验方法,采用经验公式的方法会产生较大误差,而采用试验方法又耗时耗力,故本文采

用CFD的方法对液固两相表面传热系数进行系统性精确的计算[５].

本文针对润滑油具有冷却润滑的特点,利用先进的计算流体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建立喷油冷却分析

模型,深入分析润滑油对工件表面的冷却过程,着重研究喷油面积、喷油距离、喷油速度和喷油角度对

液固两相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为现代高性能的润滑冷却系统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１　喷油冷却仿真参数的定义

本文以液固两相表面传热系数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喷油器出口参数、喷油距离、喷油角度和喷油

面积对其的影响因素.通过CFX软件建立不同的仿真模型,通过仿真计算得出某一参数对表面传热系数

的影响规律.为了便于下文的表述,现就分析过程中需说明的参数进行以下定义,其仿真的计算模型示

意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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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仿真模型示意图

图１ (a)为不同喷油面积、喷油速度、喷油孔径、喷油距离对表面传热系数影响的计算模型示意图,
图１ (b)为不同喷油角度的计算模型示意图.图１中,P 点为喷油器位置,喷出的油液速度设为v ;S 为

被冷却工件表面 (即喷油面)的面积;d 为喷油器与喷油面之间的距离;θ为喷油流速方向PM→ 与喷油面S
的法向方向ON→ 之间的夹角.

２　气液多相流的表面传热系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表面传热系数反映的是流体与固体表面之间的传热能力,其物理意义是:当流体与固体表面之间的

温度差为１K 时,１m２ 壁面面积在每秒所能传递的热量,其大小反映对流传热的强弱,单位为 W/
(m２K).影响对流传热强弱的因素主要有[６１１]:

１)对流运动成因和流动状态.

２)流体的物理性质 (随种类、温度和压力而变化).

３)传热表面的形状、尺寸和相对位置.

４)流体相变 (如气态与液态之间的转化).

２１　气液多相流的表面传热系数数学模型

喷油润滑下的动态气液两相流数学建模采用欧拉多相流模型,假设模型中气液多相均匀混合,采用

均相流法,不计重力影响,并忽略喷油过程中的传热与化学反应.
模型控制方程为:
(１)连续方程

Əρ
Ət＋ Ñ ρU( ) ＝０ (１)

式中,密度ρ＝∑
N

α＝１rαρα;ρα 为α相的密度;U 为流体速度.

(２)体积守恒方程

∑
N

α＝１rα ＝１ (２)

式中,α为流体相,在此为润滑油与空气;rα 为体积率;N 为相数,模型中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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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动量守恒方程 (N S方程)

Ə(ρU)
Ət ＋ Ñ(ρUU)＝－Ñp＋ Ñτ＋SM (３)

式中,p 为压力;SM 为外部体积力,在此为０;τ为应力张量.

τ＝μ ÑU＋(ÑU)T －
２
３δÑUé

ë
êê

ù

û
úú (４)

式中,μ 为流体黏度.

２２　三维模型

本文利用先进的计算流体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分析液固两相间的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因素.采用流

体动力仿真软件CFD,分析各个因素分别对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针对喷油面积S 、
喷油距离d 、喷油速度v和喷油角度θ等多个变量,在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建立某一变量不同数值的

计算模型,进行一系列的仿真计算,从而分别得出单一因素对表面传热系数的变化趋势.建立的三维

CFD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不同喷油参数的计算模型

不同影响因素不同数值的计算模型建立后,对三维模型应用ICEM 网格化模块进行网格划分.在重

要的分析区域 (如喷油器处和喷油面处)进行网格加密,采用非结构四面体网格,划分后的网格总数达

到２００万.将划分好的有限元模型导入CFX前处理模块 CFX Pre中,设置喷油的入口速度、壁面及空

气环境等边界条件,选择算法与求解器,设置计算步长、迭代次数以及收敛条件,运行 CFX Solver求

解,求解完成后应用后处理软件CFX Post查看计算结果.

３　仿真模型的计算与分析

３１　喷油器出口参数的计算与分析

喷油器的出口参数主要包括出口速度v 、出口流量q 和喷油器孔径dn 这３个变量,３个变量互相耦

合.为了研究不同参数对工件表面对流换热的影响,需要对单一变量进行独立分析.因此,分别对３个变

量进行分组计算:第一组分析喷油器出口速度对工件表面对流传热的影响,此时,喷油器孔径为定值;
第二组喷油器出口速度为定值,研究喷油器孔径对对流换热的影响;第三组将喷油器出口流量设为定值,
此时,出口速度与孔径反向变化.建立计算模型如图２ (a)所示,进行仿真计算.

设置为两相流体计算域,其中,液相为黏度等于００６Pas、密度等于８８２５kg/m３的润滑油,气相

为理想气体;喷油器喷出流速为４０m/s,设置无滑移转动壁面的喷油面,其余边界面设置为开放式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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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油气率为０,相对压强为０.设置求解器的收敛判据———均方根残差 (RMS)为１０－５.
运行求解器,得出不同喷油器出口参数对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规律,如图３~图６所示.

图３　喷油速度矢量云图

从图４可以看出,在喷油器出口孔径恒定的情况下,随着喷油速度的加快,其表面传热系数线性增

加.由图５可知,随着喷油器出口面积的增大,表面传热系数也随之增大,变化规律为凸函数,说明随着

喷油器出口面积的增大,表面传热系数增长速度逐渐变慢.因此,对于稳定供油喷油润滑系统 (供油压

力恒定),在供油量相同的情况下,增加喷油器数量比增大喷油器孔径对增大表面传热系数更有效.由图

６可知,在喷油流量恒定的情况下,工件表面的表面传热系数随喷油器出口孔径的增大而逐渐减小.这是

由于出口孔径的增大导致了润滑油出口速度的降低,从而使表面传热系数减小.因此,对于润滑系统供

油量恒定的传动系统,可以通过增大供油压力、减小出口孔径的方法,得到相同供油条件下更大的表面

传热系数.

图４　表面传热系数随喷油速度的变化趋势

　　　　
图５　表面传热系数随出口面积的变化趋势

图６　表面传热系数随出口孔径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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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喷油距离的计算与分析

建立图１ (a)所示的不同的喷油距离d 的计算模型,如图７所示.针对不同喷油距离d 的计算模型

进行仿真计算,得出不同喷油距离对应的不同的表面传热系数,如图８所示.

图７　不同喷油距离的计算模型

图８　表面传热系数随喷油距离的变化趋势

图９所示喷油器孔径dn 、喷油角度θ 和喷油面面积S 一定时,分别设喷油器润滑油出口速度为

１５m/s、３０m/s、４５m/s.对不同的喷油距离d 进行三组计算,从而可以得出表面传热系数受喷油距离

影响的变化规律.

图９　喷油距离为３０mm 时射流速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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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９可以看出,在喷油速度、喷油器孔径、喷油角度及喷油面积一定时,３条曲线的变化趋势基本

相同.随着喷油距离的增大,表面传热系数先出现了小幅度下降,此后逐渐上升至初始水平,并随之保

持平稳.从曲线变化规律可以看出,喷油距离对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在设计润滑系统时,
不需要考虑喷油距离对冷却润滑效果的影响.

３３　喷油角度的计算与分析

建立图１ (b)所示的不同喷油角度θ的计算模型,如图２ (b)所示.针对不同喷油角度θ的计算模

型进行仿真计算,其结果云图如图１０所示,得出不同喷油角度对应的不同表面传热系数.
仿真计算过程是通过固定喷油速度v 、喷油器孔径dn 、喷油距离d 和喷油面积S４个影响因素,变

化不同喷油角度θ来计算的,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不同喷油角度对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规律.

图１０　喷油速度矢量云图

由图１１可以看出,随着喷油角度 (喷油孔法向与被冷却平面所成的角度)的增大,其表面传热系数

逐渐增大.这是因为喷油角度的增大不仅使冷却表面的法向速度分量变小,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冷却表

面的切向速度分量.法向速度的减小使得由于冲击作用飞溅出的液体减少,切向速度的增大则使液体流

经工件表面的速度加快,都对工件表面的对流传热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在对润滑系统设计时,适当增

大喷油入射角对润滑系统冷却性能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

图１１　表面传热系数随喷油角度的变化趋势

３４　喷油面积的计算与分析

建立图１ (a)所示不同喷油面积S 的计算模型,如图１２所示.针对不同喷油面积S 的计算模型进行

仿真计算,得出不同喷油面积对应的不同表面传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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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表示,在喷油速度v、喷油器孔径dn 、喷油角度θ和喷油距离d 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喷

油面积的一系列计算模型.通过该组模型的计算,得出喷油面积的改变对液固两相表面传热系数的影

响规律.

图１２　不同喷油面积的计算模型

从图１３可以看出,在喷油速度、喷油器孔径、喷油距离及喷油角度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喷油面积的

增大,其上的表面传热系数逐渐减小.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喷油面

积的增大,单位面积喷到的液体减少,从而被液体带走的热量也随之减少,流体带走热量在整个平面的

平均值减小,所以表面传热系数呈指数下降.

图１３　表面传热系数随喷油面积的变化趋势

４　 结　论

表面传热系数的大小直接影响被冷却工件表面的冷却效果,表面传热系数与喷油器出口参数、喷油

距离、喷油角度和喷油面积有着直接的关系.研究表明:

１)对于稳定供油喷油润滑系统 (供油压力恒定),在供油量相同的情况下,增加喷油器数量较增大

孔径更能提高对流传热特性.

２)对于润滑系统供油量恒定的传动系统,可以通过增大供油压力、减小出口孔径的方法,达到相同

供油量下最佳的冷却效果.

３)喷油距离对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对润滑系统进行设计时,不需要考虑喷油距离对冷

却润滑效果的影响.

４)喷油角度对表面传热系数影响较大,因此在对润滑系统设计时,适当增大喷油入射角对润滑系统

冷却性能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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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sprayparametersonthe
coolingperformancetoworkpiecesurface

SONGGuan hua,YUDong dong,MAJun,WEIHou zhen
BeijingInstituteofMechanicalEquipment

　　Abstract　 Thetemperatureisveryimportanttothemachiningprocessandworkingperformanceof
mechanicalparts,suchasgrindingandgearmeshing Thesurfacecoefficientofconvectiveisstudiedin
thispapersincethegeneratedheatismainlybroughtawaybythejetflowinthejetimpingementcooling
conditionsThe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CFD)methodisemployedandamultiphaseflowmodelis
establishedtosimulatethejetflowThesurfacecoefficientofconvectivewithdifferentsprayparameters
arecalculatedandtheirchangeregulationsareobtained Theresultsshow thatthehighersurface
coefficientofconvectivecanbeobtainedinthesameflow ratebydecreasingnozzlediameter while
increasingeitherthenumberofnozzleoroilsupplypressure Thespraydistancehaslittleinfluenceon
convectiveheattransferbutthe morethespraydirectionparalleltothesurface,thehighersurface
coefficientofconvectivecanbeobtained

Keywords　Nozzleparameter;Spraydistance;Sprayangle;Sprayarea;Surfacecoefficientofheat
transfer;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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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容错控制方法研究

王灿灿１　康　乐１　董健瑞１　黄金泉２

１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

摘　要　本文针对某型涡扇航空发动机气路部件故障,提出一种适用于全包线范围的容错控制方法.

该方法采用量子行为粒子群优化 (QPSO)算法计算发动机控制参数的调整值,离线构建性能恢复插值

表.通过双闭环控制结构,在线依据故障诊断结果修正发动机控制指令.仿真表明,该容错控制方法可

以有效减少气路故障情况下发动机推力和喘振裕度的性能损失.
关键词　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容错控制;QPSO 算法

０　引　言

航空发动机气路部件故障约占总体故障的９０％以上,引发气路部件故障的原因有很多,如外物吸入

引起的损伤、机械疲劳断裂、腐蚀积垢以及热蠕变等.为了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提供足够的性能保

证完成飞行任务,必须对故障后发动机下降的性能进行恢复.

早在２１世纪初,NASA 便提出了通过控制故障发动机来保证其安全降落[１].此后,NASA 制定了

CEDAR(CommercialEngineDamageAssessmentandReconfiguration)计划,通过改变控制结构来保证

故障状况下发动机的推力[２];DanRing提出了直接推力控制概念,对性能退化的发动机进行推力反馈控

制[３].我国学者提出了智能航空发动机性能退化缓解控制技术[４],在某飞/推综合仿真模型上进行了数字

仿真验证,并取得了有效的仿真结果.但是以上文献都未展开对喘振裕度恢复的方法研究,并且发动机

推力在某些仿真试验中受到低压转速不超转的限制,只能得以部分恢复.

本文选取飞行包线内合适的工作点和不同的工作状态,通过 QPSO 算法[５]计算气路部件故障下控制

参数调整值,构建性能恢复插值表.在此基础上设计双闭环容错控制系统,以保证故障后发动机仍能稳

定安全工作,减少推力以及喘振裕度等性能损失.

１　发动机容错控制系统设计

１１　问题提出

将某型涡扇发动机压气机效率的退化划分为低 (－１５％)、中 (－３％)、高 (－５％)３个故障等

级[６].为了完成全包线范围内气路部件故障性能恢复,选取合适的飞行工作点作为参考点进行设计.图１
给出了选取方案,共选取１６个设计点以及８个测试验证点[７].其中,大部分设计点分布在飞行包线的边

界,包含起飞、爬升以及巡航等多种飞行状态,对发动机有不同的工作性能要求.

针对１６个参考设计点,通过同时调节主燃烧室供油量、尾喷管面积和压气机导叶角 (Wf,A８,

CVGP)这３个控制参数,改变转子的转速及空气流量,从而提高推力并恢复原有的喘振裕度.

１２　高等故障条件下控制调整量的获取

在压气机效率发生高等级故障 (－５％)、风扇转速分别为０９ (基于设计点的相对值)和０７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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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飞行包线内参考设计点和测试验证点

下,运用 QPSO算法寻优获取控制参数Wf,A８,CVGP, 使发动机的性能指标恢复至未发生故障前的

状态,具体的数学描述如下:
(１)性能指标 (适应度函数)

f＝
１
３×

１
SMFnomal －SMFopt

SMFnomal －SMFfault

æ

è
ç

ö

ø
÷

４ ＋
１
３×

１
Fnomal －Fopt

Fnomal －Ffault

æ

è
ç

ö

ø
÷

２ ＋
１
３×

１
SMCnomal －SMCopt

SMCnomal －SMCfault

(１)

(２)控制量约束

Umin ≤U ≤Umax,U＝ Wf A８ CVGP[ ] T (２)
(３)其他约束

nL ≤nLmax,nH ≤nHmax,T４ ≤T４max (３)
式中,F 为发动机推力;SMF,SMC 为风扇喘振裕度和压气机喘振裕度;下标nomal是未发生故障对应

的物理量;下标为fault是发生故障后所对应的物理量;下标opt是发生故障进行容错控制后对应的物理

量;nL,nH ,T４ 为低压、高压转子转速和涡轮后温度;nLmax,nHmax,T４max 分别为对应的最大限制值.
由于适应度函数取值范围在区间 (０,１]之间,因此式 (１)中的三项性能指标系数均乘１/３,并对

其分配不同的偶数幂指数,以适应故障后性能参数不同的下降额度[８].在 QPSO 算法中,设置粒子数为

２０,最大循环次数为５０.
操作实现流程为:以某型涡扇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作为研究对象,在确定的飞行状态 (高度 H 、马赫

数Ma 、风扇转速nL )下,分别计算发动机模型正常工作时的Fnomal,SMFnomal,SMCnomal 以及发生压

气机效率高等级故障情况下的Ffault,SMFfault,SMCfault ;将 QPSO 算法中粒子位置向量设置为 X ＝
[Wf　A８　CVGP],作为发动机模型输入变量.在发动机不超温、不超转的约束条件下,根据式 (１)
进行寻优,通过迭代更新粒子群最优位置使故障后发动机的各性能参数向着未发生故障时的性能指标靠

近,直至满足 QPSO算法终止条件,获得３个最优控制参数以及Fopt,SMFopt,SMCopt .
采用高维插值方法计算飞行包线内其他工作点的控制调整量.在此之前,对风扇转速分别为０９和

０７状态下基于 QPSO算法优化的控制参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９],建立控制参数与飞行条件之间的映射

关系

V＝f(P１,T１,nL) (４)
其中

V＝[ΔWf ΔA８ ΔCVGP] (５)
式中,ΔWf,ΔA８,ΔCVGP 为性能恢复所需的控制参数调整量.

基于以上映射关系,利用 Matlab中线性插值函数可以获得在其他飞行状态下发动机高等故障时控制

参数的调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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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Wfi ΔA８i ΔCVGPi]＝interpn(P１,T１,nL,V,P１i,T１i,nLi) (６)

式中,P１,T１,nL 为 设 计 点 的 飞 行 条 件;P１i,T１i,nLi 为 测 试 验 证 点 的 飞 行 条 件;ΔWfi,ΔA８i,

ΔCVGPi为验证点各控制参数调整值.

１３　中等和低等故障条件下控制调整量的获取

对于压气机效率发生中等故障 (－３％)和低等故障 (－１５％)的情况,可以根据以下两组公式[６]快

速计算出控制参数的调整量

ΔWfM ＝
２
３ΔWfH ;ΔA８M ＝

２
３ΔA８H ;ΔCVGPM ＝

２
３ΔCVGPH (７)

ΔWfS ＝
１
３ΔWfH ;ΔA８S ＝

１
３ΔA８H ;ΔCVGPS ＝

１
３ΔCVGPH (８)

式中,ΔWfH ,ΔWfM ,ΔWfS,ΔA８H ,ΔA８M ,ΔA８S,ΔCVGPH ,ΔCVGPM ,ΔCVGPS分别对应为发生高

等、中等、低等级故障条件下供油量、尾喷管面积以及压气机导叶角的调整量.
通过仿真可以验证,使用上述公式与直接采用 QPSO 算法所获得的调整量近似相等.针对介于高、

中、低故障等级之间的压气机效率退化量级,直接采用高维线性插值来获得其控制调整量大小.以此构

建全包线范围内性能恢复插值表,根据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等级在线计算获得控制参数调整值.

１４　闭环容错控制系统设计

航空发动机气路部件故障闭环容错控制系统框图如图２所示,其由内、外双闭环回路构成.内环回路

采用LQG/LTR多变量控制器控制发动机低压转速和压比,确保控制对象能够快、准、稳地跟踪控制指

令 (压气机导叶角指令通过导叶角执行机构进行开环控制);外环回路实施性能恢复,基于EKF滤波故障

诊断模块实时监测发动机健康状况[１０],为性能恢复插值表提供故障信息,计算控制参数调整值.继而通

过非线性模块将控制参数转换为对应控制指令调整量,在线修正原有指令,保证故障后的发动机实现性

能恢复,减少推力和喘振裕度的损失.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具体模块内容不做详细介绍.

图２　航空发动机气路部件故障闭环容错控制系统框图

２　仿真校验

２１　高等故障条件下的性能恢复

１６个设计点在风扇换算转速为０９的条件下,采用 QPSO 算法求解控制参数调整量.图３给出了发

动机故障前、故障后以及性能恢复后推力、风扇裕度和压气机裕度的数值变化.其中,发动机推力已归

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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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表明,通过优化和调整控制参数,发动机推力、风扇裕度和压气机裕度均得到良好的恢复,实

现了面向多性能指标恢复条件的多变量容错控制.限于篇幅,风扇转速为０７条件下性能恢复的仿真结果

这里不做展示.

图３　设计点在风扇转速为０９时高等故障条件下的性能恢复

２２　中等故障和低等故障条件下的性能恢复

基于某设计点,将压气机效率在 [０９５,１]区间以０００５间隔划分,采用 QPSO 算法求解不同故障

０４３２



程度所对应的控制参数,调整量变化趋势绘制于图４.可以看到,控制参数调整值与压气机效率呈较为明

显的线性关系,证明了式 (７)和式 (８)的有效性.

图４　某设计点在不同压气机效率状况下优化算法求得的控制参数调整量

图５和图６分别展示了测试验证点在风扇转速为０８条件下发生中等、低等故障获得的性能恢复效

果.仿真表明,３个性能指标均得到了良好恢复.高压转速及涡轮后温度在调整后都有所上升,但都未超

过容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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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测试验证点在风扇转速为０８时中等故障条件下的性能恢复效果

２３　发动机闭环容错控制系统仿真

测试验证点 H ＝２km,马赫数１２,选取故障模式为压气机效率高等故障 (－５％),在风扇转速为

０８状态进行闭环容错控制仿真.发动机稳态运行过程中,在第３s注入故障.为了对比加入容错控制前

后的效果,分别对外环性能补偿回路进行断开和接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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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测试验证点在风扇转速为０８时低等故障条件下的性能恢复效果

从图７ (a)~ (c)中可以看到,相对于无外环性能补偿的未容错曲线,容错控制仿真的３个性能参

数均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其中,容错后的推力值增加１％,风扇裕度恢复为原值的９８％,压气机裕度恢复

为原值的９５％ (未容错时压气机裕度下降为原值的８０％).图 (d)显示容错控制对应的涡轮后温度上升

了５４％,但仍在限制值范围以内.图 (e)、图 (f)仿真表明,EKF滤波后的健康参数仍含有噪声,经

过低通滤波器后各曲线变得平稳光滑,且估计精度高,用于指导外环回路实时进行插值,修改发动机控

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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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压气机效率高等故障条件下的闭环容错仿真结果

３　结　论

本文针对发动机气路故障的性能恢复问题,研究了适用于全飞行包线的容错控制方法.采用 QPSO
算法离线计算发动机设计点控制参数调整量,基于高维线性插值获取实际飞行工况对应数值,构建性能

恢复插值表.通过发动机双闭环容错控制系统,在线依据故障诊断结果修正控制指令参数.仿真表明,
该方法能够确保发动机稳定工作的同时,减少发动机推力和喘振裕度的性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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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ppliedtoobtainengineinputsadjustments,whichcontributetoconstructoff lineperformance
accommodationinterpolationschedules Withdoubleclosed loopcontrolsystem structure,control
commandiscorrectedbasedonreal timefaultdiagnosticresults Simulationsindicatethatthefault
tolerantcontrolcouldreducethrustandstallmarginslosseffectivelyingaspathfaults

Keywords　Aero engine;Gaspathfault;Faulttolerantcontrol;QPSOalgorithm

５４３２



液体火箭发动机喷嘴两相流数值模拟

安国琛　王　辉　顾龙飞　穆维民　杜溢华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结合喷嘴设计理论与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内混式双组元喷嘴流场结构.内混式双组元喷嘴通

过在气流中喷射液体射流来使气流截面的液体组元分布均匀.采用 VOF方法研究喷嘴内中心氧气流与煤

油射流的雾化掺混过程.研究表明,喷嘴内煤油射入后形成收敛通道导致气相加速,同时,煤油流动区

域出现分裂现象.本文给出了４种喷嘴的内流场结构,出口截面煤油最大体积分数分别为１、０８、０５、

０３５,认为采用三股煤油射流时具有较好的雾化效果以及可加工性.本文计算结果符合客观规律,可以

为液体火箭发动机喷嘴设计提供依据.
关键词　内混式双组元喷嘴;数值模拟;两相流;VOF;雾化掺混

０　引　言

推力室头部包括喷注器、组元腔和点火器等部件.对于推力室整体结构而言,对头部的基本要求是

图１　喷嘴结构示意图

能够保证所要求的掺混条件、防止室壁过热以及满足强度要求等[１２].喷注器决定

发动机的性能和可靠性,因而是头部的核心部件.集液腔用于向喷注器分配和供

给推进剂组元,其结构取决于喷注器形式,要求工艺简单、密封可靠.
内混式双组元直流喷嘴[３]结构简单可靠,一般由位于中心的气孔或混合孔以

及周围的油孔组成,工作过程中依靠在气流中喷射液体射流来使气流截面的液体

组元分布均匀.气流与液体在混合孔内混合后喷出并膨胀雾化,喷嘴结构示意图

如图１所示.

１　喷嘴结构设计

针对特定的气、油流量设计喷嘴结构,然后在煤油流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油

孔个数,从而设计出针对同一氧气/煤油流量的不同喷嘴结构.结合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实际工作环境,氧

气由中心孔进入喷嘴,一个或多个油孔均布在中心孔周向.喷嘴设计过程关键在于确定流量系数.流量

系数与组元流量以及喷嘴结构有关.
中心孔结构由氧气流动参数进行设计.中心孔截面面积Ag 计算公式为[４]

Ag＝qg/(μg ２ρgΔPg ) (１)

在设计工况下,氧气密度ρg ≈４１kg/m３ ,氧气孔喷注压降 ΔPg ＝０６MPa,取氧气孔流量系数

μg ＝０８,计算得Ag ≈０８×１０－５ m２ .因为只改变油孔个数而中心孔结构不变,所以确定中心孔直径

Dg ＝３２mm .
本文主要研究在单个中心孔不变的情况下,分别采用１~４个煤油孔时的喷嘴雾化效果.煤油孔面积

计算公式为[４]

AL ＝qL/(μL ２ρLΔpL ) (２)

在设计工况下,煤油孔出口压强一般高于室压,但设计过程中仍取ΔpL ＝０６MPa,通过取较小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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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流量系数μL 来补偿煤油孔出口压强的影响,取μL＝０６２.煤油密度ρL ≈７８０kg/m３ .代入式 (２)求得,

AL ≈２４×１０－６m２ .单个煤油孔时,油孔半径RL１＝０９mm;两个煤油孔时,RL２＝０６mm;３个煤油孔

时,油孔半径RL３＝０５mm;４个煤油孔时,油孔半径RL４＝０４mm.喷嘴结构设计参数见表１.

表１　喷嘴结构设计参数[５]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氧气流量/ (g/s) ４５ 煤油流量/ (g/s) ４５

中心孔压降/MPa ０６ 油孔压降/MPa ０６

中心孔流量系数 ０８ 油孔流量系数 ０６２

中心孔长度/mm ２０ 油孔长度/mm ５５

喷嘴出口背压/MPa ３２ 气孔、油孔夹角/ (°) ４５

中心孔截面面积/m２ ０８×１０－５ 煤油孔总面积/m２ ２４×１０－６

２　物理模型及计算方法

通过数值模拟分别对４种喷嘴进行计算,计算区域选取喷嘴内部流道以及部分喷嘴出口外场,分别建

立三维物理模型.喷嘴内部流道用于研究在喷嘴内部气液两相的流动与雾化掺混.计算区域包含喷嘴出

口外场,用于研究气液两相流从中心孔流出以后进一步的膨胀掺混[５].为了节省计算资源并加快运算速

度,对于结构对称的物理模型,采用对称面的方式选取其部分区域进行计算.单油孔结构选取１/２流场;
双油孔结构选取１/４流场;三油孔结构选取１/３流场;四油孔结构选取１/４流场,均采用结构网格,分别

如图２所示.

图２　喷嘴网格

油孔与中心孔入口均采用质量入口,因为４种结构的流场区域均非针对完整流场进行求解.因此,质

量入口的质量流率设置按照通道数目以及所选取的流场比例进行,但要保证对完整的流场结构而言,氧

气总流量以及煤油总流量均为４５g/s.喷嘴出口外场设为压强出口,出口压强为３２MPa.
内混式直流喷嘴内部是复杂的三维湍流流动,RNGk e模型可以很好地用于喷嘴内数值模拟运算.

为了捕捉气液两相交界面,采用 VOF模型.VOF模型进行喷嘴流场模拟的准确性已经得到证明[６１１],采

用 VOF模型能够捕捉到喷嘴两相流动的气液界面,并与试验结果相符合.

３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３１　单油孔喷嘴流场模拟结果

选取单喷嘴结构对称面,观察组分分布图３ (a),煤油射流从油孔喷出以后受到氧气流的挤压贴壁流

７４３２



动,两相流喷出喷嘴以后并没有形成明显的雾化锥角.在靠近喷嘴出口的截面图３ (b)上可以看出,煤

油主要贴附在靠近油孔出口的一侧.
煤油体积分数由煤油流动区域中心向周围降低,煤油流动区域的中心位置煤油体积分数在０９左右.

一般来说,液相体积分数不大于０５时,可以认为有较好的雾化掺混效果.在单油孔喷嘴中,煤油与氧气

在喷嘴内的雾化掺混并不完全.两相流在喷出喷嘴以后,煤油体积分数仍有部分区域维持在０５以上.

图３　单油孔喷嘴煤油体积分数

从图４可以看出,压强分布符合最初的设计指标.氧气与煤油入口压强均在３８MPa附近.煤油入

口上部区域形成小区域的高压区,原因是油孔入口处煤油流动垂直于入口,因而流动在油孔上壁面受阻

导致压强升高.在中心孔与油孔相交的区域压强由３８MPa左右迅速下降到３３MPa左右.煤油喷入中

心氧气流以后,煤油挤压气体流动通道,对气体而言,形成收敛通道,气流为亚声速流动,在收敛通道

内加速并带动煤油沿中心孔轴线方向加速.

图４　单油孔喷嘴压强与速度云图

在速度矢量图５中,煤油喷入中心孔以后径向速度变小,流动在油孔出口位置快速转向沿中心孔的轴

向流动.两相交界面气相减速而液相加速,煤油越靠近交界面流动速度越快.喷嘴出口附近气相流速约

为１００~１９０m/s,煤油流速约为５０~１００m/s.

３２　双油孔喷嘴流场模拟结果

双油孔结构每个油孔流量为单油孔流量的一半.在图６压强云图中,煤油入口的局部高压区域以及两

孔相交处的压强降低均与单油孔喷嘴一致.在图６速度云图中,煤油射流喷入后挤压氧气流道而使氧气加

速.两相流喷出喷管未形成明显的雾化锥角,原因在于流动过程中两相流处于加速状态,因而压强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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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速度矢量图

降低.在喷嘴出口附近压强很接近背压,中心孔无扩张角并且两相流无旋,因而没有明显的膨胀.总体

而言,双油孔喷嘴比单油孔喷嘴有更好的雾化效果和更均匀的两相分布,但是,煤油组元仍主要分布在

煤油一开始射入的两侧区域.

图６　双油孔结构喷嘴压强与速度云图

从组分分布图７上看,煤油射流并没有出现射流撞击的现象.煤油刚射入时流动方向快速改变,迅速

贴壁,而后由于煤油受到煤油液柱与壁面之间气垫的挤压,两个煤油液柱均各自逐渐分裂为两个较小的

液柱.从图７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煤油流动区域的分裂现象.在中心孔内随着流动气液两相不断掺混,煤油

没有形成环形贴壁液膜,反而随着掺混过程逐渐弥散至喷嘴中心区域.煤油流动区域分裂现象在单油孔

喷嘴中没有明显出现,单油孔时煤油与气流接触面积小,因而掺混慢,在液柱出现明显的分裂以前就流

出喷嘴.在靠近出口的流道截面组分分布图８中,出口附近煤油体积分数最大值降至０６左右.

图７　双油孔喷嘴煤油体积分数

９４３２



图８　出口截面煤油体积分数

３３　三油孔喷嘴流场模拟结果

三油孔结构中３个煤油孔沿中心孔轴向均布,相邻两孔成１２０°.从煤油分布图９ (a)可以看出,两

相流动与双油孔内流场结构相似.喷嘴内三股煤油射流并未撞击.在速度云图９ (b)中,三油孔喷嘴结

构中煤油在中央孔内加速更加明显,因为总流量不变的情况下煤油分多路射入氧气流,气液两相交界面

大大增加,高速气体对煤油射流的加速更加明显.因此,同单油孔结构相比,煤油射流在中央孔较短距

离内便获得较高速度.因为随着油孔数量增加,单股煤油流量变小,气液两相接触面积增大.从图１０可

以看出,煤油流动区域更早地出现分裂现象,因而又使气液两相接触面积增大,进一步加强了气液掺混.
从出口附近截面的煤油分布图观察,煤油体积分数不大于０５,煤油流动区域中心位置煤油体积分数明显

较高,与双油孔喷嘴相比,出口组元分布更加均匀.

图９　三油孔结构喷嘴煤油分布及速度云图

３４　四油孔喷嘴流场模拟结果

四油孔喷嘴结构４个油孔沿轴向成９０°分布.图１１ (d)中喷嘴出口截面附近煤油体积分数最大值仅

有０３５左右.煤油分布没有明显的中心高体积分数区域.与前３种结构相比,该结构在较短的距离内完

成煤油流动分裂,出口截面两相组元分布均匀.表２对比了不同喷嘴结构出口截面上煤油体积分数最大

值,单油孔及双油孔两相掺混效果不理想,四油孔结构掺混效果最好,但三油孔结构最大煤油体积分数

可降至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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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三油孔结构喷嘴煤油体积分数

图１１　四油孔结构喷嘴云图

表２　喷嘴出口截面煤油体积分数最大值

单油孔结构 双油孔结构 三油孔结构 四油孔结构

１ ０８ ０５ ０３５

４　结　论

采用 VOF模型对内混式直流喷嘴内流场及出口外场进行数值模拟,成功捕捉到气液两相界面.煤油

射入中心孔初期,煤油在中心气流带动下转向贴壁流动,而后受煤油液柱与喷嘴壁面之间气垫的挤压作

用,煤油流动区域出现分裂现象进一步加速掺混.喷嘴混合孔内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环形油膜.对于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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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煤油液柱射入后形成收敛通道导致气相加速.针对文中两相流量相等的内混式直流喷嘴,液相通

道个数为３个时即可在喷嘴出口获得均匀的两相分布.增加液相通道个数虽然具有更好的雾化掺混效果,
但是也增加了液相通道阻塞的可能.因此,三油孔结构是该工况下的较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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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N级 HAN基无毒单组元发动机常温
启动特性实验研究和仿真分析

张　涛１,２　陈　君１,２　李洪萌３　姚兆普１,２　臧娟伟１,２　王新惠１,２

１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２北京市高效能及绿色宇航推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３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摘　要　硝酸羟胺 (HAN)具有绿色无毒、冰点低、稳定性好和比冲高等优点,其最大的特点是常

温启动.其有效解决了肼类推进剂毒性大、安全性差和维护成本高等缺点,提高了单机产品的生产效率、

经济性和可靠性.本文以 HAN 基发动机为研究对象,主要介绍了１５０N 发动机方案设计、可靠常温启动

方案、试验验证情况以及稳态仿真计算结果,分析了 HAN 基发动机的常温启动特性,验证了发动机的设

计点性能,以及发动机寿命指标,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获得了较为详细的发动机内部物质组分时空分布

结果.结果表明,所设计的 HAN 基发动机可以实现可靠常温启动,同时,发动机的设计点得到了验证.
进行了多种工况的点火,并对单次连续工作时间１０００s进行了验证,均获得成功.

关键词　HAN 基;无毒;发动机;启动特性

０　引　言

开发高性能无毒推进系统,一直是业界的奋斗目标.硝酸羟胺 (HAN)基作为一种高性能绿色推进

剂,相比于肼类推进剂,其具有无毒无污染、推进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可预包装,并可长期贮存等

优点.NASA等机构开展了长期系统的研究,其是美国未来主要应用的一类无毒高性能推进技术.由于

其具有常温启动特性,为实现运载火箭上面级发动机常温快速响应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加快对 HAN
基推进剂高性能推进系统的研制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１　国内外研究现状

美国、日本和中国相继开展了 HAN基推进剂及其推进系统的基础研究工作,涉及不同类型推进剂的

配置 (P１７７６、LP１７８１、LP１８１２、LP１８１４、LP１８３５、LP１８４５、LP１８４６、LP１８４８、AF ３１５E和SHP１６３
等),和推进系统地面点火的测试和发动机内火焰传播特性的研究工作.其中,代号 AF ３１５E推进剂是

美国军方大力发展的[１],其主要配方是４４５％HAN＋４４５％HEHN＋１１％H２O,具有冰点低的特性,且

比冲比肼提高了１２％.Shchetkovskiy等人[２]分别对２２N级和５N级 HAN基发动机成功进行了地面点火

测试,明确了其常温启动特性.Wu等人成功采用４５V电压,使２００mN的微发动机顺利点火.Reed等

人[３]通过点火实验测得比冲为２５０s,燃烧效率为９３％.Amrousse等人[４]基于 HAN/H２O/AN/MeOH
推进剂,分析了不同催化剂对于２０N级 HAN基发动机内燃温和燃压的影响.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航天５０２所、航天８０１所、航天１１所和大连交通大学等也都开展了基于 HAN 基推进系统不同量级

的点火测试工作.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从２１世纪初就率先开展了ADN和 HAN的快速响应平台推进系统

的研究工作,对发动机内雾化、蒸发和燃烧机理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仿真和测试体系,积累了丰富的设

计和研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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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发动机方案设计

１５０N发动机主要包括电磁阀、喷注器和推力室.其中,采用较为成熟的１５０N单元电磁阀,电磁阀

采用常闭直动式无摩擦结构,磁路采用吸入式结构,通过密封弹簧和回位弹簧的悬挂避免了内部摩擦.
喷注器采用锥形喷头的方案,喷注器法兰设置有阻热槽,在提高喷注器热阻的同时可降低产品重量;推

力室采用高温合金材料.
催化床采用圆柱形设计,催化床的直径一般由以下公式确定

dc ＝２ qm/(πGb) (１)

式中,qm 为质量流量,kg/s;dc 为催化床直径,m;Gb 为床载荷,kg/ (m２s).
催化床长由以下公式确定

Lb ＝０５＋
４７７５G０５５４

b

p０３０６
c a０３

s
(２)

式中,Lb 为催化床长,cm;Gb 为床载荷,g/ (cm２s);pc 为燃烧室压强,kPa;as 为粗颗粒催化剂比表

面面积,cm２/cm３.
除此之外,在催化床后床下游增加一定长度和体积的燃烧室,按照燃气停留时间１~３ms进行设计.

一方面该设计可确保燃气的充分燃烧;另一方面,将推进剂化学反应的燃烧环节维持在此燃烧室中,有

利于推进剂的能量尽可能多地释放出来,最终完成了发动机的结构设计.
在１５０N发动机点火热试验前,需要在催化床上缠绕加热丝,以确保发动机点火前催化床达到启动

温度.本次实验所用已定型的中等能量配方绿色 HAN基单组元液体推进剂.推进剂流量由质量流量传感

器采集,温度由 K型热电偶采集.在寿命验证工况过程中保持尾气排风开启,确保试验安全.

３　地面点火热试车试验

３１　发动机可靠常温启动

考虑到 HAN基推进剂所独有的常温启动特性,其可以有效降低系统的复杂性,缩短发动机点火的准

备时间.同时,由于 HAN基推进剂由富氧组分 HAN 和含碳燃料及水组成,推进剂反应时首先是 HAN
分解,分解产物再与燃料发生二次反应,反应复杂.本文基于设计经验和多次地面模拟试车 (表１),最

终确定采用不同脉宽的条件开展相关的研究,该方案可有效缩短发动机建温和建压时间.同时,可以保

证发动机内催化剂受到的损伤最小.

表１　试车程序

启动序号 箱压/MPa (表压) 时间/占空比 脉冲次数

１ ２８０ ００５s/０４s ６

２ ２８０ ００５s/１s ２０

３ ２８０ ００５s/１s ２０

４ ２８０ １０s —

根据表２和表３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采用预脉冲点火的方式,发动机可以实现常温启动,发动机机

身表面温度由３２℃提高到１５５℃,温度提高１２３℃,增幅为３８４％.对于后续热启动脉冲过程,温度由

１５５℃提高到 ７４８ ℃,提高 ５９３ ℃,增幅为 ３８３％.最终实现 １０s稳态的状态下,燃烧压力达到

１２７２MPa,满足发动机设计点要求.图１~图４所示为具体的点火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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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脉冲工况下温度变化数据结果

启动序号 箱压/MPa (表压)
启动温度/℃

(发动机机身表面温度)
时间/占空比 脉冲次数

１ ２８０ ３２ ００５s/０４s ６

２ ２８０ １５５ ００５s/１s ２０

３ ２８０ ７４８ ００５s/１s ２０

表３　１０s稳态工况数据结果

启动序号 工况/s pv/MPa (表压) T８０/ms
p８/MPa

燃压 (绝压)
R８ (％)

１ １０ ２８０ ９２ １２６２ １７

图１　第１次００５s/０４s×６脉冲启动

图２　第２次００５s/１s×２０脉冲启动

图３　第３次００５s/１s×２０脉冲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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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首次１０s稳态启动

３２　发动机性能和寿命验证

HAN基１５０N发动机热试车首次为室温脉冲启动,测量并记录燃压、流量和温度数据,并开展性能

和寿命验证试验.
图５是第８次１０s稳态启动.首先,发动机在常温预脉冲模式下快速稳态启动,催化床外壁面温度

达到９６７℃左右,１０s稳态燃烧过程中压力输出平稳,粗糙度为１７％.经过计算,满足发动机设计点要

求,表明１５０N级 HAN发动机设计较为合理.

图５　第８次１０s稳态启动

HAN发动机在开关机过程中的工作状态可分为３个阶段:

１)推力建立阶段,开机后约０１５s;

２)推力产生准稳定阶段;

３)推力下降的点火关机阶段.
以上３个阶段特征与 HAN推进剂在发动机内的催化分解状态和燃烧反应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在第一

阶段,由于在预脉冲常温启动方案的实施下,催化床内温度相对较高,激活了催化剂参与反应的能量温

度.因此,当 HAN推进剂快速喷入催化床内后,反应快速进行,燃烧压力快速建立,并产生相应的推力

输出.反应中释放的能量,以及 HAN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氧化性产物,对于推力建立后的稳定输出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图６所示为第９次００５s/１s×１００脉冲启动,图７所示为第１８次００５s/１s×１００脉冲启动.两次脉

冲输出较为稳定,前２０个脉冲平均冲量的变化率为１１％.同时,验证了５０ms的开关特性,可以满足

任务需求.
图８和图９分别为发动机１０００s稳态点火曲线和稳态工况.试验结果表明,在１５０N 级 HAN 发动

机点火热试过程中,发动机工作稳定,性能正常,累计最长工作时间超过了１２００s.机身表明测量温度

最高为１０９０℃,机身材料耐高温性能可以满足考核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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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第９次００５s/１s×１００脉冲启动

图７　第１８次００５s/１s×１００脉冲启动

图８　HAN基１５０N发动机１０００s稳态点火曲线

图９　HAN基１５０N发动机１０００s稳态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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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发动机仿真计算分析

研究采用了圆周计算域作为发动机几何模型.在推进剂入口质量流量为７１２g/s的情况下,通过耦

合雾化、蒸发、流动、多孔介质传质传热和化学反应等模型,对发动机结构参数一定条件下的工作过程

进行了数值求解.流动控制方程的求解是采用 RANS方法进行的.压力和速度耦合采用SIMPLE算法.
瞬态计算的Courant数控制在０５以内.对流和扩散项的插值均采用二阶精度.

仿真和实验过程中发动机内温度和压力均取燃烧室中间壁面处 (测点)的温度和压力,如图１０所示.
结果显示,当前仿真得到的压力和温度与实验误差分别为４８％和５８％.可以看出,所建立的模型能对

HAN基发动机内的燃烧过程进行较为准确的模拟,并可以对发动机燃烧性能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

图１０　HAN基发动机稳态仿真计算结果

由此,开展瞬态２s时刻,物质组分时空分布情况如图１１所示.反应物 HAN 和 CH３OH 经喷嘴喷

出,HAN气化后开始催化分解,物质组分分布较为均匀,分解得到的氧化性产物,与CH３OH 进行燃烧

反应,重要中间产物 HNO３、N２O、HONO快速生成并消耗,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产物 H２O和

N２开始逐渐生成.

图１１　HAN基发动机瞬态仿真计算结果

５　结　论

本文对 HAN基１５０N发动机设计研究的进展进行了介绍,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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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所设计的１５０N发动机可以满足 HAN基推进剂的可靠常温启动,同时,其发动机性能和寿命参

数可以满足上面级以及航天器等对于无毒发动机常温启动的需求.

２)HAN基发动机获得了不同脉冲工况、１０s稳态曲线和１０００s的长稳态点火数据.累计最长工作

时间超过了１２００s.经过寿命试验后,发动机内各个部组件外观及机械结构均无损坏和明显变形.

３)所建立的仿真计算模型可以对 HAN基发动机内催化分解和燃烧过程进行良好的预测,并得到了

发动机内部反应物、重要中间产物和生成物的时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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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氧发动机火药点火器优化设计

柳　洋　李雪飞　刘曌俞　马文杰　张振忠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某型氢氧发动机的火药点火器在低温工作出现故障的问题,将点火冲量作为表征点火

性能的特征量,通过理论分析探究影响点火性能的因素,最后,通过试验验证主要影响点火性能的因素.
通过本文简要介绍提升该点火器低温工作可靠性的改进与验证,也为其他型号相似结构的产品可靠性提

升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关键词　火药点火器;低温点火;低燃速双基推进剂;点火冲量

０　引　言

火药点火器是某型号氢氧发动机的重要组件,具有火药燃气流量大、点火持续时间长和出口燃温低

等特性[１].该型号发动机的火药点火器在满足上述特性的前提下,在后续试验过程中又暴露低温工作可靠

性低的问题.本文将探究点火器低温工作可靠性低的影响因素,得到一些基本规律,为火药点火器的后

期设计提供参考.

１　火药点火器方案介绍

火药点火器主要由金属壳体、电点火器、点火药盒、推进剂和喷管构成,如图１所示.其功能和原理

接近小型固体火箭发动机[２].

图１　火药点火器结构图

设计之初,要兼顾发动机点火要求流量大、低温可靠点火、点火持续时间长、出口燃温低、外廓尺

寸限制、推进剂不含覆层及固相燃烧产物少等限制因素.上述各因素相互限制,大大增加了研制难度.
例如,流量大、持续时间长必然导致推进剂药量大,外廓尺寸会相应增大;燃温低会抑制低温点火可靠

性;持续时间长、推进剂不含覆层必然导致燃面大,不利于维持工作时间,只能选取低燃速推进剂,而

低燃速推进剂低温环境不易点火[３４].

１１　火药点火器关键性能参数

在研制初期,进行了上千发的匹配试验,火药装药的牌号最终确定为全燃面低燃速改性双基推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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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MLR),点火药盒选用硼硝酸钾点火药柱和小 MLR药柱的组合,电点火器选用成熟型号的双

桥钝感电点火器,基本参数见表１.

表１　火药点火器部分工作参数

项目 火药点火器

火药流量m ≥４０g/s

工作时间t １１~１８s

推进剂燃速r(２０℃,７MPa) ３~５mm/s

推进剂压力指数n ０１~０５

喷管直径d (３６±００２)mm

工作压力p ≤３０MPa

点火延迟时间t延迟 ＜０１s

出口温度T出口 ８００~１０００K

工作环境温度T环境 －４０~５０℃

１２　工作机理

火药点火器工作过程可分为以下４个阶段:

１)发火阶段.操作人员或自动装置接通点火电源,发火元件的桥丝发热,点燃了桥丝周围的热敏火

药,热敏火药的火焰点燃加强药,这一过程称为发火阶段.

２)发火阶段产生的火焰点燃点火药 (BPN).点火药燃烧后产生高温、高压气体,这种燃气中含有

一定数量的炽热粒子,温度约为２５００~３０００K,压强达到７~１１MPa.点火器向燃烧室内排出的燃烧产

物首先充满燃烧室空腔,然后向喷管端流动.同时,排挤和压缩燃烧室内原有的冷空气.点火药燃烧所

产生的压缩波则以更高的速度 (声速)传播,达到喷管端,即发生反射.

３)加热、点燃推进剂阶段.点火药燃气与推进剂药柱表面接触,便以对流、导热和辐射方式向推进

剂药柱传热,提高了推进剂表面温度,并在推进剂受热最强烈的地方,首先被加热到发火点温度,开始

了点火.若条件具备,接着便产生初始火焰向整个推进剂药柱表面传播,这时推进剂便进入正常燃烧.

４)推进剂稳定燃烧阶段.在此阶段,推进剂药柱在平衡工作压力下 [设计值 (６±０５)MPa],按设

计燃速全燃面自持燃烧,直至全部烧完.
其中,前３个阶段统称为点火阶段.统计梳理该产品研制阶段试验情况发现,火药点火器的所有故障

都出自此阶段,应当作为后续可靠性提升的重点关注环节[５].

１３　故障描述

火药点火器方案定型后,喷管尺寸确定为ϕ３６mm.但由于推进剂批次性能存在差异,导致火药点

火器工作 压 力 波 动 较 大,受 温 度 影 响 较 为 敏 感,近 几 个 批 次 推 进 剂 的 工 作 压 力 峰 值 为 １２２３~
２８９７MPa[６],见表２.此外,某一批次推进剂 (C批次,以下简称故障批)还出现了低温不稳定燃烧甚

至断续燃烧的现象 (图２~图４),经分析属于异常状态,推进剂处于临界燃速状态,此状态下火药点火器

工作可靠性很低,必须进行改善[７].

表２　部分批次推进剂工作压力峰值

推进剂批次 最大工作压力峰值/MPa

A ２４１６

B ２８９７

C (故障批) ２２２３

D ２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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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稳定燃烧压力曲线 (临界状态)

图３　异常工作曲线

图４　异常工作曲线 (点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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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故障分析及改进

２１　低温异常工作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试验异常情况、低燃速推进剂特性,并查阅相关文献可知,影响低燃速双基推进剂点火的主要

因素为点火时间、燃烧室压力,尤其是在低温工况下.此外,由于现有设计方案积累的成功样本量较多,
已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改进的主要方式应为适应性调整,即在继承现有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对于火

工品牌号、类别及传火序列的调整,不在优先考虑范围内.

２１１　点火时间影响
点火时间指火药点火器的电发火元件激发后,直至推进剂进入自持稳定燃烧所需的时间,即点火滞

后.在一定的条件下,点火滞后越短,越有利于火药点火器可靠点火.
火药点火器点火过程非常复杂,需考虑点火过程中推进剂传热等过程,依据静态点火理论,点火所

需时间可由下式计算

t＝
λpcpρp

α２
c

１
π

Tig －T０

Tg －T０

æ

è
ç

ö

ø
÷

２

(１)

式中,λp 为推进剂的热传导系数;cp 为推进剂比热容;ρp 为推进剂密度;αc 为表面传热系数;Tig 为推进剂

的发火温度点;Tg 为火药燃气温度;T０ 为系统初始温度.
对于一般双基推进剂,其点火时表面传热系数为

αc ＝００２４７ λ
μ０８ ×

m０８

d１８
(２)

式中,λ为热传导系数;μ 为物性参数;m 为质量流率;d 为特征尺寸.
由以上点火过程及公式可以看到,影响点火性能的主要因素有以下６类:
(１)推进剂性质

λp,cp,ρp 均为推进剂固有特性,λpcpρp 乘积越大,点火滞后相应增加,不利于点火.在推进剂配方

确定的前提下,推进剂性质调整空间相对较小.但不同批次间推进剂上述特性存在差异也是客观事实,
可通过推进剂工艺参数控制来缩小批次间的性能差异.

(２)点火药性质

点火药能量特性越高 (燃温Tg 越高),点火滞后越小;点火燃气中固体微粒越多,表面传热系数越

大,点火滞后也越小.同样的,在点火药配方确定的前提下,改进空间较小.
(３)点火药量

点火药量越多,点火燃气的流量也越大,则表面传热系数也越大.但该火药点火器在研制阶段按GJB
１３０７A—２００４ «航天火工装置通用规范»的要求做了最大、最小输入能量的裕度试验.在低温条件下,

７５％的点火药量可以正常工作,表明点火药量的裕度足够,即点火药量不是主要影响因子.继续增加点

火药量对稳定点火的提升相对较小,不作为优先考虑的改进方向.
(４)工作温度

推进剂初温越低,点火滞后越大.该火药点火器的设计功能就是在低温条件下可靠点火,工作温度

无法改变,此项不具备调整空间.
(５)装药通气面积

通气面积越大,表面传热系数越小,点火滞后越大.由于推进剂、火药点火器壳体的外形尺寸受限

于下游系统及发动机尺寸相容性,不具备调整空间.
(６)自由容积

自由容积越大,火焰传播时间和燃烧室充填时间越大,点火延迟也将越大.经计算,火药点火器初

始自由容积约为５０mL,在尺寸、输出性能相近的小型点火器中已处于较低水平.此项改进具有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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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改进空间相对较小.
由于点火器及推进剂为细长形结构,长径比达到了２３３,推进剂及点火器壳体的径向尺寸变化对于

系统自由容积影响更加敏感.
其中,推进剂外径设计值为３０＋１

０ ,壳体内径设计值为 (３４±０３)mm.由于批次产品尺寸存在波动,
选取合格范围内径向空间最小的壳体、推进剂进行验证试验,工作曲线如图５和图６所示.通过对比试验

可以看出,减小自由容积可以提高点火器的输出性能,但对于本产品来说,改善空间很小.

图５　自由容积变化－４０℃对比试验

图６　自由容积变化－４０℃对比试验 (点火阶段)

２１２　燃烧室压力影响
在火药点火器工作过程中,燃烧室压力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由于火药点火器所选用推进剂的

压力指数为０１~０５,且燃速较低,仅为３５mm/s左右,在低温工作过程中,对于燃速的动态变化较

为敏感.维耶里燃速公式中

u＝apn (３)
式中,a为燃速系数;n为压力指数.在a与n都为正值的情况下,动态燃速u会随着燃烧室压力p 的升高

而增加.
此外,所选用的 MLR推进剂低温临界压力偏高,在３５MPa左右,如点火阶段燃烧室压力接近或低

于３５MPa也会导致推进剂无法稳定燃烧.
在平衡压强公式中

pc,eq ＝(ρpca)１
１－nK

１
１－n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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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比热容;K 为燃喉比.

K ＝
Ab

At
(５)

式中,Ab 为推进剂的燃面面积;At 为火药点火器出口喷管的流通面积.
燃喉比是固体火箭发动机的一个重要结构参数.由上述分析可知,当推进剂和初温一定时,平衡压

强pc,eq 主要取决于燃喉比K 值,平衡压强pc,eq 与燃喉比K 的 １
１－n

次方成正比,如图７所示.

图７　不同燃喉比下理论压力曲线

由K＝Ab/At 可以看到,在一定意义上,Ab 可以表征燃气的质量生成率mb,At 可以表征燃气经过喷

管的质量流率md. 燃喉比K 值增大,意味着燃气生成率相对于喷管质量流率的增大,使平衡压强增大,
有利于推进剂的点燃.同时,也能增加点火燃气在燃烧室内的停留时间,增大换热量,减少点火燃气的

流出造成能量损失,以保证推进剂的可靠引燃[８].
因此,在尽可能减少产品技术状态变化、最大化利用已有批次火工药剂的前提下,调整火药点火器

燃喉比是比较可行的措施.同时,燃喉比也是影响燃烧稳定的重要因素.

２１３　点火冲量影响分析
将从p t曲线０时刻到出现不稳定燃烧的时刻与压力的积分定义为点火冲量

I＝∫
t

０
pdt (６)

点火冲量也作为描述点火能力特征量,不同喷管喉径下的点火冲量有显著差异.分别进行不同喷管

喉径的发火试验,并计算点火冲量,喉径d 分别取３５２mm、３４２mm、３６mm,如图８所示.

图８　不同喷管喉径下的点火冲量

故障批部分正常样本点火冲量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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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故障批部分正常样本点火冲量

序号 点火冲量/ (MPas)

低温正常１ １１３

低温正常２ １０７

均值 １１

结合上述分析及验证试验,通过采取提高燃喉比的改进措施,点火器高低温点火性能正常,点火延

迟及弹道特性一致性良好.同时,点火冲量变化可以作为点火器工作状态的重要监测指标.

２２　推进剂与喷管喉径匹配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出现推进剂批次性能偏低 (如故障批推进剂),在现有燃喉比的条件下,会导致

低温工作裕度不足.由于推进剂已成型,燃面及自由空间无法调整,只能通过调整喷管尺寸来实现燃喉

比的变化.
根据推进剂批次性能波动较大这一实际情况,在每批推进剂验收试验中增加与喷管的匹配试验.
在喷管尺寸固定的情况下,推进剂的性能会直接反映火药点火器的输出性能,而通过调节喷管尺寸,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包容推进剂的批次性能波动,从而提高火药点火器的批次一致性.

２３　喷管喉径裕度

在喷管匹配试验的基础上,还应进行匹配裕度的考核,确保系统受个体随机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仍

然能可靠工作.
因此,针对每批次的推进剂,喷管尺寸X 都存在一定的范围.在一定条件下,喷管尺寸越接近临界

下限XL ,则高温压力峰值越接近火药点火器额定工作压力上限３０MPa,这对于系统的安全性有较大影

响;喷管尺寸越接近临界上限XU ,则火药点火器的低温工作可靠性降低,甚至出现断续燃烧和熄火等

现象.
弄清每批次推进剂匹配喷管尺寸的上下限,对喷管尺寸的选取及性能匹配裕度都有很大帮助.以本

型火药点火器为例,新批次推进剂验收前,先进行裕度摸底系列试验,确定了喷管尺寸的临界值,如图９
和图１０所示.

以D批次推进剂为例,通过高低温系列喷管匹配试验分析,该批次推进剂配套喷管喉径取３６mm
最合适.从曲线也可以看出,在喷管尺寸的临界上限,低温初始阶段存在明显凹坑,接近临界燃烧状态

(图２);喷管尺寸临界下限,高温压力明显升高,接近额定压力上限３０MPa.

图９　喷管临界下限XL 高温压力曲线 (D批次推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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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喷管临界上限XU 低温压力曲线 (D批次推进剂)

３　改进验证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出现推进剂批次性能偏低 (如故障批推进剂),在现有燃喉比的条件下,会导致

低温工作裕度不足.由于推进剂已成型,燃面及自由空间无法调整,只能通过调整喷管尺寸来实现燃喉

比的变化.通过调节喷管尺寸,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包容推进剂的批次性能波动,从而提高火药点火器

的批次一致性.在温度为－４０℃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喷管喉径调整为３５２mm 和３４２mm 分

别做２发试验,其点火冲量见表４.由表４可知,喷管喉径为３５２mm 时,相对故障批的点火冲量提高

１０％;喷管喉径为３４２mm,相对故障批的点火冲量提高２２７２％;喷管喉径为３５２mm 相对喷管喉径

为３４２mm 的点火冲量提高１１５７％.由此可见,燃喉比对点火性能影响显著.因此,在设计中选择合理

的燃喉比对提高点火器的功能可靠性至关重要.

表４　不同喷管喉径下的点火冲量值

喉径/mm 点火冲量/ (MPas) 均值/ (MPas)

３５２
３５２

１１７
１２５

１２１

３４２
３４２

１３１
１３９

１３５

３１　验证试验

基于上述分析,本批次推进剂匹配喷管喉径d 拟确定为ϕ３４２mm,补充系列验证试验,数据见表

５,工作曲线如图１１和图１２所示.

表５　喷管喉径d ＝３４２mm高低温试验

序号 理论燃面/mm２ 喉径/mm 喉部面积/mm２ 燃喉比

低温１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１５ ９１５９ １０４４５１

低温２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１５ ９１５９ １０４４５１

低温３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２ ９１８６ １０４１４６

低温４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１５ ９１５９ １０４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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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理论燃面/mm２ 喉径/mm 喉部面积/mm２ 燃喉比

低温５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２ ９１８６ １０４１４６

低温６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２ ９１８６ １０４１４６

低温７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１５ ９１５９ １０４４５１

低温８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２ ９１８６ １０４１４６

低温９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２ ９１８６ １０４１４６

低温１０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１５ ９１５９ １０４４５１

高温１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２ ９１８６ １０４１４６

高温２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１５ ９１５９ １０４４５１

高温３ ９５６７２ ３４１６ ９１６５ １０４３９０

图１１　低温工作曲线对比

图１２　高温工作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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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试验数据分析,结果符合预期,本批次推进剂喷管喉径d 最终确定为ϕ３４２mm[９１０].

３２　改进对发动机全系统影响分析

根据点火器装药量的差别,利用点火器身部压力的积分数据与喉部直径的面积差异,计算得到每次

试验的燃烧修正系数,此修正系数反映了试验中喉管流量系数、RT值及绝热指数的修正系数不同.假设

此修正系数在整个试验中保持不变,则可根据每次试验的总装药量、压力积分、喉部面积计算得到此修

正系数,再根据此修正系数可计算得到每一次试验的流量曲线.由于发动机发生器点火发生在点火器通

电后的０３~０４s,因此,统计各次试验０３s及０４s的发火流量.

经分析,各次试验在０３s及０４s时刻,小喉径的试验与正常喉径的流量基本一致,均大于４０g/s,

满足发动机组合件设计要求.

表６　改进前后火药流量对比分析

试验类型 装药量/g 点火冲量/MPas 喉部直径/mm 修正系数 ０３s时刻流量/ (g/s) ０４s时刻流量/ (g/s)

－４０℃

低温试验

７５ １０９８８８ ３４２ ０７４２９６６ ４４５６４ ４２２３２

７５ １０５７７ ３４２ ０７７１８９２ ４４００４ ４１４５５

７５５ ９７８０７ ３６ ０７５８３７２ ４５４３０ ４３１３６

７５５ ９８５５９ ３６ ０７５２５８５ ４４３７７ ４２１７２

５０℃

高温试验

７５５ １１１３４３ ３４２ ０７３８１４５ ５５３３３ ５１７６１

７５ １１６５６７ ３４２ ０７００３９６ ５４０８ ５１５

７５ １０１９９ ３６ ０７２２４５２ ５３５４ ５１０８２

７５５　 ９６５５７２ ３６ ０７６８１８８ ５１７７３ ４９６８５

此外,对点火阶段改进前后点火器的燃气总流量进行对比,－４０ ℃低温条件下,总流量提高约

１１５％;５０℃高温条件下,总流量提高约２８８％,燃气流量的提高有利于发生器可靠点火,也从另一个

侧面表明点火可靠性获得了提高.

４　结　论

本文简要介绍了某型火箭氢氧发动机火药点火器的设计方案和设计思路.同时,针对使用过程中暴

露出的不足进行了改进与优化,如喷管尺寸动态调整、喷管尺寸上下限的验证等措施,为行业内其他采

用低燃速推进剂且低温工作的小型固体火箭发动机设计与优化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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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DesignofPropellantIgniter
forHydrogen oxygenEngine

LIUYang,LIXue fei,LIUZhao yu,MA Wen jie,ZHANGZhen zhong
BeijingAerospacePowerResearchInstitute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thatthepropellantigniterofacertaintypeofhydrogen oxygen
enginemalfunctionsatlowtemperature,theignitionimpulseisusedasacharacteristicquantityto
characterizetheignitionperformance,andtheinfluencingfactorsthataffecttheignitionperformanceare
exploredthrough theoreticalanalysis Finally,the testis verified to mainly affecttheignition

performanceInfluencingfactors Thisarticlebrieflyintroducestheimprovementandverificationto
improvethereliabilityoftheigniteratlowtemperature,whichprovidesideasandreferencesforimproving
thereliabilityofotherproductswithsimilarstructures

Keywords　Gunpowderigniter;Lowtemperatureignition;Lowburningratedual basepropellant;

Ignitionim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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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光热微推力器的研究进展

张浩然　黄敏超　胡小平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空天科学学院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微小卫星高效率太阳光热微推力器的性能优势及在空间应用领域中的重要意义,
介绍了其研制背景及研制必要性.从国内外研制现状出发,介绍了太阳光热微推力器的研究进展及优化

创新方法,分析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从提高太阳光热转换效率及推进性能、优化太阳光热微推力器

层板换热技术和采用太阳光热微推力器再生冷却技术３个方面进行论述,深入分析在采用折射式二次聚光

器、层板发汗冷却结构设计、再生冷却设计之后太阳光热微推力器性能的改善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我国

现有研究提出了技术层面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　空间应用;微小卫星;太阳光热;微推力器

０　引　言

微小卫星是指质量在５００kg以下的卫星,有着重量轻、体积小、造价低、可以实现标准化制造、制

造时间短、轨道近、发射方式多样、生存能力强、风险小以及科技含量高的特点.此外,它还可以通过

组网来形成 “虚拟大卫星”,可以很好地模拟传统卫星,从而实现一些重要的功能.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特

点,微小卫星受到了各国的密切关注,并在近些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微小卫星作为空间应用领域中的重

要组成力量,其机动能力、续航能力、快速响应能力是其关键核心所在.而太阳能热推进 (Solar
ThermalPropulsion,STP)系统具有能量利用率高、推力范围广的优点,该系统主要由太阳能聚光器、
吸收器/推力室、工质储存与供应系统组成,通过聚集的太阳能对工质进行加热,从而产生推力.瞄准未

来空间应用领域高续航能力、高机动能力、快速响应能力对高性能姿轨控动力系统的迫切需求,各国均

开展了微小卫星太阳光热推进技术研究.因此,研制面向空间应用的微小卫星用高效率高比冲太阳光热

微推力器,能为我国夺取制天权和信息权提供动力保障,为我国微小卫星推进系统的设计提供理论和技

术支撑,对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空间应用领域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１　微小卫星高效率太阳光热微推力器在空间应用领域中的重要意义

１１　微小卫星高效率太阳光热微推力器的研制背景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各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开始着手对微小卫星技术进行研究,主要面向航天领域的现

实需求进行探索试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微小卫星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各国纷纷开始投

入大量精力在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其在侦察和通信等领域的应用已经较为成熟,并成功与太阳能热推进

系统相结合,成为探索太空的重要设备.２１世纪初至今,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微小卫星迎来了技术

大变革的新局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加入极大促进了微小卫星在空间应用领域的

发展.

１２　微小卫星高效率太阳光热微推力器的研制必要性

微小卫星在空间应用领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预警卫星可以在不明物体靠近之前更精确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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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测,将情况提供给相关部门;气象卫星可以提供更准确、可靠的气象资料等;导航卫星能更有效地

为潜艇和舰船等提供精确定位服务;侦察卫星可以利用微小卫星的编队飞行,获得单颗卫星无法获得的

结果.航空母舰若失去侦察导航卫星指引后,其航行、舰载机起降、导弹发射等功能都会受到直接影响.
空间应用中的主要任务是获取信息,作为空间探测和技术通信用卫星,其工作的关键所在是卫星的

快速响应和续航能力.探测器可以利用星座组网或编队飞行等方式来实现,通信器则可以通过组建微小

卫星通信星座来完成对区域的互联网覆盖.要实现探测和通信任务,微型卫星空间应用系统应包括控制、
姿态稳定、动力、机动部及对目标的跟踪测量等装置.其中,动力装置为卫星做轨道机动和姿态稳定提

供直接作用力,而这与其推进系统紧密相关,目前主要采用高性能的推力器,并根据机动与控制要求提

供所需的动力.由此可见,高效率、高比冲动力装置对微小卫星执行空间探测通信任务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因此,提高卫星推进系统性能并进而实现卫星快速响应能力是实现全球实时通信、对太空进行深

度探测的核心所在.
推力器是将某种形式的能量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主要有化学推力器、电推力器和太阳光热推力器.

化学推力器的优点是比冲高、安全性好、比冲可调、效率高;缺点是密度低,储存、运输、加注操作复

杂.电推力器是利用电能加热或电离推进剂加速喷射而产生推力的一种反作用推力器,其主要缺点是推

力小,目前仅为几十到几百毫牛,远低于化学推力器.太阳光热推进系统的比冲和推力特性很有吸引力,
其高比冲和推力适中的性能填补了化学推进系统与电推进系统之间的空白,而且太阳光热推进系统的能

源来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洁高效、安全可靠的太阳能,非常适合在太空中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微小

卫星使用,而太阳能提供的动力在完成轨道转移、轨道保持以及姿态调节任务时不仅具有优越的性能,
而且具有良好的经济性,有望用于提高航天轨道机动飞行器的有效载荷比.

２　微小卫星高效率太阳光热微推力器的研制现状

２１　国外研制现状

目前,美国、日本、俄罗斯和英国已经进行太阳能热推进相关技术的研究,有的已经由方案论证和

原理样机研制阶段步入试验、改进阶段.
美国主要有空军Phillips实验室、NASA马歇尔空间飞行中心、NASA李维斯研究中心、美国阿拉巴

马大学等在进行太阳能热推进系统技术研究.重点研究项目有集成式上面级太阳能热推进 (Integrated
SurfaceUpperSolarThermalPropulsion,ISUS)和太阳能轨道转移推进装置 (SolarOrbitalTransfer
PropulsionDevice,SOTD)[１].图１所示为太阳能热推进应用于空间飞行器的概念图.

图１　 太阳能热推进应用于空间飞行器的概念图

美国马歇尔空间飞行中心 (MarshallSpaceFlightCenter,MSFC)一直开展对太阳能热推力室的设

计工作[２].推力室结构尺寸如图２所示.１９９７年,MSFC对ISUS系统进行了地面试验,关键在于对吸收

器/推力室 (ReceiverAbsorberConverter,RAC)进行测试[３].RAC为石墨腔体,为了避免与氢发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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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内外表面进行了化学蒸镀铼处理.工质 H２在预热器内预热后进入吸收器/推力室,试验中测得的

RAC最高壁温为２２００K,工质气体的最高温度为２０２２K,工质流量为１７g/s,计算比冲达７４２s.该

系列测试成功地验证了太阳能热推进技术在系统级水平的可行性.图３所示为该推力器的部件图,其工质

换热流道采用了传统的结构简单的螺旋流道.另一种换热结构为在石墨腔体上沿轴向钻出１９５个细流道,
流道直径为３mm,长度为１６cm.试验后对推力室及其多层绝热防护层进行检查,无任何异常现象.

图２　推力室结构尺寸

图３　ISUS推力器的部件图

多层隔热结构 (MultilayerInsulationPackage,MLI)由８０~１００层的钨、钼箔片组成,可有效降低

推力器向外部环境的辐射,试验中测得推力器的能量损失约为４８００W (输入功率为１０kW).其中,辐

射损失占８０％,对流损失占２０％.螺旋流道是工程上经常采用的强化换热结构.螺旋流道内的工质在向

前运动过程中连续地改变方向,会在横截面上引起二次环流而强化换热.通过比较换热芯出口气流与入

口气流之间的温差和换热芯体温与入口气流之间的温差,经分析,换热效率约为９０％.

２００４年,PSI (物理科学公司)得到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资助,与洛克达因公司、波音公司合作,
发展了一种创新的应用于小型飞行器的太阳能热推进系统.在该系统中,聚光器聚集太阳光,汇聚后由

低损耗光纤传输到热吸收器,产生高性能的推力.该结构内部为石墨吸收器,外部用金属钼隔离,图４所

示为其吸收器/推力室的内部结构简图.工质通过石墨腔的小孔流入腔体内部,再经钼管流出加热腔,通

过曲折的流动线路得到充分的加热.在推力室的工质流动通道设计中,就采用了这一设计思路,使工质

在高温壁面内迂回流动.太阳能热推进地面论证测试参数见表１.

表１　太阳能热推进地面论证测试参数

地面论证测试参数 测试值

吸收器最高温度 ＞２２００K

工质最高温度 ＞２０１２K

相应比冲 ７４２s

热交换器效率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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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面论证测试参数 测试值

点火次数 １２２

总时间 ３２０h

图４　吸收器/推力室的内部结构简图

钼和钨及其合金在加工焊接过程和高温再结晶过程中易碎,以钼或钨为推力器材料制造工艺难度较

大.日本国家空间实验室与日本科学与技术协会、国家材料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在钼或钨中掺杂少

量CaO和/或 MgO,热轧制成单晶钼板和单晶钨板,提高了钼和钨及其合金材料的延展性,解决了钼和

钨及其合金在加工焊接过程和高温再结晶过程中易碎的问题[４５].用单晶钼成功研制了大中型的STP推力

器,用单晶钨研制了背对背布置的双吸收器/推力室式微小型STP推力器,并对所研究的STP推力器以

N２或 He为工质,进行了初步的性能试验.太阳光经聚光器汇聚后直接加热推力器,推力器外部采用了分

层隔热技术.使用开口直径为１６m 的聚光器,工质加热温度达２３００K,折合成 H２的比冲达８００s,该

小型推力器如图５所示.当前,我国钼、钨的生产通过特定的加工工艺能够满足推力器的工作需求,采用

金属钼或金属钨来制作推力器能够满足一般的试验研究.

图５　日本设计的小型推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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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萨里空间中心２００１年以C SiC为材料制造了推力室,并选用陶瓷结构的绝热层,在真空条件

下,进行了电热循环加热试验 (加热温度为２０００K以上),试验后,材料均未发生损坏和变形[６８].经过

３年的发展和测试,SSC采用的太阳能热推进设计方案为 T型绝热腔式推力室,主结构材料选择了一种金

属间化合物 (BN/TiB２),先后设计和制造了两种结构 MKⅠ和 MKⅡ,并在真空舱内加热到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K.MKⅠ系统结合了粒子床结构,使壁面与工质的热传递效果达到最大.MKⅡ使用了结构简

单、换热效率略低的螺旋通道设计,如图６所示.SSC对材料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陶瓷材料的研究结

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６　MKⅠ (左)和 MKⅡ (右)推力器结构图

１９９６年,阿拉巴马大学的LDeniseStark等人对吸收器和聚光器表面进行了试验评估.针对脉冲推

进和连续推进两种推进模式,多次制作了钨吸收器样品,并对内壁面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抛光和粗糙

化处理,利用高功率汇聚光对各种吸收器的温度分布性能进行了测试.试验结果表明,经过表面处理后,
可大大提高响应推进模式的加热效果和性能.针对目前的研究计划,主要应该考虑连续推进模式,设计

有利于太阳光吸收的吸收腔结构,并对表面进行粗糙化处理.
萨里大学的 Henshall建立了基于光纤传输的吸收器内的射线踪迹模型,分析了吸收器壁面的光强分

布和温度梯度.仿真中假设吸收器内部为１００％全反射,且光线为单光谱[９].针对其吸收器构型,结果表

明,沿壁面５mm 处的光强最大,温度也相应较高,如图７所示.该分析对优化吸收器结构的设计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图７　吸收器内部射线踪迹模型

２２　国内研制现状

我国对太阳能热推进技术的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主要是跟踪国外发展现状,展开一些相关技术的

研究,部分大学及科研机构已开始着手相关工作,如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进行了太阳能热推进的基础理论研究.我国对太阳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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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系统概念设计和流动仿真等方面,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

张纯良[１０１１]等人首先对某大型太阳能热推力器的试验情况进行了试验条件分析和结果估算,然后采

用等壁温模型,对其吸收器/推力室的内部流动、传热情况,以及太阳能热推进系统的性能特征等进行了

计算,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相吻合,为以后太阳能热推力器的设计提供了思路.

夏广庆[１２１３]以太阳能热推进太阳能热转换机理研究为基础,对太阳能热推进方案、材料选取、能量

转换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分析,并对太阳能热推进关键部件———太阳能一次聚光器、折射式二次聚

光器 (RSC)和推力室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设计,进而建立太阳能热推进的理论模型,计算了推力器的性

能,为我国的太阳能热推进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西北工业大学的郁新华等人[１４]基于相似原理设计了不同内部流动结构的单、双层多孔层板,并针对

这些层板在吸气式风洞上进行了流阻试验,得出了绕流柱形式、开孔率、孔间距、绕流柱高度以及单、
双等敏感因素对层板流阻特性的影响;同时,建立了层板结构流阻特性的工程计算模型,对部分结构还

进行了内部换热特性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层板结构的内部换热规律.

刘伟强等人[１５]在对多孔材料和层板发汗冷却结构温度场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归纳的基础上,通过对

边界条件的合理处理得出了层板推力室结构定常温度场的系列算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整个室壁非定

常二维轴对称温度场的计算模型与计算方法,构成了层板发汗冷却室壁温度场的快速估算解析计算和数

值计算等方法,以及针对应用薄板稳定性理论,提出了发汗冷却推力室的层板结构在一定工作条件下会

出现受热皱损的观点.

张峰[１６]对典型层板发汗冷却技术及相关理论、国内外层板装置研究进展和层板制作经验进行了总结.

探讨了层板交错孔隙珠状发汗的蒸发与燃烧速率.针对典型层板发汗冷却结构壁内流道流动与传热特性

进行了研究,并基于微观尺度理论数值分析了散布流道的传热特性,为指导相关的混合器和燃烧装置方

面的设计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设计参考.

贾智年等人[１７]利用再生冷却技术,对吸气式太阳能热推进系统的 RSC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比使用再

生冷却技术前后二次聚光器以及相关一些部件的仿真结果,分析得出使用再生冷却技术在降低聚光器工

作温度、热应力以及提高能量利用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邢宝玉等人[１８]利用有限单元法对太阳能热推进系统的热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在不同工况下主要

参数对推进系统热效率、比冲和推力的影响,得出了系统效率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变化规律,并提出了

提高系统效率的措施.

３　未来微小卫星高效率太阳光热微推力器的研制趋势

随着各领域航空航天器的发展逐渐饱和,外层空间具有其他领域无可比拟的战略 “制高点”,其地位

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航天大国纷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布局未来

空间应用领域,为赢得并保持在未来太空资源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和地位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随着

计算机、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及通信传感技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微小卫星的组成体系正朝着一体

化、智能化和微型化方向发展,各航天大国在发展空间应用系统时已不再以单一装置系统的高性能为唯

一目标,而是着重于整个太空应用装置体系效能的提高.太阳光热推进技术经过这些年的研究与开发,
已具备了相对成熟的技术,很多已经由理论研究步入试验验证阶段.由于它在微推进领域相比化学推进

和电推进具有一系列特点,研制面向空间应用的微小卫星用高效率、高比冲太阳光热微推力器定会成为

太空科技研发的重要趋势.

３１　提高太阳光热转换效率及推进性能

太阳光热推进系统转换效率是影响卫星推进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如何提高推力器光热转换效率是

空间应用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太阳能高温热利用唯一而可行的方法是太阳能聚光器将阳光聚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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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上,从而产生所需的高温[１３].作为太阳能采集、聚焦的一次聚光器是太阳光热推进系统极其重要的

部件,决定着供给能量大小、光热转换效率和推力性能,而高精度的一次聚光器取决于聚光器的类型、
聚光比的选取、型面的光学设计、反射膜的反射率和厚度以及加工工艺和精度等.除了精确选取一次聚

光器材料外,为进一步提高一次聚光后产生的太阳辐射能量的利用率,建议采取 RSC,使经过一次聚光

器聚焦后的光线进一步聚焦,可以进一步提高聚光比,并适应吸收器/推力室内型面辐射换热的要求.开

展RSC接收效率以及汇聚焦斑与吸收器的耦合效率分析,特别是热变形对主聚光器和 RSC光学传输性能

的光热耦合特性分析.折射式二次聚光STP系统简图如图８所示.

图８　折射式二次聚光STP系统简图

３２　优化太阳光热微推力器层板换热技术

高效的换热流道是太阳能热推进的关键技术,可以提高工质进入喷管的温度,进而提高推进系统的

比冲.螺旋流道结构简单,易加工,但是存在换热效率低的缺陷.

目前,层板技术主要应用于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的发汗冷却.层板发汗冷却可将热影响区限制在

散布流动区范围内,即使在局部过热时,冷却剂在该处的流量也是基本恒定的,局部过热产生的高温区

将在稳定的发汗流作用下恢复正常,所以能够很好地克服一般多孔材料发汗冷却结构可能出现局部过热

的缺陷,达到受热部件可重复使用的目的.利用层板结构的这一优势,工质与高温层板的高效对流换热

更加安全可靠.

国外层板发汗冷却主要以美国 Aerojet公司的大量成果为代表,尤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进行了新

型双燃料双膨胀 (DF/DX)发动机研制的尝试,推力室头部采用了层板式互击雾化射流喷注器,并将金

属薄板蚀刻出冷却剂流动的控制流道和散布流道以后,再应用扩散焊技术形成层板结构的喷管,实现了

以氢为冷却剂的推力室壁面发汗冷却的设计方案.通过地面热试车证实了利用金属层板微小缝隙发汗,

能够精确地控制推进剂在每一个层板微小缝隙的发汗流强,以少量的氢作为冷却剂就能够实现有效的室

壁冷却,将层板发汗冷却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对于各种类型的层板发汗冷却技术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主要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应用在航

空航天高温装置的热防护问题.

因此,为了提高换热效率,建议借鉴国内外层板发汗冷却结构设计,采用多层板高效换热流道结构

通过分流的方式,增大工质与层板的换热面积,使工质在推力室内得到充分加热.同时,工质沿径向从

低温外壁向高温内壁流动,降低了外壁温度,减少了推力器对外部环境的热损失,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

的能量利用率.

３３　采用太阳光热微推力器再生冷却技术

一次聚光器对太阳光跟踪精度的要求较高,从而造成聚光比损失增加及推力室吸收太阳辐射的效率

降低,RSC可以很好地弥补上述不足,但其存在的缺陷是在高温下容易出现破裂.NASA 格伦中心２００９
年对两个蓝宝石RSC进行了高温测试,均出现了破裂,破裂温度分别为１３００℃和６４９℃[１９].通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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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的应力,透镜面的径向张应力达到４４~６５MPa,分析认为,加工和操作过程中对透镜面的损害导致

了其破裂.第二个聚光器直接断成两部分并发生了变色现象,能量提取器变为银灰色,透镜部分变为棕

色.可见,RSC真正用于高温环境时,存在容易破裂的缺陷,甚至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对加工过程要求

苛刻,制造一个可靠耐用的 RSC难度很大,所以可以采用一体化的主动冷却措施来延长 RSC的使用

寿命.
再生冷却为近些年提出的一种重要的能量利用方案,主要目的是防止 RSC在工作过程中吸热过多造

成温度过高而破裂,同时,对能量进行回收利用.
太阳能热推力器分为吸收器、换热芯、喷管和隔热层等模块,采用辐射换热和对流换热方式加热推

进剂.推力室的构型设计包括太阳光导入推力室的链路及推进剂吸收和沉积能量.在能量向工质高效率

沉积、工质能量向推力高效率转化等目标的约束下,光学链路与工质注入流道、加热室、推力器构型之

间紧密耦合,相互影响.层板高效换热流道构型设计和再生冷却聚光器与推力室的一体化设计都是提高

系统换热效率的重要手段.采用再生冷却的方法,使推进剂进入高温换热流道之前先在吸收腔内流动,
对RSC起到一定的冷却作用,同时又预热了推进剂,提高了太阳能的利用效率.若不施加冷却措施,聚

光器温度会不断升高,相应其对外界的辐射损失也不断增大.采用再生冷却设计后,这一问题可以有效

缓解.为研究RSC的破裂原因,对RSC进行瞬态温度分布计算.
在未采用再生冷却结构的情况下,RSC工作过程中的温度分布云图和典型节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

图９所示.由温度云图可知,RSC两端的温差很大,所以中间位置聚光器和能量提取器连接处的热应力

最大.节点１的温度很快就达到了平衡,节点２、３的温度有缓慢上升的趋势.RSC的最高温度已经超过

２２００K,而单晶蓝宝石工作的临界温度为２３００K,因此必须采取冷却措施.

图９　 未采用再生冷却的 RSC内部热应力分布 (左)、温度变化曲线 (右)

采用再生冷却的 RSC工作过程温度分布和典型节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１０所示.由图１０可知,

RSC的最高温度下降至１６００K.３个节点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与前面的分析相同,而最高温度都下

降了约６００K.RSC内部的热应力在RSC的颈部有集中,无再生冷却时最大值为１１３MPa,颈部大部分

区域的热应力在４４~５９MPa范围内.而采用再生冷却时最大值为８６MPa,颈部大部分区域的热应力在

２８~３８MPa范围内.通过与文献试验[１９]对比发现,采用再生冷却之后热应力分布要低于 RSC破裂时热

应力的测量值４４~６５MPa.由此可见,采用再生冷却设计可以提高RSC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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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采用再生冷却的 RSC内部热应力分布 (左)、温度变化曲线 (右)

４　结　论

微小卫星太阳光热微推力器在空间应用领域具有比冲高、质量小、精度高等优点.通过对太阳光热

推力器结构的分析得出,提高聚光器的光热转换效率和换热芯的换热效率以及使用再生冷却技术提高能

量利用率,是研制具有高续航能力、高机动能力、快速响应能力的未来空间应用高性能姿轨控动力系统

的关键核心.在空间应用中,使用高效率、高比冲太阳光热微推力器的微小卫星,能够为我国夺取制天

权和信息权提供动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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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Developmenton
SolarThermalMicro thrusters

ZHANGHao ran,HUANG Min chao,HUXiao ping
CollegeofAerospaceScienceandEngineering,NationalUniversityofDefenseTechnology

　　Abstract　 Thispaperexpoundstheadvantagesofthehigh efficiencysolarthermalmicro thruster
of microsatellitesin performance and theirsignificancein space applications,andintroducesthe
backgroundandnecessityofitsdevelopmentTheresearchprogressandoptimizationofthecurrentsolar
thermalmicro thrusterwereintroducedfromthecurrentresearchanddevelopmentstatusathomeand
abroad,thetrendofitsfuturedevelopmentwasdiscussed,andthethreeaspectsofimprovingthe
efficiencyandpropulsionperformanceofsolarthermalmicro thrusterlayer,optimizingthesolarthermal
micro thrusterlayerheatexchangetechnologyandusingsolarthermalmicro thrusterregenerationand
coolingtechnologywereexpoundedIn depthanalysisoftheuseofrefractivesecondaryspotlight,layer

platesweatcoolingstructuredesign,regenerativecoolingdesignaftertheimprovementofsolarthermal
micro thrusterperformance AccordingtotheChineseresearchstatus,some measuresoftechnical
improvementwereputforward

Keywords　Spaceapplications;Microsatellites;Solarheat;Micro thr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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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热推进系统研究进展浅析

张　静　黄敏超　胡小平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空天科学学院

摘　要　核热推进系统由于具有比冲大、能量密度高、不受环境影响和工作寿命长等特点,所以成

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阐述了研究核热推进系统的必要性及其在完成空间任务中的重要意义,
分别介绍了国外和国内在核热推进方面的研究进展.根据完成深远空间任务的需求,介绍了核热推进在

未来研究中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核热推进;核电推进;核热推进/电源双模式

０　引　言

为了完成深空任务,需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如航天器总体质量特性、任务周期、任务性质、推

进系统性能、轨道参数之间的关系等,需要通过精心设计和分析航天动力系统才能达到能够满足任务的

需求[１].根据国内外推进系统的研究情况,其大致可分为 “化学能推进 (ChemicalEnergyPropulsion,

CEP)”“电推进 (ElectricPropulsion,EP)”“太阳能推进 (SolarEnergyPropulsion,SEP)”“核推进

(NuclearPropulsion,NP)”等.

化学能推进的比冲小、能量密度低,因此,在未来空间活动中很难满足发动机的推进需要;电推进

的推力小,加速度很小,导致入轨/离轨时间很长,重力损失很大;太阳能推进由太阳光照射提供能量,

受太阳光能量密度、深远空间或太阳阴影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太阳能推进和电推进由于工作环

境的限制、服役周期短等难以完成远离太阳的航行需求.核能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强大的能源,利用核

能作为飞行器推进系统动力源非常适合于在大气层外执行更快、更远、更大规模的星际探索任务.
核能产生于重核的裂变反应和轻核的聚变反应.重核发生裂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重原子核自发

地碎裂成两个半块,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称为自发裂变;另一种是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发生裂变,
称为诱发裂变.自发裂变的缺点是速度太慢,所以在实践中若要实现大规模的核能利用,诱发裂变占有

主导地位.虽然轻核聚变时放出的能量巨大,但将轻核聚变能应用到推进系统中还很难实现,所以在当

前技术条件下,实现轻核聚变的难度很大[２].

目前,核推进主要有核热推进 (NuclearThermalPropulsion,NTP)和核电推进 (NuclearElectric
Propulsion,NEP)两种方式.

核热推进利用核裂变释放的热能对工质直接加热,然后将高温、高压的工质从喷管高速喷出,从而

产生巨大推力,其具有推力大 (可达吨级)、比冲较高 (８００~１０００s)、工作时间长等技术优点[３].

核热推进按照燃料形态划分,有固态堆芯、液态堆芯和气态堆芯３种.仅对液态堆芯核热推进开展了

概念研究,液态堆芯核燃料为熔融状态,液态堆芯的运行温度可将工质加热到５０００K左右,故具有较高

的比冲,但关于熔融状燃料的形成、包容和控制以及与工质之间的高效传热等问题有待解决.气态堆芯

核热推进进展到了理论分析,气态堆芯的燃料为等离子态,采用磁场等方式将燃料约束在堆芯内,所以

不直接与包容材料接触,堆芯温度可达到上万开尔文,因此,比冲可大于５０００s,但高温燃料难约束、
燃料损失率较高,除燃料外的结构温度过高外,喷管也难以承受更高的温度;由于之后未再进行液态堆

芯和气态堆芯核热推进的研究,因此,技术成熟度都很低.固态堆芯的燃料形状固定,易于约束,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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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分界明显,形成的固定工质流道能够与工质之间进行更好的传热.由于反应堆运行温度不能超过燃料

的熔点,所以只能将工质温度加热到３０００K左右,比冲较低.但由于能够很好地控制固态堆芯的燃料与

工质之间的传热,研究者们对固态堆芯核热推进在方案设计、理论分析和地面原型样机运行试验有大量

的研究,该项技术比较成熟,是核热推进的主要研究方向[４].核热推进提供的最大速度增量可达２２km/

s,可大幅减少探测器到达其他星球的时间.运用核能推进的探测器到达土星的飞行时间只需要３年,而

传统航天器需７年时间,因而利用核能推动火箭和航天器飞行可以大大缩短航天器飞行时间、增加飞行距

离.核热推进所具有的高功率、长寿命、大比冲、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等特点,必将成为未来空间探索和

星际航行任务的首选动力系统[１,５].
核电推进有放射性同位素发电和热电转换两种方式.放射性同位素电源 (主要指热电直接转换的放

射性同位素电池)功率小、寿命长、工作可靠,已广泛用于对功率需求不大的各种空间任务中.核能发

电是利用核燃料在反应堆中进行可控自持链式裂变反应产生的热能进行发电的方式.核电推进系统的特

点是具有极高的比冲 (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s)和较大的推力 (０６~６N),但存在系统较为复杂、热电高效转

换等技术难点.目前,核电推进系统推重比太低,要能在可接受的代价范围内应用核电推进,需要在技

术上实现进一步突破,以大幅降低推进系统的质量,尤其是核电源质量[１].
为了适应空间长时间的工作任务,研究者开始将核反应堆电源技术和核推进技术高度结合,实现空

间远距离、长时间的探测、防御和拦截任务.双模式核推进动力系统,既可以给航天器提供电能,用于

人员生命保障、数据传输通信,又能提供推进动力,因此,兼有电源和推进功能的双模式空间核动力系

统代表着空间核动力的未来发展方向.

１　核热推进在空间推进中的发展需求

１１　核热推进研究的必要性

核热火箭能够提供广泛的空间任务支持,包括一些至关重要的独特的空间新任务,如对太阳系及其

边远区域的详细探测,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用化学推进或单纯的核电推进完成的.化学推进无法提供足够

的速度增量 (Δv)来完成外太阳系以及更外层空间的非常有吸引力的探测任务.尽管化学推进有可能实

现快速飞越任务,但它需要很长的飞行时间,成本高昂而且发射时机受很多因素制约.核电推进虽然用

途广泛,但却不能对遥远的卫星或行星进行登陆并探测其表面与内部,也无法利用当地的资源,此外还

存在航行时间长、低轨道初始质量高等问题.

１２　核热推进在完成空间任务中的重要意义

太空是维护国家安全新的战略要地,空间打击是有效遏制核战争的关键手段,航天装备主要部署在

外层空间,用于执行侦察与监视、弹道导弹预警、空间攻击与防御等空间任务.世界各强国已积极开展

空间前沿技术探索研究,为保持在未来太空任务中的绝对优势和地位奠定坚实基础.结合当前空间任务

发展现状,积极部署未来空间任务领域、提升太空武器装备实力是赢得未来空间任务胜利的前提,而完

成空间任务的快速反应能力、服役寿命、环境适应能力将成为影响未来空间任务的关键因素之一.
核热推进技术为研制具备快速响应、高机动性、长周期服役与强环境适应能力的空间飞行器提供了

实现的可能性.利用核热推力器具有供能寿命长、能量密度高等特点来完成空间任务飞行器高续航性和

高机动性的任务,可大幅度提高卫星等飞行器的在轨时间,同时,缩短飞行器完成指定机动任务的响应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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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核热推进的研究现状

２１　国外研究进展

核热推进作为推进方式的一种,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良好的应用前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俄两国

已基本掌握了一些核热推进系统的关键技术,并且在实验领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２１１　核热推力器模块化、小型化
早期采用石墨作为核热推进的慢化剂,堆芯为棒束或通道结构,造成整个反应堆不仅功率密度较低,

而且冷却剂在堆芯内的压降很大.堆芯体积增大使得反应堆本身所需的屏蔽体尺寸加大,造成反应堆的

整体质量很大,降低了航天器的推重比,减小了其携带有效载荷的能力.为了提高航天推进系统的性能,
核热推进的设计逐渐向小型化和轻量化发展,如采用ZrH、LiH 等轻质的慢化剂,同时,堆芯采用高浓

缩铀燃料和耐高温材料,提高了堆芯出口的冷却剂温度和堆芯功率密度,使得推进装置的推重比大大提

高.推进系统自身的轻量化提高了其携带有效载荷的能力.
单个核热推进器的小型化、模块化是核热推进系统的发展方向之一.在单一的推进器性能无明显提

升的情况下,整个推进系统可由模块化的多个推进器构成,使得推进系统工作的灵活性增强.模块化的

推进系统避免了单个高功率反应堆设计中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同时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７,９].

２１２　核热反应堆轻质化
反应堆作为核热推进系统的核心部件,是决定核热推进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反应堆不仅能够适应

空间的温度、失重、失压、强宇宙射线等较为恶劣的环境,而且要求反应堆工作在高温、高压、高功率

密度的极限工况,以尽可能提高推进剂的效率,减小初始发射质量.
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反应堆,其堆芯设计的核燃料元件也不同.核热推进中,反应堆的燃料元件应

满足以下几点:

１)耐高温.

２)高温下包壳材料能够包容燃料的放射性.

３)在有限堆芯体积内对燃料有很高的装载量.

４)燃料元件材料密度足够小,以便减小发射质量[９].

美国最早进行的 Rover/NERVA 计划的 NERVA (NuclearEngineforRocketVehicleApplication)

堆芯,将热解炭包覆的 UC２颗粒 (末期采用 UC ZrC固溶体代替 UC２颗粒)弥散在石墨基体中形成六角

形燃料元件,流道表面沉积的ZrC保护层,使燃料元件免受高温氢气的腐蚀.内部含有的ZrH１８慢化剂

使燃料元件的堆芯设计功率密度显著提升,堆芯质量和体积明显下降,进而提高了核热推进发动机的推

重比.该系列堆芯功率从数十 MW 到上千 MW,比冲范围为７７５~８９０s,推力达到数十吨.美国研发的

颗粒床反应堆 (ParticleBedReacror,PBR),采用了类似于高温气冷堆的包覆颗粒构成的燃料床,使用

的反应堆颗粒与 NERVA堆芯相一致.所用慢化剂为７LiH 等较轻的物质,堆芯体积和质量相比 NERVA
堆芯进一步下降.MITEE (MiniatureReactorEngine)堆芯 (图１)是在PB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体积

更小、重量更轻、换热效率更高的核热反应堆.MITEE堆芯与 NERVA 堆芯和PBR堆芯最大的不同在

于采用了金属陶瓷燃料.Cermet堆芯是美国在 Rover/NERVA计划期间提出的一种快核热反应堆,燃料

为高富集度的 UO２和钨、铼等难熔金属形成的固溶体,燃料元件和冷却剂通道表面涂覆有钨铼合金,不

仅减少了高温氢气对燃料元件的腐蚀,延长燃料寿命,而且在发生淹水事故时可保证固有安全性.相比

石墨基体燃料,Cermet堆芯的金属陶瓷燃料对裂变产物有更强的包容能力,且与高温氢气的相容性更好,

但该堆芯所需裂变材料的装量较大,且金属基体燃料的密度较大,导致整个堆芯质量显著增大[３].

俄罗斯在核热推进反应堆的研制中采用了非均匀堆芯布置的设计思想,在堆型选取上以高温气冷堆

为主,最引人关注的是用于火星探测的RD ０４１０反应堆,如图２所示.该反应堆极大地增加了堆芯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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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MITEE 反应堆的结构

的换热面积,但由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苏联解体,从而终止了对RD ０４１０反应堆的研究[６７].

图２　俄罗斯 RD ０４１０反应堆的结构

２１３　优化辐射防护材料
核辐射主要产生于原子核裂变时产生的离子束和电磁辐射等,核裂变会放射出α粒子、β粒子、γ射

线和X射线.它们的穿透力极强,对人员和设备有着极大损伤和破坏[８].
轻质高性能的屏蔽材料、优化全系统的辐射屏蔽结构,可以避免射线对航天员或电子设备的辐照,

是设计核热推进系统必须面对的难题.核热试验要在密闭的环境下进行,喷管喷出的工质和从反应堆流

出的冷却剂具有一定的核污染,需要采用特定技术进行隔离回收处理[７].
对辐射屏蔽层进行优化设计,包括屏蔽层材料、厚度、不同材料的组合关系等.由于核推进的特殊

性,各国对辐射防护材料等核心技术都采取技术封锁和保密措施,公开报道很少.我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开始对辐射防护材料进行了研究,并且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为解决核热推进中面临的各种困难,需对辐

射防护材料及其结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１０１１].

４８３２



２１４　核热推进地面试验研究进展
开发安全可靠长寿命的核热火箭发动机,需要进行大量地面试验,以验证其各子系统与整机设计的

合理性.安全有效地开展地面试验能够加快核热推进技术的研发速度,提前暴露设计缺陷和安全隐患,
提高其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核热推进技术研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在Rover/NERVA计划期间,美国科研人员建造了大量地面试验支持设施,以及 KIWI、Phoebus和

Pewee系列的２０余台试验反应堆和６台核热火箭发动机原型,完成了多次推进系统台架试验,取得了丰

硕成果.空间核热推进 (SpaceNuclearThermalPropulsion,SNTP)计划深入研究了PBR技术,通过一

系列小型试验证明了该技术的可行性,并设计了球床堆元件综合性能测试系统.２０１０年,美国政府颁布

了新的国家太空政策.据此,NASA于２０１１年在探索技术发展和演示计划下重启了核热推进技术的研究

工作,进行基础技术研究和演示验证,该项目后来演变为核低温推进级 (NuclearCryogenicPropulsion
Stage,NCPS)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完成燃料元件模拟器的升级改造,并开始进行试验,针对发动机地

面带核试验的废气处理问题设计了地面集中处理和地表下主动废气过滤两种试验方案.

１９６５年,苏联决定建造核热火箭发动机RD ０４１０.为了提供与核热推进系统实际运行工况一致的试

验条件,苏联建立了３座重要的研究堆,即高通量石墨脉冲堆IGR、实验反应堆IVG Ⅰ和实验性原型堆

IRGIT.基于这３座研究堆,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

１)在IGR反应堆上完成燃料元件动态试验.

２)在IVG Ⅰ反应堆上对大约３００个全尺寸燃料组件开展了寿命考验试验.

３)把IRGIT原型堆运行到了９０MW 的功率水平,氢气出口温度超过３０００K.苏联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８
年共进行了３０次原理样机试验,证明了核热火箭发动机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完成了 RD ０４１０发动机样

机,并在试验台架上开展了电加热试验.１９８９年,苏联还开展了用于火星探测器的核热核电双模式发动

机的研究工作.
美国在核热推进技术发展过程中对多种技术方案 [NERVA、PBR、Cermet和 CIS (Commonwealth

ofIndependentStates)等]分别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地面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苏联核热推进的技术

研发更注重基础性研究,着重在元件或组件级别进行试验,最终对整个反应堆原理样机进行试验.目前,
俄罗斯已经研制出工作温度高于３０００K的材料,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核热火箭发动机的性能指标.总

体来说,美俄两国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完成核热火箭发动机地面台架试验和演示验证,具备开展反应堆

燃料元件非核模拟试验、发动机整机试验和飞行试验的能力,为核热推进的空间应用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９,１２].

２２　国内研究进展

早在１９４９年,钱学森就提出了发展核热火箭的设想,并就核热火箭开展了一些基础研究.时至今日,

相比国外的研究成果,我国的技术基础尚浅,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以突破相关关键技术.虽然

核热火箭技术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但我国反应堆工程技术基础却比较雄厚.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为例,其在反应堆的堆芯物理实验及理论计算和分析、反应堆热工试验及计算和分析、反应堆结构、反

应堆材料、反应堆的各个系统和设备等方面开展过大量的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雄厚的技术

基础[９].

３　核热推进未来研制趋势

３１　研制空间任务环境下核热推进/电源双模式动力系统

双模式核推进是核热推进和核电推进技术的高度融合体,反应堆产生的热能一部分用于直接加热推

进剂产生推力,采用核热推进模式工作;另一部分热能转换为电能提供给大功率电推进,采用核电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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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工作,双模式核推进技术更先进,同时,难度也更高.采用推进/电源双模式运行的推力器同时具有

电源寿命长、环境适应能力强等优点和核热推进推力大、比冲高的特性,克服了现有空间推进技术及常

规电源的诸多限制,在需要快速机动变轨及长期电源供给的空间任务,如卫星的宽范围监视、通信、导

航、行星探测、空中轨道控制、卫星快速变轨和姿态调整等任务中显得尤为重要.
近几年来,俄罗斯空间核动力专家一直在进行 “ISTC项目 No２１２０”,设计双模式 (电源/推进)核

火箭发动机系统和双模式核电推进系统,用于载人和载物的登陆火星的宇宙飞船.我国开展大功率空间

核能热电转换技术主要集中在斯特林、闭式布雷顿和磁流体这３种方式.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清华

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与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对其分别进行了研究[１３].

３２　加快核热推力器中换热芯热传递过程

推力器换热芯再生冷却过程和层板或蜂窝结构加热过程是研究核热推进技术的重要基础工作.为了

有效提高推力器内的换热效率,推力器热导入芯采用蜂窝流道设计,推力器换热芯采用层板或蜂窝技术

进行有效加热和再生冷却一体化设计,增大推力器换热芯的换热面积和提高换热效率.图３和图４所示为

推力室层板加热和再生冷却一体化设计.

图３　核热推进实验系统推力器示意图

　　　　　　　　
图４　多个层板叠加和套筒结构图

３３　开展惰性气体冷却剂回路设计研究

核反应能够实现可控并投入使用的只有核裂变能,但核裂变能在释放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伴随着较强

的核辐射,对人和航天器的部件有着很大的损害.因此,研究的核热推进系统采用核源和推力器相对独

立的地面试验系统,核源处于惰性气体冷却剂循环回路中,不向外界排除包含辐射物的废气.
电磁感应或强光源加热器模拟核源加热惰性气体温度可达到约２５００K,其携带的大量热量通过推力

室吸热芯加热氢工质,氢气通过喷管膨胀后高速喷出产生反作用推力.热交换之后的惰性气体通过辐射

降温器降温后,通过涡轮并驱动涡轮工作,再次通过辐射降温器 (层板辐射降温结构如图５和图６所示,
流体的流动方向如图７和图８所示)降温后进入压气机压缩,增压后进入电磁感应加热器加热开始新一轮

的循环,这个循环回路就是惰性气体冷却剂回路,如图９所示.惰性气体冷却剂回路相当于核反应堆的作

用,因此,采用包含电磁感应或强光源加热器模拟核源的惰性气体冷却剂回路是一种新的尝试,开展惰

性气体冷却剂回路设计与性能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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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单个层板结构示意图

　　　　　　　
图６　多个层板叠放示意图

图７　流体在辐射降温器内的流动方向

　　　　
图８　流体在层板内的流动方向

图９　惰性气体循环回路参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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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提高核热推力器核能转换为推力与电能的效率

核能热电联产热循环效率是核热推进技术关键性能指标之一.为了提高核能利用效率,提升飞行器

推进系统性能,需对核能热电联产热循环效率进行研究分析.在搭建核热推进/电源双模式动力系统地面

实验平台的基础上,通过核热推力器换热过程、余热发电过程热力学分析与推进系统测试实验相结合的

方式,研究核热推力器核能转换为动力 热电的效率.

４　结　论

核热推进在执行各种空间任务中占有绝对优势,是今后空间核动力发展中的焦点.致力于优化核热

推进系统结构是提高核热推进动力装置高续航性、高机动性和核安全的关键因素,为完成空间侦察与监

视、弹道导弹预警、空间攻击与防御等任务提供动力保障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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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运载器发动机关键结构盐腐蚀环境适应性分析

朱龙奎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

摘　要　本文针对航天运载器发动机关键结构盐腐蚀风险,基于失效机理和发动机工作及贮存状态

可能经历的环境特征,提出避免电负性粒子引入、提高结构电负性粒子耐蚀性和弱化多场耦合效应的电

负性粒子及其耦合作用盐腐蚀失效防护措施,提出用于发动机盐腐蚀环境适应性评价的中高温酸性盐雾

及其与静动力耦合试验方法,同时,展望了航天运载器发动机关键结构的技术发展方向.
关键词　航天运载器;发动机;镍基合金;环境适应性;盐腐蚀;电负性粒子

０　引　言

航天运载器发动机关键结构 (如涡轮盘等)多采用镍基高温合金,其与热盐、卤素化合物、H２S＋

CO２＋Cl－ 等会形成腐蚀和应力腐蚀敏感体系[１３],即易萌生局部缺陷,以致裂纹,发生盐腐蚀失效.而

且,酸洗制备加工、海洋运输、近海发射等含盐含氯环境会引入腐蚀性盐氛[４],盐腐蚀微粒可在发动机关

键结构表面沉积或扩散渗入基体表层,点火试车、发射或贮存状态即可发生应力腐蚀等局部腐蚀.形核

后的局部腐蚀缺陷以致裂纹,在发动机工作状态高速、高温力热耦合作用下极易失稳扩展,以致结构断

裂,可导致重大事故,例如,Inconel７１８ (GH４１６９)传统镍基高温合金涡轮盘断裂事故[５]、FGH４０９７新

型粉末冶金镍基高温合金涡轮盘断裂事故[６].因此,为了避免重大事故,关键在于预防局部缺陷和裂纹形

核扩展,特别是无征兆的应力腐蚀裂纹.
本文首先概述镍基合金结构盐腐蚀失效机理,然后提出航天运载器发动机关键结构盐腐蚀防护措施,

接着分析了贮存和工作状态盐腐蚀环境适应性评价方法,最后展望航天运载器发动机关键结构的技术发

展方向.

１　镍基高温合金结构盐腐蚀失效机理

航天氢氧发动机、军用民用航空发动机广泛应用的镍基高温合金主要由 Ni、Cr或 Ni、Cr、Co组成,

通常加入 Mo、Nb、W、Ti、Al、Fe、Ta、Hf、Re、Ru等元素,形成γ奥氏体基体、γ′强化相以及少量

MC、M２３C６碳化物等[７９],一般具有很小的氢扩散系数和很强的室温中性盐氛耐蚀性[１０],但在室温或

９０℃ 酸性卤素盐氛[１０１１]、沸腾 MgCl２盐氛[１０,１２]等环境具有很高的应力腐蚀敏感性,如图１所示.同时,

闭塞电池腐蚀自催化效应和金属离子水解会引起局部酸化,增大全面腐蚀和局部腐蚀速率.基于 “六步

法”的失效分析表明,这些也是我国歼击机等在以青岛为代表的近工业区酸性海洋大气、南海为代表的

低纬度高温高湿高盐海洋大气以及中纬度海洋大气服役寿命相比内陆严重缩短的根本原因之一.
微观上,腐蚀粒子吸附解理面与位错钉扎、负电势区阳极溶解、钝化膜破裂、局部应力集中等,引

起了镍基高温合金结构盐腐蚀缺陷,以致裂纹形核扩展,导致膜层破裂脱落、微点蚀孔和解理沿晶断裂

等,如图２所示.其中,镍基合金的盐腐蚀微粒包括 H＋ 、Cl－ 、液态金属等电负性粒子、原子氢和原子

氧[２,１０,１３１８].同时,由此提出了解理溶解、氢促进脆性开裂、膜致附加应力、腐蚀促进塑性变形、钝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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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吸附脆断、滑移溶解、择优溶解、液态金属脆、氢脆、氧脆、环境断裂一致性等微观机理和预测

模型,既充分构建了各种力学、化学、物理、本构之间的耦合关系,又解析了镍基高温合金盐腐蚀极其

复杂的微观机制,也提供了预防与评价发动机关键结构盐腐蚀的技术路径.

图１　９０℃、pH≈２７、５％ (质量分数)NaCl水溶液中镍基合金准解理应力腐蚀断口形貌[１０]

图２　 盐腐蚀裂纹 (或局部缺陷)形核扩展过程与闭塞电池区析氢反应示意图

２　发动机关键结构盐腐蚀防护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动机关键结构已具有较好的氢、氧耐蚀性,结构应力分布也较为均匀合理.
因此,目前盐腐蚀防护的关键问题是电负性粒子及其与静动力、温湿度、点线缺陷等的耦合效应.

２１　避免电负性粒子引入

从材料制备到发动机工作的全寿命周期,电负性粒子都可能沉积与富集结构表面和表层.系统性避

免电负性粒子引入应始于原材料制备,注重元器件生产和结构加工、组装、运输、库存和系统集成、装

配、调试、测试、贮存等过程,做到实际服役使用前表面无沉积、表层无富集.其中,酸洗工艺、低熔

点焊料、高湿度环境焊接、含卤素涂镀层等尤其需要避免[４,１８].同时,海运集装箱并不能完全阻止电负

性粒子扩散,应进一步防护.此外,对于仅表面沉积电负性粒子、未表层富集的结构,可采用易挥发的

酒精和丙酮等清洁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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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提高结构电负性粒子耐蚀性

几乎所有结构都含有空位、位错等微纳米尺度点线缺陷且呈晶体学各向异性,而这些不可避免的结

构特征又为电负性粒子扩散、吸附和解理提供了初始通路.为达到长寿命周期服役要求,可从防护局部

缺陷和裂纹形核扩展入手,优先选用盐腐蚀环境下断裂韧性较高的新型镍基高温合金,如单晶构件替代

多晶构件[１９]、新型镍基合金替代传统Inconel７１８ (GH４１６９)镍基合金等[７９,２０].其次,镍基高温合金耐

蚀性源于厚约几纳米且非常致密的表面氧化膜,由此可应用发动机工作状态下具有抗电负性粒子腐蚀的

膜层进行防护,更进一步所用膜层应具有与基体结合力强且不发生皲裂的优异性能.

２３　弱化多场耦合效应

当各方面单一因素都控制在 “合理化或最小化水平”,电负性粒子与静动力、温湿度、点线缺陷等的

耦合效应可能成为致命瓶颈,如弹性应力作用下韧性金属脆性解理的应力腐蚀现象[２１２４],这也是盐腐蚀

失效最难防护且常常引发无征兆事故的重要原因.此时,应协同调控 “材料、环境、应力”三因子,减

弱多场耦合效应,以致避免形成盐腐蚀敏感体系.针对镍与镍基合金,其盐腐蚀敏感体系见表１[１３,２５].

在此情况下,通常优先防护方法依然是更换材料,其次是改善环境.当材料与环境处于所能达到的最优

化状态时,必须使局部集中应力或均匀应力降低至盐腐蚀敏感体系的失稳扩展临界应力以下,尽可能减

小至低于局部缺陷或裂纹形核的门槛应力.

表１　镍与镍基合金盐腐蚀敏感体系[１３,２５]

材料 环境 应力

镍与镍基合金

卤素化合物盐氛

热盐盐氛

H２S＋CO２＋Cl－ 盐氛

NaOH 盐氛

S２O２－
６ 盐氛

液铅等盐氛

　拉伸、压缩、扭转、弯曲、疲劳 (振动、噪声)、冲

击、旋转、摩擦等力学载荷

３　工作及贮存状态盐腐蚀环境适应性评价

既然发动机存在盐腐蚀失效事故与风险,那么就需要从材料、结构和系统各层级开展发动机工作及

贮存状态盐腐蚀环境适应性评价,明确工作及贮存状态的环境适应性等级.原则上,材料评价不能代替

结构评价,结构评价不能代替系统评价,其关联参数和一致性表征参数均为临界缺陷.此外,环境适应

既不是瞬时适应,也不是特定环境适应,因此,应针对整个设计寿命基于各种失效机制开展全面分析评

价.区别于点火发射和试车工作状态,贮存状态在此特指发动机工作前所用材料、结构和系统所经历的

各种状态的总称.

３１　贮存状态

H＋ 、Cl－ 、金属离子等电负性粒子和腐蚀析出的原子氢以及静应力、振动、冲击等力学载荷是发动

机贮存状态可能经历的盐腐蚀环境特征,如室温和中温酸性盐氛.采用中温酸性盐雾试验方法和中温酸

性盐雾耦合静动力试验方法,可以包络贮存状态盐腐蚀环境,全面评价贮存状态发动机盐腐蚀环境适应

性.由于盐腐蚀损伤特征,因此,基于试件的平行试验是结构级、系统级环境适应性评价的必要技术路

径.同时,针对实际服役结构和系统应以盐腐蚀临界缺陷为基准进行缺陷测试与分析,从而进行评价.
其中,盐腐蚀临界缺陷是指发动机工作时满足设计功能性能指标的条件下允许盐腐蚀缺陷的最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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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处于介观尺寸至微米量级,可通过材料级试验测定.缺陷测试方法包括X射线层析成像 (CT)、X射

线探伤、荧光分析、超声扫描、着色渗透探伤和打压渗漏等.当确定上述参数后,考虑发动机贮存期内

盐腐蚀缺陷的动态生长速率和贮存时长,对比盐腐蚀临界缺陷,即可进行定量评价,给出盐腐蚀环境适

应性等级.

３２　工作状态

发动机工作状态可能经历的盐腐蚀环境特征包括贮存状态环境特征和６００℃以上高温、低熔点液态金

属、原子氢、原子氧以及工作状态静应力、振动、噪声、冲击等力学载荷.此时,采用高温酸性盐雾试

验方法和高温酸性盐雾耦合静动力试验方法,可以评价发动机工作状态盐腐蚀环境适应性.其中,高温

酸性盐氛的温度又以３００℃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ASTMG３６ ９４ (２０１８)标准采用１５５℃、４５％弱酸性

沸腾氯化镁溶液,可用于材料和结构等的盐腐蚀环境适应性选型,但不能评价液态金属脆[１２].另一方面,
由于 NaCl、MgCl２、低熔点金属等通常在３００℃以上分解或熔化,因此,更高温度的盐雾试验方法需要

工程应用,以更准确评价发动机工作状态盐腐蚀环境适应性和进行材料、结构选型.至于实际服役结构

和系统,仍应以试件平行试验和基于盐腐蚀临界缺陷的缺陷测试分析为主要方法,开展工作状态盐腐蚀

环境适应性评价.

４　结论与展望

１)盐腐蚀是航天运载器发动机关键结构的主要失效模式之一.其中,镍基合金的盐腐蚀微粒包括

H＋ 、Cl－ 、液态金属等电负性粒子、原子氢和原子氧.

２)航天运载器发动机盐腐蚀失效的防护措施包括避免电负性粒子引入、提高结构电负性粒子耐蚀性

和弱化多场耦合效应.

３)航天运载器发动机盐腐蚀环境适应性评价应采用中高温酸性盐雾及其与静动力耦合的试验方法,
结合临界缺陷定量分析.

４)较高等级盐腐蚀环境适应性是一次使用特别是多次重复使用航天运载器发动机关键结构的必然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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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corrosionenvironmentcomplianceanalysis
ofkeyenginestructuresinspacevehicles

ZHULong k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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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disastroussaltcorrosionfailuremayoccurinthekeyspacevehicleenginestructures
Thisarticleaimstoputforwardhowtoprotectandevaluatethesaltcorrosionofthekeyenginestructures
onthebasisofthefailure mechanismsandtheprobableenvironmentalfactorsduringoperationand
storageTheprotectionofthesaltcorrosionowingtotheelectronegativeparticles,consistsofprohibiting
particlepermeation,enhancingstructureanti corrosionandweakeningsynergisticmulti fieldeffects
Themoderate andhigh temperatureacidicsaltspraytests,alongwiththeirco testingwiththe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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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thetechnologicaladvanceisremarkedintheaspectofthekeyspacevehicleengine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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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推进技术在火星采样返回中的应用

白彦军　陆贺建　强　磊　赵玉静　李卓然

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热结构与内流场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摘　要　火星上升器 (MAV)是人类火星采样返回 (MSR)任务的关键.本文回顾了美国 MAV 的

发展历程,剖析了固体、液体、固液混合等多种 MAV 推进的特点,指出了采用固液或者低温固体推进是

满足火星苛刻环境,且同时兼顾质量和结构特性的较佳选择.同时,初步给出了基于固液和低温固体推

进的 MAV 方案及研究进展,表明固体推进技术在 MSR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优势和前景.
关键词　火星采样返回 (MSR);火星上升器 (MAV);固液混合推进;固体推进;石蜡

０　引　言

随着世界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火星探测从现实和长远来看已成为必然趋势.MSR对火星探测具有

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经济意义.固体推进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成为航空航天和军事

领域的重要动力源.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低温固体推进剂和石蜡基燃料的突破,传统的固体动力技术低

温适应性更强 (可达－６０℃),应用范围逐步扩大.新型的石蜡基燃料固液混合发动机,相对液体火箭发

动机结构简单,保障简易;相对固体火箭发动机比冲高,可长时间工作、推力调节和多次启动,更是获

得青睐.美国在 MSR任务论证中提出了７种技术方案,其中,５种为固体推进 MAV,显示出固体推进是

MSR任务 MAV的良好候选方案.

１　固体推进的特点

传统固体推进主要指固体火箭发动机,具有结构简单、密度比冲高、可靠性好的优点,同时具有推

力调节和多次启动困难的缺点,已经为大家所周知,本文不再赘述.固液火箭发动机是固体推进的拓展,
是指采用液体氧化剂和固体燃料的混合火箭发动机,主要由液体氧化剂输送系统和发动机主体系统组成,
如图１所示.发动机启动时,增压气瓶后阀门打开,增压气体通过减压器进入贮箱;主阀打开后,贮箱内

氧化剂被挤入喷注器,液体组元碎裂为液滴,进入固体药柱通道.通道表面形成的气体与通道内的液体

组元混合燃烧,燃烧产物流经喷管向外喷出,从而产生推力.

图１　固液火箭发动机的结构

由于燃料和氧化剂分别采用不同状态的物质,所以,它的燃烧与单纯的固体或液体火箭发动机不

同[１].其燃烧主要发生在边界层中,受扩散控制;火焰中的氧燃比沿燃料通道的长度不断降低.这种特性

使固液火箭发动机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包括:安全性好、容易进行推力调节、易关机和重新启动、推进

剂能量较高、环保性好、药柱稳定性好、温度敏感性低、经济性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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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火箭发动机的研究开展较早,但由于受燃烧效率低和固体燃料推移速率低的双重制约,发展非

常缓慢.随着先进仿真技术和石蜡基燃料技术的发展,固液火箭发动机的燃烧效率和燃料推移速率大幅

提升,固液火箭发动机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固液推进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多种亚轨道飞行器

(如太空船１号)、月球着陆器 (如SpaceDev的固液着陆器)和运载火箭等,充分证明了固液推进技术广

泛的应用前景.

２　美国 MAV发展历程

１９９６年美国宇航局 (NASA)创建 “火星计划” (MarsProgram)[２].当前,MSR成为 NASA 关注

的焦点,而将样本从火星表面带至火星轨道的 MAV更是关键,选择什么样的动力作为 MAV推进更是关

键中的关键.进入２１世纪,美国 MAV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４个阶段:
(１)第一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１年,MAV项目重启.在此阶段,波音公司 (Boeing)提出了两级挤压式双组元液体推进方案,
质量为４００kg,长度大于３m,如图２ (a)所示.诺斯罗普公司 (TRW)对液体、凝胶和固液混合方案

的 MAV质量进行了评估[２,７],每一种都在２９０~２９５kg范围内,如图２ (b)所示.由于 TRW 认为凝胶

推进剂能够承受更低的环境温度,选用了两级凝胶火箭发动机,该方案 MAV 长为２４２ m,直径为

０３４m.

(a)波音公司两级液体方案　　　　　　　 (b)诺斯罗普公司两级凝胶方案

图２　两级液体和两级凝胶方案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LMA)同样对所有可能方案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两级固体方案,Ⅰ
级和Ⅱ级采用改进的Star １７A和Star １３A固体火箭发动机,起飞质量为２５６kg,长度为２５６m,如

图３所示.
这一时期,提出的固液混合推进采用的固体燃料主要为端羟基聚丁二烯 (HTPB)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但由于固液混合方案技术不成熟未获采用.２００２年３家合同商的不同 MAV 推进方案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２年３家合同商的不同 MAV推进方案

提供商
MAV 发射筒 优化后

质量/kg 长度/m 直径/m 长度/m 直径/m 质量/kg

诺斯罗普公司 (凝胶) ２５４ ２４２ ０３４ ２７０ ０５５ ２１０

洛克希德公司 (固体) ２６８ ２５６ ０４５ ３３０ ０６０ ２５６

波音公司 (液体) ４００ ３１０ ０６８ ３２０ ０８４ —

５９３２



图３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两级固体方案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各个合同商的 MAV方案设计可以看到:固液混合推进方案被首次提出,但由于相

关技术不成熟,相比传统固体和液体推进系统优势不明显,因此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火星表面严苛的

低温环境对各种推进方案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 NASA要求 MAV具有更强的可靠性,供应商 MAV
系统的质量和尺寸均大幅提高,无法满足要求,导致火星采样返回计划再度搁浅.

(２)第二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MAV再次受到关注[２].NASA 格伦研究中心 (GRC)说服 NASA 投资 MAV.该阶段以

两种典型的 MAV推进为代表.
第一种是LMA和 ATK联合提出的 “固＋固”和 “固＋液”二级推进方案 (图４),两种方案Ⅰ级均

采用Star １７发动机,推力为１６８kN,比冲为２９３s.固固方案Ⅱ级采用Star １２G 自旋固体发动机,
推力为５７kN,比冲为２９７s,对应 MAV质量为２９９kg (４３％结构冗余).固液方案Ⅱ级采用肼基单组

元液体火箭发动机,对应 MAV质量为３５８kg (４３％结构冗余)[６].
第二种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NGAS)提出的两级 MON２５/MMH 液体方案 (图５)[９].为了减小

增压系统的结构尺寸,NGAS运用了固体燃气发生器代替高压气瓶.Ⅰ级发动机推力为５３kN,Ⅱ级发

动机推力为２７kN,两级发动机有效比冲均为３２９s,整个 MAV 质量为２２７kg,考虑质量冗余后 MAV
质量为２８３kg.

JPL对３种不同方案进行了综合评估,虽然合同商们都能提供满足质量和空间要求的 MAV方案,但

认为３种方案均存在较大的风险.在这个阶段,NASA与欧空局 (ESA)合作开展 MAV论证.
(３)第三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随着NASA和ESA合作的结束,NASA独自开展 MSR项目.JPL提出由移动火星车搭载 MAV,直接

由火星车进行采样工作,因此,“mini MAV”两级固体方案提出,如图６所示.Ⅰ级采用改进Star １５发动

机 (采用球窝喷管,CTPB推进剂适应低温环境),Ⅱ级为Star ９.考虑设计裕度,整个系统从２５０kg降为

１５０kg.采用悬臂式发射系统,而且采用一个简单的可抛式隔热系统,从而使整体质量最小.
该阶段研究人员研制了多种 MAV固体发动机,并经过一年多的热循环测试来评估它的性能特征和生

存特征.Ⅰ级固体发动机的４种方案比较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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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LMA ATK的两种 MAV推进方案

图５　NGAS两级液体方案

图６　２０１２年 “mini MAV”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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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Ⅰ级固体发动机的４种方案比较[３]

方案１ 方案２ 方案３ 方案４

模型

Isp/s ２７８４ ２７６４ ２８３８ ２９３３

总质量/kg １２３１ １１９２ １３３４ １４１４

推进剂质量/kg １０２３ １００９ １０４６ １０６５

燃烧时间/s １９ １９ １１９ ７０

推进剂 TP H ３０６２ (１６％Al) TP H ３０６２ TP H ３５４４ (２１％Al) TP H ３０６２ (１６％Al)

(４)第四阶段 (２０１４年至今)

２０１４年,JPL对各种推进方案进行了重新评审,重点关注了单组元液体推进方案和单级入轨

(SSTO)方案.研究人员对二硝酰胺铵 (ADN)基单组元推进剂和硝酸羟胺基单组元推进剂进行了研究,
最主要的问题是两种单组元液体发动机推力都偏小,无法满足运用需求.若采用肼类双组元液体发动机,
又会造成 MAV结构偏大和重量偏重.

此阶段,石蜡基燃料发展迅速,低温固体推进技术也快速发展,固体燃料推移速率低和固体推进剂

的低温适应性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２０１５年,NASA科学家们再次对比研究了包括固体、液体单组元、
液体双组元以及固液在内的７种优选的 MAV推进系统设计方案,如图７所示.其中,包括５种固体 (４
为低温固体,１为固液)、２种液体,显示出固体推进在 MAV 中的应用优势[１１].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

对比了固液、液体双组元以及固体推进系统的主要特点,表明固液混合推进相对较优.

２０１９年,美国再次对 MAV方案进行了研究,MSFC综合对比了满足任务需求的两级固体推进和单

级固液推进后,综合认为:虽然固液混合单级入轨方案有启停方便、入轨散布小、推进 姿控一体化等的

优点,但是其对工作温度限制严格、系统复杂度高,关键是研发周期长且技术成熟度较低,故 NASA 选

择了两级固体方案作为 MSR项目中的 MAV动力系统,同时,也积极支持固液混合推进 MAV 的持续关

键技术研究.３种 MAV推进系统的对比见表３.

图７　NASA的７种不同 MAV推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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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种 MAV推进系统的对比[３]

固液 液体:双组元 固体

满足总体任务 结构与质量均满足 结构或质量不满足 结构与质量均满足

低温贮存 －１００℃ (燃料)/－７１℃ (氧化剂) －４２℃ (燃料)/－４５℃ (氧化剂) －６０℃

推进剂保温 无保温需求 推进剂需要加温 推进剂需要温度保持

对裂纹脱粘容忍 高 — 不容忍

增压输送 单一氧化剂需要 所有推进剂均需要 —

复杂度 中等 高 低

推进剂利用 优 好 好

节流 简单设计,仅一种液体 复杂设计 不具备节流

启停能力 具备 具备 不具备

推进剂密度 中等 低 非常高

３　固体推进 MAV初步方案

依据我国 MSR任务的初步需求,结合固体推进的研究发展,本文初步给出了两种满足指标要求的

MAV方案.

３１　低温固体推进方案

MAV采用两级固体发动机方案,Ⅰ级采用全复合材料壳体,超低温适应推进剂,球窝喷管,比冲为

２９２s,直径为５００mm.Ⅱ级直径为３８０mm,固定喷管,超低温适应推进剂.整体采用冷气RCS控制系

统,总体与 ATK方案相似.固体方案 MAV总质量为２６３kg,总长不超过２２００mm,质量和尺寸均满

足 MSR需求.

固体推进方案总体技术成熟度高,但是需要对Ⅰ级发动机、Ⅱ级发动机、液体RCS等进行热控设计,

如图８所示.另外,由于固体推进入轨精度相对较低,需要优化设计交会轨道.

图８　３种方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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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低温适应推进剂方面,美国 ASI等公司２０１３年开始研制一种新的基于硅氧烷的低温推进剂,其

玻璃化温度低于１５０K (－１２３℃).２０１４年,美国开始了 “火星采样返回用低温工作平台燃烧固体推进

剂”项目的研制.我国航天科技四院４２所已合成一种适应超低温环境的固体推进剂 (表４),其超低温性

能良好,玻璃化温度低于－８５℃ (可用温度为－６５℃),能量性能和力学性能匹配较好,且完成了低温

点火试验.

表４　超低温固体推进剂基础配方

组分
黏合剂 增塑剂 氧化剂 燃料 硝铵 固化剂

PET/HTPE TEGDA/DEGDA AP AL HMX/RDX TDI/LM １００

质量分数 (％) ６~１０ １５~２０ ３０~４０ １５~２０ １６~１８ ０２~０５

３２　固液混合推进方案

初步提出了基于单级入轨的固液推进 MAV方案.采用石蜡基燃料,满足低温和高推移速率需求.氧

化剂初步采用为 MON３０ (７０％N２O４,３０％NO),满足比冲和低温需求.整体方案设计直径不大于

４５０mm,设计比冲≥３０５s,起飞质量不大于２６０kg,推进剂质量为１６０kg,工作时间为１００s.具备可

变推力和多次启动能力.该方案总体技术成熟度较低,需要较多的关键技术突破.
在石蜡基燃料方面,我国航天科技四院４１所联合中科院力学所、西北工业大学等开展了研究,初步

掌握了石蜡基燃料的设计、浇注和固化成型等.研制的石蜡基燃料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并开展了直径

为２２０mm 的石蜡基燃料固液混合发动机的多发试验,显示出良好的效果,如图９和图１０所示,固液混

合推进 MAV见表５.

图９　石蜡基固液混合发动机地面热试

图１０　电控固体点火与熄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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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点火方面,我国航天科技四院４２所初步掌握了电控固体推进剂技术,通过电压的开断控制推

进剂燃烧,可以用于固液混合发动机的多次点火.

表５　固液混合推进 MAV

项目 指标 图示

发动机直径 ４５０mm

起飞质量 ２６０kg

推进剂质量 １６０kg

发动机燃烧时间 １００s

推进剂组合 MON３０和石蜡基推进剂

推力调节比 １∶１０

启动次数 ≥３

真空比冲 ≥３０５s

矢量控制 液体二次喷射

点火 电控固体点火

低温适应性 －１００℃ (燃料)/－７１℃ (氧化剂)

４　结　论

通过对美国 MAV推进计划的详细分析,基于固体推进技术的优势,提出了基于低温固体发动机和固

液混合火箭发动机应用于 MAV的设想方案,得到以下结论:

１)随着超低温固体推进剂的突破,固体推进以其结构简单紧凑、推重比高等可以很好地适应 MAV.

２)通过采用石蜡基燃料和氮氧类氧化剂 (如 MON３０等),固液混合火箭发动机可适应－７０℃以下

的低温环境,显著降低对热控系统的需求,且在质量和结构上优势巨大,一旦技术成熟将是 MAV的最佳

选择.

３)固体推进技术在EDL等领域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基于技术成熟度,建议我国 MAV第一步

可走固体推进路线,主力攻克地外天体起飞技术,实现采样返回;第二步走固液 MAV路线.

４)不论是低温固体推进还是固液推进 MAV,距离 MSR 任务仍有差距,需要加快进行关键技术

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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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arsSample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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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MarsAscentVehicle (MAV)isthekeypointofthemissionto MarsSampleReturn
(MSR) Thedevelopmentof MAVin AmericaisreviewedinthispaperItiscontrastedthatthe
specialtyofsolidpropulsion,liquidpropulsionandhybridpropulsion Thebetterchoiceistotakethe
hybridpropulsionorcryogenicsolidpropulsiontomeettheenvironmentofMarsandtheperformanceof
massandstructureofMAV ThedevelopmentofMAVbasedonhybridpropulsionandcryogenicsolid

propulsionshowsthatsolidpropulsionisgoodchoicetothemissionofM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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